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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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越高 男 汉族
湖南
长沙

1965.07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党员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公务员局局长（兼）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陈 晖 男 汉族
湖南
隆回

1968.03 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协调处处长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肖华林 男 汉族
湖南
湘乡

1963.12 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
省纪委省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

正处长级副主任
省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书记

徐永健 女 汉族
江苏
苏州

1972.09 研究生 理学博士 中共党员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邓 斌 女 汉族
湖南
双峰

1977.05 大学
经济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

中共党员 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处长 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杨诗君 男 汉族
湖南
岳阳

1968.04 大学
工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省水利厅人事处处长 省水利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徐 蓉 女 汉族
湖南
华容

1973.04 大学
文学学士
高级编辑

中共党员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副总编辑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黄 芳 女 汉族
湖南

冷水江
1972.03 研究生

历史学博士
副教授

中共党员
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兼）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刘起军 男 汉族
湖南
祁东

1971.06
在职

研究生
法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陈建军 男 汉族
江西
丰城

1975.05 研究生 理学博士 中共党员 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处处长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王绍华 男 汉族
湖南
桃源

1962.10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 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彭平安 男 苗族
湖南
靖州

1964.08 大学 历史学学士 中共党员 怀化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何子明 男 汉族
湖南
道县

1963.04
在职

研究生
管理学博士

研究员
中共党员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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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
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网
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
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内容尽量
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索。 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
诬告。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9年6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一号省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 � �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6月23日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中海 田晨

“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处事不循庸俗之
情。 ”6月21日，全省第22期新任副厅级领导干
部廉政教育培训班顺利结业， 湘中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谢景峰谈起学习感
受，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6月17日至21日，受省委委托，省纪委省
监委在这次培训班上接连敲响“廉政四钟”，
让全省71名厅干学员接受了一场直击心灵的
提醒。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把好用权“方向盘”，
系好廉洁“安全带”，修炼好政德“基本功”，自
觉践行初心使命。

“第一钟”：一堂课上悟政德
“大量事实表明，一些领导干部栽跟头，

往往不是栽在才干上，而是栽在德行上；往往
不是栽在做事上，而是栽在做人上；往往不是
栽在勤政上，而是栽在廉政上……”

6月17日上午，开班第一课就围绕“加强政
德修养，过好廉政关口”展开。 省纪委常务副书
记、省监委副主任李宗文引经据典，生动阐述了
修炼好共产党人政德“基本功”的重要性。

“‘人无德不立’‘德不孤，必有邻’，都说
明道德之于人的重要。 ”省委政法委委员黄道
安认为， 新时代领导干部更需要加强政德修
养，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上下真功夫、
苦功夫。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夏晓鸥告诉记
者，作为公安民警的一员，自己将坚守初心不
忘本，践行使命不懈怠，严守底线不妄为，自
觉不踩党纪国法红线。

“坚持善小常为、恶小不为，从点滴做起，
从小事做起。 ”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桑植县

委书记刘卫兵表示，领导干部提升政德修养，
应把初心使命深深植入思想和日常行为中，
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保持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

“第二钟”：一部短片触灵魂
“我在工作中从未被困难和挑战打败，但

最终却被自己的贪欲击倒。 ”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人生没有后悔药可吃。 ”
6月17日晚，警示教育片《忠诚与背叛》在

班上开播，当周国利、王华平、陈三新、赵文
彬、谢立、谭润洪等熟悉面孔在视线前一一扫
过，全场鸦雀无声。

“我深深感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是
多么必要、多么及时。 纵观落马贪官的沦陷历
程，虽从政生涯不同，犯罪情节各异，但无一例
外都是背离党性初心， 值得我们深刻吸取教
训。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刘武聪感慨。

“一场触及灵魂的洗礼！ ”湖南轨道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马捷
告诉记者，片中的主角都曾身居高位，最终却
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应当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始终保持自重、自
律、自省。

“第三钟”：一次参观明初心
随着弧幕开启，从惩治腐败的第一枪、新

中国成立前夕的“六项规定”到新中国反腐败
第一案， 再到“中央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
党”“监察体制改革”等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大
家跟着解说员走近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
程，感受初心璀璨、正风反腐的波澜壮阔。

这是6月18日，学员们参观长沙市廉政教
育基地的场景。

“我看到了赖小民案件，触动很深。 ”参观
中，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胡茹琰告诉记者，每位金融工作者，特别
是身居高位的金融高管们， 必须牢记公权为
民，成为能让国家和人民放心、严守金融风险
底线的“看门人”和“守夜人”。

“从‘大老虎’到‘小苍蝇’，情节触目惊
心，何等利令智昏、胆大妄为。 ”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曾鼎新坦言， 党和国家培养一个
领导干部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可这些人既没
有感恩之心，也没有珍惜之意，最终站到了人
民的对立面，“党员领导干部应好好算算这本
账，牢记初心使命，廉洁奉公，报效国家。 ”

“第四钟”：一次测试促“赶考”
6月19日下午，一场关于党章党规的闭卷

考试在培训班里进行。 安静的教室里，只有笔
尖触碰纸张的“沙沙”声。

“一些人总以工作忙推脱系统学习，总以
会议代替学习，对理论知识缺乏熟读精学。 实
行闭卷考试，正是促使大家熟记于心，增强政
治理论功底。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
委书记朱明如是说。

“设考是帮助我们‘赶考’，我们每天都在
‘赶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党组
书记、代理检察长谈固告诉记者，必须对照新
时代好干部标准，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不管职务如何变动，初心始终不能改。 ”
永州市副市长、宁远县委书记刘卫华组织、参
与了宁远县脱贫摘帽全过程， 他表示， 作为

“一线总指挥”，要保持“赶考”的心态、状态、
姿态， 以钉钉子精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
人民检验的实绩。

�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黄利飞）
6月22日湘股高斯贝尔发布公告， 称公司
负责的电子电路用高频微波、 高密度封装
覆铜板、 极薄铜箔实施方案通过工信部验
收。 这标志着我国高端电子覆铜板成功实
现国产化， 打破了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
在这一领域的垄断。

工信部验收专家组意见显示， 该项目
达到了规定的技术考核指标， 项目生产的
电子电路用高频微波、 高密度封装覆铜板
已得到市场认可，用户使用反映良好，可以
替代进口。

市场人士分析，电子电路用高频微波、

高密度封装覆铜板可应用卫星通信、 移动
通信、滤波器、高频头、基站天线、电子导
航、雷达系统、遥控遥感控制、导弹导航等
行业；特别是随着5G商用与汽车毫米波雷
达的普及，国内高频覆铜板市场需求量大，
国产替代空间潜力也大。

高斯贝尔于2008年开始投资研制高
频微波覆铜板。 目前年产能可以达到150
万平方米， 相关产品通过多家通讯公司的
验证。 高斯贝尔还建成了湖南省微波电子
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发了高频高速
板材，可配套解决5G高频微波覆铜板的多
层压合材料。

�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6月22日， 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整改推进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谢建辉出席。

国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警示
片》中涉及我省的突出问题共18个。 目前，
有5个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6个问题可于
年底前完成整改，7个问题正加快整改。

谢建辉指出， 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整改，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要
求的具体实践， 是贯彻国家长江办部署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精神的具体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提高政治
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以不能等、不能软、不能推、不能虚的担当
精神推进整改工作。

谢建辉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敢于担
当负责，以18个突出问题为重点，以钉钉子
的精神确保整改取得新成效。要对照标准、
细化措施、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举一反三
抓整改，做到专班抓、务实抓、结合抓、科学
抓、交叉抓。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督
促检查、统筹协调，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改提供坚强保障。

� � � � 湖南日报6月23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卢敏 彭吉露）今天，省禁毒委员会
在长沙滨江文化园隆重举行2019年湖南
省“十佳缉毒民警”“十佳禁毒志愿者”颁奖
礼暨首届湖南禁毒主题论坛，副省长、省禁
毒委主任许显辉出席活动并致辞。

此次禁毒主题论坛以“应对合成毒品、新
精神活性物质挑战”为主题，国家禁毒办高级
工程师徐鹏等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了主
题演讲。论坛主会场外，大型百米长卷分别以
“使命的召唤”“奋进的征程”“英雄的足迹”“人

民的力量”为主题，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全省禁毒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许显辉指出，历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
和社会各界响应党中央“厉行禁毒”的号召
和主张， 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
“以禁毒为己任”， 持续深入开展禁毒人民
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他强调，新时代
禁毒斗争的“新长征”才刚刚开启，减少毒
品危害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我们要铭记
历史、不忘初心，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夺取
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不动摇，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
网。”十九大报告为新时期加强巡察工作指明
了方向。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打通全面从
严治党“最后一公里”，株洲市委决心如磐。

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推行市县巡察
一体化和异地交叉巡察以来， 株洲市县两
级共开展7轮对621个党组织的巡察，并通
过“巡镇延村”对全市1092个村（居）完成
延伸巡察，取得良好成效。

强化领导磨利剑，市县巡察
一体化

“市区环卫车辆存在无牌无证、非法
改装、交通违章违法行为频发、车容车貌
差……巡察下沉一级，发现这类问题在各
县市区也普遍存在， 且群众对此怨声载
道。 ”6月21日，株洲市委巡察办负责人谈
起在第四轮巡察中的细节时说， 如果不是
开展“一体巡察”，这些问题无法彻底发现。

在这次巡察中， 株洲市委启动市县巡
察联动，由10个县市区各派出一支专项巡
察组，对全市城管系统开展巡察。 随后，一
场直插基层的市县一体巡察就此展开。

巡察发现， 全市环卫车辆存在部分无
牌无证、部分非法改装、部分牌照造假、部
分逾期未年检等问题。 针对巡察发现的问
题， 该市城管系统大力开展违法违规环卫
车辆整治行动，取得明显效果。

在市县一体巡察中， 该市建立市委统
揽全局总体抓、 纪委和组织部协调指导牵
头抓、巡察机构组织实施具体抓、有关部门
各司其职配合抓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先后出台10余项制度， 推动一体发现问
题、一体分析研判、一体集中反馈、一体推
动整改、一体解决问题。

创新方法巧挥剑，精准出手
击要害

“前年11月6日，在茶陵县下东街道办
事处， 当来自株洲市天元区委的巡察组长
沈铁波和几位村民‘密谈’时，在10公里之
外的枣市镇， 来自醴陵市委的巡察组长欧
阳向辉和两位同事正挨家挨户调查情况。”
说起这个“交叉巡察”细节，株洲市委巡察
办负责人记忆犹新。

为破解“熟人社会”难题，株洲市委在

推进市县一体巡察的基础上，于2017年10
月在县市区创新开展异地交叉巡察， 减少
人情干扰，确保巡察质量。

“说情电话和熟人‘探班’明显减少了，可
以放开手脚大胆开展工作了。”实施异地交叉
巡察后， 株洲市各巡察组受理信访举报数比
以往增加了8.4倍，发现线索数增加了2.1倍。

同时， 株洲市积极探索实行“上下联
动”工作机制，即市、县两级同时选择1至2
个同一系统或同一性质的单位对口开展巡
察，通过“解剖麻雀”，力求对一个系统的情
况了然于胸。

“在市委统筹安排的上下对口交叉巡
察中， 我们选取商粮系统作为被巡察党组
织开展巡察， 发现全市商粮系统普遍存在
截留或挪用农贸市场改造专项资金的问
题。 ”株洲市委巡察办负责人介绍，巡察组
立即将问题线索移交至纪检监察机关调查
处理，并督促整改到位。

聚焦问题敢亮剑，震慑生威
斩“毒瘤”

“攸县新市镇排楼村党总支书记刘亦江
违规为9户家庭申报低保， 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株洲县龙门镇敬老院院长曾元满违规套
取8640元五保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类在巡察过程中当场指出问题、要
求立即整改问题、 及时处置问题线索的情
况，在株洲已成常态。

“督促被巡察单位巡前即知即改、巡中
立行立改、巡后全面整改，必要时开展‘回
头看’，做到不解决问题不撒手。”株洲市委
巡察办主要负责人说，巡察就要敢于亮剑，

“巡”出声威、“察”出问题、“改”出实效。
部署开展市县一体巡察以来， 株洲市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整改问题
贯穿巡察全过程，避免“一巡了之”，力促巡
察成果运用最大化。同时，着力构建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巡察监督和派驻监督“四个
监督”一体推进的监督工作格局。

截至今年4月，株洲市县两级共开展7轮
巡察，发现并移交问题线索1909件，立案527
人，组织处理855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

根据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 该市严肃
查处了违纪违规的市园林绿化局前后两任
局长张正佳和彭岚、 市人民医院原院长周
常奇、市九方中学原副校长周亚娟、市教育
局原主任督学夏立威等人， 有效发挥了巡
察的震慑、遏制、治本功能。

敲响“廉政四钟” 警醒新任厅干

高端电子覆铜板实现国产化
高斯贝尔相关产品打破欧美垄断， 可用于卫星

通信、雷达系统、遥控遥感等行业

� � � �谢建辉在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推进会上强调

以不能等不能软不能推不能虚的
担当精神抓整改

许显辉在首届湖南禁毒主题论坛上强调

夺取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让巡察的“探照灯”照得更准
———株洲市探索市县一体巡察和异地交叉巡察

� � � � 6月23日，湖南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潇湘爱乐交响
乐团在演奏乐曲 《红旗
颂》。 当晚，“建功大科城
放歌新时代” 湖南师范大
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型交响音乐会在长沙音
乐厅举行，《梁祝》《洞庭鱼
米乡》《歌唱祖国》《在那遥
远的地方》 等经典曲目的
演绎， 表达了湖南师范大
学师生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之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永涛 摄影报道

放歌
新时代

荨荨（紧接1版①） 恰逢一位退休的老乡长潘仕品路
过，许达哲邀请他一起坐下，向他请教基层还有哪
些工作需要改进加强。 许达哲说， 大家跟着党走，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走，一同努力奋斗，一定能打赢脱
贫攻坚这场硬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调研中，许达哲强调，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啃硬
骨头”的关键时期，要紧扣“两不愁三保障”，严把
贫困退出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确保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

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努力提高产业扶贫实
效，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要继续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 实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高
度重视非贫困地区的贫困户脱贫工作，确保小康路
上不落一人。要突出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
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工作，大力整治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切实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许达哲还参观了通道转兵纪念馆和通道转兵会
议旧址恭城书院，缅怀革命先烈光辉事迹。

荨荨（上接1版②）
在湘期间 ，调研组一

行赴三一集团 、 长沙树
根 互 联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等企
业调研工业互联网平台
推广应用情况， 并召开
相关企业座谈会听取意
见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