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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晶 男，蒙古族，!"#$年
%&月生，内蒙古准格尔旗

人，%"'( 年 %& 月参加工作，%"') 年 *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
书记。

%"'(!%"''年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农
机厂工人、旗文化馆干事

%"''!%"*(年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委
组织部、伊克昭盟委组织部工作

%"*(!%"*+年 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习

%"*&!%"*$年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委
办公室秘书

%"*$!%"*,年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伊克
昭盟委书记

%"*,!%"**年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委
副书记、旗长
（%"*,-("!%"*)-(% 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经济管理短训班学习）
%"**!%""%年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委

书记
（%"**-(*!%"*"-(% 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党建班学习；%""(-("!%""%-('中央党校一年
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年 待分配
%""%!%""&年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副局

长
%""&!%""$年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局长
%""$!%"")年 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

记
%"")!%""*年 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委

书记、盟人大工委主任
%""*!%""*年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 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 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区政府代主席
+((.!+((* 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区政府主席
（+((+!+((,年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

治学专业学习）
+((*!+(%%年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成员
+(%%!+(%+年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 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
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
十八届中央委员，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常万全 男，汉族，%"." 年 %

月生，河南南阳人，%")*年
$月入伍，%")*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陕西
省渭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在职大专学历。

现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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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
防部部长，上将军衔。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师
独立警卫连战士、班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师
独立警卫连排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师
司令部作训科参谋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
训处参谋

%"'*!%"'*年 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作
战二科参谋

%"'*!%"*(年 兰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
书科秘书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
训处副处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司令部作
训处处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师
参谋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一三
九师副师长 （其间：%"*,!%"*' 年陕西省渭
南师范专科学校函授学习）

%""(!%""+年 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
长

%""+!%"".年 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六十
一师师长

%"".!%""*年 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参谋
长
（%"".-($!%"",-(%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

%""*!+(((年 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
+(((!+((+年 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军长
+((+!+(($年 兰州军区参谋长
+(($!+((.年 北京军区参谋长
+((.!+(('年 沈阳军区司令员
+(('!+(('年 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 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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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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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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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防部部长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
员。十七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八
届一中全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任命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杨洁篪 男，汉族，%",( 年 ,

月生，上海市人，%")*年
" 月参加工作，%"'% 年 %+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在
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

%")*!%"'+年 上海市浦江电表厂工人
%"'+!%"'$年 外交部出国学习集训班学

习
%"'$!%"', 年 英国伊林学院、巴斯大

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习
%"',!%"*$年 外交部翻译室科员
%"*$!%"*' 年 驻美国使馆二秘、一秘、

参赞
%"*'!%""(年 外交部翻译室参赞兼处长
%""(!%""$ 年 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兼处

长、副司长（%""(-(*）
%""$!%"",年 驻美国使馆公使
%"",!%""*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其间：%"",-(*!%"")-($兼美大司司长；%"")-("!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年 驻美国大使
+((.!+((,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

记
（+((%!+(()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

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年 外交部部长、党委副书记
+(%$!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

十八届中央委员。

郭声琨 男，汉族， %",. 年
%( 月生，江西兴国人，

%"'$ 年 * 月参加工作，%"'. 年 %+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北京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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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总警监。

%"'$!%"''年 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公社
知青

%"''!%"'"年 江西冶金学院矿业系选矿
专业学习

%"'"!%"*,年 冶金部画眉坳钨矿机选车
间技术员、工段长、党支部书记，生产副主
任、行政副主任、主任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画眉坳钨矿矿长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画眉坳钨矿矿长兼贵溪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
挥、党委书记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贵溪银矿矿长、党委书记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其间：%"".!%"")

年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学
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中
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党组
成员

%"""!+(((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

+(((!+((%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中国铝业公司筹备组组长

+((%!+((.年 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党
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其间：+((+-($!+((+-(,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
部进修班学习）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区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年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 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 年 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总警监
+(%$!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

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总警监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八届中央委员。

王 勇 男，汉族， %",, 年
%+月生，辽宁盖州人，%")"

年 * 月参加工作，%"'.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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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
三团三十一连机务排长

%"''!%"'"年 七机部二三!厂总装车间
调试员

%"'"!%"*+年 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
业学习

%"*+!%"*$年 航天部二三!厂技术科主
管技术员

%"*$!%"*.年 航天部二三!厂总装车间
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年 航天部二三!厂政治部副
主任、厂长助理兼副总经济师 （其间：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总
工程师研修班学习）

%"*"!%""+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经济
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年 借调航空航天部体改司工
作

%""$!%"".年 航天总公司二三!厂副厂
长

%"".!%"",年 航天总公司二三!厂常务
副厂长

%"",!%""' 年 航天总公司二三!厂厂
长、党委副书记（正局级）

%""'!%""'年 航天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
%""'!%""*年 航天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

兼京区党委副书记
%""*!%"""年 航天总公司人事劳动教育

局负责人（主持工作）
%"""!+(((年 中国航天机电（科工） 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年 中央组织部企业干部办公

室主任
+((%!+(($年 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局长
+(($!+((,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成员
+((*!+(%(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局长、党组书记
+(%(!+(%$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
书记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七届
中央纪委委员。（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杨 晶 常万全 杨洁篪 郭声琨 王 勇

（上接第三版）
%"*$!%"*.年 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年 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
%"*'!%"**年 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
%"**!%""+ 年 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市长 （其间：%"*"!%""+ 年中央党
校函授学院本科班党政管理专业在职学习）

%""+!%""$年 安徽省计委主任、党组书
记，省长助理

%""$!%""$年 安徽省副省长
%""$!%""* 年 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

（其间：%""$!%"",年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

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获
工学硕士学位；%""'-($!%""'-(, 中央党校省
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年 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年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 （其间：+((%-("!+((%-%% 中央
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
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
副书记

+((,!+(()年 重庆市委书记
+(()!+(('年 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

+(('!+(('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
委书记（至 +(%+年 %+月）

+(%+!+(%$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党组成员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十八

届中央委员，十七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马 凯 男，汉族，%".) 年 )

月生，上海市人，%"),年
"月参加工作，%"),年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
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党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
家行政学院院长。

%"),!%"'(年 北京市第四中学教员
%"'(!%"'$年 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

校劳动锻炼
%"'$!%"'" 年 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教员

（其间：%"'*!%"'"年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班学
习）

%"'"!%"*+年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
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年 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

%"*$!%"*.年 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副主任
兼区财办副主任，区计委主任（%"*.-($任）

%"*.!%"*,年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区
计委主任

%"*,!%"*)年 北京市体改办副主任
%"*)!%"**年 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党组

书记
%"**!%""$年 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党组

成员 （其间：%""+-("!%""+-%% 中央党校省部
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年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党组成员

%"",!%""* 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其间：%""'-($!%""'-(, 中央党校
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
组成员

+(((!+(($年 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
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
副书记

+(($!+((*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党组书记，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 （+(($-(, 任），国家能源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任）

+((*!+(%+年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
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
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
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家行
政学院院长

+(%$!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党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
家行政学院院长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纪
委委员。

（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