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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鄂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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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1977年 湖北省公安县

达河乡联华村知青
1977－1980年 武汉大学外语

系学习
1980－1988年 武汉大学外语

系教师，法学院助教、讲师（其间：
1981－198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1986－1987
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1988－1991年 武汉大学国际

法系副主任、副教授
1991－1992年 德国海德堡马

普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2－1993年 武汉大学法学

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993－1997年 武汉大学法学

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1997－1999年 武汉大学法学

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湖北省武汉市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1999－2000年 武汉大学法学

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
2000－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2－2011年 民革中央副主

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
2011－2012年 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12－2013 年 民革中央主

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
2013－2018年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十一届全国
政协常务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

陈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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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1975 年 江西省信丰

县、横峰县插队知青
1975－1977年 江西省上饶地

区卫生学校医士专业学习
1977－1978年 江西省上饶地

区卫生学校内科教研组教师
1978－1981年 上海第二医学

院医疗系一部血液病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
1981－1984年 上海第二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住院医师
1984－1989年 法国巴黎第七

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
籍住院医师，血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
生、博士后
1989－1993年 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上海血液学
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研究
员
1993－1995年 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副所长（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1995－2000年 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
所长（ 200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
2000－2007年 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
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 2003年
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5年当选为
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5年起兼
任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院长）
2007－2010年 卫生部部长
2010－2012年 卫生部部长，

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2－2012年 农工党中央副

主席，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2－2013年 农工党中央主

席，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3－2014年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
席，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3年当选
为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2014－2015年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
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
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5－2018年 十二届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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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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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
协委员。

王东明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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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5－1978年 辽宁省桓仁

县华尖子公社知青、东卜大队党支
部书记
1978－1982年 辽宁大学哲

学系哲学专业学习
1982－1982年 辽宁省委党

校青训班学习
1982－1983年 辽宁省锦州

市太和区西郊公社党委副书记
1983－1985年 共青团辽宁

省锦州市委书记
1985－1988年 辽宁省绥中

县委副书记（正县级）
1988－1991年 辽宁省绥中

县委书记
1991－1993年 辽宁省灯塔

县委书记
1993－1993年 辽宁省辽阳

市副市长
1993－1994年 辽宁省辽阳

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4－1996年 辽宁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
1996－1997年 辽宁省委组

织部部长
（ 1996－1997年中央党校一

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2000年 辽宁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
（ 1996－1999年中央党校研

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
习）
2000－2002年 中央组织部

部务委员（副部长级）兼干部二局
局长
2002－2007年 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
2007－2012年 中央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2－2013年 四川省委书

记
2013－2018年 四川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四川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

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常
务委员。

白玛赤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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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1969年 西藏民族学

院预科班学习
1969－1970年 青海省新兵

团战士
1970－1974年 解放军陆军

第五十三师炮团副班长、班长、副
排长、排长
1974－1980年 解放军陆军

第五十三师炮团政治处群工干事
1980－1984年 西藏军区政

治部群工处正连职、副营职干事
1984－1986年 西藏军区总

医院妇产科副团职政治协理员
1986－1992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级秘书
（其间： 1989－1991年中央党校
西藏民族干部班学习）
1992－1993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
1993－1993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
1993－1998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副秘书长
1998－2000年 西藏自治区

政协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
2000－2003年 西藏自治区

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 2000－2001年中央党校一

年制中青班学习； 2000－2002年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党
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学习）
2003－2005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兼政府秘书长
2005－2006年 西藏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
2006－2006年 西藏自治区

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2006－2009年 西藏自治区

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9－2010年 西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
席
2010－2013年 西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
2013－2016年 西藏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
2016－2017年 西藏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简历（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