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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二届“十大同心人物”评选对象公示
为深入推进湖南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十三五”行动，将统一战线的优秀典型集结到聚光灯下，激励统一战线成员为助推湖南“十三五”规划目标实现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今

年在全省统一战线范围内开展湖南省第二届“十大同心人物”评选活动。 活动主办单位：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民革湖南省委、民盟湖南省委、民建湖南省委、民进湖南省委、农工
党湖南省委、致公党湖南省委、九三学社湖南省委、湖南省工商联、湖南日报、湖南经视、红网、腾讯·大湘网。

经过前期评审确定，有 20 位候选人入围，现予以公示。 目前，公众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投票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众投票方式有电脑客户端和移动端微信两种：
电脑客户端：在腾讯·大湘网、红网或三湘统战网首页找到湖南省第二届“十大同心人物评选”链接，点击进入投票。
微信投票：扫描右方二维码或关注三湘统战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投票入口”进入投票。

� �湖南省第二届“十大同心人物”评审委员会

黄平 男 ，1972 年 2 月出
生，汉族，致公党党员，湖南省万
婴教育集团董事长，湖南省中南
艺术学校董事长。

黄平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教
育家、企业家，也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慈善家。 历年来，“万
婴”为地震灾区捐款共计达 150
余万元以上， 为贫困家庭捐资
200 余万元。 加入湖南省“十县
十校爱心课桌计划”， 捐赠价值
近 4万元的课桌。为雅安地震灾

区筹得赈灾款项 13万余元。 2013年，“万婴”
加入同心温暖工程“一家一”助学就业项目，
圆梦贫困学子。

傅强 男，1978 年 4 月出
生，汉族，农工党党员，长沙市
雨花区群英公益发展促进中
心理事长 ，曾获“湖南杰出金
牌义工”等荣誉称号。

2013 年 7 月， 傅强成立
了“枢纽型” 社会公益组
织———长沙市雨花区群英公
益发展促进中心。 群英会创新
的区级、街道、社区三级联动
的 NGO 支持模式， 得到了民
政部高度肯定。 截至今年 7

月，其公益团队已直接资助贫困对象 1.8万人次，以助学、
支教等形式帮扶山区贫困学生、留守儿童近 3万人。

谭拥军 男 ，1967 年 11
月出生，汉族，民革党员，湖南
大学生物学院院长。

受聘为湖南大学细胞与
组织工程学方向首席科学家，
开展干细胞多能性控制机理、
肿瘤发病机制、基因治疗与蛋
白类药物等领域的研究。在肿
瘤机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肿
瘤基因治疗的新思路，构建抑
制肿瘤细胞的基因治疗新药。
以特定靶蛋白开发蛋白类抗

肿瘤药物， 有望获得抗肿瘤蛋白类新药物。 先后撰写了
《加快发展湖南生物医药产业的建议》等多份提案，引起
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戴立忠 男，1968 年 7 月
出生，汉族，无党派人士，湖南
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曾在美国顶尖高校和企
业学习、 工作近 20 年，2008
年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回国创
业。 在他的带领下，圣湘生物
已成为国内基因检测行业领
军企业，自主研发了一系列国
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大大提升
了我国临床诊断、癌症筛查技

术水平，使过去高端、昂贵的基因检测变成了老百姓用得
起、用得好的医疗服务。

于向真 男 ，1967 年 1
月出生，汉族，民盟盟员，中国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长
岭分公司副总经理、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参与的《高效环保芳烃
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 项目
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 该项目开发自主芳烃
成套技术， 帮助解决人们穿
衣难题， 对解决我国粮棉争
地矛盾至关重要。 通过物理

化学、催化材料、智能控制、工艺工程等原理与方法创
新，该芳烃成套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技
术的国家。

刘华 女，1970 年 1 月出
生，汉族，民进会员，资阳区教
育局干部、红网爱心家园益阳
站负责人。

27年来，她每天坚持给素
不相识的老人送两顿饭，逢年
过节送物资，缺水少煤随喊随
到。近 10年来，个人先后资助
近 200名学生。她创立的红网
益阳爱心家园的义工队伍达
2000 多人。 把“儿童福利院、
老人社会福利院”建设成为了

民进同心工程爱心基地。 开展爱心柑橘义卖、劳教所爱心
帮教等慈善活动 2000多起，服务对象 3万余人次。

朱修林 男 ，1963 年 3
月出生， 汉族， 九三学社社
员， 湖南华源港口物流有限
公司董事长。

积极参政履职。 几年来，
向九三学社中央、省、市政协
会议提交高质量提案 20 余
件。 2011年，捐资 93万元协
助九三学社中央设立“参政
议政奖励基金”。 作为一名企
业家，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2012 年带头捐款 100 万元

为征拆农民成立慈善基金，2014 年以来， 每年捐资几十
万元设立“九三·华源励志奖学金” 扶助 100 名贫困学
子。

阳国秀 女，1954 年 9
月出生，汉族，湖南果秀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年产量、 产值、出
口创汇排名全国食品罐头
行业前五名，柑橘罐头行业
第一名。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全国农产品加
工业示范企业等荣誉。 始终
心系社会。 近几年累计无偿
投资 1357 万元，帮助 27 个
贫困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参与同心工程，致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开展企业
联村活动，在 56个村设立工作站，帮助农民增收 2000 万
元。

肖志鸿 男，1954 年 5 月
出生，汉族，湖南天鸿投资集团
董事长， 中国民营书业的代表
人物。

创建的天舟文化于 2010
年上市，被誉为“中国民营出版
传媒第一股”。 不忘公益慈善，
扶弱帮困。 雪灾，汶川、玉树地
震等一线，他带领员工捐款、捐
物、赠书、送设备、捐建图书馆、
不计数目，不求回报。近年来个
人和企业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近

亿元。 积极参政建言，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牵
头就文化产业发展的热点、 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
究。

陈政清 男，1947 年 10 月
出生，汉族，无党派人士，湖南大
学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工程院院士。

提出了梁杆索结构三维大
变形的有限元方法并据此开发
出计算程序， 为我国现代桥梁
建设提供了急需的设计计算理
论， 对我国悬索桥和斜拉桥的
设计计算理论有重大贡献。 建
立了完整的三维颤振理论与实

验体系，并在我国桥梁抗风设计中应用。 发明了永磁式磁
流变减振技术和电涡流减振技术， 在世界上第一个运用
磁流变减振技术于桥梁工程， 后进一步发明了可靠性更
高的永磁式磁流变阻尼器减振技术，已在我国成功应用。

罗长林 男，1975 年 9 月
出生，汉族，湖南佳林集团董
事长。

将集团打造成为湖南公
路、桥梁、绿化行业的领军企
业。 几年来，企业累计解决就
业 6000 多人， 为国家累计创
造了 1.08亿元的税收。投资几
百万元建立了邵阳县康利生
态养殖基地， 带动 1000 多乡
亲发展养殖产业，实现创收增

收。 构筑中华助学网这个大爱平台， 共募集助学善款
1100余万元，资助全国 1500多名贫困学生。

姜东兵 男 ，1977 年 10
月出生，汉族，民建会员，湖南
东灏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荣获 “民建全国社会服
务先进个人”。

低调践行慈善事业，勇担
社会责任。 近年来，每年至少
投入 10 万元资金参加“一家
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建
设。 成立湖南金广源信用担保
公司，先后为上百家中小企业

担保流动资金上百亿元， 有力地支持了娄底中小企业的
健康快速发展。 自 2004 年至 2016 年，累计捐款捐物近
900万元。

柳思维 男，1947 年 2 月
出生，汉族，民盟盟员，湖南商
学院一级荣誉教授、 经济与贸
易学院院长，省政府参事。

长期致力于商贸流通产
业、消费市场、区域经济理论与
实践的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重大
项目等 20 多项研究课题，在
《经济研究》等权威及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 300余篇。 先后主持
承担湖南省、 长沙市有关部门

的委托课题 10 多项，60 多次为湖南省经济发展提供书
面的调研成果、 政策建议及专题汇报， 被誉为“湖南谋
士”。

段江华 男，1963 年 10
月出生，汉族，无党派人士 ，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

他是一位画家， 创作的
油画《东方红———1949》《中
流砥柱》《文夕大火》 等作品
气势恢弘，令人震撼。 他是一
名教师，27 年如一日教书育
人， 联系台湾籍好友连续 7
年在学院设立奖学金， 使百
余名学生受益。 他还是一位

英雄， 曾奋不顾身跃入冰冷的湖水中， 救起落水儿童。
2015年 10月，段江华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

胡彬彬 男 ，1959 年 11
月出生，汉族，无党派人士，中
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被称为“中国村落文
化研究第一人”。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始，
寻访了 4300 多个传统古村
落。发现了一处南方地区年代
最久、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
地面建筑壁画———水龙祠壁
画。 创建的“中国村落文化研
究中心”被列为“国家智库名

片”。 承担的《关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实施旅游扶贫战略
的调研报告》被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采用。

盘晓红 女，1970 年 11
月出生，瑶族，无党派人士，
蓝山县楠市镇楠市中心小学
副校长。

从教 28 年来，坚守条件
艰苦的山区和农村学校。 写
下了十多万字的《农村地区
留守儿童、 孤儿和特困学生
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呼吁社
会各界关心关爱农村孤儿和
留守儿童。 不顾家境清贫，抚
养 5 名孤儿成才。 其独创的

“美心课”,�使学生道德素质得到极大提升， 在学生中受
到欢迎，被教育部审核通过为“国培计划”授课教师。

何彬生 男 ，1957 年 10
月出生，汉族，九三学社社员，
长沙医学院院长。

自筹资金创办的长沙医
学院已为社会培养了 10万余
名优秀的基层全科医学专业
人才。积极参政议政，三年来，
紧紧围绕我国高等教育、医疗
卫生改革、职业教育法、食品
安全法等重大民生问题，共向
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意见建议
达 32份。热心公益事业。为灾
区捐款捐物数百万元，为灾区

贫困学生减免学费超过 2000万元。

吴金水 男 ，1961 年出
生，汉族，无党派人士，中国
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所长。

从事土壤生态与农业
环境领域的研究，并取得国
内外公认的重大突破。 多项
成果已列入国家环保新技
术名录， 并在南方 10 省市
区广泛应用。 取得发明专利
24 项， 制定国家标准 1 项。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
协湖南省常委期间，为湘江

流域农田重金属治理和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多项提
案和建议。

张四玲 女 ，1964 年 8
月出生，汉族，江永特色农副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从下岗女工到享誉三湘
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
始终恪守“用良心做食品、用
诚心做企业、用善心做公益”
的宗旨。 公司近年带动农户
2000 多户 ， 户 均增 收 达
5000 元。 坚持深入实地调
研，倾听百姓呼声，以独到的
见解写出了多篇富有研究价

值的建议案。 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数百万元，解决社会
就业 600余人。

张音悦 女，1978 年 11
月出生，汉族，民进会员，湖
南省歌舞剧院院长助理，我
省最为优秀的二胡演奏家之
一，民族音乐的优秀传歌者。

从艺二十年来， 演出足
迹遍布三湘四水， 出访美、
英、德、俄罗斯、澳大利亚等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善于
同时代结合，举办“弦知音”
系列雅集活动等， 在各地以
丰富的形式推广民族音乐和

民族文化。 关注社会民生，热心公益事业。 为孤儿和留守
儿童专门举办音乐会，举办民族音乐专题公益性演讲，组
织和参加惠民演出百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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