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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3２０13年1月20日 星期日

（分界别、按姓氏笔画排序）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36人）

丁永安 卜功富 王剑平 王晓琴（女）
龙新平 冯 波 向邦柱（土家族）
刘 山 刘岁文 刘明欣 刘学群
刘献华 孙剑霖 李 宁 李发美
李建新 杨光荣 吴志宪 余定平
张 严 陈求发（苗族） 武吉海（苗族）
欧阳斌 罗海艳（女） 赵永平 姜英宇
袁海平 郭树人（满族） 常世雄 崔永平
葛洪元 童旭东 童名谦 谢树林
雷国珍 路 阳（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员会（28人）

龙岳林 田红旗（女） 史铁尔 刘 晓
刘 震 刘仙娥（女） 刘春生 刘清君
刘激扬（女） 汤长发 李少华 杨伟军
肖志强 陈克求 陈位明 周 敏（女）
周用清 周雍茂 封金祥 胡优威
胡望宇 贺加添 秦吉兵 黄东红（女）
黄柏禹 蒋涤非 曾虹燕（女） 谢 肃

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31人）

卜良桃 万岳斌 马俭平（女） 年晓红
向仍淼（土家族） 刘小刚（土家族）
汤 浊（女、土家族） 巫培云
李立君（女） 李向斌 李定珍（女）
李桂梅（女） 杨君武 杨维刚 吴宏斌
谷遇春（白族） 邹 卫 张 琳（女）
张伯序 邵 瑛（女） 胡锡平
姚如男（女） 袁火林 袁兴中
徐 杨（女） 黄献民（回族） 龚文勇
傅 军 傅绍平（女） 鲁立彬（女）
雷闽湘（女）

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员会（27人）

方争奇 朱大可 向 征（女、土家族）
刘 国 李 军 李 沐 李 忻（女）
李 琳（女） 李建安 李鹏飞
杨洪明（女） 杨新辉 肖国球 张广森
张海岸 陈庆林 罗建明 钟泽英（女）
段安娜（女） 姜东兵 秦晓军 曾 斌
曾东楼 谢建军 谢梦洲（女） 赖明勇
谭永健

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20人）

王 东 刘习明 刘金旺 汤泽培
李长庚 李建凤（女） 杨汉成 余舞蛟
张 力 张江波 欧阳明 罗会钧
周 芳（女） 周秀英（女） 曹中平
彭泽润 曾阳素 谢一明 雷鸣强
魏春雨

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25人）

毛学雄 左亚杰 田 洁（女）
刘美清（女） 刘慧霞（女） 许云生
李 为 杨 翔 杨健全 何凤姣（女）
佘 辉 张亚斌 张灼华 易露茜（女）
周 恕 饶育蕾（女） 费岳湘（女）
夏宏宇 徐庆国 龚振湘 蒋德安
覃仕斌（土家族） 曾建平 蔡青云 熊 波

中国致公党湖南省委员会（17人）

王义高 王仁才 王金枝（女） 贝先明
成艾国 向佐谊（土家族） 刘日煊
苏健全 李序蒙 杨成英（女） 余炳锐
余群明 应若平（女） 罗劲松 胡旭晟
姜新雅（女） 骆 伟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员会（20人）

王力力 邓立新 冯正强 朱传宏

朱修林 刘正光 刘继清 苏 营
李 平 李云才 李少阳 张大方
张国浩 陈赤平（土家族） 罗金铭
晏丽君（女） 郭源君 唐承丽（女）
曾水平 潘执坤

无党派人士（22人）

卜铁洪 甘跃华 印仕柏（苗族） 向双林
刘亚屏 李 闯 杨 勇 杨开文
张 勇(土家族) 陈 浩 陈 淼
罗海波 孟祥胜 柳怀德 祝恩福
袁隆平 唐 超 康顺平 梁科武
程轶辉(女) 曾祥君 鄢福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员会（8人）

叶 妙（女） 白再兴 杨 昶
张映梅（女） 陈海波(土家族)
钟 娜（女） 晏 昱（女） 颜海林

湖南省总工会（20人）

王银祥 田良玉 刘革安 刘柏生
李 赛（女） 李斯盛 李德文 李德刚
杨 莉（女） 肖新田 张启茂（苗族）
陈显木 周小风（女） 周建明（女）
黄 毅 曾洁玲（女） 谢 军
谢 莉（女） 廖哲强 谭志兰（女）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24人）

丁依玲（女） 王 静（女） 毛小青（女）
毛国和（女） 邓颖玲（女）
龙晓华（女、苗族） 向晓燕（女）
刘 彦（女） 李 娟（女） 杨 莉（女）
谷红梅（女） 谷咏霏（女） 邹 毅（女）
汪峥嵘（女） 张丽娟（女） 陈曼琪（女）
周红玲（女） 赵 欢（女） 赵小春（女）
钟 斌（女） 袁世平（女）
彭图瑜（女、土家族） 谭慧慧（女）
颜 春（女）

湖南省青年联合会（13人）

马志洪 付海兵 李 涛 李永迪
杨晓军 肖 欣 林炜琦（女）
周志梅（女） 胡国安 郭 岗（苗族）
韩晓波（女） 谢 伟 雷震宇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29人）

王光明（白族） 吉 为 吕 斌
向建平（女、苗族） 刘祥华 汤新华
李德仁 杨胜跃（土家族） 肖志鸿
陈乐田 陈伟俊 陈延武 陈建平
林志斌 周群飞（女） 姜学军（女）
贺光平 唐 像 陶思荣 曹明慧
彭继球 蒋科荣 喻春光 舒建湘
童彬原 曾佑桥 谢明芳（女） 谢鹏程
颜集成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20人）

马石城 尹笃林 朱建华 刘诚龙
苏孝群 李 莓（女） 李夕兵
李湘洲（女） 何劲松 余志武 邹志强
陈 斌 易小刚 钟建新 祝燕德
袁婺洲（女） 高长春 童 桦（女）
窦志杰 樊玉川

湖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7人）

王 毅 方 敏（高山族） 白树仁
庄 平（高山族） 江明晖 黄志辉
管 勇（高山族）

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9人）

毛冰花（女） 朱道弘 肖伏良 张季宝
陈丽君（女） 贺跃辉 凌宪初 常 琪
谭拥军

文化艺术界（27人）

王阳娟（女） 毛光辉(土家族)
邢险峰（女） 吕焕斌 向午平（苗族）
刘 云 刘 春（女） 刘淮保
江学恭（维吾尔族） 李 波 李 艳（女）
杨 霞 （女 ） 杨金鸢 肖笑波 （女 ）
吴顺东 汪 涵 易秒樱 （女 、 瑶族 ）
罗 艳（女） 胡森芝 施 杰 唐浩明
黄黑蛮（土家族） 彭 玲（女）
雷宜锌 廖 莎（女） 樊旭文 戴 剑

科学技术界（30人）

文利新 叶爱斌 印遇龙 刘尧臣
李 劼 李小涵（女） 李机旻 李剑文
李新宇 杨树杰 吴 敏 陈 平
陈 雯(女) 陈仲伯 陈江华 陈金华
范国强 林亲录 罗 韬 罗亚军
周 兰（女） 胡炎良 柳建新 钟志慧
郭淑英（女） 唐未德 彭奇彪
谢小华（土家族） 廖寄乔 戴学瑜

社会科学界（12人）

王泽应 尹向东 朱有志 刘晓敏
许显辉 李跃龙 杨 雨（女）
肖冬梅（女） 张 勇 张智军 胡彬彬
谭大双

经济界（32人）

王新松 王新国 邓立佳 朱玉国
刘之明 刘胜辉 李港卫 杨先杰
吴金明 张云英（女） 张世平 张立东
张恪理 邵桂初 欧阳彪 易 佐
周伟华 周昌贡 周海林 胡灿明
胡祖六 胡野碧 施爱平（女） 袁爱平
袁湘江 徐国才 梁志峰
覃道雄(土家族) 慕新洪 廖建湘
熊国森 樊建军

农业界（32人）

万五龙 王会龙 王聪球 文仕知
邓华凤（苗族） 邓辅唐 邓德林 兰定国
李必农 李佩军 吴细良 呙滨辰
冷永进 辛长庚 汪金路 罗可大
周志高 周奇志（女） 胡伟林
唐苗生（土家族） 唐剑虹 陶一山
彭秀琍（土家族） 彭素云（女） 曾福生
谢吉人 詹晓安 熊和平 颜向阳
颜学毛 潘胜强 戴治平

教育界（30人）

于德介 王 键 毛学军 文铁良
刘巨钦 刘学民 刘辉煌 李 文
李 平（女） 李芒康 李冰妮（女）
李波勇 杨里平 杨剑瑜 邹树梁
陈建民 陈登斌 欧阳资生 金继承
周育林 胡肖华 胡拥军 贺泽龙
唐圣松 黄惠勇 龚完全 章 洪（女）
舒 适 童小娇（女） 谭益民

体育界（8人）

王明娟（女、瑶族） 李 舜 周济兴
胡昕若 姚晓亮（女） 骆跃强
谌泽林（女） 谢智敏（女）

新闻出版界（10人）

朱建纲 向志强（苗族） 许久文 李瑞坤
李蕊而（女） 杨国林 何誉军
陈卫红（女） 范泽容（女） 柳明心

医药卫生界（25人）

马 慧（女、回族） 王云华 王诚喜
王毅清 申良方 朱明瑶（女）

向 华（土家族） 刘瑞洪 李瑞霞（女）
杨前进 肖红梅（女） 何清湖 张光荣
范咏梅（女） 罗爱静（女） 罗颖怡（女）
赵亚辉（女） 钟 燕（女） 姜浩文
莫小平（女） 黄顺玲（女） 喻正科
曾凡国 蔡安烈 戴华浩

对外友好界（10人）

马鸿文 龙宇翔 孙易兵 李 沛
李正桥 连镇恩 吴 玮 张照耀
符华兴 蓝 军（畲族）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12人）

朱 正 向东辉 刘凤全 李建军（女）
杨建伟 陈慈英（女） 周江林 祝 刚
钱 胜 彭崇谷 谭奇元 戴碧蓉（女）

少数民族界（30人）

万勇平（土家族） 马晒良（回族）
王 云（白族） 石 红（女、土家族）
石建国（苗族） 龙德忠（苗族）
田 竑（女、侗族） 田 华（苗族）
兰忠明（瑶族） 向宣绘（女、土家族）
李 红（女、瑶族） 李壮丽（女、土家族）
李定明（回族） 李铁军（苗族）
吴少叶（苗族） 吴志明（苗族）
吴昌志（苗族） 吴通爱（苗族）
陈 刚（苗族） 陈历宏（侗族）
卓和平（土家族） 郝 刚（满族）
胡利华（女、苗族） 徐克勤（苗族）
黄 平（回族） 黄武才（土家族）
龚霄汉（苗族） 盘 芳（女、瑶族）
彭图韬（女、土家族） 薛 丹（女、维吾尔族）

宗教界（8人）

马涌奇 张光耀（回族） 张常斌（回族）
屈蔼林 释大岳 释延藏 释怀梵
释悟圣

特别邀请人士（127人）

于 雄 于建春（女） 万 勇 马清楠
王小华（苗族） 王尤仁 王昌义 王建平
王柏根 王锦辉 毛曼莉（女） 文树勋
邓小荣 邓焕生 石谋军（苗族） 龙佩涛
北 冰 田卫红（女、苗族） 冯广发
宁石林 向 明 刘 宏 刘 群（白族）
刘长海 刘轩华 刘晓英（女） 刘道龙
刘湘凌 江乘东 许 立 许文帛
许石林 许金岑 许梯平 孙青乃
阳红光 严 华 严海文 苏 旻
李电晖 李伏初 李红平 李远发
李绍军 李荐国 李映元 李爱国
李联山 肖天星 吴太和 吴红军
吴志良 吴志雄 吴承中 吴培辉
何俊峰 何寄华 余德友 汪业元
张丕明 张四通 张佐姣（女） 陈 健
陈小兵 陈书山 陈永松 陈社招（女）
陈国新 陈明白 范小新 欧阳乐
易 左 易伟建 周文玉 周吉平
周国繁 周季平 周放良（女） 郑雄志
胡奉湘 胡梁子慧（女） 钟光耀 钟瀚德
姚 兵 姚文衷 姚跃群 贺安生
袁连文（女） 夏 曼（女） 原伟强
徐正宪 徐皓明 高克宁 郭振华
唐 定 黄天松 黄加忠 黄曙光（女）
曹建国 曹普华 梁伟清 彭电全
彭华彰 彭爱华 彭爱华（女） 彭雁峰
程子林 程建武 傅深根 曾 裕（女）
曾仁忠 曾解台 赖社光 赖显荣
雷武军 雷绍业 蔡行佑 蔡行实
廖立明 廖炎秋 廖跃贵 廖焕辉
廖锦兴 谭云建（女） 谭有平 谭蔚泓
翟玉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749人，2013年1月19日政协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张斌）今天，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湖南省第十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协商决定了
十一届省政协委员749人。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
长李微微受中共湖南省
委委托， 就第十一届省政
协委员的推荐提名情况
和协商名单在会议上作
说明。

李微微说， 这次省政
协换届是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 全省上下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新形势下进行
的一次换届。 新一届省政
协履行职责的5年，正处在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 全面推进 “四化两
型” 、“四个湖南”建设，实
现富民强省新的发展阶
段，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
命。 中共湖南省委对这次
换届高度重视， 提出了第
十一届省政协换届人事安
排的原则、方针、政策。

李微微介绍， 第十一
届省政协委员人选的推
荐、协商、提名工作 ，经历
了摸底调查、政策部署、人
选推荐、酝酿协商、征求意
见、 汇总提名等6个阶段。
各党派、各团体、各市州和
各有关单位等方面分别
推荐了人选。 在汇总各方
面推荐人选后， 分别征求
了人选所在地区和单位
党委（党组）、纪检 （监察 ）
和计生等有关部门的意
见。 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
代表人士进行了综合评
价体系评价， 其他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征求了行业
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党组
织和相关部门的意见。 经
与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工
商联、 有关人民团体和有
关单位协商， 并报中共湖
南省委同意， 最后形成了
委员人选协商名单。

李微微在谈到这个协
商名单时说， 名单基本反
映了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
新特点。

（一）体现了新老交替
的特点。 十一届省政协委
员中继续提名的327名，占
43.66%； 新提名的422名，
占56.34%。 委员平均年龄
48岁， 委员人选中50岁以
下的435名，占委员总数的
58%， 展现了新形势新阶
段人民政协的蓬勃活力。

（二）体现了政协委员
的先进性、进步性、广泛性
和代表性的统一。 委员人
选中， 中共党员290名，占
38.72% ， 非中共党员 459
名，占61.28%。民主党派成

员241名，占32.18%。 妇女
161名，占21.50 %。 少数民
族人士77名，占10.28%。 这
些比例结构符合中央和省
委的政策规定。

（三）体现了人民政协
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特
点和优势。 十一届省政协
更多更广泛地吸纳了方方
面面的杰出人才和业务骨
干。名单中，有科学研究和
工程技术人员150名，经济
研究、 经济管理以及金融
证券方面的人员234名，教
育工作者125名，医药卫生
技术人员68名， 文化艺术
人员36名，社会科学人员、
新闻出版、 政法专业人员
49名；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388名，大学学历的346名；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221
名， 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
47名 ， 中国工程院院士1
名，“长江学者” 10名。

（四）体现了新的历史
条件下统一战线构成的新
变化和新发展。 十一届省
政协委员中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86名。 在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 维护港澳繁荣稳
定， 支持湖南经济建设方
面有影响、 有作为的港澳
人士45名，充实了教育、法
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和爱
国社团领袖。同时，安排了
一定数量的近年来回国创
业的归国留学人员。

李微微在说明中指
出，这份名单中，既有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
团体中的领导骨干和妇
女、少数民族、宗教方面的
代表人士， 又有在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
“四化两型”和富民强省进
程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专家
学者； 既有同中国共产党
真诚合作、 荣辱与共的党
外人士， 又有适合政协工
作需要的中共党员领导同
志； 既有国有企事业单位
的领导干部， 又有新的社
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 ；既
有归国华侨、侨属和台胞、
台属， 又有近年来回国创
业的归国留学人员， 还有
愿意为实施 “一国两制”、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为湖
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作贡献的香港人士和澳门
人士。 这些人选较好地体
现了政协委员的先进性 、
进步性、 广泛性和代表性
的统一， 体现了人民政协
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特
点和优势， 体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构成的
新变化和新发展， 体现了
统一战线大团结、 大联合
的主题， 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族
大团结的格局。

受中共湖南省委委托

李微微就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委员名单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