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杨柳青

一次性从中央金融单位引进18名金融专
业人才来湘， 担任金融副市长或其他相关职
务。 这样的大魄力与大手笔， 在湖南史无前
例。

为什么要引进金融人才来湘？ 引进了一
些什么人才？ 他们对来湘工作有什么期盼？ 6
月25日至27日，省委组织部、省金融办在长沙
举办来湘挂职金融人才专题培训班， 湖南日
报记者借此机会进行了深入采访。

为什么引进？
补齐金融人才“短板”

今年4月，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
开朗带队， 到北京召开商请中央金融单位选
派干部来湘挂职的座谈会， 请求中央金融单
位选派1-2名总部中层骨干或地方优秀人才
来湘挂职。

引进一批高层次金融人才来湘挂职，在
我省历史上尚属首次。

“湖南作为内陆省份，经济欠发达，随着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迫切需要提高地方领
导班子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特别是运用金
融手段推动发展和管控金融风险的能力，提
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水平。”省政府金融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大家深切
感到湖南金融人才的缺乏， 各级干部中具有
金融专业知识、从事过金融工作的干部不多，
对现代金融的认识、理解普遍不深，缺乏运用
现代金融工具的能力。

为弥补金融人才“短板”，加大引才引智
力度，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向中组部、中
央金融单位请求帮助和支持， 邀请中央金融
单位选派干部来湖南挂职， 重点指导帮助地
方政府健全金融体系、推动金融改革、防范金
融风险，助推我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此外，也有利于推进中央金融单位与湖
南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 也是加强干部培养
锻炼、加强湖南干部储备的战略考虑。 ”省委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伯俊介绍说。

引进的什么人？
长期从事金融管理工作的

业务骨干
在各大中央金融单位的大力支持下，15

家单位共推荐了18位优秀金融专业人才。 目
前已经到位的有17名， 仅有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推荐的1名人选暂未到位。

17名挂职干部中， 有15名男干部、2名女
干部，1名少数民族干部、1名党外干部；45岁
以下的有8人；具有硕士学位的12人、博士学
位的3人，有高级职称的7人；来自中央金融单
位总部的中层骨干或相当于厅局级职务层次
的8人，省级分支机构厅局级干部4人、地市级
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1名，中央管理的金融企
业（集团）所属公司部分负责人4人。 他们中
间，14人有经济管理、金融、工商管理等专业
学科背景， 绝大多数都长时间从事金融管理
工作，都是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

根据安排， 有13名干部被安排到市州挂
职，其他4名安排到省政府金融办、国资委、湘
江新区、株洲市天元区等单位挂职锻炼。除中
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副局长赵东生挂职时间
为一年外，其余干部的挂职时间均为两年。其
中，提名为副市州长、副区长人选的，将依照
法律规定履行选任程序。

根据规定， 干部挂职期间由派出单位和
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以接收单位管理为主。期
间不转工资、行政关系，不免任现职，转临时
党组织关系。挂职干部在挂职单位参加考核，
挂职期满后由派出单位会同省委组织部进行
考核，挂职单位出具鉴定意见。

他们怎么说？
努力做事不“做客”

对于到湖南工作， 挂职干部们又是怎样
一番心情呢？

工作地点的变化，身份角色的转换，都是
来湘挂职干部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进出口
银行稽核评价部副总经理胡小闽就坦言“压
力山大”。 作为仅有的两名女干部中的一员，
她将拟任岳阳市委常委、副市长。

“还要努力适应从‘业务型’干部到地方
‘行政型’干部的转变。” 胡小闽说，之前一直
在银行的业务部门工作，事情相对单一，而到
了地方后，面临的情况可能纷繁复杂，很多时
候需要自己做决策。能不能干好？胡小闽的心
里也有点小忐忑。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压力越大动力也就
越大。” 胡小闽说，2年挂职时光不能虚度，她
将认真做事不“做客”，为岳阳的金融工作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从伦敦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任职的
中国农业银行英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
裁房卫，笑称自己是从“最远的地方”来，到

“最远的地方”去。刚得知自己要去往湘西，房
卫坦言“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从未去过湘西，
不知道自己的特长能不能在那儿派上用场。

通过上网查阅资料， 特别是参加完专题
培训班的系统学习后， 房卫对湖南特别是湘
西的金融发展前景越来越有信心。“从中央到
省委都特别重视湘西的发展， 湘西近年来的
发展速度也令人侧目， 这里是一片大有可为
的天地。”他说，自己将努力融入湘西、扎根湘
西、建设湘西，发挥自己熟悉境内外金融资本
市场的特长，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和金融扶贫
工作。“行李都收拾好了， 我随时出发到湘
西！ ”房卫信心满满地说。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南沙支行行长施
金晨是这17位来湘挂职的金融人才中唯一的
一位“80后”。谈及来湘挂职的初衷，他说自己
主要是冲着湖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来
的。

“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尤其是近现代史。
所以，当2个月前我知道有机会来湖南挂职锻
炼时，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 施金晨说，来
湖南几天了，感觉还算适应，唯一不放心的就
是刚出生的宝宝和还在坐月子的妻子。“好在
妻子非常支持，临行前还安慰我别担心，让我
安心工作。 ”

施金晨要到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委会任副主任。他表示，将利用光大集团在环
保、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优势，努力为株洲“两
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多更大的支持。

其他人怎么看？
当好桥梁纽带，搞好“传帮带”
“湖南此次的大手笔，既体现了湖南对中

央金融单位的信任， 也表明了湖南建设金融
强省的决心和信心。”中国银监会组织人事部
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来湘挂职干部发挥
好专业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与深化金
融单位与湖南的交流合作， 帮助中央金融单
位更好、更深入地了解湖南的经济基础、发展
现状和金融需要，推动和吸引更多的项目、资
金、人才等资源向湖南聚集。

“此次我们精心挑选了2名干部来湘挂
职，一位是总部顶尖的风险管理专家，一位是
本土熟悉省情的中层干部。”中国银行人力资
源部副总经理魏晗光介绍， 这表明中国银行
对湖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 也体现在人
才上的支持。“请湖南有关方面对我们的干部
大胆使用、从严管理，让他们在相对复杂的环
境中磨练意志、锤炼品质，在一个全新的环境
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魏晗光说。

在株洲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彭爱华
看来，此次选拔金融人才来湘挂职，对于湖南的
干部也是“大有益处”。“此次来湘挂职的干部都
是金融界的‘行家里手’，我们的干部与他们朝
夕相处工作两年，必定能更新观念、开阔视野，
学到很多东西。 ”彭爱华说，期待通过他们面对
面地教、手把手地带，帮助湖南培养和储备一批
懂宏观经济、熟悉金融的专业人才，为湖南金融
业的发展升级、 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
支撑，实现推动工作和培养锻炼干部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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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少鹏 男 满 天津 1972.01
大学
学士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
法系经济法专业

研究生
硕士

北京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专业

中国银监会现场检查局副巡视员
湘江新区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

2 程 蓓 女 汉
安徽
淮南

1972.08
大学
学士

湖南财经学院商业
经济管理专业

研究生
硕士

湖南大学
金融学专业

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副巡视员
湘潭市委常委、

副市长

3 朱治龙 男 汉
湖南
浏阳

1964.01
研究生
硕士

湖南财经学院
商业企业管理

研究生
博士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副巡视员
怀化市委常委、

副市长

4 赵东生 男 汉
河北
满城

1963.03 大学
山东行政学

院经济管理专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监管局副局长、 党委委员
国资委党委委员、
副主任， 时间一年

5 田卫军 男 汉
河北
丰南

1967.05
大学
学士

同济大学
海洋地质专业

研究生
硕士

美国史蒂文斯
理工学院

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副局长
株洲市委常委、

副市长

6 胡小闽 女 汉
湖北
松滋

1974.02
研究生
硕士

陕西财经学院
西方财务会计专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稽核评价部
副总经理

岳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

7 张伟峰 男 汉
吉林
松原

1973.10
大学
学士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工作与管理

研究生
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专业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投行专家

郴州市委常委、
副市长

8 房 卫 男 汉
广东
大埔

1970.11
大学
学士

华南师范大学
外事翻译

硕士
研究生

南开大学金融学
中国农业银行英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副总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委常委、 副州长

9 任 晨 男 汉
湖南
汨罗

1963.09 中专
湖南银行学校
城市金融专业

研究生
硕士

中南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副行长、 党委委员

常德市委常委、
副市长

10 章 彰 男 汉
河北
怀安

1972.11
研究生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专业

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衡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

11 陈 蕾 男 汉
江苏
通州

1968.09 大专
贵州财校

基建财务专业

大学
经济学
硕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北京理工

大学工业工程
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

娄底市委常委、
副市长

12 付胜华 男 汉
江西
南丰

1971.12
研究生
硕士

上海财经大学
企业财务管理

研究生
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应用经济专业

中国交通银行预算财务部副总经理
长沙市委常委、

副市长

13 张新青 男 汉
湖南
新邵

1968.11
研究生
硕士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

赫尔辛基经济管理
学院 EMBA

中信证券经发管委个人客户部执行
总经理

省政府金融办党
组成员、 副主任

14 施金晨 男 汉
江苏
泰州

1982.10
大学
学士

西北政法学院
国际贸易专业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南沙支行行长

任株洲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兼天元区副区长）

15 雍 岩 男 汉
安徽
宿县

1965．06
大学
学士

安徽财贸学院
计划统计系

计划统计专业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保险部副总经理

张家界市副市长

16 刘 鹏 男 汉
山东
潍坊

1970.10
大学
学士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哲学

大学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政法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永州市副市长

17 李 伟 男 汉
山东
济宁

1973.10
研究生
硕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本学研究中心日语

硕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EMBA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益阳市副市长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现任职务 拟挂任职务

在职教育
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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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了弥补我省金融业“短板”，指导帮助地方政府健全金融体系、推动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助推我省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中央金融单位来了金融副市长

（上接1版①）
在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中，

11个重点县做到了该关则关、 早关
快关， 关闭煤矿比例均占原有煤矿
总数的65%以上； 在瓦斯治理方面，
省煤炭局出台了瓦斯防治规定， 督
促煤矿企业瓦斯“零超限” 管理， 实
行瓦斯超限“零宽容”， 一旦发现煤
矿瓦斯超限必须立即停产撤人， 按
安全事故追查处理。 煤矿安全重点
县组织采、 掘、 机、 运、 通等相关专
业人员， 对辖区内煤矿进行全覆盖
隐患排查， 开展煤矿隐蔽致灾因素
普查和水文地质补充勘探， 摸清井
田范围内采空区、 废弃井筒、 封闭不
良钻孔、 断层、 陷落柱等隐蔽致灾因
素。

自开展攻坚战以来， 我省11个
煤矿安全重点县事故年平均死亡人
数下降66%， 完成了国务院要求下降
50%的目标， 其中邵阳县、 石门县实
现煤矿事故“零死亡”。

（上接1版②）
瞻仰毛泽东铜像、重温入党誓词、感受秋收

起义会师……一系列红色体验活动，让学员隔着
长长的历史时空， 体验着先烈们的经历与心路，
激发出与先烈们强烈的情感共振、 思想共鸣，在
亲身体验中追寻革命前辈足迹， 缅怀革命先烈，
追思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
崇高的党性修养和个人品格， 实现精神的洗礼、
灵魂的洗涤。

对于这种红色体验，学员们高度认可：“通过
这种红色体验，在情景中触摸了历史，了解了历
史；在感动中净化了心灵，清理了杂念；在震撼中
坚定了信念，重塑了理想。”

从严管理，
让党校真正成为殿堂熔炉

“不准秘书陪读，不准接受宴请，学员之间不
准以调研名义互请旅游……”省委党校学员宿舍
楼公告栏上的《十个不准》，十分显眼。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纪律难炼铁军。为了强
化纪律的刚性约束，增强学员的纪律意识，在学
员入校的第一天，省委党校就在入学教育中对学
习培训期间的各项纪律规定进行了强调，严明纪
律要求，与学员“约法三章”。

从严治校、从严管理，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
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
靠制度立规矩严纪律。

2015年， 湖南省委党校以正风肃纪为目标，
探索完善了十个方面的管理制度：即入学教育四
级联动制、“四率”公示制、考勤签到抽查制、班级
活动审批制、车辆检查登记制、班主任全程跟班
制、安全责任负责制、学习活动交流制、学习纪律
检查制、学习情况反馈制等等，充分发挥制度在
学员管理当中的基础作用， 引导学员增强守规
矩、讲纪律的自觉性。

从请假、就餐到课堂学习，都在不知不觉地
变化着：“守规矩，讲纪律，按制度办事，按规矩办
事”变成了学员们的一种自觉，一种习惯。

餐桌边的话题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往大家
讨论多是谁酒量大，谁酒品好，如今总是讨论最
近看了哪些书，讨论一些问题的不同见解……

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下，党校的校风、学风、作
风蔚然一新， 风清气正的环境和氛围已然形成。
党校成了党员领导干部心目中名副其实的红色
学府、马列殿堂、党性熔炉。

体验式教学，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蓑衣立青山，一溪奔小康;烟雨起溆水，思蒙
是家乡。”4月29日， 坐上从溆浦县思蒙镇蓑衣溪
村返回省城的车辆，看着赶来相送的乡亲，省民
政厅办公室主任高兰祥吟诗一首，以抒心意。

4月25日至29日，省委党校第50期中青班第3
学习小组9名师生，来到蓑衣溪村开展“驻村入户
体察民情”体验式培训。学员们深入调查研究，谋
划山村发展，与当地乡亲结下深厚情谊。

像这样的体验式教学培训， 省委党校已经
开展了10余期。 为了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
观念， 密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湖南省委党校
以革命老区、 先烈故乡、 贫困山区为基地， 开
展驻村入户实践教学活动， 让学员以小组为单
位， 在农村开展为期一周的驻村入户活动。 在
体验过程中要求学员做到“三进”“三同” “三

问”， 即“进乡、 进村、 进农户”， 与农民“同
吃、 同住、 同劳动”， 开展“问政于民、 问计于
民、 问需于民” 活动， 在驻村入户活动中察民
情、 知民意、 解民困。

在驻村入户实践活动中， 每一位学员都以
农民的身份， 深入田间垄上， 挖红薯、 掰苞谷、
采茶叶、 喂猪、 修路， 干各种农活； 以村干部
的身份， 开展“乡村夜话” 谈心活动， 倾听群
众心里话； 以村民的身份， 与群众同吃同住，
共同生活， 亲身体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滋
味， 增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

通过与群众面对面、 心贴心、 实打实的交
流、 生活与互动， 学员们深刻感受了人民群众
对党的期盼和热爱， 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
可爱和伟大， 深刻体会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
强烈愿望和渴求， 深刻认识到了自身肩负的责
任和使命。

“心灵受到震撼， 思想受到洗礼， 作风得
到检验， 党性得到锻炼”。 这是每一名参加驻村
入户实践体验的学员的心声。 为期一周的驻村
入户体验实践， 让学员们的灵魂得到了洗礼、
作风得到了转变、 思想得到了升华。

锻造党性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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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单位来湘挂职干部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