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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存荣同志简介

吴存荣，男，汉族，1963年5月生，安徽无
为人，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1985年
7月参加工作，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常委，市
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两江新区党工委书
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

1981.09--1985.07 华东水利学院农
田水利工程系农田水利工程专业学习

1985.07--1991.11 安徽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院助理工程师、水工二室副主任

1991.11--1993.05 安徽省治淮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程科、综合科科长

1993.05--1995.12 安徽省治淮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95.12--1997.02 安徽省水利厅规
划计划处处长

1997.02--1997.12 安徽省枞阳县委
副书记、县长

1997.12--1999.02 安徽省枞阳县委
书记

1999.02--2001.07 安徽省水利厅副
厅长

2001.07--2005.12 安徽省水利厅厅
长、党组书记

（2000.09--2003.03安徽大学政治经济
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

2005.12--2006.02 安徽省合肥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

2006.02--2011.09 安徽省合肥市
委副书记、市长（其间：2007.03--2009.09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课程班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

2011.09--2011.10 安徽省合肥市委
书记

2011.10--2016.11 安徽省委常委、
合肥市委书记

2016.11--2017.03 安徽省委常委，
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7.03--2018.01 重庆市委常委，市
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

2018.01-- 重庆市委常委，市
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两江新区党工委书
记，重庆行政学院院长（兼）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候补
委员，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五次党代会
代表，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市五届人大代表

陆克华同志简介

陆克华，男，汉族，1964年10月生，安徽枞
阳人，研究生，农学硕士，高级工程师，1989年6
月参加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1982.09--1986.09 华中农业大学农
业经济系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专业学习

1986.09--1989.06 华中农业大学农
业经济系土地利用管理及农业资源经济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89.06--1994.05 建设部房地产业
司市场处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其间：
1989.10--1990.10中建一局三公司锻炼）

1994.05--1996.07 建设部房地产业
司市场处副处长

1996.07--1998.07 建设部房地产业
司市场处处长（其间：1997.04--1997.08中央
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学习；1997.08--
1998.07挂职任广东省湛江市市长助理）

1998.07--2000.02 建设部房地产业
司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

2000.02--2004.06 建设部住宅与房
地产业司副司长

2004.06--2008.08 建设部住宅产业
化促进中心主任（其间：2007.11--2008.01中
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8.08--2015.03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市建设司司长（其间：2011.09--2012.01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5.03--2018.01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党组成员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五届人大代表

刘桂平同志简介

刘桂平，男，汉族，1966年5月生，湖南衡
南人，研究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1989
年5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1982.09--1986.09 湘潭大学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6.09--1989.05 暨南大学经济系
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05--1994.05 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分行办公室干部、副科级秘书（其间：
1992.08--1994.05借调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秘
书处任副处长、处长）

1994.05--1995.04 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分行办公室主任助理

1995.04--1995.10 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1995.10--1996.10 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肇庆市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6.10--1997.05 中国农业银行广
东省东莞市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7.05--1998.07 中国农业银行深
圳市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8.07--2005.01 中国农业银行深
圳市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其间 ：
1999.09--2002.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系
金融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
学位；2003.08--2004.02美国马里兰大学、美
联银行、纽约银行培训学习）

2005.01--2008.03 中国农业银行福
建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2008.03--2008.08 中国农业银行福

建省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
2008.08--2009.10 中国农业银行福

建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09.10--2014.04 中国农业银行上

海市分行行长、党委书记（其间：2012.04--
2012.06 第三期国家行政学院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中青年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

2014.04--2014.05 中国农业银行零
售银行业务部（零售产品部）负责人

2014.05--2016.06 中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6.06--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党组成员

市五次党代会代表，五届市委委员，市四
届、五届人大代表

屈谦同志简介

屈谦，男，汉族，1960年4月生，四川华阳
人，大学，理学硕士，主任医师，1983年7月参
加工作，1992年6月加入九三学社。现任重
庆市政府副市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重庆市
委会主委。

1978.10--1983.07 重庆医学院医学
二系医学专业学习

1983.07--1993.06 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肺科医师

1993.06--1995.08 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医学二系办公室副主任（其间：
1993.09--1995.08挂职任四川省奉节县科技
副县长）

1995.08--1997.09 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肺科副主任

1997.09--1998.03 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医学二系副主任

1998.03--2002.12 重庆市渝中区政
府副区长，1998.09九三学社渝中区委会副主
委，2001.11 九三学社渝中区委会主委（其
间：2001.07--2002.06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
士学位）

2002.12--2004.09 重庆市渝中区政
府副区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渝中区委会主委

2004.09--2006.11 重庆市卫生局局
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渝中区委会主委

2006.11--2007.04 重庆市卫生局局
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2007.04--2013.11 重庆市卫生局局
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会副主委
（其间：2013.03--2013.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
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3.11--2016.12 重庆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重庆
市委会副主委

2016.12--2017.03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会主委

2017.03--2017.12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会主委

2017.12--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重庆市委会主委

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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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A06版）

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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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良智，男，汉族，1960年6月生，湖北洪
湖人，研究生，经济学博士，高级工程师，1983
年8月参加工作，198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兼）。

1979.09--1983.08 华中工学院固
体电子系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专业学习

1983.08--1985.04 上海邮电部第
一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1985.04--1987.01 邮电部武汉邮
电科学研究院助理工程师

1987.01--1998.07 湖北省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办、管理办主任科员，新技
术创业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管委会政策法规
处副处长、处长（其间：1990.02--1990.04日
本 JICA 进修国际技术贸易；1994.09--
1996.12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
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8.07--2001.10 湖北省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1.10--2003.04 湖北省武汉市

硚口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
（1999.09--2002.06华中科技大学经

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04--2005.10 湖北省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2005.05明确为正厅级）

2005.10--2007.06 湖北省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07.06--2008.02 湖北省襄樊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8.02--2008.04 湖北省襄樊市
委书记

2008.04-- 2011.01 湖北省襄阳
（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其间：
2008.09--2009.01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
训一班学习）

2011.01--2011.02 湖北省武汉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1.02--2014.12 湖北省武汉市
委副书记、市长

2014.12--2015.01 四川省成都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5.01--2016.07 四川省成都市
委副书记、市长

2016.07--2016.09 四川省成都市
委书记、市长

2016.09--2017.03 四川省成都市
委书记

2017.03--2017.12 重庆市委副书
记，2017.04市委党校校长（兼）

2017.12--2018.01 重庆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兼）

2018.01-- 重庆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兼）

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五次党代会
代表，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市五届人大代表

市长

唐良智同志简介

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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