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 籍贯籍贯籍贯籍贯 出生年月出生年月出生年月出生年月 学历学历学历学历
学位或学位或学位或学位或

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务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

面貌面貌面貌面貌
现任职务现任职务现任职务现任职务（（（（职级职级职级职级）））） 拟任职务拟任职务拟任职务拟任职务（（（（职级职级职级职级））））

李俊华李俊华李俊华李俊华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嘉禾嘉禾嘉禾嘉禾
1963.091963.091963.091963.09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医学学士医学学士医学学士医学学士

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

高纪平高纪平高纪平高纪平 男男男男 土家族土家族土家族土家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吉首吉首吉首吉首
1963.041963.041963.041963.04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医学学士医学学士医学学士医学学士

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卫生工会主任省卫生工会主任省卫生工会主任省卫生工会主任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

陈新宇陈新宇陈新宇陈新宇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湘潭湘潭湘潭湘潭
1962.011962.011962.011962.01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医学博士医学博士医学博士医学博士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一中医第一中医第一中医第一中医

临床学院临床学院临床学院临床学院））））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院长院长院长院长
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党委委员

彭彭彭彭 涛涛涛涛 女女女女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北湖北湖北湖北

黄冈黄冈黄冈黄冈
1971.051971.051971.051971.05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工学硕士工学硕士工学硕士工学硕士

副研究员副研究员副研究员副研究员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通信产业处处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通信产业处处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通信产业处处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通信产业处处长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副厅长副厅长副厅长

梁毅恒梁毅恒梁毅恒梁毅恒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南县南县南县南县
1962.101962.101962.101962.10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理学学士理学学士理学学士理学学士

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员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省药品监督省药品监督省药品监督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管理局党组书记管理局党组书记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副局长副局长副局长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

彭彭彭彭 翔翔翔翔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津市津市津市津市
1962.121962.121962.121962.12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工学学士工学学士工学学士工学学士

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成员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

潘小松潘小松潘小松潘小松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长沙长沙长沙长沙
1963.101963.101963.101963.10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省公安厅警令部主任省公安厅警令部主任省公安厅警令部主任省公安厅警令部主任 省公安厅一级警务专员省公安厅一级警务专员省公安厅一级警务专员省公安厅一级警务专员

涂碧波涂碧波涂碧波涂碧波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汉寿汉寿汉寿汉寿
1966.101966.101966.101966.10 在职大学在职大学在职大学在职大学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常德市委常委常德市委常委常德市委常委常德市委常委

杨志红杨志红杨志红杨志红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宁乡宁乡宁乡宁乡
1971.111971.111971.111971.11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法学学士法学学士法学学士法学学士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怀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怀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怀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怀化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市公安局党委市公安局党委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书记书记书记、、、、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提名为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提名为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提名为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提名为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丁丁丁丁 诚诚诚诚 男男男男 汉族汉族汉族汉族
湖南湖南湖南湖南

长沙长沙长沙长沙
1976.061976.061976.061976.06

在职在职在职在职

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研究生

工学博士工学博士工学博士工学博士

二级文学编辑二级文学编辑二级文学编辑二级文学编辑

中共中共中共中共

党员党员党员党员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党委副书记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党委副书记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党委副书记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党委副书记、、、、总总总总

监监监监，，，，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卫视中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卫视中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卫视中心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卫视中心

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总监总监总监总监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湖南广播湖南广播湖南广播

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电视台））））党委委员党委委员党委委员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副台长副台长副台长副台长））））

还澧水一方安宁
——津市推进巡视整改掠影

要闻02 2020年3月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来电、来信、来
访等形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德、
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为便
于了解情况，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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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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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 至
2020年3月13日

受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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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理 电 话 ： 0731—12380；

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
受理网址：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410011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20年3月7日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的重要指示精神，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拟提拔

或进一步使用10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干部，现进行任前公示：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龙文泱
孟姣燕 通讯员 周东平）近日，湖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与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联合发布《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做好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企业稳健发展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优化金

融服务、加大信贷投放、化解偿债压力、
降低融资成本、适度放宽部分客户违约
认定标准、建立白名单客户库、开发产品
服务、加大宣传力度等8个方面，支持我
省文旅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平稳健
康发展。

《通知》要求，各级文旅部门和农行
分支机构要确定专人负责，主动为企业
提供政策咨询和融资辅导。综合文旅企
业近 3 年的服务能力、经营状况、信用
状况等，建立白名单库，对入选企业优
先进行金融支持服务。同时，优先满足

有发展前景受疫情影响暂时受困文旅
企业新增贷款，不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存在到期还款临时性困难的，在
满足相应条件下可采取合理的重新约
期、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的方式解决偿
债压力。

湖南省文旅厅联合农行发布措施

支持文旅企业稳健发展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段涵敏）
3月7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3月6
日0-24时，湖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
例，新增死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13
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 2 例、株
洲市1例、岳阳市6例、常德市2例、郴
州市1例、娄底市1例。

截至3月6日24时，湖南省累计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018
例，累计报告重症病例147 例，现有重
症病例 6 例，死亡病例 4 例，出院病例
959例，在院治疗55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 242 例、
衡阳市48例、株洲市80例、湘潭市36
例、邵阳市 102 例、岳阳市 156 例、常

德市 82 例、张家界市 5 例、益阳市 60
例、郴州市 39 例、永州市 44 例、怀化
市 40 例、娄底市 76 例、湘西自治州 8
例。

现有重症病例中，长沙市 2 例、株
洲市1例、邵阳市1例、娄底市2例。

死亡病例中，长沙市2例、邵阳市1
例、岳阳市1例。

出院病例中，长沙市209例、衡阳
市48例、株洲市74例、湘潭市36例、邵
阳市100例、岳阳市145例、常德市82
例、张家界市 5 例、益阳市 59 例、郴州
市 38 例、永州市 44 例、怀化市 40 例、
娄底市71例、湘西自治州8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946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6796人，尚有150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为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省发
改委6日印发《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
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对直供工业等用户的用气价格降低
20%。这是继 2 月底发布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通知后，省发改委再次为湖南企业
复工复产用能降低成本。

根据该通知，我省在三大方面降低
企业用气成本：自2月22日起我省非居
民用天然气提前执行淡季价格，天然气
终端销售价格较采暖季下降0.40元/立
方米；直供的工业、化工、电厂等用户，
销售价格在原综合价格基础上降低
20%；对直供化肥企业，基准门站价格下
降5%，传导至终端用户同步下降5%。

省发改委商品价格和调控管理处介
绍，此前省发改委已就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发布通知，要求自2月1日起至6月30日
止，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现执行一般工

商业及其他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网企业在计
收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
结算。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开工、
复工的企业，放宽容（需）量电价计费方式
变更周期和减容（暂停）期限，减免收取容

（需）量电费，并适当追溯减免时间。对因
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企业，原选
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缴纳容（需）量电
费的，实际最大用量不受合同最大需量限
制，超过部分按实计取。为疫情防控直接
服务的新建、扩建医疗等场所用电需求，
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

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用电用气，均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施，疫情结束后3个月
内缴清。

据测算，这两项政策叠加，通过实
施阶段性降低用电用气成本措施，可降
低我省企业用电用气成本约11.5亿元。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邹湘木 谢进）湖南审计部门集
中力量核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财政资
金使用时效。今天，省审计厅通报，全省
各级审计机关均已实时跟进审计监督，

“重拳狠手”严查防疫资金“趴账上”现
象。

疫情发生后，中央和省级财政多批
次向全省下达专项资金，各市县也均投
入防疫资金。为确保专项资金迅速高效
拨付一线，破除形式主义顽疾，解决资

金安排拨付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我省审计部门实时跟进审计监
督，聚焦揭示资金拨付迟滞等问题。

省审计厅表示，此次审计部门按照
“边审计边督促整改”原则，对审计发现的
超长时限未分配且数额大资金，一般通过
本级联防联控机制统筹研究分配方案。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通过集中审计
和整改，推动一批市县对未及时分配资
金实时作出安排或拨付，为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顺畅高效推进加强了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杨琦 杨淳 鲁智勇

3月6日，津市澧水河畔，油菜花盛
开，市民三三两两在散步，享受美好春
光。历经近一年的巡视整改，往日非法
盗采机器发出的轰鸣声消失，澧水恢复
了宁静。

对这样的变化，沿河居民感触良
多。“现在澧水简直大变样，变得安静、
干净多了。只要天气好，我们都会来散
散步。”家住新洲码头附近的居民徐菊
香感叹地说。

津市因“为水陆要津”而得名，澧水
穿城而过，全境40多公里长。按水利部
门划分，主城区下游30多公里长流域
被列入洞庭湖区。为了保护洞庭湖生
态，早在2014年，津市率先全面禁止采
砂。然而，近年来，在利益驱动下，非法
盗采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同一时
间在河道盗采船只达10多艘，生态遭
到严重破坏。

去年，省委巡视组进驻津市开展巡
视，直指“澧水津市水域盗采河砂事件
频发”问题。对此，津市市委高度重视，
将巡视反馈意见当作首要政治任务，从
严从实，立行立改。市委主要领导部署，
纪委监委牵头，成立了由公安、水利、海
事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行动小组，在
澧水沿岸开展打击非法盗采河砂专项
行动。

“在暴利驱使下，盗采团伙雇专人
盯梢，先是盯执法船，后来盯执法人员
和车辆，盯盗采现场方圆 3 公里内动
静，一有风吹草动，就驾船或弃船逃

跑。”执法人员介绍，采砂涉及挖砂和
运输，一般都是团伙作案，十分猖獗。
为此，执法人员精心谋划，最后租用民
用渔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来到盗采
现场，以雷霆之势，现场将路某等作案
人员抓获，然后连夜审讯，顺藤摸瓜，
破获3起盗采团伙案，刑拘16人，涉案
金额 2000 余万元。目前，16 人已移送
到检察机关。

津市市纪委监委坚决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坚决斩断染指砂石“黑
手”，对涉嫌违法违纪、未正确履职的津
市水利局及水政监察大队等有关负责
人立案审查，严肃追责。并督导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重点水域安装
高清摄像头，实现24小时监控，同时加
强车巡、船巡，建立立体管控模式，有效
打击、遏制了非法采砂行为。

津市市河长办、扫黑办、水利局等
部门不断深化巡视整改，集中规范船
只管理、开展清“四乱”等行动，共清理
河道洲滩杨树 3770 亩、28 万多株，清
理河道垃圾约 3180 吨，取缔 15 个砂
石码头。

当日，记者在澧水窑坡渡码头看
到，8 艘挖砂船整齐停靠岸边，长时间

“熄火”使得船身锈迹斑斑，但河滩植草
复绿，恢复了岸线生态，呈现勃勃生机。

“津市市委以坚强的政治决心，结合澧
水河道‘洞庭清波’专项整治行动，强力
推进澧水采砂巡视整改。自整改后，目
前没接到一起关于澧水盗采的投诉举
报。”津市市委书记傅勇表示，将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开展“回头看”，坚决守护澧
水安宁。

津市市根据省委巡视组反馈的4
个方面15个问题，进一步细化为54个
具体问题，制定了133条具体整改措
施，建立了市委班子牵头领办、责任部
门具体承办、专门调度指挥协调机构专
抓的三级责任体系。

专门设置巡视整改办和巡视整
改督查办，负责日常调度、业务指导、
督导协调，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对每
项整改任务明确“六有”标准，即有详
实细致的整改方案，有整改过程的记
录，有举一反三的举措，有阶段性的
效果体现，有长期坚持的制度，有整
改带来的新变化，实行台账化管理、
销号式推进。

津市市委书记带头领办问题抓整
改，深入现场抓督导落实，全市形成了
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合力攻坚的整改局
面，成效显著。尤其突出推进三大攻坚战
和扫黑除恶，半年时间里共打掉涉恶犯
罪集团3个，涉恶犯罪团伙6个，破获涉
恶案件56件，刑拘涉恶犯罪嫌疑人162
人，逮捕107人，移送起诉111人，立案
查处涉黑涉恶“保护伞”4人。

截至目前，津市市已完成43个具
体问题，115条整改措施的整改任务；
完成省委巡视期间移交的立行立改问
题43个；接受省委巡视组信访件222
件，办结219件，党纪政务处分20人，
办结率98.6%。

■链接
整改成效

湖南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55例，累计出院959例

彭艺

“公司所发的慰问金已收到，实在
受之有愧，诚挚表示感谢！参加和支持
防疫、战‘疫’，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和责任，身为家属理应无条件支持。”上
周，从大年初三就已全员复工的湖南明
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到了
一封来自员工家属的感谢信。这封信的
由来是：明康中锦除了为所有员工发放
了复工补贴之外，还特意向他们的家属
发放了一份慰问金，对员工非常时期的
坚守和员工家庭的支持表达敬意。这则
故事传递出这样的理念：复工复产，既
要硬核举措，也要有人文关怀。

疫情袭来，没有孤岛，也没有人能
置身事外。这就需要前方后方“同频共
振”。当战局转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的阶段，尤其要充分调
动起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复工
复产效率。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既需
要有安全防护物资、硬核措施做保障，
也需要站在员工角度给予他们关爱，了
解他们的心理诉求和实际困难，并及时
妥善解决。

现实而言，调动员工复工复产积极
性，物质酬劳是首选。如明康中锦的所有

员工，甚至他们的家属都收到了企业的
专项补贴、慰问金，员工工作起来自然更
加努力，面对抗“疫”更有信心。360、快
手、阿里健康等企业为所有员工报销上
下班费用，员工复工出行压力更小，自然
更有归属感。

但钱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调动
员工积极性，同样需要心理层面的关
爱。病毒肆虐，自身安全的考量是第
一位的，员工家属有担忧、焦虑情绪
实属正常，让一线员工安心，让他们
的家人放心，就需要企业决策者想方
设法，消除安全隐患，给予心理慰藉。
比如，湖南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所有员工发起“在家办公创意照
片”“线上会议新姿势”等多种活动，
并推出防疫知识科普趣味漫画，引导
员工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保持乐
观向上的心情。当员工们都保持身心
健康，自然能更好应对风险，快速进
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考验
企业的抗压能力，也考验企业管理者的
能力。顺利复工复产，尽快让企业走上
正常的发展轨道，就需要经营者、管理
层在硬核保护及软性关怀上下足功夫，
带领员工一道共克时艰。

既要硬核举措 也需人文关怀

省发改委发布用能优惠政策

直供工业等用户用气价格降低20%

防疫资金“趴账上”，严查
已推动一批市县及时做出安排或拨付

麓景路南延线加紧施工
3月7日，湖南湘江新区麓景路南延线工地上，复工后的建设者在隧道内加

紧施工作业。麓景路南延线东、西2个隧道计划今年5月份贯通，年内将完成主体
工程施工，2021年实现通车。麓景路南延线全长约3.9公里，设计车速为60公里/
小时。工程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湘江新区南北骨干路网，极大改善梅溪湖片区
的交通出行，有效缓解长沙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陈薇）
日前，《湖南省电影局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促进电影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措
施》发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和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省财政厅
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
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精神，支持全省电影企业渡过难
关，促进电影业平稳健康发展，湖南省
电影局制订了以下6条措施。

一是对省内影院按照银幕数量，结合

2019年同期上缴电影事业专项资金额度、
观影人数和国产影片的放映场次等因素
给予补贴。二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延缓
征缴和减免电影事业专项资金。三是对
2020年票房收入排名前列的影院进行奖
励。四是对疫情过后新开业的影院予以补
助。五是优化电影业服务，电影剧本（梗概）
备案、完成片审查、影院加入院线和变更

等业务可通过网上申报、寄送纸质材料进
行审批。指导电影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准备
工作。六是积极发挥省电影行业协会的作
用，引导社会力量支持电影产业发展。

据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如国家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按照“就高、不重
复”原则执行。

湖南省电影局发布措施

促进电影业平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