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郡能林委 〔2020〕 4号

湖JL省能源林准化技木委員会
美子弄展委員換届工作的通知

各秘ギ丈成長単位,委員単位,委員:

湖北省能源林准化技木委員会 (以 下筒称省能林委 )第一届

委員会即格届満。力逃一歩推功完善我省能源林准化工作,充実、

壮大和仇化我省能源林准化寺家困眺,省 能林委似千近期姐須升

晨委員換届工作。

力了切実倣好本次委員換届工作,省 能林委秘ギ丈制定了寺

項工作方案 (兄附件 ),現印友分休イ11,清結合各自工作実体,

次真貫御落実。

附件:湖北省能源林准化技木委員会委員換届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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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湖北省能源林准化技木委員会

委員換届工作方案

力了切共倣好省能林委委員換届工作,依据 《湖北省能源林

准化技木委員会章程》(以 下筒称《章程》)相 美規定十1定本方案。

一、指尋思想和工作原興J

遵循友展需要、科学合理、国豚接軌的理念 ,堅 持片た参々、

民主決策、公升公正的原只1升 展委員換届工作。

二、主要工作内容

(一 )似た逹聘委員名単

秘ギ炎根据委員任期内参カロ林准化活功わ承担林委会工作的

秋板性、責任′い、工作能力、工作反量等方面,対上一届委員会

各委員辻行踪合汗介,井 与各委員就足否尽意・ilt任 逃行硫汰,提

出i4_聘 委員名単。(責 任単位 :秘 ギ丈成長単位 )

(二 )在集増オト委員

対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秘ギK及 副秘ギK以 外的其化

委員,新一届委員会増ネト委員面向仝省能源市能頷域内包括管理

部日、科研机杓、栓淑1机杓、大江机杓、高等院校、行立協会、

能源企事立単位等Ei4_行 公升征集。具各条件的各有美単位或企人 ,

包括原委員単位或委員,可 向秘ギ炎逃行推若。被推存提格的候

逃人夕1入似新聘委員銘単。(責 任単位:秘 ギ炎成長単位、原委員

単位或委員 )



(二 )中核ねえ建洪委員名単

秘ギ丈対似新聘的候地委員Iit行 姿格常核 ,,E恙 似・ilt聘 委員

銘単后,提 出新一届委員会委員建決絡単。(責 任単位:秘 ギ炎成

長単位 )

(四 )委員核准ゎ各乗

秘ギ炎杵新一届委員会委員建洸名単扱省林准化行政主管部

日核准和各案。(責 任単位:秘ギ丈成長単位 )

(工 )委員名単/Ak示 わ聘任

秘ギ炎杵姿省林准化行政主管部日核准各案的委員銘単在省

能林委図靖上逃行公示,公 示期后逃行委員聘任,頒 友 “湖北省

能源林准化技木寺家"江 ギ。(責 任単位:秘 ギ炎成長単位 )

三、委員会狙成及委員庄具各的条件

(― )委員会姐戌

根据 《章程》規定 ,新一届委員会由 19名 以上委員姐成。

没主任委員 1%,副 主任委員 2-5銘 ,秘 ギ(1名 ,冨1秘 ギ救

1-3絡 。必要叶,可 聘清願日 1-2人。

委員任取行並頷域、取券分配、声生方式等洋兄下表。

委員任取

行立頷域

委員

取券
委員声生方式

IEl美 部 |¬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企人或単位 自行 lli若

科研机杓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今人或単位 自行推存

栓聡栓淑1机 杓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今人或単位 自行推存

汰江机胸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今人或単位 自行推存

高等院校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今人或単位 自行推存

行並17t会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企人或単位 自行推若

能源企事立単位 委 員 具各条件的企人或単位 自行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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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t

主任委員
秘ギ炎lli若

日1主 任 委 員

秘ギK
秘ギ丈咸貝単位177商 推若

岳1釉 K

(二 )委員泣具各的条件

1.恙 減党的事立 ,有 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大局意沢 ,遵妃守法 ,

公道正派 ,減 共守信 ,元 不良泥永。

2.任 取千省内能源市能頷域 内包括管理部日、科研机杓、栓

唸栓淑1机杓、汰江机杓、高等院校、行並trF会 、能源企事立単位

等部日 (単 位 )的 管理型或技木型在 関寺並人員,且高法定退休

年蛉能任満一届 (4年 )的 人員。

3。 有高象以上的技木取称 ,或者具有々高級以上技木取称相

対鹿的寺立径所,在 能源市能を立頷域具有校高的林准化理発水

平成能源寺並技木水平 ,具有一定的文字和 口共表迷能力。

4.熟 ′む能源林准化事立的建没々友展 ,有 参々委員会洪事的

意尽和能力 ,有 高度的責任感和工作熟情 ,能 正常履行委員取責 ,

私板参カロ委員会活功。

四、工作歩環

本次委員換届工作主要分両企除段逃行。

(一 )第 一昨段 (2020年 11月 1ロ ニ 12月 4日 )

秘ギ炎成長単位商袂常定委員換届工作方案后 ,姐 鉄実施委

員候逃人lli若 工作 ,似 定候逃委員絡単。

(二 )第 二除段 (2020年 12月 5日 二 12月 21日 )

秘ギ丈姐鉄対候逃委員辻行常査 ,似定建洪委員名単后扱省

林准化行政主管部日核准各案 ,井 完成委員名単公示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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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程序兄下 圏 :

第一除段

第二除段

五、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机 ,釈扱依好宣仕わ準暮

委員換届工作足捧仇配張省能林委寺家困陳,増 張省能林委

姐鉄凝衆力的重要机追。倣好本次委員換届工作,lli逃禾口建没一

支姐鉄結杓仇、履取能力張的委員代表仄伍 ,者力湖北省能源林

准化事立的稔定利友展提供張有力的俎鉄保江。各秘ギ炎成長単

位、委員単位及委員要高度重視本次委員換届工作 ,カロ張姐奴頷

早 ,明 硫責任分工 ,秋 板参与、倣好換届宣借和委員推若。推存

工作泣結合被 lli若 人在寺立代表性、実践理俺水平 ,以 及大局意

沢、工作恣度、責任 Jこ 等方面逃行 ,碗 保所推若的委員候地人具

有公信力。

(二 )芦格中核 ,努力お造化秀的委員仄仁

逃仇配張足本次委員換届工作的重要 曰林 ,足事美湖北省能

源林准化工作科学、和諧、可持象友展的美鍵。秘ギ丈要対lli存

委員名単公示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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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員候逃人逃行芦格常核 ,碗 保在逃聘委員的辻程中,執行政

策元偏差 ,執行程序不走祥 ,逃人用人不失准。通址集中換届 ,

迪抜造就一オ}ヒ 政治堡定、実装突出、作八辻硬的仇秀委員,建没

一支有影哨力、凝衆力和哉斗力的新一届委員仄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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