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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耀，男，汉族，1965年7月生，重庆

人，1985年4月入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

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一级高级法官。

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

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1982.09——1986.07 西南政法学院法

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86.07——1989.06 四川省重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书记员

1989.06——1994.07 四川省重庆市中

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其间：1991.09——

1994.05西南政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学习，

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4.07——1997.07 四 川 省 重 庆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员（其 间 ：

1995.01——1997.03挂职任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1997.07——1997.09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1997.09——2001.09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2001.09——2003.06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其间：

2002.07——2003.06挂职任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政治部

主任）

2003.06——2006.09 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1999.09——2004.02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6.09——2008.01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08.01——2011.12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11.12——2016.1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正厅局长级）

2016.11——2021.0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其间：

2019.03——2019.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21.01——2021.02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2021.02——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

黄明耀同志简历

焦彦龙，男，汉族，1960年9月

生，平山人，1986 年 12 月入党，

1982年8月参加工作，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

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

学位，主任记者。

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78.07——1982.08 南开大

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82.08——1982.12 光明日

报社编辑

1982.12——1987.01 花山文

艺出版社编辑

1987.01——1988.07 科技日报社记者

1988.07——1990.07 科技日报河北记者站负责人（正科级）

1990.07——1993.02 科技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副处级）

1993.02——1994.08 科技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正处级）

1994.08——1996.05 河北省衡水地区行署科技副专员

1996.05——1996.06 衡水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6.06——1996.10 衡水市政府负责人

1996.10——2000.09 衡水市副市长（其间:1999.05——1999.07省委

党校省管干部进修班学习）

2000.09——2003.01 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00.07——2001.0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管理经济学专

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

2003.01——2009.02 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其间：2006.03——

2007.01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9.02——2011.01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1.01——2011.02 沧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1.02——2013.02 沧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2——2014.09 沧州市委书记

2014.09——2015.04 唐山市委书记

2015.04——2017.12 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

2017.12——2021.0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21.0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焦彦龙同志简历

邢国辉，男，汉族，1961 年 3

月生，正定人，1984年 9月入党，

1976年12月参加工作，天津财经

大学统计学系国民经济学专业毕

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

现任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石家庄市委书记。

1976.12——1978.05 正定县

招待所服务员

1978.05——1982.02 正定县

委办公室打字员

1982.02——1984.09 石 家

庄地委办公室打字员、文书档案员

1984.09——1986.01 石家庄地区税务局人秘科科员

1986.01——1991.06 省税务局人事教育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

科员

（1983.08——1986.07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91.06——1994.08 省税务局人事处副处长

1994.08——1994.12 省地方税务局人事处副处长

1994.12——1998.06 省地方税务局人事处处长

（1993.08—— 1995.12 中 央 党 校 领 导 干 部 函 授 班 经 济 管 理

专业学习；1997.01—— 1998.06 挂职任藁城市委副书记）

1998.06——2007.01 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7.01——2008.03 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8.03——2011.12 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7.09——2009.06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系国民经济学专业学习，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2011.12——2012.01 省财政厅党组书记

2012.01——2013.12 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

2013.12——2015.07 张家口市委书记

2015.07——2015.09 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5.09——2016.11 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11——2016.12 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

2016.12——2021.02 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

2021.02——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家庄市委

书记

邢国辉同志简历

张国华，男，汉族，1964

年 11 月生，江苏苏州人，

1985年6月入党，1987年8

月参加工作，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系生物专业毕业，大学

学历。

现任省委常委，省政

府副省长、党组成员，雄安

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

1983.09——1985.09

苏州师范专科学校生化科

生物专业学习

1985.09——1987.08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专业学习

1987.08——1989.09 苏州师范专科学校生化系见习教

员、助教

1989.09——1991.10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青工部干部

1991.10——1992.06 江苏省苏州市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

（副科级）

1992.06——1993.12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机关事业管

理部副部长、青工部副部长

（1992.05——1993.05挂职任江苏省吴江市八坼镇党委书

记助理）

1993.12——1995.08 共青团江苏省苏州市委青工部部长

1995.08——1996.04 江苏省苏州市物资局体改办负责人

（正科级）

1996.04——1998.03 江苏省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1998.03——2002.12 江苏省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1995.09——1998.05苏州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生

课程进修班学习）

2002.12——2005.12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其间：2004.07——2004.09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公共管理研

究班赴德国培训）

2005.12——2006.06 江苏省昆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昆山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2006.06——2011.04 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昆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1.04——2012.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2.01——2016.01 江苏省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1——2017.02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

2017.02——2018.01 江苏省徐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2018.01——2020.04 云南省副省长

2020.04——2020.06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省长

2020.06——2020.12 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

党组副书记

2020.12——2021.02 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雄

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21.02—— 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

员，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国华同志简历 严鹏程同志简历

严鹏程，男，汉族，1972年12月

生，四川仪陇人，1995年 6月入党，

1997年8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经济学硕士学位。

现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1990.09——1994.09 兰 州 大

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学专业学习

1994.09——1997.08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08——1998.04 人 民 日

报社总编室校检组干部

1998.04——2001.12 人 民 日

报社市场报编辑

2001.12——2004.09 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总编室副主任

2004.09——2006.08 人民日报社市场报总编室主任（其间：2006.02——

2006.08借调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帮助工作）

2006.08——2007.0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四处干部

2007.01——2008.07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四处调研员、副处长

2008.07——2009.12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四处处长

2009.12——2010.0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副巡视员、四处处长

2010.09——2015.0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副巡视员

2015.09——2015.1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

班室）巡视员

2015.11——2016.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巡视员

2016.12——2017.0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7.03——2018.0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委新闻发言人

（其间：2017.09——2018.01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8.09——2021.0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兼委新闻发言人

2021.02—— 河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愈战愈勇，始得玉成。回望过

去五年特别是2020年，面对严峻复

杂的形势，河北经济发展亮点多多，

可圈可点。

逆风破浪交答卷，勇往直前谱

新篇。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河北如何坚决去、主动调、

加快转？代表委员们踊跃发言，各

抒己见，为河北经济转型发展献策

建言。

坚决去，坚持不懈化
解过剩产能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实施大

气污染治理“十条措施”，强力推

进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退后十”行

动，加快城市钢厂退城搬迁，深入

推进钢铁、电力等行业全面超低排

放改造。

坚定不移去产能，是河北实现

经济转型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省委、省政府把钢铁去产能作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口”“重头戏”，坚持不懈化解过剩

产能。

“河北的去产能任务任重道远，

两个方面是关键。”省人大代表、首

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师王伟称，一是要把好上线，严格执

行产能置换政策，严禁新增产能，同

时，要利用产能置换的政策，形成产

能竞争的机制，促进钢铁工业的高

质量发展。二是加大政策倾斜，将

环保绩效评价指标等纳入税收政

策，根据企业不同的环保水平，给予

吨钢减税、维持或是加大税收等政

策，促进企业环保水平的自主提升

和劣势产能的自然淘汰。

主动调，持续加力调
优产业结构

2020年，压缩粗钢产能1401

万吨；“十三五”期间，总计压减退出

8212.4万吨……数据的背后，是产

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企业效益的不

断增加。

不久前，又一单为客户量身打

造的高镜面时效塑料模具钢在河

钢顺利下线。产品的硬度均匀性

指标是普通塑料模具钢两倍，经过

加工的钢板表面整洁如镜，散发着

艺术品的气质，每吨售价超过万

元。2020年四季度，仅该产品新增

订单一项，就为企业带来近千万元

的收入。

“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迫在眉

睫。”省人大代表、河钢集团总经理

王兰玉表示，河钢数字化解决方

案，契合了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新

需求，为企业精细化、高端化生产

奠定了基础，培育起更加强大的动

能与韧性。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

王凤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数

字化转型是长城汽车接下来的重

点方向，“现在不管车企想不想转，

想不想变，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

虑的趋势，要不被淘汰，要不迎头

赶上，尽快适应现在的变化”。

“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

业。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们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

字化的要求贯穿到工艺流程中、工

业设计中、企业管理中去，就能实现

传统产业的新发展。”省人大代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龚晓峰说。

加快转，加快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

面对日益迫切的转型升级要求，

创新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

要、这样紧迫。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以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要

强化创新第一动力，着力夯实科技根

基，服务发展第一要务。

“我们鼓励工业设计与各行业紧

密结合。至于‘整合’，即引进国内外

知名的设计机构，让它们参与到河北

的转型升级、传统改造中来。”龚晓

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河北

的工业设计，将在与传统产品结合上

冒出更多火花，形成更多火炬。

“创新已经融入四药人的基因

中，是四药发展壮大的原动力！”

省人大代表、石四药集团河北广祥

制药有限公司总裁苏学军介绍说，

近年来，创新投入占到四药销售收

入的5%以上，他们成功搭建起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

高层次科研创新平台，并与浙江大

学、天津大学、郑州大学等知名高

校合作共建研究中心，形成了一套

完整、科学和清晰的技术创新体

系，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相继开始

步入“国家队”。

传统优势产业更优、战略新兴

产业更强……随着河北产业质量

品牌的不断提升，一个以4大优势

传统产业、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100+县域特色产业、4+N未来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河北现代

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去调转 河北积蓄澎湃新动力
□记者 赵晓慧

河钢唐钢新区厂区全景河钢唐钢新区厂区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