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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

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 24
日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
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
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
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
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
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
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
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
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
展。

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陈纯就这个问题作了讲
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
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
了讲话。他指出，区块链技术
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

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
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目
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布
局区块链技术发展。我国在区
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要加
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
发展，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基础
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
让我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
走在理论最前沿、占据创新制
高点、取得产业新优势。要推
动协同攻关，加快推进核心技
术突破，为区块链应用发展提
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要加
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提升国
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加
快产业发展，发挥好市场优势，
进一步打通创新链、应用链、价
值链。要构建区块链产业生
态，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

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
的深度融合，推动集成创新和
融合应用。要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打
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平台，培育一批领军人物和高
水平创新团队。

习近平指出，要抓住区块
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
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
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
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
用。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
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
监管难等问题。要利用区块
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
新，为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
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
动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各行业供需有效对接

提供服务，为加快新旧动能接
续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支撑。要探索“区块链+”
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
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
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
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
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
加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推动
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探索在
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
源电力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
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
水平。要利用区块链技术促
进城市间在信息、资金、人才、
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
互通，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
有序高效流动。要探索利用
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
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

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
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
服务体验。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区
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
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
析，密切跟踪发展动态，积极探
索发展规律。要探索建立适应
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
系，引导和推动区块链开发者、
平台运营者加强行业自律、落
实安全责任。要把依法治网落
实到区块链管理中，推动区块
链安全有序发展。

习近平指出，相关部门及
其负责领导同志要注意区块链
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提高运
用和管理区块链技术能力，使
区块链技术在建设网络强国、
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内蒙古宁夏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陈润儿同志
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
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石泰峰同志任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

纪恒同志不再担任内蒙古自
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
务，另有任用。

陈润儿同志任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
记。

郑州农博会三大奖项各归其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冲

本报讯 10 月 25 日，
2019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
业博览会颁奖典礼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太室厅举行，大
会共颁出了本届郑州农博会
优质产品金奖、最佳产品展
示奖、优秀参展企业金奖等
三大重要奖项，大河报社副
社长金顺利代表组委会为获
奖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

2019 郑州农博会顺应
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以“新产
品、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为主题，共设置农业高新技
术、优质农产品、休闲农业及
乡村旅游、海外农产品等10
多个展区。在河南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联盟、河
南省食用菌协会、河南省富
硒农产品协会、河南省农机
协会、河南省土肥协会、河南
省农药工业协会、河南省农
垦协会、河南省中药材协会、
郑州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河
南省健康产业协会、郑州温
室设施协会、中国蔬菜流通
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郑州
大学药食健康研究院、河南
大健康产业联盟、河南产品

直采体验中心、火爆农资招
商网等协办单位的帮助下，
展会组委会历时近一个月，
对参展的近400家企业以及
上千种产品进行了评选，共
评出16个优秀参展企业金
奖、13个优质产品金奖、1个
最佳产品展示奖。

获得优秀参展企业金
奖和最佳产品展示奖两项
大奖的河南卫华农场有限
公司，在展会现场不仅展
示了种类齐全的优质绿色
农产品，围绕展台布置的
盆栽蔬果尤其吸引眼球，
引得逛展市民竞相购买。
获得优质产品金奖的长垣
县朝东绿豆制品作坊生产
的红薯粉条，面对市民的
抢购，在展会进行时多次
补货。获得优秀参展企业
金奖的洛阳钊隆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是首次走出大山
参加展览会，带来的中药
羊肉在开展第一天就被抢
购一空，企业负责人只好
连夜印刷宣传册，向前来
咨询和洽谈合作事宜的采
购商进行推介。

最高检与多部门“携手”共治
保护母亲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特派北京记者 段伟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
报告进行专题询问。鲜铁可委员提出，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在流域治理、环
境保护方面如何互相配合，增强合力，取得了哪些成效和经验？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介绍，多年来，生态环境部门
和检察部门紧密配合，应该
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特
别是近年来，双方协作更加
紧密，合力也进一步增强，成
效也更加明显。合作主要有
完善协作机制、加强制度建
设、提供案件线索和技术支
撑、共同督办大案要案、联合
开展培训和调研等5方面。

其中，在共同督办大案
要案方面，生态环境部联合
最高检等部门，对西安、临汾
等几起监测数据造假案进行
现场督办，对安徽池州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案等9起重大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以及45
起长江流域的污染环境案件
实施了联合挂牌督办，对违
法行为形成了很大的震慑。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介
绍，水利部在流域治理上重
点做了开展河湖“清四乱”专
项行动、抓好长江大保护、谋

划黄河治理保护这三件事。
其中，在谋划黄河治理

保护方面，水利部响应总书
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的号召，落实“治理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的指示精神，围绕黄河大堤
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
超标、河床不抬高，全面加强
黄河的治理保护。前一阶段
一共排查出“四乱”问题8400
多个，目前已经整改了7900
多个。

但是，水利部在开展流
域治理的过程中，遇到了相
当多的难题，相当大的阻
力。由于检察机关的介入，
才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和
阻力。比如，从去年开始，最
高检主动与水利部联合在黄
河流域开展了“携手‘清四
乱’、保护母亲河”的专项行
动。专项行动以来，水利部
门及时向检察机关移交问题
线索2339件，检察机关及时
立案1097件，发出检察建议
1029件，解决了黄河流域一
大批老大难问题，达到了“起
诉一起、警示一片”的震慑效
果。

其中，河南省检察机关
与河长办开展联合整治，构
建“河长+检察长”的工作模
式，排查出黄河266个“四乱”

重大问题，已经清理整治了
256个，这个力度也非常大。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张雪樵介绍，去年1月，最
高检与水利部、生态环境部
等9个部委建立了协作沟通
机制，这几个部委对检察公
益诉讼工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借案源、借人才、借资源、
互补短板。

着力推动解决环境治
理、流域治理上下游不同行、
左右岸不同步的突出问题。
检察机关在长江沿线省市之
间、黄河流域 9省区之间建
立了跨区划特别是跨省移送
案件、异地办案的机制，办一
些“钉子”案件、硬骨头案
件。检察机关在本地办案和
异地办案不一样，检察机关
在异地办案尽量找“高大上”
的行政部门，能找市政府的，
就不会去找乡政府、区政
府。实践当中，检察机关跟
行政部门逐步达成了共识，
把一些“硬骨头”案件，通过
起诉，包括诉前的协调，把问
题解决。

【回应1】
生态环境部：共同督办大
案要案，震慑一片

【回应2】
水利部：携手“清四乱”、
保护母亲河

【回应3】
最高检：检察机关异地办
案，尽量找“高大上”部门
来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