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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江当选北京密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图|简历)
2013年12月31日 09:57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字号 大 中 小]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31日综合报道 12月27日，北京市密云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王玉江当选为密云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陈琦当选为密云县人民法院院长，张京文当选为密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玉江此前担任北京密云县委副书

记（副局级）兼县委政法委书记。

　　王玉江简历

　　王玉江，男，1960年4月生，汉族，北京密云人，1986年10月入党，1981年7月参

加工作，市委党校在职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政工师。　　

    1976.01－1977.12　　北京市密云县太师庄中学学生

　　1978.01－1979.09　　北京市密云县太师庄村务农

　　1979.09－1981.07　　北京市密云县师范学校学生

　　1981.07－1987.10　　北京市密云县第二小学教师

　　1987.10－1989.01　　北京市密云县教育局干部(其间：1985.09—1988.07在北京

广播电视大学法律专业在职大专学习)

　　1989.01－1989.05　　中共密云县委办公室干事

　　1989.05－1992.08　　中共密云县委办公室信息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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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彦宏）

延伸阅读

商务进行时

　　1992.08－1995.03　　中共密云县委办公室信息科科长（享受县属副局级待遇）

　　1995.03－1995.08　　北京市密云县水产局副局长

　　1995.08－1995.10　　北京市密云县水产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主持工作）

　　1995.10－1999.08　　北京市密云县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其间：1995.09—

1998.07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习； 1997.03-1998.06在中国农

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在职学习)

　　1999.08－2001.12　　北京市密云县十里堡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2001.12－2002.01　　中共密云县委常委

　　2002.01－2010.03　　中共密云县委常委兼县委政法委书记

　　2010.03－2010.11　　中共密云县委副书记

　　2010.11－2011.12　　中共密云县委副书记（副局级）

　　2011.12－2013.12　  中共密云县委副书记（副局级）兼县委政法委书记

　　2013.12 密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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