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编辑杨力叶

版式设计秦哲

校对张建平

2018年 3月 18日
星期日关注全国两会·动态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简历（四）

丁仲礼简历

丁仲礼，男，汉族， 1957年 1月
生，浙江嵊州人，民盟成员， 1988年
8月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理学博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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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1978－1982年 浙江大学地质系

地球化学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
1985－1988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
1988－1996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其间： 1989 . 12－1990 . 07 加拿大
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
1996－1999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室副主任
1999－2000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2000－2007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2005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7－2007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7－2008 年 民盟中央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08－2017 年 民盟中央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
学校长（ 2014 .03）
2017－2018年 民盟中央主席，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
长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郝明金简历

郝明金，男，汉族， 1956 年 12
月生，山东嘉祥人，民建成员， 1971
年 12月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诉讼法学专业毕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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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中央主席。
1971－1974年 山东省菏泽地区

邮电局报务员
1974－1975年 山东省梁山县邮

电局报务员
1975－1978年 山东省菏泽地区

邮电局报务员
1978－1982年 山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学习
1982－1985年 东北师范大学历

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7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教师

1987－1992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讲师（其间： 1989－1990年美国格兰
布林大学进修）
1992－1992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讲师、主任助理
1992－1993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副教授、主任助理
1993－1994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副主任、副教授
1994－1996年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1996－2007年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其间： 2001－2004年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在职研
究生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3 .12
正厅级）
2007－2007年 民建山东省委主

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厅
级）
2007－2008年 监察部副部长，

民建中央常委、山东省委主委
2008－2012年 监察部副部长，

民建中央常委
2012－2016 年 民建中央副主

席，监察部副部长
2016－2017年 民建中央常务副

主席（按部长级待遇），监察部副部长
（ 2017 .01免）
2017－2018年 民建中央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蔡达峰简历

蔡达峰，男，汉族， 1960年 6月
生，浙江宁波人，民进成员， 1985年
7月参加工作，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
史与理论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进中央主席。
1978－1982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

建筑学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

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7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

委员会职工
1987－1990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

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0－1993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

教师
1993－1996年 复旦大学文博系

教师
1996－1999年 复旦大学文博系

主任
1999－2000年 复旦大学教务处

处长、文博系主任
2000－2002年 复旦大学教务处

处长
2002－2003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其间：
2002 .09－2002 . 12上海市委党校党外
中青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3－2003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教务处处长
2003－2007年 民进上海市副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7－2007 年 民进上海市主

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7－2008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复旦大学副校长
2008－2015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2015－2016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2016－2016 年 民进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2016－2017年 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上海市主委，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副
校长
2017－2017年 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2017－2018年 民进中央主席，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一届、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武维华简历

武维华，男，汉族， 1956年 9月
生，山西孝义人，九三学社成员，
1974 年 12 月参加工作，美国新泽西
州立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科学专业毕
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
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1974－1978年 山西省孝义市兑

镇小学、初中教师
1978－1982年 山西大学生物系

植物生理专业学习
1982－1984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

植物生理研究所植物生理专业硕士研究
生
1984－1989年 北京农业大学生

物学院讲师（其间： 1987－1989年美
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植物科学系访问学
者）
1989－1991年 美国新泽西州立

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科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
1991－1993年 美国哈佛大学生

物学实验室博士后
1993－1994年 美国宾州州立大

学生物系博士后
1994－1996年 中国农业大学讲

师、副教授
1996－1999年 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植物科学系主任
1999－2002年 中国农业大学生

物学院院长
2002－2004年 中国农业大学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生物学院院长
2004－2012年 中国农业大学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
任（ 2008 .11）（其间： 2007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1－2012年挂
职任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2012－2015年 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学与生物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
2015－2017年 九三学社中央副

主席，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
主任（ 2016 .11免）
2017－2018年 九三学社中央主

席，中国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植
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 2018 .01免）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
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一届、十
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秘书长简历

杨振武简历

杨振武，男，汉族， 1955年 5月
生，河北新乐人， 1978年 9月参加工
作， 1975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
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记者。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1973－1973年 河北省新乐县马

头铺公社东庄村务农、大队团支部书记
1973－1975年 河北省新乐县马

头铺公社协助工作、公社团委副书记
1975－1978年 南开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78－1984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

室编辑
1984－1987年 人民日报社驻河

北记者站记者
1987－1989年 人民日报社驻河

北记者站首席记者
1989－1996年 人民日报社记者

部副主任（其间： 1990 . 03－1990 . 07
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6－2001年 人民日报社教科

文部副主任
2001－2004年 人民日报社记者

部主任
（ 2000－2003年中央党校研究生

院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
2004－2005年 人民日报社编辑

委员会委员、海外版总编辑
2005－2006年 人民日报社编辑

委员会委员、海外版总编辑兼社机关党
委书记
2006－2009年 人民日报社副总

编辑兼机关党委书记（其间： 2007 .03
－2007 .07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学习）
2009－2013年 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2013－2014年 人民日报社总编

辑
2014－2018年 人民日报社社长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新华社北京 3月 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