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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日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
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该《决定》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和《国
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务院对有关行政法规进
行了清理， 对16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
款予以修改。

这次修改行政法规， 主要是按照
简政放权、放管并重的要求，删除了有

关生产经营活动许可、 资质资格认定
核准的相关规定， 明确了下放管理层
级的实施主体，同时，优化了行政审批
流程，增加了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因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决定》修
改了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 著作权
集体管理条例、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船员
条例、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
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6部行
政法规， 涉及取消“在华外国商会审
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章程修改
审批”、“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安置规

划编制和移民安置监督评估专业技术
人员资格认定”、“船员资格临时特免
证明签发”、“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
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业活动
的单位防治船舶污染能力专项验收”、
“船舶货物污染危害性评估机构认
定”、“船舶污染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认
定”、“船舶化学品安全运输条件评估
机构认定”等项目。

由于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决定》修
改了9部行政法规。《决定》将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食盐专营办法、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

理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理条例中这些审批项目的审
批机关改为省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将
进出口关税条例中延期缴纳税款的批
准单位改为海关；将城镇土地使用税暂
行条例中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审批
机关改为县以上地方税务机关。

根据取消“举办全国性广播电视
交流、交易活动批准”和下放“地市级、
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变更台标审批”
的有关规定，《决定》 修改了广播电视
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 国资监管
体制如何完善， 国企功能如何准确界
定、有效监管，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
财政比例如何提高， 企业内部改革如
何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对新时期国企改革作出了
全面而具体的安排， 但这些政策如何
落到实处， 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官员
和专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19日举行

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资委将
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国企改革
的“重头戏”来抓，大力支持各种非公
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
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 但在具体实施
中，将实行“一企一策”，分类进行研
究、分类提出措施，不搞“一刀切”；要
强化公开透明和规范运作， 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说， 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国有资本
功能的放大和保值增值， 有利于国有
企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转换经营机
制， 也有利于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
经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但哪些企业
适合发展混合所有制、 在多大程度上
引入其他所有制经济， 理应“一企一
策”； 同时必须吸取上世纪90年代在
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教训，“特
别是盈利状况好、资产优良的企业，在
引入其他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尤须防止
资产被低估， 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
失。 ”

完善管理体制
对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决

定》明确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
有资产监管，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
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
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
建国说， 此前国资委的职能定位是管
人、管事、管资产，《决定》提出要以管
资本为主， 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国资委
要简政放权， 特别是要将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开， 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

预；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就是国
资委管资本的重要抓手。

界定企业功能
黄淑和表示， 国资委将按照《决

定》安排，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
能。据他介绍，目前国资委已就此有了
初步考虑： 一是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
企业功能的基础上， 区分企业不同的
业务性质，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政策；
拟对中央企业的业务， 按政策性业务
与经营性业务进行区分， 并据此实施
分类考核。 二是在确保国有资本保值
增值的前提下， 针对不同类型企业以

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 设定不同的发
展目标。三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远
近结合，分步推进、分类实施。

企业内部改革适应市场竞争
黄淑和明确表示， 国资委将加快

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
司制股份制改革， 进一步优化国有企
业的股权结构； 加快推进规范董事会
的建设， 并选择几家央企进行董事会
直接选聘和管理经理层试点； 加大中
央企业高管人员市场化选聘和管理力
度， 积极推动央企所属企业加快推进
职业经理人建设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
企业负责人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
消费的规范管理。

李锦认为， 董事会制度建设与职
业经理人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深层次问
题， 出资人代表与职业经理人的行政
待遇和薪酬待遇应当分开。“将来必然
要建立市场化薪酬机制， 并给予职业
经理人相应的薪酬，从而调动积极性、
激发活力。 ”

提高上缴红利比例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

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备受关注。
黄淑和说， 国资委正在配合财政

部并商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提出2014
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再提高一定
上缴比例的具体实施方案。 国资委将
根据中央企业改革进程和企业效益状
况，有差别、分步骤地逐步提高国有资
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 最终到
2020年要提高到30%，并通过公共财
政的统一安排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修改16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近

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
殡葬改革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意见》 要求， 党员干部要充
分发挥带头作用， 积极推动殡葬改
革。 一要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 树
立时代风尚。 党员、 干部应当带头
文明治丧， 简办丧事。 要在殡仪馆
或合适场所集中办理丧事活动， 自
觉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他人合法权
益， 不得在居民区、 城区街道、 公
共场所搭建灵棚。 采用佩戴黑纱白
花、 播放哀乐、 发放生平等方式哀
悼逝者， 自觉抵制迷信低俗活动。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党员、 干部去
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 不召开
追悼会。 举行遗体送别仪式的， 要
严格控制规模， 力求节约简朴。 对
于逝者生前有丧事从简愿望或要求
的， 家属、 亲友以及所在单位应当
予以充分尊重和支持。 严禁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
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 严禁借机收
敛钱财。 二要带头火葬和生态安
葬， 保护生态环境。 在人口稠密、
耕地较少、 交通方便的火葬区， 党
员、 干部去世后必须实行火葬， 不
得将骨灰装棺再葬， 不得超标准建
墓立碑。 在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土
葬改革区， 党员、 干部去世后遗体
应当在公墓内集中安葬， 不得乱埋
乱葬。 三要带头文明低碳祭扫， 传
承先进文化。 党员、 干部应当带头
文明祭奠、 低碳祭扫， 主动采用敬
献鲜花、 植树绿化、 踏青遥祭、 经
典诵读等方式缅怀故人， 弘扬慎终
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 不得在林
区、 景区等禁火区域焚烧纸钱、 燃
放鞭炮。 四要带头宣传倡导殡葬改
革， 弘扬新风正气。 党员、 干部要
积极主动宣传殡葬改革， 加强对亲
属、 朋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
及时劝阻不良治丧行为， 自觉抵制
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活动， 倡导文
明新风。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

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
者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获悉， 为狠刹
元旦春节期间的不正之风， 接受广
大群众监督，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开设了“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
买赠送年货节礼” 专题， 并设置
“举报窗口” 接受相关举报。

11月21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

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
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严禁各
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
单位、 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赠送烟
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
礼；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
监督，对违纪行为快查快办，严格责
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

中纪委开设“举报窗口”
严查公款购赠年货节礼

■国企改革新看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记者
从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获悉，
从10月中旬开展“秋风” 行动以来，
各地“扫黄打非” 部门通过专项研
究解决假记者案件发现难和取证难
问题， 核查重要线索， 挂牌督办案
件， 组织暗访督查， 曝光重点案件
等一套组合拳， 取得明显成效。 截
至目前， 全国共查办相关案件217

起。 19日， 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
室对其中部分典型案件查处情况进
行了公开通报。

湖南岳阳“5·02”案一审判处假
记者有期徒刑4年。11月12日，岳阳市
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湖南岳
阳“5·02”假记者案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被告人唐君辉假冒《岳阳晚报》记
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有

帮助被害人办理户口迁移、农牧工统
筹的能力事实，以借为名，收取被害
人手续费及公关费18万余元。由于所
诈骗的被害人多数为50岁以上老人，
社会危害性较大， 可酌定从重处罚。
12月3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
罪判处唐君辉有期徒刑4年， 并处罚
金1.5万元；犯罪所得赃款予以追缴，
发还被害人。

分享 新华社发

“秋风”行动严惩假记者
岳阳一假记者获刑4年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2月 19日 电
2013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增选结果19日分别发布。 中
科院新增选院士53名， 中国工程
院新增选院士51名。

中科院的53名新院士是从391
名有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 新当
选的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4岁，
其中60岁及60岁以下的占85%。 经
过此次增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
数为750名。 新院士中数学物理学
部9名， 化学部9名， 生命科学和

医学学部9名， 地学部10名， 信息
技术科学部7名， 技术科学部9名。

中国工程院的51名新院士是
从560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的。 新增
院士中年龄最大的是“蛟龙”号载人
深潜器总设计师、77岁的船舶设计制
造专家徐芑南，最小的年龄48岁。 平
均年龄56.9岁，60岁及60岁以下的
42人，占82.4%。 51位新当选院士中，
来自高等院校的21人， 研究院所14
人，企业11人，管理部门5人。 至此中
国工程院院士总数达到807人。

2013年新增院士：

中科院53名 工程院51名

12月19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济山庄小区B栋楼顶违法建设的主体部分
已基本拆除完毕。 图为工人在楼顶清理建筑垃圾。 新华社发

北京“最牛违建”基本拆除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作为我
国发展民用飞机产业的又一重要行动，
新型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项目19日
宣布全面启动并计划2019年投入市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19日宣布，新
一代70座级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主
要定位于承担800公里以内中等运量市
场的区域航空运输业务。作为70座级新一
代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将实现中短
程航空运输速度与经济性的完美平衡。

新型支线飞机
“新舟”700项目启动

上缴红利更多用于保障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