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省區黨委調整
三省長升任書記

王岐山赴美經貿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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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調整承接十八大後首輪人事變動的餘緒。胡
春華主政廣東，標誌着政治局委員兼任地方大員的系
列調整已經完成。而吉林、陝西、浙江三省在空缺省
委書記近一個月後，得以補足。三省原任省委書記孫
政才、趙樂際、趙洪祝均在十八大成為黨中央領導人
。新任的各位省委書記，都擁有因地制宜、獨具特色
的施政思路。

王儒林：三化三動
新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是新書記當中唯一一直

在本省工作的人，曾擔任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並在
省內多個市州擔任一把手。王儒林 18 日在履新大會
上表示，將着力推進 「三化」統籌，實施 「三動」戰
略和富民工程。即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
快推進的關鍵階段，要把實施投資拉動、項目帶動和
創新驅動作為經濟工作核心，致力於在投資規模上求
突破、在項目質量上求跨越、在創新發展上求提升。

趙正永：拐彎超車
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在擔任副省長期間，就提

出依託陝北能源產業帶動陝西經濟發展提出諸多思路
，2011 年，趙正永擔任省長後提出了 「拐彎超車」
的理念，即在轉變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調整的拐點時
期，發揮好自身優勢，實現經濟大踏步發展。在 「十
一五」期間，陝西GDP年均增速14.9%，是中國經濟
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在趙正永擔任省長的第一年，
陝南移民搬遷計劃、渭河綜合治理、引漢濟渭工程等
一系列重大民生工程實質性啟動，投資均在數百億乃
至上千億規模。

夏寶龍：深耕藍海
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一直在東部沿海地區工作，

2003 年由天津市常務副市長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
他曾強調，26 萬平方公里的遼闊海域是浙江寶貴的
「藍色國土」，深耕藍海、 「藍色」驅動，是浙江發

展的希望和潛力所在，要抓住實施浙江海洋經濟發展
示範區和舟山群島新區國家戰略舉措的機遇，推動向
海洋經濟強省跨越。

王君：綠色發展
由山西調任內蒙古的王君面臨着類似的工作環境

，因為兩地近幾年經濟發展主要依託於豐富的煤炭資
源，而如今都亟待轉型升級。王君開出的 「藥方」是
科學發展、綠色發展。加快建設規模化、集約化、機
械化、信息化的現代化礦井，促進煤電一體化發展，
加快煤層氣開發利用，加快研發和推廣高效潔淨煤技
術、煤炭深度轉化技術等共性關鍵技術，積極發展煤
基合成油等循環產業，加強節能減排管理，實現產業
的循環發展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五省長待扶正
按照法定程序，貴州省委副書記陳敏爾、浙江省

委副書記李強、陝西省常務副省長婁勤儉在被提名成
為本省省長候選人之後，將在不久的省人大常委會上
被任命為代省長。明年1月份和2月份，各省將密集
舉行兩會，屆時代省長將正式扶正。吉林省政協主席
巴音朝魯、山西省常務副省長李小鵬在出任省委
副書記之後，也極可能接任王儒林、王君留下的省
長職位。

萬鄂湘當選民革主席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十八日消息：中國國民黨革命

委員會（民革）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8日在京閉幕，大
會圓滿完成各項議程，並於會議期間舉行民革第十二屆中央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由50人組成的第十二
屆中央常務委員會，56歲的萬鄂湘當選主席。

萬鄂湘表示，換屆後，民革將全面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
精神，牢牢把握政治交接這條主線和提高參政能力這個重點
搞好自身建設，牢牢把握提高能力和水準這個關鍵搞好參政
議政、民主監督，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個主題搞好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工作，全面開創民革工作新局面。

萬鄂湘於1990年加入民革，2007年當選民革中央副主
席。有着多年民革中央領導經歷的他坦承，目前，加強參政
能力建設、不斷提高參政能力和水準，仍然是民革自身建設
的一項重要課題。

他表示，未來五年，民革將把參政能力建設作為中心工
作之一，切實抓緊抓好，充分調動廣大民革黨員的參政議政
積極性，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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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職務
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
書記

吉林省委書記

陝西省委書記

浙江省委書記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

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候選
人

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候選
人

陝西省委副書記、省長候選
人

吉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
席

山西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
長

原職務
中央政治局委員、內蒙古自
治區黨委書記

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

陝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

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

貴州省委副書記

浙江省委副書記

陝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吉林省政協主席

山西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中委職務
17屆、18屆中央委員，18屆中央政
治局委員

16屆、17屆中央候補委員，18屆中
央委員
18屆中央委員
15屆、16屆、17屆中央候補委員，
18屆中央委員

16屆中央候補委員，17屆、18屆中
央委員

17屆中央候補委員、18屆中央委員

18屆中央候補委員

18屆中央候補委員

17屆中央候補委員、18屆中央委員

18屆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十八大之後又一輪高官調整密集
進行，廣東、內蒙古、吉林、陝西、浙江
五省（自治區）黨委書記同日易人。中央
政治局委員、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
華調任廣東省委書記，遺缺由山西省長王
君接替。吉林省長王儒林、陝西省長趙正
永、浙江省長夏寶龍分別晉升本省省委書
記。而貴州省委副書記陳敏爾、浙江省委
副書記李強、陝西省常務副省長婁勤儉則
被提名成為本省省長候選人。吉林省政協
主席巴音朝魯、山西省常務副省長李小鵬
出任本省的省委副書記，成為新省長的熱
門人選。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十八日電】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八日報道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王岐山18日下午離京赴華盛頓
，出席於 18 到 19 日舉行的第二十三
屆中美商貿聯委會，預料奧巴馬等美
國政要將與他會面。

本屆中美商貿聯委會由王岐山與
美國商務部代理部長布蘭克、貿易代
表柯克共同主持，而今年則是王岐山
的副總理任內最後一次及新任中央政
治局常委的第一次出席該會。作為中
美兩國政府在經貿領域最早建立的對
話機制之一，中美商貿聯委會自1983
年以來已成功舉行22屆會議。在近幾
屆會議上，雙方在知識產權、能源、
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多個領域
達成諸多重要共識。

北京觀察人士認為，王岐山此訪
恰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之後成行
，因此，此訪將不僅有中美新班子快
速對接的意義，還將使中美兩國在經
濟新政上獲得深入溝通、理解的機會
，王岐山還會利用這次機會，再次釋

放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信號，增進中美
新班子的互信，或對新一年的世界經
濟產生積極影響。

中美經貿 合作矛盾並存
新華網報道，中美已互為第二大

貿易夥伴。據統計，2011年雙邊貿易
額達4466億美元，但雙方在經貿領域
的矛盾和分歧也呈多發態勢。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
心主任何偉文說，目前來看，中美經
貿合作呈現 「兩面性」，即合作面和
矛盾面共存。 「如果沒有這個機制的
話，中美政府間對於經貿議題的溝通
會困難得多。」

除了此次王岐山赴美磋商中美經
貿議題，在中共十八大閉幕後的一個
月來，美國企業家代表團、前財長鮑
爾森、前總統卡特、副財長布雷納德
等相繼訪華，在中共新領導層履新以
來的外事活動中，頻繁會見 「美國客
人」的特點也較為突出。

中美換屆後首次高層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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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輪省級黨政高官調整，在調整方
式上多屬於本地內部遞升，如吉林省委
書記王儒林、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浙
江省委書記夏寶龍都由省長升任省委書
記，而貴州陳敏爾、浙江李強、陝西婁
勤儉等三位 「準省長」也是由本地晉升
。這種 「穩中求進」的做法，着眼於工
作的平穩銜接。

這批新書記都堪稱經濟能手。2011
年，吉林、陝西、山西三省地區生產總
值都歷史性地突破 1 萬億元人民幣大關
，進入 「萬億俱樂部」，浙江則達到3.2
萬億，再創歷史新高。時任四省省長的
王儒林、趙正永、王君、夏寶龍可以說
功不可沒。

值得注意的是，三位新書記王儒林
、趙正永、夏寶龍都曾擔任過本省的政
法委書記，熟悉社會管理。這一經歷，
也有利於落實中共十八大所強調的加強
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部署，亦從一個側面
顯示出社會建設在全局工作的重要性更
加突出。

此番履新的省級黨政高官，都是由
基層成長以來。如王儒林、趙正永、婁
勤儉都是知青出身，夏寶龍、陳敏爾當
過教師，王君長期在煤礦擔任工人、技
術員。因此，他們對民生都非常關注。
吉林、陝西都將新增財力的 80%投入到
民生領域。

從年齡上看，幾位新書記王儒林、
趙正永、夏寶龍、王君都是60歲左右，
大都經過了眾多崗位的歷練。趙正永先
後在安徽、陝西擔任省領導，夏寶龍則
是由天津調到浙江，王君更是在煤炭工
業部、江西省、全國供銷總社、安監總
局、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六個單位
擔任過省部級領導，數度往返於國家部

委與地方省份之間，如此資深的經歷並不多見。
而幾位 「準省長」則相對年輕，陳敏爾、李強、

婁勤儉分別是52歲、53歲、56歲，年富力強，並與省
委書記形成了年齡梯次。陳敏爾是繼湖南省委書記周
強、河北省長張慶偉、福建省長蘇樹林、新疆政府主
席努爾．白克力、團中央第一書記陸昊、中央紀委副
書記陳文清、中央紀委副書記王偉之後，中國政壇現
任的第八位 「60 後」正部級高官。最早躋身正部級行
列的兩位 「60 後」孫政才、胡春華現已是中央政治局
委員。

即將成為省長的李強、婁勤儉，則是十八大之後
首批晉升正部級職務的中央候補委員。婁勤儉是中國
知名的電子通信專家，曾任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計
算機及軟件技術專業組組長、電子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43歲時就升任信息產業部副部長，是一位學者型官
員。

李強2004年由溫州市委書記調任浙江省委
秘書長，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
「大管家」，而當時夏寶龍任省委副書

記，陳敏爾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
是同一個領導班子成員。

十八大後新一輪人事變動

▲

11日，中
國國務院副
總理王岐山
在北京會見
美國財政部
副部長布倫
納德

新華社

▲中共中央決定王君任內蒙古自治區黨
委書記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決定王儒林任吉林省委書記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決定趙正永任陝西省委書記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決定夏寶龍任浙江省委書記
資料圖片 王儒林簡歷

王儒林1953年4月出生，河南濮陽人。1998
年4月後歷任吉林省委常委、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委
書記，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常委、副省長
，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省委副書記，2010
年1月任吉林省委副書記、省長，2012年12月任
吉林省委書記。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候
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趙正永簡歷
趙正永 1951 年 3月出生，安徽馬鞍山人。

2001年6月起先後擔任陝西省委常委、政法委書
記，省委常委、副省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
省長，2011年1月任省長，2012年12月任陝西省
委書記。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中央委員。

夏寶龍簡歷
夏寶龍1952年12月出生，天津人。2003年

11月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2011年8
月任代省長，2012年1月任省長，2012年12月任
浙江省委書記。中國共產黨十五屆、十六屆、十七
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屆中央委員。

王君簡歷
王君1952年3月出生，山西大同人。1999年

9月後任江西省副省長，省委副書記、副省長，
2006年10月後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
記、理事會副主任，2007年7月任黨組書記、理
事會副主任，2008年3月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
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2008年9月任山西省委
副書記、代省長，2009年1月任省長，2012年12
月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中
央候補委員，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