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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9日讯（姜新 记者何琳娣 曹

梦南）今天，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

次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巴音

朝鲁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金振吉

主持会议，副主任车秀兰、王绍俭、张焕秋、

贺东平，秘书长常晓春及委员共63人出席

会议。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武，省纪委书

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陶治国出席；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寇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

克勤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林武作的关于

省长提请的人事任命事项的说明，陶治国作

的关于提请人事任命事项的说明；听取了部

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发言。

分组审议后，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了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表决了人

事任命名单。

巴音朝鲁为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新当选的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组成人员，新一届省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进行了宪法

宣誓。

在充分肯定省十二届人大及其常委会

取得的成绩后，巴音朝鲁强调，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履职的五年，正是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奋力开创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新局面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更加

主动、更加有效地开展民主法治实践，忠实

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动新

时代人大工作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要

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决做到头脑清

醒、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确保人大各项工作

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要围绕大局履职

尽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改善民生，推动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取得实效。要

不断推动人大工作创新，提升履职能力水

平，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推进科学

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保持同人民群

众和人大代表的密切联系，更加科学有效行

使法定职权。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按

照“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

硬、作风过硬”要求，全面强化自身建设，为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夯实更加坚实基础，更

好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列席会议的还有各市（州）、省扩权强县

试点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省人大各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

人等。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巴音朝鲁出席会议并讲话

主 任 委 员 王绍俭

副主任委员 遇志敏 骆孟炎 陈大成

委 员 (按姓名笔画排列)

刘 维 孙 弘（女） 孙维杰 杨小天

宋志义 张荣生 陈 光（女）

郝东云 蔡跃玲（女，满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 查 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名 单

（2018年2月9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彭永林为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二、任命安桂武为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三、任命李晓杰为吉林省教育厅厅长。

四、任命于化东为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五、任命白绪贵为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六、任命朴松烈为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七、任命刘金波为吉林省公安厅厅长。

八、任命曲庆江为吉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九、任命乔恒为吉林省民政厅厅长。

十、任命张毅为吉林省司法厅厅长。

十一、任命谢忠岩为吉林省财政厅厅长。

十二、任命兰宏良为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十三、任命柴伟为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厅长。

十四、任命孙众志为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十五、任命王振才为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十六、任命张凤春为吉林省水利厅厅长。

十七、任命于强为吉林省农业委员会主任。

十八、任命王志伟为吉林省商务厅厅长。

十九、任命马少红为吉林省文化厅厅长。

二十、任命张义为吉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二十一、任命赵振民为吉林省审计厅厅长。

二十二、任命霍岩为吉林省林业厅厅长。

二十三、任命杨安娣为吉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8年2月9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邱大明、孙继光、董天波为吉林省监察委员会

副主任。

二、任命王云桥、李刚、王大宇、孙海蛟、王萍为吉林省

监察委员会委员。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命 名 单
(2018年2月9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俗话说，过了小年就是年。腊月二十四，新年的序幕已

经开启。

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一行来到长白山保护区广袤的

原始森林，趟着及膝的积雪，走进针阔混交林带，聆听大山

深处的新年序曲。

“这片区域野生动物分布的最多，下雪天，动物觅食困

难，我们就给它们投食。眼看要过年了，动物们也得有点

‘好嚼货’。”一大早，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白河保护站

黄松浦野外管护点组长徐贵华，就开始把玉米装进巡护员

的背包和大塑料袋子里。

黄松浦野外管护点共有8名巡护员，负责的责任区总

面积5050公顷，主要承担资源管护、病虫害监测、森林防火

以及其他应急处置任务。这里距离二道白河镇车程不到一

个小时，但为了更好地完成巡护工作，巡护员始终住在山

上。“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我们管护点就是一个塑料棚子，

冬天四处漏风，条件十分艰苦。2015年我们搬进了新房

子，有暖气，新被褥，还配上了巡护车辆和GPS。”装好了给

野生动物们准备的“年货”，徐贵华招呼大家准备出发。

“要去投食？正好一起走。”“嗯哪！‘土博士’来了，一起

进山呗！”徐贵华和“土博士”热情地打着招呼，“他是我们长

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自然保护处的周海城，主要负责野

生动物野外调查及监测工作，是有名的‘土博士’，学历不

高，但经验丰富，长白山上的植物、动物没有他不知道的。”

周海城憨憨一笑，加入到巡护队伍。

进山的路并不好走。巡护员们排成一队，一点一点趟出

一条一人宽的小道儿，摔倒了是常事，爬起来接着走。“我们

每天留一个人看家，其他7个人背着背囊，带上装备和干粮

一起在林子里巡护，每天都得走上五六个小时。一圈走下来

出一身汗，停下来冷风灌到衣服里去，又特别冷。”徐贵华一

边“开路”，一边和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前行”的记者聊着，零

下二十几摄氏度的低温让巡护员的睫毛、嘴角挂上了白霜，

头上的帽子也成了“霜帽”。“这里雪不算深，才到膝盖，里边

好多地方都没过腰。”

“到了，这是我们一个投食点。”走了近1公里的路，

记者已经气喘吁吁，徐贵华指着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台子

大口喘着气。巡护员们动作熟练，麻利地把食物摆放

好。“看这树长得多粗壮，我们建区57年来，都没发生过

重大森林火灾，这里面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徐贵华自豪

地说。

“看，这有一串动物脚印！”再次出发没多远，周海城有

了新发现。“步幅一米二，前蹄宽9公分、长12公分……”从

随身背囊里拿出工具，周海城按部就班地测量、记录，“现在

长白山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动物的脚印也越来越多。这脚

印形状应该是一只野猪，从深度和大小看，估计得有二三百

斤。”“走吧，咱们抓点紧，年前得给动物们多送点吃的。它

们过好年，咱们也放心。”大家讨论着再出发。

“雪还在飘，风还在吼，金红色的朝霞还没露头，整好了

行装列好了队，正是巡护的好时候……”徐贵华轻轻地哼唱

《保护者之歌》，这首每个巡护员都会唱的歌，感染着记者，

唱响着整个森林，“走走走走坚定地走，好风景和好日子就

在前头，能做长白山的守护者，再苦再累也风流……”歌里

写的是巡护事，唱出的是巡护情。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主任李志宏告诉记者，保护

中心一共有9个保护站，下设27个巡护组。2017年日常巡

护出动5830组次、29150人次，徒步巡护里程累计可以绕赤

道两圈。“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巡护员的声音坚定而悠远。

“林子离不开人，我们也放不下林子。所以，今年过年还是

把家属接上来，一起吃饺子，和动物们‘作伴’过大年。习近

平总书记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可得把这片

‘金山银山’守护好！”

太阳缓缓升到正中，给野生动物们“办年货”的队伍渐

行渐远，歌声在大山深处久久飘荡，新年的序曲已经奏响，

新春的脚步一点点临近……

在新一轮振兴发展的征途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旋律

振聋发聩；在建设“美丽四平、幸福家园”的伟大实践中，有一

个“关键少数”起着重要作用——自2017年6月起，四平市开

展了“两整治、两增强”（集中整治不负责任、为官不为问题，增

强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集中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专项行动，直奔“全面从严治

党”主题，直指“关键少数”。

“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不断夯实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省委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将压力一层层

传递，责任一级级压实。

解决少数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到百姓身

边，直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要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

无畏的政治勇气、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严格按照方案要求，

坚持标准不走样、咬住重点不偏差、抓住关键不松懈，切实把

专项行动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下转第四版)

“夯实政治责任”的生动实践
——四平“两整治、两增强”专项行动纪实

本报记者 崔维利

大山深处的新春序曲
本报记者 陈耀辉 傅多强 韩金祥 粘青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野外管护队员为野生动物投放食物。 本报记者 傅多强 粘青 摄

本报讯（记者黄鹭）2月

7日至9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景俊海来到延边州，深入

边境地区、工厂乡村，就开发

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进行调研。景俊海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省委部

署，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构建

全面开放新格局，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幸

福家园，让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

2015年 7月，习近平总

书记曾到和龙市光东村考

察，如今，这里发生了巨大变

化。景俊海走进光东村淳哲

大米加工厂，详细了解产品

销售等情况，鼓励扩大规模，

做大品牌，增加收益。在光

东村党支部活动室，景俊海

与村民座谈，倾听他们对生

活的新期待。他还深入到村

民家中，实地察看旱厕改造

情况。他指出，要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重要指

示要求，强化基层党组织建

设，聚焦群众需求，完善乡村

基础设施，探索有效路径推

进厕所革命，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鼓励在外吉人回乡创

业就业。要促进民族团结进

步，实现全面小康。

在延边博物馆，景俊海

了解延边州发展史。他强

调，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他走进敦化敖东工业园，考

察企业经营发展。他嘱咐当

地党员干部，要科学谋划医

药产业发展，支持重点企业

做大做强。景俊海还来到敦

化市污水处理厂，实地察看

设备运行，检查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他强

调，要严肃整改落实，确保彻

底解决问题。要扛起环保重

大政治责任，提前搞好污染

防治规划，坚决杜绝先污染

后治理。

景俊海来到珲春市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眺望图们江出海

口，回溯历史源流。在珲春口岸，景俊海详细了解铁路等交通建

设。他还与俄罗斯客商亲切交流，询问经营销售等情况。他指出，

要简化人员货物通关手续，为企业和群众通关提供便利。

调研过程中，景俊海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开放发

展，发挥陆路海路交汇优势，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抢占新

时代开发开放制高点。加强互联互通，完善口岸、铁路等基础

设施，打通出海口，辐射东北亚等周边市场，放眼世界配置资

源。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和经贸交流活动，做好旅游、制造和贸

易三篇文章，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抓住人这一关键要素，培养

一批高素质人才，倡导在外吉人回乡，吸引外地人才来吉，形成

开放大队伍。

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姜治莹，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景
俊
海
在
延
边
州
调
研
时
强
调

立
足
沿
边
近
海
优
势
构
建
全
面
开
放
新
格
局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幸
福
家
园

本报2月9日讯（记者王子阳）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自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刑侦、经

侦、治安、法制等20余个部门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市（州）、

县（市、区）公安局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全省各级公安系统形成合

成作战之势，取得初步成效。

成功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1月24

日至2月9日，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了第一轮扫黑除恶集中收网行

动，对长期侦查和新近发现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嫌疑人实施统

一抓捕。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抓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

疑人945人，其中涉黑人员46人，涉恶人员899人；打掉涉黑犯罪

团伙2个、涉恶犯罪团伙65个；破获案件515起；缴获枪支53支，

收缴管制刀具574把；查扣涉案资产799.5万元。同时，排查发

现了一批新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为下步开展集中精准打

击奠定了基础。

集中督办一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省公安厅将长春市“1·26”

涉黑团伙案件、吉林市“2·07”涉嫌寻衅滋事团伙案件、四平市李

氏家族涉黑团伙案件、通化市张某某涉嫌敲诈勒索团伙案件、白

山市纪某某涉嫌寻衅滋事团伙案件、松原市张某某涉嫌寻衅滋

事团伙案件、白城市孙某某涉嫌破坏农村基层选举团伙案件、延

边州“5·02”涉黑团伙案件等列为省督第一批案件，要求各地公安

机关加大对其侦办力度，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事实查清查透，深挖

黑恶势力“保护伞”，给黑恶势力以最严厉的打击。

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初步成效
抓获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嫌疑人945人

本版编辑 吕瑞东 孙若珺

新华社平昌2月9日电（记者骆

珺 王镜宇）“激情平昌，和谐世界”。

当地时间9日晚20时，第二十三届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韩国平昌开

幕。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韩正应邀出席开幕式。

20时许，在现场观众倒计时的呼

喊声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开始。来

自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依次步

入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两届冬奥

会金牌得主、短道速滑运动员周洋手

擎五星红旗，引领中国代表团入场，

受到全场观众热烈欢迎。韩正起立

鼓掌，向中国奥运健儿挥手致意。

中国此次派出由181人组成的

代表团，82名中国健儿将参加5个大

项、12个分项、55个小项的比赛。与

4年前的索契冬奥会相比，中国代表

团在参赛项目规模上实现了较大突

破，首次在1个大项、2个分项、10个

小项上获得奥运席位，参赛项目为历

届冬奥会最多。自1980年普莱西德

湖冬奥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在10届

冬奥会比赛中共夺得12枚金牌、22

枚银牌、19枚铜牌。本届冬奥会，中

国运动员将在短道速滑、自由式滑

雪、花样滑冰等优势项目上向奖牌发

起冲击。

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使我国冰

雪运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平昌冬奥会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

体育代表团参加的首次重大综合性

国际体育赛事，也是检验备战2022

年北京冬奥会阶段性成果的“前哨

战”。中国体育健儿将继续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努力夺取

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展示积

极进取、奋发热情的中国体育健儿风

采，展示开放包容、文明进步的国家

形象。 (下转第四版)

第二十三届冬奥会在韩国平昌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韩正出席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