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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简历

陈向群同志简历
陈向群，男，汉族，1962年11月生，河北唐山人，

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林工业大学机械一系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学
学士学位，副研究员。

现任湖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副
书记。

1979.10-1983.07� �吉林工业大学机械一系铸造
专业学习；

1983.07-1987.02� �机械工业部基础件质量工
艺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其间:1983.08-1984.08� �山
西榆次液压厂铸造车间实习；1985.04-1987.02� �抽
调到机械工业部深圳经济技术贸易中心基础件商品
部工作，负责基础件商品出口基地建设工作）；

1987.02-1987.08� � 机械工业部通用零部件
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1987.08-1988.06� � 劳动人事部劳力局企业
处副主任科员；

1988.06-1991.04� � 人事部职位职称司主任
科员；

1991.04-1992.11� � 人事部职位职称司职位
分类处副处长；

1992.11-1994.07�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体改委副主任；

1994.07-1995.01�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体改委副主任(正处级)；

1995.01-1997.02�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体改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7.02-1998.06�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银海区委书记；

1998.06-1999.09� �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9.09-2000.09�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0.09-2002.12�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002.12-2003.02�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2003.02-2007.04�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委
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其间:2004.02-2005.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班学习）；

2007.04-2008.0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
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2008.05-201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

2010.06-2013.01� �中组部部务委员（副部长
级）兼组织二局局长、基层办主任；

2013.01-2014.01� �中组部部务委员（副部长
级） 兼干部二局局长，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2013.05任）， 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
员（2013.01任）；

2014.01-2014.08� �中组部副部长兼干部二局
局长，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14.03免），中央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中央港澳工作协
调小组成员（2014.03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2014.03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
（2014.06任）；

2014.08-2015.11� �中组部副部长，中央防范和
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2016.06免），中央港澳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2015.12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2016.03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委员（2015.12免）；

2015.11-2015.12� �湖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
党组副书记；

2015.12-� � � �湖南省委常委， 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党组副书记

何报翔同志简历
何报翔，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南岳阳县人，

民革成员，1982年7月参加工作，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位，高
级工程师。

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

1978.10-1982.07� �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系橡胶机
械专业学习；

1982.07-1984.06� �天津市橡胶封件厂科技攻
关负责人；

1984.06-1986.08� �天津市橡胶封件厂厂长助理；
1986.08-1987.12� �湖南省岳阳县农委副主任；
1987.12-1989.05� �湖南省岳阳县第二轻工业

局局长；
1989.05-1993.01� �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政府县

长助理；
1993.01-1996.09� �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
1996.09-1997.12� �湖南省岳阳市工商联会长；
1997.12-2002.07� �湖南省岳阳市政协副主席、

市工商联会长（1997.09-1999.07� �中国人民大学研
究生课程班区域经济学专业学习；2001.06-2001.12��
挂职任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长）；

2002.07-2008.01� �湖南省工商联会长（主席）
（2000.09-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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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1-2011.09�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联主席；

2011.09-2012.01�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
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2012.01-2017.06�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
工商联主席（2016.12免）；

2017.06-2017.12�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
革湖南省委主委；

2017.12-� � � �民革中央副主席、湖南省委主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隋忠诚同志简历
隋忠诚， 男， 汉族，1967年6月生， 吉林长春人，

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
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84.09-1988.07�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建及施

工系水建专业学习；
1988.07-1992.02�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92.02-1994.10�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水库科副科长、科长；

1994.10-1999.03�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1996.07正处级；其间：1996.08-1999.03
挂职任辉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1999.03-2000.01� �吉林省水利厅工管处处长、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2000.01-2001.07�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常务副主任（1997.09-2000.06吉林大学东北亚
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
学位）；

2001.07-2003.06� �吉林省吉林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2003.06-2004.04� �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
2004.04-2007.06� �吉林省团委书记、党组书记

（2001.09-2006.12�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经
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7.06-2009.04� �吉林省通化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市长；

2009.04-2009.05� �吉林省长春市委常委；
2009.05-2011.05� �吉林省长春市委常委、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
2011.05-2013.01�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2013.01-2017.07� �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

组成员；
2017.07-� � �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陈飞同志简历
陈飞， 男， 汉族，1963年11月生， 江苏南通人，

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
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82.09-1986.07�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利水电

工程建筑及施工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学习；
1986.07-1992.12� �葛洲坝工程局浇筑公司、三

公司、一公司技术员、助理工程师，葛洲坝工程局办公
室副科级秘书、正科级秘书；

1992.12-1994.12� �葛洲坝工程局第一工程公
司副经理、第一工程公司三峡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4.12-1997.02�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经理、第一工程公司三峡指挥
部指挥长；

1997.02-1997.05�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三峡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7.05-1998.06�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葛洲坝股份公司董事，三峡指挥
部副指挥长、党委书记；

1998.06-2000.04�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葛洲坝股份公司董事，三峡指挥
部指挥长、党委书记（1995.10-1997.07� �中国人民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经济系产业经济专业在职学习，
1999年1月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0.04-2001.01�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兼葛洲坝
股份公司董事；

2001.01-2001.10� �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01.10-2002.05� �云南省临沧地委副书记（挂
职）；

2002.05-2003.12� �云南省计委副主任、党组成
员（挂职）；

2003.12-2006.10�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

2006.10-2008.0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 党组成员兼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
记、总经理；

2008.04-2010.01�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其间：2009.03-2009.07� �中央党校第
2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0.01-2014.03�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
员（其间：2013.09-2013.11� �中央党校第54期省部级
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4.03-2017.12�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三峡工程稽察
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2015.05-2015.07��
国防大学第46期国家安全研究班学习）；

2017.12-2018.01� �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8.01-� � �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吴桂英同志简历
吴桂英， 女， 汉族，1966年2月生， 河北唐山人，

1990年2月参加工作，198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84.09-1988.09�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国际

经济法专业学习；
1988.09-1990.02�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经

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0.02-1991.04� �北京南郊牛奶公司经营科

法律顾问；
1991.04-1993.06�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科员；
1993.06-1994.06�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副主

任科员；
1994.06-1994.08�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主任

科员；
1994.08-1998.12�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副处

长（其间:1995.04-1996.04� �北京市委研究室综合处
挂职锻炼）；

1998.12-2000.06�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处长；
2000.06-2001.11� �北京市工商局机场分局局

长；
2001.11-2003.09� �北京市计委副主任；
2003.09-2008.05�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
2008.05-2008.09� �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
2008.09-2012.07� �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 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
（2006.03-2010.0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技术
哲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2012.07-2012.11� �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
人民政府代理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

2012.11-2012.12� �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
人民政府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

2012.12-2015.09� �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
人民政府区长；

2015.09-2015.11� �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区人
民政府区长；

2015.11-2018.01� �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
2018.01-� � �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许显辉同志简历
许显辉， 男， 汉族，1966年2月生， 河南叶县人，

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内
蒙古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法学学士
学位。

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
厅厅长、党委书记。

1983.09-1987.07� �内蒙古大学法律系法律专
业学习；

1987.07-1996.04�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法
制局行政法规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6.04-2000.06�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法
制办经济法规处副处长；

2000.06-2000.08�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法
制办经济立法处处长；

2000.08-2001.01�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

2001.01-2004.07�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4.07-2005.08�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
委书记；

2005.08-2008.05� �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副
主任、党组成员；

2008.05-2013.03� �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
任、党组书记；

2013.03-2013.05� �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2013.05-2015.05� �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2015.05-2015.06� �湖南省益阳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2015.06-2016.11� �湖南省益阳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市长；

2016.11-2016.12� �湖南省纪委副书记；
2016.12-2017.07� �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

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7.07-2017.08� �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公安

厅厅长、党委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7.08-2018.01�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

记，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8.01—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

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陈文浩同志简历
陈文浩，男，汉族，1961年12月生，广东大埔

人，1982年2月参加工作，1986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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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硕士学位，工程
师。

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1979.03-1982.02� �长沙交通学院汽车动力系船
舶机械专业学习；

1982.02-1984.09�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干部；
1984.09-1987.04�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三车间

副主任；
1987.04-1988.01�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四车间

主任；
1988.01-1989.01�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新产品

开发办副主任；
1989.01-1990.08�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生产科

科长；
1990.08-1992.11� �湖南省常德船舶厂副厂长；
1992.11-1994.12� �共青团常德市委书记、党组

书记；
1994.12-1995.02� �湖南省石门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代理县长；
1995.02-1997.04� �湖南省石门县委副书记、县

人民政府县长；
1997.04-2001.11� � 湖南省石门县委书记

（其间：1999.09-200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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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管理
学硕士学位）；

2001.11-2002.11�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2002.11-2008.12� �湖南省常德市委常委、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

2008.12-2009.02� �湖南省常德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2009.02-2013.03� �湖南省常德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市长；

2013.03-2016.12� �湖南省永州市委书记；
2016.12-2018.01� �湖南省长沙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市长，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2018.01—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长

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湘江新区党工
委书记

� � � � 傅奎，男，汉族，1962年9月生，湖北
丹江口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哲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助理研究员。

现任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湖南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1979.09-1983.08� �北京师范大学哲
学系哲学专业学习；

1983.08-1986.08� �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系团总支书记、辅导员；

1986.08-1988.04� � 中央纪委第六
纪检室主任科员；

1988.04-1989.11� � 监察部第五监
察局主任科员；

1989.11-1993.01� � 监察部第五监
察司三处副处级监察员、 三处副处长，办
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10� � 中央纪委执法
监 察 室 一 处 副 处 长 （其 间 ：
1993.03-1994.03� � 挂职任江苏省句容
县委副书记）；

1994.10-1999.12� �中央纪委执法监
察室正处级检查员、监察员；

1999.12-2005.12� �中央纪委监察综
合室副主任（其间：2001.09-2001.12� �国
家行政学院第14期司局级公务员任职培训
班学习；2003.10-2004.01� �外交学院“中
央组织部、 国家外专局司局级干部英语强
化班” 学习；2004.06-2004.09� � 清华大
学、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2005.12-2007.09� �中央纪委纪检监
察研究所所长（正局级）；

2007.09-2008.11� �中央纪委廉政理

论研究中心主任（正局级）；
2008.11-2010.12� �中央纪委执法监

察室主任；
2010.12-2014.01� �中央纪委副秘书

长 兼 监 察 综 合 室 主 任 （其 间 ：
2012.09-2013.01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学习）；

2014.01-2015.07� �国家预防腐败局
副局长（专职，副部长级）兼预防腐败室主
任（2014年3月更名为国际合作局）；

2015.07-2018.01� � 湖南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2018.01— 湖南省委常委、 省纪
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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