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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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人选思想作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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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6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中心

郴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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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委大院四办公楼

专用举报电话：0731—12380；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0735—12380；1567354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邮政编码：4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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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中共郴州市委组织部

2020年11月9日

姓 名

黄峥嵘

李 浩

刘朝晖

性别

女

男

男

民族

汉族

汉族

汉族

籍贯

湖南

祁阳

湖南

桂阳

湖南

攸县

出生年月

1972.11

1970.10

1974.02

学历

省委党校

研究生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央党校

大学

学位或专业

技术职务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中共党员

现任职务（职级）

资兴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临武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

永兴县人民政府县长、一级调研员

拟任职务（职级）

资兴市委二级巡视员

临武县委二级巡视员

永兴县人民政府二级巡视员

郴州日报11月 9日讯 （通讯
员 钟调实 曹波） 11 月 9 日下午，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欧阳锋来到
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现场调度项
目建设情况。

欧阳锋一行察看了医院门诊大
厅、住院楼内部装修情况，对医院
内外交通设施建设、交通组织、公
交线路延伸、项目竣工验收等情况
进行了调度，充分肯定了市直各相
关部门为项目建设作出的辛勤努
力，并就全力做好东院开业前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如期开业提出了具
体要求。

欧阳锋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
考察郴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加大推进力度，破解
发展难题，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市第一人民
医 院 东 院 建 设 项 目 是 市 重 点 项
目、备受关注的民生项目，各相
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强化大局意
识、服务意识，统筹推进好东院
开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切实解
决 好 开 业 前 的 问 题 ； 要 着 眼 当
前，立足长远，切实解决项目建
设周边的道路交通设施等问题，
着力方便群众看病；要树牢质量
为重、安全第一的理念，紧盯时
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有条不
紊推动工作落实，确保医院如期
开业，让郴州人民早日享受高品
质的医疗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确保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如期开业

郴州日报11月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陈晨 通讯员 张辉） 11 月 9
日，郴州市第九批援疆工作队队
员、援疆教师李华映从工作队“职
工之家”读书走廊高高兴兴地借走
两本书，解决了她备课中遇到的一
个难题。

今年10月以来，在郴州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关怀下，在郴州市
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郴州市第九
批援疆工作队启动了“职工之家”
建设。“职工之家”利用工作队食
堂和体育馆的场地，先后投资40余
万元，建立了读书走廊，增添了健

身器材，为体育馆新建了供暖设
施，解决了工作队冬天无法利用体
育馆健身的难题。

湖南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成员、
托克逊县委副书记王颖介绍，为改
善工作队员的学习生活环境，丰富
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援疆工作效
能，工作队挤出资金，不断完善工
作队驻地的文体活动设施，让大家
工作之余学有所得、动有场地，安
安心心努力工作，为落实第三次中
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郴州援疆
工作任务创造有利条件，打牢阵地
基础。

郴州市第九批援疆工作队建成“职工之家”

11月7日，由湖南省体育
局主办，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桂东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 2020“走红军走过的路”
徒步穿越系列活动 （桂东站）
暨首届“康氧桂东”登山赛在
桂东县三台山广场开幕。来自
全国各地的 1200 余名户外运
动爱好者齐聚桂东，参加了此
次比赛。据悉，此次活动除了
设立徒步体验组，还设有十公
里登山组，超过8成选手在1
个半小时内，成功完成比赛。
来自桂东的参赛选手郭东东耗
时1小时1分钟，获得男子组
冠军。

（通讯员 邓仁湘 摄）

郴州日报11月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陈鹏） 11月9日，记者从市文
旅广体局获悉，我市长征类红色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出炉，该类红
色文化遗存有了“护身符”。

市文旅广体局非遗和博物馆科
负责人段坚告诉记者，为贯彻落实
中、省关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相关
文件要求，我市通过公开招标聘请
省级专业团队编制《郴州市长征类
红 色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保 护 规 划

（2020-2035 年）》（以下简称 《规
划》），并经专家评审、市规委会
审议后向社会公布。

《规划》明确长征类红色文保单
位规划范围：一区五县（苏仙区、桂
阳县、宜章县、嘉禾县、汝城县、桂东
县），共14处文保单位（34个文保节
点）。规划保护范围总面积为70.42
万平方米，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将分别实施文物本体修缮、陈列
展示、周边环境风貌整治等工程。

这14处文保单位包括：中央红
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汝城旧址
群、“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旧
址、红军标语楼、中央红军长征突破
第三道封锁线宜章旧址群、苏仙区廖
氏宗祠、红军长征桂阳燕塘村旧址、
红军长征桂阳旧址群、宜章浆水烈士
塔、宜章桐梁桥、嘉禾红军墓、红军长
征先遣队寨前誓师西征旧址、红六军
团指挥部旧址、桂阳七拱桥、红六军
团西征广发墟法庭旧址。

我市是红军长征重要途经地，
红六军团誓师西征首发地，红军突
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发生地，保
留了大量红军长征遗存。

《规划》 发布后，我市将在依
法依规保护红色文保单位的前提下
进行旅游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目前，“半条
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沙洲红
色景区正在进行提质规划设计，着
力打造国家5A级景区。

我市长征类红色文保单位有了“护身符”

郴州日报11月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陈红军 通讯员 黄卓凌） 11
月7日上午，苏仙区第四届金朵菊
花养生文化节暨产业扶贫成果展示
会在苏仙区坳上镇天子地村开幕，
让游人畅享了一道“满村尽带黄金
甲、菊香四溢醉远客”的丰盛文化
盛宴。

“哇，这么多菊花！”“快来
看，好艳丽的菊花！”天子地村，
满地的菊花，迎着太阳，竞相绽

放，黄灿灿的，让流连忘返的游人
不时发出惊叹声。“不是花中偏爱
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赏菊天地
间，来自广东韶关的退休老师贺志
高老人心旷神怡，情不自禁地咏起
了千古名句。“不虚此行，真的很
美。”贺志高老人还说，他特别喜
爱菊花，因为它傲霜抗寒、坚强不
屈、高洁幽雅。然而，在今年 67
岁的贫困户李言紫老人看来，满村
的 菊 花 是 他 们 贫 困 户 的 “ 致 富

菊”。他告诉记者，他家有近 3 亩
田，流转种植菊花每年有 1000 多
元租金收入。同时，他还在菊花种
植基地做事，从事锄草、采摘等工
作，每年又有 1 万多元的务工收
入。这样一来，脱贫致富没一点问
题。

天子地村党总支书记李世万告
诉记者，2017年以来，该村大力引
进郴州金朵高山菊业有限公司，通
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发展高山菊种植670 余亩，有
力促进贫困户增收致富。通过种植
高山菊，贫困户每年每亩增收4000
元以上；通过在基地务工，10多户
贫困户每年每户增收10000元以上。

“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大产业
扶贫力度，在良田镇、坳上镇等地
发展高山菊种植 2400 余亩，带动
2000 多户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郴州金朵高山菊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志华说。

苏仙区第四届金朵菊花养生文化节绚丽开演

（上接1版）

政府主导 全民参与

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
本，民以助教为荣。

近年来，桂阳县大力实施“科
教兴国”和人才强县战略，把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

“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
失学”的目标，坚持政府扶助和社
会资助共同发力，构建了政府主
导、慈善补充、社会参与的教育扶
贫格局。县委主要领导多次在相关
会议上号召全社会凝心聚力关心教
育、支持教育，营造了尊师重教的
良好社会风气。

桂阳县教育基金会自2015年10
月登记成立以来，通过不断改革创
新，多形式募资，5 年募集资金
1.07亿元。其中，出资7246万元支
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出资支持桂阳
特校、欧阳海振南书院、桂阳苦志
育才学校等建设 2331 万元；出资

3793.3 万元，资助困难学生 39609
人。同时，桂阳县还稳步推进各乡
镇 （街道、学校） 专项教育基金办
公室的建设，截至今年8月，共有
17个乡镇 （街道）、16所学校先后
成立专项教育基金办公室，全县教
育基金存量达5733万元，成为教育
基金募集的主要渠道，为全县教育
精准扶贫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汇聚爱心 助学圆梦

每年的八九月份，各大高校的
录取通知书不断送达高考考生手
中，此时正是桂阳县众多助学机构、
民间爱心组织最为繁忙的时期。

近年来，在政府力推各项助
学工程的同时，桂阳各类由村民
自发推动的民间公益组织也轰轰烈
烈地开展着助学行动，一个个或优
秀或困难的学子，受到奖励或资
助，这股捐资助学热潮让蓉城大
地充满暖意。

太和镇潭沙村立信教育互助会

就是这股热潮中的典型。该组织于
2012年正式成立，每年通过奖学和
助学两种方式，对成绩优异和家庭
困难的学生予以奖励和帮扶。截至
2019年，互助会共募集资金160余
万元，发放奖学助学金50万余元，
惠及学生2000余人。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爱心
企业家王尤安每年出资18万元，委
托县教育基金会对60名桂阳籍考取
二本以上的贫困学生，给予每人
3000元的对口资助；2012年，爱心
人士李进军出资60万元设立冠名基
金，用于奖励和帮扶桂阳县荷叶镇
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学生；雷坪
镇松树村的爱心团队，多年来积极
参与“暖冬行动”，为贫困学子捐
赠棉衣、棉被，让孩子们温暖过
冬；团队成员、巾帼志愿者张爱兰
更是将自己照相馆除去开支后的所
有收入无偿捐赠给社会，用于捐资
助学、慰问孤寡老人等……

点点爱心交织，接力网成一

片。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全国各地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爱心团队参
与进来，湖南永大德缘彩虹税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新给予
20名高中学生对口资助，每人每年
发放助学金 4000 元，连续资助三
年；深圳爱心人士何伟跃夫妇及其
团队给桂阳县桥市中心校34名建档
立卡学生一对一的帮扶，团队成员
在三年时间里发展到了10余个家庭
26名成员，资助学生增加到了80余
人……

一份爱心，一份期待；一份恩
情，一份感动；一份乡情，一份责
任。近年来，在桂阳县委、县政府
及全体党员干部、社会各界力量的
参与下，全县上下掀起捐资助学、
捐资助教热潮；企业助学、社团助
学、结对助学、联谊助学、宗亲助
学、网络助学等助学行为在该县形
成广泛共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
力支持，汇聚成了一股前进的强大
力量。

近年来，安仁县竹山乡通过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
体系，逐步形成了百姓安居、产业
兴旺、乡风文明的崭新面貌。

党员带头 全民参与

竹山乡通过创新完善人民群众
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党组织领导下
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

“社会共治圈”。在今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战中，该乡充分调动党员
力量，建立“乡领导包片、党员干
部主抓、村组落实、联片包户”四
级联动机制，压实责任，落实防控
措施。同时，以 10 至 20 户左邻右
舍建立“十户联防”疫情防控微信
群，机关干部、村组干部或党员每
天发放疫情防控知识，发动群众开
展涉疫人员排查工作，确保了人民
群众安康、无恙。

今年 6 月，在乡党委的倡议
下，20 名党员组长及志愿者积极
报名参与禁毒宣传，老领导干部
贺恒正、老党员侯根才和侯光建
主动请缨担任法治宣传义务讲解
员，宣讲法治文化，提升了干群
的法治素养，真正把基层党建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
工作优势。

科技支撑 全面覆盖

为着力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竹
山乡借力科技手段，建立上下联
通、纵横畅通、即时共享的立体化
公共安全防控系统，在重要路段安
装40个高清摄像头，及时发现、及
时劝止村民异常聚集行为。同时，
每天安排一名派出所干警、一名辅
警、一名村警在乡政府受纳群众来
访 ， 处 理 相 关 警 情 。 2019 年 10
月，竹山村村民侯某光家发生一起

非正常死亡事件，值班村警侯春平
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过乡
党委政府的强力调解，把事情顺利
化解。

一系列有效举措，让该乡化解
了多起多年未解决的矛盾纠纷，未
出现群体事件，社会秩序得到有效
改善。

人民至上 全力服务

竹山乡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发
展思维，关心老百姓的难点痛点，
从人民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
事”抓起，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更加利民、惠民、便民。该乡
合祥村村民凡某娥家因宅基地问题
与邻居侯某湖从2017年6月起，多
次发生纠纷。2018年2月，双方发
生械斗，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达 30 万元，但纠纷
仍未解决，凡某娥还因此多次赴
省进京上访。2019 年，乡党政领
导对此案集体研判，晓之以法、
明之以理、动之以情，从矛盾源
头着手，经过多次苦口婆心的调
解，用诚心感动双方，终于让他们
达成协议，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得
到老百姓的高度称赞。

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竹山
乡从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做起，做到
有事好商量、遇事勤商量、做事
多商量，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
了 人 民 、 一 切 依 靠 人 民 ， 听 实
话、察实情，全力为人民服务，
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充
分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
性、积极性，社会治理呈现出和
谐、安详的新气象。该乡连续3年
被县委评为“三无”乡镇，连续2
年被评为县平安乡，群众的安全感
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治”出幸福新生活
——安仁县竹山乡社会治理工作走笔

□ 通讯员 郭德明

郴州日报11月9日讯（全媒体
记者 黄婧雯） 11 月 9 日，郴州市
交邮融合快递进村（苏仙区、北湖
区）启动仪式在栖凤渡镇公交车站
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梁成谷宣
布苏仙区、北湖区交邮融合快递进
村正式启动。

据了解，我市“快递进村”工
作扎实推进，全市已有1283个建制
村通快递，提前完成了今年的目
标，我市成为全国 15 个“快递进
村”市级试点城市之一。该活动旨
在全面推进我市交邮融合快递村试
点工作，探索形成郴州模式，实现

交通运输和邮政行业在“大交通”
框架下的业态融合、资源整合。

目前，苏仙区、北湖区共有
207 个行政村，已通过交邮融合方
式推动第一批快递进村设点43个，
覆盖66个村组，推动了交通运输与
邮政快递在农村全面融合发展，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了快递物流服务保障。下一
步，我市计划通过郴州林邑巴士有
限公司60条城乡公交线路和郴州旭
鸿交通运输建设有限公司24条城乡
公交线路，快速实现苏仙区、北湖
区快递进村全面覆盖。

苏仙区、北湖区交邮融合快递进村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