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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雍，男，满族，1966年10月生，辽宁北
镇人，研究生，法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经济
师，1991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任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重庆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陈雍同志简介

1984.09--1988.09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系政治专业学习

1988.09--1991.08 辽宁师范大学
政治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1.08--1993.02 辽宁省监察厅
政策法规处干部

1993.02--1996.03 中国建设银行
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工作人员

1996.03--1998.12 中国建设银行
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

1998.12--2001.10 辽宁省监察厅

厅长助理（正处级）（其间：2000.08--
2001.08挂职任辽宁省大连市纪委常委、市
监察局副局长）

2001.10--2002.10 辽宁省纪委常
委、省监察厅厅长助理（副厅级）

2002.10--2004.09 辽宁省纪委常
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其间：2003.04--2004.04
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工商管理硕
士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4.09--2007.07 辽宁省抚顺市
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2007.07--2008.05 辽宁省抚顺市
委副书记

2008.05--2010.12 辽宁省沈阳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0.12--2011.02 中央纪委绩效

管理监察室干部
2011.02--2011.12 中央纪委绩效

管理监察室正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兼
副主任

2011.12--2013.05 中央纪委绩效
管理监察室主任

2013.05--2014.03 中央纪委执法
和效能监督室主任

2014.03--2015.04 中央纪委第十
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2015.04--2015.09 监察部副部长
兼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2015.09--2016.12 监察部副部长
2016.12-- 2018.01 重庆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
2018.01-- 重庆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党的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

市五次党代会代表，四届、五届市委委员，四
届、五届市纪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杨临萍，女，汉族，1963年8月生，山西
浮山人，研究生，法学博士，一级高级法官，
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现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
组书记。

杨临萍同志简介

1981.09--1985.08 山西大学法律
系法学专业学习

1985.08--1991.09 山西大学法律
系助教

1991.09--1993.09 山西大学法律
系讲师

（1990.09--1993.07山西大学科学社会
主义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3.09--1996.08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法律系宪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6.08--1997.11 最高人民法院
干部

1997.11--1998.12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书记员（副处级）

1998.12--2001.10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其间：2000.04--
2000.07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最高
人民法院支部学习）

2001.10--2005.08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审判员（正处级）

2005.08--2011.05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其间：2006.03--
2006.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1.05--2013.04 最高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11.11 最高人
民法院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

2013.04--2014.08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4.08--2015.10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

2015.10--2017.02 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二庭庭长

2017.02--2018.01 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党组书记

2018.01-- 重庆市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市五次党代会代表，五届市委委员，市
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重庆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简介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简介

邓恢林同志简介

邓恢林，男，汉族，1965年3月生，湖北武汉
人，研究生，法学硕士，1984年8月参加工作，
198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政府
副市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
察长（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1981.09--1984.08 湖北省武昌县师
范学校学习

1984.08--1991.12 湖北省乡镇企业
供销公司办事员（其间：1986.09--1989.06武
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职大专学习；
1988.12--1990.12下派通山县乡镇企业物资
供销公司任副经理、副局长）

1991.12--1996.03 湖北省乡镇企业
局财务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6.03--2000.06 湖北省乡镇企业
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其间：1997.09--
1999.12华中师范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0.06--2002.12 湖北省乡镇企业
局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

2002.12--2003.12 湖北省乡镇企业
管理局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2003.12--2006.01 湖北省经济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2006.01--2009.07 湖北省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9.07--2010.10 湖北省宜昌市政
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0.10--2011.12 湖北省宜昌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

2011.12--2014.10 湖北省宜昌市委
常委、市公安局局长

2014.10--2015.06 湖北省公安厅副
厅长、党委委员（正厅长级）

2015.06--2015.08 中央政法委反分
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

2015.08--2017.07 中央政法委办公
室主任兼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

2017.07--2017.08 重庆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2017.08--2018.01 重庆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兼），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
长（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五届人大代表

潘毅琴同志简介

潘毅琴，女，回族，1963年12月生，北京朝

阳人，市委党校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綦江
区委书记。

1980.09--1984.07 西南师范学院生
物系生物学专业学习

1984.07--1985.07 四川省重庆市市
中区解放碑街道党办干事

1985.07--1990.11 四川省重庆市市
中区妇联副主任

1990.11--1991.04 四川省重庆市市
中区较场口街道党委副书记

1991.04--1994.08 共青团四川省重
庆市市中区委书记

1994.08--1995.03 四川省重庆市市
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处级）

1995.03--1995.09 四川省重庆市渝
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正处级）

1995.09--1997.06 四川省重庆市渝
中区政府副区长

1997.06--1998.02 重庆市渝中区政
府副区长

1998.02--1998.03 重庆市渝中区委
常委、副区长

1998.03--2003.02 重庆市渝中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1995.12--1998.07西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哲学系公共关系与现代管理专业研究
生课程班学习；2002.03--2002.05中央党校
第1期优秀选调生班学习）

2003.02--2007.01 重庆市渝中区委
副书记，解放碑CBD建设指挥部指挥长

（2000.09--2003.06重庆市委党校区域
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2007.01--2008.12 重庆市市政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08.12--2009.01 重庆市万盛区委
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

2009.01--2011.11 重庆市万盛区委
副书记、区长

（2008.01--2010.06重庆大学高级管理
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2010.03--2010.07中央党
校第28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1.11--2011.12 重庆市綦江区委
副书记、区政府筹备组组长、区长人选

2011.12--2013.08 重庆市綦江区委
副书记、区长

2013.08--2018.01 重庆市綦江区委
书记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市
长，綦江区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四次、五次党代会代
表，五届市委委员，市三届、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李殿勋同志简介

李殿勋，男，汉族，1967年11月生，河南
上蔡人，大学，历史学学士，法学学士，1991年
7月参加工作，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市委科技工作委员
会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5.09--1989.07 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

1989.07--1991.07 西南政法学院法
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91.07--1997.06 四川省重庆市政
府法制局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7.06--1998.04 重庆市政府法制
办公室综合协调处负责人

1998.04--2000.12 重庆市政府法制
办公室综合协调处处长（其间：1999.02--
2000.02抽调任重庆市委、市政府整顿金融

“三乱”办公室政策方案组组长）
2000.12--2003.02 重庆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2001.02兼
任财政局局长（其间：2002.03--2002.06重庆
市委党校第8期地厅局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2.05--2002.11挂职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工交商事法制司副司长）

2003.02--2009.03 重庆市政府法制
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2003.09兼任重庆仲
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其间：2004.05--
2004.07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9.03--2013.02 重庆市开县县委
书记（正厅局长级）

2013.02--2014.09 重庆市南川区委书记
2014.09--2015.02 重庆市政府副秘

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正厅局长级）
2015.02--2016.12 重庆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主任、重庆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委员
2016.12--2018.01 重庆市委科技工

作委员会书记、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

市长，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主任

市三次、四次、五次党代会代表，四届、五
届市委委员，市三届、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李明清同志简介

李明清，男，汉族，1965年6月生，重庆江
津人，市委党校研究生，1983年 7月参加工
作，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
市政府副市长，南川区委书记。

1980.09--1983.07 四川省江津师范
学校学习

1983.07--1990.01 四川省江津县四

牌坊小学教师（其间：1985.09--1988.07四川
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习）

1990.01--1991.06 四川省江津县教
委干部

1991.06--1993.04 四川省江津县教
委初教科、普教科副科长

1993.04--1996.08 四川省江津市委
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1991.09--1994.07西南师范大学教育
管理专业大学函授学习；1995.04--1996.08
挂职任几江镇党委副书记）

1996.08--1997.06 四川省江津市委
办公室副主任

1997.06--1998.10 重庆市江津市委
办公室副主任（其间：1997.11--1998.10借调
重庆市体改委规划处工作）

1998.10--2000.11 重庆市体改委办
公室主任

（1996.09--1999.07西南政法大学法律
专业大专函授学习）

2000.11--2003.02 重庆市政府研究
室人事秘书处处长

（1998.09--2001.07重庆市委党校区域
经 济 学 专 业 研 究 生 班 学 习 ；2001.03--
2002.01重庆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
习）

2003.02--2004.11 重庆市万盛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4.11--2005.01 重庆市万盛区委
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2005.01--2007.10 重庆市万盛区委
副书记（其间：2006.08--2007.10抽调重庆市
委组织部工作）

2007.10--2009.08 重庆市委组织部
部务委员

2009.08--2011.11 重庆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

2011.11--2012.05 重庆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社长（兼）

2012.05--2013.04 重庆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社长（兼），万盛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綦江区委副书记（兼）

2013.04--2014.08 重庆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綦江区委副书记（兼）

2014.08--2018.01 重庆市南川区委
书记（其间：2017.09--2018.01中央党校第
43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8.01-- 重庆市政府副
市长，南川区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代表，市五次党代会代表，五
届市委委员，市四届、五届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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