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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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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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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政府机构调整内容
!

新组建的工作部门
组建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将原

海口市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局的职责!原海口

市工业和招商局招商以外的职责整合"划入海

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原海口市工业和

招商局的招商职责划入市商务局$不再保留海

口市科学技术和信息产业局%海口市工业和招

商局$

组建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将原海口

市建设局的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建设工程拆迁

管理!建筑市场管理!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建设档案管理等职责及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的职责整合" 划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不再保留海口市建设局!海口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

组建海口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将原海口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责"海口市建设局

的市政设施管理的审批职责和燃气行业管理

的审批职责"海口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审批职

责和市园林管理局的审批职责整合"划入市政

市容管理委员会$

组建海口市民防局#将原海口市建设局的

人民防空管理职责! 海口市地震局的职责!海

口市政府办公室的应急管理职责整合"划入海

口市民防局$

组建海口市环境保护局#将原市国土环境

资源局的环境保护职责划入市环境保护局
&

!

更名的工作部门
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局更名为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海口市人事劳动保障局更名为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挂靠市人事劳动保障

局的海口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单独设置"

仍列党委机构序列$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更

名为市国土资源局$海口市交通局更名为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海口市旅游局更名为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口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更

名为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此外"海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更名为海

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省垂直管理机构

调整为市政府工作部门"挂靠市卫生局$

!

保留的工作部门
办公厅!财政局!教育局!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司法局!监察局!民政

局!农业局!林业局!海洋和渔业局!水务局!规

划局!商务局!外事侨务办公室!法制局!审计

局!统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

调整和组建的副处级机构
原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局内设的物价局调

整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部门管理机构&组

建海口市扶贫工作办公室"为海口市农业局的

部门管理机构& 组建海口市口岸管理办公室"

为海口市商务局的部门管理机构&组建海口市

公务员局"为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内设机构&组建海口市畜牧兽医局"为海口市

农业局的内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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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市长均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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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政府机构改革
机构限额.3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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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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