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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省颁布实施了《吉林省公证条例》，至2017年重

新修订《吉林省公证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时空跨越整整

20年。20年间，伴随着《条例》的诞生和重新修订，我省公证工

作走过了锐意改革、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

不改革不行 改革晚了也不行

90年代末期，我省60家公证处均是靠财政养活的行政体

制公证处。几把椅子、几张桌子、柜子，简陋的办公环境和条

件，十几年没有多大变化，公证人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

样，体现不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工作没活力，发展没

动力。公证事业发展遇到了体制短板的瓶颈问题，严重阻碍了

公证职能作用的发挥和公证事业的发展。

2000年3月13日，司法部召开合作制公证处试点工作会

议，提出公证体制改革要将行政体制改为事业体制的思路。

2000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了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

革方案》，明确提出要将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尽快转制为事

业体制，积极探索合作制公证处的试点工作，吹响了全国公证

行业体制改革的号角。

受行政体制困扰多年的吉林公证人，看到了公证工作的

希望，盼来了改革的春天！省司法厅党委敏锐地抓住机遇，正

确研判公证改革的形势，认识到改革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是破解公证事业发展的政治任务，果断作出决断：不改革不

行、改革晚了也不行，必须适时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激活力，

坚决走改革之路。在1999年7月召开的省司法厅党委会议

上，一致通过了吉林省公证体制改革先行一步走的改革思路，

决定率先在长春市探索合作制公证处的试点工作。1999年10

月26日，省司法厅下发了《关于同意长春市进行合作制公证处

试点工作的批复》，在全国率先成立（全国同期不超过4家）合

作制试点公证处。2000年5月12日，省司法厅印发了《关于<

吉林省公证工作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正式拉开了吉林

省公证体制改革的序幕。2000年7月31日，国务院出台《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后，省司法

厅根据国务院的复函精神，并结合司法部改革的有关要求，又

及时印发了《关于印发<吉林省深化公证工作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实时指导全省公证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在2006年

《公证法》颁布实施、2010年至2017年地方公证机构行政体

制、事业体制改革以及司法部适时调整部署公证体制改革等

重要节点期，及时调整改革思路和方法，推动改革进程，实现

了全省公证体制改革平稳有序推进，使吉林省的公证体制改

革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到2017年上半年，全省60家行政体制公证处全部转制为

事业体制，率先在全国完成了第一轮体制改革的任务。当其

他省（市、区）忙于第一轮公证体制改革工作之时，吉林省已

于2017年7月先行升级转入到第二轮优化事业体制公证处

机制创新工作。截至2017年12月底，全省60家事业体制公

证机构中，有5家划分为公益一类，46家划分为公益二类，9

家正处于研究推进划分类别之中；33家实行了企业化财务管

理，27家正在向企业化财务管理转换之中；16家完成绩效工

资总量核定工作。吉林省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走在

全国前列，得到了司法部部长张军的充分肯定。张军在一份

专项报告中批示：“改革公证体制工作，抓二三个典型省份全

力推进以带动面上；解剖吉林省已无行政体制公证处，为什

么能办到？”充分肯定了吉林省率先推进公证体制改革的典

型意义。

对症施良策 改革落地有保障

回顾我省公证体制改革之路，关键是下好五招棋。

一是党委重视，有的放矢算好改革账。省司法厅党委深

刻地认识到要想走改革之路，就必须算清行政体制和事业体

制优劣账。行政体制账：行政体制在参与市场主体间活动上

比较僵化，拿死工资，缺乏工作活力，动力不足，分配机制不能

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不了公证人员的工作积

极性，这是公证事业发展在体制上的短板，是阻碍公证事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事业体制账：事业体制具有参与服务市场主

体间活动的灵活性，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

坏、干多干少不一样，能激发公证人员的工作活力，调动公证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推动公证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体制优

势和保障。

二是厘清思路，科学制定制度是保障。出台《吉林省公证

改革方案》，对建立各种组织形式的公证处，活化公证处内部

运行机制，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公证管理体制作出安排；出台《吉林省深化公证工作改革

实施方案》，对行政体制改为事业体制，抓好合作制公证处试

点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下发通知，要求体制改革要与地方行

政机关改革同步推进，凡符合改制条件的一律要改为事业体

制，保留行政体制的，必须按事业单位模式管理和运行。

三是先行先试，走好改革阶段每步棋。1999年10月26

日，省司法厅率先在国内推行合作制公证处试点工作，批准设

立了长春市第二公证处（合作制）。此后，在开展的“管理工程

年”“三争”“文明公证处”“两满意公证处”等各个阶段载体活

动中，都将行政体制公证处改革为事业体制公证处内容与各

个阶段的载体活动挂钩，不断加大推进改制工作的力度。

四是直面困难，在攻坚克难上下功夫。改革之所以难，是

因为要客观地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实际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有

五个方面困难:一是司法行政机关不愿放；二是公证机构不愿

改；三是公证员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双重身份两边靠；四是对

改革信心不足，怕改了不如不改，改了就回不去了；五是对改

革政策看不清，持观望态度。各种困难说到底还是思想认识

问题。省司法厅党委积极沟通协调九个市（州）党委政府寻求

支持，使得公证体制改革始终与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同步推

进。在推进改革工作中，省司法厅党委还注意因地制宜，有针

对性开展工作，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域，给其缓冲的时

间，不具备条件改制的允许暂时保留行政体制，但必须实行事

业体制管理，逐渐待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

五是典型引领，助改革方案落地生根。适时总结推广阶

段性改革典型经验，强化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2000年总

结推广了吉林市公证处（地级）、珲春市（县级）公证处体制改

革的经验；2010年推出长春市国安公证处机制创新的经验；

2015年推出长春市北方公证处管理创新的经验。发挥不同阶

段的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推进公证体制改革进程。

改革激活力 公证事业大发展

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全省公证处

和广大公证人员前所未有的工作活力，推动全省公证工作不

断实现新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使公证处和广大公证人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

大公证人员服务国家、社会和百姓民生的责任感、荣誉感、使

命感明显增强；服务意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公证员队伍

的职业素质明显提升；更加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公证职业道德

和执业纪律；公证处的办公环境、办公条件、办公设备均与时

俱进，更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公证处的文化建设不断呈

现新气象。

改革使公证处和广大公证员的办证质量和社会公信力明

显提升。吉林省司法厅制定出台了《吉林省公证质量检查办

法》《吉林省司法行政机关处理公证投诉案件办法》《吉林省公

证行业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吉林省公证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

法》《吉林省公证行业六抓质量办法》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严

格规范和监管公证办证质量。公证处和广大公证人员办理公

证的质量意识明显增强；依法依规办证的自觉性明显增强；提

升社会公信力的责任感明显增强；公证办证质量明显提升，公

证投诉率较改革前下降了80％。

改革使公证业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

百姓民生的新业务领域越走越宽，较改革前拓展了金融、知

识产权、权益保护、司法辅助、“三农”等 10多个业务新领

域。

改革使公证处和广大公证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公

证处和公证人员走出办公室上门主动服务，出台便民利民措

施，运用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信息化的手段，让“百姓少跑腿，

信息多跑路”“最多跑一次”，大大提高了公证的办证效率，同

时，降低了当事人近20％的办证成本，办证时限由改革前每件

10个工作日降低为5个工作日。

改革使公证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职

能作用愈加凸显。在省司法厅开展的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各个时期的主题活动中，公证行业充分发

挥公证职能作用，体现服务、沟通、证明、监督的价值。改革20

年，全省公证处共办理公证6688651件，其中，涉及我省经济建

设的重大项目公证61072件，涉及百姓民生的婚姻、收养、遗

嘱、继承、抚养、赡养、监护、劳务、财产分割等公证3497561件，

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家庭关

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作用。

公证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工作永远在路上。下一步，省司

法厅决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部

署，巩固已取得改革成果，继续升级优化事业体制公证处机制

创新工作。计划在2018年初与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会签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司法部、中央编

办、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公证体制改革机

制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就全面优化事业体制公

证处机制创新工作涉及的编制管理、财务管理、事业体制分

类、工资收入分配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按照《吉林省合作制

公证机构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力争在2018年二季度批准

新设立3家合作制公证处，进一步扩大合作制公证处试点工

作。

长春市信维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1119号

电话：0431-88987381、88716123

长春市国立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同志街900号

电话：0431-88946005、88926782

长春市国安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民康路972号

电话：0431-88653900、88636084

长春市证信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大经路1399号

电话：0431-88953392、88953392

长春市国民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1555号

电话：0431-85676910、85653270

长春市忠诚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富城路228号

电话：0431-82777233、82794149

长春市民众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东四道街415号

电话：0431-88710742、88710742

长春市北方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二道区东盛大街2083号

电话：0431-84959087、84956087

长春市忠信公证处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环城路5846号

电话：0431-81087138、81087139

长春市黎明公证处

地址：双阳区嵩山路667号

电话：0431-86715688、84221077

长春市久泰公证处

地址：长春市九台区曙光大街1865号

电话：0431-82341628 、82341628

榆树市公证处

地址：榆树市府前路

电话：0431-83838680

德惠市公证处

地址：德惠市红旗街

电话：0431-87226953、87223953

农安县公证处

地址：农安镇兴华路251号

电话：0431-83228022

吉林市江城公证处

地址：吉林市重庆街2077号

电话：0432-62072098、62433806

永吉县公证处

地址：永吉县口前镇建设路300号

电话：0432-64230687、64230683

磐石市公证处

地址：磐石市金昌路

电话：0432-65223735、65233337

桦甸市公证处

地址：桦甸市新安大街311号

电话：0432-66223138

蛟河市公证处

地址：蛟河市红叶大街157号（蛟河市政务服

务大厅）

电话：0432-67224055、67224340

延吉市诚信公证处

地址：延吉市局子街2092-1

电话：0433-2668891、2668894

延吉市至诚公证处

地址:延吉市光明街876号中关电子大厦5楼

电话：0433-2513654

图们市公证处

地址：图们市建设街53-8号

电话：0433-3622149、3621741

汪清县公证处

地址：汪清县汪清镇南岭路2-20

电话：0433-8814132

珲春市公证处

地址：珲春市口岸大路893号

电话：0433-7513102、7622266

龙井市公证处

地址：龙井市龙井街1555号

电话：0433-3482012、3482013

和龙市公证处

地址：和龙市文化路24号

电话：0433-4236043、4222037

安图县公证处

地址：安图县明月镇新安街明月路98号

电话：0433-5822954

敦化市公证处

地址：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

电话：0433-6222474、6223933

通化市山城公证处

地址：通化市秀泉路12号

电话：0435-3212682、3210905

集安市公证处

地址：集安市育才路348号

电话：0435-6222129、6212878

柳河县公证处

地址：柳河县金典花都A19栋

电话：0435-7275113

辉南县公证处

地址：辉南县朝阳镇东爱民大街

电话：0435-8291292

通化县公证处

地址：通化县团结路1788号

电话：0435-5222910、5224315

松原市松江公证处

地址：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3155号

电话：0438-2115001

松原市维信公证处

地址：松原市宁江区文化路215号

电话：0438-3123742

前郭县公证处

地址：松原市前郭县呼格吉乐路33号

电话：0438-2346699

扶余市公证处

地址：扶余市三岔河镇兴华路1855号

电话：0438-5865687

乾安县公证处

地址：乾安县乾安镇诚美路住建大厦5楼

电话：0438-8221334

长岭县公证处

地址：长岭县长岭镇永久西路西环城南街长

岭县司法局综合楼1楼

电话：0438-7223814

四平市英城公证处

地址：四平市铁西区英雄大路4000号

电话：0434-3657060、3657075

双辽市公证处

地址：福耀路与西善街交会处双辽公证处

电话：0434-7223688、7223688

梨树县公证处

地址：梨树县梨树镇西买卖大街62号

电话：0434-5222290、5220808

伊通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伊通满族自治县库仑大路司法局一楼

电话：0434-4264948、4264948

辽源市国信公证处

地址：辽源市隆基新城27号楼

电话：0437-3278932

东辽县公证处

地址：吉林省东辽县白泉镇富兴小区六号楼

门市

电话：0437-5556629

东丰县公证处

地址：东丰县东丰镇鹿乡大街499号

电话：0437-6210283

白城市鹤城公证处

地址：白城市文化西路58-2号

电话：0436-3350119、3344601

白城市阳光公证处

地址：洮安东路67号老干部局一楼

电话:0436-3224294

大安市公证处

地址：大安市人民路东

电话：0436-5056122

洮南市公证处

地址：洮南市民生大厦政务大厅

电话：0436-6335177、6323567

通榆县公证处

地址：开通镇建设南街

电话：0436-4296025、4223406

白山市浑江公证处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大街1549号

电话：0439-5089152

白山市江源公证处

地址：白山市江源区江源大街4437号（白山

市江源区司法局一楼）

电话0439-3721872

临江市公证处

地址：临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电话：0439-5223982

长白县公证处

地址：长白县长白镇长白大街51号

电话：0439-8222528

抚松县公证处

地址：抚松县政府新行政中心5号楼

电话：0439-6212643

靖宇县公证处

地址：靖宇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电话：0439-7238109

松江河林区公证处

地址：抚松县松江河镇白山街

电话：0439-5073011

露水河林区公证处

地址：露水河林业局机关公证处

电子邮箱：561376789@qq.com

三岔子林区公证处

地址：白山市三岔子林业局

电话：0439-3748236

梅河口市公证处

地址：梅河口市建国路兴佳地产大厦

电话：0435-4236199

公主岭市公证处

地址：公主岭市政务大厅（公主大街岭西七

路交会）

电话：0434-6218090

吉 林 公 证 改 革 奋 进 的 二 十 年

公证知识简介

1.公证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

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

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

的活动。

2.公证机构

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

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

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3.公证业务范围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申请，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

项：合同；继承；委托、声明、赠与、遗

嘱；财产分割；招标投标、拍卖；婚姻

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出生、生

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

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公司章

程；保全证据；文书上的签名、印鉴、

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

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

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

机构申请办理公证。

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办理下列事

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

登记的事务；提存；保管遗嘱、遗产或

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

品、文书；代写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

律事务文书；提供公证法律咨询。

4.公证的三大效力

证据效力：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

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

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

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

强制执行效力：对经公证的以给

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

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

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

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要件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未经公证的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依照其规定。

公证具有四大职能性价值，体现

在服务、沟通、证明、监督上，在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防控金融风

险、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完善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大有可为，是

实现“建设幸福美好吉林”目标的重

要法制保障力量。

吉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羚为全省“三争

创”获奖者颁奖。

吉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张毅到辽源市国信

公证处调研。

吉 林 省 执 业 公 证 处 名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