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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5月23日，2018年科技活
动周走进大渡口区跳磴镇蓝沁苑社区。

作为今年大渡口区科技活动周重要的系列活动之
一，科技推广及科学普及进村社活动由农技专家田间技
能培训、科普大篷车巡展、医生现场义诊、发放防震减
灾、食品安全等板块组成。

在进村社活动中，大渡口区科协会同市生态学会专

家，采取座谈会、现场指导等形式，对该区石盘村生态农
业园建设把诊问脉。同时，区科协还组织跳磴镇40多位
农技人员参加了枇杷树修剪和管理技术培训。农技专家

通过深入细致、通俗易懂的讲解，为大家讲授了栽培嫁
接、施肥、整形与修剪、病虫害防治等枇杷栽培管理技术，
村民们认真听、仔细看、详细问，学习热情高涨。

科技周走进大渡口村社

现场指导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5月
23日，重庆市2018年“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在巴南区石滩
镇启动。市农委组织了一批农业技
术专家、农资执法人员和农资生产
经营企业开设咨询台，为当地农民
集中宣传和现场解答有关农资知
识，并发放放心农资1200余公斤。

农药使用要注意哪些问题？如
何辨别假劣农资？买到假劣种子如
何维权？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
看到，种子、肥料、兽药、农机等26
个宣传咨询台前人潮涌动，农业技
术专家、农资执法人员耐心为当地
农民答疑解惑，并详细介绍购买农
资产品的注意事项、识假辩假的方
法以及依法维权的途径。同时，市
农委还组织农资生产经营企业进行

产品展销展示，推荐优质放心的农
资产品。

活动现场，“先学习后答题”的
农资知识有奖竞猜环节更是聚集了
不少人气。上百位农民认真阅读学
习资料后，争抢着回答工作人员的
提问，答对者都获得了种子、肥料、
农药等奖品。

“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农资
是基础和源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宣传周活动，就是要把安全优质的
农资产品和质量安全技术服务送到
乡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今年将继续加强对农资的监管，
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从聚焦工作重点、严格源头监管、强
化案件查处等方面，多管齐下推进
农资高质量发展。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黄振胜）5月 23日，重庆海事
局发布消息称，根据水文部门预
报，23日、24 日长江重庆段将迎
来大范围涨水，朝天门两江交汇
水域将陡涨6-7米，会对过往船舶
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海事部门发布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23 日至 25
日，每晚8时至次日5时，郭家沱

以上水域严禁客船（包括两江游
船）、危险品船、滚装船、船队、重
载散货船及600总吨以下船舶航
行。

海事部门提醒，各港口码头趸
船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及时排绞
趸船，控制船舶靠泊数量，避免断
缆；锚（停）船舶加强系固，防止走
锚，以策安全。

朝天门水位将陡涨6-7米
海事部门发布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5月
23日，第30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报新闻奖评选暨社长总编“乡村振
兴看黔江”参访活动在黔江举行，近
千件新闻作品角逐十大类奖项。来
自国内42家民族报社社长、总编辑
还将分赴黔江多个乡镇采访报道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做法和经
验。

本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报新闻
奖由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区报
业分会、黔江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武陵都市报承办，共有全国60多家
民族报971件少数民族新闻作品参

与角逐消息、通讯、版面、标题、散
文、新媒体、评论、报告文学、系列报
道、摄影等10大类奖项。主办方将
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流程，评选出
优秀少数民族新闻作品，如实反映
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工作水平，让传
统媒体声音更响亮。

来自云南、内蒙、新疆、广西、贵
州、西藏、辽宁、吉林、湖南、四川、重
庆等十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民族报社社长、总编70多人参会。
评选结束后，参会嘉宾还将深入黔
江冯家、石会、小南海、濯水等镇街
参加“乡村振兴看黔江”活动。

第30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报
新闻奖昨在黔江开评

关 注 科 技 活 动 周

2018年“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启动现场。
记者 汤艳娟 摄

5月17日，随着市检察院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市环境保护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签《关于在
公益诉讼工作中加强协作的意见》，重庆市首个针对公
益诉讼的跨部门协作机制正式诞生。

同日，重庆市检察院官方微信公益诉讼举报平台也
正式上线，市民点击“重庆检事儿”官方微信即可举报。

一连串围绕公益诉讼的组合拳，凸显了重庆市检察
院针对公益诉讼的体制机制布局谋划已久。这背后重
庆检方对公益诉讼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和幕后故事，重
庆日报记者带您一一揭秘。

凝聚多个职能部门共识

“自去年我国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后，这
是重庆市首个针对公益诉讼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市检察
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朱刚表示，此举的意义十分重大。

据了解，去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制度正式建立。

根据新的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包含民事公益诉
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大类别，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将
直接涉及到各级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凝聚检察机关
与行政机关的共识，从而共同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新
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后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公益诉讼不同于一般诉讼，因侵害对象往
往具有不确定和唯一性，因此线索获取难、取证难、专业
性强、成本高等问题，一直是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的难
点。

“正因如此，寻求跨部门的协作，成为公益诉讼不可
回避的重要一环。”朱刚透露，市检察院很早就与此次会
签协议的单位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目的就是希望双
方凝聚共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其实，检察机关与我们行政机关的目的完全一致，

那就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参与会签协议
的某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行政机关通过依法行政保护
生态环境和资源、维护食品药品安全、保护国有财产等，
这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领域是完全契合的。

瞄准社会焦点领域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昨日市检察院与三部门会签
的协作机制，并没有采用统一的格式化文本，而是分别
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能和特点，进行了差异化颇大的表述
与协定。

例如在与市环境保护局会签的协作意见中，着眼于
为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提供有力行政和司法保障，注
重线索移送和加强调查取证协作。

即环保部门重大执法案件及拟对破坏生态环境的
责任主体移送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向检
察机关通报办理情况；在执法过程中，发现需要对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
起公益诉讼的，应当向检察机关移送线索。

尤值一提的是，协作意见规定，检察机关发现符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条件的案件，可以向环保部门发
送检察建议，督促履职。环保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并将
处理结果回复检察机关。环保部门提起诉讼的，检察院
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

甚至于环保部门未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又
没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
可以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

而在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会签的协作意见
中，则明确提出了建立违法预警机制。检察机关在履行
职责中发现的违法行政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应当及时
向国土资源和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发出预防警示。

最后在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签的协作意见

中，提出建立检验检测机构推荐名录。对于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专业检验检测机构推荐名录，由市检察院商请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确定。各级检察机关在办案
过程中可在推荐名录中选取相关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其实，仅从上述三个会签部门的职能就可以发现，此
次的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瞄准的就是涉及到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生态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高度聚焦关注的
领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梁田表示，检察机关不论是提
出诉前检察建议还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都旨在促进行
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职，依法解决侵害公益的突出问题。

举报平台上线搜集公益诉讼线索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市检察院与三部门会签协作机
制的同时，市检察院酝酿已久的重庆检察官方微信公益
诉讼举报平台正式上线。

该举报平台入口，被设置在该院关注度最高的“重
庆检事儿”官方微信上最显眼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今后
任何人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即可向市检察院直接举报所
有涉及民事公益和行政公益诉讼的线索、案件。

举报平台设置的“线索举报”栏目，列出了“生态环
境与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国土资源”
和“其他”五个举报类型，已涵盖公益诉讼所有领域。

此外，该平台的具体举报流程非常简洁，无须冗杂
的注册等程序，只需按提示输入事件时间、地点和事件
简要描述，并可上传随手拍现场照片和视频。

该平台还设有“举报查询”栏目，可供举报者随时随
地查询自己举报线索的动态进展。

“举报平台的上线，充分昭示了重庆检察对公益诉
讼的坚决态度。”朱刚表示，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其
线索来源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而检察机关则
将认真对待每一条举报线索，不放过任何一个侵害公共
利益的有效信息。

这套公益诉讼“组合拳”是怎样亮出的？
——重庆首个针对公益诉讼的跨部门协作机制诞生记

本报记者 陈波

5月21日，巴南区最偏远的农村小
学之一——东温泉中心学校天赐校区
50名学生收到了两份“大礼”：一份是爱
心大礼包，一份是交通安全教育大礼包。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巴
南区公安分局爱心帮帮团、区车管所“巾
帼文明岗”、区交巡警支队“青年文明号”
和“青年突击队”的民警，与重庆天盟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爱心企业及
社会爱心人士一道，向同学们捐赠了校
服、文具、体育用品和助学金，勉励他们
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交巡警支队还为
学生上了生动的“交通安全课”。

今年1月，为进一步推进全市“平安
校园”建设，创造安全有序的教育环境，
市公安局结合公安机关职责任务，提出
29条维护校园安全、优化服务方式的新
举措，其中就包括推进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进校园。

记者 卢越 摄

巴南交巡警
送交通安全知识进村小

2017年重庆市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
和市本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一、2017年全市彩票销售及公益金筹集情况
2017年，全市彩票销售完成1,029,955万元，比上年增

长28.69%。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555,296万元，比上年

增长23.56%，体育彩票机构销售474,659万元，比去年增长

35.26%。按规定提取彩票公益金268,645万元，其中：福彩

167,533万元，体彩101,112万元。

二、2017年全市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
2017年，全市销售彩票筹集彩票公益金268,645万元，

其中：上缴中央财政132,753万元，地方留成135,892万

元。地方留成的公益金中：

（一）市本级留用69,272万元。

（二）区县分成66,620万元，其中：福利彩票公益金分成

43,502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分成23,118万元。

三、2017年市本级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7年市本级可用彩票公益金69,272万元。

（一）用于社会福利事业25,365万元。

按照“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资助用于老年人、

残疾人、孤儿、有特殊困难等特殊群体的福利设施建设、社会

救助等27个社会公益项目。

老年福利项目10个，资助金额12,503万元。

（1）城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站）建设5050万元；

（2）乡镇敬老院建设3000万元；

（3）市老年人福利项目150万元；

（4）市属福利机构设施改造、设备配置等1763万元；

（5）城镇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350万元；

（6）老复员军人等优抚对象医疗补助340万元；

（7）民政系统专业人才培训项目700万元；

（8）社会福利等管理标准化建设200万元；

（9）老年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800万元；

（10）秀山县社会福利中心消防设施改造150万元。

2. 儿童福利项目5个，资助金额1952万元。

（1）市红十字会白血病儿童救助项目200万元；

（2）市儿童救助基金会慈幼共创公益项目300万元；

（3）儿童社工服务项目400万元；

（4）福利彩票助学助教等社会公益活动项目1000万元；

（5）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设施设备购置项目52万元。

3. 残疾人福利项目2个，资助金额2860万元。

（1）市红旗开关厂破产善后经费360万元；

（2）残疾人康复项目2500万元。

4. 社会救助项目4个，资助金额5100万元。

（1）城乡医疗救助2000万元；

（2）优抚对象医疗补助2500万元；

（3）市慈善总会慈善项目100万元；

（4）市社会救助基金会临时救助项目500万元。

5. 社会事务项目2个，资助金额600万元。

（1）市石桥铺殡仪馆消防设施改造500万元；

（2）城口县殡葬服务中心改造100万元。

6. 其他项目4个，资助金额2350万元。

（1）城乡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1100万元；

（2）国家级减灾示范社区建设360万元；

（3）特殊困难群体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项目300万元；

（4）民政对口援藏项目590万元。

（二）用于体育事业12,790万元。

按照《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要求，2017年彩票

公益金用于体育事业。

1. 竞技体育项目3862万元。

2. 群众体育项目8128万元。

（1）社区健身点建设1500万元；

（2）全民健身群众活动资助1148万元（含重庆市全民健

身运动会190万元）；

（3）重点体育设施改善条件1954万元；

（4）重大赛事活动补助820万元；

（5）城市体育公园建设补助500万元；

（6）足球发展专项资金500万元；

（7）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35万元；

（8）残疾人体育项目经费300万元;

（9）出席第三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250万元；

（10）出席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体项目经费216万元；

（11）体育扶贫120万元；

（12）中小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补助120万元；

（13）体育惠民“好体育人行动”示范行动资助85万元；

（14）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及活动90万元；

（15）社体指导员培训50万元；

（16）国民体质监测40万元。

3. 2017年体育彩票健康民生项目800万元。

（三）用于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等其他社会公益事

业项目17,448万元。

1. 资助渝中、合川、铜梁、潼南、荣昌、大足、南川、万盛、

巫溪等9个区县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新建或改扩建项目

13688万元。

2. 资助红十字会、文化、扶贫、法律援助等其他社会公益

项目3760万元。

（四）当年结余13,669万元，其中：福彩5915万元、体彩

7754万元，与2018年彩票公益金统筹安排使用。

特此公告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体育局

2018年4月16日

2017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市财政会同市民政、市体育等相关部门加大彩票监管力度，各级彩票销售机构调整销售策略、化解不利因素的影
响，完善内部管理，规范营销活动、加强渠道建设，促进了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品质提高。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工作有序推进，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现将2017年度全市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市级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