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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开斌 男 土家族
湖南
桑植

1971.11
省委党校
研究生

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娄底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
省纪委省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副厅长级）

谌跃平 男 汉族
湖南
安化

1966.08 在职大学 经济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纪委省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
正处长级副主任

省纪委省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
主任（副厅长级）

曾智夫 男 汉族
湖南
汉寿

1965.05 大学 文学学士 中共党员省委副秘书长，省档案局局长（兼）
省委保密委专职副主任 （正厅
长级）

潘杰波 男 汉族
湖南
长沙

1972.12
在职

研究生
工商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省委办公厅副厅级督查专员

张扬军 男 汉族
湖南
澧县

1968.07 大学 法律硕士 中共党员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处处长
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明政 男 汉族
湖南
衡阳

1966.10 大学 经济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主任

鄢建忠 男 汉族
湖南
汉寿

1970.10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处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厅级督查
专员

唐晓宁 男 汉族
湖南
常宁

1966.01 大学 经济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调研三处
处长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聂爱萍 男 汉族
湖南
衡阳

1964.01
在职

研究生
中共党员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郑安生 男 汉族
湖南
新田

1963.09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党员

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省政协委员学习联络委员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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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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选）进行任
前公示：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
选（提名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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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至2019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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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彭永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考试不过是检验
学习效果的手段。可如今，一些地方和单位
的学习和考试，似乎变了味、沦为“走过场”
的形式主义。

这类形式主义的 “学习” 随处可见。比
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有一
个规定动作是理论考试。 但在一些单位，考
试之前会提前发送各种学习重点、辅导手册
等 ，且不忘 “划重点 、点题型 ”，到考试的时
候， 个个带着摘抄本， 信心满满进考场。比
如，各地各部门每年会根据要求进行普法考
试。多年前还会集中起来做纸质试卷，随着
网络的发展，网上学习和考试成为“标配”，
考试也从集中变成分散进行。于是乎，在规
定时间内 ，在各自办公电脑前 ，这个找 “搜
狗”，那个问“度娘”，个个满分晒成绩，好像
人人都快成为法学家了。再比如，现在强调
网上理论学习要刷积分， 定期通报单位成
绩， 于是各单位出现了集体刷手机的景况，
有的积分甚至达到天文数字， 从常理上推
算，要花费的时间估计得把吃饭、睡觉的时

间也算上。按理说，这样刻苦认真应该是某
个领域的学问家了，但真正回答问题时却不
知所云、一脑糨糊。

不是以学到多少东西为出发点，而是以
面上好看为目标；不是融会贯通学习新理念
新思想新知识，而是机械理解死记硬背概念
公式；不是理论结合实际立足本职工作活学
活用，而是学用脱节远离实际。诸如此类形
式主义的学习现象还不少，在一些地方甚至
愈演愈烈。

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正是毛泽东所说
的那样，“无实事求是之意， 有哗众取宠之
心”。不是把理论学习摆在真正的突出地位，
而是敷衍应付用来装点门面。当然，也与学
习主体自觉性不够有关， 同组织者浮在上
面、敷衍应对有关。

学习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损害的是党
的事业，侵害的是群众的利益，贻误的是中
华民族复兴的大业。

形式主义是实干的“天敌”，同样也是作
风建设中的“牛皮癣”，需要经常警醒、经常整
改。 最重要的一点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态
度，坚决向一切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学习说不！

坚决向走过场的“学习”说不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
员 陈文成）央视财经频道今晚播出《对话》
节目。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与三
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
新、铁建重工董事长刘飞香、山河智能董事
长何清华同台交流，畅谈世界超级工程背后
的“中国力量”。

据了解，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去年实
现工业总产值1639亿元, 比上年增长7.8%，
约 占 全 国 工 程 机 械 产 业 工 业 总 产 值

27.48%，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长沙混凝土
机械、起重机械、挖掘机等主导产品连续多
年产销居全国第一，混凝土机械、大直径全
断面硬岩隧道掘进机跻身全球行业前列，产
业综合实力强劲。

在9月举办的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产业
大会暨50强峰会上，三一集团、中联重科、铁
建重工和山河智能4家企业入选“2019全球
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长沙成为国内唯一拥
有4个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孟姣燕 颜石敦

9月22日，2019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
在风景如画的宜章莽山开幕，莽山脚下的永
安村迎来了一批外国友人。老挝新闻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沙万空·拉沙蒙迪也带领老挝
新闻文化旅游代表团和商务团应邀参加。他
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新
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沙万空·拉沙蒙
迪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看
到了中国人民生活日益富裕、 国家更加强
大、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向中国学习
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也祝福中国繁荣昌盛。”

“我多次来湖南，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

还有美丽的郴州莽山。今天来参加文化旅游
节，也是为了进一步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落实两党两国政府以及领导人
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 沙万空·拉沙蒙迪
说。

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把旅
游与扶贫及乡村振兴相结合，推动一大批乡
村建设美丽乡村，游客慕名前往，带动了村
民增收和乡村各项事业发展。这次文化旅游
节开幕式举办地永安村， 引起了沙万空·拉
沙蒙迪的很大兴趣，他高度赞扬我省通过全
域旅游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

湖南与老挝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近年
来双方高层互访、经贸往来、民间交流日趋
频繁。 双方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正在务
实推进，并加快落地落实。2018年7月，湖南万
名游客畅游老挝计划启动，沙万空·拉沙蒙迪
细数自计划实施以来的游客数。他说，湖南已
向老挝输送游客1万多人，这是一组振奋人心
的数字，预示了老挝旅游的广阔前景。

沙万空·拉沙蒙迪对湖南发展文化旅游
的“两工程五体系”等做法非常赞赏。他说，
将以这次文化旅游节为契机，尽情地去感受
和欣赏湖南的美丽山水和魅力人文，同时也
会好好地学习借鉴湖南文化和旅游发展的
好经验好做法，把所见、所闻和所感带回自
己的国家与同行和友人分享。

为了进一步深化老挝与湖南的旅游合
作，增进彼此间的人文交往，沙万空·拉沙蒙
迪说，今年年底，老挝驻长沙领事馆还要联合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组织一系列的文化宣
传活动，来进一步推销老挝的旅游，通过发展
旅游业促进减贫和经济发展，增加人民福祉。

畅谈世界超级工程背后的“中国力量”

央视“对话”长沙工程机械巨子

湘约2019

“好好借鉴湖南的经验做法”
———访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沙万空·拉沙蒙迪

� � � � 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沙万空·拉沙蒙迪 通讯员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倾政协之力、展政协之长、尽政协之责。

3年多来，省政协以开展“双助双行动”为总
抓手，汇聚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共建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强大合力，在建言资政和凝聚
共识两方面双向发力，主动参与服务，彰显了
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担当新作为。

锚定省委中心工作 ， 开展
“双助双行动”

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
先后提出了“精准扶贫”“一带一部”“三个着
力”“守护好一江碧水”等重要指示。中共湖南
省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作出了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重大决策部署。如
何围绕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履职尽责，
成为省政协主要领导思考的重点。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是新湖南建设的底线任务；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是新湖南建设的必由之路。在大
量前期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2016年，省政
协党组和主席会议决定， 以助力脱贫攻坚
和助推新发展为主题开展“双助” 主题活
动，并配套开展“双行动”，省市县三级政协
联动，调研协商监督、参与服务合作一体推
进， 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最广泛地
凝聚智慧和力量。

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带头示范，市县政
协积极响应，各级政协委员倾力投入……聚
焦“双助双行动”，一系列重大调研迅速展开。

围绕“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省政协先后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
策的落实与完善”“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健
康扶贫”等重点课题调研，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精准扶贫“五个一批”的要求。

围绕“助推新发展，建设新湖南”，省政协
开展了“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建设开放强省”

“实施动力变革促进我省高质量发展”“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融合发展”“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环
境”“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长株潭城
市群引领湖南创新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等重点课题调研。

这些重点课题，均由省政协主席会议成
员带队调研，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
题协商会，形成建议案或专题协商意见报送
省委、省政府，为湖南打赢“三大攻坚战”、实
现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据了解，3年多来， 全省三级政协组织
围绕“双助”主题活动，共开展重点调研协
商监督活动3315场次 ， 形成重点调研报
告、 建议案等履职成果8636件， 为湖南推
进脱贫攻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
力支持。

助力脱贫攻坚， 用大爱写出
脱贫成绩单

2013年，株洲市茶陵县枣市镇侯泉村村
民贺志国患上了尿毒症，每个月医疗费、交通
费要1000多元，生活苦不堪言。

2016年下半年，省政协委员刘习明为贺
志国量身定做了一套“造血”扶贫方案：将贺
志国接到长沙学习了48天文印技能，资助他
办起了一家文印社。贺志国的人生迎来了转
折。

贺志国的经历，是省政协开展“三个一”
扶贫行动以来，千千万万个从中受益的贫困
群众的缩影。

2016年初，省政协以《湖南省政协致全
体委员的一封信》，向全省政协委员发出投身

“三个一”扶贫行动的最强号召，开启了助力
脱贫攻坚“三个一”行动的大幕。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
应必速。”李微微等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第一
时间与贫困户结“亲戚”、交朋友，与贫困群众
共谋扶贫之计，共商脱贫之策。

高位推动、上率下行，将信心和决心有力
传导到全省政协系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委
员，汇聚成强大合力。

时间定格在 2017年 4月 1日清晨 。当
天，益阳市政协委员、赫山区驻安化县石溪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陈艳辉因连续多天劳
累，突然倒地，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停止在
48岁。

从2月9日正式进驻石溪村到不幸去世，
陈艳辉在石溪村工作仅有51天。 这51天里，
他走访了136户贫困户， 写出了长达70多页
的7个帮扶方案。这位“三个一”扶贫行动的
忠实践行者，满腔赤诚扶贫帮困，最终倒在扶
贫征程上。

陈艳辉的身上，闪耀着一名政协委员的
责任与担当。“三个一”扶贫行动启动后，来自
不同界别的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和省市县三级
政协委员们主动作为、倾情投入，用大爱和付
出写就了实实在在的脱贫成绩单。

省政协委员罗可大连续十多年投身产
业扶贫，先后投入扶贫开发资金1亿多元，
带动武陵山片区2万多农户实现年均增收
2800元以上；省政协委员李涛几年来向社
会捐款捐物逾7000万元，带动山东商会为
湖南教育事业捐款捐物 1.5亿多元……
2018年，共有31名政协委员获评全省“百
名最美扶贫人物”，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政协
委员脱贫攻坚的决心与情怀。

统计数据显示，在“三个一 ”扶贫行
动中， 全省 4万多新老委员共结对帮扶
61754户贫困家庭 ，开展帮扶活动160451
人次 ，帮扶贫困学生 52362人，解决贫困
群众就业117079人， 捐款捐物超过10亿
元。

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
助推高质量发展

2019年7月，634名国内外嘉宾、199家粤
港澳企业、256位粤港澳客商齐聚邵阳，参加
省政协举办的“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高
峰论坛系列活动。在省政协大力推动下，活动
共签署了60个省级项目， 投资总额超过325
亿元。

成立“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进一步吸
纳更多海外尖端人才参与新湖南建设； 聚焦
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发动全省300多位省
市县三级政协委员深入湖区实地踏察助推
解决实际问题； 依托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在
全国两会上递交助推新湖南建设的集体提
案、联名提案，争取国家层面支持；与湖北
省政协共同举办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政协主
席联席会议，共同助推“守护好一江碧水”；
倡议发起并组织召开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
座谈会，促成旅游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助推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扶贫合作； 利用政
协云广泛征求民意， 搭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
群众的桥梁……

两年多来，省政协把“助推新发展，建
设新湖南”主题活动做出了实效，为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建设注入了政协智慧和力
量。

在深入推进“助推新发展，建设新湖南”
主题活动的基础上，2018年， 省政协进一步
组织动员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拉
开了“三进三助”聚力行动的帷幕。

2018年4月19日， 李微微来到长沙县果
园镇浔龙河村， 对浔龙河村的乡村振兴案例
进行深入调研。随后，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与
党组成员带头深入省内多地开展“三进三助”
聚力行动。

省政协提案委将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
动与提案办理相结合，使得提案更接地气，更
好落实落地； 省政协社法委充分发挥委员专
业特长， 将121名委员分为6个工作组开展

“三进三助”聚力行动……
各市州政协也纷纷行动。 益阳市政协先

后组织367名界别委员深入园区走访调研，
帮助园区引进项目30多个；邵阳市政协开展
了服务实体产业发展“四个一”主题活动；永
州市县区政协围绕环境整治打了一场漂亮的
攻坚战……

省政协港澳委员计划连续五年走进郴州
开展“三进三助”聚力行动。实施两年来，已有
10多位港澳委员在郴州投资合作。

省政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三进三助”聚
力行动开展以来， 全省三级政协委员共开展
集体对接活动2789场次， 参加委员89145人
次，走访对接园区、企业、项目27388个，帮助
开展引资、引技、引才、引项目。

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
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9月22日上午，由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承
建的长沙湘府路快速
化改造工程花侯路以
西段主线完工。该路段
为涉铁标段， 全长777
米，是施工难度、安全
风险最大的标段，也是
拉通湘府路快速化改
造工程的“最后一公
里”。

田尧江 王海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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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上接1版②）
黄兰香在致辞中对梁振英副主席一直致

力于推动湘港两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表示衷
心感谢。她表示，湖南的开放发展、香港的繁
荣稳定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和期盼，希望香港
湖南联谊总会高举爱国爱港伟大旗帜，坚决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继续坚定不移地挺特
首、挺政府、挺警队，维护特区政府的管治权
威，维护香港社会的和谐安宁。希望大家立足
香港、情系桑梓，当好在港乡亲的贴心人，抓
住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的历史新机遇，
把联谊总会建设成为爱国爱港阵营的骨干队

伍、湘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服务社会的爱
心平台，为繁荣香港、发展湖南贡献更多的力
量。

此次香港湖南联谊总会理事会换届，全
国政协委员、 蓝思科技董事长周群飞再次担
任会长。

荨荨（紧接1版③） 要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的短板， 特别是把教育扶贫和医疗
扶贫作为稳定脱贫和防止返贫的管长
远、 打基础的民生工程， 大力发展教育

扶贫， 大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
伸， 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
验。

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专

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加，大家就
“贫苦地区发展与扶贫政策开发”“贫困地
区社会发展与治理” 等主题展开了研讨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