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进行公示的通知 

京组通〔2017〕30号 

 

各区委组织部，市委各部（工）委组织部（处），市国资

委党委组织部，市卫计委组织人事处，北京冬奥组委人

力资源部综合处：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

知》（中委〔2016〕605 号）和《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做好

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京发

〔2016〕26 号）要求，在全市广大党员参与推荐、各级

党组织逐级遴选和市委考察的基础上，经市委常委会研

究，确定了 73名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

人选，现予以公示，请进一步征求党组织、党代表和党

员的意见。 

公示时间：2017年 6月 4日至 6 月 13日。公示期间，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电话、信函、网络等方式，向市

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反映情况应实事求

是，提倡实名反映，以便了解核实。 

联系电话：12380转 9，63089416（传真）。 

通信地址：东城区台基厂大街 3 号北京市委组织部



举报中心（邮编：100743）。 

网上举报：北京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

（http://www.bj12380.gov.cn）。 

附：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

单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   

 2017年 6月 4日 



 

北京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名单 

（共 73人） 

 

党员领导干部（3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兰霞，女，回族，北京人，1964 年 4 月出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1994年 4月入党，1986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王 刚，男，汉族，辽宁锦西人，1968年 7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91年 1月入党，1990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王成国，男，汉族，山东莱芜人，1966年 2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7 年 12 月入党，1989 年 7 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 

牛青山，男，汉族，河北定州人，1960年 12月出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79 年 7 月入党，1976 年 12 月

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 

卢映川，男，汉族，安徽阜南人，1968年 5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6年 7月入党，1990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 



冯 培，男，汉族，北京人，1960 年 7 月出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1984年 1月入党，1984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 

吉 林，男，汉族，上海人，1962 年 4 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1984年 5月入党，1987年 7月参加工作。现

任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齐 静，女，汉族，安徽无为人，1963年 8月出生，

大学学历，1985年 4月入党，1985年 7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市怀柔区委书记。 

阴和俊，男，汉族，山西古交人，1963年 1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3年 6月入党，1983年 9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

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兼）。 

杜飞进，男，汉族，浙江东阳人，1960年 9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4年 2月入党，1987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 伟，男，汉族，江苏张家港人，1958 年 1 月出

生，大学学历，1977年 7月入党，1975年 6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李同智，男，汉族，山东陵县人，1962年 5月出生，

在职大学学历，1988年 1月入党，1982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国家电网公司副总工程师，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志军，男，汉族，河南林州人，1969年 10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2001年 6月入党，1991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延庆区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

中心主任（兼）。 

杨 斌，男，汉族，山东昌邑人，1961年 12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 5月入党，1983年 9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 

吴素芳，女，汉族，北京人，1963 年 7 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1985 年 12 月入党，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桂英，女，汉族，河北唐山人，1966年 2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7年 4月入党，1990年 2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 

汪先永，男，汉族，安徽太湖人，1967年 7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8年 5月入党，1989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丰台区委书记。 

宋鱼水，女，汉族，山东蓬莱人，1966年 2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8 年 10 月入党，1989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兼），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政治部主任。 

张 工，男，汉族，北京人，1961 年 8 月出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1992年 4月入党，1983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兼）、市直机

关工委书记（兼）、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兼），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张延昆，男，汉族，河南方城人，1963年 1月出生，

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85年 4月入党，1985年 8月参

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国家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北京市法学会会长。 

张建东，男，汉族，河北乐亭人，1962年 7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2 年 12 月入党，1983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冬奥

组委执行副主席、党组成员。 

张贵林，男，汉族，广西兴安人，1963年 4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2年 11月入党，1983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书记。 

张家明，男，汉族，安徽肥东人，1963年 12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5年 5月入党，1990年 6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 

张硕辅，男，汉族，湖南长沙人，1965年 8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4年 6月入党，1988年 6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 

陈 旭，女，汉族，河北保定人，1963年 7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4年 1月入党，1986年 8月参加工

作。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陈吉宁，男，汉族，吉林梨树人，1964年 2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4年 6月入党，1998年 4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

党组书记，北京冬奥组委党组副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林克庆，男，汉族，湖北仙桃人，1966年 10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90 年 12 月入党，1988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 

郑吉春，男，满族，黑龙江海伦人，1961 年 7 月出

生，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 6月入党，1977年 8月参

加工作。现任北京市委教工委常务副书记。 

郝 平，男，汉族，山东烟台人，1959年 9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2年 6月入党，1982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侯君舒，男，汉族，河南宁陵人，1963年 6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 7月入党，1985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 

徐和谊，男，回族，北京人，1957年 11月出生，大

学学历，1985年 2月入党，1976年 3月参加工作。现任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延红，女，汉族，山东文登人，1967年 1月出生，

大学学历，1987年 4月入党，1989年 8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 

谈绪祥，男，汉族，安徽芜湖人，1966年 5月出生，

大学学历，2004 年 11 月入党，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大兴区

委书记，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 

崔述强，男，汉族，北京人，1963 年 5 月出生，大

学学历，1988年 9月入党，1985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

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 

景俊海，男，汉族，陕西白水人，1960年 12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82年 7月入党，1982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兼），北

京行政学院院长（兼）。 

焦若愚，男，汉族，河南叶县人，1915年 12月出生，



大学学历，1936年 9月入党，1936年 9月参加工作。原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原市长。 

曾赞荣，男，汉族，湖南邵东人，1969年 8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87年 10月入党，1992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房山区委书记。 

蔡 奇，男，汉族，福建尤溪人，1955年 12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 8月入党，1973年 3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委书记，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冬奥组委党组书记。 

魏小东，男，汉族，福建漳州人，1961年 5月出生，

大学学历，1983年 5月入党，1983年 8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34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宁，女，汉族，黑龙江大庆人，1990 年 6 月出

生，初中学历，2012 年 5 月入党，2001 年 10 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乒乓球队运动

员，国家乒乓球女队队长。 

小香玉，女，汉族，河南郑州人，1964年 2月出生，

在职大专学历，1984 年 12 月入党，1980 年 8 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副主席（不驻会），北京绿



谷小香玉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王克荣，女，汉族，河北唐山人，1963年 7月出生，

在职大学学历，2002年 4月入党，1984年 3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 

巨晓林，男，汉族，陕西岐山人，1962年 9月出生，

高中学历，2008年 9月入党，1987年 3月参加工作。现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一公

司第六项目管理（高铁）分公司接触网工（高级技师）。 

仉锁忠，男，回族，北京人，1967 年 6 月出生，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1992 年 11 月入党，1983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党委书记、窦店

农牧工商总公司董事长。 

方秋子，女，汉族，北京人，1987年 10月出生，在

职大学学历，2008年 11月入党，2006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首发集团京沈分公司收费员。 

丛慧敏，女，汉族，山东巨野人，1976年 8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2002年 5月入党，2002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奶牛中心分公司副经

理。 

权京华，女，朝鲜族，黑龙江哈尔滨人，1963 年 5

月出生，在职大专学历，2012 年 5 月入党，1986 年 10



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刘 宏，女，满族，北京人，1970 年 3 月出生，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1991 年 11 月入党，1988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首钢技术研究院用户技术研究所焊工。 

刘 黎，女，汉族，河南唐河人，1977年 6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2001年 12月入党，1998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庭长。 

刘美莲，女，汉族，内蒙古五原人，1974 年 1 月出

生，在职大专学历，2003年 6月入党，1993年 8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电车客

运分公司驾驶员。 

刘钰峰，男，汉族，北京人，1980 年 2 月出生，在

职大学学历，1999年 6月入党，1999年 8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丰台运用车间班组长（“毛泽

东号”机车组第十二任机车长、指导司机）。 

李 元，女，满族，天津人，1974 年 7 月出生，大

学学历，1997年 4月入党，1997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

北京市盲人学校高级教师、启明部主任。 

李 彦，女，汉族，辽宁绥中人，1977年 8月出生，

在职大学学历，2006年 6月入党，1998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天堂河女子强制隔



离戒毒所）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李 萌，女，汉族，北京人，1989 年 8 月出生，在

职大专学历，2009年 11月入党，2007年 12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东城区环卫中心十所“三八女子抽粪班”副

班长。 

李云婷，女，汉族，北京人，1977 年 4 月出生，大

学学历，2008年 7月入党，1999年 7月参加工作。现任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李希贵，男，汉族，山东高密人，1959年 9月出生，

大专学历，1984 年 8 月入党，1980 年 12 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十一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李国栋，男，满族，河北围场人，1976年 4月出生，

中专学历，1996年 7月入党，1996年 8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清运一中心单臂吊车班班长。 

李银环，女，汉族，北京人，1968 年 8 月出生，在

职大学学历，1994年 7月入党，1988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主任。 

杨新媛，女，汉族，山东莱州人，1978年 2月出生，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2005 年 6 月入党，1997 年 10 月参

加工作。现任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一层销售部经

理。 



佘若雯，女，汉族，四川成都人，1982年 2月出生，

大学学历，2004年 1月入党，2004年 8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银行望京支行副行长。 

岳海清，男，汉族，北京人，1979年 10月出生，高

中学历，2002 年 6 月入党，1996 年 12 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京朝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党支部群工委员、共产党

员车队队长。 

姜 艳，女，锡伯族，辽宁沈阳人，1975 年 3 月出

生，在职研究生学历，1996年 1月入党，1997年 7月参

加工作。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党委书记。 

贾立群，男，汉族，河北丰润人，1953年 11月出生，

大学普通班学历，1988 年 12 月入党，1969 年 8 月参加

工作。现任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 

贾树庆，男，汉族，山东安丘人，1978年 8月出生，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2007 年 11 月入党，1999 年 6 月参

加工作。现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石景山分公司驻实

兴金海物业保安分队队长。 

高玉爱，女，汉族，河北涿鹿人，1968年 8月出生，

在职大专学历，2000 年 4 月入党，1992 年 10 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瑞通八处

清水专养段段长。 



黄彦芳，女，汉族，宁夏中卫人，1970年 11月出生，

大学学历，1997年 6月入党，1992年 7月参加工作。现

任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党委委员、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彭 燕，女，彝族，云南墨江人，1974年 6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1999年 6月入党，1997年 7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检察员。 

彭兴利，男，满族，北京人，1961 年 1 月出生，在

职中专学历，1986年 1月入党，1984年 5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韩 青，女，汉族，山东青岛人，1980年 11月出生，

在职大学学历，2000年 7月入党，2000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共青团北京市丰台区委员会副书记（不驻会），马家

堡街道团工委委员，马家堡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副书

记、工作站站长，马家堡街道妇联副主席（兼）。 

韩 笑，女，汉族，北京人，1986 年 4 月出生，在

职研究生学历，2007 年 12 月入党，2008 年 7 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导游服务中心副主任、讲

解员。 

程 维，女，汉族，重庆人，1976年 10月出生，研



究生学历，1997 年 12 月入党，2002 年 3 月参加工作。

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院长。 

蒙 曼，女，满族，河北大厂人，1975年 1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1995年 5月入党，2002年 7月参加工作。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 

潘瑞凤，女，满族，天津人，1971 年 7 月出生，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2002年 6月入党，1991年 9月参加工

作。现任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西便门东里社区党

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