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或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任晓山 男 汉族 湖南岳阳 1968.02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新湘评论杂志社社长、 总编辑
高 鑫 男 汉族 湖南益阳 1968.10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 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政协研究室主任、 机关党组成员
杨通远 男 侗族 湖南通道 1972.10 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 经济师 中共党员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调研一处处长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戴志光 男 汉族 湖南湘阴 1964.10 中央党校 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中共党员 省委总值班室主任 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党组成员
刘武聪 男 汉族 湖南邵阳 1966.01 研究生 法学硕士 中教二级 中共党员 省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党组成员
石峰岗 男 汉族 湖南新邵 1968.06 在职研究生 哲学博士 中共党员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省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驻广州、 深圳、 海南办事处联合党组成员
李国强 男 汉族 湖南津市 1963.05 大学 工学学士 采矿工程师 中共党员 省交通运输工会副主任 省交通运输工会主任
张 纯 女 汉族 湖南安乡 1969.01 大学 文学硕士 中共党员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化交流处处长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
肖小芹 男 汉族 湖南宁乡 1963.05 研究生 医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湖南中医药大学 （省中医药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 湖南中医药大学 （省中医药研究院） 校 （院） 长
陈岳堂 男 汉族 湖南宁乡 1963.09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委员、 副校长 湖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易 兵 男 汉族 湖南湘乡 1970.01 在职研究生 理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湖南工程学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湖南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
高协平 男 汉族 湖南桃江 1964.06 研究生 理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 湘南学院党委书记
谢景峰 男 汉族 湖南邵东 1963.09 大学 经济学学士 中共党员 邵阳市财政局局长、 党组书记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曹才力 男 汉族 湖南新宁 1962.11 大学 高级讲师 中共党员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徐厌平 男 汉族 湖南汨罗 1975.11 在职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讲师 中共党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院长
杨洪峰 男 汉族 湖南华容 1971.01 大学 工学学士 中共党员 衡南县委书记 提名为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毛先林 男 汉族 湖南澧县 1962.01 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 湘潭市政协秘书长、 党组成员， 市政协办公室主任、 党组书记 提名为湘潭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曾鼎新 男 汉族 湖南祁阳 1967.12 大学 法律硕士 中共党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提名为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邹如龙 男 汉族 湖南桃源 1964.10 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 澧县县委书记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刘卫兵 男 土家族 湖南慈利 1970.03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桑植县委书记 提名为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欧阳德群 男 汉族 湖南宁远 1964.03 在职研究生 临床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农工党党员 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农工党永州市委副主委 提名为永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韩晓波 女 汉族 河南西峡 1978.08 在职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 九三学社社员 九三学社怀化市委主委， 市统计局局长 提名为怀化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肖莉杏 女 瑶族 湖南洞口 1967.11 在职大学 审计师 民建会员 民建怀化市委主委， 市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提名为怀化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郭细军 男 汉族 湖南涟源 1965.03 大学 医学学士 主任医师 农工党党员 农工党娄底市委主委，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提名为娄底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罗筱玲 女 汉族 湖南浏阳 1965.12 大学 法律硕士 三级高级法官 中共党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提名为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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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最新
发布的湖南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11月
全省新增贷款4346.5亿元， 同比多增41.0
亿元，其中，11月全省新增贷款294.4亿元，
同比多增62.7亿元。11月末，全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36205.2亿元，同比
增长13.7%。

分期限看，短期贷款当月同比少增。11
月末，全省短期贷款余额7957.7亿元，同比
增长11.3%，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
分点， 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1-11月新
增802.2亿元，同比多增184.7亿元。11月份
新增34.0亿元，同比少增30.6亿元。

票据融资同比多增。1-11月全省票据
融资新增236.5亿元，同比多增838.2亿元，
其中，11月份新增45.9亿元，同比多增47.7
亿元。 中长期贷款当月同比多增。11月末，
全省中长期贷款余额27159.8亿元，同比增
长13.6%。11月份新增213.3亿元，同比多增
41.7亿元。

分主体看， 住户贷款同比多增。1-11
月新增2049.8亿元， 同比多增368.0亿元。
11月份新增192.2亿元， 同比多增20.9亿
元，其中，个人消费贷款新增137.7亿元。11
月末全省住户贷款余额12951.0亿元，同比
增长19.9%， 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
分点，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刘勇 ）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北宋大文豪苏
东坡的这句名言， 尽显竹子在老百姓生活
中的重要性。

千年后的湖南，全省竹林面积已发展到
1639万亩，位居全国第二。记者今天从省林
业局获悉，我省谋划，力争在2022年实现竹
资源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000亿元， 让更多
农民靠竹致富、更多消费者“居必有竹”。

竹子生长快、用途广，资源再生性强，
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2017年， 湖南
竹产业生产产值110亿元， 加工转化率
60%，加工销售收入280亿元，全产业链产
值346亿元。 全省现有4000余家竹加工企
业，加工产品有竹胶合板、竹凉席、竹笋等
20个大类，其中竹保健凉席全国市场占有

率约为45%。
为在2020年实现全产业链产值570亿

元、 在2022年实现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000
亿元的目标，我省将围绕竹笋精加工、竹材
人造板、竹家具、竹工艺品、竹材废弃物综合
利用，培育100家加工龙头企业；扶持10个
竹林面积40万亩以上的竹产业重点县；打造
湘中、湘北、湘南、湘东北、湘西南5个竹产业
集群；建好桃江县、绥宁县、临湘市3大竹加
工产业带；建成以耒阳蔡伦竹海、桃花江竹
海为示范的一批竹林休闲旅游基地。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具体来说，
我省将在增强原料供给、 突出园区建设、加
强企业培育、打造特色品牌、强化科技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 强化保障措施等方面着力，
促进湖南由竹资源大省升级为竹产业强省。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记者 李治）今天公
布的全国《2018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
价报告》中，“中西部第一县”长沙县保持高位
进位势头， 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排名全
国第5名，连续5年稳居中西部首位。长沙市还
有浏阳和宁乡同时进入全国前30强， 分别排
名第13、23位。

《2018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
告》由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专业研究机构、
社会智库中郡研究所完成并发布。去年，长沙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收入增长率、投资增
长率、 财政增长率等6项指标排名全国第一。今

年在投资增长率（A++）、 县域相对民富指数
(A+)、经济增长率（A）、居民收入增长率（A）、消
费增长率（A）、相对天蓝指数（A）等方面领先。

2016年秋天，长沙县确立“强南富北、民
生立县、挺进五强”的5年发展主线。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县区一体，深入推
进“二次创业”，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实现经济总量、 发展质量、 人均均量三量齐
升。不到3年时间，“五强”梦圆。

比较分析显示，长沙县财政收入优势明显，
活力指数总体领先， 质量指数表现优异。 2017
年安排政府投资项目463个， 完成投资134.4亿

元，为年度计划的100.7%，铺排市级重大在建项
目172个， 总投资1107亿元。 引进重大项目70
个，实际到位外资7.6亿美元。实现规模工业企业
利税总额达203.8亿元，增长97.8%。汽车整车产
能超100万辆，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1000亿元。当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1%，旅游
人次突破1000万，收入突破100亿元。

今年前10个月， 长沙县规模工业产值同
比增长1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3%；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9%； 全县实现财政总
收入269.6亿元，增长15.3%；全县（含经开区）
完成进出口额54.51亿美元，同比增长62.3%。

《2018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监测评价报告》公布

长沙县挺进全国5强
湖南竹产业谋划千亿大计
全省竹林面积达1639万亩， 力争在2022年实现

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000亿元

前11月湖南新增贷款4346.5亿元
11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36205.2亿元，同比增长13.7%

湘绣研学
传承非遗技艺

12月16日，学生在体验
湘绣技艺。当天，近百名中学
生来到长沙雨花非遗馆湖南
省湘绣研究所展览馆， 聆听
湘绣故事、欣赏湘绣作品、体
验湘绣技艺， 享受了一次精
彩的湘绣研学之旅。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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