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

刘长龙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吉林省2015年决算的报告》，审查了吉林省2015

年省本级决算草案。经过审议，会议同意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15年决算的报告》，同意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吉林省2015年省本级决算。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关 于 批 准 吉 林 省 2015 年 省 本 级 决 算 的 决 议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四平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由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于平为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二、任命孙慧颖、于伟为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三、任命宋柏林、张跃霞为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委员。

四、任命刘伟为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命 名 单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张晶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庭长职务。

二、免去王树仁、张临伟、刘笑非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职务。

三、免去刘丽红、王军、王东风、徐佳、王涛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四、免去刘一君的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员职务。

五、免去梁彩霞的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张志杰的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七、免去潘鹏波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员

职务。

八、免去杨振宇的白城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员

职务。

九、免去马龙俊的白城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十、任命孙一飞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十一、任命谭柏林、邢兆巍、封硕为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二、任命殷立鹏、赵谱达、王树胜为吉林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三、任命滕建民、马玉成为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四、任命孙元东为白城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十五、任命李忠日为图们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十六、任命金美淑为图们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免 名 单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振华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二、免去王海平、杜微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三、免去孙宏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职务。

四、免去张子杰的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五、免去沈育德的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六、免去徐延龙的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七、免去李会凯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于得泉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九、免去景大俊的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任命张家林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一、任命李勇、石岐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二、任命杜微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十三、任命孙宏为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四、任命李会凯、黄冬辉、杨若宇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

十五、任命景大俊、张向东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员。

十六、任命石晓松为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七、任命张延明、石雪峰、马秀成、王凯为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八、任命王昕、王惠江为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九、任命李昌洙为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十、任命刘长善、刘云峰为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二十一、任命刘文泉为吉林省红石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二十二、任命李学荣、刘克兴为吉林省江源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十三、任命崔增杰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二十四、任命李玉涛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十五、任命高英、李德玉、朱茂清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二十六、任命龙治明、孙希兰、王毓华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

二十七、任命于晓艳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免 名 单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王常松因

工作变动辞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关 于 接 受 王 常 松 辞 职 请 求 的 决 定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接受鲁晓

斌因工作变动辞去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的请求。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关 于 接 受 鲁 晓 斌 辞 职 请 求 的 决 定
（2016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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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 28日讯（记者曹梦

南）今天晚上，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省长蒋超良在长春会见了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王玉普。

巴音朝鲁欢迎王玉普一行到

来，感谢中石化集团长期以来对吉

林振兴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与央企的务

实合作，大力支持央企在吉林投

资、经营和发展。中石化是特大型

石油石化企业集团，与我省有着良

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尤其是近年来

在石化产业提质增效、资源开发利

用等方面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

希望中石化集团能够在资金投入、

项目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吉

林的倾斜力度，更好地支持和促进

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

王玉普简要介绍了中石化集

团发展情况。他说，吉林发展潜力

大、后劲足。中石化集团将进一步

发挥央企优势，积极拓展双方合作

领域，加快在吉林项目建设速度，

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再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安

顺，省政府秘书长刘喜杰参加会

见。

推动互利合作再上新台阶
巴音朝鲁蒋超良会见王玉普

本报7月28日讯（郭明辉 记

者何琳娣）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

今天上午在长春闭幕。

上午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陈伟根主持。党组书记、副主任

房俐，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守臣，

副主任车秀兰、王云岫、李龙熙，秘

书长吴玉珩及委员共50人出席会

议。副省长胡家福，省高级人民法

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各市

（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扩权强县

试点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省人大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

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

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邀请

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

列席会议。有公民旁听本次全体

会议。

会议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四平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条

例>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吉林省

2015年省本级决算的决议》，通过

了人事任免事项等。会上被任命

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房俐作

了总结讲话。房俐指出，会议审议

通过的《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立法条例》，标志我省依法

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取得阶

段性进展，为充分发挥地方人大在

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制

度保障。会议听取审议了省政府

关于新一轮老工业基地振兴近期

进展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充分肯定我省老工业基地振兴工

作取得的积极进展，产业结构加快

优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新兴产

业势头良好、创新能力稳步提高，

各方面工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

进展。同时提出要从破解深层次

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出发，着力

推进结构调整、鼓励创新创业、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意见和建议。会

议听取审议了2015年吉林省决算

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

2015年决算。省政府和有关部门

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预算法，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

新的发展理念，保证了预算顺利执

行。常委会3位副主任分别带队

开展的3项执法检查，推动了相关

法律在我省的贯彻实施，推进了法

治吉林建设。

房俐强调，省委十届七次全

会对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吉林

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作出了全面

部署。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

关，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要提升法治保障能力，为创新

驱动发展优化法治环境，要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把推进科技创新

作为代表活动的重要内容，引导

科技界代表带头参与科技体制改

革，发挥代表中企业负责人在强

化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中的带头作

用。要立足人大工作的特点和优

势，把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

贯彻好，融入人大工作、指导人大

工作、推动人大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闭幕

本报7月28日讯（郭明辉 记

者何琳娣）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

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十届七次全会精神。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房俐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陈伟根、王守臣，副主

任王云岫、李龙熙，秘书长吴玉珩

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车秀兰列席会议。

会上，陈伟根传达了省委书记

巴音朝鲁在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上

的讲话精神；王守臣传达了省长蒋

超良关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

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的通报精神。

房俐指出，省委十届七次全会

是在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处于关

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要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的决策部

署，立足人大工作特点和优势，把

全会精神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房俐强调，一要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全会精神，把思想统一到

全会精神上来。常委会党组、机

关党组、机关党委和各支部要把

学习全会精神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结合起来，与人大的实际工

作结合起来，以高度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全会精神上

来。二要发挥职能作用，优化促

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法治环境。要

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市场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平台建设

等方面完善地方性法规。三要充

分发挥代表在实施科技创新发展

战略中的作用。要把推进科技创

新作为代表活动的重要内容，通

过代表的活动来了解人民关切，

把人民群众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意

见要求收集上来，反映出来。要

引导科技界代表带头参与科技体

制改革，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作

用。要发挥代表中企业负责人强

化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示范作

用，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

向企业集聚，要通过认真学习，领

会全会精神，进一步履职尽责，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良

好的法治环境，为实现我省“三步

走”战略，为吉林新一轮全面振兴

作出应有贡献。

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毕玮琳 毛东风

程光 孟凡明 苗玲玲 代黎黎）抓创

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省委十届七次全会的召开在全

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长春、延边、

吉林、辽源、松原干部群众倍感振

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固树

立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切实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省委十届七次全会的召开，

意义重大。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努力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通过创新推动企业健康发展。”长

春北方化工灌装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勾阳表示，公司将以市

场为导引开展科技创新，使科技

成果快速与市场对接，转化为企

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科技创

新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以人才支

撑科技发展，努力探索吸引科技

人才的激励制度；坚持科技创新

与工匠精神相结合的理念，打造

制造业的精品品牌，以科技创新

创持久品牌。

“作为基层党员，学习全会精

神后，我感到无比振奋，内心充满

干劲，对未来充满信心。”延边州

教育局机关干部马烈认为，为实

现吉林全面振兴，营造“实干兴

州”的良好局面，州教育部门全体

党员应提高认识，不忘初心，将全

会精神落实到工作和学习中，扎

根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

业，将自己的业务做细、做精，努

力提高服务群众的本领，立足本

职，积极创新，为延边州快速发展

贡献力量。

吉林市科技局局长王德林

说，《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

若干意见（草案）》抓住了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键点，找准了破解经

济转型难题的切入点，广大科技

工作者感到无比振奋。他表示，

吉林市的科技管理工作将按照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不

断创新思维，加大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力度，争取早日进入国家创

新型城市行列。

作为辽源市省级技术转移示范

企业，齐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国君认为，全会振奋人心、鼓舞

士气。他说，在当前形势下，要进一

步深刻领会全会精神，加大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力度，继续培养技术经

纪人队伍，激发创新驱动的活力和

动力，为辽源经济发展和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作出积极努力。

乾安县委书记褚春彦说，省委

十届七次全会吹响了全省创新发展

的号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乾安

要牢牢抓住创新发展这个引擎，全

面实施“5335”战略，即培育壮大五

大主导产业（油气开采及加工、农畜

产品深加工、新型能源、旅游、现代

服务业），打响三个攻坚战（招商引

资、脱贫攻坚、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创建国家级三个城市（园林城、卫生

城、文明城），建设文化、生态、绿色、

实力、幸福的乾安。落实到具体工

作中，就是要做到“四抓”，即抓招商

上项目、抓农业打基础、抓旅游活

“三产”、抓民生增福祉。

凝聚创新力量 实现全面振兴
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在长春延边吉林辽源松原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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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本报7月28日讯（邱兆敏 记

者李信）吉林省与韩国江原道媒体

交流座谈会今天在韩国春川举行，

两地媒体代表就加强交流与合作

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并达成了一系

列合作意向。

自1994年吉林省与韩国江原

道缔结友好省道关系以来，经贸合

作不断发展，人文交流更加活跃，

吉林日报与江原日报已建立了20

多年的交流合作关系。座谈会上，

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张树斌，韩国MBC春川电视台台长

宋在佑先后致辞。韩国江原日报、

江原道民日报、MBC春川电视台、东

亚日报春川分社及中国吉林日报、

中国吉林网、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吉林电视台等媒体的相关负责人

先后发言，就中韩两国媒体如何增

进交流、加强合作，推动吉林省与

江原道的多领域合作与发展进行

了广泛交流座谈。吉林日报社与

江原日报社代表共同回顾了两报

交流合作历史，探讨了新闻业务和

办报经验。中国吉林网与江原道

民日报就新闻交换等内容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MBC春川电视台希望

与吉林省媒体在旅游资源推广与开

发等方面进行合作。吉林省与韩国

江原道两地媒体一致表示，希望建

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要进

一步加强新闻合作，通过开展联合

采访、版面互换、节目互播等形式，

不断加大报道力度，共同讲好两地

合作发展的故事，增进两地人民的

相互了解和友谊，更应该深入研究

探讨如何在人员互访、业务培训，

尤其是新媒体等方面开展多种形

式的务实合作，为推动两地多领域

的合作发展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座谈会前，吉林省新闻代表团

一行与江原道政府新闻发言人进

行了会谈。吉林省新闻代表团访

问韩国期间，还先后访问了SGS全

球集团、KBS电视台、希杰集团、

MBC全球媒体集团、江原日报社、

MBC春川支社、江原道民日报等媒

体集团，就新闻业务、报道方式、传

播理念及今后的交流合作等与相

关媒体进行了深入交流。

开展广泛交流 推动务实合作
我省与韩国江原道媒体交流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