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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稳
妥推进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在全面完成中央“规定
动作”的同时，突出重庆直辖市特点，紧扣市情，因地
制宜搞好“自选动作”，市级机构改革呈现六大看点。

一、优化机构职能推动政府履职更加协同高效

此轮改革重点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
村、文化旅游、住房建设、水利等领域机构职能进
行重组、优化。以自然资源管理为例，此轮改革不
仅对相关部门的山水林田各类自然资源调查确权
等管理职责进行整合，同时还整合了市规划局空
间规划、市国土房管局国土资源规划、市发展改革
委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改革后将解决空间规划
的重叠，实现“多规合一”，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实施统一的规划保护。

再如，在水利管理方面，整合了市水利局、市移民
局分别行使的水库管理职责，原市移民局的三峡水库
重庆库段管理职责交由市水利局承担，建立健全全市
水库、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体制，提升管理效率。

二、聚焦重点领域建立完善监管体制机制

除按照中央统一要求，推进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综合执法改革外，此轮改革还结合地方实际，建立完
善金融业、招投标等行业监管体制。在整合市金融
办职责，市商务委商业保理、租赁、典当等管理职责
基础上，组建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为加强地方金
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打牢基础。

将分散在发展改革、交通、水利、农业、商务等
10多个部门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的监督管理执
法职责整合，组建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集
中负责招投标监管职责，从体制机制角度加快解决
监管职能分散、监管方式不同、处罚尺度不一、监管
不到位等问题，推动实现重庆公共资源交易的规
范、健康发展。

三、组建“两局一办”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筑平台

为全方位、高层次推进对外开放，此轮改革组建
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将为打造高起点、高水
平、创新型的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提供体
制保障。

整合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政府办
公厅的物流发展规划、口岸、物流管理等职责，组建
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着力解决全市物流业发
展涉及部门多、资源分散、合力不足等问题，加快推
动我市建成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开放高地建设。

整合商务、外事侨务、发展改革等部门的对外
援助、外商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等职责，组建市
招商投资促进局，强化对全市招商投资促进工作的
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四、完善生态环保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此轮改革将市环保局的职
责同市发展改革、国土、水利、农业等部门的应对气候
变化和减排、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农业
面源污染治理等职责进行整合，组建市生态环境局，统
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职责，解决过去
生态环保监管职责分头管理、合力不够等突出问题。

同时，重庆把生态环保与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
结合起来，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在开发中保护、在保
护中开发。组建了市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领导小组，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

五、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引领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走
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此轮改革整合了经济信息、
发展改革等部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化、社会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智慧城市建设等职责，组建市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为深入实施国家创新发展
战略、信息化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
发展，优化创新引擎提供坚实保障。

六、实施能源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
问题不仅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也关系到国家安全、外交战略。为了解决我市
能源管理职责分散、统筹协调力度不够等体制机制
问题，此轮改革进一步整合了发展改革、煤炭工业
管理等部门的能源管理职责，组建市能源局，将有
利于构建形成统一对上对外的能源工作新格局，为
全市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因地制宜推进市级机构改革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

月23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正式挂牌。

按照《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要
求，重庆组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的职责，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房屋
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作为市政府组成部
门。不再保留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接下来，市住建委将聚焦我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进一步深化
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为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提供坚强的体制机
制保障。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挂牌仪
式。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挂牌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23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正式挂牌。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方面表
示，该局挂牌成立，体现了重庆贯
彻落实中央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也体现了重
庆加强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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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该局将按照《重庆市
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在市委市政
府统一领导下，抓好本部门改革的
具体实施工作，做到抓改革和开展
日常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各项工
作有序衔接。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挂牌仪
式。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挂牌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
月 23 日，重庆市交通局正式挂
牌。

根据《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
要求，将原市交通委员会更名为市
交通局，将原市农业委员会的渔船
检验和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市交通
局，将原市交通委员会工程建设项
目招投标的监督、管理、执法职责
划入新组建的市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局。

接下来，重庆市交通局将对标
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
“四个扎实”要求，把交通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作为主攻方向，扎实
推进交通各项任务，加快建设国际
性综合交通枢纽和交通强国示范
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交通支撑。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挂牌仪
式。

重庆市交通局挂牌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10
月23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正式
挂牌。

按照《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
要求，组建市生态环境局。将市
环境保护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应对气候变化和
减排职责，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

责，市水利局的编制水功能区划、
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
护职责，市农业委员会的监督指
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职责等整
合，组建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市政
府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市环境保
护局。

副市长陆克华出席挂牌仪
式。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挂牌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
位：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根据党中央批准的《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改革方案》），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
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国发
〔2018〕17号）精神，平稳有序调整我市政府规章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开展工作，推进市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
高效，现就市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现行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
《改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
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政府规章尚未修改或者废
止之前，调整适用有关政府规章的规定，由组建后的
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

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
继续承担。

区县（自治县）政府有关部门承担政府规章规定
的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二、政府规章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
负有批准、备案、复议等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的，上级
行政机关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
整到位的，由《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级行政
机关履行有关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三、实施《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政
府规章，或者需要由市政府作出相关决定的，市政府
有关部门要抓紧清理，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市政
府立法工作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组织实施。

四、实施《改革方案》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市级行政
规范性文件的，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抓紧清理，及时修
改或者废止。相关职责已经调整，原承担该职责和工

作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涉及职责和
工作调整的有关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之前，由承接
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执行。

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因实施机构改革需要进行
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并依照法定程序报行政
规范性文件备案机关备案。

五、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
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和开展工作的连续性、稳定
性、有效性，特别是做好涉及民生、应急、安全生产等
重点领域工作。上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
关的监督指导，划入、划出职责的部门要主动衔接，加
强协作，防止工作断档、推诿扯皮、不作为、乱作为，切
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3日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机构改革
涉及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23日，新组建的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
着我市文化旅游体制改革迈出实
质性、关键性的第一步，必将推动
全市文化旅游产业谱写时代新篇
章，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
版和文化强市。

按照《重庆市机构改革方
案》，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作
为市政府组成部门，将整合原市
文化委员会和原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职责，加挂市文物局牌子。不
再保留市文化委员会、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任刘旗表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
作出的重大政治决策。我市组建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是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重庆改革
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着眼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
将对全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具有
里程碑意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文化资源为旅游业输
送着深厚、持久、最具魅力的元素，
旅游又是传播文明、加强交流、增
进友谊的桥梁和纽带。二者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实现互动、互促、
互融，是“诗”与“远方”的完美结

合，也将产生1+1>2的复合化学
反应。

刘旗表示，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班子成员和全市“文旅
人”将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
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
做到文化和旅游工作在大局下谋
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事上作
为。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四个自
信”，以改革的意识、改革的精神、
改革的担当，夙兴夜寐、忠诚履
职、务实创新，全力以赴抓好文化
旅游机构改革任务落实，确保各
项任务有序推进。

刘旗表示，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将深度挖掘重庆文
化旅游资源，切实用文化提升
旅游品位，让更多文化资源、文
化要素转化为旅游产品，用文
化的养分滋养旅游，丰富旅游
的内涵、拓展旅游的空间，切实
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创新发展。坚持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的原则，让价值导
向、市场取向和文旅志向高度
契合，全面提升我市文化软实
力和影响力，全力打造旅游业
发展升级版，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唱响“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让八方游客在
重庆“行千里·致广大”，把重庆
建设成为文化强市和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

副市长潘毅琴出席挂牌仪
式。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挂牌
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和文化强市

“杨工，您别走了，请到察
隅县帮扶吧！”“杨工，您要是
还能到墨脱那多好啊！”“杨
工，我申请您到波密县公司帮
扶！”……

一年半的帮扶，国网重庆经
研院规划评审中心党员、红岩党
员服务队队员杨洪钦以扎实的
专业功底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收
获了藏区人民满满赞誉。

2017年4月，杨洪钦背负
行囊奔赴雪域高原西藏林
芝。林芝辖内墨脱、察隅和波

密三县属国家深度贫困地区，
为了扭转电网长期落后的局
面，杨洪钦先后三进察隅、五
进墨脱、八进波密，不惧雪崩、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深入实地
了解藏区人民用电需求，查勘
各级电网，累计行程1.7万余
公里，储备规划项目19亿元，
绘制完成首套林芝市110千伏
及以下电网地理接线图。付
诸实施后，墨脱、察隅和波密
县域孤网问题将得到彻底解
决。

墨脱县地处边疆，自然条
件恶劣，2018年初，全县还有
13个行政村未通电。为确保
该县今年底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杨洪钦同当地政府工作人
员深入无电村，逐户走访，逐
村逐线逐站落实供电，不到一
周的时间就完成了13个无电
村的查勘和供电方案编制。

“看着雅鲁藏布江静静流
淌，条条‘电力天路’穿梭山脉
云间，作为已融入和秉承了

‘老西藏精神’的新时代援藏
电力人，能用实际行动在雪域
高原践行入党誓言，我的青春
无悔！”杨洪钦说。

游春 沈佳

不忘初心 情洒高原
——记国网重庆经研院援藏干部杨洪钦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奉节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刚
机构编码：00001850023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夔州路304号1幢19层部

分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鱼复街道诗城西路111号A1幢

2-174、2-176、2-178号房屋
成立时期：2011年08月18日
邮政编码：404600
联系电话：023-58156210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

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
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员开
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
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危小明
机构编码：00001850022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迎宾东路136号、

140号、144号部分房屋、188号附1号部分房屋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迎宾东路136号

部分房屋、188号附1号房屋
成立时期：2002年05月16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023-42826252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

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
人身保险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对营销
员开展培训和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
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垫江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越

机构编码：000093500231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桂西大道329号底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南阳西路102号临街一层

成立时期：2013年03月19日

邮政编码：408300

联系电话：023-74629789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

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
地址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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