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8年3月31日 星期六 编辑 周力 张健
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一、免去陈凤超、谢茂田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二、免去李振华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三、免去张立予、韩冰如、马志伟、王一川、王志平、尹柳楠、陆广军、余书华的吉

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臧琦的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五、免去张军的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六、任命周茗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检察员。

七、任命臧琦为吉林省临江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八、任命张军为吉林省白石山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九、任命赵延军为吉林省抚松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吉 林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免 名 单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王英梅、吴梅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二、免去刘承毅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三、免去李群的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职务。

四、免去王洪涛的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职务。

五、免去董辉的临江林区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董录的红石林区基层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七、任命王洪涛为吉林省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八、任命景非为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副院长。

吉 林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任 免 名 单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吴兰为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长春市燃气

管理条例》，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春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长春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由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辽源市煤矿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由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辽源市煤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山市城市

建筑外立面管理条例》，由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白山市城市建筑外立面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松原市制定

地方性法规条例》，由松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松原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决定》，

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

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18年3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全省地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忠

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

法宣誓。

第三条 宣誓誓词如下：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任命的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

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监察委员会主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代

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

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

席团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出的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

议上进行。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

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

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

上进行。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任命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委员，决定任命

的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决定任命的本

级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局长、委员会主任，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

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

织，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等，在依

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织，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乡、民族乡、

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组织，在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进行。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本级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专门人民法

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派出的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

后，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分别组织。

第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

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宣誓仪式由任命机关组织。

第九条 宣誓仪式根据情况，可以采取单独宣誓或者集体宣誓的形式。

单独宣誓时，宣誓人应当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

誓词。集体宣誓时，由一人领誓，领誓人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整齐排列，右手举拳，跟诵誓词。诵读誓词

后，宣誓人自报姓名。

宣誓场所应当庄重、严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宣誓仪式

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可以根据本办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宣誓的具

体事项作出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
(2015年11月20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8 年 3 月 30 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

定，现对孙弘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孙弘，女，1970年7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在

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妇联副主席。现任吉林

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拟提名为市（州）

政府正职候选人。

李兆宇，男，1970年 10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公务员局法规监督

处处长，省人社厅副厅长，辽源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现任辽源市委副书记。拟提名为市（州）

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刘立新，女，1967年 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组织部干

部教育处处长，东丰县委书记，辽源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现任辽源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拟提名为市（州）政协

主席候选人。

唐永军，男，1968年2月生，满族，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曾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

民委（宗教事务局）副主任（副局长），辽源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吉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现

任吉林市委副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李晓英，女，1966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曾任省行政学院法律教研部主任，省

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现任

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省妇联副主席

（兼）。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蒋延辉，男，1963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曾任省残联副理事长，省劳动厅副

厅长、省社保局局长。现任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巡视员、副厅长、党组成员。拟任正厅

级领导职务。

宋刚，男，1972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研

究生学历。曾任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办公室

主任，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一处处

长、副主任。现任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党组成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孙杰光，男，1964年7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曾任省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省工商

局办公室主任，吉林农业大学纪委书记、党委副

书记。现任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潘宏峰，男，1967年8月生，满族，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曾任团省委青工部部长、组织部部

长、常委。现任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党组成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程凤义，男，1962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现

任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拟提名为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褚春彦，男，1968年 10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扶余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松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

组书记，长岭县委常委、副县长，长岭县县长。

现任乾安县委书记。拟提名为市（州）政府副

职人选。

姜兴延，男，1965年 1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曾任延边州团委副书

记、总工会副主席，龙井市委副书记，延边州直

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延边州安监局局长。

现任敦化市委书记。拟提名为市（州）政府副

职人选。

李永秋，男，1968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曾任省法院执行局案件监督处处长，

省法院办公室主任。现任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拟提名为市（州）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候选人。

王志刚，男，1964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法院监察室副主任。现

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室主任。拟任副厅

级领导职务。

李琳平，女，1961年 1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庭长。现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行政审判庭庭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孙钊，男，1961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在

职大学学历。曾任省公安厅警保部主任、治安总

队总队长。现任吉林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副巡视

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德富，男，1975年2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博览局综合协调处处长、

副局长，省残联宣传文化部调研员。现任吉林省

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化部部长。拟任副厅级领

导职务。

文岩，男，1963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员，中

央党校大学学历。曾任省人防办秘书处（法规

处）调研员。现任吉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秘书处

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任笑东，男，1971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纪委整治和建设

经济发展软环境室检查员、监察员、副主任，省软

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纪委第八纪检监

察室副主任。现任吉林省纪委第七执纪监督室

副主任（正处长级）。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陈琛，男，1962年1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在职大专学历。曾任时代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辑。现任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拟任副厅级领

导职务。

时君友，男，1964年8月生，汉族，无党派，在

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采育林科技创新中心副

主任。现任吉林省木质材料科学与工程重点实

验室主任兼北华大学林学院副院长。拟任省属

本科院校副职。

吕美艳，女，1965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员，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长白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长白山管委会行政

服务中心副主任，长春长影世纪城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现任长影集团总经理助理、长春长影

世纪城有限公司总经理。拟任省属企业副职。

徐彦夫，男，1959年3月生，汉族，九三学社

社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长春市南关区

副区长。现任吉林省审计厅副厅长。拟任正厅

级非领导职务。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8

年4月9日前以信函、电话、短信、网上举报等方

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一处（举报中心）反

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签署真实姓名并告

知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长春市新发路577号，

邮编：130051。举报电话：0431-12380，短信举报

平台：15584212380，举报网站：http://www.

jl12380.gov.cn。

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

2018年3月30日

省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
（2018年第5号）

《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30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3月30日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号

本报3月30日讯（曹阳 记者何琳娣）今

天下午，省纪委省监委召开省属高校纪委书

记工作汇报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委主任陶治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分析形势，增强工作紧

迫感和自觉性。从近年来我省开展巡视巡察

和执纪审查情况看，高校领域的问题仍然比

较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深刻认识全

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切实

担负起党章赋予的重大政治责任，巩固成果、

直面问题，扎实作为、创新实践，进一步抓紧

抓实高校纪检工作，推动高校领域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一要着力推进高校党的政治建设。

强化党的政治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净化

党内政治生态。二要着力维护党的纪律的严

肃性。严格纪律教育，严格纪律监督，严格纪

律审查。三要着力强化对待“四风”不敢的氛

围。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肃查处顶风

违纪行为，在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更

大功夫。四要着力治理高校领域腐败问题。

更加精准有序有效惩治腐败，做到精准发现问

题、精准实施惩处、精准综合施治。五要着力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协助党委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各项措施落实，主动深化“三转”，用

好问责利器。

会议要求，要加强自身建设，打造过硬高

校纪检队伍。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作风优良、自身干净的干部队伍。

推动高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省纪委省监委召开工作汇报会

本报3月30日讯（记者黄鹭）今天晚上，省委副

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公司、保利集团、五龙电动车集团等企业进行

工作交流。

景俊海指出，宁德时代拥有动力电池核心技术，

产业竞争力强。希望宁德时代加大在吉林投资力

度，务实推进与一汽等企业合作，支持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我们将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壮大创

造良好条件。

宁德时代公司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李平表示，

将发挥优势，深化与吉林合作，为推动吉林新一轮全

面振兴贡献力量。

省及长春市领导王君正、林武、朱天舒、刘长龙，

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参加会议。

省政府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等举行工作座谈会
景俊海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