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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开会开管用的会 文件原则不超10页
中央发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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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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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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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层减负答记者问

为基层松绑减负落到实处

一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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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防止和纠正口号喊得震天
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问题

二

严格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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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
◎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
◎多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会议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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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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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不得随意要求基层填表报数
◎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

四

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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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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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五

加强组织领导，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提供保障
◎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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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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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要求，中央办
公厅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
关、中央组织部、中央改革办、国
务院办公厅等部门组成调研组，
对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
印发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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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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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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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敏锐察觉到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是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
的大敌，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在
去年年底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
突出问题、紧盯关键节点，下大
气力解决“四风”问题，不能虎头
蛇尾，不能搞成“半拉子工程”，
更不能搞形式走过场。在今年年
初召开的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
务，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

《通知》彰显了同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坚决斗争，树牢“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意志
和行动自觉。第三，鲜明树立了为
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
当作为的实干导向。面对当前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激

发全党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党
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
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等政
策措施，中央纪委查处并曝光一
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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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更多精力用在打好三大攻坚
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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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治文山会海
方面提出了哪些硬要求？

答：开会、发文是我们党作决
策、抓落实的重要方法，但是目前
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比较突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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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发给县级以下的文
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首
先从中央层面做起，省市两级都
要大幅度精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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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量化规定，目的是倒逼改
进文风、提高文件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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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是为了解决照
抄照搬上级文件、层层发文的问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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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传达
学习上级精神照本宣科、泛泛表
态、刻意搞传达不过夜这些问题，

提出了“三个不搞”的禁止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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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怎样抓好《通知》的贯彻
落实？

答：《通知》的贯彻落实，关键
在各级党委(党组)认真履行主体
责任，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摆
进去，把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让基
层干部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尤其要坚决防止用形式主义
的做法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通
知》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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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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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
部门党委(党组)书记负总责，拿出
切实管用的措施，同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坚决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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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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