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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200 名）

长沙市

董志平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钢筋工

林金良 长沙县金井镇湘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立平 宁乡市菁华铺乡陈家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朝辉（女）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党工委委员、政协

联络处主任，恒达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邓学东 原望城县政协经科委主任，长沙市开福区关工委

副主任，“五老”助学队队长

安 志（土家族）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二级警长

付 玲（女）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肖前辉（女）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公共项目部经理

欧正云 宁乡市喻家坳中学教师

江 林 浏阳市骨伤科医院主任医师，湖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江氏正骨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汤俊杰 长沙市天心区新村阳光志愿服务中心主任

李 军 长沙县行政执法局黄兴行政执法队原副队长

陈 建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原党委副书记、局长

骆从辉 长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基层党建办主任、县

委两新工委书记

李建英（女） 长沙银行工会主席、党建办主任

李 琼（女） 长沙市天心区疾控中心副主任

齐文英（女）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公益文化部部长

衡阳市

丁德馨 南华大学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

彭双娣（女） 祁东县凤歧坪乡党委书记

李 江 衡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三级警督

龙美彪 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会生 湖南中电物流有限公司运输部部长、货车司机

陈爱军 衡山县人民医院院长

曾瀛洲 衡阳市南岳区人大常委会原助理调研员

张 坤 衡南县松江镇松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 军 衡阳市疾控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

李国军 衡阳市南岳区寿岳乡岳林村村民，杉湾茶叶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陈 君 衡阳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教师

陈昌辉 衡阳市实验中学教师

龙成将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西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张 罡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精铅稀贵厂成

品车间配料班班长

邓自文 常宁市宜阳街道城东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株洲市

夏昭炎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郭 英（女） 株洲公交巴士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党支部书

记、T45 路驾驶员、班组长

罗海辉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常务

副总经理

陈艳辉（女） 茶陵县界首中心小学教师

江 平 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侯新平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株洲供电分公司城东供

电支公司副经理

叶新福 株洲日报社时政评论部主任

田 强（土家族） 株洲市三三一医院第十四党支部书记、放射科主任

曾乐平 株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科长

贺天红 株洲市公安局渌口分局民警、一级警长

曾瑞霖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硬质材料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张湘军 炎陵县鹿原镇西草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炎陵金紫峰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湘潭市

赵建成 湘乡市委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中沙镇和谐村党

总支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文花枝（女） 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千里湘江第一

湾”景区服务中心主任

万步炎 湖南科技大学海洋矿产资源探采装备与安全技术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

易钊泉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周湘蒲 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刘 浪 湘潭市雨湖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公厕维护所副所长

毛春山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曹铁光 湘潭县中路铺镇柳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群增 原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离休）

沧 南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离休）

彭 炬 湘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

邵阳市

杨长庚（苗族） 城步县邮政分公司西岩支局营业员

张丽青（女） 湖南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质检中心制样员

龚德良 武冈市邓元泰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郭 彬 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业

队教导员、二级警督

唐 珉（女） 邵阳市大祥区滑石小学教师

尹绥明 邵东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

李 军 邵阳市直属机关纪检监察工委原书记、市纪委原委员

高怡兴 邵东市廉桥镇中心卫生院防保办原主任

孙超江 邵阳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崇斌 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原副书记

黄 剑 新宁县丰田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员

刘锋钢 新邵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周 勇 绥宁县唐家坊镇小乡村村民

李晓红（女） 邵阳学院城乡建设学院副教授

雷 亮（瑶族） 邵阳市财政局政府债务管理科副科长、局团工委副书记

岳阳市

曾确松 平江县上塔市镇得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大树 岳阳县新墙镇清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郭清彬 原华容县文化体育局主任科员，县文旅广电局机

关退休老干党支部副书记

李概明 湘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

杜三军 临湘市文白中学教师

王 胜 岳阳市君山区天井山国有林场场长，区林业局湿

地管理站站长

朱运伍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鸿运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普查 岳阳市南湖新区湖滨街道湖滨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伍建华（女） 原岳阳市住建局墙体材料改革散装水泥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岳阳县柏祥镇柏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黄 聃 岳阳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唐 洪 岳阳高澜节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婧婧（女） 中石化巴陵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树脂部科研技术员

谢清峰 中国石化长岭炼化公司炼油工艺高级专家

葛生华 岳阳市岳阳楼区王家河街道东升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李文辉（女）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常德市

姚跃林 常德市武陵区府坪街道体育东路社区党员志愿者

吴忠文 常德市鼎城区卫生健康局原中医内科主任

邱宝珠（女） 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唐汇驰 石门县政府办副主任

钟美佐 湘雅常德医院肿瘤科主任

曾祥富 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四级高级警长

潘友桂（女） 湖南云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副主席

谢元恒 桃源县杨溪桥镇铁山溪村村民

徐亚力 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

书记、副局长，区非公综合党委书记

罗德军 澧县官垸镇码头社区党总支书记

卓德刚（土家族） 石门县罗坪乡栗子坪教学点教师

张祖爱 汉寿县岩汪湖镇金盆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邵 锋 津市市住建局海绵办主任

徐金国 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家界市

周海燕（女，苗族） 张家界阳戏传习所演员

谭 俊（土家族）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古庸路院区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病区副主任

田开力（土家族） 张家界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四级高级警长

吴 菊（女，土家族） 慈利县商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谷利民（白族） 桑植县政府办原助理调研员，县老年大学

党总支书记、校长

龚胜彪（土家族） 张家界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

朱德政 桑植县澧源镇建兴岭社区党支部委员

益阳市

姜志鹏 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街道天成垸村村委委员

唐上君 原安化县第六中学教师

刘大飞（女） 益阳市大福皮肤病防治所工会主席

唐河清 沅江市泗湖山镇坪塘岭村村民

刘赤平 益阳市工信局人事科科长，沅江市黄茅洲镇子母

城村党总支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蒋勇军 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中心学校副校长

文 力 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限公司第六车间数控加工操作员、班长

邓忭春（女） 益阳市第一中学教师

童中全 南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

钟新跃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机修班班长

吕花艳（女）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益阳市儿童医院）儿科门急诊副主任

谌冬梅（女） 益阳市资阳区大码头街道金花坪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郴州市

曹扬成 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村民

李乾初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城南城市分局副经理

颜新民 郴州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市好人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邝素珍（女） 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朱志平 湘南学院附属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

曹晓英（女）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一支部书记、感染中心主任

黄 桂 桂东县青山乡政府三级主任科员

杜志孝 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王海刚 永兴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

陈针菊（女）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质量总监

唐白良 安仁县实验学校教师，县社会组织第一联合党支

部书记（兼职）

袁春安 桂阳县龙潭街道北关社区龙潭二村小区党支部委员

永州市

邓贻涛 永州市冷水滩区普利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杨 佳（女） 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护士

周 勇 祁阳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

唐云云（女） 东安县水岭乡枧田村村民

陈敏杰 原道县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春山 宁远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警长

欧阳鑫（瑶族） 江永县融媒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潇浦镇和兴

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周 菊（女） 新田县石羊镇塘罗村党支部委员、妇联主席、卫计专干

张国生（瑶族） 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兴隆小学校长

段红林（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分公司业务运营

及 IT 支撑中心部门主任

倪嘉慧（女） 永州市慈善志愿者协会会长

唐剑瑛（女） 永州市中心医院冷水滩院区重症医学科护士

张琼宇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学部副教授

怀化市

向 往 中方县桐木镇半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建明（苗族） 怀化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四分公司驾驶员

吴菊凤（女，侗族） 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木脚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 挺 怀化市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胡明发 沅陵县财政事务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凉水井镇小

枫溪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杨玉平（侗族） 会同县堡子镇上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方福清 辰溪县原长田湾乡中学教师，长田湾乡关工委主任

陈冰青（苗族）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

唐长斌 辰溪县柿溪乡向家湾村村民，柳溪移民农业机械

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

胡玉山 溆浦县祖师殿镇鲁家溪村村民，胡玉山木器加工厂厂长

滕明豪（苗族） 芷江侗族自治县春阳滩水电有限公司工人

唐曙光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华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杨湖珍（女，侗族）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副主任

娄底市

金瑞文 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副局长、一级警督

曾联明 娄底市娄星区水利局原党组成员，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唐象新 新化县石冲口镇合心村村民

白 婧（女，满族）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师

王长安 双峰县锁石镇芙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建伟 湖南兵器长城机械有限公司工装制造中心工装班班长

李建辉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锑冶炼厂黄金车间主管

邓 斌 涟源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股长

胡智林 湖南宇能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龙育才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姚本忠（土家族） 凤凰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

李小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举重人才基地主任

张光柱（苗族） 龙山县石牌镇初级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教师

石英超（女，苗族） 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妇联主席

向子松（土家族） 吉首市海圳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出租车司机

陈 平（土家族） 吉首市双塘街道大兴村村民

张福洲（土家族） 永顺县润雅乡公路养护员

夏远略 国家税务总局花垣县税务局干部（离休）

省直机关工委

曾杰毅 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涌泉特勤站站长

黎明星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彭晋勇 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处副处长

伍奉荣 省审计厅财政审计一处处长

刘瑾瑜 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毕栋梁 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花垣县双龙镇岩

锣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胡一鹏 省委办公厅办文处一级调研员

杨 帆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新

闻中心摄像部记者

朱 璎（女）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离休）

刘德兴 省星城监狱四级高级警长

省委教育工委

何继善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龙 兵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肖北庚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刘仲华 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阳立高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芮 松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

傅学俭 省人大常委会原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

委员，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省国资委党委

张 珍（女）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施工技术员

刘 斌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党支部书记、办公室

主任，永顺县芙蓉镇科皮村党支部原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原队长

杜升华 湖南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农药工程技

术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谢海斌 中建国际投资（湖南）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

杨 翊 湖南高创新能源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罗 波 国家能源集团宝庆发电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值班员

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

谭德勇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核酸分子产线负责人

廖寄乔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洋（土家族） 张家界市旅游行业党委委员、市旅游协

会导游分会会长

二、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200 名）

长沙市

李纪煌 浏阳市张坊镇田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季明 长沙县果园镇新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罗树强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湖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汤国清（女）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清水塘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王 军 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党工委书记

曹 文 长沙市望城区丁字湾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 俊（土家族） 长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两新工委

书记、市委基层党建办主任

王 辉（女） 宁乡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黄义仁 浏阳市永和镇原副镇长，镇老干党支部书记

邓 望 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王月林 长沙市实验中学党委书记

姜志华（女） 长沙市第一医院党委办主任

刘振乾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党工委书记

张利刚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岳立华 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邓 涛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衡阳市

阳国清 衡东县霞流镇李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张 婷（女） 衡阳市蒸湘区红湘街道冶金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静扬 常宁市委办四级调研员

雷 华 衡阳市蒸湘区委书记

颜洪波 衡阳市委组织部组织指导科（党代表联络办）科长（主任）

欧阳洪研 耒阳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人民防空办主任

黄周生 衡阳县公安局政工室副主任、一级警督

唐 艳（女） 衡阳师范学院党委委员

李湖平 衡阳市老干部（老年）大学党委副书记、老干部活

动中心主任

许海锋（女）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兴街道香江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传辉 湖南工学院建筑工程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委员，

土木工程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姣美（女） 衡阳市珠晖区广东路街道荷花坪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

周志杰 祁东县永昌街道党工委书记

文 鸣 衡阳市石鼓区黄沙湾街道党工委书记

株洲市

资道清 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粟蒲先（女） 株洲市天元区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天元区

离退休干部党总支书记

杨 明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欧国胜 攸县网岭镇罗家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聂岚艳（女） 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街道党工委书记

谢华丽（女） 株洲市中心医院党务工作科科长

张小凤（女，苗族） 茶陵县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

刘钢德 株洲市石峰区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梁 艳（女） 株洲市东方四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言英姿（女） 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主任

杨 彬 株洲市荷塘区茨菇塘街道六〇一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刘 玲（女） 株洲经济开发区学林街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湘潭市

王松林 湘乡市泉塘镇花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 雯（女）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霞光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兼职）

肖 睿 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党工委书记

周密群（女）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委工作部部长

何 玮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高级主办

曾德林 湘潭市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胡厚浪 湘潭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两新工委书记

万里鹏 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

彭小焱（女） 湘钢一中教育集团初中二党支部书记、教师

黄丽君（女） 湘潭市卫健委党建科科长

邵阳市

袁彦亮 邵阳县金称市镇党委书记

吴厚宾 隆回县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应华 邵阳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兼总经理

刘 慎 新邵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阳祝会 隆回县高平镇党委副书记

袁立军（女） 邵阳市中医医院党委办主任

曾思思（女） 邵阳市北塔区茶元头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

彭 毅 隆回县委组织部人才组组长、干部一组副组长

张纲学（回族） 洞口县政府办党组成员

郭海同 邵东市仙槎桥镇青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

（下转7版）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

产党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坚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大战大考，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打赢决胜全面小康三

大攻坚战，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湖南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导向，激励广大党员和党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在全社会营造干事

创业、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省委决定，授予董志平等 196 名同

志“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追授李军等 4 名同志“湖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李纪煌等 200 名同志“湖南省优秀党

务工作者”称号，授予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党总支等 199 个基

层党组织“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并予以表彰。

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省各条战线共产

党员、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精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集中体

现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风貌特征。省委号召，全省广大共产

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对党忠诚、

信念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牢记宗旨、永葆本色，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始终保持鲜明

的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共产党

人的精神高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爱岗敬业、尽忠职守，争创

一流业绩，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带头贯彻

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

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

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扎实工作、顽强拼搏，努力开创

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始终成为推动改革发展、夯实基层基础、回

应群众期盼、维护和谐稳定的战斗堡垒。

省委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谦

虚谨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宏伟事业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百年奋斗路，启航新征程。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从百年

党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

大者”，团结和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接续奋斗、开拓进取，为努力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湖南省委

关于表彰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021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