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前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 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 现对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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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是否符合
检察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检察官
法规定的任职限制情形进行监督。举报人
可以通过信函、电话或者到受理单位当面

举报,并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
作单位。 所举报的问题，应当真实、准确，
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
查核实线索。 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但严禁造谣中伤、串联诬告。

受理举报期间：2015年 3月 5日至

2015年3月11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政治部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紫薇路386

号省人民检察院办公楼0817房

受理电话：0731-84732644（政治部）
0731-84732253（纪检组）
受理邮箱：jcyrdrmgs@163.com

� � � �邮政编码：410001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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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 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 现对拟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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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是否符
合法官法规定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法官法
规定的任职限制情形进行监督。举报人可
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到受理

单位当面举报,并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
姓名和工作单位。 所举报的问题，应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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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将受到严格
的保护，但严禁造谣中伤、串联诬告。

受理举报期间：2015年 3月 5日至

2015年3月11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政治部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监察室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二段320

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1306办公室

受理电话：0731-82206469（政治部）
0731-82206423（纪检组监察室）
邮箱：sfyrdrmgs@163.com

� � � �邮政编码：410001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年3月5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陈永 男 1965.08 汉族 湖南醴陵 中共党员 本科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办公室主任、 审判员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刚 男 1966.03 汉族 湖南邵东 中共党员 本科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正科级干部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行政审
判庭庭长、 审判员）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事审判庭庭长 、
审判员

方院平 男 1973.11 汉族 湖南平江 中共党员 本科法律硕士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王薇薇 女 1978.11 汉族 河北任丘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

雷 健 男 1963.03 汉族 湖南耒阳 中共党员 本科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庭长

万 飞 男 1978.06 汉族 湖南衡阳 中共党员 本科法律硕士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兰文勇 男 1976.11 畲族 湖南炎陵 中共党员 本科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廖 欢 女 1984.12 汉族 湖南永州 中共党员 本科法学学士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刘庆伟 男 1965.01 汉族 湖南衡阳 群众 本科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田 明 男 1968.08 苗族 湖南保靖 中共党员 本科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钟奇峰 男 1972.12 汉族 湖南祁阳 中共党员 本科法律硕士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向 春 男 1968.02 汉族 湖南芷江 中共党员 本科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刘 君 女 1979.09 土家族 湖南石门 中共党员 本科法学学士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 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彭志敏 男 1964.02 汉族 湖南茶陵 中共党员 本科硕士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威 男 1968.08 汉族 湖南长沙 中共党员 本科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常青 女 1965.02 汉族 湖南衡阳 中共党员 本科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陈罡 男 1972.07 汉族 湖南汨罗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龚攀 男 1976.12 汉族 湖南慈利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刘洋 男 1975.06 汉族 四川安岳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张治国 男 1978.10 汉族 湖南宁乡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宫婷 女 1984.09 汉族 湖南麻阳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许开耀 男 1970.02 汉族 湖南石门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早春 男 1972.11 汉族 湖南溆浦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伍春生 男 1966.04 汉族 湖南溆浦 中共党员 本科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庞卉 女 1979.03 汉族 湖南湘潭 中共党员 本科学士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涔天河灌区
顺利通过国家评估

建成后将成湖南最大灌区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建国） 3月

4日， 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灌区
工程顺利通过了国家发改委评审中心专家组的可研评估。
这标志着该灌区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是我省“十二五”期间水利建设“一
号工程”，其中枢纽工程和灌区工程被列入全国172项重大水
利工程。枢纽工程自2012年8月开工以来进展顺利，2014年12
月进入大坝填筑主体施工阶段，计划2017年竣工投产。 而本
次国家发改委委托国家投资评审中心进行可行性研究评估
的灌区工程，涉及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道县、宁远和江永
4县41个乡镇，包括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及附属工程。 规划总
投资约37亿元，施工总工期42个月，施工劳动总工日预计需
340万个，可带动沿线近5000人家门口就业。 其中，灌区干渠
总长240公里， 支渠总长169.6公里， 设计灌溉面积111.46万
亩。 该工程对增加粮食产能、保证粮食安全、稳定少数民族地
区社会安定、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该灌区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灌区。

据悉， 国家发改委评审中心2月27日至3月4日在永州
对该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评估。 评估工作主要通
过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永、 道县、 宁远4个灌区县的现场
踏勘、 听取大会汇报、 查阅资料、 专家组讨论、 意见交
换、 评估总结等环节和程序进行。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省委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在长沙
召开。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建国出席会议并
讲话。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 省
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郭开朗宣布
2015年省委第一轮巡视省委各巡视组组
长授权和被巡视地区安排。

2012年以来， 省委巡视组完成了31
个省直部门和41个企事业单位、 5个市
和65个县市区的巡视。 今年将重点完成
剩余的9个市州和42个县市区的常规或
专项巡视。

经省委批准， 今年省委第一轮巡视
将对长沙、 衡阳、 岳阳、 张家界、 益阳、
永州、 怀化、 娄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和安乡县、 津市市展开常规巡视。
动员会上，黄建国指出，2015年巡视

工作要贯彻“一个方针”，即坚持以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为指导，坚决落实省委的决策
部署；实现“四个转变”，即由单纯抓常规
巡视向常规和专项巡视两手抓转变；由
“单线作战”向“协同作战”转变；由主要依
靠规定动作向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

合转变；由偏重发现问题向发现问题与推
动解决问题并重转变。他要求巡视组工作
人员， 要积极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
认清反腐形势，保持政治定力，切实履行
好巡视监督职责，充分发挥巡视反腐“利
剑”作用，着力发现腐败、纪律、作风和选
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努力减少腐败存
量、遏制腐败增量。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何美娜 黄蕴） 三湘大地春潮涌，芙
蓉花开最美时。今天下午，湖南省纪念“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5周年暨“寻找最
美”活动启动。 省领导许又声、刘莲玉、戴
道晋、王晓琴等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由省妇联主办，湖南公共频
道承办。 记者从现场获悉，2015年度“寻
找最美”活动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寻找“最
美家庭”、“最美创业”和“最美湘女”。这是

由省妇联组织发起的一项在全省范围内
广泛开展的群众性活动。省妇联在凤网开
通了官方评选通道，全省广大群众可以通
过自荐、 他荐与评论等方式参与评选活
动。

活动现场采访了“最美家庭”、书香家
庭、湘女典型和创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
感人故事。株洲县渌口镇松西子社区西塘
村支部副书记蒋朓辉，是一名女大学生村
官。 5年来，她扎根农村，成立株洲市知青

果园专业合作社， 带动66人就业，8人创
业， 自己也成为株洲市大学生村官创业
“领头雁”。

许又声在讲话中指出， “寻找最美”
活动，深入挖掘最美典型，充分展现三湘
妇女敬业奉献、拼搏进取、孝亲敬老、崇德
向善的巾帼风采，这对于引领全省广大妇
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投身促
进“三量齐升”和“四化两型”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全省广大妇女坚定

理想信念，弘扬文明新风，在经济发展新
常态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风采；希望各
级妇联组织把服务妇女群众作为工作生
命线，贴心服务妇女，着力服务基层，切实
服务大局， 凝聚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力量，
共建美丽富饶湖南；希望全省各级党委政
府、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妇
女工作，关注妇女民生，为妇女事业发展
营造良好环境。 我省拟立法规范

中小学幼儿园建设
非遗保护办法也将提请审议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苏莉） 今天上午， 全省市
州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座谈会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莲玉出席。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我省将对中小学幼儿园
规范建设和非遗保护进行立法。

据省教育厅汇报， 2014年我省新建幼儿园2114所， 建
成义务教育合格学校1513所， 累计建成合格学校9109所，
超额完成“十二五” 规划任务。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省中小
学幼儿园建设，《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规范建设条例 （草
案）》 今年将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省是非遗大省， 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
峻， 特别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龄化问题十分突出。 省文
化厅在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选取了
208名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调查， 70岁以上的有54人， 占全
部调查人数的26%。 非遗保护工作中还有许多普遍性、 长
期性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引导、 规范。 为此， 省文
化厅起草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法〉办法（草案）》，将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悉，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今年还将协助省人大常
委会开展职业教育法和湖南省职业教育条例执法检查。 今
年三湘农民健康行活动将以“加强农村村级卫生室建设、
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为主题。

刘莲玉在讲话中要求全省各级人大教科文卫委要主动
适应新常态，聚焦重点破解难题，努力把人民的热切期盼逐
步变为现实。 对于教科文卫领域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上学难入园难，非遗抢救性保护形势严峻等，要从立法层
面加以根本解决，补好立法短板。 要着力增强监督刚性，特别
是督促整改环节，要持之以恒，一抓到底。“三湘农民健康行”
主题活动要持续跟进，把“水”烧沸烧开，把问题真正解决。

发挥巡视反腐“利剑”作用

省委部署2015年第一轮巡视工作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5周年

省妇联启动“寻找最美”活动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奉永成 通讯员 陈苹）今天，
在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副省长
戴道晋率队来到长沙梅溪湖国际
灯光节元宵灯会准备现场，对灯会
消防安全进行检查。

戴道晋一行沿着梅溪湖风光
带沿线，实地巡查热点灯组、文艺
演出区等重点区域，重点对现场灯
具、 用电线路等进行细致查看，对
周围环境、疏散通道、消防设施配
备等情况进行了细致了解，并实地
察看了此次活动的安全保卫、灭火
疏散等应急方案准备情况。

戴道晋要求， 场所的工作人

员、保卫人员要注意用电、用火安
全，及时增配灭火器，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组织有序，坚决防止
拥挤踩踏事故发生。 各级单位要确
保执勤警力到位、 工作责任到位、
监督检查到位，要严防死守，做好
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止发生重大
火灾事故。

据了解，自3月3日起，全省公
安消防部队进入二级战备。 3月3日
至5日连续3天，全省消防部队统一
开展消防安全“零点”夜查行动，重
点检查商场市场、 酒吧歌舞厅、电
子游艺等公众聚集场所，实行全覆
盖监督检查。

3月4日， 双峰县体育中心， 女干部代表在参加趣味运动会。 当天， 该县妇联组织县直机关
和乡镇妇女干部代表200余人， 举行迎 “三八” 妇女节趣味运动会。 乃继辉 摄

戴道晋检查元宵节消防安全时强调

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坚决防止重大火灾事故发生

3月4日，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第一小学，女子特警为学
生赠送儿童安全知识书籍。 当天，长沙市女子特警大队开展
了“执法为民、守护平安、学雷锋、进校园”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徐拓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