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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检察长”
河南这样保护母亲河
9 月 15 日，在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如图），记者了
解到，
《河南省全面推行
“河长＋检察长”制改革
方案》
（以下简称《改革
方案》）正式出台，河南
将全面推行“河长＋检
察长”制改革。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米方杰

长”制将在省内黄河流域向全省
所有河湖全面推行；在协作机制
上拓展，由过去主要是检察机关
与河长办两家的协作，转变为在
总河长统一领导下，检察机关加
强与河长制全体成员单位全面协
作；在跨区划办案上深化，进一步
完善省内黄河流域环境资源刑事
案件、公益诉讼起诉案件由铁路
检察院、铁路法院集中管辖等相
关配套制度。

将成立三级“河长＋检察长”制领导小组及联络办公室
《改革方案》同时明确，在省、
市、县成立“河长＋检察长”制领
导小组及联络办公室。组长由总
河长或河长担任，检察长担任副
组长。成员由公安、自然资源、水
利和检察院等部门和单位负责同
志组成。
据悉，
《改革方案》提出了检
察机关与相关行政机关同向发力
的要求和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
用 ，需 要 行 政 机 关 配 合 的 内 容 。
《改革方案》中明确，相关行政机

关担负河湖治理主体责任，检察
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责任，共同维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
察机关对负有河湖监督管理职责
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
为，致使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的，依法向行政机关
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履职。行政机关应按照检察建
议 认 真 自 查、主 动 整 改、按 期 完
成、按时回复。对行政机关不回
复检察建议、不依法履行职责、不

充分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要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行政公益
诉讼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
当出庭应诉。
记者留意到，
《改革方案》还
提出了相关涉河湖治理行政机关
和检察机关建立办案信息共享、
问题线索移送、调查协作、检测鉴
定技术支持、省内黄河流域环境
资源跨区划案件集中管辖等五项
机制。

沿黄各地清理违建 43.9 万平方米
省河长办副主任、省水利厅
副厅长任强在发布会上介绍，目
前我省已建立了河长办、检察机
关协同决策机制，日常联络常态
长效机制，
“共建清单、迅速交办、
督促整改、共同验收”办案协作机
制，环境资源跨区划案件集中管
辖机制等。
据任强介绍，从 2019 年 8 月
起，
我省开展黄河
“清四乱”
工作，
新
排查出“四乱”问题 158 个，截至

2019 年 底 ，已 全 部 整 改 到 位 。
2020 年 4 月 24 日，
省委书记、省第
一总河长王国生，
省长、
总河长尹弘
共同签发河南省第 2 号总河长令，
决定开展黄河
“清四乱”
歼灭战，
截
至目前，
累计新发现问题565个，
已
销号561个，
销号率99.3%。
任强表示，目前，沿黄各地共
清理违章建筑 43.9 万平方米，清
理垃圾 34.7 万立方米，为我省黄
河河道行洪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沿黄各地共清理畜禽
养殖场 648 处，清理污染水域面
积 5.4 万平方米，关停非法排污口
77 处，有效保障了黄河水质稳定
达标。沿黄各地积极开展生态廊
道建设，黄河两岸建成了宽 500
米的绿化带，绿化程度不断加深，
生态效果不断显现。此外，通过
近年来的河道综合整治，黄河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

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77 件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人民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李自
民介绍，我省检察机关通过强化
办案，推动解决了一批危害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的
“老大难”问题。
“一方面依法严厉打击破坏黄河
流域环境资源犯罪，
另一方面对公安
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开展刑事
立案监督，
防止发生有罪不究和以罚
代刑等问题。
”
李自民介绍说，
2019

年以来，
我省黄河流域检察机关共批
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77 件
402人，
提起公诉723件1225人，
监
督公安机关立案34件41人。
据悉，2019 年以来，我省检察
机关共受理黄河流域公益诉讼问
题线索 886 件，立案 502 件。其
中，检察机关自行摸排问题线索
417 件，立案 371 件。此外，始终
坚持效果导向。对检察建议落实

讲好黄河故事
推动黄河保护发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付雨涵
实习生 王珍珍
9 月 15 日上午，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
主办，中国网及黄河流域九省区网信办承
办，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协办的
“中国梦·黄河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网络主题活动在河南郑州正
式启动。

通过融媒体产品传播更接地气、
更抓人心的黄河好故事

“河长＋检察长”
制将向省内黄河流域所有河湖推行
2018 年底以来，省检察院与 “河长＋检察长”
制。
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河长办倡议
省委改革办副主任胡彦宏表
发起、统筹协调、组织开展沿黄九
示，
“ 河长＋检察长”制运行成效
省区“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
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了发挥“河
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省检察
长＋检察长”制更大作用，
《改革
院与省河长办通力协作，一批难
方案》正式出台。据悉，
《改革方
度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黄河
案》由
“河长＋检察长”
制的基本内
流域“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
涵和全面推行要求、工作原则、组
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探
织形式和工作职责、主要任务、运
索形成了以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
行机制、
保障措施等六部分构成。
河湖治理协作联动为主要内容的
记者了解到，
“河长＋检察

“中国梦·黄河情”
网络主题活动启动

情况进行件件“回头看”，紧盯有
无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有无整改
不到位、有无问题反弹等问题，助
推问题彻底整治到位。
李自民介绍，
我省检察机关将
全面加大全省河湖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整治力度，
推动
“河长＋检察长”
制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见到实效，
为
我省全面建设平安河湖、
健康河湖、
美丽河湖、
文脉河湖作出更大贡献。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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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传播局局长谢登科在致辞
中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重要的经济地带，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重要区域。讲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久久
为功的鲜活故事，进一步凝聚起推动黄河
保护发展的强大合力，是新闻舆论工作者
肩负的职责使命，也是开展网上宣传的题
中应有之义。谢登科向参加活动的网络媒
体记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深入一线、贴近
群众，挖掘黄河保护发展的鲜活素材；二是
聚焦主题，用心感悟，讲述黄河保护发展的
动人故事；三是把握规律、发挥特色，营造
推动黄河保护发展的良好氛围。
河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德亚在
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
黄河既哺育了中
华民族，又锻造了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
在黄河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
伟大
奋斗、
伟大团结、
伟大梦想精神的滋养下，
沿
黄省区人民演绎着一个个精彩的黄河故事，
赓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各地保护、
治
理黄河的氛围更浓，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行动
更自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多，中原儿女
文化自信更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通
过更多融媒体产品传播更接地气、
更抓人心
的保护黄河、治理黄河的好故事。

媒体记者将赴黄河流域相关省
份实地采访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副总编
辑薛立胜代表中央新闻网站发言。薛立胜
表示，我们要俯下身子、沉到一线，推出“带
露珠”
“沾泥土”
“冒热气”的作品，全景展现
黄河沿岸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腾讯网副总编辑胡春莉代表商业网站
平台发言。胡春莉希望腾讯在这次主题宣
传活动中当好主题宣传的“传声筒”，扮演
创新传播的“调音师”，成为弘扬正能量的
“扬声器”
。
河南省委网信办主任郭岩松主持启动
仪式。河南、
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山西、山东等黄河流域九省区网信办
负责同志出席。来自中央新闻单位新媒体
平台、中央新闻网站、国家相关部委网站和
媒体平台、相关省区主要网络媒体、重点商
业网站平台共40家媒体参与此次活动。
据悉，即日起至 9 月 17 日，参加活动
的媒体记者将在河南开展为期 3 天的集中
采访。9 月 18 日至 9 月 26 日，记者将分为
4 个小组，奔赴黄河流域相关省份继续开
展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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