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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6 月
24日选举张志军为长春市市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为深入治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贪污腐败
等突出问题， 促进招标人依法履行招标人主体责任，
规范招标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行为，督促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行政监管职责，切实有效解
决招标投标活动中各方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维
护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秩序。 近日，我省决定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
专项整治，并制定《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的内容为：招标人在招标
文件设置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或招标人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
或者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串通投标，或者投标人以
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
手段谋取中标；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挂靠、借用资
质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
以暴力手段胁迫其他潜在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胁迫中
标人放弃中标，强揽工程；投标人恶意举报投诉中标
人或其他潜在投标人，干扰招标投标正常秩序；中标
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
别转让给他人， 以及将中标项目违法分包给他人；党
政机关、行业协（学）会等单位领导干部或工作人员利
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招标投标活动。

整治范围是：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期
间，对我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正在开展招标投标活动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进行专项整治；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期间，受投诉举报的
招标项目为重点整治对象。

专项整治工作采取现场检查与档案抽查，情况反
馈与总结整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整治步骤分为方案
制定、组织实施和总结巩固三个阶段推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的召开，让全
省各地干部群众备受鼓舞、 信心倍增。
长春、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等地的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 要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和疫情防控的重
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攻坚克难，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全会是在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

面小康，夺取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的关键时期召开的十分
重要的会议。 ”榆树市刘家镇永生村第
一书记李新功表示，一定落实好全会精
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贡献力量。

吉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闫静波
说，吉林市农业部门将积极落实全会精
神，在保障“米袋子”、稳定“菜篮子”上
下功夫，在构建现代农业三大板块上出
实策，在持续推动“四区变革”上见实
效，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应
有贡献。

四平市人社局调研员陈洪彦表示，
四平将从三个方面保就业，力求取得实
效：一是创新建立健全“保就业”联动工

作机制；二是细化梳理明确“保就业”各
项任务指标；三是强化督导“保就业”落
实成效。

全会的召开让辽源市委政研室副
主任杨志君备受鼓舞。 他说，全会为辽
源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方向、明确了目
标。将务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
合，着力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创新探
索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辉南县脱贫办主任王玉涛表示，将
对标对表决胜脱贫目标任务，按照“四
个不摘”要求，持续落实各项扶贫政策，
不断提升脱贫质效， 如期完成脱贫任
务。

/ 吉林日报记者刘桂云李婷孟凡明
王忠先 张添奥 庞智源 报道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龙蒲
高速公路是带动长白山旅游产业开发
的重点项目，自今年 4 月初全面复工以
来，抢抓工期，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实现
通车。

前不久， 龙蒲高速公路 03-1 标段
仙峰岭一号隧道右洞进口与斜井安全
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头号重点、难点
控制性工程被攻克。 近日，在仙峰岭一
号隧道施工现场， 大型车辆往来穿梭，
建设者正在进行后续工程的施工。

作为龙蒲高速项目六座隧道之一，
仙峰岭一号隧道全长 7152 米， 属特长
隧道，由于地质情况差，多处存在断层
破碎带，成为项目质量和工期控制的重
点和难点。 面对疫情造成的材料、人员
进场等困难，省交通运输厅、延边州相
关部门统筹抓好防疫和项目施工，从资
金、人员、物流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项
目缓解进度压力。

龙蒲高速公路起于龙井市，与延吉
至龙井高速公路顺接，止于敦化市大蒲

柴河镇，与鹤岗至大连国家高速公路连
接，项目主线全长 134 公里，设计时速
每小时 100 公里，除了穿越仙峰岭的 1
号隧道，还要建设其它隧道 6座。同时，
项目途经长白山自然景区，依托当地优
越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将为交通与
旅游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截至目前，龙蒲高速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 88.86 亿元， 占预估决算投资的
88%， 预计项目将于今年 12 月底前竣
工。 公路通车后，延吉至长白山北景区
的通行时间将平均缩短近 2.5 小时，仅
需 1.5 小时。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聂大兴 摄

近年来，长春中医药大学为进一步
推动学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
出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杏林青马工
程”实施方案》，深入实施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培养工程， 构建人才培养有效模
式，取得了较好成效。

2016 年， 学校党委成立专门的杏
林青马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启动实施
“杏林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学
校成立了全国首个专门负责开展青马
工程教育与培养的处级单位———杏林
青马工程基地，既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养的专门教学机构，又负责直接落
实学校党委要求，协调全校杏林青马工
程的工作推进。

杏林青马 工程基地 现 有图 书
25000余册，影音资料 2000 余部，陆续
开发《长征》等系列红色 VR 教育资源
近百个。杏林青马工程结合中医药院校
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 形成了“14235”
培养模式，“1” 是指明确培养共产党的

坚强后备力量，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的目标；“4” 是指思政教育必须围绕学
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
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
养的四项任务；“2”是指坚定两个自信，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 对青年师生
追求真理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
信；“3”是指三才理念，取自于中国传统
文化的天地人“三才”。“天”是指以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根本指导，“地” 是博大
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人”
指的是在“天时”“地利”结合下，培养出
有理想、有文化的优秀人才；“5”是指五
行计划， 为更好地把中医药文化理论和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深入融合，
结合每个计划的内涵与特色， 分别与中
医药文化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对
应，自成体系，统称为“五行计划”。

“杏林青马工程”的另一创新之处
是将青年教师纳入杏林青马工程培养
范畴，使青年教师与青马学员共同接受

马克思主义教育，共同成长。 通过校内
外挂职、基地考察、志愿服务等模块，为
青年教师投身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搭建
平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164 名
青年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累计
2420小时。

几年来， 青马学员纷纷加入党组
织，他们中先后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刘晟、“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优
秀青年学生” 杨灼银等一批先进典型，
校项目“以杏林青马工程为牵引，推动
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获评吉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杏林青马
工程基地获评“吉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并成为“吉林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培养工程教育基地”。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海在
采访中表示：“大学阶段是人才培养的重
要阶段， 是一个人理想信念形成的重要
时期。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不仅
仅是高校的一项思想政治工作， 它关乎
党的伟大事业的后续发展， 关乎国家和
民族未来的走向。 中国的大学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 大学党委理应怀有为
党育人的情怀，担负起职责使命。 ”

/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实习
生 陈琳君 报道

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延吉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延吉简历：
王延吉，男，1961 年 12 月出生，汉族，吉林白城

人，1982 年 8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研究生学历。

1996 年 2 月，任共青团白城市委书记；1999 年 2
月，任洮南市委副书记；2001 年 8 月，任四平市委常
委、秘书长；2006 年 12 月，任四平市副市长；2010 年
4 月，任四平市委常委、秘书长；2011 年 6 月，任通化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 年 1 月，任吉林工商学
院党委书记。 /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陆续 报道

解放思想攻坚克难
奋力推动乡村振兴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在各地反响强烈

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展“杏林青马工程”

龙蒲高速公路今年年底通车，届时———

延吉至长白山北景区仅需1.5小时

张志军当选长春市市长

我省开展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
域专项整治

吉林工商学院党委书记王延吉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日，记者了解到，省政府2020年6月24日决定，任
命李越为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
范晓刚为省财政厅副厅长（挂职）；
刘成亮为省体育局副局长（挂职）；
刘健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金融工作办公

室）副局长（副主任）（挂职）；
刘义为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挂职）；
李斯华为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

中心）副院长（副主任）（挂职）。
免去：
赵德勇的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尹涛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张文广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挂职）。
免去李正奎的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职务。
任命郝群为长春理工大学副校长（挂职）。
任命陈晗雨为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挂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吉林省政府任免一批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