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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从优质粮

食工程暨 2019年全省收获

小麦质量品质信息发布会

上传来消息，今年，我省小

麦产量与质量与往年相比

均大幅提升，夏粮生产综合

情况为近年来最好。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25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9月 27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7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支持和推动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结合我省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切实提高对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检察机关提起
公益诉讼制度，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以司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促进依法行政、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
高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思想认识和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共同宣传引导、支持推动检察公益诉
讼工作，更好地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
进人民福祉。

二、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公益
诉讼职责。聚焦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紧紧围绕人
民群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依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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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烈士权益保护等领域推进公益诉
讼工作，在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公
共交通安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不
特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探索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实现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综合运
用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督促支持符合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以及其他主体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开展工作。
坚持把通过诉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

的作为最佳目标。对于发现的案件线
索，可以依法调查核实。对负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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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将检察建议抄送同级人民政
府或者其上级主管单位。检察建议发
出时，可以进行宣告。行政机关不依
法履行职责、未按期整改到位的，检察
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加强检察公益诉讼队伍建设，切
实提高办案能力和水平。检察机关依
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不得
影响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三、审判机关应当加强公益诉讼
审判工作。加强与检察机关沟通协
调，依法研究解决公益诉讼案件管辖、
审理程序、证据规则、保全措施、责任承
担方式及法律适用等问题。对检察机
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及时
受理、公正审判。加大强制执行力度，
对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依法
及时强制执行；对拒不履行相关义务
的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依法追究相
应责任。

四、监察机关应当做好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的衔接。协商建立案件线索
移送及处理情况相互通报制度。检察
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发现涉嫌
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
应当移送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监
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的公益诉讼案件
线索，应当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

对于行政机关不落实检察建议、
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致
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的，监察机关应当对违法的公职人
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
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
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
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五、行政机关应当配合支持检察
公益诉讼工作。积极协助检察机关依
法开展查阅、利用行政执法卷宗材料
以及收集证据等调查核实工作。按照
检察建议认真自查、主动整改、限期完
成、按时回复。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的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诉行政机关应
当认真做好应诉工作。案件开庭审理
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
诉。人民法院裁判生效后，被诉行政
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予以保障。完善公益诉讼赔偿金

管理制度，依法依规使用赔偿款项，确
保用于公益赔偿和生态修复。将配合
支持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纳入法治政府
建设考核内容，相关材料由检察机关
负责提供。

六、健全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
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应
当配合检察机关完善工作沟通、宣告、
线索移送及反馈等机制。建立检察公
益诉讼案件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开放
相关执法信息和数据库。探索检察公
益诉讼制度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的有效衔接机制。司法行政部门应当
加快生态环境损害等领域司法鉴定机
构的建设和培育，依法规范司法鉴定
行为；鼓励引导司法鉴定机构，采取不
预先收取鉴定费的方式，开展鉴定活
动。省人民检察院应当深入探索实践

“河长+检察长”等依法治河新模式，注
重与跨区域河流省内外有关部门的交
流与合作，协商构建信息共享、线索移
送、联合专项行动、联席会议等协作机
制，促进全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等工作。

七、加强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的监督。坚持密切联系群
众，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关切，重点
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
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工作。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畅通人大代表
反映公益问题的渠道，听取人大代表
提出的意见建议。重点围绕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制度建设、协作机制运行等
情况，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
开展执法检查、询问、专题调研或者视
察等方式，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
察公益诉讼职责，保证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八、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实习生 周玉琴

“竹板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夸
一夸这汉语桥在郑州举办了，各国选手
聚一起是朋友遍天下。”台上，吉尔吉斯
斯坦少年阿迪打着快板，台下，大家和
着节奏拍手叫好，一段“来了老妹儿！”

“我打包一份儿烩面中不中？”的对话引
得全场大笑。

10月 24日，在第十二届“汉语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过桥赛”才艺展示
的舞台上，来自五大洲的每一个参赛选
手，都在用心诠释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说起中国，不少选手想到的是功
夫。喀麦隆的白米看上去文文静静，一
套舒缓的太极拳打得行云流水，音乐一
变，她又耍起了威猛的长拳，引来阵阵
掌声。

在俄罗斯选手莉莉眼中，中国老百
姓的生活闲适而有趣，她将这样的感
受写入了一首自创的小诗《豫说》：杜甫
《登高》又《望岳》，白居易唱着《长恨歌》，

牡丹花香满洛阳，梨园春上演花木兰。
咱去开封斗斗鸡，龙门石窟拜拜佛，烩
面烧鸡胡辣汤，再来一坛陈杜康……

还有不少选手亮出了“看家本领”：
落笔、勾勒、晕染……短短两分

钟，幽幽翠竹之间，两只熊猫憨态可
掬，一幅中国画快速完成，创作者澳大
利亚的罗黛儿说：“我很喜欢中国画，越
学习，就越觉得博大精深、充满乐趣。”

一挥扇，一转身，脸谱随之变化，
“变脸”的是乌克兰小伙儿安名。在安
名眼中，川剧变脸绝活是中国的“魔
术”，他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乌克
兰的舞台上展示变脸绝活，让更多的人
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一身盔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来
自意大利的郑彦柯“为兵马俑代言”，一
亮相便博得了满堂彩，这场精彩的《如
果国宝会说话》真人秀，带大家瞬间穿
越数千年的时光。

精彩节目不断，观众掌声不断。外
国学子秀中国才艺，真中！③5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
2019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外方嘉
宾代表，同他们集体合影。习近平希望
他们加强同中国的交流，真正“读懂中
国”，切实增进中外相互了解和认知。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创新
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21世纪理事会共同发起，已成功举
办三届。今年会议主题是“新一轮经
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30多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战略家、学者
和企业家与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年“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的外方嘉宾代表

外国学子秀中国才艺，真中！

近年来，农业部门采取多种措
施，不断扩大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
增加优质小麦的产量。从今年的小
麦品质测报结果可以看出，全省优质
小 麦 的 比 例 正 在 不 断 扩 大 ，郑 麦
366、西农 979等传统优质小麦品种，
新麦 26、泛麦 8号、周麦 28等有潜力
小麦品种都呈现出较好的强筋特性。

如何打造河南优质小麦品牌，做
大做强河南小麦产业？

《2019 年河南省收获小麦质量
品质报告》提出，粮食部门在积极倡
导专收、专储的基础上，通过开展针
对特定优质小麦品种的专项检测，制
定出全省如郑麦366、西农 979、新麦
26 商品小麦分布图。此外，加强小

麦品质研究，探索建立以食用品质为
基础的河南小麦地方标准，研究建立
部分地区的特色粮食标准，如制定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永城面粉”所用的
永城小麦地方标准，将河南小麦的优
势通过标准或科研成果挖掘出来，扩
大河南小麦的影响力，指导粮食生
产、种植、收储和深加工服务。③9

今年我省小麦质量“棒棒哒”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今年小麦整体质量为近几年最好

检测结果显示，2019 年度河南
小麦的整体质量为近几年来最好。
从品质情况看，按照降落数值、粗蛋
白质、湿面筋和稳定时间四项指标判
定，所有检测样品中符合强筋小麦国
标的有 56 份，占 16%；小麦降落数
值、粗蛋白质含量和湿面筋含量均较
高，筋力中等偏强，小麦仍以中筋品
种为主。从种植品种及分布看，全省
小麦种植品种430个，比上年有所增
加，品种过于分散。黄河以北地区主

要是中筋品种和部分强筋品种。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

处处长王玉田介绍，自2001年以来，
我省已连续 19年开展了收获小麦质
量调查与品质测报工作，并及时发布
信息，对优化我省种植结构、促进小
麦产销衔接、推动主食产业化和粮油
精深加工、助推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省共采集小麦质量调查样品
3107 份，分布在全省 18 个省辖市

125个县（市、区），调查涉及品种430
个。调查结果显示，全省小麦容重均
值达到一等的有漯河、鹤壁等11个省
辖市，其余省辖市容重均值均达到二
等；全省小麦不完善粒平均值为3.5%；
全省小麦硬度指数平均值为63。

品质测报样品采集以县为单位，
共采集 18 个省辖市 103 个县（市、
区）350 份小麦样品，涉及 138 个品
种。检验项目主要有质量等级指标
和内在品质指标。

为啥今年小麦整体质量较好

“今年与前两年相比，全省整体
小麦质量较好，突出表现在容重高，
中等以上小麦比例明显增高，不完善
粒较低。”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总工程师范自营说。

为什么今年小麦整体质量高于
往年？范自营认为，主要是全省气候

整体有利于小麦的生长和收获。4
月，尽管雨水有所增加，但没有持续
高温高湿，不利于赤霉病的爆发，各
种病虫害影响较小。虽然 6月初全
省从南到北经历一次大风和强降水，
但下雨时间较短，气温回升快，对小
麦质量影响不大。此外，病虫害防治

及时。4月份全省开展了以赤霉病为
主的小麦病虫害统防统治。在夏粮
收获期间虽然遭受到了间歇降雨，但
是由于全省近年来的机械化收割和
产后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促进了小麦
的及时收获，为实现小麦颗粒归仓、
丰产丰收奠定了基础。

如何打造河南优质小麦品牌

10月 20日，《河南日报》第七版基
层之声刊登了《餐饮排污很任性 周围
居民很受伤》的报道后，郑州郑东新区
如意湖办事处高度重视。党工委书记
李一和办事处主任白新营第一时间赶
到天泽街，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实
地查看，详细了解居民诉求。

针对顺驰居民反映的饭店和小区
排污管道分离改造、饭店油烟机和油
烟管道移出小区等问题，该办事处立
即召集所属社区、执法中队、物业公司、
市政等相关单位制订解决整治方案，
对各职能部门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
会上确定，全面清查和规范天泽街餐
饮商户餐厨垃圾收集和排放行为，并
对其进行专业的环保检测，针对已出
现的污水管道堵塞等问题制定具体的
解决方法，由餐饮商户和物业共同出
资对园区内污水管道进行集中清理。

所属如意东路社区第一时间组织
餐饮商户、居民代表、物业公司召开协
调会，将解决方案通报商户及居民，要

求立刻整改，达到居民满意。截至目
前，该办事处已选取新的清运公司对
辖区餐饮门店的餐厨垃圾进行定时集

中收运，未发现新的乱倒泔水现象；商
户排污管道堵塞居民排污管道的问
题，目前已由餐饮商户和物业共同出
资对园区内污水管道进行集中疏通和
清理，保证了居民排污管道的畅通。
针对居民建议的移除部分餐饮商户排
烟管道出园区的问题，该办事处已联
系专业公司，计划于近期完成移除工
作。本次集中整治行动得到了顺驰居
民的一致认可，天泽街各餐饮商户也
纷纷表示将全力配合办事处做好油烟
排放及污水治理工作。

下一步，该办事处将以此次顺驰
居民反映的问题为契机，认真总结，举
一反三，并通过三级微信平台、舆情收
集等多种渠道深入了解居民诉求，及
时优化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措施，为辖
区居民营造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和居
住体验。 （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

积极解决居民诉求 创造宜居辖区环境
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的生命

线。为持续深化“你用电、我用心”的
服务理念，进一步展示国家电网“诚
信履责 可靠信赖”的品牌形象，将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贯彻
到底，南阳唐河县供电公司通过加大
人力物力投入，加快电网建设步伐，
创新服务手段，践行社会责任和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树立优质服务品
牌形象。统筹资源整合利用，加大自
有资金投入电网建设，解决配电设备
重载、过载和低电压等突出问题。合
理设置“网格式”分区抢修网络，推行
标准化快速抢修，提高供电设施抢修
质量和抢修速度。积极服务“三农”，
开通“三农”绿色通道，服务农业增产
用电；组织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安全用电
宣传，帮助农户维护农机设备，对用
电线路排查消缺。分片、分组对私拉
乱接、下户线老化等具有安全隐患的
低压线路进行整改，并对整改后的线
路及时跟踪、回访。积极配合县政府
推进贫困村定点帮扶任务，大力开展

“多元化”精准扶贫。全面推广“掌上
电力”“电 e宝”和支付宝、微信等电
子化交费渠道，为客户提供实时多样
的用电信息查询和科学合理的用电
指导，使用电更透明、更科学、更便
捷。广泛开展“三电三进”活动，普及
安全、节约和绿色用电知识，营造平
安和谐的用电环境，塑造了“国家电
网”责任央企的品牌形象。

（王婷）

唐河县供电公司：优质服务铸品牌

如意湖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天泽街餐饮单位油烟净化器使用及清洗情况进行检查

全省小麦容重均值

达到一等的有

漯河、鹤壁等11个省辖市

其余省辖市容重均值均达到二等

从品质情况看，所有检测样品中

符合强筋小麦国标的

有56份，占16%

（上接第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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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要打造合作新高地。把科技创新

和数字经济打造为中巴合作新增长点。
要促进民心相通。全面加强人文

等领域合作，推动巴西足球、中国传统
医药等各自特色领域交流，支持两国
地方交往。

要加强战略协作。双方要一道捍
卫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可持续
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中方支持巴方办好今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博索纳罗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博索纳罗表示，中国
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中
国是巴西的伟大合作伙伴。巴中两国
虽相距遥远，但理念相近。巴西高度
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将发展对华关
系放在巴外交优先方向。中国已成为
巴西最大贸易伙伴。我的访问有力证
明巴中关系的友好紧密，见证了我们
两国关系的高光时刻。我愿同您共同
努力，密切和深化巴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实现巴中关系质和量的提升，携
手实现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希望双方扩大贸易和投资，深化

科学技术、航天、体育等重要领域合
作，巴西将打开市场，欢迎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巴西基础设施和油气领域投资
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巴旅游并给
予免签待遇。感谢中方在国际场合为
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巴方将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也愿同中方一
道，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尊重拉美
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拉美加
快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同拉方一道建
设新时代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
的中拉关系，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博索纳罗表示，巴西今年下半年将担
任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愿推动
南方市场国家同中方探讨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等领域合作，为促进拉中关系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访问期间，两国还发表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博索纳罗举行欢迎仪式。
杨洁篪、王东明、王毅、陈晓光、何立峰
等参加。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