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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任长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吕锋任副市长、公安
局长(图|简历)

2016年12月08日 13:25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推荐朋友] [打印本稿] [字号 大 中 小]

    中国经济网长春12月8日综合报道（尹彦宏）据长春市长安网消息，5日，吉

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王君正来到市委政法委调研。市委常委王振华、綦远方，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祥参加调研。

    2016年12月6日，因工作变动，李祥请求辞去长春市副市长职务。根据《长春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规定，长春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决定，接受李祥辞去长春市副市长职务，并报长春市人

民代表大会备案。

    会议决定任命：吕锋为长春市副市长、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祥

的长春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吕锋，1963年2月出生，此前担

任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原任长春市委政法委书记的是市委常委王振华。

    李祥简历 

    李祥，男，1959年4月生，汉族，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

    曾任四平市教委副主任兼市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市教委主任，白城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白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

长、党委委员，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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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任长春市副市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长春市公安局局长。

    2016年12月，任长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吕锋简历 

　　吕锋，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2月出生，1982年参加工作，吉林省吉林市

人。研究生学历。

　　1980.07－－1982.08 吉林省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学生；

　　1982.08－－1983.01 吉林省公安厅机动警察队队员；

　　1983.01－－1986.12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处科员；

　　1986.12－－1991.12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科长；

　　1991.12－－1994.12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处科长；

　　1994.12－－1998.02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

　　1998.02－－2000.01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

　　2000.01－－2000.09 吉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 ；

　　2000.09－－2004.11 吉林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

　　2004.11－－2006.12 松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处级）；

　　2006.12－－2010.02 吉林省公安厅纪检委副书记；

　　2010.02－－2011.06 四平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正局长级）；

　　2011.06－－2011.08 四平市公安局局长；

　　2011.08－－2012.01 四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长；

　　2012.01－－2012.12 四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2012.12－－2014.10 四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4.10 吉林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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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2016.04 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

    2016.12 长春市副市长，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长春市公安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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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各地市书记、市长名单+简历（持续更新） 2016年12月08日

·    杨军任宿州市代市长 史翔辞去市长职务(图|简历) 2016年12月08日

·    孙正东任阜阳市代市长 李平辞去市长职务(图|简历) 2016年12月08日

·    云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省编制办原主任王世坤被提起公诉 2016年12月08日

·    王诚任蚌埠市政府党组书记 前任白金明已任安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6年12月08日

·    全国31个省区市公安厅(局)长简历 甘肃等6省份由常委兼任 2016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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