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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日 星期五8 编辑 代朝霞 谭玉婷专 题

为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
重要意义

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
举措。全市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检
察公益诉讼对完善公益保护体系、促进
法治商丘建设的重要意义，积极支持和
配合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形成保护公益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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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当聚焦“公益”这个
核心，依法规范开展工作

（一）检察机关应当围绕全市工作中
心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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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
级检察机关领导下，可以在生产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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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
诉前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诉讼等方
式，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回应人民群
众现实关切。

（二）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强化“双
赢、多赢、共赢”的公益诉讼工作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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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可以对检察建议进行宣
告，宣告可以在检察机关、被建议单位或
者其上级行政机关办公场所进行，必要
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等参加。

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仍不依法
全面履行职责，受损的国家利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保护的，检察机
关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公益诉讼机
构和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配置科学、运行
高效的公益诉讼检察机构或者专门办案
组织；配齐配强公益诉讼办案队伍，充实
公益诉讼一线办案力量，加大教育培训
力度，切实提高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专
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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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应当配合支持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工作

（一）行政机关对检察机关依法开展
的执法信息查询、调阅、复制执法卷宗材
料以及收集证据等调查核实工作，应当
予以配合；对检察机关根据办案情况，需
要行政机关及有关部门作出检验、鉴定、
评估、勘验取证等工作的，应当积极协
助。

（二）行政机关收到诉前检察建议
后，应当对照检察建议全面自查，对确属
怠于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应当主动整
改、限期完成，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回复时，应当附相关证明材料。经自查

认为不存在怠于或者不当履职情形的，
也应当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三）对检察机关依法提起的行政公
益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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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机关作出
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的判决、裁定生
效后，被诉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自觉履行。

（四）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公益诉讼工
作的财政保障。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
经费及专家咨询、环境监测、鉴定评估、
勘验检测等合理必要费用，纳入财政预
算。完善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制度，探
索设立公益诉讼赔偿金专项账户，研究
制定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使用办法，确
保用于公益赔偿和生态修复。

（五）人民政府应当把行政机关配合
调查取证、落实和回复诉前检察建议、执
行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等情况纳入法治政
府建设考核内容，相关材料由检察机关
负责提供。

（六）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处理；对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过程中发现、移送的刑事犯罪案件
线索，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
处理情况通报检察机关。

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检察人员

遭受聚众围攻、限制人身自由、抢夺破坏
调查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侵犯的，公安
机关接警后应当迅速出警、果断处置，协
助维护办案秩序，保护办案人员人身安
全。

四、审判机关应当提升公益诉讼案
件审判质效

审判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加强沟通
会商，依法研究解决公益诉讼案件管辖、
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责任承担方式及法
律适用等问题，共同促进公益诉讼工作
的规范化，提升公益诉讼案件审判质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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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察
机关提出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建议，应
当依法、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审判机关应当加大公益诉讼案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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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依法
追究相应责任。

五、监察机关应当加强与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办案协作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应当建立线索
双向移送以及处理情况通报制度。监察
机关在工作中发现的公益诉讼线索，应
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检察机
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发现职务

违法、职务犯罪的线索，应当将有关材料
移送监察机关调查处置，监察机关应当
将办理情况通报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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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重大损害
或者损害进一步扩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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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六、构建检察公益诉讼长效机制，促
进工作有效开展

（一）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强化对基层
检察机关的领导职责，在办案程序、质量
及文书制作上加强指导，对基层检察机
关在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地方阻力主动予
以协调，为基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提供坚强后盾。检察机关内部应当
加强公益诉讼案件发现机制和内部线索
移送、案件交办、转办机制建设，形成以
专业部门为主导、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的
工作格局。

（二）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
应当配合检察机关建立、完善公益诉讼

“检察+”协同工作、衔接配合、司法协作
等长效机制，加强沟通联系、线索移送、
情况反馈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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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线索来源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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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检察机关与河长制办公室应当
深入探索实践“河长+检察长”等依法治
河新模式，注重与跨区域河流市内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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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保护工作。

七、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宣传工作，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一）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发布典型案
例、以案释法等形式做好公益诉讼宣传
工作，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增强法
治观念和公益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配合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对于社会影响
较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公益诉讼案
件，应当及时发布案件信息，公开案件办
理情况，回应社会关切。

（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把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纳入普法宣传教育范
围，切实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意识。各有关单位应当把公益诉讼制
度作为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予
以认真贯彻落实。

（三）新闻媒体应加强对公益诉讼工
作的宣传报道，提高公益诉讼制度的社
会知晓度，对阻碍、干扰检察机关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适时予以曝
光，为开展公益诉讼工作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八、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的监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
倾听群众呼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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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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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询问或
专题调研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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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商丘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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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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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
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商丘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0月29日

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为了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维护交易双方
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131号）的规定，我们
对商丘汉夏置业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广厦帝景
苑”项目【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孔祖大道北段西
侧】，申请办理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的有关资料
进行了审核，并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勘查，认定该
项目符合预售条件，现准予预售。预售范围为
1#、2#楼。预售许可证号2019第099—100号。

特此公告
夏邑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19年11月1日

公 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0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豫N1R136小型轿车一
辆。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
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陈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276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3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5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
qsF8TH&us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梁园区平原路西侧
新兴路南侧仁和花园18号楼2-203房产一处，建
筑面积：139.22平方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
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叶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0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31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按照市政府和市“两城”联创指挥部办公室工
作要求，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领导组
办公室制定印发了《关于对市区城管系统十二项
工作内容实行周考评的通知》商创市容组办
〔2019〕93号文件，由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领导组办公室和市城管局本着帮助查找剖析
问题、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的原则，成立十二个考
评组实行专项周考评，现将考评情况通报如下：

一、道路清扫保洁（泔水治理）
第一名：梁园区城管局92.22分
第二名：睢阳区城管局91.49分
第三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90.29分
二、公厕管理
第一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93.63分
第二名：梁园区城管局93分
第三名：睢阳区城管局86.63分
三、中转站管理
第一名：清尘公司94分；
第二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93分；
四、道路修复管理

第一名：市政工程总公司82.5分
第二名：梁园区市政局79.5分
第三名：市排水管网管理处78分
第四名：睢阳区市政局77分
第五名：市政工程管理处76.5分
第六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73分
五、绿化补植
第一名：市园林绿化中心85分
第二名：梁园区园林局83分
第三名：睢阳区园林局81.5分
第四名：示范区园林局80分
六、线性工程绿色施工管理
第一名：北海西路(金桥路—清凉寺大道)95分
第二名：水源路四标(凯旋路—长征路) 92分
第二名：归德北路（建设路—包河桥）92分
第三名：华夏南路（迎宾路—华商大道）87分
第四名：森林大道(庄周大道—包河桥) 86分
第四名：黄河路绿化(梁园路—310转盘) 86分
第五名：清凉寺大道（北海路以南）85分
第五名：运河治理工程（珠江路—君台路）85分

第六名：古宋路(工业大道—华商大道) 84分
第六名：民主路三标（水务集团—神火大道）84分
第七名：振兴路(文化路—陇海南路) 83分
第八名：纬九路（商都大道—站前路）77分
第九名：黄河路道路工程(济广高速以东) 70分
第十名：聚合路（建设路以北）67分
第十一名：帝喾路（归德路—神火大道）66分
第十二名：包河治理（森林大道—平原路）62分
七、经营秩序
第一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79分
第二名：梁园区城管局77分
第三名：睢阳区城管局66分
八、非机动车停车秩序（含共享单车）
第一名：梁园区城管局88分
第二名：睢阳区运管局63分
第二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63分
九、露天运输车辆管理
第一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96分
第二名：睢阳区城管局94分
第三名：梁园区城管局93分

十、内河管护
第一名：梁园区城管局92分
第二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91分
第二名：睢阳区城管局91分
十一、门头牌匾治理
第一名：示范区城管交通运输局76分
第二名：睢阳区城管局70分
第三名：梁园区城管局68分
十二、背街小巷改造提升
（一）区排名
第一名：梁园区83.82分
第二名：睢阳区82.65分
第三名：示范区72.5分
（二）办事处排名
第一名：白云办事处95.6分
第二名：东方办事处91.33分
第三名：平原办事处87.1分
第四名：前进办事处86.2分
第五名：新城办事处85分
第六名：解放办事处83.5分

第六名：平安办事处83.5分
第七名：建设办事处82.5分
第八名：古宋办事处80分
第九名：长征办事处78分
第十名：文化办事处74.25分
第十一名：东风办事处73.83分
第十二名：平台办事处68分
第十三名：中州办事处66分
另外，上二周抽查的平安办事处马楼新村施

工进展依然缓慢。梁园区八八办事处、示范区民
欣办事处、睢阳区古城办事处无背街小巷改造计
划，不计入排名。

针对检查出的内容，要求各组及时反馈给责
任单位，立即整改落实，并举一反三，加大工作力
度，增强责任心，严格落实精细化，下周二前将整
改情况报至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领导
组办公室，对仍不整改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商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商丘市“两城”联创市容环境组办公室

2019年11月1日

关于对城管系统十二项工作内容实施周考评的通报
（2019年10月18日—10月24日）

商丘市ETC发行任务完成情况表

单 位

市 直
睢阳区
夏 邑
梁园区
睢 县
虞 城
柘 城
宁 陵
民 权
合 计

车 辆

保有数

99307
153195
136147
162360
85278
152745
111761
76568
104793
1082154

发行

任务

87496
135995
120652
144244
74870
135590
98704
67031
92433
957015

10月29日—10月30日发行量

29日

300
1335
482
746
212
482
497
273
566
4893

30日

325
1267
401
680
366
659
363
415
514
4990

合计

625
2602
883
1426
578
1141
860
688
1080
9883

排名

8
1
5
2
9
3
6
7
4

累 计

完成数

72207
78249
64272
76431
38409
68176
47522
31864
40272
517402

在籍车辆

安装率

72.71%
51.07%
47.20%
47.07%
45.03%
44.63%
42.52%
41.61%
38.43%
47.81%

剩余数

15289
57746
56380
67813
36461
67414
51182
35167
52161
439613

安装率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为进一步加强散煤污染治理，促进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如下：

一、加快推进全市行政区域内生产
（煤电、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的单位除
外）、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洁净型煤“双
替代”（电代煤、气代煤）工作，实现全市
范围内散煤动态“清零”。2019年11月1
日前，在禁煤区内实现散煤和洁净型煤

“清零”(涉煤单位除外，同上)。禁煤区
外，“双替代”覆盖不到的农村地区实现
散煤“清零”。

2020年 11月 1日前，完成省政府下
达的“双替代”目标任务，将列入“双替
代”改造任务的区域全部划定为禁煤区。

二、市、各县（市）政府2019年11月1
日前划定并公布禁煤区，根据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要求，可以逐步扩大禁煤区的
范围。

划定禁煤区范围内，除煤矿、火电
厂、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的单位外，其他
单位和个人禁止生产、运输、销售、储存、
使用散煤和洁净型煤。允许禁煤区外

“双替代”未覆盖区域的居民暂时使用洁
净型煤用于生活取暖。

三、市政府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依法做好“双替代”和禁煤工作，严格
查处各种违法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
用散煤和洁净型煤的行为。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政
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要组织
辖区内管理部门按照决定要求，加大散

煤治理工作力度，确保散煤治理的决定
落实到位。

四、各县（市、区）政府、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管委会要保障辖区内贫困户、
五保户日常生活和冬季取暖的用气用电
需求，并对其用气用电情况建档立卡，保
障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冬季取暖。

五、县（市、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要加大散煤污染治理工作
的宣传力度，建立对禁煤区内燃煤行为
的有奖举报制度。

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
用，积极开展散煤污染治理公益性宣传，
增强公众散煤污染防治意识。

六、市政府要对有关部门和县（市、
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履
行散煤污染治理职责情况进行督查，督
查结果作为对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市、
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及
其负责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
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散煤污染突出
问题查处整改不力的，依法追究相关责
任。

七、县（市、区）政府、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要将散煤污染治理纳入大
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并严格考核，考
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八、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商丘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散煤污染治理的决定

《商丘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散煤污染治理的决定》已经
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9年 10月 29日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商丘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0月29日

商丘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时间 2019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