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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3日上午
同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
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亲切通话，令
广大航天工作者备受鼓舞。
大家表示，一定不负习近平
总书记重托，为建造空间站、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夺取空
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天地通话后，神舟十二
号航天员乘组满怀激情、备
受鼓舞，立即投入紧张的空
间站建造任务中。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表示：“在浩
瀚太空聆听总书记的讲话，
是我们至高的荣耀，也是对
我们最大的鞭策。我们感受
到了总书记和全国人民的关
心关怀、关注关爱，内心非常
感动、自豪，充满力量。我们
一定牢记期望嘱托，不辱新
使命、不负新时代，永远做新
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奋斗
者、攀登者。”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同航天员通话，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师
孙军十分激动和振奋，他说：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对空间
站任务的厚望，对航天人
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感到使命光荣。同时，
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责
任重大，后续我们一定精准
操作，严密组织，确保任务万
无一失。”

天地通信，需要空间站、
天链中继卫星和地面站三者
的共同参与。
“空间站与地面的联系，

绝大部分靠核心舱上的中继
天线完成。”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任务中
继终端研制负责人余晓川表
示，从神舟七号任务开始，我
们研制的中继终端在我国历
次载人航天工程任务的天地
通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
为一名参与者，我特别自豪。

长征二号F火箭是我国
目前唯一的载人火箭，自
1999 年首飞以来，保持了
100%的发射成功率。“作为
火箭研制团队的一员，我深
深感到，搭建航天员进入太
空的天梯，让航天员能够安
全、舒适地进入太空，就是我
们一切工作的目标，就是我
们践行初心和使命的最佳行
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容
易说。

建造空间站，是中国航
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将为
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
性贡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二号F火箭总指挥
荆木春表示，在即将迎来建
党百年的特殊时刻，总书记
同航天员的天地通话，给了
航天人莫大的鼓舞。
“按计划，长征二号F火

箭研制队伍将在下半年执行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
务。我们将紧盯后续火箭设
计、生产、试验等关键节点，
立足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用
高质量的成功报效祖国。”荆
木春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测试站的科技人员，在载人
航天发射场指挥控制大厅内
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神舟
十二号航天员通话直播。在
此次载人航天任务中担任0
号指挥员的邓小军说：“我们

一定把使命举过头顶、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奉献坚守心中，
让祖国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06所为中国空间站提供的环
控生保尿处理子系统和水处理净化器，先后突破十余项关
键技术，填补多项空白。206所十室主任崔广志说，我们团
队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和广大航天科技工作者共同
努力，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神舟十二号任务是空间站建造工程的重要一步。后

续我们还面临着出舱活动和一系列技术验证试验，任重道
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表
示，我们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发扬载人航天精神和
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做好每一步工作，圆满完成好空间站
的组装建造任务。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将整治
形式主义与为基层减负工作结合起来，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
署，持续抓好落实。日前，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就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有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党中央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的有关背景。
答：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党历来重视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960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区乡工作存
在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人们蹲在机关多、事务多、一般号召
多”等问题作出指示，“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
的反面”。邓小平同志提倡“开小会，开短会”，“要腾出时间来多
办实事，多做少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也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使命，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来抓，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察觉到，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在整治“四风”中并没有真正压下去，甚至成为侵蚀党的
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必须坚决予以克服。
2018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反映基层干部工作和心
理负担重的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随后又于当年8月、12月接连
作出重要指示，严肃指出下去督查的太多，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基层不堪负担，明确要求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并
亲自谋划设计、直接指挥部署，拉开了新时代我们党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序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党的性质宗旨和
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要聚焦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开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坚决遏制文山会海不良
现象，必要的督查、督导、指导要规范进行；要重视基层、关心基
层、支持基层，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
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让大家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抓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带一级，
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
非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必须持之以
恒抓下去，加强源头治理，创新制度机制，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人
民群众，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问：3年来，党中央就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了哪些重

要决策部署？
答：党中央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打出一套组合拳。召开重要会议进
行研究部署。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连
续听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汇报，分析形势，查摆问
题，部署工作。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次研
究部署基层减负工作，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明确要
求，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连续印发
文件步步引向深入。聚焦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
突出问题，党中央连续4年印发文件，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2018年，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对加
强中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的总量控制和计划管理划出硬
杠杠。2019年，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首次就基层减负工作
作出全面部署。2020年，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
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纠正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八项实际举
措，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决战决胜的磅礴力量。2021年，印发
《关于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做好2021年为基层减负工作主
要措施及分工方案》，查摆形式主义老问题和改头换面的新表
现，逐项提出解决措施。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基层减负工作，真情关爱基层干部，在参加全国两会审议
和到地方考察召开座谈会时，明确要求省委书记、省长少讲几
句，让基层同志多发言；到地方考察时直奔基层一线，当面听取
基层同志心声，还专门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着力解决大家的操
心事、烦心事。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从分管领域抓起，从自身做
起，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

2019年3月，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了中央层面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以下简称中央层面专项工
作机制），由中央办公厅牵头、8家中央部门参与，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督促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将
反对形式主义与为基层减负工作结合起来，建立中央层面的专
项工作机制，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问：在整治文山会海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

实会议、空话套话多的老大难问题，提出硬性要求，如明确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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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刚性约束倒逼提质增
效；制定具体标准，明确规定什么文可以发、什么会可以开，哪些
文不该发、哪些会不该开，制定负面清单，清理灰色地带；实施动
态监测，对地方和部门发文开会情况建立台账、定期通报，按季
度对账清账，发现超标准发文开会苗头及时提醒、督促纠正。
2019年，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发文和开会数量同比降幅
均超过30%；2020年，各省区市发文和开会数量同比减少
28%、30%，中央和国家机关发文和开会数量同比减少14%、
60%。同时，穿靴戴帽的文件少了，言简意赅的文件多了，大呼
隆、走过场的会议少了，讲短话、解决问题的会议多了。2020年
2月23日，党中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直接开到县团级，全国17
万人参加，基层同志直接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效率高、
反响好。这两年的全国两会，压缩会议规模、时间和议程，取得
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社会效果。
问：对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采取了什么措施？
答：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督查检查考核多，有的简单机械、过

度留痕，甚至一副钦差做派、动辄追责问责，基层干部深感压力
山大的问题，实行总量控制，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做起，明确每个
中央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要求对县乡
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减少50%以上；严格审批报
备，连续3年制定中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划，明确
开展全国性督查检查考核需报党中央审批，其他事项报中央办
公厅备案审查，未经报批不得开展；改进方式方法，纠正阵仗声
势大、层层听汇报、大量索要台账资料等做法，提倡直奔现场、当
面问计等方式，既发现问题，又帮助基层解决问题。3年来，中
央和国家机关的督查检查考核从近900项减至列入计划的47
项，减少了94.8%；各省区市层面的由12700多项减至1187项，
减少了90.6%。除了常规的督查检查考核，纪检监察、组织等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抓好纪检监督、巡视巡察、考核考察等事项，形
成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合力。
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还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答：在整治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的同时，
紧盯形式主义新表现，不断深化拓展，坚决予以整治。比如，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之初一些地方和部门搞“表格抗疫”“口号抗
疫”“文件防疫”，但就是“解决不了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的问题，
及时查处典型案例，公开通报，严肃纪律，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
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比如，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过多过
滥、走样变味、强制点到打卡等问题，在全国集中开展政务App清
理规范，促进健康有序发展，为基层干部卸下指尖上的负担。比
如，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中央政策、落实中央要求搞“一刀
切”、层层加码的问题，推动相关地方和部门制定政策时加强调研
论证，多听取基层意见，做到因地制宜、注重实效。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开展工
作的情况。
答：3年来，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结合职责分

工，拿出为基层减负的“干货”，取得了实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
关把为基层减负融入纪检监察工作各环节，加大查处曝光力度。
中央组织部加大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等重大工作一线考察、识别
和提拔干部的力度。中央宣传部组织有关新闻单位，综合运用多
种媒体平台加强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央改革办推动出台加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文件，提高基层治理
水平。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列入
机关党建工作重要内容，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担当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
国政协办公厅进一步规范执法检查、考察调研工作，将减轻基层负
担作为一项重要要求抓紧抓实。国务院办公厅依托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问题线索，推动解决群众关切的
突出问题。

中央办公厅在全国建立38个基层减负观测点，定期派干部蹲
点调研，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下看上，摸清实
情，提出对策建议，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问：如何巩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的成效？
答：3年来的工作实践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的鲜明态度，体现了心系基层、关
爱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情怀，树立了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
的工作导向。大家反映，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脑子里都有了为基层
减负这根弦，少给基层添乱、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的氛围正在形
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基层干部卸下了
不少无谓的负担，对此是有感的。但也要看到，这项工作仍存在一
些问题和差距，如有的对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核心
要义领会不够深刻，有的把精文简会简单理解为减少发文和开会
数量，有的对同一件事层层召开视频会议并且要求县乡村干部反
复参会、重复陪会，有的开展督查检查考核仍吹毛求疵、把各种责
任都往基层推，等等。

下一步，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
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精神，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表
率作用，构建上下联动、直达基层、科学高效的工作格局，发扬斗争
精神，拿出钉钉子的韧劲，紧盯形式主义老问题和新表现，扭住不
放、露头就打，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建立健全为基层减负的长效机
制。特别是对基层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坚持换位思
考，多体谅基层同志的所忧所难、所愿所盼，“多办一些雪中送炭的
事情”，让大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
落实上来。

整治形式主义老问题新表现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情况专访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镇赉镇南岗子村
农民过去大多以玉米种植为生，产量少、收
入低。在当地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2014
年，南岗子村农民徐成凯带头成立合作社，
因地制宜改变种植结构，流转土地建设大
棚进行集约化经营。经过多年发展，南岗
子村现已形成作物种类多、四季皆可创收
的种植模式，带动百余名农民参与经营。
图为在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镇赉镇南

岗子村，成凯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徐成凯查看小冰麦长势。

新华社发

政府引导帮助

吉林小村庄的“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