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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
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
全体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国务院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
明。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
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
席2962人，缺席18人，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建国作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
明。 李建国说，制定监察法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
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
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总结党的十
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新形
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
障的现实需要；是坚持党内监督与
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
色监察道路的创制之举；是加强宪
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

循以下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
持一致；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四是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
法。
李建国说，监察法草案共分9
章， 包括总则、 监察机关及其职
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
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
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法律
责任和附则，共69条。 包括7个方
面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监察工作
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 二是明
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三是
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职责；
四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五是赋予监
察机关必要的权限； 六是严格规
范监察程序； 七是加强对监察机
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审议
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指
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明确要求深化机构和行政
体制改革。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同意将其中涉及国务
院机构改革的内容提交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 现将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 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王勇
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
明。 王勇说，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
的具体内容如下，一是关于国务院
组成部门调整， 组建自然资源部，
组建生态环境部， 组建农业农村
部，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退役军人事
务部，组建应急管理部，重新组建
科学技术部， 重新组建司法部，优
化水利部职责， 优化审计署职责，
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
监察委员会；二是关于国务院其他
机构调整，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
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
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新组建
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改革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
王勇指出，总的看，这次国务
院机构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 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
则，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优化
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理顺了职责关系。 改革后，国务院
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
减少7个。 通过改革，国务院机构
设置更加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更
有效率， 必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有
力组织保障。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十三
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
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
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
表决办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十三届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曹建明主持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
王东峰、王国生、李伟、林铎、黄志
贤、谢伏瞻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
座。
■新华社

广东拟出台化妆品安全条例
擅自销售分装化妆品属违法行为
记者日前从广东省法制办了解
到，广东拟出台《广东省化妆品安全
条例》， 条例规定了网售化妆品要实
名，擅自销售分装、配制化妆品属违
法行为。
征求意见稿规定， 禁止销售的化
妆品包含14类，包括未取得化妆品生
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或者超出许可范

围生产的化妆品、 化妆品经营者擅自
分装、配制的化妆品等。 规定明确，将
上述产品提供经营性服务或者作为促
销赠品、有奖销售活动奖品的，视同经
营行为。 网络化妆品交易平台提供者
应当对进入平台的化妆品经营者进行
实名登记和经营资格审查。 网络化妆
品交易平台提供者如违反该项规定，

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
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许可证。
公众可以在2018年3月28日前
登录广东省法制办官网，对征求意见
稿提出意见。
■新华社

我国将在
食品消费品等领域
开展高端品质认证
国家认监委副主任刘卫军
13日说， 国家认监委将在食品
消费品、装备制造、服务业等领
域推行绿色有机、智能家电、物
联网产品、健康服务、养老服务
等高端品质认证， 满足消费升
级需求。
国家认监委与京东集团联
合举办的“质量认证上京东”活
动13日在京举行。 在活动上，国
家认监委信息中心与京东集团
签署质量认证合作备忘录，双
方将开展质量认证数据对接校
验、 获证商品监督预警等方面
合作。 刘卫军说，将继续与各大
电商平台、 行业协会等合作推
动质量认证的应用， 充分发挥
质量认证传递信任、 服务发展
的作用， 增强消费者对质量认
证的认知度和获得感。
此外， 国家认监委还将开
展“认证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集中打击非法认证、虚假认证、
买卖证书等行为； 开展认证服
务地方行业行动，在各地方、各
行业创建一批质量认证示范区
（点）和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
平台， 助力区域和行业质量品
牌建设。
■新华社

吴圩小区回迁安置公告
淮安市吴圩小区多层已具备回迁安置条件。 淮安市清江浦区黄码
乡吴圩村村庄集中整治工程、 吴圩安置小区及宁淮合作项目周边环境
整治、清江浦区枚皋西路周边村庄环境整治和淮安市创业路（吴圩段）
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项目拆迁被拆迁户回迁安置工作定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上午 7：30 在清江浦区吴圩小区举行 （具体时间安排详见公示
栏）。淮安市创业路建设工程项目及上述地块中安置在高层的可先选楼
幢号，待高层符合交付条件时再结算。届时请回迁安置权属人持有效身
份证、 安置房安置凭证、 预缴款合同等相关证件准时参与回迁安置选
房。 逾期作放弃回迁安置打分选序处理，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淮安市清江浦区吴圩小区回迁安置指挥部
2018 年 3 月 14 日

淮阴区月亮湾桂花园东苑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淮安园兴投资有限公司向我局申报月亮湾桂花园东苑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该项目位于淮阴区佟洼路北
侧、飞耀路西侧，总用地面积66092.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9465.5平方米（含地下建筑面积42811.93平方米），容积
率2.22，建筑密度20.88%，绿地率30%。
现通过《淮海晚报》、市规划局网站和项目现场对该方案进行批前公示（详见总平面方案），变配电房、消防、垃
圾收集等市政配套设施具体位置以管线综合规划为准。公示时间从2018年3月14日至2018年3月27日。如果对方案
有不同意见或好的建议，请于2018年3月27日前以书面意见反馈至淮安市规划局淮阴分局，或者向淮安市规划局
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淮阴分局联系人：郭晓峰 程 琼
联系电话：84916245 传真：0517-84922879
邮编：223300
联系地址：淮安市淮阴区樱花路11号
市规划局法规处联系人：缪 源 联系电话：83660127
规划局网站：http://ghj.huaian.gov.cn/
淮安市规划局
2018年3月13日

淮安市首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变）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 AA 企业
受委托人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下午 3 点在淮安市
西大街 116 号对下列标的依法进行公开拍（变）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变）卖标的：
1.淮安市东壹区 B 幢 708 室，建筑面积：60.5 平方米，用途：住宅
式公寓。 拍卖参考价：90 万元；
2.淮安市洪泽区“淮安伟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两台层压机
及部分接线合体。 变卖参考价：4.5 万元左右；
二、报名、咨询、看样：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下午 5 点接受
报名、咨询、看样。报名时须缴纳竞买保证金：标的一：10 万元；标的二:
1 万元。 报名时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标的一还需提供淮安市区购房
证明。
报名地址：淮安市西大街 116 号 电话：051780770196（朱先生）
淮安市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