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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迴避權力利益調整
劉鶴撰文闡述機構改革深意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昨日在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化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是一場深刻變革》的署名文章，闡

述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五個鮮明特徵。文章說，改革的深度具有

革命性。這次改革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就在於不迴避權力和利益調

整，而是要對現有的傳統既得利益進行整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

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
大報告中就深化機構改革作出重要

部署，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研究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問題並作出決定。

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核心
決定明確指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
在「準確把握這場深刻變革的鮮明特
徵」部分中，文章指出，加強黨的全面
領導是核心問題。決定明確提出，加強
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是深化黨
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為完善堅
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一是建立健全
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二是強

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
三是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四是
統籌設置黨政機構，五是推進黨的紀律
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
文章指出，改革範圍的全面性是突出

特點。與以往機構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機
構和行政體制不同，這次機構改革是全
面的改革，包括黨、政府、人大、政
協、司法、群團、社會組織、事業單
位、跨軍地，中央和地方各層級機構。
除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外，一
是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二是
統籌黨政軍群機構改革，三是合理設置
地方機構。

對傳統既得利益進行整合
文章說，改革的深度具有革命性。這次

改革之所以具有革命性，就在於不迴避權

力和利益調整，而是要對現有的傳統既得
利益進行整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
文章表示，改革的設計體現了科學

性。科學性是關係到整個改革方案是否
符合實際需要、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從
而決定改革成敗的關鍵。針對中國機構
編制科學化相對滯後，一些領域權力運
行制約和監督機制不夠完善等問題，決
定堅持優化協同高效原則，強調必須優
化黨和國家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
文章指出，改革的成果要法定化。決

定指出，機構編制法定化是深化黨和國
家機構改革的重要保障。針對中國機構
編制規範化、法定化相對滯後，機構編
制管理方式有待改進等問題，決定明確
要求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要依法管理
各類組織機構，加快推進機構、職能、
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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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之路
1981年

工作部門：100個（含部、委、局、辦，下同）

第一次 1982年

部 門：100個減至61個

人 員：5.1萬人減至3萬人

改革目標：精簡領導班子，幹部年輕化

部分內容：規定各部門職數、年齡、文化
結構，減少副職

第二次 1988年

部 委：45個減至41個

人 員：減少逾9,700人

大 背 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目標：轉變政府職能

部分內容：調整、減少工業專業經濟管理
部門（例如：煤炭工業部+石油
工業部+核工業部=能源部）

第三次 1993年

部 門：86個減至59個

人 員：減少20%

改革目標：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

部分內容：中紀委、監察部合署辦公

1988年至1993年間，由於經濟過熱，機
構再次膨脹

第四次 1998年

部 門：40個減至29個

改革目標：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
為規範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

部分內容：撤銷了15個部委，新建4個部
委，更名3個部委

（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門經濟部門）

第五次 2003年

部 門：29個減至28個

大 背 景：加入世貿組織

改革目標：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部分內容：建立了國資委、銀監會，組建
了商務部

第六次 2008年

部 門：28個減至27個

改革目標：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
門制度

部分內容：新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
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
建設部

第七次 2013年

部 門：27個減至25個

改革目標：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係，穩
步推動大部門制改革

部分內容：實行鐵路政企分開，組建衛計
委、食藥監局、廣電總局，重
新組建海洋局及能源局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兩會議
程過半，國際媒體持續聚焦「兩會時間」。外
媒重點關注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承諾。
巴基斯坦新聞網站UrduPoint分析指出，中

國有深化改革的決心。其文章稱，改革開放是
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關鍵一招。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刊文指出，40年
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每一步都「來之不
易」。該報認為，在金融改革和開放方面，中
國遵循了漸進式改革的基本思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兩會報
道）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國家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等13個部門的相關
職能將予以整合，組建全新的應急管理
部。記者昨日在安監總局門口看到工作
人員紛紛在門口拍照留念。多位專家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今次
整合力度前所未有。新組建應急管理部
有利於緊急事件的統一指揮應對、高效
協調處理和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同時，
由於整合力度空前，改革還有大量工作
需要穩步推進。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祁凡驊表示，應急管理部是針對
政府的響應能力來設立的，整合了9個
部委的相關應急職能和國務院4個部門
的協調指揮職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祁凡驊表示，隨着社會對發展節奏加
快，緊急事件越來越多，對政府的響應
能力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有些緊急
事件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問題，甚至是國
際問題，這就需要協調應對，在事前預
警、事中反應和事後救助方面都需要具
備較高的專業水平。專業化應急系統的

設立，肯定會為中國的應急管
理水平提供更好的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

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王叢虎表示，此前全國各地設
立應急管理方面的辦公室歸屬
不太統一，且只是一個協調機
構，沒有直接指揮和處置權，
這與突發事件發生後所要達到
的及時、有效的效果相悖。今次成立應
急管理部顯然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
高效、統一，才能解決突發事件，及時

調配到各種資源和物資。另外，從國際
上看，許多國家也有類似職能整合部
門，值得借鑒。

外媒：中國改革每一步都來之不易應急管理部整合13部委部門職能

■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工作人員在門口拍照
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
道）中國昨日披露國務院機構改革方
案，還提出將整合原屬於國務院直屬事
業單位的中國銀監會和保監會，組建中
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銀保監管委員會」）。對此中國人民
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昨日表示，此次金
融監管體制改革，組建「銀保監管委員
會」，是順應內地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
趨勢；將銀行業、保險業法律法規和審
慎監管制度的擬定職責歸入中國人民銀
行，表明發展與監管職能分離的趨勢，

有利於監管部門專注於監管執行；未來
央行統籌規劃、監管、立法的地位日益
突出。

銀行成保險銷售重要管道
徐忠認為，銀行與保險統一監管是順

應綜合經營趨勢的必然選擇。中國金融
業綜合經營已成趨勢，銀行與保險深度
合作、融合發展的特徵明顯。銀行與保
險產品功能交叉趨同，壽險產品除了傳
統的保障功能外，發展出與銀行存款類
似的儲蓄功能，成為「儲蓄壽險」。同

時，銀行已成為保險銷售的重要管道。
徐忠認為，銀行與保險在監管理念、

規則、工具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對監管
資源和監管專業能力也有相近的要求。

統一有利監管質量和效率
徐忠認為，銀行與保險統一監管有利

於集中整合監管資源、發揮專業化優
勢，尤其是地方保險監管人才匱乏，統
一監管有利於提高監管的質量和效率。
另外，徐忠指出，近年暴露的一些金

融亂象和微觀局部金融風險，身兼發展

與監管兩職的監管部門目標衝突是重要
原因。此次金融管理體制改革，分離發
展與監管職能、分離監管規制與執行，
使監管者專注於監管執行，提高監管的
專業性有效性。
徐忠表示，未來央行的職責主要是，

統籌金融業發展規劃、金融業立法和金
融業併購重組及對外開放的安全審查，
未來由中央銀行負責重大金融監管規則
制定，包括制定跨市場交叉性金融產品
的監管規則、統一同類產品監管標準和
規則等。

組「銀保監管委」銀行保險綜合經營

■昨日，十
三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
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
第四次全體
會議，聽取
了關於國務
院機構改革
方 案 的 說
明。

中新社

■■劉鶴於今年劉鶴於今年11月月2424日日
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
壇上發表演講壇上發表演講。。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兩會報
道）中國將組建自然資源部。新機構將
整合國土資源部的職能，以及國家發改
委、住建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林
業局、國家海洋局、國家測繪地理信息
局等7個部門的部分職責，實現山水林
田湖草整體保護。對此，相關學者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大刀闊斧地將多個
部門重組，有效避免了職能交叉與重
疊，有利於中國自然資源的整體開發利
用與保護。
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新成
立自然資源部，將國土資源部的職責，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組織編制主體

功能區規劃職責，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
城鄉規劃管理職責，水利部的水資源調
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農業部的草原
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國家林
業局的森林、濕地等資源調查和確權登
記管理職責，國家海洋局的職責，國家
測繪地理信息局的職責整合，組建自然
資源部，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自然資
源部對外保留國家海洋局牌子。不再保
留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局、國家測繪
地理信息局。

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整體治理
針對組建自然資源部，國務委員王勇

當天指出，為統一行使全民所
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
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
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着力
解決自然資源所有者不到位、
空間規劃重疊等問題，實現山
水林田湖草整體保護、系統修
復、綜合治理。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王靜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指出，對國土資源部進行大部制改
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是沒有想到，整
合力度如此之大，可以說從根本上理清
了國土、住建、林業、農業等部門在實
際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隱患。

王靜稱，由於中國的各類自然資源管
轄過於分散，確實存在職能交叉打架的
情況，統籌規劃也缺乏一個頂層設計，
現在整合為一個機構，尤其是將前期的
勘察與規劃職能合併在一起，將有利於
中國自然資源的整體開發利用與保護。

自然資源部統籌管轄開發保護

■國務院有關機構撤銷消息一出，不少工作人員與
機構牌匾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