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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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候选人人选）进行任前公示：

姓 名

曹再兴

刘达祥

胡建福

刘兴无

马民杰

黄 劲

黄俊钧

朱水平

沈刻明

杨丽萍

赵 宇

廖满珠

蒲学联

向守清

龚明汉

高湘文

性
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苗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籍贯

湖南益阳

湖南衡阳

湖南株洲

湖南长沙

湖南武冈

湖南临澧

湖南岳阳

湖南湘阴

湖南慈利

湖南益阳

浙江缙云

湖南郴州

湖南新晃

湖南桃源

湖南张家
界

湖南浏阳

出生年月

1966.01

1965.03

1966.03

1967.04

1963.08

1974.07

1964.01

1963.05

1965.08

1965.06

1967.04

1973.03

1962.10

1967.05

1964.09

1968.03

学历

研究生

在职大学

大学

大学

在职大学

大学

在职大学

研究生

中央党校
大学

大学

在职大学

在职研究生

省委党校
研究生

大学

中央党校
大学

在职大学

学位或专业
技术职务

法学硕士

法学学士
二级高级法官

法律硕士
二级高级检察官

经济学学士 讲师

法律硕士

哲学硕士

经济学学士
副教授

经济师

工商管理硕士

文学学士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农工党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民盟

现任职务（职级）

长沙市开福区委书记

常宁市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党工委书记

常德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市行政
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校（院）长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市政府
办主任、二级巡视员

益阳市妇联主席

永兴县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郴州市林业局局长、农工党郴州
市委主委

怀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洪江市委书记、二级巡视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科学
技术局局长

拟任职务（职级）

提名为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衡阳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提名为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提名为株洲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提名为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常德市政协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郴州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怀化市政协主席候选人

提名为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主任候选人

提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
拟任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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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3日
至202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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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省委大院四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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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3日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龚卫国 杨王慧）12 月 13
日，位于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纪念馆与全国 20 家纪念馆同
步举行公祭悼念活动。

上午10时整，83名干部群众手拿
白菊，向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默

哀。大家依次来到受降纪念坊前，鞠
躬、敬献菊花，向遇难同胞表达哀思。

“83 年前的今日，日军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今天，我
们在这里发出倡议，要珍爱和平、铭
记历史。同时向死难者献花 83 枝，
纪念南京大屠杀 83 周年。”馆长吴

建宏说。
抗战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

江。12月1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纪念馆向社会公开 31 件日军
侵华罪证物品，其中包括日本第二十
军芷江作战地图、日军作战和生活用
品、日军战争回忆书籍等。据了解，这

些物品是该馆从河南、山西、日本等地
收藏家征集而来。

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纪念馆从海内外征集到5000多
件珍贵文物与资料，其中有国家一级
文物31件、二级文物36件、三级文物
135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通讯员
周静 记者 杨玉菡）“我将铭记历史、
奋勇争先，做一个求知上进的人，做一
个追求真理的人，做一个高尚的、有益
于国家和民族的人。”12月13日国家
公祭日，南县厂窖镇厂窖惨案遇难同
胞纪念碑下，厂窖小学学生们的铿锵

誓言久久回荡。
当日，南县在厂窖惨案遇难同胞

纪念广场举行庄严而简朴的公祭活
动，200 多名群众为厂窖惨案遇难同
胞敬献鲜花和花圈。随后，大家参观厂
窖惨案纪念馆。

1943年5月9日至11日，侵华日

军野蛮侵入厂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
厂窖惨案，3万多名同胞惨遭杀戮。厂
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厅分为“罪
侵中华、祸殃洞庭”“疯狂屠戮、惨绝人
寰”等 5 个部分，展出图片 350 余幅、
文物 160 余件，展示南县各界同仇敌
忾、万众一心对抗日本侵略者，用生命

和鲜血谱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
侵略的壮丽史诗。

据了解，2017 年，厂窖惨案遇难
同胞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8年成为湖南
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今年
以来，共接待参观者110万人次。

缅怀革命先烈 激发图强动力
南县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广场举行公祭活动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余
蓉 通讯员 陈丹 耿星）12 日，为期三
天的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现场决赛在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各赛项共
决出一等奖82名、二等奖185名、三等
奖258名，并对获奖名单进行公示。

湖南省成绩斐然，共获一等奖 12
个，排全国第一。其中，高职组参赛共14
个作品，分别获一等奖8项、二等奖5项、
三等奖1项；中职组参赛共14个作品，分
别获一等奖4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3
项。中高职共28个作品，获奖率100%，
参赛作品获奖比例排名全国第一。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仁祥表示，
教育部连续两年将此项大赛放在湖南

株洲举办，既是对湖南职业教育最好的
信任和支持，又是推动湖南职教改革发
展的强大动力。新时代，湖南职教人将
聚焦服务“三个高地”“一带一部”战略
实施，践行“四新”使命，进一步夯实湖
南职教基础，擦亮湖南职教品牌，打造
湖南职教样板，谱写湖南职业教育的新
篇章。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在此次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该校
副校长隆平以《赛教融合 助力教师教
学能力全面提升》为题，从赛建融合，提
升教师课程建设能力；课赛融合，提升
教师教学实施能力；赛治融合，打造学
校特色竞赛文化三个层面，向与会嘉宾
推介本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经验做法。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陈
昂昂）今天，湖南行政管理学会2020年
会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推进湖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省委党校召
开。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行政管理学
会会长戴道晋出席。

会议期间，来自全省党校行政学院
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会
员单位的获奖论文作者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并进行了理论实践探讨交流。此次
研讨会征文活动得到了省内外党校系
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单位
的积极回应。经本人投稿、学会组织专

家评审，评选出13篇论文一等奖，27篇
论文二等奖，60篇论文三等奖。

会议指出，学会工作要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强化“行政人最
讲政治”的意识，严把政治方向关。要聚
焦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
湖南建言立论，结合公共管理学术前
沿，紧扣党委选题、政府点题、社会征
题、学会选题、研究扣题的学术宗旨，进
一步将理论研究通过实践检验转化成
实际工作成效。要加强学会建设，打造
学术品牌，高站位谋划、高质量立论、高
标准要求，推动新时代行政管理理论研
究工作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行政管理学会举行
2020年会暨理论研讨会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邓
晶琎）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省
应对低温雨雪等灾害天气影响紧急视
频会议今天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谢建辉，副省长陈飞出席。

气象部门预报，今日起至16日，受
强冷空气南下影响，我省有一次寒潮大
风、低温雨雪冰冻过程，影响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雨雪相态复杂。

会议指出，做好应对低温雨雪等灾
害天气影响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高度重视，做
好相关准备，制定应对措施，抓早抓实

抓细，确保社会运行稳定有序。
会议强调，要精准防控，精准预测

预警预报，及时发布信息，筑牢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精准做好重点工
作，确保道路交通、旅游景点、建筑工
地、能源供应和学校等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精准落实工作要求，围绕保畅通、保
供应、保安全，确保通信畅通，做好应急
救援，保障好物资供应和困难群体生
活。要落实责任，按照属地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落实好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
督导责任。要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应急
值守、信息报送和及时调度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省应对低温雨雪等灾害天气影响紧急视频会议强调

抓早抓实抓细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奉
永成）据气象部门预报，12 月 13 日至
16日我省有一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
程。今天，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会议，专题
研究部署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
工作，要求全省应急管理系统进入应急
状态，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准备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指出，此轮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是我省今年入冬以来面临的
首次极端天气过程，强度大、范围广、持
续时间长、致灾风险大。全省应急管理
系统要做好万全准备，督促各级各有关
部门修订完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
预案。要综合预测预警预防，充分运用
主流媒体、“村村响”应急广播高精准、
多频次地发布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
到村到户到人，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

意识和能力，杜绝因灾导致群死群伤事
件发生。

省应急管理厅要求，要做好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加
强安全监管，突出抓好煤矿、非煤矿山、
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和工贸等直管行
业领域的防范应对工作；推动相关部门
单位加强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
工、特种设备、消防火灾、人员密集场所
等行业领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防发
生较大以上事故。要加大用火、用油、用
电、用气安全宣传和警示提醒，防止取
暖引发火灾、煤气中毒等事件造成人员
伤亡。要严格落实24 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做到应急救援预案、队伍、装
备物资“三到位”，随时做好应急准备，
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省应急管理系统进入应急状态

防范应对当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芷江举行公祭活动
公开31件新征集侵华罪证物品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余
蓉）有诗云：“不到潇湘岂有诗。”记者今
日从举办方新闻通报会上获悉，第三届
中国诗词教学大会系列活动将于12月
25至27日在长沙举办，以诗歌的形式
向即将迎来的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长沙作为湖湘文化发源地之一，有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积淀。本次活动由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等主办，长沙诺
贝尔摇篮教育集团和北京梦想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承办。

传诵古诗词，融入新教育。本次大
会邀请了近20位中国中小学语文名师
大家和嘉宾，开辟线上、线下两个会场，
参会人员将有机会和国内顶级语文和
诗词教学专家一起探讨诗词教学之道。

诗词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也是对个人修养及文化底蕴的
培养。所以本届诗词教学大会将结合部
编语文教材的中小学生必背古诗文相
关篇目，安排有多场名师现场教学课堂
和古典诗歌教学讲座，为广大中小学语
文教师和家长提供诗词教学高效解决
方案。

名师课堂内容精彩纷呈，将有支玉
恒讲《读写结合的“结合点”究竟是什

么》，唐江澎讲《知识视野：从无趣到有
趣》，赵谦翔讲《群诗鉴赏与全面素养》，
王君讲《诗词教学，打通读法和活法》，
王良讲《让诗词活起来》，王海兴讲《分
合有法——古典诗词的课堂构建》，余
映潮讲《略说中小学苏轼诗词作品的教
学》，阳玉涓讲《文化自信的抓手——国
医、国学、国术教育》，尤立增讲《以学情
为核心的古典诗歌教学》，陈琴讲《歌诗
有法 方得意趣》等，将从各个方面深入
探讨诗词教学之道。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本届诗词教学大会上主办方还
特别准备了两场精彩的诗歌晚会。

以“诗词”论风雅，尽情徜徉在诗词
的海洋里。12月25日是“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诗歌朗诵晚
会，26日是“文化自信 以诗为魂”古典
诗词吟诵晚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吟
诵专家，如唐调、湖湘调、平江调等国内
比较有代表性的吟诵传承人魏嘉瓒、李
效愚、李仕珍、姚宏、王振华等，将集聚
一堂，为本年度带来一场最值得期待的
诗词盛宴，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在孩子们
心中种下诗歌的种子。

观课堂，赏诗词

第三届中国诗词教学大会25日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
杰）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上午10时
许，常德市各界人士冒着蒙蒙细雨，聚
集在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公墓广场，悼念
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及细菌战死难者。

“让年轻一代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增强爱国情怀。”65岁的常德市民
曾献宏带着14岁的孙子，站在常德会
战阵亡将士纪念塔前，神情肃穆。他
说，希望社会大众牢记侵华日军在常
德地区所犯滔天暴行，通过国家公祭
日悼念死于细菌战的无辜平民。

来自新化县东方文武学校的300多
名师生，向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敬
献花篮、默哀、鞠躬，并齐声朗诵《少年中
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铿锵誓言响彻云霄。

据悉，常德市是抗日战争时期遭

受日军蹂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41
年，侵华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造
成大量平民死亡。1943年11月2日至
12月20日，日军投兵10万，中国投兵
20万，展开“常德会战”。这场会战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之一。

常德悼念常德会战阵亡将士及细菌战死难者

12月13日，江永县烈士公园，思源实验小学的学生向抗日烈士纪念碑献花，寄托哀思。田如瑞 摄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落幕

湖南获一等奖数量排全国第一

12月12日，干部群众在芷江受降纪念坊前参观侵
华日军罪证物品。 龚卫国 蒋镇嶷 摄影报道

12月12日，永州市零陵区烈士陵园，学生和志愿
者代表全体肃立，奏唱国歌，瞻仰英烈墙，缅怀遇难同
胞，并签名呼吁铭记历史，祈愿和平。 段庭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