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月娥马恭志

敬业奉献
模范候选人：

马恭志 男 湖南省
永兴县柏林镇电影放映员

欧阳恒 男 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
生

孝老爱亲
模范候选人：

廖月娥 女 湖南省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新
合村村民

何 平 女 湖南科
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在校学
生

经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申报,省推荐
申报全国道德模范活动评选委员会无记名
投票表决， 产生了10名湖南省第四届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 根据中宣部、 中央文明
办等六部委文件要求， 现将10名候选人进
行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有关情况。

凡来信、 来电或当面反映有关问题者， 必须
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
反映的问题必须真实准确。

受理时间： 2013年5月22日至28日
受理单位 ： 省推荐申报全国道德模范

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办公地点： 省委三办公楼405室
办公电话： 0731-82217445

� � � � 邮政编码： 410011
� � � � 省推荐申报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组委会

2013年5月22日

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公告

要闻 ２０13年5月22日 星期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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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任免
一批干部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余蓉◎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孙敏坚） 近日， 省政府任
免一批干部。

任命蔡建和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
任；

免去刘宗林同志的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
任职务；

任命玉买尔江·买买提同志为省教育厅副厅长 （挂
职一年）；

任命王瑰曙同志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
长；

任命孟祥利同志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
长、 省公务员局局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牙生·阿不都热依木同志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职务；

任命张云英同志为省地方税务局局长；
免去吕兴胜同志的省地方税务局局长职务；
任命张值恒同志为省旅游局局长；
免去杨光荣同志的省旅游局局长职务；
任命陈雪楚同志为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免去许显辉同志的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职

务；
任命覃万成同志为省信访局副局长、 省人民政府驻

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兼， 试用期一年）；
免去朱道弘同志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院长职务；
任命向曙光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排石华清

之后）， 免去其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

任命曹炯芳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任命虢正贵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排刘岳辉

之后）；
任命邓立佳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兼）、 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其省商
务厅副厅长职务；

任命李荐国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兼）、 省
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试用期一年）；

任命魏仁忠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巡视员；
免去刘明欣、 刘庆选、 谈敬纯同志的省人民政府副

秘书长职务；
免去刘尧臣同志的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兼）、 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任命周震虹同志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巡视员；
任命陈小奇同志为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任命金勇章同志为省测绘地理信息局专职副局长

（试用期一年）；
任命陈远平同志为省文化厅副厅长（兼）；
任命林安弟同志为省卫生厅巡视员， 免去其省卫生

厅副厅长职务；
任命龙开超同志为省卫生厅副厅长， 免去其省卫生

厅副巡视员职务；
任命章定国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巡

视员， 免去其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省人
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任命文志强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

任命周用金同志为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局） 局长；
免去朱建纲同志的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局） 局长

职务；
任命颜宏晖同志为省统计局总经济师（试用期一年）；
任命陈立华同志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巡视员；
任命李新连同志为省城镇集体工业联社理事会主任

（试用期一年）， 免去其省统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殷海清同志的省城镇集体工业联社理事会主任

职务；
免去傅仲萼同志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院长职务；
任命雷立成同志为娄底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免去其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院级督导员职务。
同时， 省政府免去周海兵同志的省建筑工程集团总

公司总经理职务；
任命周黎明同志为湖南新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职务的任免请按 《公司法》 的有关

规定办理。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郭宏 万波） 记者今天从省国土资源厅获
悉，今年我省将采取五大措施，全力调控
房地产市场用地：采取加大房地产用地供
应，合理调控地价，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
用地供应， 加大房地产闲置土地处置力
度，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

加大房地产用地供应。今年全省计划
供应国有建设用地20726公顷， 其中房地
产用地7501公顷，占计划总量的36.2%，比
去年实际供应量增加1944公顷。 其中，住
宅用地5188公顷， 占计划总量的25%，比

去年实际供应量增加1158公顷。
合理调控地价。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原则，把握正确的市场导向，防止出
现所谓“地王”误导市场。严格实行异常交
易高价地块上报制度， 各地溢价率超过
50%的地块， 须在成交3个工作日内上报，
对“高价地”频发地区将约谈相关责任人，
督促制订控制地价房价预案； 灵活运用
“综合评标”、“一次竞价”、“双向竞价”、
“限地价、竞房价”、“商品住宅用地中配建
保障性住房”等方式出让住宅用地，积极
探索创新住宅用地出让方式和政策。

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将中
央下达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
33.26万套（测算用地需求为950公顷）的
用地需求，分解纳入各市县，实行用地计
划单列和审批绿色通道制度；加强存量土
地、政府储备土地对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配
置力度；将保障性安居工程、“两中”（中小
套型、中低价位）商品房供地实施率等指
标，纳入年度绩效考核重点内容；严格查
处擅自改变保障性安居工程用途、套型面
积等违规行为。

加大对房地产闲置土地的处置。针对

全省现有未开工建设房地产用地3727公
顷，每季度跟进查处闲置土地和未竣工项
目， 将相关信息抄送金融监管等部门，适
时向社会公开；在土地市场监测与监管系
统中设立“房地产大企业和大地块监管专
栏”，跟踪履约建设情况，积极引导社会监
督。

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对于“市场
异动三类城市”， 督促其制订促进土地市
场平稳的方案，采取包括调整土地要素投
放时序、全面清理未竣工房地产工程等措
施，稳供抑价。

5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用地
今年全省房地产用地7501公顷， 比去年实际供应量增加1944公顷

防止“地王” 误导市场， 对“高价地” 频发地区将约谈相关责任人

毕明哲 何平刘真茂

李国武

欧阳恒

阳鹏

杨建一

赵在和

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名单
助人为乐
模范候选人：

赵在和 男 湖南省
湘潭县文化馆退休干部

毕明哲 男 湖南省
保险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
生

见义勇为
模范候选人：

阳 鹏 男 91991
部队后勤部助理员

杨建一 男 湖南省
新化县上梅镇北渡中心小
学原校长

诚实守信
模范候选人：

李国武 男 湖南省
临湘市十三村食品有限公
司经理

刘真茂 男 湖南省
宜章县长策乡政府退休干
部

均为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