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事迹简介
石勇 43 岁， 中共党员，
一级警督。现任长沙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大
队长。 从事刑警工作 23
年来，该同志始终坚持原
则，弘扬正气、公正执法、
严明办案，负责全市刑侦

特情、阵地控制及刑嫌调控工作，同时牵
头全市入室盗窃类案侦查工作，曾连续打
掉 5 个系列盗销汽车团伙案，侦破专门盗
窃城区电信营业厅等特大入室系列盗窃
案件 33 起。 近年来，刑侦支队四大队在石
勇同志的带领下， 成功破案 600 余起，挽
回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廖金波 45 岁，中共党员。
现任长沙县农业林业局
农机管理科科长。 25 年
来，该同志在农机安全监
理、农机培训、农机推广
等农机各岗位工作，多次
被评为全省先进监理员
和优秀农机教师。 模范遵

守和执行国家及农机化法律法规， 撰写了
多篇论文在《中国农机监理》和《湖南农机》
等杂志发表， 多次担任省农机安全专家项
目评审和专业授课。他钻研农机管理知识，
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多项工作帮助农
民减轻负担数百万元， 所负责的工作多次
评为市、省先进。

廖文基 33 岁， 中共党
员。现任中共衡阳市委办
公室综合调研室主任。该
同志在乡镇工作期间，主
动联系最偏远山村，走遍
了全镇每一个村组。在机
关工作期间， 不讲困难、
不讲价钱、 不打折扣，在

配合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等各种“急、难、
重”任务中经受住了考验。 近年来，先后参
与重大活动的材料筹备， 牵头起草了市委
全会、市人大政协“两会”等会议文稿 200
余篇、100 余万字，向省委、省政府报送重
要情况 40 余次， 以文辅政得到市委和市
委办领导充分肯定。

王红 46 岁， 中共党员。
现任衡阳市雁峰区雁峰
街道政协联工委主任。该
同志工作上踏实勤恳，任
劳任怨，十余年来虽然轮
换了多个岗位，但不变的
是一直心系群众、为民服
务的情怀。她担任雁峰区

苏眼井社区党支部书记、 社区主任时，率
先在全市成立社区党委，发动社区党员积
极参与社区建设；率先在全市建立劳动就
业服务平台，为下岗职工提供服务；率先
在全市成立社区居民诗社，丰富居民文化
生活，社区被评为湖南省文明社区。

刘方 53岁，中共党员。 高级
工程师， 现任株洲市审计局
党组书记、局长。 该同志干一
行，爱一行，尽责尽职，业绩
突出，廉洁自律，秉公执法。
在市政府工作期间他先后协
助三位常务副市长工作，大
胆打破常规，创新方法，有效

地帮助解决了市湘江集团和市城发集团发行企
业债、华丽市场三期扩建、推进医药分开综合配
套改革等问题。 2015年担任市审计局局长以
来， 带领市审计局在全国审计机关中首次尝试
开展了全市建设领域行政审批及中介服务清理
规范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又在全国首创了平台
公司审计模式。 曾先后 4次荣立一等功。

陈文君 54 岁， 中共党
员，高级会计师。 现任株
洲高新区（天元区）财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 该同
志任财政局局长 5 年来，
全区的财政收入连续跨
越四个十亿台阶，年均增

长 18.5%， 收入总量稳居全市县市区第一
位。 她跳出财政看财政，提出“国家级高新
区财政，不能只是‘吃饭财政’，必须要集中
财力谋发展”、坚持“着力培植财源税源，做
到活水养鱼，水美鱼肥”。 她主动搭起党和
群众之间的桥梁， 把民生改善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更多财力投入到
民生领域。

谭联 49 岁，中共党员。 现
任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该同志在 18 年的信访工
作中， 为信访群众探索出
了“一个网络到底，五项制
度健全” 的化解信访矛盾
新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卫计工作岗位上，她用“民生大于天，百
姓无小事” 的理念， 通过设立生育关怀基
金，建立关爱特殊计生家庭长效机制；通过
推行专项扶贫措施， 为辖区内的贫困家庭
送医、送药、送健康，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感
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爱。

王道信 58 岁，中共党员。
现任邵阳市人社局局长。
三十年来， 该同志坚定信
念，情系百姓。担任市物价
局局长时，为民减负，为企
业减压， 启动了全市最大
规模的清理整顿和规范涉
农价费行动， 为全市农民

和企业每年减负 4200 多万元； 身处市编
办，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在深化文化、教育
等重点民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时， 尽最大
可能在机构、编制、人员等方面给予支持和
倾斜。到了人社部门，他狠抓各项人社惠民
政策的落实和精准扶贫工作，努力实现“就
业惠民、社保安民、人才富民”。

刘成君 54 岁，现任邵阳
县扶贫办副主任。 该同志
工作总是身体力行、任劳
任怨， 出色地完成任务。
特别是 2009 年， 所在县
成为全国 21 个农村低保
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有

效衔接试点县之一， 他圆满完成了试点工
作任务，总结了一套成功经验。 为此，省扶
贫办和国务院扶贫办相继在该县成功召开
了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工作现场会。 他
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撰写了 10 多篇调
研文章，先后获得国家农牧渔业丰收奖、省
农业丰收奖、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荣誉。

胡光志 36 岁，中共党员，
一级警司。 现任华容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 该
同志自 2009 年 5 月参加
禁毒工作以来，共参与侦
破毒品刑事案件 150 余
件，其中直接参与破获公

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件 3 起，省厅督办毒
品目标案件 5 起，市局督办毒品目标案件
11 起。他从警 13 年来，先后 4 次在执行任
务中受伤严重，多次直面生死考验。 2015
年 11 月 3 日上午， 他在办理一起贩毒案
件时，右胸和左臂不幸中弹，忍痛追击 20
多米后倒在血泊中。 经医院全力抢救，才
脱离生命危险。

吴有祥 39岁，中共党员。现
任岳阳市发改委固定资产
投资科科长。 近年来，该同
志先后参与了全市“五市一
极”、“四三六”工程、新增长
极等重大战略思路的谋划，
负责了《全市“十二五”规
划》、《湖南长江经济带规

划》、《关于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等
省市 10多个重大规划、文件的起草工作，完
成调研文章 10余篇，２次荣获全省、全市优
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他协助争取中央预算内
农村危房抗震改造、保障性住房配套设施、城
镇垃圾污水处理项目等 130多个资金近 20
亿元，较好地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万龙 53 岁，中共党员。 现
任桃源县公安局刑事科学
技术室主任， 刑侦大队副
大队长。 从警 27 年来，该
同志一直战斗在法医工作
岗位上。他克服病痛，在常
人无法忍受的恶劣环境工

作，作尸体检验 2300 多具，活体损伤鉴定
5500 多例，法医物证检验 1400 多起，无一
例错案， 还先后撰写专业论文 7 篇发表在
专业刊物上，是全省首批高级职称法医，他
先后带教法医 8 人， 培养现勘专职技术员
12 人，培训驻所队技术员 95 人，建成国家
一级刑事科学技术室。

杨希勇 48 岁， 现任常德
市信访局接访二科科长。
在 3000 多个日日夜夜
里， 该同志把自己并不伟
岸的身躯化成了一座坚实
的连心桥。 当残疾人刘晓
红在安置房里惬意地数着

彩票店的收入时，他同样惬意；当 317 名石
门雄黄矿职工落实工伤待遇面露微笑时，
他更加开心； 当 500 多户原省建职工憧憬
着搬入棚改新居的幸福生活时， 他备感幸
福。 在领导眼中，他是推动矛盾解决的协调
能手，在老百姓心里，他是 24 小时畅通的

“信访热线”；数十封感谢信、12 面锦旗述说
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最高评价———满意。

许 云 锦 51 岁， 中共党
员。 现任中共张家界市
纪委副书记。 该同志先后
牵头解决了紫荆园小区违
法建设问题， 共追缴多项
违规费和罚款近 400 万
元， 解决了农民工工资问

题，化解了 10 多个当事人的诉讼纠纷，被
老百姓称为“许青天”。 分管案件查办工作
5 年来，共查办案件 2000 余件，严肃查处
了一批具有震慑力的大要案件。 分管的党
风廉政建设连续三年考评全省第一；案件
统计工作位列全省第一；2015 年， 全市现
实案件结案率达 92.59%，本委局自办案件
结案率达 100%，属历史最好水平。

王章现 50岁， 中共党员。
现任张家界市慈利县龙潭
河镇党委副书记。 该同志
始终如一、尽职尽责、忘我
奉献， 以饱满的热情为一
方老百姓服务。 全镇 21个
村（社区）走访了不知多少
次，现在有近 20 名退岗老

村干部与他保持着紧密联系，有什么困难或
收获都愿意与他分享，每年他都会到家中看
望他们。 2011年在兼任一个贫困村的村支
部书记期间，他与农民交朋友，与农民一起
下地，与农民一起拉家常。 带领大家帮助全
村 60 岁以上老人领上养老金，硬化村组道
1.5 公里，修复了水渠、建设了排水沟、修建
了人畜饮水工程。

潘德志 36 岁，中共党员。
现任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该同
志在维稳处突、扫黑除恶、
治爆缉枪等工作中表现突
出。 指挥参与处置各类治
安案、事件 1500 余起，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 2200余起，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人员 2800余人，多次立功受奖。 2016
年 4月 15日，在处置郭某辉持刀伤人事件
中，面对持刀犯罪嫌疑人，挺身而出，为制
服嫌疑人身中 6 刀，其中腰部中刀深达 10
公分。 2016 年 7 月 3 日至 5 日抗洪抢险
中，他带领民警安全撤离青龙洲上的 10 余
名老人，疏散群众 300余人。

黄秀丰 39 岁， 中共党员。
现任安化县委办副主任。
该同志坚持把发展要务融
入文稿服务， 积极协助领
导提炼确立符合安化实际
的战略思路， 起草提出并
被县委确立的实施“3+2”

发展、致力绿色崛起的县域发展战略，取得
显著实践成果。近年来负责起草领导讲话、
调研文稿、情况汇报等文稿 100 多篇，在市
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 30 余篇。群众感情深
厚，对前来办事的老百姓热情耐心，服务周
到。

吴荣茂 46 岁，中共党员。
现任宜章县委政法委常务
副书记、县维稳办主任。近
年来，在该同志的带领下，
全县没有发生大的群体性
事件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的事件。2011－2015 年实

现了全国“两会” 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期间
“五个不发生”和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零
登记”的目标，近五年百余次重大活动安全
保卫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 所在县维护社
会稳定工作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市先进。 在
他的带领下，乡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
民间调解文化、 公安机关民爆物品终端管
理等成为了全国、全省特色和亮点。

罗明君 45 岁， 中共党员。
现任郴州市临武工业园区
管委会党委副书记。 该同
志积极帮助接龙乡桃竹村
帮扶农户李某脱贫致富。
牵头筹集资金， 彻底改善
了双溪乡南冲村委村道没

有路灯，村民夜间出行极不方便的问题，顺
利完成农村公厕改造项目。 主汛期涉险督
促泡金山矿井安全撤离。 成功组织实施对
麦市长坪岭煤矿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
故被困井下的 6 名作业人员救援。 曾荣获
全国安全生产督察监管先进个人、 全县优
秀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等荣誉。

高雄 36 岁， 中共党员，一
级警司。 现任永州市公安
干部中等专业学校教职民
警。 该同志立足岗位，一心
为民，对违法犯罪零容忍，
与人民群众零距离， 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
的成绩。 在一次抓捕行动

中，为抓捕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嫌疑人，他身
中三刀，仍追捕并成功制服歹徒。 2013 年
他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城南派出所副所
长，他带领值班组民警破获了大量案件，忠
实地履行了民警职责。

肖冯勤 31 岁, 中共党员。
现任宁远县湾井镇党委副
书记。 该同志自 2009 年 9
月成为乡镇公务员以来，
先后在 4 个条件艰苦的乡
镇工作， 身怀六甲仍跋山
涉水每天往返十多公里山
路组织修路， 带头深入一

线动真碰硬不怕威胁，分管的综治维稳等
多项工作被县委表彰，2015 年成功创建
全省安全生产示范乡镇。 坚守廉洁底线，
自掏腰包义务为群众代办各类事务，在易
地搬迁工作中多次拒请吃、 拒收名牌包，
顶住压力维护易地搬迁政策的公正执行。
先后获得“湖南省消防部队十佳警属”、优
秀青年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田瑞锋 53 岁， 中共党员。
现任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该
同志从警 20 余年如一日，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挥洒
着汗水和辛劳。 2009年以
来，他先后通过调研筹集资
金在城区组织安装了 2 组

红绿灯电子抓拍系统、8 个机动车违停电子
抓拍摄像头和 33 块交通标志牌、施划停车
泊位 789 个、斑马线 35 处 1446 平方米、道
路标线 10 处 1245 平方米； 经常深入各中
小学校、幼儿园、客运企业、驾校开展宣传，
营造了宣传氛围。 近 10 年来，他带队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9500 余起，调处矛盾纠
纷 400 余起，深入学校、客运企业、驾校宣
传 180余场次，年均加班 450小时以上。

蔡培红 41岁，中共党员。 现
任怀化市会同县森林公安局
广坪派出所所长。 该同志从
警 20年来，始终奋斗在接警
处警办案的基层一线。 近 5
年来，办理各类案件 209起，
其中立林业刑事案件 17起，

破 14起， 查处林业行政案件 120起。 2013
年， 主办了长沙翡翠汇餐饮有限公司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每天早
出晚归细致全面地收集所有与案件有关的证
据，生病了仍坚持工作，最终在麓谷派出所的
配合下使案件胜利侦破。 在他的带领下，广坪
派出所被省森林公安局和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安局记“集体三等功”。

伍铁希 52 岁， 中共党员。
现任新化县司法局党组成
员、政工室主任。 该同志在
基层工作期间， 足迹遍布
16 个省（市），先后帮助解
救妇女儿童 26名。 近 8年
来，成功化解各类疑难复杂

（包括上访）案件 692起，没有一起反悔、起
诉、再访的。 他领导的调处中心连续 6年被
县委、县政府授予特别贡献奖。 2013年，他
成功调解处置了原新化县燎原水泥厂 130
多名职工状告湖南省人大代表刘如升、原厂
长刘建设购买水泥厂时价格太低案。先后被
评为全国优秀司法所长、全省司法行政系统
先进个人等。

梁革军 46 岁，中共党员。
现任中共涟源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在 20 多年的政法
工作生涯中， 该同志对党
和人民赤胆忠心， 恪尽职
守、廉洁从政。 近 3 年来，
共处理较大矛盾纠纷和群

体性事件 126 件，无论局面有多复杂、工作
难度有多艰难，他都深入一线，依法依规解
决问题，每一起事件都得到了稳妥的处理，
涟源维稳工作连续三年获娄底市先进，他
先后被评为娄底市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并记
三等功和湖南省维稳工作先进个人。

何绪林 41 岁， 中共党
员。现任湘西自治州龙山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
局长。该同志牵头处置了
里耶古城、华塘新区开发
及黔张常铁路、“8·15”原
出租车问题等群体性事

件 67 起， 成功处置了宏光公司涉案达
1.56 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件，挽回经济损失
9000 余万元；在今年“6·20”抗洪抢险中，
他在城区组织转移群众 1200 余人。 在他
的带领下， 龙山县实现了 13 起现行命案
全破，成功破获了 900 余起刑事案件。 他
先后荣获湖南青年五四奖章、全省优秀人
民警察等 50 余项荣誉。

张黎勇 40 岁，现任湘西自
治州环保局自然保护科科
长。 该同志参加工作以来，
先后牵头编写和制定了
《农村环境保护知识读
本》、《湘西州规模化畜禽
养殖区域划分指导意见》、
《酉水河流域垃圾治理工

作方案》等；成功争取湘西州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作为全省唯一市州率先实行区域整体
推进；积极推动生态系列创建，全州 8 县市
完成生态县（市）建设规划编制，成功创建 1
个“国家级生态乡镇”、52 个“省级环境优美
乡镇”，126 个“省级生态村”。他先后获得全
国排污申报核定工作先进个人、 全省环境
监察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李世锋 44 岁，中共党员。
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
庭正科级助审员、审判长。
2010 年至 2015 年， 该同
志审结案件 172 件， 案卷
共计 3567 卷，死刑案件报
最 高 法 院 核 准 率 为
100%。 近五年来，他向侦

查机关发出正式补充证据函 130 余份，努
力通过法律将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在办理
案件的同时，他发表论文十余篇，多次获得
国家和省级一等奖、二等奖等，多次参与国
家级课题研究， 个人出版 34 万余字的专
著。 他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 5 次，
嘉奖 12 次， 获得“全省法院办案标兵”、
CCTV（湖南）十佳法治人物等荣誉。

刘邵梁 52 岁，中共党员。
现任省信访局办公室主
任。 该同志先后在县市省
三级多个部门工作过，始
终不渝地践行“为民服务”
的宗旨，扎实工作，任劳任
怨。 18 年来，她共接待群

众来访 38795 人次， 处理群众来信来电
13217 件次， 办理各类信访事项 1421 件，
成功协调各类信访突出问题 375 件。 任武
冈市信访局局长时，她不断创新，总结探
索了“逐级上访、分级分类处理”等成功的
基层信访工作经验，被省、市两级推广，现
已成为全国、全省信访改革的重要举措。

易晓艳 40 岁， 中共党员。
现任省质监局稽查局组织
督查科科长。 近 5年来，该
同志共办理各类行政案件
68 起，挽回经济损失 1800
多万元。2013年历时半年，
辗转 3 省市， 成功查办省
质监稽查总队近 10 年的

三个大案之一———长沙某汽车厂生产不合
格汽车案。 为维护农民朋友利益，每年春节
刚过，她就带领支队人员到农资生产企业执
法检查。 近年来，她共处理农资方面的投诉
举报 26 起，主办农资要案 5 起。 她先后被
评为全省质监系统办案能手、全国质监系统
办案能手。2016年 6月，入选全国质检系统
执法人才储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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