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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吉政函〔2020〕105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

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规划》实施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生态文明、扩

大城乡绿化总量、提升城乡绿化美化水平”的总体部署，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不断加快国土绿化步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构建美丽吉林、促

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业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鼓舞士气，激励全省社会各界更加主动投身林业

改革发展，全面开创新时期国土绿化新局面，省政府决定，授予长春市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等 50 个单位“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先进集体”称

号，颁发奖牌；授予井霞等 150 人“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先进

个人”称号，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  

  全省各级政府、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紧紧围绕建设绿美吉林总目标，忠于职守、爱

岗敬业，锐意进取、奋发拼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投身国土绿化事业，为建设美丽吉林、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先进集体名单  

     2.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先进个人名单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  

先进集体名单  

（50个）  



   长春市  

  长春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长春市双阳区退耕还林管理中心  

  长春市九台区自然资源局  

  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  

  榆树市林业局  

  农安县林业和草原局  

  德惠市林业局  

   吉林市  

  吉林市林业局  

  吉林市绿化管理中心  
  吉林市丰满区国有林总场  

  磐石市林业局  

  吉林省爱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四平市  
  四平市林业局  

  梨树县林业局  

  双辽市林业和草原局  

   辽源市  

  辽源市园林管理中心  

  东辽县林业局  

   通化市  

  通化县林业局  

  辉南县林业局  

  柳河县凉水河子林场  

  集安市双岔林场  

   白山市  
  白山市林业局  

  抚松县林业局  

  长白森林经营局  

  临江市交通运输局  
   松原市  

  前郭县林业和草原局  

  长岭县林业和草原局  

  乾安县林业和草原局  

   白城市  

  白城市林业和草原局  

  通榆县开通国有林保护中心  

  洮南市园林管理中心  

  大安市林业和草原局  

   延边州  

  图们市林业局  

  龙井市林业局  

  和龙市林业局  



  安图县林业局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  

   梅河口市  

  梅河口市正源林业有限公司  

   吉林森工集团  

  湾沟林业局  

  三岔子林业局  

  红石林业局  

   长白山森工集团  

  大石头林业有限公司  
  大兴沟林业有限公司  

  安图林业有限公司  

   省直  

  吉林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  
  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吉林省公路管理局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部队  

  吉林省军区保障局  

  附件 2  

吉林省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  

先进个人名单  

（150 名）  

   长春市  
  井 霞 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二级调研员  

  赵俊玮 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资源管理与保护处三级主任科员  

  于沛博 长春市绿化管理中心第一育苗场主任  

  王晓羽 长春市宽城区住房保障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师  
  王庭峰 长春市绿园区林业水利管理服务站站长  

  莫 也 长春市南部新城公园绿地管理中心技术科科长  

  李永富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林业和园林局林业管理科科长  

  杨丽娟 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林业园林局高级工程师  

  丁 琦 长春市双阳区自然资源局生态保护和修复科科长  

  才巨明 长春市九台区波泥河管护站站长  

  尹维国 长春市九台区国有林总场胡家管护站站长  

  刘立新 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刘 凝 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林业综合科科长  

  王文江 榆树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高级工程师  

  金丽群 农安县林业和草原局营林科副高级工程师  

  韩世龙 农安县林业和草原局营林科助理工程师  

  丁保卫 德惠市林业局副局长  



  张彦胜 德惠市国有林总场场长  

   吉林市  

  刘鹏飞 吉林市林业局副局长  

  张文钢 吉林市林业局四级调研员  

  吴 昊 吉林市林业局生态修复处一级主任科员  

  姜世龙 吉林市财政局农业处处长  

  徐 娟 吉林市绿化管理中心调度室主任  

  赵 娜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总监  

  辛 鹏 吉林市昌邑区两家子林场助理工程师  

  孙 娟 吉林市龙潭区林业畜牧局林业工作总站高级工程师  

  朱丽君 吉林市丰满区林业工作总站工程师  
  于淑霞 吉林高新区新北街道林业站站长  

  曾庆忠 永吉县林业局副局长  

  张焕新 蛟河市林业工作总站工程师  

  于 波 桦甸市国有林总场种苗管理科科长  
  张志刚 舒兰市林业局造林科科长  

  刘鹏翔 磐石市林业局总工程师  

  李广海 上营森林经营局营林处处长  

   四平市  

  张孝富 四平市林业局局长  

  崔 艳 四平市国有林总场营林绿化科科长  

  李永辉 四平市铁西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关 申 四平市铁东区林业和水利局局长  

  张桂新 梨树县林业局副局长  

  朱晨安 梨树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楚秋冬 伊通县林业局绿化办副主任  

  杨大庆 伊通县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  
  祖树臣 双辽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科科长  

  张秀丽 双辽市林业和草原局绿化办主任  

   辽源市  

  刘泉福 辽源市林业局总工程师  
  王炳峰 辽源市园林管理中心工程科科长  

  王志永 辽源市龙山区农林工作总站高级工程师  

  张虎林 东丰县小四平林场场长  

  王吉文 东丰县中育林场场长  

  崔英健 东辽县林业局副局长  

  赵宏波 东辽县国有林总场场长  

   通化市  

  于广志 通化市林业局二级主任科员  

  史俊清 通化市林业局驻通化县森林资源监督员  

  纪日新 通化市城市景观管理中心主任  

  王国新 通化市白鸡峰国有林保护中心副主任  

  高秋娟 通化市东昌区林业局工程师  

  王世峰 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林业站站长  



  齐振明 通化市二道江区林业局营林科科长  

  齐 迹 通化市二道江区林业局资源林政科科长  

  苏中新 辉南县辉发城镇自然资源管理站站长  

  赵 敏 柳河县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  

  李金清 集安市林业局总工程师  

  仝 伟 吉林哈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白山市  

  秦伟平 白山市林业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  

  姜兴明 白山市木材检查总站工程师  

  许振华 白山市风景园林管理处农艺师  

  吴宗波 白山市浑江区林业局副局长  
  赵 鑫 白山市浑江区林业局营林科科长  

  孙长玉 白山市江源区林业局营林科科长  

  迟玉忠 抚松县林业局副局长  

  于 晨 靖宇县自然资源局营林科科长  
  徐春华 长白县林业局营林科科长  

  程晨光 长白县林业局营林科副科长  

  尹传德 临江市桦树镇综合服务中心工程师  

  秦树亮 长白森林经营局副局长  

   松原市  

  刘长春 松原市林业和草原局二级调研员  

  高明通 松原市善友国有林保护中心主任  

  尹 孝 松原市宁江区八家子国有林保护中心副主任  

  潘国顺 松原市宁江区八家子国有林保护中心副主任  

  尚尔嵩 前郭县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科科长  

  张东威 前郭县王府机械林场场长  

  侯永春 长岭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张志昌 长岭县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  

  薛金芝 乾安县林业工作总站高级工程师  

  乔 璐 乾安县林业工作总站中级工程师  

  王中利 扶余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科高级工程师  
  任佰醛 扶余市林业和草原局资源科高级工程师  

   白城市  

  纪凤奎 白城市荒漠化土地治理中心主任  

  张一明 白城市绿化管理中心科员  

  王海波 白城市洮北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主任科员  

  洪万福 白城市洮北区森林火灾预防中心科员  

  李晓峰 镇赉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陈百学 镇赉县林业总站站长  

  姜继发 镇赉县园林管理中心主任  

  史立峰 通榆县自然资源局绿化办主任  

  杨宝仁 通榆县瞻榆国有林保护中心主任  

  石文博 洮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陈月德 洮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张铁柱 大安市国有林总场资源科科长  

  张洪莹 大安市林业技术推广站助理工程师  

   延边州  

  李青松 延边州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工程师  

  史铁志 延吉市林业局营林科科长  

  薛立君 延吉市林业局规划设计科科长  

  崔 哲 图们市林业局绿化办主任  

  李艳军 图们市林业局绿化办科员  

  卜兆亭 敦化市林业局副局长  

  付万坤 敦化市林业局生产科科长  

  李雄铉 龙井市林业局局长  
  温亚鑫 龙井市林业局副局长  

  金升吉 和龙市林业局长仁林场场长  

  侯景风 和龙市园林管理处副处长  

  刘殿仁 汪清县林业局总工程师  
  江海山 安图县林业局资源林政科高级工程师  

  苏晓欢 安图县林业局生态修复科副科长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胡雁林 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党支部书记  

   梅河口市  

  张文军 梅河口市国有林总场场长  

  张仲彬 梅河口市正源林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林森工集团  

  徐 亮 临江林业局营林处处长  

  王洪武 三岔子林业局营林处处长  

  黄吉文 松江河林业局局长  

  姚增刚 泉阳林业局营林处处长  
  赵 伟 露水河林业局局长  

  展 旺 白石山林业局营林处处长  

   长白山森工集团  

  闫雪松 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营林处政工师  
  黄兵军 敦化林业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祝玉伟 白河林业分公司森林经营部副部长  

  高培峰 和龙林业有限公司森林经营处处长  

  张 鹏 八家子林业有限公司森林经营处处长  

  胡兴国 汪清林业局森林经营部部长  

  戴瑞山 珲春林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中省直  

  王露颖 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一级主任科员  

  蒋 璐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处四级主任科员  

  胡丽敏 吉林省学校后勤管理指导中心副主任  

  山长茹 吉林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一级调研员  

  高 鑫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延南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二级主任科员  



  刘国营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三级调研员  

  于 丹 吉林省公路管理局养护管理科副科长  

  刘 博 吉林省水土保持局总工程师  

  孙志江 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督查指导科科长  

  郑金广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  

  踪念毅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四级调研员  

  衣晓雨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财务处工程师  

  郭 坤 共青团吉林省委办公室主任  

  崔 琮 吉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李月安 吉林省林业宣传中心高级记者  

  焦为屹 吉林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  
  赵国杰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土地房产部土地和林业科副科长  

   部队  

  孙志恂 吉林省军区保障局助理员  

  张跃力 武警吉林省总队保障部军需营房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