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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杜家毫，男，汉族，1955年7月生，浙江宁波人，1973年3月参加
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3.03-1975.07� �上海市跃进农场工具厂工人、 副指导员、

党支部副书记；
1975.07—1978.09� �上海市跃进农场党委委员、 综合计划组

组长、场党委副书记、场政治处副主任；
1978.09-1981.09� �上海市农场局团委副书记；
1981.09-1984.06� � 上 海 市 农 场 局 团 委 书 记 （其 间 ：

1981.09-1982.01� � 中 央 团 校 第 20 期 培 训 班 学 习 ；
1982.09-1983.01� �上海市委党校第九期轮训班学习）；

1984.06-1985.06� �上海市农场局科技处负责人；
1985.06-1990.04� �上海市农场局工会副主席（其间：1987.02

明确为正处级，主持工作；1983.09-1988.06�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专业

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0.04-1992.03� �上海市农场局党委委员、党政办公室主任；
1992.03-1993.01� �上海市松江县委副书记；
1993.01-1998.07� � 上 海 市 松 江 县 委 书 记 （其 间 ：

1995.09-1996.07� �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5.09-1998.07� �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1998.07-1999.10� �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
1999.10-2003.02� �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2003.02-2003.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副秘书长（主持办公厅工作）；
2003.04-2003.08�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2003.08-2004.04�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市人民政府党组成

员、秘书长，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委会主任；
2004.04-2007.12� �上海市委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其

间：2005.03-2007.05�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7.12-2011.04� � 黑龙江省委常委， 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
长、党组副书记；

2011.04-2011.09� �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2011.09-2012.05�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2012.05-2013.03� �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13.03-2013.04�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2013.05� �湖南省委副书记，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

理省长、党组书记；
2013.05-2016.08�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2016.08-2016.09�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2016.09-2017.01� �湖南省委书记；
2017.01-� � �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 � �许达哲，男，汉族，1956年9月生，湖南浏阳人，1975年12月参加
工作，198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机
械制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位，研究员。

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1975.12-1978.03� �江西省余干县河埠公社江坪大队知青；
1978.03-1982.03� �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

业学习；
1982.03-1984.12�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

业研究生；
1984.12-1988.12� �航天部、 航空航天部一院15所九室设计

员；
1988.12-1990.03� �航空航天部一院15所五室工程组长；
1990.03-1992.12� �航空航天部一院15所五室副主任；
1992.12-1993.09� �航空航天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15

所五室主任；
1993.09-1994.04�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15所副所长；
1994.04-1995.01�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民品开发部副

部长；
1995.01-1997.07�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副院长（正厅

级）；
1997.07-1999.05�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一院副院长兼总工

艺师（其间：1998.03-1998.07� �中央党校第30期地厅级干部进修
班学习）；

1999.05-2000.01�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一院副院长、总工艺师兼211厂厂长；

2000.01-2001.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院长兼党委
副书记；

2001.12-2007.0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

成员（其间：2006.03-2007.01� �中央党校第22期一年制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学习）；

2007.06-2013.0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组书
记（2008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为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

2013.04-2013.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13.12-2016.08�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国

家航天局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党组
书记， 中央保密委员会委员（2014.01任），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
（2014.09任），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委员（2014.03任）；

2016.08-2016.09� �湖南省委副书记；
2016.09-2016.12�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2016.12-� � �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

杜家毫同志简历

许达哲同志简历

省人民政府省长 许达哲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简历
刘莲玉同志简历

刘莲玉，女，汉族，1960年2月生，湖南澧县人，1980年12月参
加工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
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省总工会主席。
1978.03-1980.12� �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中文专业学习；
1980.12-1981.05� �湖南省澧县县委驻大坪乡工作组干部；
1981.05-1982.03� �湖南省澧县九垸公社妇联主任、 管委会

副主任；
1982.03-1983.08� �湖南省澧县县委驻澧澹乡工作组组长；
1983.08-1984.08� �湖南省澧县澧澹乡党委副书记；
1984.08-1985.06� �湖南省澧县方石坪乡党委书记；
1985.06-1986.12� �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86.12-1988.05� �湖南省桃源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8.05-1988.11� �湖南省常德地区农机管理站副站长；
1988.11-1992.07� �共青团常德市委书记；
1992.07-1995.01�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书记；
1995.01-2002.04� � 共 青 团 湖 南 省 委 书 记 （其 间 ：

1995.09-1996.07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6.09-1998.12� �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
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2.04-2007.04� �湖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
2007.04-2008.01� �湖南省怀化市委书记；
2008.01-2008.03�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

怀化市委书记；
2008.03—2008.04�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8.04-� �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省总工会主席

杨维刚同志简历
杨维刚，男，汉族，1960年3月生，湖南平江人，民盟成员，1975年

3月参加工作，中南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
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

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湖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1975.03-1978.09� �湖南省平江县知青；
1978.09-1982.06� �陕西机械学院机械三系印刷机械专业学习；
1982.06-1985.09� �湖南印刷机械厂设计员；
1985.09-1994.09� �株洲工学院包装系教研组组长、教研室主

任、系副主任；
1994.09-1998.01� �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其间：

1995.12-1997.12� �挂职任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8.01-2005.07� �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其间：

2000.05-2000.11� �挂职任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
2000.09-2005.06� �中南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
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5.07-2005.12� �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省株洲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

2005.12-2007.06� �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副厅长；

2007.06-2007.12� �民盟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副厅长；

2007.12-2011.01� �民盟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国土
资源厅副厅长（2008.05� �明确为正厅长级）；

2011.01-2018.01� �民盟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2018.01— 民盟中央常委、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柯敏同志简历
王柯敏，男，汉族，1957年8月生，湖南宁乡人，1975年6月参加工

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
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75.06-1978.02� �湖南省沅江县知青；

1978.02-1982.03� �湖南大学化工系分析化学专业学习；
1982.03-1984.12� �湖南大学化工系硕士研究生；
1984.12-1987.12�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博士研究生；
1987.12-1989.09�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教师；
1989.09-1991.01� �瑞士联邦苏黎士高等理工学院博士后；
1991.01-1992.09�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教授；
1992.09-1995.06�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副主任；
1995.06-1996.10�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主任；
1996.10-1997.03�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1997.03-1999.05� �湖南大学副校长；
1999.05-2003.02� �湖南大学校长；
2003.02-2011.09� �湖南省科技厅厅长、 党组书记（其间：

2004.03-2005.01�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1.09-2016.01�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

委书记（其间：2013.09-2014.01�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6.01-2016.02�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6.02-� �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向力力同志简历
向力力，男，汉族，1962年9月生，湖南衡东人，1983年7月参加工

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79.09-1983.07� �湘潭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1983.07-1983.10�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宋桥公社宣传干事；
1983.10-1984.08�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团委副书记；
1984.08-1985.01�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白果镇人民政府副

镇长；
1985.01-1986.05� �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86.05-1988.12� � 湖南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干事、主

任科员；
1988.12-1991.07� � 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秘书（1991.03

副处级）；
1991.07-1993.09� � 湖南省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副书记

（1993.06正处级）、凤凰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1993.09-1995.05� �湖南省长沙市委副秘书长；
1995.05-1996.07� �湖南省长沙市西区区委书记；
1996.07-1998.01�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书记；
1998.01-1998.06�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长沙市岳

麓区委书记；
1998.06-2000.12�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0.12-2004.06�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长沙商业

银行董事长（兼）；
2004.06-2006.09� �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人 民 政 府 副 市 长

（1999.12-2005.12�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在职研究生学习，先后获管理学硕士、博士学位；2003.12-2004.06��
湖南省选派赴美国巴尔的摩大学培训）；

2006.09-2007.11� �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 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党组副书记；

2007.11-2008.03� �湖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2008.03-2008.08� �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8.08-2009.02� �湖南省郴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代理市长；
2009.02-2011.12� �湖南省郴州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2011.12-2015.04� �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
2015.04-2016.05� �湖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其间：2015.09-2016.01�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学习）；

2016.05-2016.12�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秘书长、 党组成
员，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2016.12-2018.01�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8.01—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叶红专同志简历
叶红专，男，土家族，1958年6月生，湖南龙山人，1975年3月参加

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湘西自治州
分校党政干部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在职大专学历。

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
1975.03-1977.10�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兴隆公社知青；
1977.10-1987.02�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供销社职工；
1987.02-1988.09� �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计委干部

（1985.09-1987.07�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湘西自治州分校党政干部
经济管理专业大专班学习）；

1988.09-1990.05�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计委副主任科员；
1990.05-1992.08�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计委基建计划科副科长；
1992.08-1994.09�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计委基建计划科科长；
1994.09-1995.09�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总

经理；
1995.09-2001.05�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计委副主任；
2001.05-2001.08�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计委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1.08-2006.04�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2003.06任）；
2006.04-2007.11�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委书记；
2007.11-2008.05�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常委、凤凰县委书记；
2008.05-2008.12�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常委、吉首市委书记；
2008.12-2009.03�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副书记、 州人民政府

代理州长；
2009.03-2013.01�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副书记、 州人民政

府州长；
2013.01-2018.01�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委书记；
2018.01—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湘西自治州委书记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周农同志简历
周农，男，汉族，1962年8月生，湖南益阳人，1982年7月参加工

作，198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法学理论专业毕业，中央
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现任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

1978.09-1982.07� �湖南大学化工系无机化学工程专业学习；
1982.07-1985.03� �湖南省资江氮肥厂技术员、厂团委副书记；
1985.03-1991.06� �湖南省娄底地区团委副书记；
1991.06-1993.11� �湖南省娄底地区团委书记；
1993.11-1997.04� �湖南省娄底地区双峰县委副书记；
1997.04-1999.12� �湖南省娄底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1999.12-2001.08�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

政府县长；
2001.08-2001.11�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委书记、 县人民政

府县长；
2001.11-2004.02� � 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委书记（其间：

2003.09-2004.01� �中央党校第7期县委书记进修班学习）；
2004.02-2006.03� �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委书记（其间：

2004.03-2006.01� � 中央党校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2005.02-2005.05� �湖南省委组织部选派赴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德多
梅恩大学学习）；

2006.03-2006.06�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委书记；
2006.06-2006.11� �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
2006.11—2010.03� �湖南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2010.03-2011.11� �湖南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省预防

腐败局副局长；
2011.11-2014.06� �湖南省纪委副书记；
2014.06-2016.03� �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

腐败局局长；
2016.03-2016.05� �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
2016.05-2018.01� �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01—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刘莲玉

周农向力力

王柯敏杨维刚

叶红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