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确认的766名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中

其他代表5名
占0.65%

解放军和武警代表30名
占3.88%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代表119名
占15.37%

党外代表人士代表84名
占10.85%

党政领导干部代表240名
占31.01%

专业技术人员代表131名
占16.93%

农民代表118名
占15.25%

工人代表39名
占5.04%

归侨侨眷代表13名
占1.68%

妇女代表207名
占26.74%

少数民族代表98名
占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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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35人）
马石城 王细玲（女） 朱修林 李文亮
李刚利 李江南 杨 芳（女） 肖志良
肖明强 张 勇 张继军 陈 晓（女）
陈献忠 周铖军 胡伯俊 胡建凯
胡艳娟（女） 柳秀导 段伟长 聂晓辉（女）
翁 韵（女） 谈文胜 黄云清 黄兰香（女）
曹炯芳 符利辉（女） 彭水平（女） 程 刚
游劝荣 谢 瑜（女） 廖桂生 谭进军
谭新乔 熊水俊 戴大明

长沙市（74人）
王柯敏 王爱民（女） 文志强 尹 峰（女）
石 勇（苗族） 龙卫国（土家族） 卢 宏 吕新伟
朱玉国 朱训德 朱建新 刘义山
刘卫东 刘志红（女） 刘素月（女） 刘菲菲（女）
孙国忠 李 平 李 丽（女） 李 茂（女）
李 曦（女） 李小平 杨 振 杨屹伟
杨拔萃（女） 吴新伟 邹爽英（女） 张作林
张迎春（女） 张宏益 张治学（女） 张晓玲（女）
陈小军 陈文浩 陈来满 陈佳新
奉佑生 范焱斌 罗 安 罗承林
周 帆（女） 周宗发 胡衡华 柳建新（女）
钟志鹏（白族） 段 宁 段燕文 宣桔仁（女）
贺茂云 袁 灿（女） 夏文斌 徐向平
凌云剑 高云峰 唐 玲（女） 唐勇红
黄钊雄 黄泽良 黄艳红（女） 龚凤祥
符乔荫 康镇麟 彭兴辉（女） 喻亚军
程水泉 傅冠军 释坚愿（女） 曾万辉
曾志高 谢运辉 雷光华 颜颂华
潘胜强 魏志魁

株洲市（43人）
毛腾飞 文智勇 尹诺昂 邓 赛
邓元连 邓民慧 邓艳群（女） 龙秋华
龙朝阳 帅清民（女） 田际群（女，土家族） 付访华
刘光跃 刘克胤 刘勇刚 羊贵平
江小忠（女） 阳卫国 李东林 李建川
杨晓江 杨维刚 肖勇民 何 归（女）
邹艳君（女） 陈伟香（女） 陈向群 陈喜萌
罗 平 金继承 周 琦（女） 周姝红（女）
姚献其 贺小玲（女） 贺安杰 袁秀菊（女）
彭 澎（女） 彭建武 董 巍 蔡安烈
谭 娜（女） 谭益民 戴诗平

衡阳市（74人）
王 赛（女） 王 燕（女） 王汉青 王金枝（女）
毛 铁 文富恒 邓 浩（女） 左淑媛（女）
田小梅（女） 匡爱斌 成湘莲（女） 华 英（女）
全灵芝（女） 刘 健 刘 准 刘大清
刘东平 刘国平 刘贵英（女） 刘炫伶（女）
刘桢干 刘增明 杜家毫 李 学
李水雄 李志超 李秀英（女） 杨正宇
肖汉族 肖红林 吴节琼（女） 吴乐胜
邱清燕（女） 邹小丹（女） 张艺凡（女） 张仁芳
陈 竞 罗 琼（女） 罗芳初 周 农
周小玩（侗族） 周玉军 周凌锋 郑建新
孟卫东 赵丛笑（女） 胡果雄 胡锦明
钟方方 段志刚 段志斌 段林毅
段宗云 段宜虎 禹正杨 袁浩卿
徐文龙 徐志毅 凌仲秋 高银生
唐浩然 唐湫林 曹乐漫 屠玉炯
彭 杰 蒋 青 蒋政华 释大岳
谢运来 谢良琼 雷震宇 颜昭来
魏国斌 魏旋君（女）

岳阳市（58人）
丁湘平 王五星 王石虎
王安华 王瑰曙 乌 兰（女，蒙古族）
方先知 卢先明 叶 蒙
叶剑芝 付岳君 朱平波
朱德超 向伟雄 向志明
刘长春 刘尧臣 刘和生
刘思川 刘晓英（女） 刘辉平
严义华 李 勇 李 艳（女，岳阳楼区）
李 艳（女，临湘市） 李 娟（女） 李志文
李国武 李艳忠 李镇江
杨书林（女） 余 缨（女） 张云英（女）
张世愚 张雪梅（女） 周培兵（女）
郑叶新（女） 胡忠雄 俞正春
聂金华 高鸽子（女） 郭光文
黄 乐（女） 黄立伟 黄建文
彭鸽威 董敏芳（女） 蒋绮云（女）
韩永文 焦庆华（女） 曾平原
湛 灿 谭光辉 谯培武
黎定军 黎耀辉 潘梅芳
魏淑萍（女）

邵阳市（76人）
丁 晖（回族） 王向前 王邵刚（女）
王邵军 王昌义 王善平
尹双凤 尹志安 石光明
朱俞蓁（女） 朱美范 伍忠兵（女）
刘 军 刘 军（女） 刘 诚
刘长明 刘事青 刘桂芳
许 光 孙小武 孙清良
李 兰（女） 李永平 杨宗燕（女，布依族）
杨建军 杨博理（苗族） 肖 平
肖冬红（女） 肖麟麟（女） 吴爱民
余 雄 汪小鱼 张克军
张剑飞 陈 超 奉吻香（女，瑶族）
范锡清 欧阳刚 周飞鹏
周玉凡 周乐彬 周志梅（女）
周国利（苗族） 周胜强 周绪杰（苗族）
赵为济 赵红宇 赵应华
胡卫国 钟桂花（女，苗族） 侯海龙
姜友君 姚作正 贺慧平（女，苗族）
袁 玲（女） 聂楷峰 顾 斌
唐克俭 陶伟梁 黄艳娥（女）
龚文密 彭巧云（女） 彭泽愿（苗族）
敬爱民 蒋建湘 傅立先
曾东楼 曾 花（女） 谢 晖
谢毅勇 蔡建和 廖 群（女）
谭精益 熊大吉 潘明敏
魏冬云

常德市（63人）
毛先祥 毛恩友 邓丕德
左 菲（女） 龙建山 叶诚志
吕 舒 朱金平（土家族） 向 莉（女）
刘喜荣 江丽红（女） 汤光明
祁圣芳 孙艳萍（女） 李立新
李育智（土家族） 杨天生 杨新辉
何报翔 邹学校 汪志红
沈习淼 张 涛 张 敏（女，回族）
陈中亚（女，土家族） 陈东山 陈根荣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1月17日， 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后确认，由我省各市州和驻
湘人民解放军等15个选举单位选出的766名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
资格全部有效。至此，新一届省人大代表正
式产生。

未来5年，这766名省人大代表将肩负历
史使命，依法履行职权，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严格代表人选标准， 选举符
合法律规定

2017年9月，我省启动省十三届人大代
表选举工作。

据介绍，各设区的市、自治州应选省人
大代表名额， 由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各市州
的人口数， 按照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城乡
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
族、 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
分配，并由市州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驻
湘解放军代表名额则依照有关规定， 由省
人大常委会与省军区协商后决定， 并由驻
湘解放军单独进行选举。

各选举单位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
依法办事有机统一， 认真执行宪法和有关
法律规定， 严肃换届纪律， 严把代表政治
关、素质关和结构关，以铁的纪律措施确保
换届风清气正。

去年12月下旬至今年1月上旬，各市州
均相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 严格按照选
举法的要求选出了当地应选的省人大代
表。

15个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人数具体为：
长沙市74名，衡阳市74名，株洲市43名，湘潭
市35名，邵阳市76名，岳阳市58名，常德市63
名，张家界市25名，益阳市49名，郴州市52
名，永州市60名，怀化市53名，娄底市44名，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3名，驻湘解放军27
名。

经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审查， 新一届省人大代表的选举符合法律
规定，由各选举单位选出的766名代表的代
表资格全部有效。

郴州市（52人）
王 刚 王 彬 王林梦 王洪灿
尹夏生 邓友国 邓军民 邓尊利
朱天林 朱向群（瑶族） 朱阳辉 朱志平
朱承旺 伍志平 向力力 刘志仁
刘国华（女） 刘朝晖 刘慧雄 江 波
汤建所 李 云 李建军 李海波
杨红艳（女） 肖春英（女） 张 勇 张万冬
张爱国 张菊容（女） 陈火德 陈春华
陈春阳 欧爱国 欧德文 易鹏飞
岳 葵（女） 周明觉 周慧萍（女） 周德华
孟令军 黄凤兰（女） 黄四平 梁肇洪
彭丽秀（女） 彭海英（女） 曾令令 谢运良
谢建辉（女） 谭洪英（女，瑶族） 谭艳妹（女） 谭聪圣

张家界市（25人）
毛志刚（土家族） 艾可知 朱法栋（土家族）
向佐谊（土家族） 刘伟志 刘革安
许玲莉（女，土家族） 许显辉 李拥军
杨小舟 吴 菊（女，土家族） 余怀民（女）
陈化金（土家族） 陈希桥 卓大华（土家族）
罗振坤（土家族） 罗嗣清（女） 郑小胡
赵云海（土家族） 高靖生 黄关春
常智余 阙玉英（女，白族） 熊秋蓉（女，白族）
虢正贵

益阳市（49人）
马天禄 王建平（女） 邓 滢（女） 邓毅华（女）
刘 波 刘仁先 刘文春 刘令安
刘明权 刘爱萍（女） 刘乾坤 李卫冬
李跃先 李微微（女） 杨宇红 杨智勇
肖 义 肖 翔 吴小玲（女） 何俊峰
余莉芳（女） 宋 波 张剑辉 张值恒
张雪娇（女） 陈克明 陈社强 陈明亮
陈建华 罗海滨 周美云（女） 胡 丽（女）
段小霞（女） 秦秋元（女） 莫益民 夏次龙
夏建兴 徐 健 徐云波 徐跃华
黄 劲 曹 艳（女） 曹 辉（女） 隋忠诚
蒋祖烜 谢 玲（女） 詹正雄 熊艳辉（女）
瞿 海（苗族）

永州市（60人）
王少波 王石花（女，壮族） 王满元 邓国英（女）
许达哲 李 晖（女） 李 琴（女） 李天明
杨英建 杨金砖 杨春中 肖国安
吴志雄 吴秋菊（女） 何文玉（女） 张 波（女）
张四玲（女） 陈长青 陈清祥 欧 琳（女）

陈章杰 罗德军 周 欢（女）
周记超 周德睿 胡小明
胡雪梅（女，苗族） 钟力云（女） 姜胜国
敖治平 莫丽平（女） 徐 荩
高 毅 郭碧勋 资 程
黄云华（女） 黄咏梅（女） 黄维红
曹立军 龚道国 符国强
梁 仲 蒋谟金 童小娇（女）
曾培安 谢红平（女，土家族） 詹 鸣
蔡振红 蔡碧蓉（女） 廖双全
樊永伟 黎 静（土家族） 黎对贞
翦爱华（女，维吾尔族） 潘一平 魏岳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33人）
王晚连（女，土家族） 石志刚（苗族） 龙晓华（女，苗族）
叶红专（土家族） 代鹏飞（苗族） 向汉春（土家族）
刘万云（土家族） 刘冬生 刘海洋（苗族）
李汇芳（女，苗族） 李诗兴（土家族） 杨梅芳（女，苗族）
吴 穷（苗族） 吴文平（女） 邹 云
宋 奎（苗族） 张 慧（女，苗族） 张 薇（女，土家族）
张小松（土家族） 张南洋（苗族） 陈海波（土家族）
罗念生（土家族） 孟晓华（土家族） 赵海峰（土家族）
施亚雄 黄青松（土家族） 龚明汉
符鸿雁（女，苗族） 麻宜志（苗族） 彭武长（土家族）
董顺钢 傅 奎 滕久华

怀化市（53人）
丁小林 王少峰 王茂卿
王海涛（侗族） 石希欣（侗族） 龙 力（侗族）
龙 荣（女，苗族） 龙四清（女，侗族） 叶世玉（瑶族）
田 刚（侗族） 丛海蓉（女） 向 睿（女，土家族）
向安春 向秀亮（苗族） 刘低炉
刘宗林（侗族） 刘莲玉（女） 严芳艺（女）
李 红（女，苗族） 李中平 李际平
李婷香（女） 杨 婧（女，侗族） 杨迎旭
杨祖易 杨晓琴（女，苗族） 杨清桂（女，白族）
肖莉杏（女，瑶族） 吴飞驰 何丽华（女，苗族）
宋智富 张 玲（女） 张 龚
张秀乾 张海浪 张家铣（土家族）
陆志前（侗族） 陈三春 陈世建（土家族）
陈晓勇 周运平 周重颜
钟果林（女） 姚茂椿（侗族） 黄雨爱（女，苗族）
彭国甫 舒林子（侗族） 游 飞
谢先龙 蒙兰凤（女，侗族） 雷绍业
谭 平 滕绪国（苗族）

娄底市（44人）
尹华凯 甘跃华 石潇纯（女） 田福德（土家族）
兰仲章（苗族） 朱常健 刘艳开 阳吉梁（女）
李荐国 杨文莲（女） 杨懿文 肖 扬
肖志华 肖尊湖 吴 璨（女） 张会兰（女）
陈 飞 陈奉文 陈艳春（女） 范彦江
罗述勇 周钟鸣（女） 禹 勃 姜泗元（女）
贺 莉（女） 贺军民 贺隆要 袁运长
袁愈祥 黄大生 黄林桂 梅国华
曹培福 龚光辉 龚雄夫 梁石安
舒 雯（女） 曾 旭（女） 曾长青 曾永娥（女）
曾利利（女） 曾伯怡 曾海南（女） 谢志雄

解放军（27人）
马守志 王信民 邓荣珍 冯 毅
宁海勇 向富生（苗族） 全建平（土家族） 刘 波
刘立辉 刘明建 刘郑丽（女） 江 涛
安 玮（女） 李 波 李辉忠 吴广生
吴晓波 宋德瑞 张玉龙 罗春亮
翁 曦 高振海 黄跃进 盛 全
舒采富 靳 军 蔡德益

欧阳德群 易海清（女） 罗 婷（女） 金 彪
周长友 周巧云（女） 周有颖 孟德军
赵世宜（瑶族） 赵应云 赵雪旺（瑶族） 段贵建
骆辉东 秦山成 袁祁利（女） 聂鹏举
高建华 唐 何 唐冬华 唐良荣
唐荣成 唐富荣 唐德荣 黄志坚（瑶族）
黄荣玲（女，瑶族）黄爱华 龚武生 盘文军（瑶族）
盘晓红（女，瑶族）蒋芬芬（女） 蒋丽君（女，瑶族） 蒋秋桃（女）
蒋洪新 曾健青 谢卫东 谢馥莉（女）
廖家月 潘继雄 魏允武 魏和胜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共766名，分选举单位，按姓氏笔画为序）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 � � � 【人物档案】
刘准：省人大代表、衡阳县西渡镇梅花

村党总支书记、 衡阳县富农优质稻合作社
监事长。2009年，他从广东回到老家，开始
在家乡的土地上播种希望。7年多来， 他流
转土地11000多亩， 水稻播种面积累计达
5.32万亩， 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87万吨。今
年，刘准再次当选为新一届省人大代表。

【履职故事】
� “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现在中央正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我准备再扩大
优质稻生产规模， 让更多的村民加入合作
社。”1月15日， 接受记者采访的刘准谈起
自己的田园创业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刘准曾是一名跳出“农门”的商人，凭
着聪明的头脑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成为在
沿海淘金的佼佼者。2009年， 他带着积攒
下来的百万资金，回到家乡种田。度过了困
难期后， 如今的他已成为了当地的种粮大
户、乡亲们眼中的带头能人。

作为一名省人大代表， 刘准心中一直
有个“梦想”，那就是带领乡亲共同致富。针
对农村当前发展现状， 他利用空余时间进
村入户，深入调研，先后撰写提出了“加大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的力度”“引导农民
有序建房，适度集中居住”等6个建议。他提
出的“继续加大对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种
粮大户的补贴力度”“拆除农村空心房，建
设美丽新农村”等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转
化成了惠农政策并实施。

在刘准的示范带头和帮助下，如今，他
的富农优质稻种植合作社和农机合作社，
已培育5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3户，200亩
以上的大户7户，100亩以上的大户16户。

766名新一届省人大代表产生 刘准代表：梦想放飞在田野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 � � � 【人物档案】
胡彬彬：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中国村

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胡彬彬致力
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挖掘与保护，足迹遍
及湖南2000多个和全国4000多个村落 。今
年，胡彬彬再次当选为新一届省政协委员。

� � � � 【履职故事】
年近60的胡彬彬一如既往地忙碌，头

一晚加班到凌晨4点，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

擞出现在会场。
被称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的拓

荒者”和“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第一人”的胡
彬彬笑称，自己的宿命“可能就是保护传统
古村落”。

为古村落鼓与呼多年， 有两件事令胡
彬彬倍感振奋。一是去年12月，他牵头主持
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调查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
部关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存与保护状况
的蓝皮书， 将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
振兴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二是社会各界对
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大为增强。2016年，胡彬
彬和同事们在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发现一处
大型古代建筑壁画，“当地村民知道这些宝
贝的价值后，自发自愿地进行保护，这就是
文化红利带来的文化自觉。”

长期在乡村田野奔波， 胡彬彬了解民生
艰苦。 他与20多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
《将“无户籍儿童”贫困家庭纳入兜底扶贫对
象》，有力推动了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再次当选省政协委员，胡彬彬坦言责任
重大，“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初心和使命。”

胡彬彬委员：古村落研究拓荒者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代表委员履职风采

� � � �刘准代表 通讯员 摄

� � � �胡彬彬委员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基层代表数量增加， 工人、
农民 、 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
有所提高

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
重要体现。

2017年9月， 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
定，要求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
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
例要比上届有所提高。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统计分析， 各选举单位选出的766名代表具有
广泛性和代表性， 各方面都有适当的比例，结
构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其中，工人代表
39名，占代表总数的5.04%；农民代表118名，占
代表总数的15.25%；专业技术人员代表131名，
占代表总数的16.93%。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
员代表的比例，均比十二届有所提高。

同时，党政领导干部代表240名，占代表总
数31.01%；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代表119名，占代
表总数的15.37%。这一构成符合中央和省委关
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
降低”“对企业负责人担任代表，要统筹兼顾，
防止比例过高”的要求。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代表资格
审查报告时认为，基层代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
历，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紧密，对改革发展、改善
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有着最直接、最真
实的体会和感受。基层代表数量的增加，必将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力推动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解决。

� � � �妇女、少数民族等代表比例提
高，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民
族平等”原则

按照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和省
委有关文件要求， 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妇女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提高，少数
民族代表和归侨、 侨眷代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予以保证， 党外代表人士应当有适当
比例。

此次选出的766名省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
代表有98名，占代表总数的12.66%；妇女代表
207名，占代表总数的26.74%。此外，党外代表
人士代表84名，占代表总数的10.85%；归侨侨
眷代表13名，占代表总数的1.68%；解放军和武
警代表30名，占代表总数的3.88%。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指出，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的构成，体现了“人人平等、地
区平等、民族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基本原则，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推进的生动写
照。比如妇女代表比例的提高，充分显示了妇女
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 参政议政的政治权利得
到有效保障。只有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才能
凝聚广大人民的智慧， 勠力同心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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