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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上接 A06 版） 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
（八）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为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优化配置科技资
源，推动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方
案提出，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为
国务院组成部门。科学技术部管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外保留国家外国专
家局牌子。其主要职责是，拟订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基础研
究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组织协调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编制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规划并监督实施，牵头
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和科研项目
资金协调、评估、监管机制，负责引进国
外智力工作等。
（九） 重新组建司法部。全 面 依 法 治
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为贯彻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统筹行政
立法、行政执法、法律事务管理和普法
宣传，推动政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方
案提出，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作为国
务院组成部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有
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草案起草，负责立法
协调和备案审查、解释，综合协调行政
执法，指导行政复议应诉，负责普法宣
传，负责监狱、戒毒、社区矫正管理，
负责律师公证和司法鉴定仲裁管理，承
担国家司法协助等。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十） 优化水利部职责。考虑到三峡主
体工程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南水北调东线
和中线工程已经竣工，方案提出，将国务
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
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
入水利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
（十一） 优化审计署职责。改革审计管
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为
整合审计监督力量，减少职责交叉分散，
避免重复检查和监督盲区，增强监督效
能，方案提出，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的重大项目稽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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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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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对派出审计监督力量进行整合
优化，构建统一高效审计监督体系。审
计署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
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的真实、合
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大会已经审议
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根据宪法修正案有
关规定，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为此，
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监
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
员会。
各位代表，按照上述方案，新组建或
重新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
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科
学技术部、司法部、水利部、审计署；不
再保留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
部、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
置组成部门 26 个。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
定，这些机构的调整和设置，请大会审
议。
二、关于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
（一）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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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推动

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营造诚实守信、公平
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
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推进市场监管综
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
合执法、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让人民
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
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方
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
案提出，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
情况等。援外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相关部
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 门按分工承担。
国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的 职 责 ， 国
（五） 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为完善统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
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
险制度 ， 不 断 提 高 医 疗 保 障 水 平 ， 确 保
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
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统筹推
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
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
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
革，更好保障病有所医，方案提出，将
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统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
登记市场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
制，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承担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
反垄断统一执法，规范和维护市场秩
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序，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负责工业
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
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
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
全监管，统一管理计量标准、检验检
保障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
测、认证认可工作等。
职责是，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
考虑到药品监管的特殊性，单独组建
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
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疗保
理总局管理。市场监管实行分级管理，药
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
品监管机构只设到省一级，药品经营销售
结算平台，组织制定和调整药品、医疗
等行为的监管，由市县市场监管部门统一
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制定药品和医用
承担。
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监督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
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相关服
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
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同时，为提高医
署。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务院
保资金的征管效率，将基本医疗保险
反垄断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市场监督
费、生育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管理总局承担。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六） 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
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
加强国家储备的统筹规划，构建统一的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
家物资储备体系，强化中央储备粮棉的监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
督管理，提升国家储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
力，方案提出，将国家粮食局的职责，国
监督管理总局。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
（二） 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加强
物资收储、轮换和管理，管理国家粮食、
新闻舆论工作，加强对重要宣传阵地的管
棉花和食糖储备等职责，以及民政部、商
理，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媒体的作用，方案
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组织实施战略
提出，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
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职
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责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由
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其主要职责
是，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拟订广播电
是，根据国家储备总体发展规划和品种目
视管理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规划
录，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
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推
收储、轮换、管理，统一负责储备基础设
进广播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管、 施的建设与管理，对管理的政府储备、企
审查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
业储备以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量，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收录和管
查，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理和中央储备粮
理，协调推动广播电视领域走出去工作等。 棉行政管理等。
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三） 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七）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随 着 我
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高度重
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来华工作生活
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为
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对做好移民管理服
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解决现行体制存
务提出新要求。为加强对移民及出入境
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
管理的统筹协调，更好形成移民管理工
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
作合力，方案提出，将公安部的出入境
配置，更好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
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建立健全签
管，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
证管理协调机制，组建国家移民管理
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局，由公安部管理。其主要职责是，协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方案
调拟定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
提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
境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管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
理，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
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牵头协调
院直属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依照法 “三非”外国人治理和非法移民遣返，负
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维
责 中 国 公 民 因 私 出 入 国 （境） 服 务 管
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
理，承担移民领域国际合作等。
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八） 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加大
益，维护金融稳定。
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统筹森林、草原、湿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
地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
方案提出，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
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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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四）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为充
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
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
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自然资源
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
部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
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
管理局牌子。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森
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
林、草原、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
建“一带一路”等，方案提出，将商务部
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组织生态保护和修
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
复，开展造林绿化工作，管理国家公园等
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各类自然保护地等。
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责
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九）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化
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是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为解决商标、专
利分头管理和重复执法问题，完善知识产
权管理体制，方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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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保护知识产
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负
责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注册登
记和行政裁决，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
等。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伍承担。
（十） 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隶
属关系。为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监
督，理顺职责关系，保证基金安全和实现
保值增值目标，方案提出，将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
部管理，承担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主体
责任，作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再明确
行政级别。
（十一） 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
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
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
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
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 （区、市） 人民政府
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此外，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国
务院其他一些机构也作了调整。
各位代表，按照上述方案，组建或重
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根据国务院组
织法规定，国务院组成部门以外的国务院
所属机构的调整和设置，将由新组成的国
务院审查批准。
总的看，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落
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适应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聚焦发展
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按照优化协
同高效的原则，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
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理顺
了职责关系。改革后，国务院正部级机构
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 个。通过改
革，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实际、科学
合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有力组织保
障。
下一步在机构改革实施工作中，国务
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
部署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抓紧建立工作
机制，制定配套措施，排出时间表，逐项
抓好落实。要把深化机构改革同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结合起来，不论
是新组建的部门，还是职责调整的部门，
都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工作效能。
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抓到位，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严肃改革纪律，确保
机构、职责、队伍等按要求及时调整到
位，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
散、干劲不减。
各位代表，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
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确保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我
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锐意改革，确
保完成国务院机构改革各项任务，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