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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工作
单位

职务 简要事迹

唐洁 男 汉 1955.12 中共
党员 大学 湖南省衡阳

市公安局
常务副
局长

该同志从警30余年，以守护平安为己任，指挥若定，战功卓著。
2003年，他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抢救“11·3”特大火灾中被困群众94
户412名。 指挥侦破一系列大要案件，今年1月，指挥侦破了被公安
部列为继周克华案后的全国头号大案-祁东“1·2” 系列抢劫金店
案。 他连续20余天坚守抗冰救灾一线，与民警打通群众回家的“平
安之路”。 他先后化解20余件重大疑难信访案件。

谢淼泉 男 汉 1965.10 中共
党员 本科 湖南省平江

县城关镇
党委
书记

该同志担任平江县政务中心主任5年， 连续三届被评为湖南省
政务公开先进单位。 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3年，共完成城市建设项
目75个，拆房715栋，迁坟1946座，征地2530亩，没有出现一起集体
上访和越级上访，全部依法拆迁、妥善安置。 城关镇荣获“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被评为省文明县城、省卫生县城。

李鹏飞 男 土
家 1974.4 中共

党员 本科
湖南省张家
界市武陵源
区信访局

局长

该同志任信访局长以来，身先士卒，带领一班人，解决群众实际
问题、化解各类矛盾150多起，解决各种重点信访问题23个，信访工
作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首次实现了区非正常上访的零登
记。

麻学清 男 苗 1977.11 中共
党员 本科 湖南省花垣

县民乐镇
党委
书记

该同志把群众满意视为从政梦想，访民情，解民忧，惠民生，化
解了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49起。 他把群众冷暖挂心头，致力于人饮
工程、农网改造、道路硬化等民生工作。 他不畏威胁，以铁的手腕拿
下了锰锌矿山整治整合多年未啃动的骨头。 他所在乡镇共获得州、
县23项奖励，辖区村获得全国民主法制村、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全省司法先进村、全省清洁工作示范村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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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3年10月22日 星期二2

湖南省第八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正式推荐对象公示

为了加强对评选表彰工作的监督，
现对经全国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初审通过的湖南省第八届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正式推荐对象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2013年10月22日至
2013年10月30日。 如对所公示的单位
和个人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通过电

话、信函、当面举报等形式反映或举报。
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
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应签署或
告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
所反映或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 准确，
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
关核查线索。 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
诬告。（信函以发出邮戳日期为准）

反映和举报电话：
0731-82218325（湖南省公务员局考核
奖励处）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山路1号
省委3办公楼465室
邮编:410011
湖南省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年10月22日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正式推荐对象

集体名称 主要负责人 简要事迹

长沙市教育局 王建华

该局面对教育均衡发展、特殊群体入学等涉及教育公平的热点难点问题，面对教育事业发
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找准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点与着力点，大胆推出
优质教育低成本扩张、职教“预备员工制”、普通中小学发展性评价（绿色评价）等一系列改革举
措，取得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质性、历史性突破，教育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人民群众的满意
率不断攀升，树立了人民教育的良好形象。

湘乡市司法局 刘威林

该局推行社会矛盾化解“金钥匙”工程，化解矛盾纠纷19135件，其中预防化解群体性上访
242件、群体性械斗226件、民转刑案件177�件；提升全民法律素质，开辟电视法治栏目《法治视
点》，发放法律宣传资料300多万份，免费解答3万多人次的法律咨询；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办结
法律援助案件1896件，解决了267名农民工的工资拖欠和工伤待遇问题。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正式推荐对象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
今天上午， 全省社会救助宣传周活
动在长沙启动。

据统计， 城市低保从1999年建
制至今， 我省保障人数从当初的15
万人增加到如今的143万人， 月人
均救助水平从38元提高到270元；
农村低保从2007年建制至今， 保障
人数从110万人增加到279万人， 月
人均救助水平从23元提高到119元；
农村的五保分散供养标准从2005年
的年人均500元提高到现在的2576

元， 集中供养近14万人， 集中供养
标准5028元； 医疗救助已经覆盖
700万人， 累计救助城乡困难群众
2800万人次。

针对社会救助保障面逐步扩大，
但一些新的救助制度措施尚不规范
的情况， 此次宣传周以“阳光救助

暖万家” 为主题， 将重点宣传城乡
低保、 医疗救助、 临时救助、 收入
认定等社会救助政策， 让公众知晓
各项社会救助的标准、 申请条件、
办事程序以及监督方式等， 做到救
助政策家喻户晓、 救助操作阳光公
开、 救助结果公平公正。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柳
德新 ） 今年大旱， 暴露出“丰
水湖南” 缺水窘况。 省政府近
日出台 《湖南省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实施方案》 （简称
《方案》）， 确立了水资源开发利
用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 水功
能区限制纳污3条红线， 以期实
现水资源持续利用。 这标志着
我省正式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

《方案》明确我省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总体目标：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

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
360亿立方米以内； 确立用水效
率控制红线，到2030年用水效率
达到或接近全国先进水平，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30立
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提高到0.6以上；确立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红线，到2030年主要
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在水功
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

《方案》提出，加强3条红线
管理， 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严格

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 如严格控
制取用水总量， 加快制订湘江、
资江、沅江、澧水、洞庭湖区等水
量分配方案， 明确覆盖市州、县
市区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
控制指标，控制区域取水许可总
量；对取用水总量达到或超过控
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
水的建设项目，通过区域内部调
整、水量置换等方式解决用水问
题。 严格落实节水“三同时”制
度，即：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
项目应制订节水措施方案，节水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方案》明确，建立水资源管

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建立健全水
资源监控体系。 省人民政府对各
市州的水资源管理主要指标落
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
市州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干部和
相关企业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

据《2012湖南省水资源公
报》，2012年，全省用水总量328.8
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107立方米， 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80%。

本报 10月 2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我省将坚持水利建设、
水利管理、 水利改革“三驾马
车” 并驾齐驱， 确保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 水生态安全。 到
2020年， 全省洪涝灾害年均直
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
由当前1.6%左右降低到1.0%以
下； 全省干旱灾害年均直接经
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 由
当前 1.4%左右降低到 0.7%以
下。

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水
利 （水务） 局长会议上， 省水
利厅厅长詹晓安介绍， 将紧紧
围绕省委、 省政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总体部署， 把“夯实农
村水利、 拓展城市水利、 注重

生态水利” 作为总要求， 将加
强水利建设、 严格水利管理、
深化水利改革作为总任务， 全
面推进人水协调现代水利体系
建设。

水利改革发展总体目标是：
到2020年， 防汛抗旱能力全面
提升， 城市防洪标准全面达标，
农村重要保护区域防洪标准全
面达标； 城乡供水保障全面增
强， 城市供水水源地达标率达

到100%， 农村居民安全饮水比
率达到100%； 用水效率大幅提
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
到54立方米以下， 农业灌溉用
水 效 率 提 高 到
0.54； 水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 重
要江河湖泊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
达到 92% ； 水利
工程长效运行机

制有效建立， 水利工程设施完
好率达到80%以上； 农村水利服
务水平显著提高， 基层水利服
务体系覆盖率达到100%。

阳光救助暖万家

社会救助宣传周活动启动

我省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3条红线
●到2030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360亿立方米以内

水利建设、水利管理、水利改革齐头并进

“三驾马车”驱动水利发展

10月19日，实验人员向观众展示神奇的“空气炮”科普实验。 当天，来自北京的“索尼探梦”
科技馆“科普万里行”活动在省科技馆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胡宇芬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乔伊蕾）10月
17至18日，省纪委常委会召开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建国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督
导组第十六组组长孙在田出席会议。

为开好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省纪委
常委会精心组织学习，广泛征求意见，深入
谈心交心，认真对照检查，及时制订民主生
活会方案，就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抓
好整改落实等作出周密安排。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省纪委常委会班
子成员集体观看了有关视频资料， 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有关新闻报道。 黄建国通报说
明了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准备工作情况，
代表省纪委常委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从
遵守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转变作风，“四
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产生“四风”方面
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努力方向和整改措
施等5个方面，逐一进行对照检查。 常委会

班子成员依次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委厅
局其他领导开展批评。 与会同志在发言中
联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自我剖析深刻，
相互交流诚恳， 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
议。

黄建国强调， 省纪委常委会要深入推
进思想建设，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强化中心
组政治理论学习， 推行班子成员网络在线
学习。 要深入推进组织建设，恪守党的政治
纪律， 贯彻民主集中制， 健全科学决策机
制，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完善常委分工负
责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要深入推进作风
建设， 密切联系基层和群众， 深入基层调
研；改进文风会风，杜绝繁文缛节；厉行勤
俭节约，制止奢侈浪费；严格执行廉洁自律
有关规定。 要深入推进制度建设，规范权力
运行，完善案件查办制度，出台职务消费制
度， 完善选人用人制度。 深入推进能力建
设， 提升反腐倡廉工作质效， 合理界定职
能， 加强综合能力建设， 提升机关工作效
能，坚持“开门”反腐。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对照检查 自我剖析
省纪委常委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