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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
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的议案：
一、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
调整
（一）组建自然资源部。不
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
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二）组建生态环境部。不
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三）组建农业农村部。不
再保留农业部。
（四）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不再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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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组 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部。
（七）组建应急管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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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重新组建司法部。不
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十）优 化 水 利 部 职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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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
事会。
（十二）监察部并入新组建
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再保留
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
改 革 后 ，除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外 ，国 务 院 设 置 组 成 部 门
26 个：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
族事务委员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部
1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政部
1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司
法部
1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财

政部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资源部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
运输部
18.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利部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
2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部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和旅游部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23.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
军人事务部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管理部
25.中国人民银行
26.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审
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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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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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
（三）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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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
（五）组 建 国 家 医 疗 保
障局。
（六）组建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不再保留国家粮
食局。
（七）组 建 国 家 移 民 管
理局。
（八）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九）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
权局。
（十）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隶属关系。
（十一）改革国税地税征
管体制。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说明见今日本报微信
公众号）
据新华社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透视国务院机构改革十大关键词

新华社北京 3 月 13 日电 13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关
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正部级
机构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
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
置组成部门为 26 个。改革着重推
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
优化和调整，
提高政府执行力。

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
策措施等。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
说，改革有助于树立大卫生、大健康
理念，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把过
去分散在医疗、民政等部门的养老
看护保健等职能整合，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

关键词 1 自然资源监管

关键词 5 公共安全

方案提出，组建自然资源部。
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国务委员王勇在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关于国
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时表示，自
然资源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
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
质勘查行业管理等。

方案提出，组建应急管理部。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不再保留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说明指出，应急管理部的职责
主要包括，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
突发事件工作；建立灾情报告系统
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建
设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
度；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
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
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
量，
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关键词 2 污染防治

关键词 6 科技创新

方案提出，组建生态环境部。
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说明指出，生态环境部的主要
职责是，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
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责生态环
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污染
防治、核与辐射安全，组织开展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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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
说明指出，科学技术部的主要
职责是，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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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3 乡村振兴
方案提出，组建农业农村部。
不再保留农业部。
说明指出，新组建的农业农村
部主要职责包括，统筹研究和组织
实施“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和政策，
监督管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
垦、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等。

关键词 4 健康中国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保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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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指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要职责是，拟订国民健康政策，
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
管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
急、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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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指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
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
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
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说，银监会、保监会合并后，可以有
效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在制
定金融机构的风控标准时，可以更
好地协调统一，有助于筑牢防范金
融风险的安全底线。

关键词 9 公共服务
改革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公共
服务的部门调整：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
国家医疗保障局；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财
政部管理。
说明指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
主要职责是，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
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策法规并组
织实施，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
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
工作以及指导全国拥军优属工作
等。国家移民管理局的主要职责
是，协调拟订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
负责出入境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
边民往来管理、外国人停留居留管
理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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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10 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7 市场监管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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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指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
监督管理，统一登记市场主体并建
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承担反垄
断统一执法；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
略等。

关键词 8 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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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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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我分公司拥有对永安市格兰矿泉水公司等8户不良债权，
截至2017年9月20日，
债权总额为317,188,455.00元，
其中债权本金241,052,426.92元，
利息76,136,028.08元。债权明细表详见附件。
我分公司拟对附件中的债权进行整体打包、
拆包或单户处置，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公开竞价、
公开拍卖等，
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
有付款能力，
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即 2018 年 4 月 11 日止，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如有购买意向，
请以书面形式到我分公司现场提出。具体事宜请买受人登录中国华融网站（http://www.chamc.com.cn）查询或与有关
部门接洽查询。
以上内容我分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
联系人：
石先生、
卓先生 联系电话：
0591-83309670、
0591-83399652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高女士0591-83309373 联系地址：
福州市古田路11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附件：
债权明细表 单位：
元
2018年3月14日
序
本金余额（截至
利息余额（截至
借款人名称
逾期本息合计
保证情况
抵押情况
号
2017年9月20日） 2017年9月20日）
1

永安市格兰矿泉水
公司

19，
552，
908.00

2

永安市永亿贸易有
限公司

45，
000，
000.00

三明市龙泰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明市陶信贸易有
4
限公司
3

14，
999，
633.92
24，
999，
885.00

永安市天平万年水泥有限公司、
福建燕鑫盛贸易有限公司、
江新法和朱
6，
630，
858.56 26，
183，
766.56 玉青夫妇、
朱金有和朱丽巧夫妇、
罗福仪、
饶寿增、
黄承鸿、
朱金锌和刘红
夫妇、
刘宜敏和薛宏玉夫妇、
林强和陈儒雅夫妇、
潘伟中和陈晓青夫妇
永安市天平万年水泥有限公司、
罗福仪、
饶寿增、
黄承鸿；
福建省永星贸
17，
213，
022.60 62，
213，
022.60 易有限公司、
刘其兴和刘月圆夫妇、
林起虹和苏永林、
罗小花、
朱金锌和
刘红夫妇、
张正广和黄启柳、
邓绍芳
三明市永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朱金锌、
刘红、
董崇龙、
徐秋华、
董文
3，
599，
599.52 18，
599，
233.44
群、
苏晗、
林起光、
高林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福建省永星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远开贸易有限公司、
朱金锌、
刘红、
林起
6，
285，
148.60 31，
285，
033.60
光、
高林、
苏永林、
林起虹、
朱诗昌、
冯秀珍、
罗小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明帆顺贸易有限
公司

50，
000，
000.00

12，
535，
517.03 62，
535，
517.03

三明日誉贸易有限
公司
三明市凯达物资贸
7
易有限公司
永安市厦源贸易有
8
限公司

27，
500，
000.00

11，
742，
508.40 39，
242，
508.40

30，
000，
000.00

10，
202，
328.15 40，
202，
328.15

29，
000，
000.00

7，
927，
045.22 36，
927，
045.22

5
6

无抵押物
永安市南区巴溪大道西侧汽车物流中心1-3号楼一层商用房抵押,建筑面积2178.87平方米、
分摊土地
使用权面积575.55平方米
永安市永星小区商用房房产，
建筑面积1505.17平方米，
土地面积182.88平方米

永安市南区巴溪大道西侧汽车物流中心4号楼一至五层的商服用房的房产，
建筑面积3598.38平方米，
土地面积817.31平方米
抵押物1：
:永安市含笑大道1188号8幢1059号一层商业服务的房产，
总建筑面积1820.06平方米，
土地
华夏（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安市诚上置业有限公司、
郑诚松、
薛
面积426.82平方米;抵押物2：
:永安市城区含笑大道9间一层商业服务用房房产，
建筑面积372.79平方
从海、
郑小力、
鲁善林、
姜利琴、
刘红、
朱金锌、
三明市永星房地产开发有
米，
土地面积87.44平方米;抵押物3：
永安市湖滨路1048号、
1056号、
1058号、
1066号、
1068号、
1070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号、
1076号商业服务用房，
建筑面积589.35平方米，
土地面积66.81平方米
永安燕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三明市梅列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
无抵押物
黄福添、
朱金淋、
刘月果、
朱金锌、
刘红、
黄承鸿、
邓绍芳
福建鑫科置业有限公司、
刘宗厚、
邓琳、
许传福、
杨华、
郭安宁、
林青水、
苏 永安市城区南山二路166号的31套别墅性住宅和62个车库,建筑面积10779.61平方米，
土地面积
小琳、
赖贞旺、
苏翔、
黄承鸿
3232.22平方米
永安燕江国际大酒店主楼负一层，
2至20层，
总建筑面积为27640.22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永安燕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黄福添、
文秀英、
邱祥发、
刘德翠、
黄承鸿
2036.76平方米，
第二顺位抵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