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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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虢正贵 男 汉族湖南长沙 1964.09 中央党校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讲师
中共党员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
主任、党工委副书记

张家界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

瞿 海 男 苗族湖南沅陵 1966.01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人民政府市长

益阳市委委员、
常委、书记

张值恒 男 汉族湖南新化 1970.02 中央党校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厅党组成员
益阳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提名为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刘志仁 男 汉族湖南新邵 1964.09 中央党校大学
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 省机场

管理局局长

郴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提名为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候选人

李 军 男 汉族湖北赤壁 1971.06 大学
工学硕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长沙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 省机场管理局局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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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人选）进行任前
公示：

�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
选 （候选人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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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4日至2016年12
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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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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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3日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1月底到12月中， 是橙子最好的采收季
节。 新宁的脐橙来长沙促销了，永兴冰糖橙到
外省推介， 麻阳的冰糖橙采摘节将于12月9日
启幕……冬日里，橙子带来了果园最新鲜的香
气。

纤指破香橙，三日手留香
在湖南，冬季最应季最常见的水果，就是

橙子。
橙子收获得晚，又耐储存，到过年的时候

仍然新鲜欲滴。 早些年乡下过春节，流行剖开
一盘子冰糖橙待客，是很客气的做法。 红红的
炉火，一屋子橙香，给大荤大腥的春节添了一
丝小清新。

写橙的诗，最有名的是苏东坡的“一年好
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关于吃橙子，写
得最美的当是北宋词人周邦彦：“并刀如水，吴
盐胜雪，纤指破新橙”。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
雪；新橙乍破，香艳满室。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人剖橙子，同样手
留香。 香味是橙子独特的印记，古人用它作熏
香代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文物中有
香橙种子，据考证认为是用作熏香料陪葬并保
证尸体不腐的材料之一。

橙子原产中国南部， 南方各省均有分布。
甜橙15世纪初从中国传入欧洲，15世纪末传入
美洲。

“湖南大规模引种种植应该在上世纪70年
代。 ”省农科院研究员张孝岳说，在此之前，湖
南的橙子一般是酸橙，以入药为主，味道欠佳，
因此那时候湖南人很少有吃橙子的习惯。

全世界的脐橙源自同一株
湘南的脐橙声名日盛，也是近些年的事。
脐橙其实是甜橙的一个变种。甜橙从中国

传入美洲后，又过了200多年，在巴西一个修
道院里， 一棵甜橙树结的果子发生了芽变，果
子顶部出现了一个发育不全的次生“小果子”，
形成了一个“脐”，该树的橙子全是无籽的，口

感也大为改善，人们争相嫁接引种。
由于脐橙无籽，不能有性繁殖，培育脐橙

只能用嫁接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
脐橙，都是来自于巴西修道院里的那一株。

1893年， 美国新奇士联合公司在加州成
立，并在此后迅猛发展脐橙。现在，全球种植脐
橙的国家和地区达一百多个，脐橙成为品质极
佳的鲜食柑橘品种，登上柑橘类水果的王座。

中国脐橙从美国引进只有几十年时间，赣
南、湘南等地区引种成功并广泛种植。“我们湖
南的脐橙品种不比美国新奇士橙差，有的品种
甚至更好。 ”张孝岳说，从美国引种的纽荷尔脐
橙品种，更加适应中国的水土条件，具有优于
美国脐橙品种的诸多特质，毕竟中国才是橙子
的故乡。

据张孝岳介绍，湖南目前种植有各种橙类
160万亩左右，其中脐橙有120万亩。 脐橙的兴

起，一是由于产出季节晚，赶上圣诞、元旦和春
节，还可以吃到新鲜采摘的脐橙，二是脐橙耐
储存，处理得当的话，可以保鲜10个月。

不过，张孝岳也提醒，脐橙不耐寒，不应随
意扩大种植区域，此外，脐橙成熟末期是风味
形成最重要的时候， 没到季节切不可心急采
摘，一定要到11月底12月上旬，才可进行采收。

【生物小名片】

橙
芸香科柑橘属常绿乔木，包括甜橙和酸橙

两个基本种，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柑橘类果树。
枝条具刺；叶长椭圆形，叶柄长，翼叶发达；花
单生、丛生或呈总状花序，白色，具反卷性；种
子呈椭圆形或卵圆形，表面具棱纹；橙子又称
黄果。

欧阳金雨

近日，一则《湘西一副州长担任网络主播
帮果农卖里耶脐橙》的报道，引来多家主流媒
体纷纷转载，湘西当地朋友圈、自媒体及公众
号集体刷屏。 这位“主播”便是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副州长孙法军。据电商初
步估计， 孙法军身着秦风古装亮相直播的当
天，里耶脐橙就有5万多件的下单量。

官员变身促销员、推销员，已经不是一
件新鲜事。 11月4日，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的预热现场 ， 农业部及各省
（区、市）主管农业的20位部长、省长，登台
为各自的农产品代言；巴东“网红书记”陈
行甲曾在3000米高空跳伞推介旅游； 山西
11个地市的主官也曾舞台上PK推介 “山西
好风光”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把本地的
农产品或旅游产品销出去。 然而，这样的方
式始终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作秀”，有人
认为是民生情怀的体现。

俗话说得好，好酒也怕巷子深。 越来越

多的官员变身“推销员”，其实是市场意识
的提升。 不管“叫卖”的是县委书记、副州长
还是部长，撇开身份，他们都只是一名为群
众脱贫致富想招施招的“小二”。 只要能把
产品推销出去，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益，能为
群众带来真金白银，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
样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就值得点赞。

官员变身推销员， 其实也是服务意识
的提升。 企业是直面经济“新常态”的首当
其冲者，是创新创业的主体。 政府官员为之
做好推广、营销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就是帮助企业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
企业、服务产业就是生产力。

当前， 我省为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出台
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简政放权的步伐也越
迈越快，但仍有企业“喊渴”，为什么？ 也许
是解决问题的速度还不够快， 也许是办法
还不够有效。 这表明，在信息快速更迭的时
代，政府部门的“五星级服务”，既要有一以
贯之的以企业为本，也要在不断反思、不断
创新中精益求精。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曦）昨日
下午，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单位共同举
办宣传活动，对第五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展
开宣传。 活动现场，一条内容为“社会协同治
理、安全文明出行，推进我省交通文明体系建
设的进程”的微信从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
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黄关春手中发出，
并同步登录“湖南公安”“湖南公安在线”“湖
南交警”“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双微平台。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底
开展的“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以来，
湖南共排查出问题车辆7万多台、问题驾驶
人近10万名，并对近1万公里农村公路进行

提质改造， 完成了7000公里农村公路安保
设施建设。 同时，全省公安交警累计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910万起，完成五类重点车辆交
通违法清零4018台， 高速公路现场执法率
由去年同期的7.2%上升到14.1%；整治力度
和成效引领全国。

活动现场， 还对全省优秀交警进行了
颁奖。 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全国劳
模蒋志辉、高警局长沙支队民警廖正良、双
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肖银锄、 长沙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民警李灿等湖南省十大文明交
通好交警， 作为获奖单位及个人的代表上
台领奖。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刘文韬）省
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即将在长沙召开。 今
天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和秘书
长彭宪法率队检查了会议主会场和代表团
驻地宾馆的准备情况。

谢勇一行首先来到作为主会场的省人
民会堂， 仔细查看了会场布置和相关设施
情况，并对主席台话筒进行了检测调试。

随后，谢勇一行来到华雅国际大酒店、湖
南宾馆、枫林宾馆等各代表团驻地宾馆，实地
察看了会议室、客房、餐厅等，仔细询问了食
宿安排、卫生保障、安全保卫情况及相关应急

预案等。据了解，各驻地宾馆为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均进行了认真准备，用餐、住宿、卫生安
全等工作均已责任到人。 在代表团进行分组
讨论的会议室里，音响、话筒等设备均已调试
完毕，铅笔、纸张都整齐摆放。

谢勇对准备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并要
求各代表团驻地宾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将后勤保障工作
做细做好，为代表们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
确保大会圆满举行。

据了解， 出席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的省人大代表，将于明天向大会报到。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刘从武）昨日上午，宜章县为20个重
大产业项目、2个基础设施项目举行集中开
工、竣工投产仪式。这批项目总投资达30亿
元，其中产业项目涉及化工、材料、医药、电
商、服装、纸业等10多个领域。

今年来，宜章县高度重视项目建设，他
们按照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
开工项目抓完工、完工项目抓投产、投产项
目抓增效、关联项目抓配套的思路，把工作

落到实处，全县呈现签约一批、开工一批、
投产一批的项目建设良好态势。 国盛新材
科技微晶石墨提纯和氟化石墨产业化项目
也在今天开工建设， 公司董事长林前锋介
绍，该项目将填补国内空白，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值3亿元、 利税5000万元， 解决就业
300人。

今年1至11月，宜章县共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04.99亿元，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37.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48%、9.85%。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三湘时评

甜橙“留洋”600年，长了一个“脐” 这样的“推销员”值得点赞

排查出问题车辆7万多台
查处交通违法910万起
湖南交通文明体系建设成效明显

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谢勇检查省人大会准备情况

宜章2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
总投资达30亿元

（紧接1版②） 溆浦籍企业家冯本剑回到家乡
后，在红花园工业园创办了湖南益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今年已获国际国内订单过亿元。 目
前，建园才2年多的溆浦县工业集中区，已有12

家企业开工生产，其中返乡“溆商”占一半以
上。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也已吸引15家企
业入驻。

随着大批“打工者” 变成“创业者”， 近

两年来， 溆浦返乡创业人员达4000余人， 提
供就业岗位近10万个， 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今年前3个季度，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8.2%。

（上接1版③）
该区坚持环境整治， 开展居民集中区

的破旧房屋拆违、 拆除杂屋等综合整治行
动， 全区累计拆除杂屋、 旧屋10000多平

方米； 不断创新环卫管理机制， 引导居民
自愿、 自觉、 自主参与环境保护和绿化美
化。 同时， 整体推进水、 电、 路、 气和信
息网建设， 目前， 水、 电、 路覆盖率已达

100%。 如今 ， 屈原管理区地域特色鲜明
的湖乡生态画卷已现雏形， 成为“望得见
山 、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 的生动诠
释。

（上接1版④）
“在你快要生产的日子里，我其实很想陪伴

在你的身边，可是中国援塞医疗队就我一名儿科
医生，每天有那么多儿科病人需要我去抢救和帮
助。 ”在信中，邱瑜对妻子说,“我欠你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这辈子我是否还得清，但是我会努力做
一名好丈夫、做一个好爸爸。 ”

据了解，邱瑜的妻子也是湖南省儿童医院的
医生，当初她坚决支持丈夫报名援非，尽管家庭
重担将全部落在自己身上。

记者了解到， 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我
省共有20名医务人员参与为期一年半的医疗
援塞任务。 目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在塞拉利
昂已得到控制，中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也已
改造完成。

（紧接1版①）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
站在党和军队大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局
上想问题、看问题，带头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提高精准理解、精准
发力、精准落地能力。 要切实抓好组织领导工
作，明确工作重点、盯住关键环节，周密做好转
隶交接工作，确保改革蹄疾步稳、压茬推进。要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把从严执纪、督
查问责贯穿始终，对执行不力的严肃问责。 要
切实抓好统筹协调工作，健全同新体制相适应

的工作运行机制，加强改革配套政策和法规制
度保障。 统筹做好干部工作，把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用起来，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把高
层次人才、紧缺人才保留住，把军转干部安置
使用好。 深入开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
响工作，以优良作风保证改革工作落实。 要切
实抓好保持稳定工作，狠抓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方针落实，严格部队教育管理，严格落实防
范重大安全问题各项措施要求，加强改革风险
评估和管控，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

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范长龙，就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军
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任务落实提出要
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
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许其亮，就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实施方案作说明。

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 房峰辉、 张阳、
赵克石、 张又侠、 吴胜利、 马晓天、 魏凤和
出席会议。 军委机关各部门、 全军各大单位
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约230人参加会议。

扎实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杨军 郭云
飞 通讯员 龚伟 李鲲鹏）12月1日，在安化
县城南区中砥村微信群里，30多名党员和
村民热烈讨论全村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话
题。整个上午，微信群里发言超过300条，大
家基本达成共识。 提出禁放倡议的，是省第
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中砥村妇委会主任谌
小菊。

“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的一个举措。 ”谌小菊说，省党代会明确提
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乡村要美丽
先要革除一些陋习，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就
是其中之一。 旅游业发展是省、市、县三级
党代会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安化拥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要发展旅游产业，首先要建设

美丽家园。 村里已成立由几十名村民组成
的义务环卫队，保持村里清洁卫生。 这次提
议禁放烟花爆竹，也得到了村民支持。

用微信群来宣传省党代会精神， 是谌
小菊参加完省党代会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她回家后把党代会精神、党代会新风、自己
参加党代会的感受以及家乡如何落实党代
会精神谋发展等内容， 整理成4个部分，依
次在村里微信群发布。 村里微信群是谌小
菊今年上半年建立的， 全村所有党员都加
入了，还有部分热心群众入群。 目前，微信
群里已有161个成员。 平时，谌小菊通过微
信群发布县里和城南区管委会一些工作部
署以及村里各项工作安排， 解答一些村民
的疑难问题等。

微信群里宣传省党代会精神
党代表回家后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刘彦妮）昨日，由湖南省教育厅、长沙环
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共同承办的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环保类2017届毕业生供需见面
会在长沙环保职院举行， 来自省内外的永
清环保、 蓝思科技等近260家用人单位，为
3000多名全省高校环保类毕业生提供近

万个工作岗位。
据长沙环保职院副院长陈励介绍，本次

见面会依托云就业微信平台来完成见面会的
企业入驻和毕业生简历投放、 现场应聘等组
织工作，截至11月，平台浏览量达到20万余
次。 毕业生还可轻松一键查询企业资质和相
关信息，及时了解招聘需求，实现精准就业。

近万岗位供3000多环保类毕业生挑选

� � � � 11月27日， 新宁县金石镇龙潭村， 果农在采摘脐橙。 今年， 该村栽种的脐橙喜获丰收， 亩
产达到4000公斤。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