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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各屆政府職務清單：1978/3-2008/3 
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1978 年 3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政治局常委：葉劍英、鄧小平、李先念、汪東興 正 
國 
職 政 國務院總理：華國鋒、人大委員長：葉劍英、政協主席：鄧小平 

黨 政治局委員 

方毅、張廷發、余秋里、許世友、吳德、陳永貴、李先念、陳錫聯、李德生、彭冲、

汪東興、華國鋒、紀登奎、葉劍英、韋國清（壯)、劉伯承、倪志福、鄧小平、徐向

前、聶榮臻、烏蘭夫(蒙)、蘇振華、耿飆   
候補：陳慕華(女)、趙紫陽、賽福鼎‧艾則孜(維)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院副總理 
鄧小平、李先念、徐向前、紀登奎、余秋里、陳錫聯、耿颷、陳永貴、方毅、王震、

谷牧、康世恩、陳慕華(女)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統一

戰線工作部部長(烏蘭夫)(蒙)、對外聯絡部部長(耿飆)、毛澤東著作編委辦公室主任(汪
東興)、中央黨校校長(華國鋒)、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紅旗雜誌社總編輯(王殊)

黨 

省(區、市)委第一書記 

北京市(吳德)、天津市(解學恭)、河北省(劉子厚)、山西省(王謙)、內蒙古自治區(周惠)、
遼寧省(曾紹山)、吉林省(王恩茂)、黑龍江省(楊易辰)、上海市(蘇振華)、江蘇省(許家

屯)、浙江省(鐵瑛)、安徽省(萬里)、福建省(廖志高)、江西省(江渭清)、山東省(白如

冰)、河南省(劉建勛)、湖北省(趙辛初)、湖南省(毛致用)、廣東省(韋國清)、廣西壯族

自治區(喬曉光)、四川省(趙紫陽)、貴州省(馬力)、雲南省(安平生)、西藏自治區(任榮)、
陝西省(李瑞山)、甘肅省(宋平)、青海省(譚啟龍)、寧夏回族自治區(霍士廉)、新疆維

吾爾族自治區(汪鋒) 

國務院組成部門 

部委機構：外交部(黃華)、國防部(徐向前)、國家計畫委(余秋里)、國家經濟委(康世

恩)、國家基本建設委(谷牧)、國家科學技術委(方毅)、國家民族事務委(楊靜仁)、
公安部(趙蒼璧)、民政部(程子華)、對外貿易部(李強)、對外經濟聯絡部(陳慕

華)(女)、農林部(楊立功)、冶金工業部(唐克)、一機部(周子健)、二機部(劉偉)、
三機部(呂東)、四機部(王諍)、五機部(張珍)、六機部(柴樹藩)、七機部(宋任窮)、
煤炭工業部(肖寒)、石油工業部(宋振明)、化學工業部(孫敬文)、水利電力部(錢
正英)、輕工業部(梁靈光)、鐵道部(段君毅)、交通部(葉飛)、郵電部(鍾夫翔)、財

政部(張勁夫)、人民銀行(李葆華)、商業部(王磊)、文化部(黃鎮)、衛生部(江一真)、
教育部(劉西堯)、國家體育運動委(王猛) 

辦公機構：國務院辦公室(吳慶彤)、國防工業辦(洪學智)、國務院財貿小組(李素

文)(女)、國務院政工小組(蘇靜)、國務院研究室(胡喬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
承志) 

直屬機構：國家勞動總局(康永和)、國家物資總局(李開信)、國家物價總局(劉卓甫)、
民用航空總局(沈圖)、國家林業總局(羅玉川)、國家農墾總局(趙凡)、國家水產總

局(肖鵬)、第八機械工業總局(劉秉彥)、國家地質總局(孫大光)、國家建築材料工

業總局(白向銀)、國家測繪總局(王大鈞)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區、市)革委會主任 

北京市(吳德)、天津市(解學恭)、河北省(劉子厚)、山西省(王謙)、內蒙古自治區(孔
飛)(蒙)、遼寧省(曾紹山)、吉林省(王恩茂)、黑龍江省(楊易辰)、上海市(蘇振華)、江

蘇省(許家屯)、浙江省(鐵瑛)、安徽省(萬里)、福建省(廖志高)、江西省(江渭清)、山

東省(白如冰)、河南省(劉建勛)、湖北省(趙辛初)、湖南省(毛致用)、廣東省(韋國清)、
廣西壯族自治區(喬曉光)、四川省(趙紫陽)、貴州省(馬力)、雲南省(安平生)、西藏自

治區(任榮)、陝西省(李瑞山)、甘肅省(宋平)、青海省(譚啟龍)、寧夏回族自治區(霍士

廉)、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汪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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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1983 年 6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葉劍英、鄧小平、趙紫陽、李先念、陳雲 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李先念、國家副主席：烏蘭夫(蒙)、國務院總理：趙紫陽、人大委員長：彭真、政協主席：鄧

穎超(女)  

政治局委員 

方毅、王震、余秋里、宋任窮、李先念、李德生、胡喬木、胡耀邦、韋國清(壯)、
倪志福、徐向前、烏蘭夫(蒙)、張廷發、習仲勛、陳雲、彭真、楊尚昆、楊得

志、萬里、葉劍英、廖承志、趙紫陽、鄧小平、鄧穎超(女)、聶榮臻         
候補：姚依林、秦基偉、陳慕華(女) 

書記處書記 
余秋里、谷牧、姚依林、胡啟立、習仲勛、陳丕顯、楊勇、鄧力群、萬里 
候補：喬石、郝建秀(女) 

黨 

中紀委書記 陳雲 

國務院副總理 萬里、姚依林、李鵬、田紀雲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方毅、王丙乾、吳學謙、宋平、宋健、谷牧、姬鵬飛、康世恩、張勁夫、張愛

萍、陳慕華（女)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喬石)、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野蘋)、中央宣傳部部長(鄧力群)、
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楊靜仁)(回)、對外聯絡部部長(錢李仁)、中央政法委員會

書記(陳丕顯)、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鄧力群)、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
潤生)、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馮文彬)、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

(宋一平)、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中央黨史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中

央文獻研究室主任(胡喬木)、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
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秦川)、紅旗雜誌社總編輯(熊復) 

中紀委副書記 王從吾、王鶴壽、李昌、馬國瑞、黃克誠、韓天石、韓光 黨 

省(區、市)委(第一)書記 

北京市(段君毅)、天津市(陳偉達)、河北省(高揚)、山西省(李立功)、內蒙古自

治區(周惠)、遼寧省(郭峰)、吉林省(強曉初)、黑龍江省(楊易辰)、上海市(陳國

棟)、江蘇省(韓培信)、浙江省(王芳)、安徽省(黃璜)、福建省(項南)、江西省(白
棟材)、山東省(蘇毅然)、河南省(劉傑)、湖北省(關廣富)、湖南省(毛致用)、廣

東省(任仲夷)、廣西壯族自治區(喬曉光)、四川省(楊汝岱)、貴州省(池必卿)、
雲南省(安平生)、西藏自治區(陰法唐)、陝西省(馬文瑞)、甘肅省(馮紀新)、青

海省(趙海峰)、寧夏回族自治區(李學智)、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王恩茂)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田紀雲) 
部委機構：外交部(吳學謙)、國防部(張愛萍)、國家計畫委(宋平)、國家經濟委

(張勁夫)、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趙紫陽)、國家科學技術委(方毅)、國防科

工委(陳彬)、國家民族事務委(楊靜仁)、公安部(劉復之)、國家安全部(凌
雲)、民政部(崔乃夫)、司法部(鄒瑜)、財政部(王丙乾)、審計署(于明濤)、
人民銀行(呂培儉)、商業部(劉毅)、對外經濟貿易部(陳慕華)(女)、農牧漁

業部(何康)、林業部(楊鍾)、水利電力部(錢正英)、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李
錫銘)、地質礦產部(孫大光)、冶金工業部(李東治)、機械工業部(周建南)、
核工業部(蔣心雄)、航空工業部(莫文祥)、電子工業部(江澤民)、兵器工業

部(于一)、航天工業部(張鈞)、煤炭工業部(高揚文)、石油工業部(唐克)、
化學工業部(秦仲達)、紡織工業部(吳文英)、輕工業部(楊波)、鐵道部(陳
璞如)、交通部(李清)、郵電部(文敏生)、勞動人事部(趙守一)、文化部(朱
穆之)、新華通訊社(穆青)(回)、廣播電視部(吳冷西)、教育部(何東昌)、衛

生部(崔月梨)、國家體育運動委(李夢華)、國家計畫生育委(錢信忠) 
辦公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姬鵬飛) 
直屬機構：海關總署(王潤生)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區、市)革委會主任/ 長 

北京市(陳希同)、天津市(李瑞環)、河北省(張曙光)、山西省(王森浩)、內蒙古

自治區(布赫)(蒙)、遼寧省(全樹仁)、吉林省(趙修)、黑龍江省(陳雷)、上海市(汪
道涵)、江蘇省(顧秀蓮)(女)、浙江省(薛駒)、安徽省(王郁昭)、福建省(胡平)、
江西省(趙增益)、山東省(梁步庭)、河南省(何竹康)、湖北省(黃知真)、湖南省(劉
正)、廣東省(梁靈光)、廣西壯族自治區(韋純束)、四川省(楊析綜)、貴州省(王
朝文)(苗)、雲南省(普朝柱)、西藏自治區(多傑才旦)(藏)、陝西省(李慶偉)、甘

肅省(陳光毅)、青海省(黃靜波)、寧夏回族自治區(黑伯理)(回)、新疆維吾爾族

自治區(司馬義.艾買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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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1988 年 4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李鵬、喬石、胡啟立、姚依林 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家副主席：王震、國務院總理：李鵬、人大委員長：萬里、政協主席：李先念 

政治局委員 
田紀雲、江澤民、吳學謙、宋平、李瑞環、李錫銘、李鵬、李鐵映、姚依林、胡啟立、

胡耀邦、秦基偉、喬石、楊汝岱、楊尚昆、萬里、趙紫陽       候補：丁關根 

書記處書記 
丁關根、芮杏文、胡啟立、喬石、楊白冰、閻明復 
候補：溫家寶 

黨 

中紀委書記 喬石 

國務院副總理 姚依林、田紀雲、吳學謙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王丙乾、王芳、宋健、李貴鮮、李鐵映、秦基偉、陳希同、陳俊生、鄒家華、錢其琛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中央宣傳部部長(王忍之)、統一戰線

工作部部長(閻明復)、對外聯絡部部長(朱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中

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溫家寶)、中央國家機關

工作委員會書記(陳俊生)、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中央黨史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

彬)、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李琦)、中央黨校校長(高揚)、人民日報社社長(錢李仁)、人民

日報社總編輯(譚文瑞) 
中紀委副書記 王德瑛、李正亭、肖洪達、陳作霖 

黨 

省(區、直轄市)委書

記 

北京市(李錫銘)、天津市(李瑞環)、河北省(邢崇智)、山西省(李立功)、內蒙古自治區(王
群)、遼寧省(全樹仁)、吉林省(何竹康)、黑龍江省(孫維本)、上海市(江澤民)、江蘇省(韓
培信)、浙江省(薛駒)、安徽省(盧榮景)、福建省(陳光毅)、江西省(毛致用)、山東省(梁步

庭)、河南省(楊析綜)、湖北省(關廣富)、湖南省(熊清泉)、廣東省(林若)、廣西壯族自治

區(陳輝光)、海南省(許士杰)、四川省()、貴州省(胡錦濤)、雲南省(普朝柱)、西藏自治區

(伍精華)、陝西省(張勃興)、甘肅省(李子奇)、青海省(尹克升)、寧夏回族自治區(沈達人)、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宋漢良)、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田紀雲) 
部委機構：外交部(錢其琛)、國防部(秦基偉)、國家計畫委(姚依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

委(李鵬)、國家教育委(李鐵映)、國家科學技術委(宋健)、國防科工委(丁衡高)、國

家民族事務委(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公安部(王芳)、國家安全部(賈春旺)、監

察部(尉健行)、民政部(崔乃夫)、司法部(蔡誠)、財政部(王丙乾)、人事部(趙東宛)、
勞動部(羅幹)、地質礦產部(朱訓)、建設部(林漢雄)、能源部(黃毅誠)、機械電子工

業部(鄒家華)、航空航天工業部(林宗棠)、冶金工業部(戚元靖)、化學工業部(秦仲

達)、輕工業部(曾憲林)、紡織工業部(吳文英)、鐵道部(李森茂)、交通部(錢永昌)、
郵電部(楊泰芳)、水利部(楊振懷)、農業部(何康)、林業部(高德占)、商業部(胡平)、
對外經濟貿易部(鄭拓彬)、物資部(柳隨年)、文化部(王蒙)、廣播電影電視部(艾知

生)、衛生部(陳敏章)、國家體育運動委(李夢華)、國家計畫生育委(彭珮雲)、審計署

(呂培儉)、人民銀行(李貴鮮) 
直屬機構：海關總署(戴傑) 
辦公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姬鵬飛)、國務院特區辦公室(何

樁霖)、國務院研究室(袁木) 
直屬事業單位：中國科學院(周光召)、中國社會科學院(胡繩)、新華通訊社社長(穆

青)(回)、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杜潤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馬洪)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自治區、直轄市) 
長 

北京市(陳希同)、天津市(李瑞環)、河北省(岳岐峰)、山西省(王森浩)、內蒙古自治區(布
赫)(蒙)、遼寧省(李長春)、吉林省(何竹康)、黑龍江省(侯捷)、上海市(朱鎔基)、江蘇省(顧
秀蓮)(女)、浙江省(沈祖倫)、安徽省(盧榮景)、福建省(王兆國)、江西省(吳官正)、山東

省(姜春雲)、河南省(程維高)、湖北省(郭振乾)、湖南省(熊清泉)、廣東省(葉選平)、廣西

壯族自治區(韋純束)、海南省(梁湘)、四川省(張皓若)、貴州省(王朝文)(苗)、雲南省(和
志強)(納西)、西藏自治區(多吉才讓)(藏)、陝西省(侯宗賓)、甘肅省(賈志杰)、青海省(宋
瑞祥)、寧夏回族自治區(白立忱) (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司馬義. 艾買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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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1993 年 3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政治局常委：李鵬、喬石、李瑞環、朱鎔基、劉華清、胡錦濤 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國務院總理：李鵬、人大委員長：喬石、政協主席：李瑞環 

政治局委員 
丁關根、田紀雲、朱鎔基、江澤民、吳邦國、李嵐清、李瑞環、李鵬、李鐵映、姜春雲、

胡錦濤、尉健行、陳希同、喬石、楊白冰、鄒家華、劉華清、錢其琛、謝非、譚紹文

候補：溫家寶、王漢斌 
書記處書記 丁關根、任建新、胡錦濤、尉健行、溫家寶 

黨 

中紀委書記 尉健行 

國務院副總理 朱鎔基、鄒家華、錢其琛、李嵐清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司馬義‧艾買提（維)、宋健、李貴鮮、李鐵映、陳俊生、彭珮雲（女)、遲浩田、羅幹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中央組織部部長(呂楓)、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統一戰線工

作部部長(王兆國)、對外聯絡部部長(李淑錚)(女)、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任建新)、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任(王維澄)、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王兆國)、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曾
建徽)、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曾慶紅)、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羅幹)、中

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逢先知)、中央黨校校長(喬石)、人民日報

社社長、總編輯(卲華澤) 
中紀委副書記 王德瑛、侯宗賓、徐青、曹慶澤、陳作霖 

黨 

省(區、市)委書記 

北京市(陳希同)、天津市(高德占)、河北省(程維高)、山西省(王茂林)、內蒙古自治區(王群)、
遼寧省(全樹仁)、吉林省(何竹康)、黑龍江省(孫維本)、上海市(吳邦國)、江蘇省(沈達人)、
浙江省(李澤民)、安徽省(盧榮景)、福建省(陳光毅)、江西省(毛致用)、山東省(姜春雲)、河

南省(李長春)、湖北省(關廣富)、湖南省(熊清泉)、廣東省(謝非)、廣西壯族自治區(趙富林)、
海南省(阮崇武)、四川省(謝世杰)、貴州省(劉正威)、雲南省(普朝柱)、西藏自治區(陳奎元)、
陝西省(張勃興)、甘肅省(顧金池)、青海省(尹克升)、寧夏回族自治區(黃璜)、新疆維吾爾

族自治區(宋漢良)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羅幹) 
部委機構：外交部(錢其琛)、國防部(遲浩田)、國家計畫委(陳錦華)、國家經濟貿易委(王忠

禹)、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李鐵映)、國家教育委(朱開軒)、國家科學技術委(宋健)、國

防科工委(丁衡高)、國家民族事務委(司馬義.艾買提)(維)、公安部(陶駟駒)、國家安全

部(賈春旺)、監察部(曹慶澤)、民政部(多吉才讓)(藏)、司法部(肖揚)、財政部(劉仲蔾)、
人事部(宋德福)、勞動部(李伯勇)、地質礦產部(朱訓)、建設部(侯捷)、電力工業部(史
大楨)、煤炭工業部(王森浩)、機械工業部(何光遠)、電子工業部(胡啟立)、冶金工業部

(劉淇)、化學工業部(顧秀蓮)(女)、鐵道部(韓杼濱)、交通部(黃鎮東)、郵電部(吳基傳)、
水利部(鈕茂生) (滿)、農業部(劉江)、林業部(徐有芳)、國內貿易部(張皓若)、對外貿易

經濟合作部(吳儀)(女)、文化部(劉忠德)、廣播電影電視部(艾知生)、衛生部(陳敏章)、
國家體育運動委(伍紹祖)、國家計畫生育委(彭珮雲)、人民銀行(李貴鮮)、審計署(呂培

儉) 
直屬機構：國家稅務總局(金鑫)、海關總署(戴傑)、民航總局(蔣祝平)、 
辦公機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齊懷遠)、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魯

平)、國務院特區辦公室(胡平)、國務院研究室(袁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曾建徽)、國

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王兆國) 
直屬事業單位：輕工總會(于珍)、紡織總會(吳文英)、新華通訊社長(郭超人)、中國科學院(周

光召)、中國社會科學院(胡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孫尚清)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區、市) 長 

北京市(李其炎)、天津市(聶璧初)、河北省(程維高)、山西省(胡富國)、內蒙古自治區(烏力

吉) (蒙)、遼寧省(岳岐峰)、吉林省(高嚴)、黑龍江省(邵奇惠)、上海市(黃菊)、江蘇省(陳煥

友)、浙江省(萬學遠)、安徽省(傅錫壽)、福建省(賈慶林)、江西省(吳官正)、山東省(趙志浩)、
河南省(馬忠臣)、湖北省(賈志杰)、湖南省(陳邦柱)、廣東省(朱森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
克杰)、海南省(阮崇武)、四川省(肖秧)、貴州省(陳士能)、雲南省(和志強) (納西)、西藏自

治區(江村羅布) (藏)、陝西省(白清才)、甘肅省(閻海旺)、青海省(田成平)、寧夏回族自治區

(白立忱()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鐵木爾. 達瓦買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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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1998 年 3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政治局常委：李鵬、朱鎔基、李瑞環、胡錦濤、尉健行、李嵐清 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理：朱鎔基、人大委員長：李鵬、政協主席：李瑞環 

政治局委員 
丁關根、田紀雲、朱鎔基、江澤民、吳邦國、吳官正、李長春、李嵐清、李瑞環、李鵬、

李鐵映、姜春雲、胡錦濤、尉健行、張萬年、黃菊、溫家寶、賈慶林、遲浩田、錢其琛、

謝非、羅幹                                                 候補：曾慶紅、吳儀(女)
書記處書記 丁關根、胡錦濤、尉健行、曾慶紅、溫家寶、羅幹 

黨 

中紀委書記 尉健行 

國務院副總理 李嵐清、錢其琛、吳邦國、溫家寶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王忠禹、司馬義‧艾買提(維)、吳儀(女)、遲浩田、羅幹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中央組織部部長(張全景)、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統一戰線

工作部部長(王兆國)、對外聯絡部部長(戴秉國)、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羅幹)、中央政策研

究室主任(滕文生)、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林)、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趙啟正)、
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1998/8)(劉華秋)、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曾慶紅)、中央國家

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王忠禹)、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逢先知)、
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人民日報社社長(卲華澤)、人民日報社總編輯(許中田) 

中紀委副書記 何勇、周子玉、夏贊忠、曹慶澤、劉麗英(女)、韓杼濱 
黨 

省(區、市)委書記 

北京市(賈慶林)、天津市(張立昌)、河北省(程維高)、山西省(胡富國)、內蒙古自治區(劉明

祖)、遼寧省(聞世震)、吉林省(張德江)、黑龍江省(徐有芳)、上海市(黃菊)、江蘇省(陳煥友)、
浙江省(李澤民)、安徽省(盧榮景)、福建省(陳明義)、江西省(舒惠國)、山東省(吳官正)、河

南省(馬忠臣)、湖北省(賈志杰)、湖南省(王茂林)、廣東省(李長春)、廣西壯族自治區(曹伯

純)、海南省(杜青林)、重慶市(張德鄰)、四川省(謝世杰)、貴州省(劉方仁)、雲南省(令狐安)、
西藏自治區(陳奎元)、陝西省(李建國)、甘肅省(孫英)、青海省(田成平)、寧夏回族自治區(毛
如柏)、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王樂泉)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廳(王忠禹) 
部委機構：外交部(唐家璇)、國防部(遲浩田)、國家發展計畫委(曾培炎)、國家經濟貿易委(盛

華仁)、教育部(陳至立)、科學技術部(朱麗蘭)、國防科工委(劉積斌)、國家民族事務委

(李德洙)(朝鮮)、公安部(賈春旺)、國家安全部(許永躍)、監察部(何勇)、民政部(多吉

才讓)(藏)、司法部(高昌禮)、財政部(項懷誠)、人事部(宋德福)、勞動與社會保障部(張
左已)、國土資源部(周永康)、建設部(俞正聲)、鐵道部(傅志寰)、交通部(黃鎮東)、信

息產業部(吳基傳)、水利部(鈕茂生)(滿)、農業部(陳耀邦)、對外貿易經濟合作部(石廣

生)、文化部(孫家正)、衛生部(張文康)、國家計畫生育委(張維慶)、 
人民銀行(戴相龍)、審計署(李金華) 
直屬機構：海關總署(錢冠林)、國家稅務總局(金人慶)、環保總局(解振華)、民航總局(陳光

毅)、廣電總局(田聰明)、體育總局(伍紹祖) 
辦公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郭東坡)、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楊

景宇)、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劉仲藜)、國務院研究室(桂世鏞) 
直屬事業單位：新華通訊社社長(郭超人)、中國科學院(路甬祥)、中國社會科學院(李鐵映)、

中國工程院(朱光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王夢奎)、國家行政學院(王忠禹)、中國證

券監督管理委(周正慶)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區、市) 長 

北京市(賈慶林)、天津市(李盛霖)、河北省(葉連松)、山西省(孫文盛)、內蒙古自治區(雲布

龍) (蒙)、遼寧省(張國光)、吉林省(王雲坤)、黑龍江省(田鳳山)、上海市(徐匡迪)、江蘇省(鄭
斯林)、浙江省(柴松岳)、安徽省(回良玉)(回)、福建省(賀國強)、江西省(舒聖佑)、山東省(李
春亭)、河南省(馬忠臣)、湖北省(蔣祝平)、湖南省(楊正午)(土)、廣東省(盧瑞華)、廣西壯

族自治區(李兆焯)(壯)、海南省(汪嘯風)、重慶市(蒲海清)、四川省(張中偉)、貴州省(吳亦

俠)、雲南省(李嘉廷) (彝)、西藏自治區(列確)(藏)、陝西省(程安東)、甘肅省(宋照肅)、青海

省(白恩培)、寧夏回族自治區(馬啟智)(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阿不來提. 阿不都熱西

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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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2003 年 3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曾慶紅、黃菊、吳官正、李長春、羅幹 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國務院總理：溫家寶、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政協主席：賈慶林

政治局委員 
王兆國、王樂泉、回良玉(回)、吳邦國、吳官正、吳儀(女)、李長春、周永康、俞正聲、胡

錦濤、張立昌、張德江、曹剛川、郭伯雄、陳良宇、曾培炎、曾慶紅、賀國強、黃菊、溫

家寶、賈慶林、劉淇、劉雲山、羅幹                                  候補：王剛 
書記處書記 王剛、何勇、周永康、徐才厚、曾慶紅、賀國強、劉雲山 

黨 

中紀委書記 吳官正 

國務院副總理 黃菊、吳儀(女) 、曾培炎、回良玉(回)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周永康、唐家璇、曹剛川、陳至立(女)、華建敏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中央宣傳部部長(劉雲山)、統一戰線工

作部部長(劉延東)(女)、對外聯絡部部長(王家瑞)、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羅幹)、中央政策

研究室主任(王滬寧)、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林)、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趙啟

正)、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劉華秋)、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王剛)、中央國家機關

工作委員會書記(華建敏)、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孫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滕文生)、中

央黨校校長(曾慶紅)、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虞雲耀)、人民日報社社長(王晨)、人民日報社

總編輯(張研農) 
中紀委副書記 何勇、李至倫、夏贊忠、馬馼(女) 、張惠新、張樹田、劉峰岩、劉錫榮 黨 

省(區、市)委書記 

北京市(劉淇)、天津市(張立昌)、河北省(白克明)、山西省(田成平)、內蒙古自治區(儲波)、
遼寧省(聞世震)、吉林省(王雲坤)、黑龍江省(宋法棠)、上海市(陳良宇)、江蘇省(李源潮)、
浙江省(習近平)、安徽省(王太華)、福建省(宋德福)、江西省(孟建柱)、山東省(張高麗)、河

南省(李克強)、湖北省(俞正聲)、湖南省(楊正午)(土)、廣東省(張德江)、廣西壯族自治區(曹
伯純)、海南省(汪嘯風)、重慶市(黃鎮東)、四川省(張學忠)、貴州省(錢運錄)、雲南省(白恩

培)、西藏自治區(郭金龍)、陝西省(李建國)、甘肅省(宋照肅)、青海省(蘇榮)、寧夏回族自

治區(陳建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王樂泉)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室(華建敏) 
部委機構：外交部(李肇星)、國防部(曹剛川)、國家發展與改革委(馬凱)、國防科工委(張雲

川)、國家民族事務委(李德洙)(朝鮮)、教育部(周濟)、科學技術部(徐冠華)、公安部(周
永康)、國家安全部(許永躍)、監察部(李至倫)、民政部(李學舉)、司法部(張福森)、財

政部(金人慶)、人事部(張柏林)、勞動與社會保障部(鄭斯林)、國土資源部(田鳳山)、
建設部(汪光燾)、鐵道部(劉志軍)、交通部(張春賢)、信息產業部(王旭東)、水利部(汪
恕誠)、農業部(杜青林)、商務部(呂福源)、文化部(孫家正)、衛生部(吳儀)(女)、人口

計畫生育委(張維慶)、人民銀行(周小川)、審計署(李金華) 
直屬特設機構：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李榮融) 
直屬機構：海關總署(牟新生)、稅務總局(謝旭人)、環境保護總局(解振華)、民航總局(楊元

元)、廣電總局(徐光春)、體育總局(袁偉民)、國家工商總局(王眾孚)、國家新聞出版總

署(石宗源)、質量監督檢驗檢疫總局(李長江) 
辦事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陳玉傑)(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法制辦

公室(曹康泰)、國務院研究室(魏禮群)、國務院台灣事務事務辦公室(陳雲林)、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趙啟正) 
直屬事業單位：新華通訊社社長(田聰明)、新華通訊社總編輯(南振中)、中國科學院(路甬

祥)、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奎元)、中國工程院(徐匡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王夢奎)、
國家行政學院(王忠禹)、國家電力監管委(柴松岳)、中國銀行監督管理委(劉明康)、中

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尚福林)、中國保險業監督管理委(吳定富)、全國社會保障基金理事

會(項懷誠)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區、市)長 

北京市(王岐山)、天津市(戴相龍)、河北省(季允石)、山西省(劉振華)、內蒙古自治區(楊
晶)(蒙)、遼寧省(薄熙來)、吉林省(洪虎)、黑龍江省(張左己)、上海市(韓正)、江蘇省(梁保

華)、浙江省(呂祖善)、安徽省(王金山)、福建省(盧展工)、江西省(黃智權)、山東省(韓寓群)、
河南省(李成玉) (回)、湖北省(羅清泉)、湖南省(周伯華)、廣東省(黃華華)、廣西壯族自治區

(陸兵) (壯)、海南省(汪嘯風)、重慶市(王鴻舉)、四川省(張中偉)、貴州省(石秀詩)、雲南省

(徐榮凱)、西藏自治區(向巴平措) (藏)、陝西省(賈治邦)、甘肅省(陸浩)、青海省(趙樂際)、
寧夏回族自治區(馬啟智) (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司馬義. 鐵力瓦爾地)(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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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正部級以上）菁英職務清單：2008 年 3 月 
職務級別 職務名稱 / 任職菁英 

黨 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政治局常委：吳邦國、溫家寶、賈慶林、李長春、習近平、李克強、賀國強、周永康正 
國 
職 政 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理：溫家寶、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政協主席：賈慶林

政治局委員 
王兆國、王岐山、王剛、王樂泉、回良玉(回)、吳邦國、李克強、李長春、李源潮、汪洋、

周永康、俞正聲、胡錦濤、徐才厚、張高麗、張德江、習近平、郭伯雄、賀國強、溫家寶、

賈慶林、劉延東(女)、劉淇、劉雲山、薄熙來 
書記處書記 習近平、劉雲山、李源潮、何勇、令計劃、王滬寧 

黨 

中紀委書記 賀國強 

國務院副總理 李克強、回良玉(回)、張德江、王岐山 

黨 
和 
國 
家 
領 
導 
人 

副 
國 
職 

政 
國務委員 劉延東(女)、梁光烈、馬凱、孟建柱、戴秉國 

中共中央部門 

中央辦公廳主任(令計劃)、中央組織部部長(李源潮)、中央宣傳部部長(劉雲山)、統一戰線

工作部部長(杜青林)、對外聯絡部部長(王家瑞)、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周永康)、中央政策

研究室主任(王滬寧)、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林)、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蔡

武)、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戴秉國)、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王剛)、中央國家機關

工作委員會書記(華建敏)、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李景田)、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冷溶)、中

央黨校校長(習近平)、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李景田)、人民日報社社長(王晨)、人民日報社

總編輯(張研農) 
中紀委副書記 何勇、張惠新、馬馼(女)、孫忠同、干以勝、張毅、黃樹賢、李玉賦 黨 

省(區、直轄市)委書

記 

北京市(劉淇)、天津市(張高麗)、河北省(張雲川)、山西省(張寶順)、內蒙古自治區(儲波)、

遼寧省(張文岳)、吉林省(王珉)、黑龍江省(錢運錄)、上海市(俞正聲)、江蘇省(梁保華)、浙

江省(趙洪祝)、安徽省(王金山)、福建省(盧展工)、江西省(蘇榮)、山東省(李建國)、河南省

(徐光春)、湖北省(羅清泉)、湖南省(張春賢)、廣東省(汪洋)、廣西壯族自治區(郭聲琨)、海

南省(衛留成)、重慶市(薄熙來)、四川省(劉奇葆)、貴州省(石宗源)、雲南省(白恩培)、西藏

自治區(張慶黎)、陝西省(趙樂際)、甘肅省(陸浩)、青海省(強衛)、寧夏回族自治區(陳建國)、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王樂泉) 

國務院組成部門 

國務院辦公室(馬凱) 
部委機構：外交部(楊潔箎)、國防部(梁光烈)、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張平)、教育部(周濟)、

科學技術部(萬鋼)、工業和信息化部(李毅中)、國家民族事務委(楊晶)(蒙)、公安部(孟
建柱)、國家安全部(耿惠昌)、監察部(馬馼)(女)、民政部(李學舉)、司法部(吳愛英)(女)、
財政部(謝旭人)、人力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尹蔚民)、國土資源部(徐紹史)、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姜偉新)、鐵道部(劉志軍)、交通運輸部(李盛霖)、水利部(陳雷)、農業部(孫政

才)、環境保護部(周生賢)、商務部(陳德銘)、文化部(蔡武)、衛生部(陳竺)、人口計畫

生育委(李斌)(女)、人民銀行(周小川)、審計署(劉家義) 
直屬特設機構：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李榮融) 
直屬機構：海關總署(牟新生)、稅務總局(肖捷)、民航總局(李家祥)、廣電總局(王太華)、

體育總局(劉鵬)、國家工商總局(周伯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柳斌傑)、質量監督檢驗

檢疫總局(李長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理總局(李毅中) 
辦事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李海峰)(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廖暉)、國務院法制辦

公室(曹康泰)、國務院研究室(魏禮群)、國務院台灣事務事務辦公室(陳雲林)、國務院

新聞辦公室(蔡武) 
直屬事業單位：新華通訊社社長(田聰明)、新華通訊社總編輯(何平)、中國科學院(路甬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奎元)、中國工程院(徐匡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玉臺)、國家

行政學院(華建敏)、國家電力監管委(尤權)、中國銀行監督管理委(劉明康)、中國證券

監督管理委(尚福林)、中國保險業監督管理委(吳定富)、全國社會保障基金理事會(戴
相龍) 

正 
省 
部 
級 

正 
部 
職 

政 

省(自治區、直轄市)
長 

北京市(郭金龍)、天津市(黃興國)、河北省(郭庚茂)、山西省(孟學農)、內蒙古自治區(楊

晶)(蒙)、遼寧省(陳政高)、吉林省(韓長賦)、黑龍江省(栗戰書)、上海市(韓正)、江蘇省(羅

志軍)、浙江省(呂祖善)、安徽省(王三運)、福建省(黃小晶)、江西省(吳新雄)、山東省(姜大

明)、河南省(李成玉)(回)、湖北省(李鴻忠)、湖南省(周強)、廣東省(黃華華)、廣西壯族自

治區(馬飆)(壯)、海南省(羅保銘)、重慶市(王鴻舉)、四川省(蔣巨峰)、貴州省(林樹森)、雲

南省(秦光榮)、西藏自治區(向巴平措)(藏)、陝西省(袁純清)、甘肅省(徐守盛)、青海省(宋

秀岩)(女)、寧夏回族自治區(王正偉)(回)、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努爾.白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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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黨政菁英清單 1978/3-2008/3 
編號 1-50 編號 51-100 編號 101-150 編號 151-200 編號 201-250 編號 251-300 編號 301-350 編號 351-400

丁衡高 王夢奎 多杰才旦(藏) 宋平 李斌(女) 卲華澤 胡昭衡 耿飆 
丁關根 王漢斌 安平生 宋任窮 李源潮 和志強(納西) 胡啟立 袁木 
卜明 王滬寧 安志文 宋秀岩(女) 李瑞 周子玉 胡喬木 袁任遠 
于一 王維澄 安啟元 宋季文 李瑞山 周子健 胡富國 袁純清 

于幼軍 王蒙 成克杰(壯) 宋法棠 李瑞環 周小川 胡錦濤 袁偉民 
于光遠 王德瑛 朱光亞 宋振明 李葆華 周正慶 胡績偉 袁寶華 
于克 王樂泉 朱良 宋健 李嘉廷(彝) 周永康 胡繩 郝建秀(女)

于明濤 王潤生 朱厚澤 宋照肅 李夢華 周生賢 胡耀邦 馬力 
于洪恩 王磊 朱訓 宋瑞祥 李榮融 周光召 范敬宜 馬文瑞 
于珍 王諍 朱森林 宋漢良 李爾重 周伯華 韋純束 馬忠臣 

干以勝 王震 朱開軒 宋德福 李緒鄂 周建南 韋國清(壯) 馬信 
尹克升 王濤 朱穆之 宋養初 李肇星 周強 倪志福 馬洪 
尹蔚民 王謙 朱鎔基 宋寶瑞 李德生 周惠 倪獻策 馬國瑞 

天寶(藏) 王鴻舉 朱麗蘭 李一氓 李德洙(朝鮮) 周濟 凌雲 馬啟智(回)
孔飛(蒙) 王鶴壽 江一真 李力安 李慶偉 周巍峙 唐克 馬凱 

尤權 王珉 江村羅布(藏) 李子奇 李樂山 孟建柱 唐家璇 馬興元 
文敏生 令狐安 江渭清 李元如 李毅中 孟學農 夏贊忠 馬飆(壯) 
方毅 令計劃 江澤民 李正亭 李學智 季允石 姬鵬飛 馬馼(女) 

毛如柏 包敘定 池必卿 李玉賦 李學舉 尚福林 孫大光 高狄 

毛致用 
司馬義. 鐵力

瓦爾地(維)
牟新生 李立功 李澤民 岳岐峰 孫文盛 高昌禮 

牛蔭冠 
司馬義‧艾買

提(維吾爾族) 
艾知生 李兆焯(壯) 李錫銘 岳志堅 孫尚清 高強 

王三運 史大楨 何平 李先念 李鴻忠 林乎加 孫忠同 高揚 
王大鈞 布赫(蒙古) 何光遠 李成玉(回) 李豐平 林宗棠 孫政才 高揚文 
王子綱 田成平 何竹康 李至倫 李鵬 林若 孫英 高德占 
王太華 田紀雲 何東昌 李庄 李鐵映 林漢雄 孫家正 高嚴 
王丙乾 田鳳山 何勇 李伯勇 李鑫 林樹森 孫國治 尉健行 

王正偉(回) 田聰明 何康 李克強 杜青林 邵井蛙 孫敬文 崔乃夫 
王任重 白立忱(回) 余秋里 李其炎 杜星垣 邵奇惠 孫維本 崔月梨 
王兆國 白向銀 冷溶 李昌 杜潤生 金人慶 徐才厚 康世恩 

王旭東 白如冰 
努爾.白克力

(維) 
李昌安 沈祖倫 金明 徐光春 康永和 

王岐山 白克明 吳文英 李東治 沈達人 金基鵬 徐匡迪 張中偉 
王忍之 白紀年 吳亦俠 李金華 沈圖 金鑫 徐向前 張化東 

王忠禹 白恩培 吳冷西 李長江 汪光燾 
阿不來提‧阿

不都熱西提
徐守盛 張文岳 

王芳 白清才 吳邦國 李長春 汪東興 
阿沛‧阿旺普

美(藏族) 
徐有芳 張文康 

王金山 白棟材 吳定富 李建國 汪洋 芮杏文 徐青 張左己 
王茂林 石秀詩 吳官正 李春亭 汪家鏐(女) 侯宗賓 徐冠華 張平 
王郁昭 石宗源 吳波 李家祥 汪恕誠 侯捷 徐紹史 張平化 
王剛 石萬鵬 吳基傳 李海峰(女) 汪道涵 俞正聲 徐榮凱 張玉臺 

王家瑞 石廣生 吳愛英 李素文(女) 汪嘯風 南振中 桂世鏞 張立昌 
王恩茂 伍紹祖 吳新雄 李強 汪鋒 姜大明 栗戰書 張全景 
王殊 伍精華 吳儀(女) 李清 肖洪達 姜春雲 柴松岳 張吾樂 
王偉 任中林 吳德 李淑錚(女) 肖秧 姜偉新 柴樹藩 張廷發 

王從吾 任仲夷 吳慶彤 李盛霖 肖捷 姚依林 烏力吉(蒙) 張忱(女) 

王晨 任建新 吳學謙 李嵐清 肖寒 柳斌傑 
烏雲其木格

(女 蒙古) 
張勃興 

王猛 任榮 呂東 李景田 肖揚 柳隨年 烏蘭夫(蒙) 張勁夫 
王眾孚 全樹仁 呂祖善 李森茂 肖銅 段君毅 秦川 張春賢 

王朝文(苗) 列確(藏) 呂培儉 李琦 肖鵬 洪虎 秦仲達 張柏林 
王森浩 向巴平措(藏) 呂楓 李登瀛 谷牧 洪學智 秦光榮 張珍 
王雲坤 回良玉(回) 呂福源 李貴鮮 邢崇智 紀登奎 秦基偉 張研農 
王群 多吉才讓(藏) 宋一平 李開信 阮崇武 胡平 耿惠昌 張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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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根生 郭金龍 彭珮雲(女) 楊汝岱 趙志浩 劉鵬 薛駒 
張高麗 郭述申 彭真 楊尚昆 趙辛初 劉麗英(女) 謝世杰 
張國光 郭峰 彭德清 楊易辰 趙東宛 劉瀾波 謝旭人 
張國聲 郭振乾 彭冲 楊析綜 趙洪祝 滕文生 謝非 

張啟龍 郭超人 惠浴宇 楊波 趙修 蔣心雄 
賽福鼎‧艾則孜

(維吾爾族) 
張惠新 郭維城 普朝柱 楊勇 趙海峰 蔣巨峰 鍾夫翔 
張皓若 郭樹言 曾生 楊振懷 趙啟正 蔣民寬 韓天石 
張策 郭聲琨 曾建徽 楊泰芳 趙富林 蔣南翔 韓正 
張鈞 陳士能 曾培炎 楊得志 趙紫陽 蔣祝平 韓光 

張雲川 陳丕顯 曾紹山 楊晶(蒙) 趙蒼璧 蔡武 韓杼濱 
張愛萍 陳永貴 曾慶紅 楊景宇 趙增益 蔡誠 韓長賦 
張萬年 陳玉傑(女) 曾憲林 楊傳堂 趙樂際 衛留成 韓培信 
張福森 陳光毅 焦若愚 楊壽山 趙毅敏 鄭天翔 韓寓群 
張維慶 陳至立(女) 焦素芬 楊潔箎 齊懷遠 鄭必堅 韓寧夫 
張德江 陳作霖 程子華 楊靜仁(回) 劉子厚 鄭拓彬 聶榮臻 
張德鄰 陳希同 程安東 楊鍾 劉中一 鄭斯林 聶璧初 
張慶偉 陳良宇 程維高 溫家寶 劉方仁 鄧力群 魏今非 
張慶黎 陳邦柱 舒惠國 萬里 劉正 鄧小平 魏文伯 
張毅 陳明義 舒聖佑 萬紹芬(女) 劉正威 鄧穎超(女) 魏禮群 

張學忠 陳竺 華建敏 萬學遠 劉田夫 鄧鴻勛 羅玉川 
張樹田 陳俊生 華國鋒 萬鋼 劉仲藜 魯大東 羅志軍 
張曙光 陳奎元 覃應機 葉如棠 劉光濤 魯平 羅保銘 
張寶順 陳建國 賀國強 葉志強 劉江 盧展工 羅清泉 
強衛 陳政高 賀敬之 葉飛 劉西堯 盧瑞華 羅貴波 

強曉初 陳偉達 鈕茂生(滿) 葉連松 劉志軍 盧嘉錫 羅幹 
戚元靖 陳國棟 雲布龍(蒙) 葉劍英 劉卓甫 盧榮景 譚文瑞 
曹伯純 陳彬 項南 葉選平 劉奇葆 盧緒章 譚啟龍 
曹剛川 陳敏章 項懷誠 葛洪升 劉延東(女) 穆青(回) 譚紹文 
曹康泰 陳野蘋 馮文彬 虞雲耀 劉忠德 遲浩田 關廣富 
曹維廉 陳雲 馮紀新 解峰 劉明祖 錢之光 蘇振華 
曹慶澤 陳雲林 黃小晶 解振華 劉明康 錢正英(女) 蘇榮 
梁光烈 陳煥友 黃克誠 解學恭 劉明輝 錢永昌 蘇毅然 
梁步庭 陳雷 黃知真 賈志杰 劉秉彥 錢李仁 蘇鋼 
梁保華 陳雷 黃智權 賈治邦 劉建章 錢其琛 蘇靜 
梁湘 陳德銘 黃華 賈春旺 劉建勛 錢信忠 饒斌 

梁靈光 陳慕華(女) 黃華華 賈慶林 劉家義 錢冠林 
鐵木爾‧達瓦買

提(維吾爾族)
盛華仁 陳輝光 黃菊 賈魯峰 劉峰岩 錢敏 鐵瑛 
習仲勛 陳璞如 黃毅誠 路甬祥 劉振華 錢運錄 顧秀蓮(女) 
習近平 陳錫聯 黃樹賢 鄒家華 劉偉 閻明復 顧金池 
莫文祥 陳錦華 黃璜 鄒瑜 劉淇 閻海旺  
許士杰 陳耀邦 黃興國 雍文濤 劉傑 霍士廉  
許中田 陸兵(壯) 黃靜波 廖志高 劉復之 鮑彤  
許世友 陸浩 黃鎮 廖承志 劉華秋 龍新民  
許永躍 陰法唐 黃鎮東 廖暉 劉華清 儲波  
許仲林 陶駟駒 黑伯理(回) 熊清泉 劉雲山 戴秉國  
許家屯 章蘊(女) 楊一木 熊復 劉順元 戴相龍  
逢先知 傅志寰 楊元元 聞世震 劉劍鋒 戴傑  
郭伯雄 傅錫壽 楊正午(土) 蒲海清 劉毅 戴蘇理  
郭庚茂 喬石 楊白冰 趙凡 劉積斌 薄一波  
郭東坡 喬曉光 楊立功 趙守一 劉錫榮 薄熙來  

 

 



附錄三  資料過錄表 

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ID 個案編號 001-843 

01 男性 SEX 性別 
02 女性 

BIRTH_Y 出生年 9990 資料缺漏 
BIRTH_M 出生月份 0.08

0.17
0.25
0.33
0.42
0.50
0.58
0.67
0.75
0.83
0.92
1.0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B_PLACE 籍貫地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北京 
天津 
河北 
山西 
內蒙古 
遼寧 
吉林 
黑龍江 
上海 
江蘇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東 
河南 
湖北 
湖南 
廣東 
廣西 
海南 
重慶 
四川 
貴州 
雲南 
西藏 
陜西 
甘肅 
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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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30
31
32
90

寧夏 
新疆 
台灣 
資料缺漏 

ETHNIC 族裔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漢     
滿     
蒙     
藏     
回     
壯     
苗     
維     
朝鮮   
侗     
土家族 
彝族   
納西族 

PARTY 黨籍 01
02
03
04

中國共產黨 
民主黨派 
無黨籍 
民主黨派+中共 

P_ENTRY_Y 入黨年份 9990 資料缺漏 
P_ENTRY_M 入黨月份 同「出生月份」 
EDU_D 學歷 01

02
03
04
05
06
07

中學（含）以下  
中專  
高中  
大學本科  
大學專科  
碩士（研究生）  
博士 

EDU_Y 畢業年 9990
9999

資料缺漏 
跳題 

EDU_M 畢業月份 同「出生月份」 
EDU_A 畢業學科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機電系、機械 
土木工程、建築 
兵器系 
導蛋飛行 
農業機械化 
國際新聞 
工具製造專業 
軍事 
企業管理 
醫療系、藥理 
高級速成系 
無線電、電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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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計畫經濟管理、財政、貿易 
採礦、冶金、鑄造、工藝 
政治學、法律 
中文、文學 
造船 
物理 
戰役 
農業、林業、植物病理 
汽車 
鐵道管理、運輸管理 
水利工程 
外語系 
會計系、金融 
工業工程管理 
歷史、黨史 
化工、化學 
社會主義、社會 
金融 
政治經濟學 
紡織工程 
航空、航海 
哲學 
儀器設計與製造 
數學 
自動控制 
運動 
神學 
生物有機、人口科學 

VICE_P 初任副部級職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中共中央紀委常委 
中共中央部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國務院部門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各省副書記、常委、紀委書記） 
各省(區、市)政府副職領導人  
省人大、政協的副職領導人   
各群眾團體  

VICE_Y 初任副部級職務年  
VICE_M 初任副部級職務月份 同「出生月份」 
Z_P1~Z_P5 第一個~第四個正部級職務 01

02
03
04
05
06

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 
中共中央部門   
全國人大秘書長 
國務院部門      
全國政協秘書長   
各省(區、市)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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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07
08
09
10
11
12

各省(區、市)政府領導人  
省人大、政協的正職領導人  
群眾團體        
最高法院副院長    
事業單位領導人  
人大、政協常委   

Z_Y1~ Z_Y4 第一個~第四個正部級職務年  
Z_M1~ Z_M4 第一個~第四個正部級職務月份  
Z1_QY~ Z4_QY 第一個~第四個正部級職務離開年  
Z1_QM~Z4_QM 第一個~第四個正部級職務離開月份 同「出生月份」 
L_P1~ L_P5 第一個~第五個領導人級職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委會主席\政治局

常委  
政治局委員(含候補)   
書記處書記(含候補)     
中紀委書記        
國家主席            
國務院總理         
人大委員長         
政協主席          
國家副主席    
國務院副總理    
國務委員         
人大副委員長      
政協副主席  

L_Y1~ L_Y5 第一個~第五個領導人級職務年  
L_M1~ L_M5 第一個~第五個領導人級職務月 同「出生月份」 
L1Q_Y~L5Q_Y 第一個~第五個領導人級職務離開年  
L1Q_M~L5Q_M 第一個~第五個領導人級職務離開月 同「出生月份」 
CAREER197803 1978 年 3 月擔任之職務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委會主席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含候補)  

書記處書記(含候補) 

中紀委書記    

中紀委副書記 

中共中央直屬部門  

省委書記       

國家主席 

國務院總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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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CAREER198306 1983 年 6 月擔任之職務 

CAREER198804 1988 年 4 月擔任之職務 

CAREER199303 1993 年 3 月擔任之職務 

CAREER199803 1998 年 3 月擔任之職務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人大委員長       

政協主席      

國家副主席    

國務院副總理      

國務委員    

人大副委員長      

政協副主席    

人大秘書長          

政協秘書長       

國務院組成部門     

省長    

省長+省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國務院部門    

中共中央部門+國務院部門+國務委員     

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部門    

政治局委員+省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     

人大副委員長+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  

國務委員+省長      

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國務委員+國務院部門    

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國務院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部門     

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部門+副總理 

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國務院副總理        

國務院副總理 +國務院部門  

書記處書記 +國務委員  

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部門    

中紀委副書記 +國務院部門  

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      

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 

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總

書記+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   

國務院部門+中共中央+政協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中紀委副書記  

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理   

人大副委員長+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委員+省委書記+省長   

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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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名稱 註解 數值 標籤 
CAREER200303 2003 年 3 月擔任之職務 

CAREER200803 2008 年 3 月擔任之職務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    

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   

中紀委副書記 +國務院部門   

中共中央部門+政協副主席    

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委員+政協副主席    

政治局委員+人大委員長    

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   

人大副委員長+省長       

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部門    

政治局委員+政協副主席+省長＋省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   

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省長＋省委書記     

書記處書記+ 中共中央+政協副主席 

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理＋國務院   

中共中央部門+國務院部門      

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國家副主席       

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   

人大副委員長+人大秘書長   

中共中央部門+省委書記   

Jiang_F 上海經驗 01
02

有上海經驗 
無上海經驗 

Hu_F 共青團發跡 01
02

共青團發跡 
非共青團發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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