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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坚持保护优
先、集约利用。正确处理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既要发挥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严格
保护资源、提升生态功能中的基
础作用，又要发挥在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促
进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坚持市场配置、政府监管。
以扩权赋能、激发活力为重心，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探
索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的
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提升
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
加强政府监督管理，促进自然资

源权利人合理利用资源。
坚持物权法定、平等保护。

依法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的权利行使主体，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和权能，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
系，平等保护各类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主体合法权益，更好发挥产
权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激
励约束作用。

坚持依法改革、试点先行。
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既要发
挥改革顶层设计的指导作用，又
要鼓励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大胆
探索，为制度创新提供鲜活经
验。

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
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
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
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
有：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
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
体；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
测评价；加快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
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
发利用；推动自然生态空间系
统修复和合理补偿；健全自然
资源资产监管体系；完善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法律体系。

《意见》指出，加强党对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统
一领导。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事
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必须在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行。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四个
意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
署，确保改革有序推进、落地生
效。建立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工作机制，
明确部门责任，制定时间表和
路线图，加强跟踪督办，推动落
实改革任务。强化中央地方联
动，及时研究解决改革推进中
的重大问题。

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研究。
重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价值、
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收益分
配、宅基地“三权分置”、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空间开发权利
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系统总结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实践经验，开展国内外
比较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加
强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构建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理
论体系。

本报讯（首席记者石喻涵）
昨天，全国总工会发布 2019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
锋号拟表彰人选（集体）公示，陕
西15人上榜。

公示的 15名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陕西）分别是：中共周
至县竹峪镇委员会副书记王乃
祝；陕西玩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部技术员王岁怀；
陕西金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电气焊组组长常海兵 ；
渭南市临渭区曙光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张小侠（女）；榆林市横
山区红十字会医院骨科主任胡
万彪 ；延安市新区第一中学语
文教研组教师白雪（女）；陕西
中汇煤化有限公司机动车间主
任王勇；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
计研究院院长刘小锋 ；陕西法
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壳体三车间旋压组加工中心

操作工李锋 ；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安康车辆段安康
东运用车间动态检车员邱洪玲
（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营业部综合柜员李
莉（女）；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第三公司钳工组长宋卫
东；西北工业大学第 365研究
所飞机装配车间主任王魁元 ；
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孝武 ；延川延远

中学英语教研组教师张咏梅
（女）。

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陕西陕北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德人西安
幸福制药有限公司入选全国五
一劳动奖状。包括隆基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切片工厂
制造五部切片一班在内的 21
个单位和集体入围全国工人先
锋号。

全国五一劳动奖公示
陕西15人上榜

据新华社电第七届中国－新
加坡领导力论坛 14 日在陕西延
安举办，本次论坛以“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
长陈希，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陈希指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是激励中国共产党
人奋然前行的不竭动力。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
砺奋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
增强。

陈希强调，中国共产党因民而
生、为民而兴，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
干、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团结
凝聚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执政使
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
懈奋斗。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
发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
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实行严格监管。
此举旨在规范医保基金监督管
理，保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
用效率，维护医疗保障相关主体
合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对医疗保障监督执法
机构、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医师药
师、参保人员及医疗救助对象遵
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实施
监管，并对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等
进行明确。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
行政部门根据违法违规情形有权
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责令经办机构中止或解除医（药）
师服务资格、责令经办机构中止
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移送有关行
政部门等处罚。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违法
违规情形给予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执业（经营）许可证、吊销执业资格
等行政处罚。对违法违规的公职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到2020年基本建立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陕西出台通知严把生态环境质量关

严格秦岭区域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党员干部要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担当作为

陈希在第七届
中新领导力论坛上强调

我国将严格监管
医保基金使用

本报讯（首席记者石喻涵）
为进一步发挥好环评审批作用，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生态环境部门严格把好生
态环境准入关，切实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

《通知》依据建设项目环评
有关法规政策和陕西蓝天、碧
水、净土、青山四大保卫战涉及
项目建设要求，明确了8类20条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要点：

根据《通知》，对《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的五种
不予批准情形，环评坚持不予审
批。充分发挥规划环评和总量
指标的制约作用，对于不符合规
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项目
环评，依法不予审批。排放主要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在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前，须取得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严格秦岭区域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按照《陕西省秦岭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规定，在秦岭
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不得
进行房地产开发。

与此同时，对《陕西省铁腕
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方案（2018—2020年）（修订版）》
规定的禁止建设项目，环评不予
审批。对《陕西省渭河流域管理
条例》《陕西省地下水条例》《陕
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
保护条例》《陕西省水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规定的涉水类禁止建
设项目，环评不予审批。

严格涉土建设项目环评审
批。对《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
办法（试行）》《污染地块土壤环
境管理办法》《陕西省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规定的禁止建
设项目，环评不予审批。

严格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除受自然
条件限制，确实无法避让的铁
路、公路、航道、防洪、管道、干
渠、通信、输变电等重要基础设
施项目外，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严控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依
法不予审批新建工业项目和矿
产开发项目的环评文件。

严格环境质量超标地区建
设项目环评审批。对于现有同
类型项目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严重、环境违法违规现象多发，
致使环境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
能力的地区，在现有问题整改
到位前，依法暂停审批该地区

同类行业的项目环评文件。对
环境质量现状超标的地区，项
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的，依法不予审批其环评文
件。对未达到环境质量目标考
核要求的地区，除民生项目与节
能减排项目外，依法暂停审批该
地区新增排放相应重点污染物
的项目环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