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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两年前的试点，此次
决定把“食品药品安全”也纳入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这是基于什么考虑?最高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胡卫
列表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
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各界高度关
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二是试点方案将食品药品
安全纳入了民事公益诉讼的范
围，在试点过程中检察机关共办
理这类公益诉讼案件62件，办理

的虽是民事公益诉讼，但办理中
发现，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
责的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是
导致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重要
原因。因此，检察机关在“食品
药品安全”这一领域，不仅是对
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企业提
起诉讼，对承担监督职责的行政
机关进行监督，也十分必要。

三是中央深改组明确要求
检察机关对食品药品领域进行
监督。

□本报特派记者 侯梦菲 北京
报道

本报讯 6月27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举行了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决
定。修改后的法律将于2018年
1月1日起施行。

监测数据造假是环保管理
中大家关注的问题。环保部政
策法规司司长别涛表示，此次修
法增加禁止数据作假的明确规
定，禁止篡改伪造监测数据。“修
正案明确规定，没有安装监控装
备或者没有与环保部门联网或
者没有保证其正常运行的企业，
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逾期不
整改的，将责令企业停产整顿。”

别涛说，如果用篡改数据掩
盖非法排污的，由此发生污染，
还会构成刑事犯罪。所以，有行
政处罚，有刑事处罚，还可能导
致企业停产整顿。

此外，近些年饮用水水源发
生的突发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
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
东说，执法检查的结果表明，饮
用水保护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
存在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
不落实、农村的饮用水水源没有
得到保护等问题。针对这些问
题，这次修法也做了相应的规
定。如要建立风险评估调查制
度，预防风险，规定单一供水的
城市要建立应急水源和备用水
源，或者建立区域联网供水。此
外，还要求农村有条件的地方也
集中供水。同时，要加强信息公
开的力度，要求供水单位应当加
强监测，对入水口和出水口都要
加强监测，地方政府每个季度至
少公布一次饮用水安全信息。
同时如果发生了水污染突发事
件，也要及时地向社会公开。

修法后，“河长制”正式被写
进法律，规定省、市、县、乡建立
河长制，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江河、湖泊的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等工作。童卫东说，

“河长制”写进法律，强化了党政
领导对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的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7日下午经表决，决定免去陈
吉宁的环境保护部部长职务，任命李干杰为环境保护部部长，免去陈政高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
务，任命王蒙徽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正式入法
□本报特派记者 侯梦菲 北京
报道

本报讯 6月27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试点近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制度，写入民诉法和刑诉
法。这意味着，我国正式建立起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该决定自今年7月1日起实施。

据了解，自2015年7月起，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等13个
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根据决定，此次对民诉法和
行政诉讼法的具体修改如下：

民诉法第55条增加一款规
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
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
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
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
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
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根据决定，行政诉讼法第
25条增加一款规定：人民检察
院在履行职责中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
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
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
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
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
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为何“食品药品安全”被纳入？【答疑】

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
明年实施

李干杰任环保部部长
王蒙徽任住建部部长

李干杰，男，汉族，1964年
11月出生，湖南望城人，198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工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1981年9月在清华大学核
反应堆工程专业学习，1986年7
月在清华大学攻读核反应堆工
程与安全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

在国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
心参加工作，历任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
副司长，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
全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局
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核安全
司司长等职务。

2006年12月任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

核安全局局长。
2008年3月任环境保护部

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核安全
局局长。

2016年10月任河北省委副
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7年5月任环境保护部
党组书记。（简历来源：环保部网
站）

李干杰、王蒙徽简历

王蒙徽，男，汉族，1960年1
月生，江苏盐城人，1981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
加工作，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
计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
位，副教授。

1978 年 3 月至 1995 年 8
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工

作。
1995 年 8月至 2011 年 11

月，历任广东省增城市副市长、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局
长，汕尾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
长，云浮市委书记。

2011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历任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

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5

月，历任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
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
市委书记。

2017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党组书记。（简历来源：住建
部网站）

□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 冯
芸 刘勰

本报讯 6月27日，中国共
产党河南省代表会议在郑州召
开。会议选举产生了69名我省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应到代表905名，实到
88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
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出席会
议并讲话，省委常委陈润儿、王
炯、翁杰明、赵素萍、任正晓、李
亚、孔昌生、陶明伦、许甘露、马
懿、穆为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孔昌生
向会议作了《关于我省出席党的
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建议人选名
单的说明》。会议通过了选举办
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与
会代表遵循党的章程、充分发扬
民主、认真履行职责、严守纪律
规矩，对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
表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进行了
酝酿讨论。在此基础上，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我省
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当选的
代表结构比例完全符合中央要
求，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
性。

谢伏瞻在讲话中说，经过全
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代表会议圆
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各位代表
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展现出
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
位、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
治自觉和忠诚担当，展现出满怀
豪情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的坚定信心和精神风貌。这次
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
心的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

真务实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
力、团结奋进的大会。

谢伏瞻指出，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
治久安的大事，也是今年全党各
项工作中头等重要的大事。开好
党的十九大，对全党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我们深信，当选的每
一位代表一定会倍加珍惜荣誉、
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切实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履行好，
把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好，把河南党代表的精神风貌展
示好，决不辜负全省广大党员的
信任和重托，决不辜负全省亿万
人民的殷切期望。

谢伏瞻强调，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政
治任务，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改
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
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要坚定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在河南不折不扣贯彻落实。要
突出抓好发展第一要务，着力
稳定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基
础能力建设，确保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要不断深化改革开

放，着力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加快金融和投
融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更大
突破，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
农村、司法、生态等方面改革中
收到更多实效；全面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
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建设，着力打造郑州—卢
森堡航空物流双枢纽，在“空中
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和

“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取得更
大成果，确保发展动力活力不
断迸发。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打好环境治理攻坚
战，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
进平安建设，确保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要突出抓好宣传思想
和意识形态工作，唱响主旋律、
凝聚正能量，牢牢把握意识形
态工作主动权，确保形成团结
奋进的主流舆论强势。要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树立正确选
人用人导向，驰而不息转作风抓
落实，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长效机制，确保党风政风
风清气正。

谢伏瞻最后强调，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
领全省人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务实的工作作风，撸起袖子加油
干，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
彩的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我省选举产生
69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