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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2018 年 3 月 13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

各位代表：
我受国务院委托，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向大会作说明，
请予审议。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作
出重要部署，要求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
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要
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一、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
（一）组建自然资源部。为统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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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和生
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
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
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方案提出，将国土资源部的
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
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水利部的水
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农业部
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
国家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
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海洋局的职
责，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职责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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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发展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
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
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统筹推进

组建自然资源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
门。自然资源部对外保留国家海洋局
牌子。其主要职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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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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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整合分散的生
态环境保护职责，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
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加
强环境污染治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建设美丽中国，方案提出，将环境保护
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应

党政军群机构改革作出了全面安排部署，深化国
务院机构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总的考
虑是，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坚决破除制约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
能，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着力推进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构建
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
府执行力，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如下。

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国土资源部的
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责，水利部的编
制水功能区划、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
水环境保护职责，农业部的监督指导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国家海洋局的海
洋环境保护职责，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南水北调工程项
目区环境保护职责整合，组建生态环境
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生态环境部
对外保留国家核安全局牌子。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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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
（三）组建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
题。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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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
职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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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农业部的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
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
不再保留农业部。
（下转 A04 版）

关于开展公交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公告
广大兰州市民朋友：
受兰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委托，按
照“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要
求，根据《兰州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绩效
考核管理办法（试行）》，
从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兰州晨报社将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面向社会开展兰州公交
乘客满意度调查工作，
广泛征求市民群众
对城市公交运营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
调查使用的《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调查表》及其调查方式、内容权重、计算
方法都将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公交都
市 考 核 评 价 指 标 体 系》的 相 关 要 求 执
行。调查结束后，我们将及时公开发布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调查表
序号

满意度
调查内容
候车时间长度
换乘便捷度
服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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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卫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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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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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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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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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调查结果，接受全社会监督。
调查期间，市民可通过以下三种方
式参与调查测评：
1、网络投票。市民可扫描《兰州晨
报》版面上的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也可
以通过《兰州晨报》官方微信的链接进入
投票页面，点击投票或留言。同时，市区
各公交站牌也将张贴公告，市民可扫描
公告上的二维码进入投票页面投票和留
言。每个 IP 只能投一票。
2、拨 打 热 线 。 每 天 9:00- 16:00，
市民可拨打兰州晨报 96555 热线，提出
对兰州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建议，我们将
认真接听和记录，并如实向兰州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反映。
3、现场问卷。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
在市内各大公交站点和公交车厢内向
乘客发放问卷，
进行现场随机调查，
收回的
有效调查问卷将不少于市区人口的万分之
三。同时，
我社还将向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离退休老同志、
中小学生、
新闻媒体、
企业团体等群体进行问卷调查。
真诚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测评调
查，分享您的出行乘坐体验，客观评价公
交服务水平，提出中肯宝贵意见，携手共
同促进城市公交发展再上新台阶。
兰州晨报社
2018 年 3 月 12 日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指标说明
候车环境 1.0、车内卫生环境 1.0。
1.指标定义：统计期内，公交服务质量乘客满意度
注：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调查表》及《公共交通乘
调查有效调查问卷的平均得分率。
（单位：
%）
客满意度指标说明》来自《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交都
2.计算方法：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单份有效 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通知>》
（交运发[2013]387号）。
调查问卷得分)/(有效调查问卷总数×100)×100%
其中：单份调查问卷得分=∑（单项调查内容得
分×调查内容权重）
3.调查范围及方式：
随机问卷调查，
每季度 1 次，
需
保证有效调查问卷总数不少于市区人口的万分之三。
4.单份调查问卷得分计算方法：
每项调查内容分为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四个等级。优秀为 10 分，
良好
为8分、
合格为6分，
不合格为0分，
单份调查问卷得分为
各项调查内容得分与权重的乘积之和，
满分为100分。
5.调查内容权重：候车时间长度 2.0，换乘便捷度
2.0、服务态度 1.5、出行信息服务 1.5、乘车舒适度 1.0、
扫描二维码进入调查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