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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3月 11

日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失事造成

大量人员遇难分别向埃塞俄比亚总统萨

赫勒-沃克、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埃塞

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包

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公民在内

的重大人员生命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

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

表示深切的慰问。 相信埃塞俄比亚政府

能够有效做好善后工作，中方将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致慰问电，向遇难

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通知》。 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近期，习

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 强调

2019 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 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好

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

当作为、不懈奋斗，经中央领导同志同

意，决定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思

想教育 ，着力解决党性不纯 、政绩观错

位的问题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在深化消化转化上

下功夫， 把理论学习的成效体现到增强

党性修养、 提高工作能力、 改进工作作

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上。 将力戒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作为全党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 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对

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 从领导机

关首先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做起， 开展作

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发扬斗争精神，对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大排查，

着重从思想观念、 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

上找根源、抓整改。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 认真汲取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

别墅问题的深刻教训， 坚决防止和纠正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

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

飘的问题，真正把树牢“四个意识”、做

到“两个维护”的要求落到实处。

二、严格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

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从中央层面做起，层层

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确保发给县级

以下的文件、 召开的会议减少 30%－

50%。 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篇

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中央印发

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 10 页，地

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 地方各

级、 基层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

件， 可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的举措，

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

见和实施细则。 科学确定中央文件密级

和印发范围，能公开的公开。 少开会、开

短会，开管用的会。 上级会议原则上只

开到下一级，经批准直接开到县级的会

议，不再层层开会。 严禁随意拔高会议

规格、扩大会议规模，未经批准不得要

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部门

一把手参会，减少陪会。 提倡合并开会、

套开会议，多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

会议等形式。 提高会议实效，不搞照本

宣科，不搞泛泛表态，不刻意搞传达不

过夜， 坚决防止同一事项议而不决、反

复开会。 进一步改革会议公文制度，选

择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展治理文山会海

工作试点。

三、 加强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着

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

痕的问题

抓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贯彻落

实，严格控制总量，实行年度计划和审

批报备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原则上每年搞 1 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

核，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

查考核事项减少 50%以上的目标要确

保执行到位。 强化结果导向，考核评价

一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

解决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 坚

决纠正机械式做法，不得随意要求基层

填表报数、层层报材料，不得简单将有

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台账记录、工

作笔记等作为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不

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 APP 上传工作场

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

评价。 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

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

卸责任。 对涉及城市评选评比表彰的各

类创建活动进行集中清理，该撤销的撤

销，该合并的合并。 对巡视巡察、环保督

察、脱贫攻坚督查考核、政府大督查、党

建考核等，牵头部门也要倾听基层意见

进行完善，提出优化改进措施。 调查研

究、执法检查等要轻车简从、务求实效，

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

四 、 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

制，着力解决干部不敢担当作为的问题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实事求是、

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规范问责、精

准问责、慎重问责，真正起到问责一个、

警醒一片的效果。 修订《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 有效解决问责不力和问责泛

化简单化等问题。 正确对待被问责的干

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的干部，符合有

关条件的，该使用的要使用。 制定纪检

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保障

党员权利，及时为干部澄清正名，严肃

查处诬告陷害行为。 改进谈话和函询工

作方法，有效减轻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

担。 把“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具体化，

正确把握干部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

的性质和影响，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

责。 对基层干部特别是困难艰苦地区和

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干部，给予更

多理解和支持，在政策、待遇等方面给

予倾斜。

五 、加强组织领导 ，为解决困扰基

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提供坚强保障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中

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参加，负责统

筹协调推进落实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党

委

（党组）

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一把手

负总责，党委办公厅

（室）

负责协调推进

落实，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

重要任务， 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加强政治巡视和政治督查，加大舆论监

督力度，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

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干实事、作风

好的先进典型及时总结推广，为广大党

员干部作示范、树标杆。

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失事

习近平向埃塞俄比亚总统、肯尼亚总统致慰问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明确今年为“基层减负年”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

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明

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就《通知》有关

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 请介绍一下为什么将

2019

年

作为“基层减负年”？

答：

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份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 强调 2019 年

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切实为基层减负。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通知》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回应广大基层干部

的关切，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基层

减负年”，具有重大意义。充分体现了习

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关爱干部的深厚

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新年贺

词中提出，“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 对

基层面临的形式主义困扰，习近平总书

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时时牵挂于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很多形式主义问题，占用基层

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这种状

况必须改变！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

务中解脱出来，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

放出来。《通知》蕴含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基层干部的深切关爱和为基层减负的

明确要求。

问：《通知》着力于解决哪些困扰基

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答：

许多干部群众反映，一些形式

主义通过高调表态披上“政治正确”的

外衣，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

飘，表面上是在“两个维护”，实际上是

伤害了“两个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

见血地指出， 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 拿出过硬措

施，扎扎实实地改。 同时，空耗精力的会

多文多、 名目繁杂的督查检查考核多、

流于表面的痕迹管理多， 而且层层加

码，让基层不堪重负。 还要看到，有的干

部不担当不作为， 这有理想信念的问

题、能力本领的问题，客观上也与一些

地方和部门追责问责不够精准、泛化简

单化有关系， 导致一些干部怕问责、怕

诬告，而不想干事。很多基层干部说，对

形式主义问题，既深恶痛绝、又深陷其

中，现在到了必须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

攻坚战的时候了！《通知》围绕为基层减

负，聚焦“四个着力”，从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 整治文山会

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

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

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务实管用的举措。

问：《通知》对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

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提出了哪些硬

措施？

答 ：

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各地

区各部门按要求进行专项清理，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督查检查考核事项

从 900 项精简至 159 项 ， 清理率达

82.33%， 各省区市从 12771 项精简至

3493 项，清理率达 72.65%，下一步还要

加强计划管理，严格控制总量。《通知》

着力于解决过度留痕的问题， 明确提

出：一是强化结果导向。 考核评价一个

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

实际问题、群众的评价怎么样，而不是

唯台账是举、以材料论英雄。 二是坚决

纠正机械式做法。 现在基层干部反映有

几个突出问题，比如本本多了、台账资

料多了、 微信工作群和公众号多了，有

的乡镇干部手机上扶贫、党建、目标考

核等各种微信群、APP、 公众号有 30 多

个。 对此，《通知》明确规定“三个不得”，

着力解决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

“心”现象。三是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搞

“责任甩锅”， 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

“挡箭牌”，要求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

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通知》还要

求对涉及城市评选评比表彰的各类创

建活动进行集中清理，优化改进各种督

查检查考核和调研活动，不干扰基层正

常工作。

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