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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拟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胡浩 陈聪）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3 日上午听取国务院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方案提出，组建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方案提出，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
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牵头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职责，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
组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饶克勤认为，这一改革方案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
健康的高度重视，顺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康需要，体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要求。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建立高效的管理体
制和协调机制，有主管部门牵头贯彻落实、组织实
施。”饶克勤说，从职能来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体制和组织保障，也
有助于“大卫生”
“大健康”
理念深入人心。

拟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强化金融风险防控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谭谟晓 王建）
根据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拟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方案提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
单位。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这是继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之
后的又一重大监管框架调整举措。”交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连平说，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将进一步推进行业监管协同，有效避免监管
漏洞和监管重叠问题。
连平说，保险的业务功能相对单一，风险管理
方法和要求与银行有一定相似之处。而长期以
来，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合作密切，在监管合作上
也有较好基础，推进银行与保险监管跨行业整合，
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
“我国大型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银行和保险
领域，且银行已经成为保险资金的重要投资标
的。”连平说，在制定相关机构的监管标准时，由统
一的监管部门加以推进，可以将风险控制要求更
好地协调统一起来，这对加强骨干金融机构管理，
进而对保证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接 A03 版）国家医疗保障局的主要职责是，拟
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
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
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
平台等。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抚州市市长张鸿星说，
改革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价值导向。
把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全覆盖，精准管理，让更多
的百姓享受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
关键词 10
文化软实力：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
统筹规划文化事业
方案提出，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
部和国家旅游局。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
务院直属机构，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说明指出，文化和旅游部的主要职责包括，研
究拟订文化和旅游工作政策措施，统筹规划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职责包括，统筹规划
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推进广播电
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审查广播电视与网
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等。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歌
舞团副团长咸顺女表示，改革有利于促进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市场发展和对外交流，提高广
播电视的节目质量和影响力，
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优化审计监督

拟将三部门部分职责划入审计署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刘红
霞 卢羡婷）1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优
化审计署职责，
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和国务院国资委部分职责划入审计署。
方案提出，把国家发改委的重大项目
稽查、财政部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国资委的国有

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重点
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不再
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赵全厚认为，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国资委
的上述相关职责，
都关乎对国家重要经济资
源或行为活动的监督，
纳入审计署有利于把
执行者和监督者相对分开，
提高监督效率。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赵文君、
齐
中熙）根据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拟组建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不再保留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
监管，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的关键环节。5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力推进综合执法机构机制改革，着力解
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

着力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

方案提出，
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
职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执法职责，
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
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室等职责整
合，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要解决执法监督条条太多的问题，
职责不清，有必要对执法监管部门进行整
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余兴安说，市场监管部门主要针对市场主
体，有利于促进对企业、对机构的监管，重

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高敬
王大千）1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拟组
建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专家表示，
这
一改革举措将进一步理顺我国生态环境监
管体制，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
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方面，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
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国家海洋局
负责海洋环境保护等。此次改革拟将这
些职能统一到生态环境部，改变监管职能
分散的局面。
在许光建看来，拟组建的自然资源
部，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主要行使
各种自然资源摸清底数、确权登记、用途
管制等职能。拟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是自
然生态监管机构，其职能侧重生态环境、
污染排放等方面的监管执法。

体现更广国际视野

时，
把对外援助的计划、
立项、
监督评估等
内容与具体承担执行部门剥离开，有利于
对外援助项目更有效发挥作用。
“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
体现了更广的国际视野。
”
曲星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
为，
拟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有助于统
筹协调金融、
经贸、
产业等多领域国际发展
合作，
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政府外事办公室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在维护市场秩序。
方案还提出，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职
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
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地
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
权局，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诚和诚律师事务
所律师潘晓燕建议，全面加强规范企业质
量标准体系建设，提高政府相关部门为企
业服务的意识，提振企业家的信心，真正
实现“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提升精
细化管理和有效监管能力。

助力
“美丽中国”
建设

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
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
院长许光建表示，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机
构改革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
统筹负责，可以避免以前常说的“九龙治
水”问题，避免部门间相互扯皮推诿、办事
效率低，
浪费行政资源。
以治水为例，目前的格局是环保部负
责地表水环境、国土资源部监督防止地下
水污染、水利部设置管理排污口、农业部

从对外援助到发展合作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13 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
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
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
院直属机构。对外援助的具体执行工作仍
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
星表示，对外援助是大国外交的重要表
现，
拟成立专门机构，
提高了管理的层级。
同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郑春荣认为这项改革推进是大势所
趋。
在他看来，
方案所涉及的三部门相关职责
实际上与审计署已有权限存在一定的交叉重
复。
“将这些职能交由审计部门统一行使，
有
助于提高监管效率、
降低监管成本。
”
他说，
同
时也有助于提升审计署在相关领域的监督效
能，
让新时代审计监督更加科学有效。

主任费少云说，
对外援助是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组成部分，
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
共同利益的重要方式。
拟组建国家国际发展
合作署，
将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对外援助
工作相关职责内容进行整合与打通，
体现了
精简效能、
精准施策的原则，
有助于我国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侨联常委陈乃科来自
侨乡浙江青田，
他认为，
拟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
将更好服务于共建
“一带一路”
等工作。

跑出中国创新
“加速度”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余晓洁） 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究方向得不到有效支持的情况。
1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科技的使命，一
拟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拟将科学技术 个是求真，一个是求力。落实创新驱动发 技发展、
基础研究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
统筹
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的职责整合，
重新组建 展战略必须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方
科学技术部，
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科学技 轮驱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发挥科 案明确重新组建后的科学技术部的主要职责。
术部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技创新的倍增效应。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
一线科技工作者认为，
改革有利于理顺 中心研究员吴季说，
此次机构改革有利于进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方案说，此 科研经费的支持和管理，
节省研究人员到处 一步加强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统筹，
期盼着
项改革旨在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跑项目”
的精力和时间，
既可以避免
“热门” 国家加大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基础研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国家 方向和项目重复立项和重复支持现象，
也可 究，
引导科研人员瞄准重大科学前沿，
早日
创新体系建设，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推动 以避免有些虽然重要但眼下不是
“热点”
的研 实现突破。

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完善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记者侯雪
静 邬慧颖）1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拟组建农业农村部。专家表示，改革将为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组织
保障和体制机制支撑。
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程国强说，改
革体现了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将促进
“三农”
工作管理体系现代化。

“改革理顺了农业农村管理体制机
制，为推进‘三农’工作提供了更大的平
台，对‘三农’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全
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乡
长雷燕琴说，这一改革举措整合了农业农
村发展资源，有利于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
革，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创新动力，厚植
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
村振兴。

“改革让我看到了农业农村振兴发展
的新机遇，有利于政策和资源的整合，统
筹优化配置，集中力量强优势、补短板，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
雷燕琴说。
方案提出，将农业部的职责，以及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水利部的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管理职责
整合，组建农业农村部，作为国务院组成
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