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短评

着力解决党性不纯、政绩观错位的问题

开展作风建设专项整治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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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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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

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发扬“短实新”文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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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提倡合并开会、套开会议

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强化结果导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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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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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解决干部不敢担当作为的问题

有效解决问责不力和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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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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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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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渝全国政协委员任红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我要为救命救急药纳入医保点赞！”

6版刊登

重庆团代表提出加快启动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委派部委工作人员到住地交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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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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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3月11日电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11日发布公告说，经过救援人员的搜索，失事飞机的两个黑
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已经找到。

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计划从埃塞俄比亚首都
亚的斯亚贝巴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客机在埃塞俄比亚境
内坠毁，机上1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8名
中国人。

习近平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失事
分别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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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11日介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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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
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关爱干部的深厚
情怀，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树立了

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
实干导向。《通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对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出进一步
部署，有利于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崇尚实干、担
当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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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务实管用的举措。

针对目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通

知》在这方面定了一些硬杠杠。一是层层大
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二是明确中央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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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提出地方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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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强调少
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对防止层层开会
作出规定。

《通知》着力于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度留
痕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导向，坚决纠
正机械式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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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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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通知》还对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作
出安排，提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
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专项工作机制。各地区
党委办公厅要在党委领导下，负起协调推进
落实责任。

（《通知》全文及答记者问详见2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 聚焦“四个着力”发力

“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
谈到创新创业创造，言之切切，语重心长，让各界
人士信心满满，倍感振奋。正如在渝全国人大代
表刘希娅所说，“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搞改革、搞创
新的底气”。

时代飞速发展，科技迅猛进步，当下正是创新创
业创造的最好时代。时代洪流越是滚滚向前，就越
是需要人们激流勇进、奋楫争先。任何等待观望的
心态，消极无为的姿态，就如同“挽上滩之舟，停一棹
则退千寻”。只有每个人增强创新创业创造的紧迫
感、责任感、使命感，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进取、奋勇
拼搏，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创造更大的辉
煌。

创新创业创造，激情在心中，路仍在脚下。对重
庆而言，创新创业创造就是要抓住技术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重要机遇，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
划，加速培育一批创新创业创造人才，把创新创业创
造的激情变成实干的步伐，在大众创业上求发展，在
大数据、智能化上求创新创造，把重庆建成“创新之
城”“创业之都”。

拥抱创新创业创造
□张燕

▲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民家中用上了自来水和燃气灶。
◀村里原先的土坯房变成干净漂亮的民宿。

再访巫山下庄①

当初决定修路时，他们只是想能走出
大山。没想到，如今绝壁上的“天路”却
吸引着越来越多山外人进入——

本报讯 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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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更好为基
层干部松绑减负，并将2019年确定为

“基层减负年”。这在重庆团代表、住
渝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各界人士中引
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为“基层减负”
叫好，认为《通知》着力于解决困扰基
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必将激励广大干
部担当作为、不懈奋斗，静下心来更好
地服务群众。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南沱镇睦
和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表示，《通知》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
的作风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切实为基
层减负的重要批示精神，对于解决基
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和指导性，有利于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
真正将工作重心放在提高工作能力、
改进工作作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
上。对基层村干部来说，则可以让他
们从会议、检查、督查、填写表格等各
种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精力
放在群众关心的产业发展、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助推乡
村振兴等具体事项上，一件一件真正
干好干实。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最终都要汇集到基
层来具体落实，因此基层任务一直不
轻。”全国人大代表、酉阳桃花源街道
天山堡村委会主任冉慧说，近年来，中
央高度关注基层负担重的问题，多次
提出要为基层减负，“文山会海”现象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不过，正如
此次中央发文中提到的部分问题，确
实在有的地方仍然存在，这也正是此
次中央决定进一步为基层减负的原
因。相信在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推
动下，基层的负担一定会得到有效减
轻，“文山会海”少了，基层干部也会有
更多时间来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形式主义是‘四风’之首。”住渝
全国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
煜宇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形式
主义的治理力度有目共睹。但因为当
前适逢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需要
传递的政策和推进的工作繁多，这个
过程中一些新的形式主义之风也有所
抬头。《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

“基层减负年”，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心系基层、关爱干部的深厚情
怀，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
治党、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
决心，树立了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
导向。希望通过“基层减负年”，切实为基层减负，坚决遏制住
基层形式主义，让基层工作更加真抓实干。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副主委黄燕苹表示，一段时
间以来，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主要表现在会多文件多。
《通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问题的重要批示精神，是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的重要
举措。作为基层干部，要认真学习通知精神。松绑，但不能松
掉应有的担当；减负，但不能消减奋斗的精神。要少开会、开
短会，但同时也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谋划工作，开管用的会，开
高效的会。文件减少了，更要创新性地建立信息互通机制，保
持政令畅通，推动工作更好开展。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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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房变民宿 下庄人吃上旅游饭

当初决定修路时，下庄人只是想摆脱贫
困，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们没想到的是，路修好了，却吸引着越
来越多山外的人自发到下庄“打卡”，县城的、
重庆主城的、外省的……他们是为绝壁上的

“天路”慕名而来。“天路”渐渐成为带动村民
致富的“旅游路”。

此前，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报道了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绝壁上修“天路”的故事
（《重庆日报》2017年11月转载）。近日，我们

重访下庄，再次感受这里的蜕变。

绝壁处变打卡地

初春时节，从巫山县城出发，经过海拔
较高的石沟村时，路边还是皑皑白雪，岩壁
上还挂着冰瀑布。越接近下庄，海拔越来越
低，气温逐渐升高，一路走来恍如穿越冬、春
两季。

转过一个山头，眼前豁然开朗，那条著名
的“天路”沐浴着阳光，像一条“玉带”盘山而
下，险峻而又秀美。下庄人历时多年凿出的
这条路，着实令人震撼。

竹贤乡乡长吴文锐告诉我们，这条路硬
化之后，车子行驶方便，来下庄旅游的人越来
越多了，很多人就是专程来看路，“去年就有
许多人进村。”

“来下庄的人都喜欢在这儿拍照，用网上
的说法叫‘打卡’。”路过当地人称“鸡冠岭”的
地方，吴文锐招呼我们下车。

一道山梁神似“鸡冠”，“鸡脖子”处正是
下庄人从绝壁上凿出的路。当地政府决定在

“鸡冠”处修一个观景台，可俯瞰天路全貌。
车子沿山路盘旋而下。来到村口，吴文

锐指着面前一片闲置地说，广州一家公司相
中这里，已经给出了设计方案，“他们计划在
这儿修建原乡小院，有木桥、民宿，还有无边
泳池。”目前，乡政府正在与村民协商土地流
转事宜。

“下庄精神”成宝贝

一进村，映入眼帘的是筹备中的“下庄精
神陈列馆”。陈列馆共两层，面积480平方

米，主体工程已完工。广场上一字排开的展
板上，一幅幅修路的老照片触动人心。

“这张照片，是在他出事前一天拍的。”村
主任毛相林指着村民黄会元的照片，唏嘘不
已。

照片上，年轻的汉子戴着黄色安全帽蹲
在碎石地上，眉毛、衣服上都是灰扑扑的。当
天，有记者来村里采访修路情况，拍下了这张
照片。谁曾想，第二天，黄会元正在修路时就
被崖壁上滚落的石头砸入了山谷……悲痛化
成了更为强大的力量，下庄人没有打退堂鼓，
而是更加坚定信心要把路修好。

在毛相林看来，自强不息的“下庄精神”
是下庄宝贵的财富，也是如今发展乡村旅游
的底气。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紧密结合，
也使得下庄乡村旅游的内涵得到了升华。

（下转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