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

    男，汉族，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

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岐山

    男，汉族，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

198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

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    员（204名）
候补委员（172名）

委    员（133名）

习近平

委员：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	 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	 正

书记：王沪宁	 丁薛祥	 杨晓渡	 陈	 希	

	 郭声琨	 黄坤明	 尤	 权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薛祥  习近平  王  晨  王沪宁  刘  鹤  许其亮  孙春兰（女）  李  希 
  李  强  李克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晓渡  汪  洋  张又侠  陈  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赵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郭声琨  黄坤明  韩  正  蔡  奇

书  记：赵乐际

副书记：杨晓渡	 张升民	 刘金国	 杨晓超

	 李书磊	 徐令义	 肖	 培	 陈小江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鸿津  白少康  刘金国  李书磊  杨晓超  杨晓渡  肖  培  邹加怡（女）
  张升民  张春生  陈小江  陈超英  赵乐际  侯  凯  姜信治  骆  源
  徐令义  凌  激  崔  鹏

民族委员会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　席：习近平  
副主席：许其亮	 张又侠
委　员：魏凤和	 李作成	 苗	 华	 张升民

主  席：习近平

副主席：王岐山

委 员 长：栗战书

副委员长：王  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跃跃（女）  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万鄂湘  陈  竺 
  王东明  白玛赤林（藏族）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秘 书 长：杨振武

总    理：李克强

副 总 理：韩  正  孙春兰（女） 
  胡春华  刘  鹤
国务委员：魏凤和  王  勇  王  毅 
  肖  捷  赵克志
秘 书 长：肖  捷（兼）

主  席：习近平  
副主席：许其亮	 张又侠

委　员：魏凤和	 李作成	 苗	 华	 张升民

办公厅 
法制工作委员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

院长：周	 强

主任：杨晓渡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检察长：张	 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主  席：汪	 洋

副主席：张庆黎	 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	 董建华	 万	 钢	 何厚铧	 卢展工	 王正伟（回族）	

	 马	 飚（壮族）	 陈晓光	 梁振英	 夏宝龙	 杨传堂	 李	 斌（女）	 巴特尔（蒙古族）	 汪永清

	 何立峰	 苏	 辉（女）	 郑建邦	 辜胜阻	 刘新成	 何	 维  邵  鸿  高云龙
秘书长：夏宝龙（兼）

常务委员会

办公厅
提案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教科卫体委员会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港澳台侨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  务  院

视觉中国
特别策划

工作机构和
办事机构

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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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

男，汉族，1950年8月生，河北平

山人，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5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河北师范大学

夜大学政教系毕业，在职大学学历，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李克强

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

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

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

历，法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民族委员会 白春礼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李	 飞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吴玉良

财政经济委员会 徐绍史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李学勇

外事委员会 张业遂

华侨委员会 王光亚

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高虎城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陈锡文

社会建设委员会 何毅亭

王晨
男，汉族，1950年12月生，北

京市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
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
闻业务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
学硕士学位，高级编辑。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

韩正
男，汉族，1954年4月生，浙

江慈溪人，1975年12月参加工
作，197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
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毕业，在
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
记。

魏凤和
男，汉族，1954年2月生，山

东茌平人，1970年12月入伍，
197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
防大学合同战役指挥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防
部部长，上将军衔。

孙春兰
女，汉族，1950年5月生，河

北饶阳人，1969年11月参加工
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王勇
男，汉 族，1955年12月 生，

辽宁盖州人，1969年8月参加工
作，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工程专
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学
位，研究员。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
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胡春华
男，汉族，1963年4月生，湖

北五峰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
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王毅
男，汉族，1953年10月生，北

京市人，1969年9月参加工作，
198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日语
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
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外交部
部长。

刘鹤
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

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
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
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肖捷
男，汉族，1957年6月生，辽

宁开原人，1976年3月参加工作，
198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毕
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
学位，经济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
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
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赵克志
男，汉族，1953年12月生，山

东莱西人，1973年3月参加工作，
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国
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公安部
部长、党委书记，总警监。

曹建明
男，汉族，1955年9月生，江

苏南通人，1972年12月参加工
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国际
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
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春贤
男，汉族，1953年5月生，河

南禹州人，1970年12月参加工
作，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跃跃
女，汉族，1957年1月生，浙

江宁波人，1977年5月参加工作，
198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吉炳轩
男，汉族，1951年11月生，河

南孟津人，1978年10月参加工
作，198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普通
班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艾力更·依明巴海
男，维吾尔族，1953年9月生，

新疆英吉沙人，1971年3月参加
工作，198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西北轻工学院轻工二系硅酸盐
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万鄂湘
男，汉族，1956年5月生，湖

北公安人，民革成员，1974年3月
参加工作，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国际法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
学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陈竺
男，汉族，1953年8月生，江苏

镇江人，农工党成员，1970年4月
参加工作，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血
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毕
业，研究生学历，科学博士学位，
教授，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
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

王东明
男，汉族，1956年7月生，辽

宁宽甸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
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四川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

白玛赤林
男，藏族，1951年10月生，西

藏丁青人，1969年12月参加工
作，197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丁仲礼
男，汉族，1957年1月生，浙江

嵊州人，民盟成员，1988年8月参
加工作，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古
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毕业，研究生
学历，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郝明金
男，汉族，1956年12月生，山

东嘉祥人，民建成员，1971年12
月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诉讼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蔡达峰
男，汉族，1960年6月生，浙

江宁波人，民进成员，1985年7月
参加工作，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
历史与理论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武维华
男，汉族，1956年9月生，山

西孝义人，九三学社成员，1974
年12月参加工作，美国新泽西州
立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科学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
位，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杨振武
十三届全国人大十个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  肖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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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提案委员会  李智勇

经济委员会  尚福林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罗志军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李	 伟

教科卫体委员会  袁贵仁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沈德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王伟光

港澳台侨委员会  朱小丹

外事委员会  楼继伟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宋大涵

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夏宝龙（兼）
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主任

张庆黎
男，汉族，1951年1月生，山

东东平人，1971年1月参加工作，
197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刘奇葆
男，汉族，1953年1月生，安

徽宿松人，1974年9月参加工作，
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林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
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
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帕巴拉·格列朗杰
男，藏族，1940年2月生，四

川理塘人，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西藏自
治区政协主席。

杨传堂
男，汉族，1954年5月生，山

东禹城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
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李斌
女，汉族，1954年10月生，辽

宁抚顺人，1974年7月参加工作，
198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吉
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
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
学博士学位，研究员。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特尔
男，蒙古族，1955年2月生，

辽宁康平人，1973年1月参加工
作，198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

董建华
男，汉族，1937年5月生，浙

江舟山人，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
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万钢
男，汉族，1952年8月生，上

海市人，致公党成员，1969年4月
参加工作，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
大学机械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工
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

何厚铧
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于

澳门，广东番禺人，加拿大约克大
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汪永清
男，汉族，1959年9月生，江

西贵溪人，1987年7月参加工作，
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政
法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
长、机关党组成员。

何立峰
男，汉族，1955年2月生，广

东兴宁人，1973年8月参加工作，
198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厦
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学专业毕
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
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苏辉
女，汉族，1956年5月生，台

湾台南人，1975年5月参加工作，
台盟成员、中共党员，中央财政金
融学院财政系财政学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台盟中央主席。

卢展工
男，汉族，1952年5月生，浙

江慈溪人，1969年3月参加工作，
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哈尔
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
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正伟
男，回族，1957年6月生，宁

夏同心人，1976年9月参加工作，
198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
民族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
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马飚
男，壮族，1954年8月生，广

西田阳人，1972年10月参加工
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政治经济学
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研究员。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郑建邦
男，汉族，1957年1月生，湖

南石门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
民革成员，东北师范大学政治教
育系经济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宋庆龄基
金会副主席（兼职）。

辜胜阻
男，汉族，1956年1月生，湖

北武汉人，1975年7月参加工作，
民建成员，武汉大学经济系经济
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
济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刘新成
男，汉族，1952年3月生，河

北固安人，1968年12月参加工
作，民进成员，北京师范学院历史
系世界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
历史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晓光
男，汉族，1955年5月生，吉

林梨树人，民盟成员，1973年6月
参加工作，吉林工业大学农业机
械工程系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研
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梁振英
男，汉族，1954年8月生，山

东威海人，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
院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夏宝龙
男，汉族，1952年12月生，天

津市人，1969年8月参加工作，
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
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
士学位。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

何维
男，汉族，1955年12月生，黑

龙江哈尔滨人，1975年12月参加
工作，农工党成员，德国海德堡大
学理论医学系免疫学专业毕业，
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教
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邵鸿
男，汉族，1957年11月生，辽

宁盖州人，1975年11月参加工
作，九三学社成员，南开大学历史
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生
学历，历史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高云龙
男，汉族，1958年12月生，山

东莱芜人，1985年5月参加工作，
民建成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化工
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
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中
国民间商会会长，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民建
北京市主委。

汪洋

男，汉族，1955年3月生，安徽宿

州人，1972年6月参加工作，1975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工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三届全国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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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简历见前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魏凤和  李作成  苗华  张升民

国务院组成部门

许其亮

男，汉族，1950年3月生，山东临

朐人，1966年7月入伍，1967年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五航空学校

毕业，大专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空

军上将军衔。

杨晓渡

男，汉族，1953年10月生，上海市人，1970年5月参加

工作，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强

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

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

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

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张军

男，汉族，1956年10月生，山东博兴人，1973年1月

参加工作，197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法

律系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党组书记。

张又侠

男，汉族，1950年7月生，陕西渭

南人，1968年12月入伍，1969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基本系毕

业，大专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上

将军衔。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公安部部长 国家安全部部长

外交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部长 科学技术部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王毅（兼）
（简历见前页）

魏凤和（兼）
（简历见前页）

何立峰
（简历见前页）

陈宝生
男，汉族，1956年5月生，甘

肃兰州人，1974年5月参加工作，
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政治学
专业，经济学学士，副研究员。中
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王志刚
男，汉族，1957年10月生，安徽

定远人，1976年1月参加工作,1986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电讯
工程学院一系信息论专业毕业，大
学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
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中共十九届中
央委员。

苗圩
男，汉族，1955年5月生，北

京市人，1974年2月参加工作，
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
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
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巴特尔
（简历见前页）

赵克志（兼）
（简历见前页）

陈文清
男，汉族，1960年1月生，四

川仁寿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
198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
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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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交通运输部部长 水利部部长

农业农村部部长 商务部部长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审计署审计长

应急管理部部长

民政部部长 司法部部长 财政部部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自然资源部部长 生态环境部部长

国务院组成部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国务院组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教育部对外保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牌子。科学技

术部对外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保

留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牌子。自然资源部对外保留国

家海洋局牌子。生态环境部对外保留国家核安全局牌子。

三、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

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设置

方案，国务院机构设置如下：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务院参事室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牌子。国家新闻出版署

（国家版权局）在中央宣传部加挂牌子，由中央宣传部承担相

关职责。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中央统战部加挂牌子，由中央统

战部承担相关职责。

五、国务院办事机构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中央统战部加挂牌子，由中央统

战部承担相关职责。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台湾

工作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

构序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央宣传部加挂牌子。

六、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新华通讯社

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气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央党校，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

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信息更新截至本刊发稿时）

黄树贤
男，汉族，1954年9月生，江

苏扬中人，1977年10月参加工
作，197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京大学文科班文哲史专业毕业，
大学普通班学历。中共十九届中央
委员。

傅政华
男，汉族，1955年3月生，河

北滦县人，1970年12月参加工
作，197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分校法律专业毕业，法
学硕士。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刘昆
男，汉族，1956年12月生，广

东饶平人，1973年6月参加工作，
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厦
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本科
毕业，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
生。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

张纪南
男，汉族，1957年2月生，广

东揭西人，1974年10月参加工
作，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高
级经济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陆昊
男，汉族，1967年6月生，上

海市人，1989年8月参加工作，
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
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计划
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
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十九
届中央委员。

李干杰
男，汉族，1964年11月生，湖

南望城人，1989年7月参加工作，
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
华大学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高
级工程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王蒙徽
男，汉族，1960年1月生，江

苏盐城人，1983年7月参加工作，
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
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研究
生学历，工学博士，副教授。中共
十九届中央委员。

李小鹏
男，汉族，1959年6月生，四

川成都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
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
北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发电厂及
电力系统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
级工程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鄂竟平
男，汉族，1956年1月生，河

北乐亭人，1973年2月参加工作，
197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
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工专业大学毕
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九
届中央委员。

韩长赋
男，汉族，1954年10月生，黑

龙江宾县人，1976年7月参加工
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
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共十九届中
央委员。

钟山
男，汉族，1955年10月生，浙

江上虞人，1972年7月参加工作，
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
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
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雒树刚
男，汉族，1955年5月生，河

北南宫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
198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理论部党的学说和党的建
设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编审。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马晓伟
男，汉族，1959年12月出生，

山西省五台县人，1977年8月参
加工作，1982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孙绍骋
男，汉族，1960年7月生，山

东海阳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
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中
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胡泽君
女，汉族，1955年3月生，重庆

人，1974年4月参加工作，1976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
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
毕业，法学硕士，一级大检察官、
副教授。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王玉普
男，汉 族，1956年10月 生，

辽宁新民人，1982年1月参加工
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中共
十九届中央委员。

易纲
男，汉族，1958年3月生，北

京市人，经济学博士。中共十九届
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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