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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强 男 汉
湖南
衡东

1957.10
省委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提名为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
选人

周晓云 男 汉
湖南
常宁

1958.10
中央党校

大学
副研究馆员

中共
党员

衡阳市水利局局长、 党组书
记

提名为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
选人

张贺文 男 汉
湖南
株洲

1967.10
在职

研究生
医学硕士
经济师

中共
党员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厅级干部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
委会主任）

提名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
人

刘正兴 男 汉
湖南
祁东

1967.09 在职大学 高级经济师
中共
党员

衡阳市国资委主任、 党委书
记

提名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
人

马俭平 女 汉
湖北
武汉

1956.11 在职大学
中学

高级教师
民盟

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民盟
衡阳市委主委

提名为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王伊亮 男 汉
湖南
攸县

1961.12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岳阳南湖风景区工委书记
任岳阳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市社
会主义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尚生龙 男
土
家

湖南
桑植

1975.02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区
长

任张家界市永定区委书记

张常明 男 汉
湖南
东安

1963.05
省委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祁阳县委书记
提名为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候选
人

何冲龙 男 瑶
湖南
道县

1963.06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区
长

任蓝山县委书记

刘卫华 男 汉
湖南
双牌

1965.02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
党员

宁远县人民政府县长 任宁远县委书记

欧阳元初 男 汉
湖南
宁远

1963.08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永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党
组成员， 市政府办主任、 党
组书记

任永州市冷水滩区委书记

唐 军 女 汉
湖南
祁阳

1977.04 大学
公共管理

硕士
中共
党员

新田县人民政府县长 任新田县委书记

曹成华 男 汉
湖南
芷江

1957.04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怀化市委副秘书长 （正处
级）

提名为怀化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向守清 男 汉
湖南
桃源

1967.05 大学
中共
党员

洪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任洪江市委书记

李 平 男
土
家

湖南
龙山

1965.10
在职

研究生
哲学硕士

中共
党员

永顺县委书记
提名为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候选人

曹道成 女 汉
湖南
衡山

1956.01 在职大学
二级

高级法官
中共
党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厅级干部

徐正宪 男 汉
四川
南江

1965.11 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工作委员会委员、 省长株潭
“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

任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 省长株潭 “两型社
会” 试验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正厅长级）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妍◎

要闻3２０14年1月11日 星期六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 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 现对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35名拟任

职人选 （提名人选或候选人人选） 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选（提名人选或
候选人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
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
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 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
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报的问题， 必须真实、准
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严
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1月17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

� � �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 � �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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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周义 男 汉
湖南
资兴

1956.08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省委巡视第四组正处级巡视
员

任省委巡视第二组副厅级巡视专员

严余江 男 汉
湖南
耒阳

1957.12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省政府办公厅副巡视员
任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 党
组成员

毛健刚 男 汉
湖南
益阳

1966.09 在职大学
中共
党员

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任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干部 （省政
府督查室主任）

郭建国 男 汉
湖南
长沙

1965.01 研究生 哲学博士
中共
党员

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处处长 任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潘小松 男 汉
湖南
长沙

1963.10 大学
中共
党员

省公安厅正处长级干部 任省公安厅副厅级干部

王志群 男 汉
湖南
邵东

1962.07
省委党校

大学
中共
党员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
党组副书记

任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
记

李 勤 男 汉
湖南
慈利

1964.01
中央党校

大学
高级经济师

中共
党员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党
委委员、 副行长

任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 党委
副书记、 副理事长

高新明 男 汉
湖南
南县

1962.08 大学
中共
党员

省直属基层工会工作委员会
主任

提名任省教育工会主席

陈明文 男 苗
湖南
沅陵

1962.05
省委党校
研究生

副教授
中共
党员

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院 )
副巡视员

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委员、 副
校长

吴 敏 男 汉
湖南
临澧

1972.01 研究生
法学硕士
副教授

中共
党员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
理、党政办公室主任

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委员、 副
校长

凌生春 男 汉
湖南
衡阳

1965.04 大学
经济学学士
高级审计师

中共
党员

省审计厅经济责任审计二处
处长

任长沙师范学院党委委员、 纪委书
记

李 红 女 汉
湖南
长沙

1961.03 大学
历史学学士

研究员
中共
党员

岳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
社科联党组书记（兼）

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金银国 男 汉
湖南
南县

1964.07 大学 高级工程师
中共
党员

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

任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党委书记

陈晓飞 男 汉
湖南
新宁

1965.06 在职大学 教授
中共
党员

邵阳学院党委副书记 任邵阳学院院长

黄 昕 男 汉
湖南
衡阳

1968.07 大学
法学硕士

教授
中共
党员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院长 任吉首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

徐庆军 男 汉
湖南
浏阳

1965.11 研究生
经济学硕士

研究员
中共
党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质量监控
与评估中心主任

任长沙师范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龚声武 男 汉
湖南
桂阳

1965.02 研究生
工学博士

教授
中共
党员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
委员、 副院长

任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邓德艾 男 汉
湖南
永州

1970.05 研究生
历史学硕士
高级政工师

中共
党员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委员、 副院长

任湘潭技师学院院长

沈德良

1月9日， 中国社科院发布
了首部 《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
（2013）》。在对2012年133个国家
的环境竞争力排名中， 中国名
列第87位。 如果单独看生态环
境竞争力，中国排名倒数第九，
为第124位；在空气质量排名中，
我国为全球倒数第二。（1月10
日《人民网》）

作为全球GDP排名年年攀
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
在环境保护上所面临的问题确
实让人感到堵得慌。 前不久，一
份有关全球一千个城市空气质
量排名显示，目前全国500多个
大中城市当中， 仅有海南三亚
能勉强挤入其中，且名次居后。
毋庸讳言， 环境问题已成为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 如今，这份由国内研究机构
为主发布的调查结果， 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紧迫性，说明向绿色、低
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型，已
是刻不容缓。

环境问题带来的种种社会
问题， 严重影响着国民幸福指
数的生成： 一方面， 因环境污

染衍生的种种危害， 冲蚀着公
众日常生活的安全感， 另一方
面 ， 生态环境的修复 、 保护 ，
与民众预期之间的差距难以得
到有效缩小。

环境与发展 ， 并不是此消
彼长的零和博弈。 决定环境好
坏， 生态优良与否的终究原因，
是与发展方式直接关联。

今年 ，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元年”。 改革， 既意味着突破，
也包含着纠偏与修复。

转变发展方式 、 实现科学
发展， 关乎国家、 民族发展前
途， 是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涉
过的 “深水区 ”， 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 生态环境面临的突
出问题， 是以往粗放发展模式
长期累积、 沉淀的结果。 同样，
破解这深层次问题的唯一出路，
只能用改革的手段和方式加以
解决。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
大国， 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 只
是我们急需的是一种绿色、 低
碳、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 一种
“既要金山银山 ， 又要绿水青
山” 的发展理念。 实现这种转
变， 需要我们把科学发展作为
一种自觉行动。

知耻而后勇 ， 或许是我们
这个时代应具备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省委宣传部召开《文化
强国之路》 学习座谈会。 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出席
座谈会并讲话， 要求学好用好李
长春同志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系
统理论， 打造湖南文化改革发展
的升级版。

《文化强国之路》选编了李长
春同志2002年12月至2013年5月
期间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讲
话、谈话、文章等，系统阐述了社
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
问题， 深入探索了新形势下社会
主义文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其
对文化改革发展实践的生动记录
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对于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文
化体制改革， 具有深远的理论意
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座谈会上，省委宣传部、省文
化厅、省广电局、省新闻出版局、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广播电
视台等单位的代表， 结合改革发
展实践，畅谈学习体会。大家纷纷
表示，《文化强国之路》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读后很有收获。

许又声表示， 当前我国已进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湖南
要以学习宣传 《文化强国之路》
为契机， 打造文化改革发展的升
级版。 一是打造深化体制改革的
升级版，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
体系， 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 集
约化、 专业化水平， 加快文化走
出去。 二是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
升级版， 抓住文化科技融合， 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 实现文化产业总量、 均量、
质量三量齐升。 三是打造公共文
化服务的升级版， 不断增加对公
共文化服务投入， 继续抓好文化
基础设施建设， 让文化资源向基
层倾斜。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知耻后勇

打造湖南文化改革发展的升级版
《文化强国之路》学习座谈会召开

活力湖南，党旗高扬。 在过去的一年里，300余
万名湖南共产党人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 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提
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端正作风，
开展行为之垢“大扫除”

继续清理规范省级领导办公用房及公务用车；
下大力解决文山会海问题； 切实解决迎来送往
问题……

2013年12月13日，省委常委会通过深入查摆和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聚焦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认真研究整改措施，并经集体
讨论审议，制定公布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作风建设关乎人心向背， 更关乎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基础。

2013年7月，根据中央和省委部署，以为民务实
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启动，参加第一批活动的省直单位聚焦作风建设，集
中解决“四风”问题，对自身存在的作风之弊、行为之
垢进行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省委常委会坚持开门搞活动，通过群众提、自己
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聚焦“四风”查找问题，
在全省进行了3次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共有10.3万名
干部群众向省委常委会及成员提出意见建议， 分类
梳理出1850条，其中“四风”方面的意见建议1511
条。

我省第一批参加教育实践活动的各省直单位，广
泛听取意见建议，深入查摆突出问题，精心组织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2013年10月，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成立。 而从
该协会向省民政厅提出成立申请， 到收到同意成立
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仅用10天时间。 要在以往，一般
需要2个月审批时间， 现在则缩短至一个月甚至更
短。这得益于省民政厅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群众
反映强烈的社会组织登记环节多、时间长的问题，进
行积极整改， 取消中间环节， 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
记，并压缩审批时限。

教育实践活动中，我省针对“四风”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着眼建章立制推动改，重点建立完善42
项制度。目前，全省已制定出台“三公”经费预算管理
办法、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
项集体决策制度、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条禁止性规
定、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规定
等16项制度。

据统计， 全省全年共开展作风建设监督检查
1787次，查处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2612个，问责
处理干部279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1人。

选人用人，
树立选贤任能 “风向标”

2013年12月7日， 我省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第一
期集中轮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 3天时间里，省领导徐
守盛、郭开朗、许又声先后为学员们作辅导报告，学员
们也通过分组讨论， 畅谈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有
效提高了思想认识。

科学发展，关键在人。 为政之要，首在用人。
我省从确保干部健康成长出发，立足于教育，着

眼于防范，寓教育监督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管理
之中， 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
基础。 2013年12月16日，省委印发《2013-2017年湖
南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2013年，全省共培训党政
领导干部21.3万余人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3.7万余
人次，专业技术人员16.9万余人次，使干部队伍能力
素质有了新的提升。

2013年12月7日， 醴陵市船湾镇政府劳动保障
站站长喻斌等6人，通过网络征集报名入选面试观察
员，出现在2013年公开选拔省属高等学校、技师学
院省管领导干部和省属企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面试
考场，以监督面试官的打分是否公正合理。这在我省
是首次。

选人就是风向标。 我省不断探索提高选人用人
机制的公正性、科学性、民主性，通过邀请媒体记者
全程见证公选考试命题、阅卷、面试，网络征集市民
监督面试，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现场监督等方
式，实行“阳光选拔”，打破选人、用人“逢考必疑”的
困局。

同时，专门出台了《关于认真做好消化超职数配
备干部工作的通知》、《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
拔暂行规定》等5个干部工作规范性文件，涉及领导
职数、选拔任用流程、干部考察、竞争性选拔、破格提
拔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内容， 充分彰显了省
委对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坚定决心， 为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制度保障。

惩防并举，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新形势下，党员干部面临复杂严峻的考验，精神
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
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省委果断亮出反腐利剑。一年来，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7339件，其中处分8062人，移送司
法机关588人。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惩处了腐败分子， 严肃了党的纪律， 教育了党员干
部， 有力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开展，为湖南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保证。

2013年5月， 平江县工商局企监股以大山油茶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影响山润油茶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年检为由， 向山润油茶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收取3万元罚款后，违法撤销原吊销大山油茶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处理决定。 同时，近3
年来， 该局企监股还向多家企业收取赞助费7万多
元，设立“小金库”。 对此，县工商局给予负直接责任
的企监股股长邓武军撤销职务处分， 岳阳市纪委给
予邓武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3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重点围绕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决策开展
监督检查，深入开展“发展环境优化年”工作。1年来，共
协调解决影响施工进度问题1.2万多个，严肃查处通报
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典型案件31起，
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大力推进“公开晒权”，积
极组织“公开评议”，尝试推行“开门立规”……我省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被有效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去年3月，怀化市发起历时9个月的“万人评百
人”活动，全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密切相关
的43个单位的100位重要岗位的科级干部， 被推到
群众评议的前台。 他们的照片、职务、履职范围等，

“晒”在当地媒体上，接受社会各界评议，排名倒数的
将有可能被就地免职。

这一实践表明， 将干部的用权履职全过程置于
群众目光下，真正触及了干部的思想和灵魂，使他们
不得不严于律己，谨慎用权。

动力源泉永不竭
———湖南2013之党的建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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