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公务员局 吉林省司法厅
关于表彰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近年来，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制宣传职能作用，团结带
领广大机关公务员、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投身全省司法行政事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自觉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进监狱、劳教、普法依
法治理、律师、公证、基层、司法鉴定、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律援助等项工作，全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司法行政队
伍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鼓舞士气，激发干劲，进一步调动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机关公务员、监狱劳教人民警察、
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工作水平，省公务员局、省司法厅决定，授予长春市
司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等50个单位“吉林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授予徐洪波等100名同志“吉

林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颁发奖金和奖励证书，享受市州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希望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推动司法行政各项事业发展中再创佳
绩。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广大机关公务员、监狱劳教人民警察、法律服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工作者为榜样，学习他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责任意识；学习他们扎根基层，服务民
生，努力为基层和群众排忧解难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争创司法行政工作一流业绩的进取
精神；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忠实履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神圣职责的优秀品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省委十次党代会精神，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改革创新，狠抓落实，全面做好司法行政机关各项工作，努力开创司法行
政工作新局面，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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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
长春市司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长春市朝阳沟劳动教养管理所管理科
长春市奋进劳动教养管理所一大队
长春市宽城区司法局
长春市绿园区司法局合心司法所
九台市司法局土们岭司法所
农安县司法局农安司法所
吉林融鉴律师事务所

吉林市
吉林市司法局律师工作指导处
吉林市江城监狱二监区
吉林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舒兰市司法局
吉林市江城公证处
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

四平市
四平市劳动教养管理所
公主岭市司法局环玲司法所
四平市律师协会党总支

辽源市
东丰县司法局
辽源市法律援助中心

通化市
辉南县司法局
柳河县司法局
通化市山城公证处

白山市
白山市江源区江源司法所
抚松县司法局

松原市
前郭县司法局
长岭县公证处

白城市
白城市监狱第一监区
洮南市司法局
白城市法律援助中心

延边州
延吉市司法局
珲春市司法局

汪清县司法局基层科
龙井市法律援助中心

省直
吉林省司法厅办公室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纪检监察室
吉林省长春监狱四监区
吉林省女子监狱二监区
吉林省长春兴业监狱
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五监区
吉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一监区
吉林省四平监狱纪检监察室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七监区
吉林省梅河监狱五监区
吉林省延吉监狱六监区
吉林省敦化监狱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一监狱
吉林省女劳教（戒毒）所三大队
吉林省九台劳教（戒毒）所强戒一大队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应用法律系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50个）

长春市
徐洪波 长春市国家司法考试服务中心主任
高振宇 长春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主任科员
关嘉鹏 长春市净月监狱生活卫生科科长
李光海 长春市苇子沟劳动教养管理所管理科科长
张小东 长春市朝阳区司法局湖西司法所所长
周立红 长春市南关区司法局鸿城司法所所长
付 荣 长春市二道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科科长
刘德玉 长春市双阳区司法局山河司法所所长
王树彦 榆树市司法局秀水司法所所长
张晶阳 德惠市司法局基层科科员
李 戈 长春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行政工作部门科员
田大原 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主任

吉林市
王晓东 吉林市司法局副局长
宋代钦 吉林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党委副书记
刘广民 吉林市江城监狱五监区专管民警
刘伯芳 吉林市劳动教养管理所三大队副主任科员
赵雅芬 吉林市丰满区司法局江南乡司法所所长
杨志全 桦甸市司法局局长
王 芳 舒兰市司法局朝阳司法所所长
史铁军 永吉县司法局口前司法所所长
仲 颖 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国内科科长
王永庆 吉林金风律师事务所主任

四平市
由嫦娟 四平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处长
郁英杰 四平市英城监狱六监区分监区长
刘丹平 四平市铁西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田曼丽 四平市铁东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姚俊峰 双辽市司法局政治处主任
周佰文 梨树县司法局梨树司法所所长
孙志国 伊通县司法局局长

辽源市
田玉营 辽源市监狱副监狱长
尹春艳 辽源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后勤装备科副主任科员
成余光 辽源市龙山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于金魁 辽源市西安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赵贵冬 东丰县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员
王锦春 东辽县渭津镇司法所所长

通化市
姚建华 通化市监狱副监狱长
王前飞 通化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副政委
孔祥智 通化市东昌区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薛丽娜 通化市二道江区司法局政治处主任
宋爱乐 梅河口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长
张 辉 通化县大泉源司法所所长
李璟琳 集安市公证处主任

白山市
赵 洋 白山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
吕振伟 白山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大队长
邱 翠 白山市浑江区江北司法所所长
朱玉霞 临江市司法局宣传科科长
孙玉梅 靖宇县司法局副局长
董 玮 长白县十四道沟司法所所长

松原市
杨玉成 松原市劳动教养管理所副所长

王继忠 松原市宁江区司法局副局长
张晓秋 长岭县司法局局长
孟祥武 前郭县司法局宣传科科长
孙 晶 乾安县司法局司法鉴定科科长
周友春 扶余县司法局肖家司法所所长

白城市
于 军 白城市司法局宣传科科长
王贵成 白城市劳动教养管理所所长
章冬慧 白城市洮北区司法局政治处副主任
孙 继 大安市司法局两家子司法所所长
黄春凤 镇赉县司法局基层科科长
王铁军 通榆县司法局局长
田洪印 白城市鹤城公证处主任

延边州
柳香善 延边州司法局组宣教育处处长
洪 琳 延边州劳动教养管理所副所长
刘军达 图们市司法局宣传科科长
高 华 敦化市司法局贤儒司法所所长
董自来 和龙市司法局局长
陈卫东 汪清县司法局副主任科员
崔来贵 安图县司法局副局长
朱玉顺 延吉市诚信公证处主任

长白山管委会
付广益 省司法厅长白山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省直
贾艳来 吉林省司法厅法制宣传处处长
姚瑞明 吉林省司法厅组织宣传教育处副处长
张绍义 吉林省司法厅劳教局副调研员
张德友 吉林省司法厅基层工作指导处主任科员
李映红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郭琦琳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狱政管理处主任科员
孙元春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主任科员
王依民 吉林省长春监狱四监区监区长
任钟焕 吉林省长春铁北监狱狱政管理科副科长
曹 莉 吉林省女子监狱二监区监区长
刘晓山 吉林省长春兴业监狱狱政管理科科长
苏本义 吉林省长春北郊监狱五监区监区长
郭英彪 吉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狱政管理科科长
文 一 吉林省吉林监狱七监区监区长
王 平 吉林省四平监狱政委
张国福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出入监教育监区监区长
陈凤春 吉林省梅河监狱监狱长
张虎哲 吉林省延吉监狱六监区监区长
孙占鹏 吉林省敦化监狱三监区监区长
张耀春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副局长
郝万民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镇赉分局二监狱二监区监区长
邹佳琳 吉林省女劳教（戒毒）所强戒大队科员
孙佳东 吉林省九台劳教（戒毒）所管理科副主任科员
张晓明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监狱劳教系主任
刘晓丽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政治处干事
杨文锋 吉林省律师协会业务部主任
赵 蕾 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公证员
王怀东 长春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
周 玲 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科员
马维山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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