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

國家計算機網絡與
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歸為

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央網絡安全和
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

管理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中央組織部國家公務員局
（對外保留國家公務員局牌子）

統一管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
辦公室、統一管理公務員工作

歸口

併入
不再保留單設的

監察部

國家預防腐敗局

不再保留

最高人民檢察院
（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
防職務犯罪等反腐敗相關職責）

國家監察委員會不再保留
組建

（同中紀委合署辦公）

深化黨中央機構改革示意圖

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組建 （辦公室設在司法部）

中央審計委員會組建 （辦公室設在審計署）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改為

改為

改為

改為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中央財經委員會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組建 （秘書組設在教育部）

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不再保留

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
不再保留

組建

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

中央黨校
新的中央黨校

組建

國家行政學院
（國家行政學院）

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央文獻研究室

不再保留

中央編譯局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不再保留
組建

（對外保留中央編譯局牌子）
不再保留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中央宣傳部
（對外加掛國家新聞出版署（國
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牌子）

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工作、電影工作

新聞出版、
電影管理職責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事務局

（對外保留國家宗教事務局、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牌子）

統一領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統一管理宗教及僑務工作

歸口

併入
不再保留單設的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併入

不再保留單設的

中央政法委員會

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
委員會及其辦公室不再設立 有關職責交由

中央維護穩定工作
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不再設立 有關職責交由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及其辦公室

中央維護海洋權益
工作領導小組不再設立

有關職責交由

中央政法委員會、
公安部

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
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 職責劃歸

方案提出，為加強黨對機構
編制和機構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
，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將
作為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的辦事
機構，承擔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
日常工作，歸口中央組織部管理
。此外，為更好落實黨管幹部原
則，加強黨對公務員隊伍的集中
統一領導，中央組織部將統一管
理公務員工作，不再保留單設的
國家公務員局。

不再保留單設國家公務員局
方案指出，調整後中央組織

部在公務員管理方面的主要職責
是，統一管理公務員錄用調配、
考核獎懲、培訓和工資福利等事
務，研究擬訂公務員管理政策和
法律法規草案並組織實施，指導
全國公務員隊伍建設和績效管理
等等。

方案還提出，為加強黨對新
聞輿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中
央宣傳部將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工
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
聞出版管理職責劃入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新聞
出版署（國家版權局）牌子。此
外，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電
影管理職責亦劃入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國家電影局
牌子。

調整後，中央宣傳部將管理
擬訂新聞出版業的管理政策並督
促落實，管理新聞出版行政事務
，以及電影行政事務，指導監管
電影製片、發行、放映工作，組
織對電影內容進行審查等等。

根據改革方案，中央統戰部

將統一領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統一管理宗教工作和僑務工作
。國家民委仍作為國務院組成部
門。調整後，中央統戰部在此方
面職責為貫徹落實黨的民族工作
方針，研究擬訂民族工作的政策
和重大措施，協調處理民族工作
中的重大問題，根據分工做好少
數民族幹部工作，領導國家民委
依法管理民族事務，全面促進民
族事業發展等。

在宗教工作方面，將全面貫
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
中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統籌統
戰和宗教等資源力量，積極引導
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將
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
。中央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家宗教
事務局牌子。

對外保留宗教局國僑辦牌子
調整後，中央統戰部將貫徹

落實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政
策，研究擬訂宗教工作的政策措
施並督促落實，統籌協調宗教工
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務，保
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
教活動等等。不再保留單設的國
家宗教事務局。

此外，國僑辦將併入中央統
戰部，對外保留國僑辦牌子。調
整後，中央統戰部將統一領導海
外統戰工作，管理僑務行政事務
，負責擬訂僑務工作政策和規劃
，調查研究國內外僑情和僑務工
作情況，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和社
會團體涉僑工作，聯繫香港、澳
門和海外有關社團及代表人士等
等。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僑辦。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趙一存北京報道

新華社21日發布消息稱，中共中央近日印發了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中組
部將統一管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及公務員
工作，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公務員局。而中宣部將
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及電影工作，國家新聞出版廣電
總局的新聞出版和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央宣傳部。
另外，統戰部統一領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並統
一管理宗教工作和僑務工作。

中宣部擴容 統管新聞出版電影
3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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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
京報道：21日公布的《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為加
強黨對政法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
治理等工作的統籌協調，加快社
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不再設立
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及
其辦公室，有關職責交由中央政
法委員會承擔。調整後，中央政
法委員會將匯總掌握社會治安綜
合治理動態，協調處置重大突發
事件，研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
關重大問題，提出社會治安綜合
治理工作對策建議等。

方案還提出，為強化維穩工
作的系統性，推進平安中國建設
，不再設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
導小組及其辦公室，有關職責交
由中央政法委員會承擔。調整後

，中央政法委員會將統籌協調政
法機關等部門處理影響社會穩定
的重大事項，協調應對和處置重
大突發事件，了解掌握和分析研
判影響社會穩定的情況動態，預
防、化解影響穩定的社會矛盾和
風險等。

此外方案提出，將防範和處
理邪教工作職責交由中央政法委
員會、公安部承擔。調整後，中
央政法委員會將協調指導各相關
部門做好反邪教工作，分析研判
有關情況信息並向黨中央提出政
策建議，協調處置重大突發性事
件等。公安部主要職責是收集邪
教組織影響社會穩定、危害社會
治安的情況並進行分析研判，依
法打擊邪教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
等。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
京報道：21日公布的《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為加
強黨中央對法治中國建設的集中
統一領導，更好落實全面依法治
國基本方略，組建中央全面依法
治國委員會，負責全面依法治國
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
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作為
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委員
會辦公室設在司法部。

依據改革方案，中央全面依
法治國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統
籌協調全面依法治國工作，堅持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
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研究
全面依法治國重大事項、重大問
題，統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協調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等。

方案還提出，為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海洋權益，更好統籌外
交外事與涉海部門的資源和力量
，不再設立中央維護海洋權益工
作領導小組，有關職責交由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及其辦公室承擔
，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內設維護海洋權益工作辦公室。
調整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及
其辦公室將收集匯總和分析研判
涉及國家海洋權益的情報信息，
協調應對緊急突發事態，組織研
究維護海洋權益重大問題並提出
對策建議等。

方案提出，組建中央教育工
作領導小組，作為黨中央決策議
事協調機構，秘書組設在教育部
。此外，將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
學院的職責整合，組建新的中央
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作為黨
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同時，將中
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央編譯局的職責整合，組建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
京報道：21日公布的《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為加
強黨中央對審計工作的領導，構
建集中統一、全面覆蓋、權威高
效的審計監督體系，更好發揮審
計監督作用，組建中央審計委員
會，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
構。中央審計委員會辦公室設在
審計署。

中央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
是，研究提出並組織實施在審計
領域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
設方針政策，審議審計監督重大
政策和改革方案，審議年度中央
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支出情況審
計報告，審議決策審計監督其他

重大事項等。
方案還提出，將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
分別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
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

今後，4個委員會將負責相關
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
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
促落實。它們的辦事機構分別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辦公室、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

政法委增維穩反邪教職責

中組部管公務員 統戰部掌民族宗教僑務工作

組審計委 更好發揮監督作用

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

【大公報訊】《人民日報》21
日發表評論文章《把牢機構改革落
腳點》。文章指出， 「希望通過這
次機構改革，讓老百姓得到更多實
惠」、 「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把
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力充分調
動起來」……全國人大審議批准的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和兩會期間公
布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的決定》，一時成為輿論
關注的焦點。

改革開放40年，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史，亦是一部老百姓生活的改
善史。從1982年到2008年，黨政機
構完成了從 「計劃經濟條件下」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

能轉身，也為普通個體搭建起多元
發展的舞台、築牢生活保障的根基
。2013年，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總局曾引發廣泛關注。有
網友評論：從吃飽到吃好，監管機
構的變革恰與老百姓生活所需完美

相遇。這樣的邂逅並非巧合，乃是
機構改革為民解憂的題中之義。

如果改革是把鑰匙，那麼在不
同時代，則需打開不同的門鎖。黨
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的局
部調整未有停歇。守護數字時代的
安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
小組應運而生；把權力關進制度的
籠子，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已在路上
。肩負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感
受到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渴望，5
年多來有成績也有啟示：只有緊跟
時代、聚焦問題，才能用好機構改
革這把利刃。金融創新層出不窮，
如何加強監管為個人投資保駕護航
？大數據方興未艾，如何打破信息
孤島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務？自然
資源分散而脆弱，如何實現統一協
調保護，為子孫後代留下綠水青山
？新時代面臨新任務新挑戰，以機
構改革打通體制機制的 「任督二脈
」，許多民生問題或可迎刃而解。

機構改革打通任督二脈劍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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