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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省安委

会采取一系列举措，深入推进冬春安全整治

大会战工作。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压实

责任，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全面

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

切实把开展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作为形

势所需，全面提高思想认识，始终保持高度警

醒。岁末年初历来是事故易发期、多发期，

2005年以来全省25起重特大事故中，冬春季

节就发生15起，占60%。当前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企业经济运行长期积累问题逐步

显现、相互叠加，极易出现忽视安全生产、减

少安全投入、虚化安全管理的问题。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

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省安委会第四次全

体（扩大）会议、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部署会

议精神，及时研判安全生产事故季节性、周期

性规律和特点，科学化解复杂天气、复杂工

艺、复杂环节等带来的安全风险，全面深化安

全生产治理，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切实把开展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作为

责任所在，知责明责履责尽责，扎实推进工

作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加强冬春

安全整治大会战的组织领导，聚焦近期事故

暴露出的责任不落实、上热下冷、政热企冷

等突出问题，构建从上到下、从政到企、无缝

链接的责任体系。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对

标《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

施细则》，梳理自身应承担的职责，切实担负

起保一方安全、促一方发展的政治责任。各

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三个必须”原则，

对本行业领域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负起全

面责任。要组织企业筑牢安全防线，把安全

生产贯穿到企业规划布局、设计、建设、管理

的全过程，切实做到责任、投入、培训、管理、

应急救援“五到位”。

切实把开展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作为

治理所需，全面加大整治力度，有效解决沉

疴顽疾。各地、各部门要对各区域、各企业、

各部位、各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

查，全面加大企业自查、部门检查、联合执

法、暗访抽查、省级督导力度，强化风险防

控，深化打非治违，有效防范想不到、看不

到、管不到的问题引发事故。从现在起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城市燃气管道集中整顿、大型

活动场所专项整治、消防夜查、煤矿瓦斯防

治、大型重载货车安全治理等战役，要对重

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开展不间断的

暗访抽查，普遍性问题及时防范，苗头性问

题及时预警，重点性问题及时整治。省安委

会成立6个专项督导组，深入基层、一线开展

专项督导，督导结果纳入年度安全生产目标

责任制考核。

切实把开展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作为

保障需要，依法强化责任追究，形成高压严

管态势。当前，省级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中，

市县机构改革即将启动，营造安全稳定的环

境至关重要。要严肃事故查处，坚持“四不

放过”原则，落实好事故通报、约谈、分析和

跟踪督导“四项制度”，切实用血的教训推动

安全生产工作要求落实落地。依法严惩非

法违法行为，用好关闭取缔、“四个一律”“五

个一批”等措施。加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对涉嫌犯罪的违法案件，及

时移送司法机关，坚决杜绝有案不移、有案

不立和以罚代刑等行为。

深 刻 汲 取 事 故 教 训

扎实推进冬春安全整治大会战

本报11月29日讯（曹阳 记者何琳娣）
今天下午，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在吉林市

召开巡视整改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省委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陶治国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十一届省委高度重视巡视整

改工作，将巡视整改纳入巡视监督的重要内

容，巡视整改的政治性、权威性和规范性显著

增强，推动了具体问题的解决，不断压实了被

巡视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

好巡视整改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

觉。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巡视整改不仅是

政治态度问题，更是对党是否忠诚问题，是增

强“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

现。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巡视监督是一

次大排查、大扫除、大检修，是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有利契机。要强化责任担

当，切实抓好整改落实的组织推进工作。强

化责任落实，坚决把主体责任贯穿到巡视整

改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强化日常

调度，坚决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追

究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强化督查督

办，推动巡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要做好结

合工作，把巡视整改与抓学习、抓纪律、抓作

风、抓发展、抓民生等结合起来，促进各方面

工作水平全面提升。要严格监督问责，层层

传导全面深化巡视整改的政治压力。

会上，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及梅河口

市、吉林市所辖县（市、区）纪委负责同志围

绕推动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整改工作作

了发言。

压实政治责任 强化督查督办
切实推动巡视整改落到实处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巡视整改工作座谈会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吕航）今天，全

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

副主席曹宇光、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出

席会议。

胡家福指出，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

者，具有熟悉法律法规的专业优势、精通法律

事务的职业优势、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

优势，在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维护公民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是法治吉林建设、平安吉林建设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胡家福强调，广大律师要始终保持赤子

之心、用好法律武器、逐梦公平正义，真正让

犯罪者受到法律惩罚，让无罪者免受冤屈，让

受冤屈者得到昭雪。要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法

律服务需求，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法律

服务，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

心经营。要有不畏权势的铮铮铁骨和心怀大

爱的拳拳爱心，当好依法治国大厦的坚固基

石和法治天下的拓荒耕牛，用自己的聪明才

智和辛勤汗水服务人民、报效祖国、助推吉林

振兴发展。

胡家福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要大力支持律师工作，进一步优化律

师执业环境，着力培育专业过硬和诚实守

信的“名律师”、有公信力和竞争力的“名

所”、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法律服务产业“名

品”，努力推动吉林律师业不断向规模化、

专业化、品牌化迈进，向公司化、集团化、

国际化进军，努力打造律师业大省、律师

业强省。

回应群众法律服务需求 助推吉林振兴发展
全省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11月29日讯（姜新 记者何琳娣）
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召开联组会议，就全省科技创新情况进行专

题询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主持会议。

副主任王绍俭、张焕秋、贺东平，秘书长常晓

春出席会议。副省长安立佳参加会议并代表

省政府作表态发言。

会上，李宇忠等10位常委会委员和人大

代表，围绕推动吉林全面振兴中科技创新发

挥的作用，存在的问题等，向省政府有关部门

询问。问题切中要害、针对性强，抓住了我省

科技创新的关键，回答提问态度诚恳、实事求

是，回应了委员、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关

切。

专题询问是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

院”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开展科技创新

专题询问，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更好地解决我省科技创新发

展中的难点问题，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对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使我省

的科技优势更好、更充分地转化为经济优

势、发展优势。

聚焦全省科技创新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马璐）今
天下午，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

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重点影片宣传推介会在北京举

行。由长影集团根据时代楷模黄大年

先进事迹创作拍摄的影片《黄大年》亮

相推介会。

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表示，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时间

节点，全国电影界集中推出一批最新

拍摄完成、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优秀

国产影片，从城市居民奋斗创业到乡

村群众的勤劳致富，从英模人物的崇

高精神到普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这

些影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出

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在神州大地上

的波澜壮阔的奋斗画卷。

作为此次推介的重点影片之一，

电影《黄大年》既是长影集团秉承国有

电影企业责任和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唱响时代主旋律，以文艺精品向国家

重要时间节点献礼的精心之作，也是

我省文艺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

点影片。

在现场，《黄大年》主创代表进行

了推介。当大屏幕上出现电影《黄大

年》的精彩片断时，再次引发人们对这

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海归战略

科学家感人事迹的无限追忆。导演成

科表示，《黄大年》的看点可以用6个

字来概括——专业、真诚、真实。“第

一，影片得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高度

重视，长影集团牵头组建了专业化团

队。第二，主创团队走遍了5省、6市，

采访了将近140位当事人，了解黄大

年生前的各种事迹和生活的细节、性

格的细节，以保证文学剧本和影片的

创作真实、感人、细腻。第三，我们用

真实来创作这部作品，未来大家可以

在影片中看到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以零片酬出演《黄大年》的国家话

剧院一级演员张秋歌，在现场有些激

动。他说，看到片花时眼泪止不住地

要往下流，“从广西到吉林，我们的创

作团队在一起战斗。虽然过程很辛

苦，但充满了信心。作为一名文艺工

作者，能够出演这部戏，能够演一位时

代的楷模和英雄——黄大年，对我的

艺术生命相当重要，我学会了‘做人’

和‘做事’。”同时，张秋歌也希望全国院线、影院经理，对影片发

行、排映给予关注，“希望通过这部倾注心血的作品，能让更多人

知道黄大年，从而学习他的精神。”

本次推介会集中推介了《黄大年》《春天的马拉松》《照相师》

《大路朝天》《闽宁镇》《中国合伙人2》《天渠》《热土》《片警宝音》

等9部优秀国产影片，既有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时代精品，也

有一叶知秋、小中见大的情怀佳作。

据悉，影片《黄大年》将于12月12日在全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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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粘青）长春林区法院充分

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把绿色发展、修复

生态的理念引入审判之中，以“复绿补种”

机制创新助力林区生态修复，取得良好成

效。截至目前，长春林区各基层法院共签

订“复绿补种”协议案件 189件，协议约定

补种树苗8.9万株，总面积近600亩。

“复绿补种”是以机制创新助力林区生

态修复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让毁林犯罪的

实施者不但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还承担造

成国有林木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生

态保护恢复性司法机制。

长春林区法院经过大量调研和反复论

证，在向省林业厅、吉林森工集团等多个单

位和部门广泛征求意见后，在省法院指导

下，与省检察院长春林区分院、省森林公安

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行涉林刑事案件“复

绿补种”的指导意见》。在“复绿补种”新模

式下，由被告人与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林

权所有人签订“复绿补种”协议，缴纳履约

保证金，于当年或次年植树季节，在专业人

员指导下，对被毁林地或在指定的“复绿补

种”基地进行补种，使遭受损害林地的植被

得到及时、有效恢复。法院在量刑时将此

作为悔罪情节予以考虑，依法从宽处罚。

为了便于“复绿补种”修复方式的执

行，长春林区两级法院积极与林业部门沟

通协调，在各地林场设立“复绿补种”生态

基地，专门用于该区滥伐、盗伐林木案件的

被告人执行异地修复。基地一方面作为涉

林刑事案件犯罪行为人委托林业局代为恢

复补种的地点，另一方面还可作为森林资

源保护的教育基地，通过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教育广大公民爱护森林资源。目前，长

春林区法院辖区内的8个国有林业局已将

“复绿补种基地”全部划定完毕，与林业行

政处罚中的复绿补种树林共同组成“复绿

生态林”体系。

与此同时，长春林区法院积极开展以

“关注生态司法，共护绿水青山”为主题的

环境日宣传活动，组织法官深入林区乡镇、

村屯，大力普及环保法律知识，提升群众环

保意识。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用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释法析理，强

化广大群众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凝聚起

守护林区青山、绿水、蓝天，实现绿色发展

的共识。充分发挥“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作

用，加强舆论引导。长春林区中院以被告

人李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典型

案件为素材，以“复绿补种”为主线，由案发

地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原审法官本色出演，

制作了微电影《大山的呼唤》，讲述了一个

法理与情理并重、犯罪与挽救交织的感人

故事，借助生动形象和为广大群众喜爱的

形式，将“复绿补种”深植人心。

强化生态建设司法担当
长春林区法院“复绿补种”工作成效明显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刘巍)为适应新形势下涉外警务和

外国人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有效充实公安机关涉外警务外语

翻译力量，按照“社会共建、全警共享、有偿服务”的原则，今天上

午，省公安厅与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吉林省翻译协会等相关院校单位合作，初步建立了涉外警务翻

译人才库，并以此为基础，就共同打造新型涉外警务翻译人才培

养使用合作模式达成共识。

据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涵盖15个语种、由“专家外语

人才、专业翻译人才、实习翻译人员”三个层次组成的约700人

的社会化涉外警务外语人才库正式启动，合作双方将在涉外警

务翻译人才使用和培养方面开展战略合作，有针对性地服务涉

外案事件侦办、国际执法合作、外国人日常服务管理和外国人普

法宣教等工作，实现全警共享共用。

我省建立涉外警务翻译人才库

本报讯 日前，经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对白城师

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刘晓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经查，刘晓春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公车私用；违反组织纪律，违规为他人职务提拔提供帮助。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晓春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淡漠，

背弃入党初心，同党离心离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长期与私营

企业主不正当交往，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

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吉林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吉林省

委批准，决定给予刘晓春开除党籍处分；由吉林省监委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

刘晓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马喆）11月29日

17时，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

交的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14件（重点案

件36件），来电95件，来信219件。其中，长春市

130件（重点案件19件）、吉林市19件（重点案件2

件）、四平市15件（重点案件5件）、辽源市7件、通

化市8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9件（重点案件1

件）、松原市11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85件

（重点案件3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8件（重点案

件2件）、梅河口市1件（重点案件1件）、公主岭市

11件（重点案件1件）。

本批移交的信访件，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58

个。其中，水环境问题109个，占19.5%；大气环境问

题28个，占5%；土壤问题24个，占4.3%；噪声问题54

个，占9.7%；固体废物问题69个，占12.4%；异味扰民

问题78个，占14%；扬尘污染问题33个，占5.9%；生态

问题162个，占29%；其他问题1个，占0.2%。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办各地。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14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