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 全民参与 重要线索 予以奖励
全省扫黑除恶举报电话：0431-12389，0431-82097213

举报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605号吉林省公安厅扫黑办。

02 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编辑 吕瑞东 刘冰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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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现对赵亚忠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赵亚忠，男，1964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专学历。曾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委预决算审查处处长。现任吉林省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孙忠民，男，1963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

书处处长，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现

任吉林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陈振虎，男，1963年 1月生，汉族，无党

派，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四平市轻工行办

主任，四平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四

平市副市长，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

任。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拟任

正厅级领导职务。

包维国，男，1963年2月生，汉族，无党派，

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白城市查干浩特旅游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白城市副市长，省农委

副主任。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曹军，男，1966年 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人社厅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现任吉林省科学技术协

会副主席、党组成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林海峰，男，1969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曾任省公安厅政治

部综合处副处长，省公安厅抚恤奖励处处长、

警务督察总队总队长、交警总队高速公路支

队支队长。现任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副

局长、高速公路公安局局长。拟提名为市

（州）政府副职人选。

熊杰，男，1978年1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副

处长。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研究室综合处

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丹，女，1979年1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吉林大学财务核算

中心副主任，长春市委党校长春市行政学院合

作交流中心副主任、公务员培训处处长，省政

协研究室信息处处长。现任政协吉林省委员

会研究室理论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大宁，男，1971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研究生学历。曾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兼二工厂厂长，一汽集团发展

部副部长、战略管理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及商业规划部

副部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毕克千，男，1963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吉林市交通局副局长、局

长。现任吉林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

厅主任、党组书记。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尹居斌，男，1969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大学学历。曾任白山市纪委纠

风室主任，省纪委、监察厅驻省工商局纪检组

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副主任。现任吉林省纪委省监委第六执纪监

督室副主任。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立春，男，1971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审计厅办公室

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处

长。现任吉林省审计厅基层工作处处长。拟

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韩万志，男，1972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组织部干部

教育处副处长、调研员。现任吉林省委组织

部干部教育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宋春辉，男，1967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教育厅科研产

业处副处长、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现

任吉林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拟

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王迪，男，1973年 6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委办公厅人事处

（厅务处）副处长，省纪委驻省委办公厅纪检

组副组长。现任吉林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厅

务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尚志华，男，1965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办公厅人事

处（厅务处）副处长。现任吉林省委办公厅省

委值班室主任。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呼显臣，男，1965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交通厅人

事劳资处副处长兼调研员、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现任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书

记。拟任省管企业副职。

刘新钢，男，1974年10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吉林市商务局

副局长。现任长白山管委会交通运输局局

长、党组书记。拟任省管企业副职。

张宏伟，男，1966年7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高等级公路建

设局征地法规处副处长，省交通厅综合规划

处副处长。现任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交通战备

办公室主任。拟任省管企业副职。

赵红石，男，1968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旅游服务监督管理所

副所长、所长，省旅游局监督管理处处长，省

旅发委产业促进与公共服务处处长。现任吉

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拟任省

管企业副职。

王锋，男，1963年 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人大农村

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对外联络处处长、副巡视员，省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吉林省人大常委

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拟任正厅级非

领导职务。

孙德华，男，1962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发展改革委经贸流通

处处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现任吉林省物价局局

长、党组书记。拟任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韩磊，男，1961年10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

书处助理调研员、信访办公室综合督查处处

长。现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办公

室副主任。拟任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刘永辉，男，1961年8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老干部处副调研员。现任吉林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处处长。拟任副厅级非

领导职务。

于洪渊，男，1963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白山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现任吉林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综合督查处处长。

拟任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尹柳枰，女，1960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协办公厅秘书

处助理调研员、委员工作处助理调研员、委员

学习培训处处长、宣传处处长。现任政协吉

林省委员会办公厅委员工作一处处长。拟任

副厅级非领导职务。

对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8年

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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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省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
（2018年第15号）

本报讯（记者粘青）12月 4日，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

员会2018年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讨论《吉

林省政法机关依法保障促进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三十条意见》《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

加强和规范检察建议工作的意见》，审议通

过《关于在政法工作中做好依法办理、舆论

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工作的实施细则

（试行）》《吉林省政法机关领导干部“十个严

禁”规定》《关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依法终结

后续工作的规定（试行）》，安排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

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重要

讲话精神，聚焦民营企业发展需求，优化户

政、治安、道路交通管理，精准把握执法办案

标准界限，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

权益，严格规范执法司法行为，严厉打击涉民

营企业违法犯罪，真正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当成“自己人”，立足政法职能干好“自己

事”，着力提升政法机关保障服务吉林全面振

兴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要求，要遵循执法司法规律和新闻

传播规律，切实将依法办理、舆论引导、社会

面管控“三同步”工作贯穿到政法工作全过

程、各环节。要深刻吸取个别政法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进一步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

觉。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金波，省法院党

组书记、代院长徐家新，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

勤出席会议。

省委政法委全体会议强调

真正把企业家当成“自己人”
立足政法职能干好“自己事”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张红玉 王欣欣）今天上午，在查干

湖渔场老关东渔王宾馆召开了查干湖第十七届冰雪渔猎文化旅

游节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吉林视察时的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深入挖掘查干湖的渔猎文化内涵，加快推进查干

湖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

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

彰”的殷切期望转变为全面建成“两个城市”的内生动力，守护好

“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松原市定于2018年12月28日至2019

年2月28日在查干湖旅游景区举办主题为“牢记殷殷嘱托 守护

金字招牌 传承渔猎文化 展示冬捕奇观”的查干湖第十七届冰

雪渔猎文化旅游节。

本次“旅游节”由文艺演出、开幕式、文化旅游娱乐活动三个

板块组成。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在“旅游节”开幕式主场地、捕鱼

现场及相关活动场地，设置了数量足够的环保厕所。加大查干

湖沿线周边乡镇及景区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保证环境卫生整

洁。做好旅游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理工作，做到随产随清，防止游

客产生的垃圾对查干湖造成二次污染。强化对景区内宾馆饭店

的日常监管，所有营业的饭店要配备油烟净化装置。加大生态

环境的日常监管工作，对环境违法案件严肃处理，防止出现生态

环境保护事件。

更 加 重 视 生 态 环 保
查干湖第十七届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张雅静）今天上午，

以“信心、信赖、融会、发

展”为主题的吉林银行

与民营及小微企业融会

发展座谈会在长春召开。与会嘉宾面对面沟通交流民营及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需求，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共商民营经济发展之策。

吉林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宝祥表示，吉林银行做为全省

最大的法人金融机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该行的重要服务对象，

也是银行的“天然盟友”和“生存土壤”。吉林银行牢牢把握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服务地方、服务中小、服务

民生”的战略定位，将解决民营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做为全行发

展的战略性任务。10年来，已累计为民营及小微企业发放信贷

资金6000多亿元。截至目前，吉林银行民营企业及小微企业贷

款余额合计1540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75%以上。

据介绍，下一步，吉林银行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全力支持民营及小微企业发展；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实施民

营及小微金融服务优先发展战略，细化各项要求，出台系列政策，

动员多方力量，调动广泛资源，强化各种手段，将支持民营与小微

企业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建立长效的银政企合作机制，主

动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民营及小微企业的沟通与联系，践行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职责与担当；完善内部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强

对民营及小微企业的资源倾斜，持续提高民营及小微企业授信审

批的效率和灵活性，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座谈会上，吉林银行与参会金融同业机构共同签署了“协

力助民营，齐心促振兴”吉林银行暨金融同业战略合作备忘录；

与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代表签署了汽车产业供应链金融专项

合作协议；参会的40家民营及小微企业共同签署了“同心共荣

一起成长”优秀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合作倡议书。

优化融资环境 共商发展之策
吉林银行召开与民营及小微企业融会发展座谈会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吕航）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

群众的宪法意识，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中的职能作用，今天上午，省司法厅组织开展了以“弘扬宪法精

神 走进司法行政”为主题的第一届开放日活动。

此次活动，重新组建的省司法厅邀请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以及省军区、省工商联、省妇联、高校师生、媒体记者和

群众代表等45人走进省司法厅机关。通过参观图片展、观看我

省司法行政部分领域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情况专题片、观摩吉林

法律服务网应用讲解、信息化系统演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

议等活动，增进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司法行政机关

新职能、新定位和工作实践的了解，提升司法行政工作的认知

度，汇聚推动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发展的各方面力量。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第一届开放日活动举行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石天慧）今日，第四届“长白山人参”

美食大赛在厦门举办。刚刚评选出的“长白山人参”美食推广大

使展开厨艺比拼，通过一道道别具匠心的人参菜品，将“长白山

人参”文化同美食融合，以此推广“长白山人参”品牌。

第四届“长白山人参”美食大赛由吉林省参茸办公室主办，

吉林省参业协会、吉林省饮食文化研究会协办，吉林日报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长春市饭店餐饮烹饪协会承办。活动自启动报名以

来，吸引了来自吉林、福建、广东、澳门等地区和马来西亚、韩国等

国家的人参美食烹饪爱好者广泛参与。经过大众网络投票及专

家评审团的严格评审，已评选出10位“长白山人参”美食推广大

使。今天，10位中外推广大使齐聚厦门，利用新奇的烹饪手法，以

长白山人参为主食材，烹饪出一道道秀色可餐的“长白山人参”美

食。大赛专家评审团根据食材用料、营养价值、食品卫生、烹饪创

意、口味质感等方面，为菜品打分，并最终评选出第四届“长白山

人参”美食3大特金奖菜品及7大金奖菜品。

“长白山人参”美食大赛旨在传播人参“药食同源”理念，加

快人参向食品领域拓宽，全面展现长白山人参食品最新成果。

第四届“长白山人参”美食大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马喆）12月

6日19时，我省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移交的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33件（重点案件19件），来电133件，来信0

件。其中，长春市55件（重点案件6件）、吉林

市25件（重点案件5件）、四平市11件、辽源

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8

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3件）、白城市8件

（重点案件2件）、延边朝鲜族自治州5件（重

点案件1件）、公主岭市5件（重点案件1件）,

另有1件信访件反映多地区，涉及吉林市和

延边州。

本批移交的信访件，涉及各类生态环境

问题 209 个。其中，水环境问题 33 个，占

15.8%；大气环境问题9个，占4.3%；土壤类问

题26个，占12.4%；噪声问题31个，占14.8%；

固体废物问题26个，占12.4%；异味扰民问题

30个，占14.4%；扬尘污染问题9个，占4.3%；

生态问题40个，占19.1%；其他问题5个，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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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33件

在吉林市舒兰市溪河镇溪浪口村九社，

农忙的时候，村民们总能在田间地头看见一

位干练淳朴的中年女子在那里辛勤劳作，有

个十多岁的少年经常出现她身边，两人一起

干活还有说有笑，这名少年唤她“老姑，老

姑”；远处，还有一位老人在注视着他们，这三

个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今天故事的主

人公，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王红伟。

日前，记者走进溪浪口村九社一座年代久

远的泥草房里。进了屋子，里面虽然简陋破旧

却也收拾的整洁利落,泥土的锅台干干净净。

这座泥草房就是王红伟与85岁的母亲姜树青

和16岁的侄子王金明一直生活的地方。

今年43岁的王红伟在家中排行老小，上

有4个哥哥，与年龄接近的四哥王岩关系最

好，父母啥活都不让小红伟干，在家人呵护下

小红伟长大了。

平静的日子在2008年5月的一个上午发

生了转折，四哥王岩因沉船事故死亡，噩耗传

来，哥哥这个“顶梁柱”倒了，年幼的侄子没了

爸爸，嫂子胡秀玲也一蹶不振，年迈的父母哭

得死去活来，全家人的生活一时间变得拮据

窘迫，重担落在了王红伟一人身上。

当时正直农忙季节，一边是等待春种的

8亩旱田，一边照顾悲痛欲绝的嫂子，还要安

抚年迈的双老，短短几个月，33岁的王红伟

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瘦到只有80斤。日子

还要继续，这个家王红伟要撑起来，处理完哥

哥的丧事，她就投入到农忙中……

王红伟一直在坚强力挺，可家庭的悲剧

却接踵而至。2009年，嫂子胡秀玲忍受不住

丈夫离世的事实，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留

下了只有 7岁的孩子小金明。2013年，因

为不堪晚年丧子之痛，父亲王景田也离开

了人世……短短5年，一个幸福的6口之家

变成了3人，在沉重的打击面前，看着年过八

旬日渐衰老的母亲和年幼的侄子，倔强的王红

伟暗下心来，即使终身不嫁，也要照顾好他

们。王红伟借钱买了两头猪，又养了几十只鸡

和鸭子，从早上忙到天黑，闲暇的时候还要出

去打零工，生活让王红伟不得不从一个弱不禁

风的女子迅速蜕变成一个抗击打的女汉子！

几年下来，王红伟原本白嫩的双手在岁

月的打磨中早已长满老茧；红润的脸庞在风

吹日晒中早已布满皱纹；本就瘦弱的身材在

家庭的重担下也摇摇欲坠，但是她依然咬牙

坚持下来，因为她始终有个信念，“我是家人

的依靠，我一定不能倒下。”

邻居范亚晶说：“俺们红伟是个孝顺、有

责任心的姑娘，为了这个家一直都不找对象，

我多次劝说，也给介绍过，但她就是不干，总

说再等等。”谈起未嫁的原因时，王红伟一边

倒水一边很坦然地说：“小时候不懂事，一心

想在父母跟前多待几年，后来家庭突变，有亲

戚、邻居给我介绍对象，想到母亲年迈，带着

母亲远嫁也不现实，侄子还小，不想因为组建

新的家庭而影响到侄子的成长。”

舒兰市妇联主席杨卫红这些年一直关注着

王红伟，她这样说道：“哪个女孩不想嫁人？小

王啊，她是不想把包袱转嫁给别人，不希望嫁人

之后母亲和侄子无人照顾和受到委屈。所以，

她宁可不嫁。”

十年转眼间过去了，王金明已在吉林财经

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学习，逐渐摆脱了失去父母

的阴影。母亲虽然年迈，但是在王红伟的细心

照料下，身体依然硬朗，多年的心脏病靠药物也

能维持。纯真的笑容又回到了一家人的脸上。

记者手记：
王红伟用自己的真诚、善良和孝心重新

换来了家庭的美满、幸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文明和谐家庭的深刻内涵，以自己的
本分和朴实诠释着人间最真挚的爱与付出。
因为有爱，所以幸福。这个弱女子的付出在
岁月的蹉跎和生活的洗礼中熠熠生辉。

孝老爱亲王红伟——

撑 起 特 殊 的 三 口 之 家
本报记者 李婷 张添奥

本报讯（记者韩金祥）12月5日，记者来

到长白山北景区的天池之巅。此刻，这里的

气温达到了-27℃，在呼啸的寒风中，发现天

池水面已呈现出封冰的奇观。群峰叠嶂的环

山十六峰被薄薄的白雪覆盖。原本气势恢宏

的一潭湛蓝湖水，此时在风雪中，悄然地结成

了一片冰盖儿。封冻的水面，犹如一面镜子，

映照在蓝天白云之中，只见狂风裹挟着残雪

席卷而来，把皑皑白雪分割成形状各异的奇

观奇景。被冰封的天池，壮观、震撼……不仅

让人想起那句：当惊世界殊！

长白山旅游股份公司北景区运营一部副

经理包秀江表示：今年封冰比去年稍早一些，

主要源于3日下的那场冻雨，气温直线下降，

导致今年比去年12月18日的封冻，提前了半

个月……

为了能尽快地让游客们看到傲雪凌霜的

冰封天池美景，此时，北景区主峰管理部和运

营一部的工作人员，正在挥舞着铁锹、扫帚清

理前往天池道路的积雪……在前往天池的盘

山公路上，只见各种清雪机械开足马力，轮番

上阵，全力以赴清理积雪，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景区运营部出动清雪车10辆，沿途不停

地清理积雪已达十余小时……

天池封冻，想再看到碧水蓝天的天池美

景，就要等到翌年6月中旬。

长白山天池封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