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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担当作为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党组工作综述
□河南法制报记者 林栋
通讯员 任玉轩/文图

迎接党的二十大 奋进人大新征程

今年以
来 ，省 人
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分党组
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的
正确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省委人大工作会
议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紧扣
“三农”工作主线，提请法规审议、组
织专题调研、开展执法检查、加
强自身建设，为新发展阶段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
不懈努力。

1 筑牢思想根基
落实“第一议题”
制度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党组加
强自身建设，强化理论学习，落实分党组
“第一议题”制度，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
示批示，领会精神实质，不断加强政治建
设和理论武装，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学
习效果走心走实，自觉在思想政治行动
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开展“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以来，省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组织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排查、
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学习贯彻中
央、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编发《党建
动态》共 6 期。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加
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研判，教育引
导支部党员干部规范“八小时以外”和网
上政治言行。

8 月 29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新
江（中）带队赴洛阳市，
就美丽乡村建设情
况开展调研。图为乔新江一行在孟津区
白鹤镇崔窑村村民家中询问其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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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乔
新 江（左 二）带 领 执
法检查组，在安阳县
高标准农田（灾后重
建）示 范 区 开 展《河
南省高标准粮田保
护条例》贯彻执行情
况执法检查。

坚持科学立法

今年，按照省人大常委会
年度立法计划，
省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分党组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的法规 2 部，即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条例》
《河南省气象信息服务条例》。
在省人大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的
带领下，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员会同河南黄河河务局、省气
象局等省直有关单位组成立法

3 增强监督实效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
作计划，由省人大农业与农村
委员会分党组具体承办的监督
项目 2 项。一是服务省人大常
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
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的报
告。3 月份，
调研组听取省政府
及省直有关单位工作情况汇报
后，赴开封、新乡等地进行实地
调研，组织起草了专题调研报
告，作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材

4 强化工作举措
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分党组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有效
落实，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工
作。6 月份，
全国人大农村与农
业委员会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
（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省人大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分党组对征求意
见稿进行了集体学习研究，并
广泛征询省直有关单位、法律
专家等方面的意见，对意见作
了专题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及
时反馈全国人大农委。
服务省人大常委会分管副
主任完成有关工作。7 月份，
服

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
工作小组，
制订立法工作方案，
有组织地开展学习研讨、
实地调
研等立法前期工作，广泛征求
各方意见，
研究起草法规文本，
经多次集中研讨修改完善，形
成《河南省气象信息服务条例
（草案）》，经主任会议通过后，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
《河南省黄河河道管理条
例（草案）》于 3 月份通过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一审，
主要对规划编制、
河道
整治和建设、河道管理与保护
等方面作出规定。
《河南省气象
信息服务条例》已于 7 月份，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将为规范气
象信息服务活动，发挥气象防
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助力“三农”
高质量发展
料。3月份，
河南省委常委，
省政
府副省长、
党组成员费东斌向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作了专项工作报告。会
后，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
理，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问
效。二是对《河南省高标准粮
田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
进行执法检查。6 月初，执法
检查组召开汇报会，听取省政
府及相关单位贯彻执行情况，

安排部署执法检查工作。6 月
份，执法检查组赴安阳、漯河等
地，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检查，助
力“三农”高质量发展，确保查
实情督实效。7 月份，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
取审议了关于检查《河南省高
标准粮田保护条例》贯彻实施
情况的报告。会后，根据省人
大 常 委 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情
况，整理审议意见和问题清单
转省政府研究办理。

全力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务分管副主任赴固始县调研联
系指导乡村振兴示范县、脱贫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做好服
务保障工作。
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开展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调研。4 月份，
在省人大常委会
分管副主任的带领下，分党组
组织调研组赴濮阳、鹤壁开展
调研，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专
题调研报告提供参考。
配合选工委组织全国人大
代表专题调研。今年 4 月份、8
月份，
按照《关于开展 2022 年驻
豫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工作

的意见》，分党组会同选工委组
织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在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孔昌
生和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乔
新江的带领下，分别赴平顶山、
南阳等地围绕乡村振兴促进法
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全力推进委员会各项调研
工作。按照委员会年度工作安
排，细化分工、抓好统筹，7 月
份、8 月份，围绕美丽乡村建设
情况赴济源、洛阳开展专题调
研；9 月份，围绕全省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情况赴平顶山、南阳
开展调研。

社址：郑州市郑汴路 136 号院 邮政编码：450004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 号 郑州市邮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０53 号
新闻中心 86178033 发行中心 86178008 广告中心 65978789 办公室 86178016 周刊部 86178098 新媒体中心 86178060 定价：
360元／年·份 零售价：
1.50元/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