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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传美（女） 浏阳市司法局淳口司法所司法助理员、三级主任科员

尹卫东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隆平高科技园党工委委员、

纪工委书记、监工委主任

邹 展 长沙市天心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四级调研员

袁 晶（苗族） 长沙市信访局来访接待处处长

鲁存良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白马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黄雪峰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童纪源 宁乡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黄忠球 长沙市开福区洪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开福区月湖街道

党工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周志杰 祁东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陈 玲（女） 衡阳市蒸湘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兼）

吕荫湘 衡阳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

罗忠奇 衡东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杨伟武 衡山县店门镇党委书记

刘春梅（女） 耒阳市大和圩乡党委书记

文旭军 衡阳市石鼓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刘 勇（女） 衡阳市珠晖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张爱军 炎陵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曾江剑 株洲市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

朱玉婷（女） 醴陵市泗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政军 株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优抚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王一贺（女） 湘乡市卫生健康局人事股股长、四级主任科员

段湘铝 湘潭市信访局四级调研员

刘 凯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杨连学 韶山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侯广盛 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一级主任科员

朱 勋 邵阳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科长

王师堂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主任

杨辉刚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茅坪镇党委书记

回荣隆（瑶族）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贾燕如（女） 邵阳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李再新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黄贻媛（女） 邵东市灵官殿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姜 华 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和规划科

（体制改革科）科长

戴 乐 岳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常规矫治二大队大队长、二级警长

吴四兵 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信访维稳科科长

陈其云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三级调研员

刘 莹（女） 岳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钟雄辉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

高 攀 汨罗市弼时镇党委书记

黄险峰 岳阳市君山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李靖华 常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局长、四级调研员

李发军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

刘宏杰 常德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四级调研员

邓建明 常德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改革综合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丁新楚 临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工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吴开猛 安乡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绍南（女） 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四级调研员

邹爱娟（女） 常德市审计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科科长

肖 鹰（苗族） 张家界市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主任

李中文（白族） 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局综合协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吴清华（土家族）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党委书记

钟吉锋（白族） 桑植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何 鑫（土家族） 益阳市委办公室四级调研员

王 猛 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调研员

胡 杰 益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与技术侦察支队副支队长、

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万新建 南县乌嘴乡党委书记

张 雷 益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直属三大队大队长、

三级主任科员

邓海燕（女） 郴州市纪委常委

刘正平 郴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范 睿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邝云晖（女） 临武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四级调研员

李雄兵 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胡 忠 宜章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四级调研员

俞红玲（女） 郴州市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

秦功智 永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龙国兵 蓝山县太平圩镇党委副书记

薛忠胜 宁远县舜陵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伍 军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仁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一级主任科员

杨春国 永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阳辉明 永州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四级调研员

李 维 永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二科科长

胡春云（女） 辰溪县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一级主任科员

姚武鸣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四级高级法官

向 林 洪江市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杨正荣（侗族） 新晃侗族自治县鱼市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 德 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四级调研员

陈怀朝 中方县公安局侦查中心刑事科学技术室（物证鉴定室）主任、

警务技术一级主管

刘 勇 怀化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谢晓民 娄底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

夏朋辉 娄底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组长

吴海中 新化县政协经济科技和外事委员会主任

王剑红 娄底市娄星区政协副主席，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九三学社娄星区委主委

吴旭平 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涟滨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石东余（女，苗族） 花垣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二级检察官

叶 茂（苗族） 保靖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周 斌（土家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一级调研员

刘学书（土家族） 古丈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

彭 科（土家族） 龙山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宏为（土家族） 泸溪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王 文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 辉（女） 省委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欧阳范伦 省黎托强制隔离戒毒所纪委副书记、四级高级警长

肖小波 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二级调研员

吴科平 省水利厅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中心站副站长

谭志勇 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省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处

二级主任科员

刘志刚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宣传联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

羊 春（女） 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二级主任科员

王 丹（女）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吴永胜 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

记一等功人员名单（99名）

▲ ▲（上接1版①）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广大公务

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

彭顺勇等 28 名同志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称号（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授予长

沙市民政局等 47个单位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称号，给予罗传美等 99名同志记一等功。

这次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全省

公务员队伍的优秀代表。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

本职岗位上作出了突出业绩，展现了公仆本色，

赢得了人民信赖。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广大公

务员和各级公务员集体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

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学习他们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勇于担当、敢于斗争、

乐于奉献，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学习他们始终

站稳人民立场，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以人民满意为最高

追求，自觉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学习他们

在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才干，切实做到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学习他们克己奉公、清正

廉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之以恒改作

风、树新风。希望受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

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征程中再立新功。

当前，全省上下正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使命无上光荣、责任十分重大。全省广

大公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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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始终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解放思想、锐意进

取，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奋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七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28名）
彭顺勇 长沙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山南市幸福家园建设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援藏）

陈集中 长沙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四级调研员

詹纯智 常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一级警长

左学军（女） 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科科长

刘桂西 株洲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

刘吉勇 原株洲市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

兼人事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周再开 湘潭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袁谷红（女） 湘潭县河口镇人民政府四级调研员

焦劲松 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

胡小许 洞口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今昔 平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秦献鹏 湘阴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肖 俊 澧县司法局城头山司法所所长、四级主任科员

李新寿（土家族） 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陈 彬（白族） 桑植县澧源镇党委书记

郭 辉 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区教育工委

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肖新华 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 珺（女） 永兴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检察委员会

委员、一级检察官

董清光 安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民防空办公室）

党组书记、局长（主任）

唐慧云（女） 永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志刚 永州市冷水滩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区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局长，区卫生健康工作委员会书记

刘惠玲（女，苗族） 沅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服务股

（注册登记股）股长、四级主任科员

张 利 怀化市洪江区高坡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一级主任科员

刘 亮 娄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大队长

伍 佩 娄底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国卫生工作科科长

宋晓波（女，苗族） 古丈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坪坝镇

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

张永强（侗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组织部干部一科科长

贺金生 省财政厅国库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第七届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47个）
长沙市民政局

长沙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长沙市岳麓区委组织部

长沙县卫生健康局

衡阳市珠晖区司法局东阳渡司法所

衡阳市雁峰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衡南县信访局

衡阳市民政局

茶陵县乡村振兴局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株洲市公安局政治部

湘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湘潭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邵阳市水利局

邵阳市公安局巡逻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

邵阳市人事劳动争议仲裁院

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楼街道办事处

华容县东山镇人民政府

平江县教育局

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桃源县信访局

汉寿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乡村振兴局

张家界市永定区合作桥乡人民政府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

益阳市赫山区纪委监委

汝城县乡村振兴局

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安仁县灵官镇人民政府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组织部

道县民政局

新田县纪委监委

溆浦县信访局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办事处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人民政府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娄底市生态环境局

双峰县信访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审计局

永顺县乡村振兴局

凤凰县统计局

龙山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战略和规划处

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

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环境资源审判庭)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新闻中

心办公室）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构编制一处

▲ ▲（上接1版②）

为表彰在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中

涌现出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在全省上下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

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有力有效促进非

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

成长，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三一集团有限公

司等 79 家企业“新湖南贡献奖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周晓州等 99 名同志“新湖南贡献奖先进个

人”称号。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

戒骄戒躁，发挥好模范表率作用，积极进取、再

创佳绩。希望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以

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

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以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为己

任，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事业观、财

富观；学习他们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

的精神，始终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

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学习他

们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倡导

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理念，在推进共同富裕中

发挥积极作用，踊跃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光

彩事业和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德、富而有

爱、富而有责。

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历史起

点，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落

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一届新湖南贡献奖先进集体名单（共 79家）
序号

岳阳市

42

43

44

45

46

47

常德市

48

49

50

51

52

53

张家界市

54

55

益阳市

56

57

58

59

60

郴州市

61

62

63

64

永州市

65

66

67

68

怀化市

69

70

71

72

娄底市

73

74

75

76

湘西自治州

77

78

79

企业名称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千盟工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军创（岳阳）六九零六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康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

中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响箭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界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界鸿燕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鑫海股份有限公司

华翔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惠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生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省郴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郴州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郴州市恒维电子有限公司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锦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华贵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建南机器厂有限公司

怀化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五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美程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友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众鑫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农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丰达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长沙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衡阳市

21

22

23

24

25

26

株洲市

27

28

29

30

31

32

湘潭市

33

34

35

36

37

38

邵阳市

39

40

41

企业名称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湘能楚天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诺星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韶光铬版有限公司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浏阳市三力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长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航天环宇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恒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瑞达电源有限公司

湖南金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衡阳镭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华意机械有限公司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恒茂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时代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株洲菲斯罗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宏大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京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届新湖南贡献奖先进个人名单（共 99名）
序号

长沙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姓 名

付胜龙

李 涛

陈旭荣

颜卫彬

毛冰花

周晓州

王晓彬

李少波

徐向平

姜天武

张庆华

陈遂仲

江 琎

周清泉

梁晓斌

刘黎明

简泽丰

李荣祥

蒋剑锋

黄华学

戴 煜

朱晓永

任职企业及职务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湖南省山东商会党委书记、会长，湖南鲁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湖南省浙江总商会会长、湖南远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湖南金龙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长沙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湖南聚恒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鑫精工（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湖南易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长沙博大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湖南华诚生物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 ▲

（下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