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4日
编辑：张琪

美编：晓莉

星期三

组版：继红

A06

壹读

释放创新活力，跑出中国“加速度”

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拟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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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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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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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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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说，此项改革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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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科技

优化创新引擎
“第一动力”有劲头

的使命，一个是求真，一个是求
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
须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双轮驱动”，促进科技与经济
的结合，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
效应。
一线科技工作者认为，改
革有利于理顺科研经费的支持
和管理，节省研究人员到处“跑
项目”的精力和时间，既可以避
免“热门”方向和项目重复立项
和重复支持现象，也可以避免
有些虽然重要但眼下不是“热
点”的研究方向得不到有效支
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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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明确重新
组建后的科学技术部的主要职
责。
“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在科技方面的统筹和提升非常
有魄力，让人深感振奋——
— 我
们正步入创新发展、大有可为
的新时代。”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
究员吴季说，此次机构改革有
利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在基础研
究方面统筹，期盼着国家加大
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基础
研究，引导科研人员瞄准重大
科学前沿，早日实现突破。

中国要实现新旧动能转化，真正强大起来，关键在于能否走上创新
驱动的发展道路。此次机构改革优化了创新引擎。一方面，重组科学技
术部，加强、优化、转变政府科技管理和服务职能；另一方面，重组国家
知识产权局，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让“第一动力”更有劲头。

从对外援助到发展合作，体现更广视野

统筹多个领域，将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
【拟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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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职责
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
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
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
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援外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
相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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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华荣
说，很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
过程中，都非常希望参与到国
家的对外援助和相关公益项目
中。加强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

谋划和统筹协调，改革优化援
外方式，将进一步彰显中国的
负责任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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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一
路”合作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开
放性和普惠性，提高了广大发
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
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多年来，中国在致力于自
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
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受援国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
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中国的对外援助，推
动了南南合作，发展巩固了中
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
系，实现了互利共赢。

我国成“移民目的国”，来华工作受欢迎

外籍人士多了，管理服务都要加强

【拟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方案提出
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整合，
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组建国家移民管理
局，由公安部管理。
■主要职责
协调拟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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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外国人
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
牵头协调“三非”外国人治理和非法移民遣返，负
责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国（境）服务管理，承担移民
领域国际合作等。

本报综合消息 13 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
议的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提出，组建由公安部管理的国
家移民管理局，负责外国人停
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
管理、国籍管理等。
机构改革方案显示，拟组
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公安
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
责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
调机制。据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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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
主要职责包括，
协调拟定移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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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
居留管理、
难民管理、
国籍管理，

(非法入境、非
牵头协调“三非”
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
和非法移民遣返，
负责中国公民
因私出入国(境)服务管理，
承担
移民领域国际合作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
当前，中国逐渐成为有吸引力
的“移民目的国”，2015年3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中国
国际移民报告(2015)》，报告援
引数据显示，2013 年居住在中
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已达到
84 . 85 万 人 ，近 十 多 年 的 年 均
增长率为3 . 9%。
近年来，中国也在不断加
强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的管理
服务工作，出台了《关于加强外
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
见》等文件，全面启动实施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等。2016
年6月，中国还正式加入国际移
民组织。

葛改革速览

组建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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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