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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郑龙腾 ）“连日干旱，家里连喝的
水都没有了……”10月8日下午， 张家界市
永定区罗水乡大明村村民纪忠，通过“天门
清风”微信群发出“求救”信号。乡政府工作
人员收到信息后，立即了解情况 ,很快安排
车辆将饮用水运送至大明村耿家界组，村
民纷纷点赞。

“天门清风”微信群服务平台是“互联
网+监督”， 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和互联网
技术，搭建的“党的政策学习宣传、村务实
时公开、民声民意反馈”的平台。今年5月，
该区在合作桥乡开展试点，将法律法规、扶
贫政策、村务公开等内容“晒”在微信群里，
4个多月发布各类政策信息220余条， 及时
解决群众反映的合理问题73个， 成为群众
解决难题、治理基层“微腐败”的利器。

今年以来，永定区将“天门清风”微信
群服务平台的建设与“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深度融合，按照“区级统筹，乡
镇主责，村居主体”的原则，通过区、乡、村
分级建群的模式，组织村 (居 )民加入，使党
员干部群众成为“微信好友”。全区24个乡
镇（街道）258个村（社区）共建立328个微信
群，进群群众达5.5万余人。

小小微信群， 架起干群“连心桥”。至
今， 该微信群共发布各类互动信息35万多
条，政务信息3225条，群众提出各类合理的
咨询诉求1300多条， 群众诉求处理办结率
达95%。有了“天门清风”微信群的“帮助”，
合作桥乡中山村村民许真瑞失联的女儿在
4小时后被找到。花果峪村村民反映施工方
在修建便民桥时,用水泥渣料和水泥砖修建
桥墩的事，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解决。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黄
柳英 通讯员 杨丁香 刘明政 范美英 ）10
月11日下午，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龙造
窝村，“连心桥”群众服务群，有村民反映
该村有820亩松林发生虫害， 如不及时采
取灭虫措施，将影响松树成材，后果很严
重。

沱江镇网上群众服务站立即将消息反
馈给该镇林业站， 并上报县级网上群众服
务平台。10月14日，江华林业局对该村松林
进行了治理。

这是该县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 紧盯
群众“揪心事、烦心事、闹心事、棘手事”，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架设“连心桥”群众微信
群，密切党群干群鱼水关系的一个缩影。今
年4月以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成立网上
群众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网上群众工作部，

建设以微信矩阵群为主的“连心桥”网上群
众工作平台，整合“12345”公共服务热线、
县长信箱、网上信访平台等功能。该县运用
网络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做到民情主
动搜、民意主动引、民声主动应、民事主动
办，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走实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 不断密切党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

目前， 该县已经在137个县直单位、75
个行业部门、233个村组建网上群众工作
群。“指尖”推送党的声音、提供服务信息、
发布产业扶贫项目收益分配、 村务公开信
息等各类信息47200余条次， 直达20万群
众。1余万名干部网上“蹲点” 主动联系群
众， 收到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诉求2000余
条次，诉求处理办结率达100%，群众满意率
达100%。

� � � �湖南日报10月
20日讯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全
夏雨 潘芳 ）10月
19日， 双牌县麻
江镇廖家村村民
蒋云权忙着采摘
百香果。几年前，
蒋 云 权 因 病 致
贫。 后来，“田园
党小组” 帮助他
解决资金、 土地
等难题， 种植百
香果50亩， 年收
入20多万元。

在主题教育
活动中， 双牌县
持续推动“田园
党建”工作，实现
党旗飘在田园 、
党员聚在产业 ，
带 动 群 众 奔 小
康。目前，全县共
发展市级以上农
业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459个，建
成省级农业产业
示范园4个，带动
2.69万名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贫
困发生率从2014
年 初 的 18.01%
下降至去年底的
0.6%。

该县依托党
员示范户和科技
示范户，按照“地
域相近、 产业相
同、便于管理”原
则，科学设置413

个“田园党小组”，广泛开展党员进田
园“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作风、
比业绩、比奉献”和“互帮互助”活动。
今年，全县田间党小组共开展田间服
务 2.7万余次 ， 党小组成员主动与
6804户贫困群众结对帮扶，提供技术
指导和信息共享。

今年，全县共在田园开展“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1335次，433个党支部
在田间召开组织生活会。结合产业发
展和党员群众需要，田园党支部定期
邀请农技专家、致富能手、产业大户
上党课，引导大家更新观念，调整产
业。 今年以来， 全县上“田园党课”
1016场次 ， 参与党员群众 197万人
次， 帮助5448户贫困户确立增收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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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旭鹏 男 汉族 湖南蓝山 1972.09 研究生 法学硕士 中共党员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
省纪委省监委宣传部部长 （副厅长
级）

林 文 男 汉族 湖南浏阳 1969.04 在职研究生
工商管理

硕士
中共党员省委老干部局人事处处长 省委巡视第六组副组长

杜中华 男 汉族 湖南宁远 1967.08 大学
农业推广

硕士
中共党员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
展处处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湘
西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姚华光 男 汉族 湖南洞口 1971.01
省委党校
研究生

公共管理
硕士

中共党员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
省纪委省监委驻省科学技术厅纪检
监察组组长，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

蒋建华 男 汉族 湖南宁乡 1967.09
中央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处长 省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焦华芳 女 苗族 湖南绥宁 1972.08 大学
公共管理

硕士
中共党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
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党
组成员

黄 立 男 汉族 湖南衡阳 1971.11 大学 理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局局
长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黄 宇 男 汉族 湖南桃江 1974.02 研究生
理学博士
副研究员

中共党员
省科学技术厅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主任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马艳青 男 汉族 湖南湘潭 1970.02 在职研究生
农学博士
研究员

中共党员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所长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李林山 男 汉族 湖南南县 1973.09 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省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省林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钟 斌 女 汉族 湖南新化 1972.09 研究生 教育学博士 中共党员省妇女联合会宣传部部长 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龚旭红 男 汉族 湖南永州 1972.08 在职大学
教育学学士
一级教练

中共党员省体育局竞技体育与科技处处长 省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高纪平 男 土家族湖南吉首 1963.04 大学
医学学士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处
长

省卫生工会主任

杜晓勇 男 苗族 湖南古丈 1964.09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泸溪县委书记
提名为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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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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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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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至2019
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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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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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

“天门清风”
架起干群“连心桥”

江华：

微信矩阵群
密切干群鱼水情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余蓉）翰
墨歌盛世，丹青颂辉煌。昨日上午，由湖南
清风书画院与湖南非公企业投资公司主办
的“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国银宝成杯书画
展” 在湖南图书馆开幕。130多幅书画作
品，热情歌颂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成就。

一撇一捺，写文人风骨；一点一皴，绘
锦绣山河。 展览现场，展出了刘夫生、文选
德、 刘玉娥等10多位老同志和杨炳南、蔡
德林、刘鸣泰、周用金等60多位知名书画

家的作品，或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为
祖国山河新貌立传，或托物言志泼墨抒怀，
在笔墨丹青中触摸时代脉搏， 反映湖南新
貌和变化发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活动现场还展出了8幅银画，全部采用
足银打造，其中《成吉思汗》《佛陀》采用敦
煌矿颜掐丝银工艺，《蒙古马》《百顺图》《喜
上眉梢》等采用敦煌矿颜掐丝银鎏金工艺，
手工雕刻，纹理细腻，栩栩如生。 当天参观
人士均获赠了《书画展作品集》。

130多幅书画作品歌颂70年辉煌

国银宝成杯书画展举行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邓樱）我省企业生产经营正企稳向
好。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消息，调查显示三
季度全省企业景气指数126.16， 比上季度
提高0.5个点，其中，超过九成企业认为本
季度经营状况“良好”或“一般”，企业信心
指数有所提升。

由于订单情况不理想， 二季度全省企
业景气指数和企业信心指数双双回落。我
省不断适应形势变化， 围绕稳就业、 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持续

发力。三季度，在企业景气调查中行业订单
指数出现全面提升： 其中工业上升1.87个
点，建筑业上升2.62个点，批发和零售业上
升2.19个点， 住宿和餐饮业上升17.61个
点，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上升1.92个点，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上升3.67个点。

随着订单指数全面回升， 企业信心增
强，释放出更多的用工需求。三季度全省企
业用工指数为102.29， 比上季度提高1.67个
点。其中，大型企业用工景气指数比上季度提
高4.99个点，提升最快，用工状况明显改善。

全省企业景气指数上扬
企业信心增强，释放更多用工需求

余婧 凤波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衡阳调研指导第二
批主题教育工作时指出， 湖南丰富的红色
文化资源， 是我们开展主题教育取之不尽
的“宝藏”。他要求全省各地充分挖掘好、利
用好这一“宝藏”，引导和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从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中传承红色
基因、 发扬革命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 以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实际成
效告慰革命先烈、造福三湘人民。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之一，堪称“革命摇篮、伟人故里”。在这
片红色基因富集的土地上， 诞生了毛泽东、
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
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历次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近40万三湘儿女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演绎出红军战士“半条被子”
留给老乡、红军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萧
石月“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等一曲曲

英雄赞歌，这些红色故事是开展主题教育的
生动教材。

相比战争年代，如今的生活条件已有天
壤之别。但越是在幸福安宁的环境下，越容
易忘了曾经吃过的苦，忘了该怎么接续奋斗
之路。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
精神， 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时常照一照、找
差距，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提出的
四个“不能忘记”的要求，在传承红色基因中
淬炼政治品格， 时刻激励自己兢兢业业做
事、清清白白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员干部只有
认真学好党史、国史这两门必修课，才能在
行动上真正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
正处于 “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
陡，愈进愈难而又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征程上，利
用好红色资源，传扬好红色精神，更能坚定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决心， 更能筑牢人民
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 更能凝聚起同
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张明明）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的第四届中日韩安全合作国际研讨会在长
沙召开。来自中国外交部、中日韩三国合作
秘书处和三国外交安全领域的官员及学者
近40余人与会，就“地区安全新形势”“半
岛形势新发展”“中日韩安全政策”“中日韩
促进地区安全合作新思路” 等问题进行研
讨。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毛宁在主旨发言
中强调，中日韩安全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各
自的发展，对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
具有重要意义。三国应增进互信，夯实安全

合作的基础；共同努力，丰富安全合作的内
涵；加强对话，推动热点问题降温；深入探
讨， 倡导新的安全合作理念， 坚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三国智库和学
者应集思广益，为安全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道上尚
史表示，中日韩是东亚的重要国家，对地区
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 日本防卫省前
审议官德地秀士和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
保合作中心主任黄载皓分别作为日韩代表
发言，表示三国应本着求同存异和“求同化
异”的原则，共同应对全球、地区和中日韩
三边层面的挑战，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合
作开启中日韩合作新模式。

第四届中日韩安全合作国际研讨会
在长沙召开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李维）10月19日，“回顾与展望：中国慈
善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长沙举行，来自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和国内
上海、天津、湖南等地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就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 慈善捐赠动机、慈
善组织项目开发等问题进行交流研讨。

此次研讨会由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省
慈善总会主办，分为慈善史、慈善实务两个
分论坛，开展理论与实践对接、国内与国外
对话，旨在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据了解，我省十分重视培养慈善史、慈
善理论研究人才， 湖南师范大学早在2011
年就成立了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目前形成
了以周秋光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 承担完
成了包括中国慈善通史在内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招标项目等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
课题。此外，各慈善公益研究团队开展的学
术研究，与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的相
互交流， 丰富了中国慈善史学科建设内涵，
发挥出智库功能，为地方社会发展和政府有
关部门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服务。

聚焦中国慈善史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长开展学术研讨

用好红色“宝藏” 坚守初心使命

� � � � 10月 20日，
游客在花海里徜
徉。 连日来秋高气
爽， 澧县城头山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迎
来客流高峰。

柏依朴 裴瑶
摄影报道

秋高气爽
花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