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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明确2019年为
“基层减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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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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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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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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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就《通知》
有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着力解决
过度留痕的问题

为基层松绑减负
问：请介绍一下为什么将 2019 年
作为“基层减负年”
？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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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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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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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务实管用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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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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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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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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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作风建设
专项整治行动
问：怎样抓好《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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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办发文要求压缩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
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
知》。
《通知》提出，2019 年底前，流程精
简优化到位，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
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力争分别压缩
至 10 个、5 个工作日以内；2020 年底前，
力争全部压缩至 5 个工作日以内。
《通知》提出了三项主要任务。一
是推动信息共享集成。建立部门间信
息共享集成机制，打破“信息孤岛”。有
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不动产登
记相关信息，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加强协
同联动和信息集成，2019 年底前实现互
通共享。夯实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加
快存量数据整合与质量提升，开展地籍
测绘等补充调查工作，推进不动产登记
信息平台与政府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有序衔接。推行“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建立不动产“网上（掌上）登记中
心”，构建“外网申请、内网审核”模式，
实现服务企业和群众零距离。
二是推动流程集成。通过信息化
手段整合集成业务流程，在政务服务大
厅或不动产登记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
口，统一受理各相关办理事项，实现信
息 化 技 术 支 撑 的“ 一 窗 受 理 、并 行 办
理”。取消不必要环节、合并相近环节，
将登簿和制证环节、缴费和领证环节合
并，不动产继承登记（非公证）办理中，
公示与审核环节并行开展。精简申请
材料，优化测绘成果获取方式。能够直
接提取利用测绘成果的，不得另行要求
当事人开展测绘和权籍调查。
三是推动人员集成。不能马上实
现信息共享集成和流程集成的，可通过
集中办公实现便民快捷。在政务服务
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相
关办理事项、一次性收取所需全部材
料，人工分发各相关部门分别办理，同
一个窗口发放办理结果。

马来西亚检方撤回指控

朝鲜男子死亡案
印尼籍女被告获释

新华社电 马来西亚检方 11 日撤回
朝鲜籍男子死亡案中对一名印度尼西亚
籍女子的谋杀罪名指控，法官随即宣布
将其释放。
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法官去年
8 月裁定朝鲜籍男子死亡案中两名女被
告人，即印尼籍女子西蒂·艾莎和越南籍
女子段氏香表面证供成立，
需出庭自辩。
11 日是两人庭审自辩首日。庭审
开始后，检方告知法官撤回针对西蒂·艾
莎的指控，法官随即宣布将其释放。获
释后，
西蒂·艾莎迅速离开法院。
检方并未给出撤诉理由，但表示西
蒂·艾莎可以离开马来西亚。当天出现
在法院的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基拉娜告
诉媒体，
将尽快安排西蒂·艾莎回国。
2017 年 2 月 13 日，一名朝鲜籍男子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
助，随后在送医途中死亡。马来西亚方
面 表 示 这 名 男 子 死 于 VX 神 经 毒 剂 中
毒，逮捕两名女嫌疑人。围绕此案的风
波延续数月，其间马来西亚和朝鲜围绕
事件争执不断，曾互相扣留对方人员，并
发生外交危机。
西蒂·艾莎和段氏香此前坚称对朝
鲜籍男子的袭击并非暗杀，而是被骗以
为是在“进行恶作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