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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常年法律顾问：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

举控告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则》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着眼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拓宽党内监督、

群众监督渠道，保障检举控告人监督权

利，维护党员、干部合法权益，规范纪检监

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的接收、受理、办理、

处置程序，促进监督执纪执法权正确行

使，对于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

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加强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统一领导，

畅通检举控告渠道，营造党员、群众监督的

良好环境，规范检举控告秩序，严肃查处诬

告陷害行为，充分发挥处理检举控告在全

面从严治党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级纪委监

委（纪检监察组）要增强制度意识，严格执

行《规则》，依规依纪依法处理检举控告，对

违规违纪违法处理检举控告行为“零容

忍”，坚决防止“灯下黑”。要加强对《规则》

贯彻执行的监督检查，纳入巡视巡察和日

常监督重点，推动《规则》各项规定落到实

处。

中办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规定，现对刘玉峰等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

刘玉峰，男，1962年1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主任助理兼稽核保卫处处长、副主任。现

任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监事长。拟任省

管企业正职级干部。

段于建，男，1976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公安厅办公室

副主任、指挥中心副指挥长，刑事侦查局有组

织犯罪侦查队政委、综合信息处处长，出入境

管理局政委、局长。现任公主岭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正县级）。拟提名为市（州）政府

副职人选。

侯兆轶，男，1975年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大学学历。曾任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三处

副处长，省政府政务公开协调办综合秘书处

处长，省政府办公厅参事工作处处长。现任

吉林省政府办公厅人事处（厅务处）处长、一

级调研员。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张玉广，男，1966年 6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省国土资源厅行

政审批办公室主任，省土地整理中心主任，

辽源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省国土资源厅执法

监察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巡视员。现任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拟任副厅

级领导职务。

张子政，男，1967年2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大学学历。曾任白山市统计局副局

长。现任白山市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拟

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李志宏，男，1969年 2月生，汉族，中共

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长白山保

护开发区管委会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

副主任、主任兼长白山管委会副秘书长、林

业局局长。现任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池北区委书记。拟任副厅级领

导职务。

李旭东，男，1974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曾任省委党校（省

行政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处长。现任吉林省

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办公室主任。拟任

副厅级领导职务。

沈瑞峰，男，1962年9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运输管理局副

局长，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交通联络处副主

任、主任，省运输管理局局长。现任吉林省公

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拟任副厅级领导

职务。

扈建萍，男，1962年5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曾任省松苑宾馆副

总经理。现任吉林省松苑宾馆总经理。拟任

副厅级领导职务。

付跃刚，男，1972年 12月生，满族，中

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长春理工

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副院长、光电测试分析

中心主任。现任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

院院长，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兼）。拟任省属本科院

校行政副职。

高兴奎，男，1972年7月生，汉族，中共党

员，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省能源商贸物流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省煤业

集团有限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经理。现任吉

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拟任省管

企业副职。

对上述公示对象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2020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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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3日

省管干部任职前公示公告
（2020年第1号）

遗失声明
● 凌 云 将

22010219800519041X 号驾驶证丢
失，声明作废。●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黄岭子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2432000057502）丢失，
声明作废。

●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迎风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32000057102）丢失，声
明作废。●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保家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32000057202）丢失，声
明作废。●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杨家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32000057603）丢失，声
明作废。●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烧锅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32000057403）丢失，声
明作废。●伊通满族自治县黄岭子镇
蟒丈村村民委员会将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32000057003）丢失，声
明作废。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日电（记者周舟）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日前表示，今年流感季美国有68名儿童的死亡与流

感相关。由于美国的流感季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此这一数

据可能会继续上升。

美疾控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与流感有

关的住院报告病例为8633例，其中约六成为甲型流感，近四

成为乙型流感，此外还有少数是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合并感

染。累计总住院率为每10万人29.7，与近几年流感季的水平

相近。

美疾控中心预测，截至目前，今冬流感季美国有至少

1900万人感染流感，与流感相关的死亡可能达到1万人。

美今冬已有68名儿童的死亡与流感相关

请扫二维码阅读《规则》全文

（上接第一版）要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坚定不

移地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必须增强

责任意识，坚决克服松懈情绪、畏难情绪和

厌战情绪，持续推进、持续攻坚，一鼓作气、

一抓到底；必须强化底线思维，立足最严重

的形势、做最坏的打算，抓早、从严、做细，牢

牢守住吉林的疫情防控阵地；必须做好打硬

仗的准备，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及早做好相

应的工作预案，确保疫情防控取得全面胜

利。

巴音朝鲁强调，要加强“三保一统筹”，

全面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工作。要保防控，打造“七个到位”的增强

版，最大限度补齐短板，最大努力消除盲

点。以村屯、社区为基本作战单元，继续强

化网格化管理、实施地毯式排查，把现代科

技手段与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结合起来，

确保不漏一户一人。严格做好隔离措施，

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加强医学观察，严防失

查失控，坚决有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集

中优势专家和医疗资源，全力以赴救治感

染患者。强化医护人员安全保护，精准调

配医疗资源，优先满足医护人员和救治病

人需要。要保民生，落实“米袋子”省长责

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粮食、肉

食、蔬菜等必需生活物资市场供应。加强

价格监测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依法严惩

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行为，维

护市场秩序，稳定市场预期。加强供水、供

电、供暖、供油、供气等涉及国计民生重点

领域工作，做好防大疫、打大仗准备，防止

用时备而不足导致的疫情防控工作被动。

加大对贫困群众和特殊困难群体的帮扶救

助力度，保障好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防

范疫情需求。要保安全，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批示精

神，加强社会治安管控，加强安全生产应急

管理，加强已恢复工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疫情防控，进一步形成宣传攻势，形成全

社会防控疫情的合力，坚决防止各类矛盾

问题相互叠加。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统筹好日常防控

措施落实和阶段性重点工作，抓好春节后

错峰返程疫情防控。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物

资保障工作，多渠道解决好防护、救治物资

紧缺问题，重要物资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

拨，确保物资及时合理调配。树立整体作

战、联动作战的思想，统筹好疫情防控与企

业复工、重点项目建设的分类指导和保障，

抓好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保障城

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的各方面工作，千

方百计做好充分准备、消除不利影响，保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强对连续生

产和冬季施工项目安全防护，指导节后复

工复产企业项目有序复工复产，防止因疫

情输入影响企业经营和项目建设。

巴音朝鲁强调，要深化省委常委和省

级领导干部包保指导督导，进一步压紧压

实“五级书记抓防控”责任。要持续加大指

导督导力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

动防控举措全面落实、精准落实、有效落

实。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

一责任人责任，亲力亲为抓好疫情防控各

项任务落实。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身而出、英勇奋

斗、扎实工作，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

责、守土负责。要总结宣传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要加大监督问责力

度，对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以及在疫

情防控中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做表面文章，造成严重后果

和重大损失的单位和责任人，必须坚决从

严查处。

省委常委，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加强“三保一统筹”确保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全面胜利

（上接第一版）要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出现

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依

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

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

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

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

全。

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

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要深入宣传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报道各地区各部

门联防联控的措施成效，生动讲述防疫抗疫

一线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

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

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要加

大对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

依法行动、依法行事。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

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

心、坚定信心。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

教育，加强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

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

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加强网络媒体管

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

任。要继续做好同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

和地区的沟通协调，促进疫情信息共享和防

控策略协调。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

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疫

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

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

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的重点任务。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聚

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

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

面的准备。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

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

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加大新投资

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要调整

优化投资结构，将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先向疫

情重灾区应急医疗救治设施、隔离设施等传

染病防治急需的项目倾斜。要聚焦攻克脱

贫攻坚战最后堡垒，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

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着力稳定

居民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更好满

足居民健康生活消费需求，进一步培养居民

健康生活习惯。

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

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

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

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

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

大公共卫生风险。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

共卫生法治保障。要系统梳理国家储备体

系短板，提升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

能力布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上接第一版）全方位搞好精准检测筛查，科学开展患者救

治，千方百计保障生命安全。搞好废弃口罩等医疗垃圾处

置。提高污水处理厂消毒等级，坚决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要分类指导实施错峰返程，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

群众生活必需以及其他涉及国计民生企业、重大工程员工

要及时返岗，倡导视频会议、网上办公，降低疫情扩散风

险。加强医疗物资生产采购供应，既满足专业防控需求，又

满足大众防护需要。米面粮油肉蛋蔬菜等要保证供应、稳

定价格，供水、供电、供煤、供暖、油气、市内公共交通等要正

常运行，切实保障基本民生。采取减免税费等措施，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全力确保就业形势稳定。及时发布有关信息，

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凝心聚力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吴靖平、侯淅珉、刘金波、李悦、安立佳、张志军、蔡东、王

志厚等参加会议。

坚持系统思维守住风险底线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接第一版）要从生产、物流到分发各个环节积极组织、
严谨把控、科学统筹，确保与病毒短兵相接的医护工作者
兵精粮足、士气振奋。二是做好应急防疫空间准备，以防
疫情扩大猝不及防。临时征用空闲公共物业设施，加以简
易改造，统一供应饮食、处理垃圾，一旦疫情扩大，便于对
省内疑似病例集中照料、观察和分流管理，让疫情防控更
加有序有效。

把重点放在严防死守上，同时要兼顾好社会民生保障。
初期坚壁清野式的排查隔离工作是必须的，但随着防控工作
局面的深入开展和工作节奏的日益从容，需要不断对防疫工
作加以补充、改进和完善，以降低疫情对社会经济生活正常秩
序的冲击，确保人民群众日常所需防护和生活必需品的物流
畅通。民用不匮，人心不慌，社会安定有序，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就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把重点放在严防死守上

（上接第一版）
同时，赵庆龙呼吁，疫情防控不光是

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的责任，全体

市民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倡导口罩文

化、呼吸道礼仪和洗手卫生。只要大家共

同努力，一定会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胜利。

乘坐交通工具，尽量与他人保持
一定距离

赵庆龙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采

取以下防护措施：首先，应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或其他更高级别的口罩。有条件的人员

可选择佩戴手套，一次性使用手套不可重复

使用，其他重复使用手套需注意清洗消毒，比

如煮沸消毒。

在途中要特别注意手的卫生。可选

用有效的速干手消毒剂；有肉眼可见污

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

然后消毒。

同时，有条件时，还应与其他旅客保持一

定距离。听从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的安排，做

好个人防护。当有疑似或确诊病例出现时，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令，及时自我隔离，或者进

行排查检测，不可私自离开。

小区里有确诊病例，周围居民要
做好消毒

如果小区里出现了确诊病例，相关部门

应对楼体进行整体消毒。

非密切接触者要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居

家休息。如需外出，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与

他人的近距离接触。

加强居家环境的清洁。可采用清洗和

煮沸的物理消毒方法，对餐具等进行消毒。

适当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比如用75%的酒

精或者含氯消毒剂擦拭门把手等经常触摸

的地方。

密切接触者要及时报告并隔离

“如果居住的小区发现了确诊病例，密

切接触者首先要依法服从隔离医学观察措

施。如果居住环境不能满足居家医学观察，

应服从医务人员安排。一旦出现发热、干咳

等任何症状，要立即联系医务人员，并按医

务人员的要求就诊。”赵庆龙说。

密切接触者在居家隔离期间，应单独居

住在通风良好的房间，专用餐具，有条件时

使用专用厕所，尽量减少与家人接触，拒绝

一切探访。

密切接触者的家庭成员要减少与
其接触

密切接触者的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密切接

触者居住空间时应佩戴口罩，尽量减少与密

切接触者及其用品接触，如避免共用香烟、餐

具、饭菜、饮料、毛巾、浴巾、床单等。

家庭成员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地方，或者

与密切接触者接触后，可用含酒精的速干手

消毒剂进行手消毒，也可用0.5%碘伏溶液，

作用1至3分钟。

清洗密切接触者衣物、床单等时，不要

在共用区域抖动，避免直接接触自己的皮

肤和衣服。要使用洗衣皂或洗衣液清洗衣

物。

“家庭成员应配合医务人员做好密切接

触者的管理，并督促密切接触者做到医学观

察的各项要求。”赵庆龙说。

防 治 结 合 科 学 应 对

新华社天津2月3日电（记者李鲲）记者3日晚间从天津

滨海新区公安局了解到，该局今日对一名故意隐瞒与来自疫

区人员接触史的女子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据介绍，2月2日，外省来天津人员刘某某（女，36岁，山东

籍）不如实提供其与来自疫区人员接触史，故意隐瞒，影响正

常疫情防控秩序。经公安机关调查，刘某某对上述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2月3日，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

拘留处罚。

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正处于抗击

疫情的关键时期，公民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切实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健康负责，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故意隐瞒与来自疫区人员接触史
天 津 一 女 子 被 行 政 拘 留

新华社济南2月3日电（记者陈灏）记者从山东省政府相

关部门获悉，截至2日中午，山东省发现聚集性疫情60起，其

中49起为家庭聚集性疫情。

山东省卫健委主任袭燕介绍，山东省发现的60例聚集

性疫情中，49起为家庭聚集性、6起为同事间聚集性、5起

为集体暴露。平均每起聚集性疫情传播病例数 2.15例。

如山东临沂某患者自武汉返回后，参加家庭就餐和同事聚

餐，导致家庭成员及儿子的岳母、妻弟等6人确诊；烟台、青

岛的确诊病例中，有4例是在参加云南旅行期间感染，同团

旅行者中还发现1例无症状感染者，回到烟台后传给了3

名家庭成员。

山东省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寇增强介绍，聚集性疫情

对山东总体疫情影响非常大。山东疾控中心对部分密切接触

者进行了实验室采样检测，报告了14例无症状感染者。这一

方面说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力很强，另一方面说明也预示

后期防控的难度增大。

同时，寇增强认为，从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来看，山东省所

有的病例都在省外来鲁人员和密切接触者中发现，总体疫情

仍然可控。

山东发现聚集性疫情60起 家庭传播占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