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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贾晓东、孙继光、王明德、祝永安为吉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韩俊、王路、

李天林、金彦江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平市人大常

委会补选胡斌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辽源市人大常

委会补选朱永丰、孙时光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化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所永吉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松

原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成胜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延边州人大常委会补选田锦尘、丁兆丽、张太范、王连弟、金龙国、赵

春姬、崔龙云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梅河口市人大常

委会补选朴松烈、张卫红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公主

岭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恩城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选举单位补选王天力、于学东、周航、顾卫东、

徐献东、吴伟、徐开林、刘文彦、王木舟、毛毳、黄守利为吉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贾晓东、孙继光、王明德、祝永安、韩

俊、王路、李天林、金彦江、胡斌、朱永丰、孙时光、所永吉、王成胜、田

锦尘、丁兆丽、张太范、王连弟、金龙国、赵春姬、崔龙云、朴松烈、张卫

红、王恩城、王天力、于学东、周航、顾卫东、徐献东、吴伟、徐开林、刘

文彦、王木舟、毛毳、黄守利的代表资格有效。

长春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遇志敏、闻弘、王长久辞去吉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沈德

生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四平市人大

常委会接受了于荔欣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

请求，辽源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董福财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松原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蔡跃玲、李相国辞

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白城市人大常委

会接受了季委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延边州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杨长虹、李银姬、元永镇、廉京燮辞去吉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梅河口市人大常委会接

受了刘怀玉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公

主岭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李刚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请求，解放军有关选举单位接受了华义、刘斌、李宏庆、李建

厂、陈琼玉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遇志敏、闻弘、王长久、沈德生、于荔欣、董福财、蔡

跃玲、李相国、季委、杨长虹、李银姬、元永镇、廉京燮、刘怀玉、李刚、

华义、刘斌、李宏庆、李建厂、陈琼玉的代表资格终止。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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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志敏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相应终止，闻弘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蔡跃玲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预算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

止，季委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杨长虹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李银姬的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晓萍、吕洪波、陈勇、高庆

肖调离吉林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晓萍、吕洪波、陈勇、高庆肖

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建国因病去世。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刘建国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刘建国的代

表资格自然终止。

现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05名。

特此公告。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月18日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公 告
第57号

一、免去王志厚的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职务。

二、免去朴松烈的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

务。

三、免去乔恒的吉林省民政厅厅长职务。

四、任命安桂武为吉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免去

其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

五、任命李国强为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六、任命肖模文为吉林省民政厅厅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决 定 任 免 名 单
(2021年1月18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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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巴音朝鲁因工作变动辞去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

务的请求。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巴音朝鲁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1年1月18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李娜）今天下午，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长春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和

省委书记景俊海对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批示，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石玉钢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

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部署和省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紧紧围

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突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突出开局“十四

五”、开启新征程，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全党、教育人民，着力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时代主旋律，着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着

力推进建设文化强省，着力营造于我有利的

外部环境，着力建强大宣传工作格局，为开启

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征

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强大精神力量。

会上，还宣读了相关工作的表扬通报。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提供坚强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本报1月18日讯（姜新 记者王瑞 实

习生刘秋菊）今天，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在长春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金

振吉，副主任车秀兰、王绍俭、张焕秋、贺东

平、彭永林，秘书长常晓春及委员共54人出

席会议。副省长李悦、省监察委员会负责

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家新、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尹伊君，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省纪委省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

监察组负责人、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各办

事机构负责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

议。

贺东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

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拟任命人员的供职

发言。

经过分组审议后，彭永林主持第二次全

体会议。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补选韩

俊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

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省十

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省

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列席人员名

单，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

求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

过了人事任免事项，金振吉向被任命人员颁

发了任命书。按照《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

誓制度办法》的规定，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

法宣誓。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六次会议

数九寒冬，长春市白天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在南湖公园金沙滩冬泳基地，有一群不畏严寒的冬泳爱好者

坚持在湖中畅游，挑战自我、强健体魄。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随着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

目落户长春，吉林汽车产业未来脉

络愈加清晰可见。

2020年，吉林省委、省政府在

长春市倾力打造规划面积达471公

里，建设经济规模达1万亿元的世

界级汽车产业基地，一系列招商、

优商、惠商政策陆续出台，带动汽

车产业配套项目纷纷落位长春，产

业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一个朝气蓬

勃、高端创新、绿色智慧的汽车产

业生态正强势崛起。

恰逢此时，奥迪公司开始谋划

在华未来“黄金十年”的电动化战

略核心布局。耀世而出的长春国

际汽车城如同量身打造，成为奥迪

新能源汽车项目在中国布局的优

选之地。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我省

“举全省之力、聚全省之才、集全

省之智”支持汽车产业，为一汽奥

迪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争取国家

政策支持。省委、省政府领导多

次会见奥迪公司代表，在一轮轮

的探讨与磋商中，双方目标越来

越趋同一致。中德汽车大会上，

中国一汽集团与奥迪中国公司签

署了“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谅解

备忘录”，中德两国新能源汽车项

目合作一锤定音。

面临走向电动化、智能化、网

联化和共享化的汽车“新四化”时

代，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成为

我省汽车产业面向未来布局的重

要落子，全省上下强烈关注，倾力

投入。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

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厅等多个部门主动对接国家

部委，获取政策支持；全省27个厅

局主动做出承诺：有决心、有能力、

有条件保障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

项目顺利落位。

今日，中国一汽集团、德国奥

迪公司、长春市政府签署三方协

议，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落位长春。凝聚中德友谊，承

载新能源汽车梦想的产业之花粲然绽放。

“很荣幸吉林省长春市可以作为奥迪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

地，深信我们将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管

理董事会主席、技术研发及产品线董事杜思曼在致辞中表示，未

来是电气化的时代，预计中国的高端电动车市场将高速增长。

奥迪首款基于PPE平台进行本土化生产的车型将于2024年在长

春的新合资公司投产，为在电气化时代引领中国高端汽车市场

奠定基础。至今，奥迪已携手中国一汽深耕中国汽车市场30多

年，此次新能源项目将使双方的合作关系再进一步。

省工信厅厅长孙简表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一汽奥迪

新能源汽车项目落位长春，意义重大。这是共和国长子——一

汽集团和国际汽车巨头奥迪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强强联

合，将推动我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将推动我省新能源产业集

群发展壮大。省工信厅将全力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会同省直

机关、长春市委、市政府，为项目提供全方位服务，确保项目顺利

落位，早日达产达标，助力我省汽车产业尽快迈入万亿元俱乐

部。”

长春市副市长、汽开区党工委书记王海英说：“一汽奥迪新

能源项目选择长春国际汽车城，对我们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将助推汽车智能网联、新能源的未来发

展，带动自主品牌新能源的创新突破。我们一定落实省委、省政

府要求，抓好项目服务。”

“一汽与奥迪有30多年成功合作经验，也是奥迪在华最重要

的合作伙伴。此次新能源项目携手一汽、落位长春，打造全新高

端电动车平台，不仅对丰富奥迪在华产品线有着重要意义，也将

为吉林省、长春市和中国一汽的汽车产业带来更多值得期待的

前景。“一汽合资合作事业部总经理董修惠表示。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将立足长

春国际汽车城，深耕电动化领域全球布局，以行业领先的技术创

新，强大的新能源产品矩阵，引领世界汽车新能源发展新趋势，

助力我省汽车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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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融入吉林发展血

脉，凝聚着吉林的工业历史，也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提供了支

撑、创造了财富、贡献了价值。

随着省委、省政府规划打造万亿级现代新型汽车产业集群，一

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如约而至，在中德汽车产业合作三十余载

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崭新一笔。

这个支撑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助力中德经济发展、推

动中国东北振兴的国家工程，在吉林作为中国汽车产业大省，面

对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汽车“新四化”趋势之时，

为如何谋划下一个十年的汽车产业布局，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创

新引领，进一步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给出了响亮有力的答

案，描画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图景。

书写浓重一笔 描画美好图景

本报讯（丁晓云 记者闫虹瑾）为推进我省科技成

果转化，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支撑

作用，促进绿色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吉林省

2021年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

2020年，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农业科研和推广

单位对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进行了品种试

验、示范及鉴评，经专家评定，优选出适合不同区域种

植的农业主导品种115个，其中，玉米品种49个、水稻

品种34个、大豆品种32个，筛选出农业主推实用技术

49项，以此作为2021年全省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

术。

其中玉米主导品种（49个）：中熟区（22个）：天育

108、吉单 83、吉农玉 1881、吉单 953、凤田 310、吉单

1402、吉单66、辽玉1号、吉农玉2300、必祥809、利单

771、必祥199、福莱77、梨玉818、凤田503、锦华228、

先玉1619、凤田501、桦单568、华农159、先玉335、天

农九；中晚熟—晚熟区（27个）：禾育9、禾育301、泽奥

718、先玉 1483、吉单 56、桦单 398、吉单 50、吉农玉

2988、迪卡 159、吉农玉1669、吉单 96、九单918、德禹

101、凤田180、吉农大598、金园15、优迪919、C3288、优

旗698、富民58、吉农大585、翔玉998、吉农玉719、金

园5、郑单958、良玉99、京科968；

水稻主导品种（34个）：中早熟组（5个）：九稻325、

吉大7、宏科181、东稻122、通院331；中熟组（11个）：

吉农大667、吉农大531、通科68、长粳616、吉粳305、

九稻78、吉大158、吉大319、通禾829、长乐520、吉农

大 679；中晚熟组（11 个）：通育 269、通系 945、通禾

885、通禾868、九稻617、吉粳515、吉粳528、吉大817、

吉大398、新育40、通禾861；晚熟组（7个）：通科39、吉

农大158、吉粳812、吉粳816、吉粳830、通系943、吉洋

100；

大豆主导品种（32个）：中晚熟生态区（5个）：吉农

84、九农39、吉农75、吉育508、吉育554；中熟生态区

（10个）：长农39、吉农28、吉育86、长农35、吉育407、

吉育441、吉农43、吉育403、吉大豆19号、长农45；中

早熟生态区（11个）：长密豆30、吉农38、吉育308、吉

育47、吉育303、吉育69、吉农71、九农43B、长农17、长

农26、吉农35；早熟极早熟生态区（6个）：吉育259、吉

农45、吉育202、吉育203、黑农48、雁育豆8号；

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农业主导品种

（上接第一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抓好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乡

村振兴、扩大内需、深化改革、改善民生等工作，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做好新时代政府工作，离不开人大监督、支持、帮助。希望各位代

表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省委、省

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我们一定一如既往地尊重和支持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密切与人大代表联系，努

力把政府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金振吉主持会议。车秀兰、王绍俭、张焕秋、贺东平、彭永林、常晓

春、安桂武出席会议。

听取真知灼见 汇聚众智众力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上接第一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着力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着力抓好

产业转型优化升级，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扩

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加强生态环

境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韩俊指出，做好新时代政府工作，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离不开

政协的监督、支持和帮助。我们将主动接受民主监督，进一步改进

政府工作，认真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办好政协委员提案，配

合政协搞好视察检查、调查研究、咨询论证，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迈上新台阶，奋力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吴靖平、薛康、支建华、李龙熙、赵晓君、曹宇光、兰宏良、李维

斗、郭乃硕、安桂武参加会议。

集中各方智慧 凝聚广泛共识
携手推动吉林振兴实现新突破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