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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
专访国家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关志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提出确保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这意味着我国所有
的森林和草原都将拥有专属守护者。
为什么要全面推行林长制？各地探
索林长制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如何保障
林长制落到实处？记者 12 日采访了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关志鸥。

构建林草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意见提出，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
理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明确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
目标责任，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
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关志鸥说，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
生态系统，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全
面推行林长制，是生态文明领域的一项重
大制度创新，将有效解决林草资源保护的
内生动力问题、长远发展问题、统筹协调
问题，更好地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
设。
”
他表示。
在关志鸥看来，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守
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必然要求。全面
推行林长制，就是要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

线监管制度，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边界，构
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筑牢自然生
态安全根基。通过建立林长制，明确生态
保护修复的区域空间、主体责任和目标任
务，着力解决本区域和跨区域的生态保护
修复问题。
他说，随着林长制全域覆盖，将加强
林草部门基层基础建设，实现山有人管、
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从根本上
解决保护发展林草资源力度不够、责任不
实等问题，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更有
保障。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压实地方生态保
护责任的关键举措。”关志鸥表示，这项举
措强化了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
源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将各级林长明
确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使保护发
展林草资源的责任由林草部门提升到党
委政府、落实到党政领导，是林草管理责
任制的突破和升级。
此外，他认为，全面推行林长制，有利
于聚集资源和力量推进林草事业发展，使
林草资源保护发展更有力度、更高质量。

各地探索以“林长制”促进“林长治”
2017 年以来，安徽、江西在全国率先
探索林长制改革，建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
为核心的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体系。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3 个省区市开展林长
制改革试点。其中，安徽、江西、山东、重
庆等 7 个省市在全域推行试点，16 个省份
在部分地县开展试点。
关志鸥说，一些已经推行林长制的地
区，因地制宜推出“林区警长制”
“林长+检
察长”
“ 民间林长”等系列新制度，形成了
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彰显出强
大的制度优势，释放出良好的治理效能。
他表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草
原综合植被盖度、沙化土地治理面积等都
将作为林长制的重要考核指标，因地制宜
确定目标任务。各地要综合考虑区域、资
源特点和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科学确定
林长责任区域，落实好保护发展森林草原
资源目标责任制。要切实加强基层基础
建设，强化乡镇林业（草原）工作站建设，
用好生态护林员队伍，做到网格化全覆盖
管理。
“林长制是从基层的实践总结提升
的，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解决广大人
民群众的关切和需要。”关志鸥强调，要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把
林草资源的保护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需求
始终紧密结合起来。各地要因地制宜、大
胆创新，科学确定林长制的分级设置、主
要任务等，根据资源禀赋的差异，实行分
类考核，
不搞
“一刀切”
。

全力推动林长制落地见效
关志鸥说，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统筹各方力量，建立完善的制
度体系，
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他表示，在推行林长制过程中，要特
别注重从制度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和
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推行林长制的
主体责任。国家林草局将印发贯彻落实
意见的实施方案，指导推动各地建立林长
会议、信息通报、工作督察考核等制度。
各省级党委、政府要结合实际，尽快出台
或完善实施方案和相关制度办法，明确林
长组织体系，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林长。
国家林草局将按照中央要求，制定督
查考核办法，强化对省级总林长责任落实
的监督考核，地方各级林长的考核结果要
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尽责不到
位的将严肃追责问责。
关志鸥还说，各地要积极探索构建林
草资源管护的长效机制，加快现代化信息
技术使用，建设林草生态网络感知系统，
推行网格化、精细化资源管理。国家林草
局将对各省林长制落实情况进行通报，协
调解决林草资源保护管理的重点难点问
题。

石家庄开展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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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层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
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完成

记者 12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全面完成，共
划转 93 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
总额 1.68 万亿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开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决策部署，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资委密切配合，
全力推进划转工作。财政部表示，中央层面划
转工作的全面完成，
为促进建立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充分体
现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
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我国征信业将迎来新规
征信机构不得过度采集信用信息

为促进我国征信业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
行日前公布《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明确提出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应当遵
循
“最少、必要”
的原则，
不得过度采集。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我国征信业进入
快速发展的数字征信时代，但由于缺乏明确的
征信业务规则，
导致征信边界不清，
信息主体权
益保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不断出现。为提高征
信业务活动的透明度，
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人民银行起草了《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
对信用信息和征信业务做了明确规定。
在采集信用信息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
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用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
本人同意，并明确告知信息主体采集信用信息
的目的、信息来源和信息范围，以及不同意采
集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等事项。
在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方面，征求意见稿明
确，信息使用者使用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信
息，应当用于合法、正当的目的，
不得滥用。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信用信息安全和跨
境流动进行了规定。

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机构和
零售药店医保定点管理办法

1 月 12 日，石家庄市元氏县使庄
村村民在接受核酸采样。
当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启动全市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据介绍，本次
全员检测根据检测量、人员分布及构
成等合理设置采样点位，每个采样场
所都配备充足的专业采样人员、信息
录入人员、秩序维护人员等，确保采
样期间不扎堆、不排长队，衔接合理、
有序高效。本次全员检测争取用两
天时间完成。
（新华社）

国家医疗保障局于 11 日公布《医疗机构医
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零售药店医疗保
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医疗
机构和零售药店可以通过申请签订医保协议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两份文件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中医诊所备案证的医疗机构，及经军队主管
部门批准有为民服务资质的军队医疗机构可
申请医保定点。规定凡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的
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需满足运行时间不少于
3 个月，且具备一定的经营许可资质、提供服务
的人员等基本条件。医保经办机构的评估完
成时限不得超过 3 个月。新的
“两定办法”
将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以上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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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技城
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
以登记。
赠与人：
郭强、徐荷英
受赠人：
郭浩杰
不动产坐落：余杭区闲林街道溪上玫瑰园香
榭苑 2 幢 2-3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方式：0571-86160691,联系地址：杭
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前程路 20 号瓶窑市民之家)。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
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
徐爱宝
受赠人：
徐拥军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兴路 156
号 5 幢 3 单元 102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 号市
民之家一楼，联系电话:0571-86225309）。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
登记。
赠与人：
何荣华
受赠人：
何孟杰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康宁和府
13 幢 3 单元 902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
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 号未来科技城
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88607316）。逾期
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
以登记。
赠与人：
凌琪、叶盼盼
受赠人：
凌惠泉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海兴雅
苑 14 幢 3 单元 302 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1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