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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
于开展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中组发〔2019〕4号），在自下而上层层推荐、逐
级审核把关的基础上， 经深入考察并征求有关
部门意见， 确定7名同志和3个集体为第九届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 拟正式推荐对象（名单附后）。为充分发扬

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推荐对象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19年5月16日至22日（5个工作日）。
如对推荐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
邮件、 信函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三处反
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须客观
真实， 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
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
提供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核实。

电 话：0731-82219372
� � � �传 真：0731-82219150
� � � �电子邮箱：hnswzzbgwysc@163.com
� � � �通信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1号省委
三办公楼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5月16日

关于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拟正式推荐对象的公示

序号 集体名称 级别

1 韶山市公安局韶山冲派出所 科级及以下

2 中共宁远县委组织部 科级及以下

3 桃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科级及以下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拟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
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王昆 田莉）“对扶贫
项目申报审核流于形式、把关不严，导致扶贫
资金被违规套取；对扶贫工程建设监管不力、
竣工验收走过场。6名干部被追责问责……”
日前，隆回县纪委监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典型案件进行了集
中通报。

其中， 三阁司镇水务站在葫芦冲村安全
饮水工程实施过程中， 未指派专门人员对工
程施工进行技术指导、 监管； 主体工程完工
后，验收过程流于形式，未对高位水池漏水等
质量问题进行仔细核查， 导致工程因严重质

量问题无法投入使用。 三阁司镇水务站站长
丁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对扶贫工作中这样的‘走过场’‘做虚
功’‘假把式’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我们
始终从严监督执纪问责， 以严实作风推进脱
贫攻坚。” 隆回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该县完善监督网格，抓实日常监督，全县25个
乡镇（街道）纪委（纪工委）、572个村级纪检委
员对乡镇（街道）、村（居）的扶贫工作进行横向
监督，14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对19个行业扶贫
单位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纵向监督。同时，县
纪委监委成立专项暗访组，采取“四不两直”
的方式沉下去监督，田间地头调查、农户家中

走访，广泛摸排线索。充分利用“互联网+监
督”平台的数据比对、网上举报等功能，拓宽
问题线索收集渠道。 与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及
组织、审计等部门建立问题收集、信息共享、
处置通报等7项联动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今
年来，该县共发现和查处扶贫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85个，追责问责35人。

针对查处的案件， 隆回县纪委监委实行
“一案一总结”、典型案件“集中通报”、系统性
问题“一类一剖析”，坚持用身边案、最近案、典
型案警示党员干部。 截至目前， 该县已运用
109件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1000余场次，6万余人次党员干部受到教育。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五一’过后，还没有接到填表、报材料的
任务通知。”今天，怀化市会同县高椅乡岭
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丁尧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 特别是省扶贫办从严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之后， 基层负担大大减轻，
用来帮扶村民发展的时间比去年大幅增
加。

省扶贫系统出实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更重在实效。5月8日，省扶贫办制定出台
了《关于解决扶贫领域形式主义突出问题切

实为基层减负的规定》（简称《规定》），从减少
填表报数、精简发文数量、减少会议频次、规
范材料报送、优化考核评估、统筹督查检查、
加强调查研究、 强化资金监管、 夯实精准基
础、 严控庆典活动等10个方面作出严格规
定，为基层减负。

“从整治‘文山会海’入手，向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开刀’。”省扶贫办副主任黎仁寅说，
今年以来，省扶贫办通过简文、减会为基层减
负。如4月29日，省扶贫办组织召开全省扶贫
办主任会议和扶贫系统党风廉政建设暨反腐

败工作会议、依法行政工作会，在保证会议质
量的前提下，将3个会议合并成1个会议，以往
需要1天的会期压缩到半天，实现了“讲短话、
开短会”的目标。

“迎接督查考核的压力减轻。”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办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去
年，为提高脱贫质量，自治州几乎每月都要迎
接各级开展的督查考核。今年的《规定》出台
后， 相关部门取消了原定于五月份开展的两
项督查工作， 让基层工作人员腾出更多时间
帮扶村民发展。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敬东 罗申）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
厅获悉， 该厅日前正式发布了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2018年度报告。 截至2018年底，正
在运行的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共272家，比
2017年底增加了44家。其中，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18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48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6家。

重点实验室是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也是基础研究的重要阵地。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底，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分布在9个
学科领域，其中健康科学、材料科学和信息
科学三个领域分布居前三位， 占比超过一
半。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共拥有高层次创新
人才639人，其中两院院士46人，长江学者

60人。长株潭三市拥有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234家，占比近9成。

该报告发布了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
2018年的总体运行状况，涉及承担科研任
务、科研产出、学术交流与开放共享、公众
开放等方面内容。报告显示，2018年，湖南
省重点实验室主持和承担各类在研课题
6178项， 获得研究经费287558.96万元，其
中国家级课题占3成；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258项，其中国家级奖励12项；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3684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
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2079篇； 共组织参
观、学生实践、科普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公众
开放活动21311次， 开放对象主要为学生
和普通公民，共68333人次。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敬东 罗申）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
厅获悉， 该厅日前正式发布了湖南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018年度报告。截至2018年
底， 正在运行的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达到356家，比上年底增加了61家。其中，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342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省创新体系的
组成部分。报告显示，这些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分布于我省农林、电子信息、新材料、生
物医药、先进制造和资源环境等技术领域，
对我省的支柱产业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
展起到有力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其中，先进

装备制造技术领域最多，有87家。
报告发布了356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2018年的发展状况，包括布局、人员结
构、资产来源与资产拥有、科技成果与转化
推广、研发情况、研发条件能力、经济效益
情况、开放服务和合作交流等方面内容。报
告显示， 湖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
2853项科技成果，其中自主创新成果2830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175项，其中
国家奖8项；申请发明专利4982项，授予发
明专利2247项； 转化科技成果4711项，其
中以技术服务方式转化4375项；对外开放
实验室（试验室）596个，开放设备7010台
（套），开放生产线302条。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刘立平）5月15日，全国妇联“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启动部署暨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
庭揭晓会在北京举行，999户家庭获全国最
美家庭荣誉，我省30户家庭名列其中。

今年2月以来，省妇联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中国妇女十二大确立的目标任务，
在全省深入开展“美家美妇”行动，涌现出一

大批“家庭和、家风正、家教好”的最美家庭典
型。

我省30户获得全国最美荣誉的家庭中，
有献身乡村教育事业35年、 先后培养5名博
士和14位硕士的李学树家庭；有热心公益事
业， 带动一批顶尖文化名人关注中国文化、
湖湘文化，在偏远乡镇开展上百场“家庭教
育巡回公益讲座”的夏鹏程家庭；有创办毛
家饭店， 几十年来带领家人传承红色文化、

拥军爱国、扶贫济困、无私奉献的汤瑞仁家庭；
有将绿色环保作为生活享受、使命召唤，在点
点滴滴中践行推广的芦岳军家庭；有传承“诚
信、关爱、勤俭、奉献、知足”十字家训，在北京
获得世界家风大会推介并获得优秀家风故事
奖的唐白良家庭等等。他们从科学教子、绿色
环保、移风易俗、热心公益、孝老爱亲等不同方
面脱颖而出，集中展现了三湘千万家庭崇德向
善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省妇联大力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大
力提倡以好家教涵养好家风， 全省先后涌现各
级各类“最美家庭”5万多户、省级最美家庭396
户、全国最美家庭121户、全国五好家庭58户。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5月15日， 距第七届矿博
会开幕还有两天， 记者在郴州国际会展中
心看到，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进行。

这届矿博会为期5天， 延续上一届精
彩，并推陈出新，活动内容丰富。馆内用巨
大的“铋”晶体作主展品，“银”元素是郴州
代表性产业，将登上主场秀。郴州本土从未
面世的冰州石、大型石榴石、巨型萤石等世
界级精品， 以及一大批国际顶级矿物宝石

藏品将现身展会， 其中包括世界上已发现
的最大橄榄陨铁(700公斤单体)、最大的自
然金(重达90多公斤)。

同时， 将展示中国探月和深空探测巨
大成就相关系列陨石，包括月球陨石、火星
陨石、月球角砾岩等。还将举行第二届参展
商及藏家矿晶评选活动， 展商们将拿出自
己的精品让观众一饱眼福。目前，第二届矿
晶摄影大赛———手机微拍赛征稿， 正在激
烈进行。

减少填表报数、精简发文数量、减少会议频次等

省扶贫系统
10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隆回县以严实作风推进脱贫攻坚
今年来查处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85个，追责问责35人

党员服务
到基层
5月14日， 宁远县舜陵

街道麻池塘村， 党员服务队
队员在帮助涉农企业检修用
电设备。近段时间，宁远县组
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基层一
线、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解决
农业生产难题。

李萍 欧阳飞勇 摄影报道

湖南省重点实验室达到272家

我省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

全国最美家庭在京揭晓
我省30户家庭获评

第七届矿博会大有看头
一大批国际顶级矿物宝石藏品将现身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在脱贫攻坚战中， 各部门之间相互推
诿“踢皮球”现象屡见不鲜。永顺县一实一
虚，两大招数破解了这个难题。

永顺县灵溪镇东鲁村的田召梅年逾古
稀， 家中无房且两个孩子在交通事故中去
世，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今
年4月，她家被列入危房改造计划，可在准
备建房时遇到了烦恼： 她的宅基地离高速
公路连接线不远，但没有预留便道，修房的
泥土无法运出，建材也无法运进。

而高速公路连接线虽已完工， 但尚未
验收。她找到村里，村里请她找规划部门，
规划部门请她去找新城指挥部， 新城指挥
部又请她找村里……

“五一”过后，田召梅跑了几天时间，没
跑出结果。此时，她想到了县脱贫攻坚战指
挥部集中办事区。5月8日，永顺县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集中办事区主任瞿文娇接待了田
召梅， 并安排工作人员立即随田召梅到现
场调查。

5月9日， 瞿文娇组织新城指挥部、规
划部门、 灵溪镇及东鲁村相关人员现场办
公， 解决了建房需建便道的问题。“今天我
接到集中办事区电话， 可以开工了。”5月
10日，田召梅高兴地告诉记者。

2018年8月， 永顺县脱贫攻坚战指挥
部成立集中办事区，扶贫、教体、卫计、住
建、民政、发改、农业、人社、交通、水利、经
信、林业、信访等与脱贫攻坚相关的职能部
门，派驻干部进驻集中办事区。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群众来县里办理扶贫事项， 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而对脱贫攻坚热点、难
点问题和相关代办事项实行一站式收集办
理，限时办结。

凡是集中办事区交办的问题， 不能只

回复一个“收到”了事。集中办事区严格实
行集中受理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
交办督办制， 从制度层面保障让所反映的
问题与代办事项件件能及时得到响应，真
正落实解决。

“我们实行全程代办与现场解决相结
合，能当即办理的当即办理、答复；不能当
即办理的，马上启动协调议事机制，半天内
答复，最迟不能超过一天。在办结过程中，
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允许出现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5月13日上午，永顺县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集中办事区主任瞿文姣告诉记者。

集中办事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空
间，专门攻克脱贫攻坚领域“办事难”的问
题。同时，永顺县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还建立
了“扶贫办事微信群”，基层扶贫干部通过
这个虚拟空间， 也可以得到与物理空间同
样的服务。

集中办事区、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政
务中心、村便民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各作
战队队长和代办员都是“扶贫办事微信群”
成员，建立起“互联网+”办事机制。记者注
意到，这个微信群有487名成员，其中包括
分管扶贫工作的县级领导。

年龄大的同志普遍愿意到县脱贫攻坚
战指挥部集中办事区来反映工作， 而很多
年轻的扶贫干部则更加喜欢用微信反映情
况、协调工作。

“目前，反映和处理问题的流程和机
制已经比较成熟， 我们工作的侧重点除
了及时处理问题， 还开展一些大数据分
析工作。根据问题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
看到哪些问题最普遍、 涉及的哪些部门
最多， 集中办事区会把分析结果提交给
县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参考。”瞿文姣告诉
记者， 集中办事区已经逐步有了参谋部
的作用。

永顺集中办事区为脱贫攻坚办实事———

线上线下齐发力

记者在扶贫一线

5月 14日，
永顺县脱贫攻
坚战指挥部集
中办事区，群众
在办理事务。
朱玉文 罗奋飞

摄影报道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拟正式推荐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于 勇 男 1982年7月 汉族 中共党员
长沙市公安局

特巡警支队作战训练大队副大队长

2 杨希勇 男 1968年4月 汉族 群众 常德市信访局接访一科科长

3 余元君 男 1972年9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

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总工程师

4 邓建军 男 1980年1月 苗族 中共党员 泸溪县武溪镇党委书记

5 杨 军 男 1974年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茶陵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

6 匡 兵 男 1988年5月 汉族 中共党员 耒阳市公安局水东江派出所副所长

7 聂建刚 男 1978年11月 汉族 中共党员 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主任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