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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普同志简介

刘学普，男，土家族，1957年10月生，
重庆石柱人，中央党校研究生，经济师，
1980年4月参加工作，1982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

1976.08--1978.04 四川省石柱
县三益乡农中民办教师

1978.04--1980.04 四川省石柱
县师范学校文科班学习

1980.04--1980.09 四川省石柱
县桥头中学教师

1980.09--1980.12 四川省石柱
县委选举办公室秘书组秘书

1980.12--1983.09 四川省石柱
县文教局干事

1983.09--1984.12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

（1979.03--1984.07重庆师范学院函
授部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4.12--1986.01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临溪区委副书记、区长

1986.01--1987.02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南宾区委书记

1987.02--1989.11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

1989.11--1990.02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

1990.02--1991.10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1991.10--1992.09 四川省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

1992.09--1994.09 四川省黔江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

1994.09--1996.12 四川省黔江
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6.12--1997.06 四川省黔江
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1997.06--1998.02 重庆市黔江
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1998.02--1998.06 重庆市黔江
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1998.06--2000.09 重庆市黔江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00.09--2002.06 重庆市黔江
区委副书记、区长

（1998.09--2001.06重庆市委党校研
究生班区域经济学专业学习；2000.03--
2001.01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习）

2002.06--2002.11 重庆市黔江
区委书记、区长

2002.11--2006.11 重庆市黔江
区委书记

（2000.03--2003.01 中央党校在职
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

2006.11--2008.01 重庆市渝中
区委书记

2008.01--2008.03 重庆市政府
副市长、党组成员，渝中区委书记，
2008.02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2008.03--2011.07 重庆市政府
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2011.07--2012.06 重庆市政府
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2.06--2012.08 重庆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党组
成员

2012.08--2017.01 重庆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2015.04兼市法学会会长

2017.01--2017.05 重庆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市法学会会长（兼）

2017.05--2017.06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委政法委
书记，市法学会会长（兼）

2017.06--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党的十四大、十六大、十八大代表，十
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市二次、三
次、四次、五次党代会代表，三届、四届市
委委员，市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人
大代表

杜黎明同志简介

杜黎明，男，汉族，1955年3月生，山
东邹平人，中央党校大学，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政工师，1980年12月参加
工作，1987年3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中
央常委、重庆市委会主委。

1980.12--1985.08 重庆针织总
厂工人（其间：1982.09--1985.08重庆广
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5.08--1986.11 重庆针织总
厂劳资科主办科员

1986.11--1988.10 农工党四川
省重庆市委组织处副主任科员

1988.10--1990.04 农工党四川
省 重 庆 市 委 组 织 处 副 处 长（其 间 ：
1989.10--1989.12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
主党派干部班学习）

1990.04--1992.12 农工党四川
省重庆市委组织处处长

1992.12--1995.03 农工党四川
省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组织处处长

1995.03--1997.04 农工党四川
省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

1997.04--2001.10 农工党重庆
市委常委、秘书长（其间：1997.08--1999.12
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本科班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

2001.10--2012.04 重庆市监察
局副局长，2002.04农工党重庆市委会副
主委（其间：2006.04--2008.06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2.04--2012.12 农工党重庆
市委会主委，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

2012.12--2013.01 农工党中央
常委、重庆市委会主委，重庆市监察局副
局长

2013.01--2013.02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常委、重庆市
委会主委，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

2013.02-- 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农工党中央常委、重庆市委
会主委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市四届、五
届人大代表，市一届、二届政协委员，市二
届政协常委

沈金强同志简介

沈金强，男，汉族，1963年10月生，江
苏南京人，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高级工
程师，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9月
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现任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重庆市委
会主委。

1980.09--1984.08 无锡轻工业
学院发酵工程系工业发酵专业学习

1984.08--1991.06 重庆啤酒厂
酿造车间技术员、副主任、厂技术质量科
科长

1991.06--1992.12 重庆啤酒厂
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科长

1992.12--1995.05 重庆啤酒集
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处长

1995.05--1995.12 重庆啤酒集
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兼
技术处处长

1995.12--1996.06 民建重庆市
九龙坡区委会副主委，重庆啤酒集团公司
副总工程师、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兼技术处
处长

1996.06--1996.12 民建重庆市
九龙坡区委会副主委，重庆啤酒（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6.12--1998.01 民建重庆市
九龙坡区委会主委，重庆啤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998.01--2007.04 重庆市九龙
坡区政府副区长、民建区委会主委（其间：
1999.09--1999.12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
习；2006.03--2007.03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管理经济学
硕士学位）

2007.04--2009.02 民建重庆市
委会副主委，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2009.02--2012.04 民建重庆市
委会副主委，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
局长

2012.04--2012.12 民建重庆市
委会主委，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2012.12--2013.01 民建中央常
委、重庆市委会主委，重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副局长

2013.01--2013.02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重庆市
委会主委，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

局长
2013.02-- 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重庆市委会
主委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市四届、五届
人大代表，市一届、二届、三届政协委员，
市三届政协常委

张定宇同志简介

张定宇，男，汉族，1957年5月生，四
川资阳人，研究生，经济学硕士，工程师，
1975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

1975.07--1978.03 四川省资阳
县中和公社知青

1978.03--1982.02 重庆大学冶
金及材料工程系轧钢专业学习

1982.02--1982.04 国家建委重
工业局钢铁处干部

1982.04--1983.04 国家经委基
建办重工业组干部

1983.04--1984.10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二局钢铁处副主任科员

1984.10--1986.12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三局钢铁处副主任科员

1986.12--1988.04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三局钢铁处主任科员

（1986.09--1987.12 法国巴黎第一
大学经济系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工业发
展和项目评价专业学习，获高级专业学习
研究证书〈该证书与国内硕士学位属同等
学历〉）

1988.04--1991.06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协调监督司原材料处主任科员

1991.06--1995.05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协调监督司原材料处副处长

1995.05--1998.02 国家计委重
点建设司四处调研员

1998.02--1999.06 重庆市计划
委员会副主任（挂职）

1999.06--2000.05 重庆市计划
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0.05--2003.02 重庆市发展
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3.02--2009.07 重庆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9.07--2013.04 重庆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2013.04--2015.01 重庆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01--2015.02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市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02-- 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市三次、五次党代会代表，四届市委
委员，三届市纪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
代表

夏祖相同志简介

夏祖相，男，汉族，1958年9月生，重
庆江津人，中央党校大学，工程师，政工
师，1978年2月参加工作，1981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党组成员。

1978.02-- 1979.09 昆 明 军 区
35015部队战士

1979.09--1982.01 解放军工程
兵学校舟桥专业学习

1982.01--1989.09 长沙工程兵
学院教员（其间：1986.08--1989.06长沙
工程兵学院舟桥专业大专班函授学习）

1989.09--1994.01 四川省重庆
市农业委员会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
科员

1994.01--1995.11 四川省重庆
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宣传处副处长

1995.11--1997.03 四川省重庆
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97.03--1998.02 重庆市政府
农村工作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1998.02--2000.05 重庆市政府
农村工作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处长

（1997.08--1999.12中央党校函授学
院本科班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2000.05--2004.06 重庆市政府
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其间：2000.09--
2001.01 中央党校西部领导干部培训班
学习）

2004.06--2008.01 重庆市政府

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正厅局级，其
间：2004.11--2007.07重庆公共管理学
院公共管理研究生班学习）

2008.01--2008.04 重庆市农业
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8.04--2008.07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农业局局长

2008.07--2009.10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2009.10--2010.07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市农业委员会
主任

2010.07--2012.06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2012.06--2013.08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2013.08--2016.01 重庆市委农
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2016.01--2016.02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
记、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2016.02--2016.03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市农业委员会
主任

2016.03-- 重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党的十八大代表，市四次、五次党代
会代表，四届市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
代表

王越同志简介

王越，男，汉族，1961年9月生，山东
沾化人，研究生，管理学博士，1977年10
月参加工作，1981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坪
坝区委书记。

1977.10--1978.01 四川省巫山
县楚阳公社知青

1978.01--1981.01 四川省万县
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

1981.01--1983.08 四川省万县
地区农贸办干部

1983.08--1988.10 四川省万县
地区农贸办商品生产科副科长、科长

1988.10--1991.03 四川省万县
地区农经委副主任

1991.03--1992.07 四川省云阳
县委副书记

1992.07--1993.05 四川省万县
地区（市）农经委主任、党组副书记

1993.05--1995.04 四川省万县
市农经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5.04--1997.06 四川省万县
市政府副市长

1997.06--1998.06 重庆万县市
政府副市长

（1995.09--1997.12四川省委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学习）

1998.06--2000.05 重庆市万州
移民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万州区政府副
区长

（1997.09--1999.07四川大学世界经
济专业研究生班学习；1998.05--1998.11
挂职任国家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司长）

2000.05--2004.05 重庆市政府
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2002.12正厅
局长级

2004.05--2007.09 重庆市农业
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2.09--2005.06 西南农业大学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
理学博士学位；2007.02--2007.04国家
行政学院西部地区领导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7.09--2011.11 重庆市綦江
县 委 书 记（正 厅 局 长 级）（其 间 ：
2008.09--2008.11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
青 年 干 部 培 训 班 学 习 ；2010.04--
2010.06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第八期公共
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2011.11--2013.08 重庆市綦江
区委书记

2013.08--2018.01 重庆市沙坪
坝区委书记

2018.01-- 重庆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沙坪坝区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
表，市三次、四次、五次党代会代表，三届
市委候补委员，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市三
届、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