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振新同志简历
杨振新，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6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省委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1991年5月入党，1981年12月参加工作。

1981.12—1984.10 县粮食局干事

1984.10—1986.08 廊坊粮校学员

1986.08—1993.11 县粮食局干事、办公室副主任

1993.11—1996.03 县委组织部干事、信息组长、秘书组长

1996.03—1998.08 县委组织部干部组长、副科组织员

1998.08—2000.07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2000.07—2002.05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正科组织员

2002.05—2007.02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07.02—2010.02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2010.02—2011.08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1.08—2016.03 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2016.03—2017.02 县委副书记

2017.02—2017.02 县人大党组书记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丁然同志简历
丁然，女，回族，固安县人，1967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专业，非党，

1990年7月参加工作。

1990.07—1994.04 夏垫镇经委、办公室干事

1994.04—1996.08 县人大办公室干事

1996.08—2002.04 县人大民族科副科长

2002.04—2005.01 县人大民族宗教科科长

2005.01—2007.05 县监察局副局长（正科级）

2007.05—2007.06 县人大副主任、监察局副局长

2007.06—2017.02 县人大副主任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少杰同志简历
张少杰，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7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马

克思主义哲学专业，1990年4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

1987.07—1988.08 小学教师

1988.08—1996.08 县纪委干事

1996.08—2000.07 县纪委监察一室主任

2000.07—2002.04 县信访办主任

2002.04—2004.11 县信访局局长

2004.11—2006.03 邵府乡党委书记

2006.03－2007.04 邵府乡党委书记、乡长

2007.04－2007.06 邵府乡党委书记、乡长、工业园区副主任

2007.06－2009.07 夏垫镇党委书记、工业园区副主任、工委副书记

2009.07－2012.04 夏垫镇党委书记（副县级，试用期三年），工业园区副主任、工委副书

2012.04－2012.09 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夏垫镇党委书记，工业园区工委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副县级）

2012.09－2014.12 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工业园区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副县级）

2014.12－2016.03 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县级）

2016.03－2016.04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党组副书记

2016.04－2017.02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关松发同志简历
关松发，男，满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4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省委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1985年12月入党，1980年8月参加工作。

1980.08—1984.07 教师

1984.07—1986.07 廊坊教育学院学员

1986.07—1988.05 县文教局干事

1988.05—1996.04 县劳动人事局干事、股长

1996.04—2002.12 县劳动人事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2.12—2007.06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编办主任

2007.06—2008.08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编办主任

2008.08—2009.12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编办主任，县征地补

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09.12—2010.03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编办主任，县征地补偿和失地

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0.03—2010.06 县政府党组成员，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编办主任，县

征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0.06—2011.03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县征地

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1.03—2017.02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县征地

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县委群众工作部常务副部长（兼）

2017.02—2017.02 县人大党组成员，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县征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县委群众工作部常务副

部长（兼）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祁宝利同志简历
祁宝利，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毕业于廊坊师专数学

专业，1995年9月入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

1982.07—1986.07 祁各庄中学教师

1986.07—1987.07 县师范学校教师

1987.07—1991.12 大厂回民中学教师

1991.12—1995.02 县统计局干事、股长

1995.02—1996.08 县委组织部干事、副组长

1996.08—1997.03 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主任(副科级)

1997.03—2002.05 县委组织部副科组织员、干训组长、干部组长

2002.05—2004.11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2004.11—2007.02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正科组织员、组员办主任

2007.02—2010.03 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2010.03—2010.06 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2010.06—2017.01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党组书记、组织部副部长

2017.02—2017.02 县人大党组成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宝旺同志简历
刘宝旺，男，回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72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1993年6月入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
1994.07—1996.06 夏垫中学教师
1996.06—1997.11 大厂回族自治县劳动人事局干事
1997.11—1999.11 大厂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1999.11—2000.07 大厂镇副镇长
2000.07—2000.08 大厂镇副镇长（正科级）
2000.08—2004.11 大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04.11—2009.01 大厂镇党委书记
2009.01—2009.02 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大厂镇党委书记
2009.02—2012.08 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
2012.08—2014.01 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管委会主任（兼）
2014.01—2014.02 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援疆），县政府副县长
2014.02—2016.12 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援疆）
2016.12—2017.02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代县长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彦伟同志简历
王彦伟，男，汉族，石家庄人，1978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投资专门

化专业，1998年6月入党，2000年8月参加工作。
2000.08—2002.10 无极县郝庄乡政府乡长助理（选调生）
2002.10—2004.11 石家庄市总工会集体合同部科员（其间：2003.08-2003.11石家庄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挂职任工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2004.11—2007.11 石家庄市总工会集体合同部副科级干事
2007.11—2011.06 石家庄市总工会集体合同部副部长
2011.06—2015.09 石家庄市晋州市副市长
2015.09—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挂职)
2017.02—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崔东虎同志简历
崔东虎，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9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

化学专业，1994年1月入党，1991年7月参加工作。
1991.07—1996.04 县公安局干警、县委办干事
1996.04—1997.08 团县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1997.08—1999.01 祁各庄乡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1999.01—2002.04 祁各庄乡党委副书记
2002.04—2004.11 祁各庄乡党委副书记兼人大主席
2004.11—2006.09 祁各庄乡乡长、党委副书记
2006.09—2007.07 祁各庄镇镇长、党委副书记
2007.07—2008.04 祁各庄镇镇长、党委副书记，工业园区南区管委会副主任
2008.04—2008.08 祁各庄镇镇长、党委副书记，南区副主任、工委副书记
2008.08—2009.12 祁各庄镇党委书记，南区副主任、工委副书记
2009.12—2011.08 祁各庄镇党委书记，潮白河工业区工委副书记(兼)
2011.08—2012.02 县人大副主任提名人选、党组成员，祁各庄镇党委书记，潮白河工业

区工委副书记(兼)
2012.02—2012.05 县人大副主任、党组成员，祁各庄镇党委书记，潮白河工业区工委副

书记(兼)
2012.05—2014.01 县人大副主任、党组成员，潮白河工业区工委副书记(兼)
2014.01—2014.02 县政府副县长提名人选、党组成员，县人大副主任
2014.02—2017.02 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华勇同志简历
杨华勇，男，回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74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经

济学专业，1997年8月入党，1995年9月参加工作。
1995.09—1996.12 县驾校理论教师
1996.12—1997.11 县农机局农机站副站长
1997.11—1999.08 邵府乡副乡长（挂职）
1999.08—2000.10 祁各庄乡政法副书记
2000.10—2002.04 团县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
2002.04—2006.07 团县委书记、党组书记
2006.07—2007.06 县工业园区副主任、工委委员
2007.06—2009.02 县委办常务副主任
2009.02—2014.05 大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14.05—2017.01 大厂镇党委书记
2017.02—2017.02 县政府党组成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吴成杰同志简历
吴成杰，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74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区

域经济学专业，1995年11月入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
1993.07—1996.05 县委机要局干事
1996.05—2002.12 县政府办干事、秘书组组长
2002.12—2004.12 县政府办副主任科员
2004.12—2008.01 县政府办副主任
2008.01—2009.05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
2009.05—2009.12 工业园区副主任，潮白河工业区工委副书记
2009.12—2011.10 潮白河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
2011.10—2015.04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5.04—2016.08 工业园区常务副主任、工委书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6.08—2017.02 工业园区常务副主任、工委书记
2017.02—2017.02 县政府党组成员，工业园区常务副主任、工委书记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徐兵同志简历
徐兵，男，汉族，永清县人，1975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省委党校法学专业，

1999年6月入党，1995年7月参加工作。
1995.07—1996.07 永清县公安局见习
1996.07—1999.11 永清县公安局科员
1999.11—2003.06 廊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科员
2003.06—2009.06 廊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2009.06—2010.12 廊坊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
2010.12—2011.04 廊坊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
2011.04—2017.02 廊坊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
2017.02—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局长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邳树家同志简历
邳树家，女，汉族，香河县人，1981年6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燕山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2002年12月入党，2004年8月参加工作。
2004.08—2008.03 廊坊市安次区北史家务乡科员
2008.03—2009.12 廊坊市纪委、监察局科员
2009.12—2013.04 廊坊市纪委、监察局副科级纪检监察员
2013.04—2014.06 廊坊市纪委、监察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政科科长
2014.06—2015.06 廊坊市纪委、监察局纪检监察三室副主任
2015.06—2017.02 廊坊市纪委、监察局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2017.02—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府党组成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冯幸同志简历
冯幸，男，回族，张家口市人，1964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法律专业，

1989年6月入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
1984.07—1996.04 县计委干事、股长
1996.04—1998.06 县计划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98.06—2000.07 县开管委主任
2000.07—2002.03 县计划局局长、党组书记、开管委主任
2002.03—2002.04 县计划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2.04—2003.07 县发展计划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3.07—2004.10 县发展计划局局长、党组书记、县政府党组成员
2004.10—2011.08 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
2011.08—2014.01 县委常委、统战部长
2014.01—2014.02 县政协党组书记
2014.02—2017.02 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17.02.25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主席

孟宪明同志简历
孟宪明，男，回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6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交通大

学企业管理专业，非党，1994年3月参加工作。
1994.03—1995.12 县服装厂工人
1995.12—1997.10 县外贸局工人
1997.10—1998.08 县第一胶印厂厂长、彩虹光盘公司董事长
1998.08—2004.10 县开放办副主任，彩虹光盘公司董事长、彩虹印刷公司董事长
2004.10—2007.10 彩虹光盘公司董事长、彩虹印刷公司董事长
2007.10—2012.02 大厂县彩虹光盘董事长、彩虹印刷公司董事长、上海烛龙信息公司董

事长、北京网元圣唐娱乐公司董事长
2012.02—2017.02 县政协副主席、县工商联主席，县彩虹光盘董事长、彩虹印刷公司董

事长、上海烛龙信息公司董事长、北京网元圣唐娱乐公司董事长
2017.02.25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

张春秋同志简历
张春秋，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5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河北农业大

学农经管理专业，1989年6月入党，1987年7月参加工作。
1987.07—1993.12 县计委干事、股长
1993.12—1996.04 县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6.04—1998.08 县计划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1998.08—2001.02 祁各庄乡乡长、党委副书记
2001.02—2001.02 祁各庄乡党委书记、乡长
2001.02—2004.11 祁各庄乡党委书记
2004.11—2006.01 县畜牧水产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6.01—2010.03 县畜牧兽医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0.03—2013.11 县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3.11—2014.01 县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01—2014.02 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党组成员，县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4.02—2017.01 县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县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7.01—2017.02 县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2017.02.25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

陈朝军同志简历
陈朝军，男，汉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67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化学专业，非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
1990.07—1997.11 中学教师
1997.11—1998.08 县农林局副局长
1998.08—2002.03 县开管委副主任
2002.05—2008.06 县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2008.06—2008.08 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2008.08—2011.10 县人大经济科科长
2011.10—2017.01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正科级)
2017.02.25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

马继东同志简历
马继东，男，回族，大厂回族自治县人，1976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法律

专业，1998年6月入党，1996年9月参加工作。
1996.09—1997.05 夏垫镇办公室副主任
1997.05—1997.08 夏垫镇城建所副所长
1997.08—2002.06 县委组织部组员办科员
2002.06—2002.12 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副主任
2002.12—2009.08 县委副科组织员、组织部电教中心副主任、组员办副主任
2009.08—2010.10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组员办副主任
2010.10—2012.01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组员办主任
2012.01—2012.09 夏垫镇党委副书记(保留正科级)
2012.09—2014.05 夏垫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2014.05—2017.01 夏垫镇党委书记，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副书记
2017.02—2017.02 县政协党组成员
2017.02.25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协副主席

殷玉莲同志简历
殷玉莲，女，汉族，三河市人，1964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综合法

学专业，1988年12月入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
1986.07—1987.12 三河县法院刑庭书记员
1987.12—1989.04 三河县法院刑庭助审员
1989.04—1993.08 三河市（县）法院刑庭审判员
1993.08—1996.09 三河市法院刑庭副庭长
1996.09—2000.02 三河市法院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2000.02—2005.03 三河市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2005.03—2011.08 三河市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科级审判员
2011.08—2012.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法院代院长、党组书记，县委政法委委员
2012.02—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县委政法委委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法院院长

李恩芝同志简历
李恩芝，男，汉族，香河县人，1969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央党校行政法学专

业，1999年1月入党，1993年7月参加工作。
1993.07－1997.04 香河县检察院书记员、助检员
1997.04－1998.08 香河县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98.08－2000.07 香河县检察院办公室主任
2000.07－2003.09 香河县检察院副科级检察员、办公室主任
2003.09－2004.08 香河县检察院正科级检察员、办公室主任
2004.08－2007.11 香河县检察院纪检组长、正科级检察员
2007.11－2011.08 香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正科级检察员
2011.08－2012.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检察院代检察长、党组书记，县委政法委委员
2012.02－2017.02 大厂回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县委政法委委员
2017.02.26 当选大厂回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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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届委员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主 席：冯幸(回族)
副主席：孟宪明(回族) 张春秋 陈朝军 马继东(回族)
秘书长：周凯

常务委员（共17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尹久军 付春柳(女) 冯福路 刘广君 李国东

宋凯林(女) 张宇 张立英(女,回族) 张国建(回族) 张泳涛 赵艳(女) 胡小建 柴东升(女,
满族) 倪雪松 崔井文 葛玉清(女) 韩丽秦(女)

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领 导 班 子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大厂回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主 任：杨振新
副主任：丁然（女，回族） 张少杰 关松发（满族） 祁宝利
常务委员会委员（共24名，按姓氏笔画为序）：门秀娟（女） 王凤娟（女，蒙古族） 王文生

左小永 付金良 白战红（女） 冯彪（回族） 刘波（女） 刘世胜 刘金堂 刘学凤（女）
刘显荣（女） 齐跃 李红梅（女，回族） 杨连弟（回族） 杨利华（女，回族） 杨海莲（女，回族）
邵辉 呼敏（女） 庞连海 孟献侠（女，回族） 赵春波 韩福胜（回族） 穆杰（女，回族）

县 长：刘宝旺(回族)
副县长：王彦伟 崔东虎 杨华勇(回族) 吴成杰 徐兵 邳树家（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