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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熊建忠 长沙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处

处长兼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森慧（女）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

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廖上高 浏阳市大围山镇人民政府

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王一夫 长沙市城市房屋征收和补偿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孙艳文（女）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
衡阳市：
肖泽荣 衡阳市蒸湘区农林局局长
黄小平 耒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党委书记、局长
龙自力 祁东县信访局副局长
阳 超 衡阳市旅游外侨民宗局

旅游行业管理科副科长
曾春元 耒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案件审理室主任
株洲市：
曹 宏 株洲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质量管理科科长
祖幼珍（女） 茶陵县人民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朱福兴 株洲市荷塘区城乡建设局

党委书记、局长
湘潭市：
胡益兄 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电科科长
周新华 湘乡市公安局翻江派出所副所长
邵阳市：
刘晓红（女）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

宣传综合科科长
王 霓（女） 邵阳市大祥区商务旅游粮食局

纪检组长
李艳红（女） 邵东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李勇平 隆回县桃洪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戴求同 邵阳市林业局政工科科长
岳阳市：
李 仲 岳阳县新开镇人民政府

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
卢岳松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塘镇

人民政府科员
周荣湾 岳阳市信访局接访一科科长

李 梅（女）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河市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常德市：
贵学军 常德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郭 敏 澧县公安局澧阳派出所所长
王 平 省武陵监狱狱警
汪淑梅（女） 汉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医保处主任
张家界市：
方 平（土家族） 桑植县司法局龙潭坪

司法所所长
李义召（土家族） 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聂立群（女）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
益阳市：
张志华 益阳市大通湖区委、区管委会办公室

党组成员、副主任兼信访办公室主任
肖 红（女） 益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信访室副主任
王金辉（女） 南县信访局副局长
郴州市：
史训杰 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调研法规室主任
唐 英 桂阳县白水瑶族乡党委委员、

政协联工委主任
邝促军 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

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刘多多 汝城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黄意坚 郴州市北湖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维稳办主任
永州市：
周顺武 双牌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唐艳红（女） 蓝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周 瑾 永州市冷水滩区水利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乐家茂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党组成员、副主任
秦建阳 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注册分局局长
怀化市：
鄢华兰（女，苗族） 沅陵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贺弘卫 溆浦县民政局副局长
周 琼（女） 怀化市鹤城区司法局宣教股股长
肖从贵（瑶族） 怀化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
娄底市：
刘兆梅 娄底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基层卫生科科长
易彩华（女） 娄底市万宝新区管委会

产业发展部部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石耀华（苗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

组织部副部长、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向魁胜（土家族） 吉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

张玉英（女，土家族） 泸溪县财政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胡 宇（土家族） 保靖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

省直机关：
曹咏梅（女）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妇幼健康服务处主任科员
尹清源（女）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邹 文 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

警犬工作支队副支队长
何 蓉（女） 省财政厅综合处主任科员
魏 欣（女） 省教育厅财务建设处主任科员
刘 鹏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新技术科主任科员
万 芳（女） 省委办公厅审计处主任科员
李细芽 省政府办公厅应急管理

与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科员
周良雄 省邵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水资源科科长
邹 静（女）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执法检查办公室主任科员
肖 亮 省科技厅规划财务处主任科员

长沙市：
长沙市信访局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办事处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衡阳市：
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人民政府
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株洲市：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攸县民政局
株洲县地方税务局
湘潭市：
湘潭市委办公室
韶山市财政局
邵阳市：
城步苗族自治县司法局
新宁县崀山镇人民政府
邵阳市委督查室
洞口县民政局
岳阳市：

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岳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服务处
湘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岳阳市湘北公证处
常德市：
常德市审计局
临澧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津市汪家桥街道办事处
张家界市：
桑植县审计局
张家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益阳市：
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人民政府
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热线办公室
郴州市：
资兴市公安局
郴州市苏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嘉禾县水务局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镇人民政府
江永县人民法院
祁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永州市审计局
怀化市：
怀化市公安局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太阳坪乡人民政府
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申诉举报中心
娄底市：
娄底市娄星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局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永顺县高坪乡人民政府
保靖县委组织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省直机关：
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省国家安全厅一总队三支队
省环境保护厅环境监察局
省白泥湖戒毒康复所
省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基金征缴处
省统计局综合统计与经济研究室
省政协办公厅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处

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50个）

长沙市：
石 勇（苗族） 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

第四大队大队长
廖金波 长沙县农业和林业局农机管理科科长
衡阳市：
廖文基 衡阳市委办公室综合调研室主任
王 红（女） 衡阳市雁峰区雁峰街道

政协联工委主任
株洲市：
刘 方 株洲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文君（女）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局局长
湘潭市：
谭 联（女） 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邵阳市：
王道信 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成君 邵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岳阳市：
胡光志 华容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

吴有祥 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
投资科科长

常德市：
万 龙 桃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
杨希勇 常德市信访局接访二科科长
张家界市：
许云锦（土家族） 张家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书记
王章现（土家族） 慈利县龙潭河镇党委

副书记
益阳市：
潘德志 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副局长
黄秀丰 安化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郴州市：
吴荣茂 宜章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罗明君 临武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
永州市：
高 雄 永州市公安干部中等专业学校民警
肖冯勤（女） 宁远县湾井镇党委副书记

怀化市：
田瑞锋（侗族） 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蔡培红（侗族） 会同县森林公安广坪派出所

所长
娄底市：
伍铁希 新化县司法局党组成员、

政工室主任
梁革军 涟源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何绪林（土家族） 龙山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张黎勇（苗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科科长
省直机关：
李世锋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助理审判员
刘邵梁（女） 省信访局办公室主任
易晓艳（女）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局

组织督查科科长

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30名）

记一等功人员名单（65名）

资金“打捆” 效益大增
———双峰县“涉农资金整合”改革的探索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今天，湖南工艺美术品设计研发中心在湖
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揭牌。

去年，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与省工
艺美术研究所签署了共建湖湘工艺美术
专业群协议，院所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
队伍建设、 创新研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合
作，推进专业群提高水平。双方最终达成
协议， 共建湖南工艺美术品设计研发中

心。 研发中心将共同进行湘绣、 陶瓷、雕
刻、首饰等设计研发，推进湖湘工艺美术
产业创新发展。

当天，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梦想
绽放”———2017毕业设计开放展示周系列
活动开幕，展出了该校四系二院34个专业
及相关专业方向学生2000余件毕业设计
作品，包括湘绣、陶瓷、雕塑、服装、鞋品、
箱包、首饰等。

湖南工艺美术品设计研发中心揭牌

改革最前线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段云行

【百姓点题】
王松柏：双峰县锁石镇车田村村民
吃种田的饭，先要排灌方便 ，旱涝保

收。撒胡椒面样投钱搞建设，没有效益，可
惜了。钱花得要值，让秧苗、肥料、耕种机
械有下到田里去的路，收获的菜籽、水稻，
能开个拖拉机或者三轮车拉回来，省点劳
力，种田的条件再好点，那就好咯！

【改革攻坚】
迫于旱灾后重建的资金压力，悄悄地

把部门涉农资金“打捆”，用在迫切需要改
善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上。在不改变资
金原来用途的前提下， 完善出了专户管
理、专责到人、专项投放等制度，效益大
增。2013年，始于省级贫困县双峰的“涉农
资金整合”改革，契合了上级的精神。

2015年，财政部出台意见开展整合涉
农资金建设高标准农田试点。2016年，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省政府
办公厅也发布相关文件。

破壁垒，一个池子蓄水
俗话说，乡村五月无闲人。5月9日，锁

石镇深江岸大溢塘村，农民抓紧为油葵施
肥。车田、锁石村，接受游客“赏阅”的成片
油菜花，已结出硕壮的菜籽，收割、打包、
运输，好不热闹。

加宽硬化的深江河堤上， 绿树成排，
提灌设施完备，车行无碍。与2013年干旱
时河道千疮百孔，地里颗粒无收的惨状有
天壤之别。

“都是逼出来的，没哪个部门能单独
拿1000万元灾后重建。” 双峰县涉农资金
整合办副主任胡展鹏说。

当年，县里成立了高规格的涉农资金
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部门把项目集
中到灾区，形象地说就是“各炒一道菜，共
出一桌席”。 并打破上级部门资金归下级
部门调配的壁垒，将水利、农业、林业等10
多个部门20多项涉农项目资金整合到一
个账户，专项管理。

4年来， 项目资金增加到10.53亿元。
整合2.27亿元用于发展蔬菜、油茶、乡村
旅游等产业，在锁石镇建成“花之源”乡村
旅游产业基地。

除藩篱，一张图纸管水
甘棠镇双新村有一条400米左右的断

头渠，上接一个水库，下通一条小河。水渠
原本属于不同的项目，唯独中间没修缮。

今年以来，渠道已经彻底贯通，沿线
的村排灌自如。避免断头渠、断头路，双峰

县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按水源和流域把全
县分4大片区，制定全县涉农项目7年总体
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 分清主次轻重，使
用有限的资金。

钱花出去了，质量、效益怎么保障？双
峰县还统一考评标准，组建农业基础设施
工程质监站，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群众
代表监督，严把采购、工艺流程、施工进
度、质量监管、资金运行关。

适 应 脱 贫 攻 坚 需 要 ， 双 峰 按
2016-2020年整合涉农资金精准脱贫规
划，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五个一批”，继
续查漏补缺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4年来， 双峰整合4.66亿元集中用于
甘棠、青树坪等9个项目区，打通断头渠、
断头路350余处，24万余亩耕地实现旱涝
保收。 今年将建设12个新农村示范村，实
现60个扶贫村整体脱贫，带动3万人脱贫。

改陈规，一个龙头放水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

头”。芙蓉村1000亩湘莲刚长叶，一条游路
初见雏形。今年要办首届“荷花节”，时间
不等人，锁石镇党委书记陈琳又来查看工
程进展。

作为贫困村，芙蓉村的这条路要报批
扶贫农业基础设施，才能纳入整合涉农资
金建设的范围。胡展鹏给出的意见，让陈
琳心里有了底。

整合的涉农资金打破了县领导开办
公会、批报告安排项目资金的做法，一律
由县整合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统筹安排，按
项目规划有序投入。

一个龙头放水， 哪里投没投一目了
然，避免了重复建设。群众自主上报项目

“打酱油还是买醋”自己说了算，统筹安排
后集中连片搞建设，广受农民欢迎。

上了档次的农村基础设施，也推动土
地、水利基础设施确权颁证工作。双峰还
广泛吸纳民营资本参与水利工程等基础
设施建设，4年来，整合的涉农资金撬动社
会资金11.2亿元。

双峰县多次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和省新农村建设先进县。

【改革心声】
娄底市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陈庆云：
在双峰县的带动下 ， 娄底其他县市

区也分別开展了涉农资金整合探索 。特
别是冷水江市以项目为载体 ， 以考核为
激励，连片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 ，
促进了城乡一体化 ， 全市小康程度达
93.2% 。 一项改革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
势 ，在于接天线 、通地气 ，解决基层实际
问题，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广大老百姓
从中受益。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汤惠芳）日前，记者来到中方县中
方镇长远村养殖小区，看到这里已经成为
一片废墟，工作人员正在对拆除场地进行
复垦。随着业主自行拆除小区内19个养猪
场，“粪污臭气”已不再。

长远村养殖小区曾有大小养猪场19
个，有存栏生猪4602头。由于猪场成片且
无任何粪污处理设施，农田及溪水不同程
度受污，粪污散发的臭气严重影响了周围
村民的日常生活。

5月1日22时，中央环保督察组就中
方镇长远村养殖小区污染问题下发了
交办件。中方县委、县政府当即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并派出“先遣部队”于当晚
入村开展调查摸底，听取包括猪场业主
在内的群众意见。为确保业主自主参与
拆迁，该县制定了《中方县突出环境问
题及畜禽禁养区内养殖场（小区）、养殖
专业户关闭或退出补偿方案》，对栏舍、
存栏猪设置了明确的补偿细则。还积极
帮助猪场业主解决生猪转运劳力、车辆
等问题。

至5月10日，19家养猪场已全部自主
进行了拆除。“猪场拆了，还了村里人的青
山绿水，不背骂名，又保障了我的收入。”
拆除了自家猪场的最后一堵墙，猪场业主
瞿元军说。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中方县：业主自行拆除19个养猪场

5月23日交办信访件190件，累计交办
4249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
分布为:省本级2件、长沙市70件、株洲市
10件、湘潭市16件、衡阳市23件、岳阳市8
件、益阳市10件、常德市8件、邵阳市8件、
郴州市7件、娄底市7件、永州市6件、怀化

市9件、张家界市5件、自治州1件。按污染
类别分为：大气污染39件、噪声污染29件、
生态破坏13件、餐饮油烟污染26件、垃圾
污染17件、畜禽养殖污染10件、水污染28
件、固废污染1件、重金属污染3件、扬尘污
染1件、其它污染23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的
群众信访举报件分类情况

（第二十九批 2017年5月22日12时-5月23日12时）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
员 张传务）“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
5月22日至23日举行名家进校园活动。文化名
家葛剑雄、王立平、叶永烈与师生们分享研究
成果和人生感悟。

5月22日上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
政协常委、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来到湖南
大学逸夫楼，以“传统文化的传与承”为题，深入

浅出地阐述传统文化中“传”与“承”两个概念的
差异。“传”即保存、流传；“承”即延续、继承。他
说,要通过“传”的艺术知往鉴今、以启未来，通过
“承”的智慧合理扬弃、取精用弘。22日下午，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终身
名誉主席王立平走进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学术报
告厅，讲述他在上学期间作曲上的困惑，以及满
怀热爱和坚持创作的一系列经典作品。他说，文

艺工作者一定要加强生活的积累， 将创作方向
对准群众，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方能创作
出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5月23日下午，名家进校园第三场活动在湖
南理工学院举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
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叶永烈与师生们分享了他
从“理工男”到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心得。叶永烈
大学学的是化学系， 同班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
化学研究，他因热爱创作成为化学系的“叛徒”。
大学毕业后，他先到电影厂当导演，后来成为专
业作家。叶永烈说，长篇小说相当于作家的航空
母舰，考验作家的社会阅历和写作能力。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
举行名家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