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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促进担当作为，严厉治庸治懒
明确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一般不超过总人数 25%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
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
部考核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干部考核是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的重要举措，是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 促进事业发展的重要抓
手。《干部考核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为做好新时代干部考核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
刻领会党中央精神，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把《干部考核条例》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要旗帜鲜明把政治标准
贯穿干部考核工作始终，突出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考核，确保各

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要把区分优劣、奖优罚劣、

激励担当、 促进发展作为干部考核工
作的基本任务，进一步调整优化考核内
容指标，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强化考核
结果运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树立讲担
当、重担当、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鲜明
导向。

《干部考核条例》明确，年度考核结
果以平时考核结果为基础，年度考核优
秀等次应当在平时考核结果好的考核
对象中产生。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比例一般不超过参加考核领导班子
总数的 30%，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优秀等
次比例一般不超过参加考核领导干部
总人数的 25%。

《干部考核条例》明确，坚持考用结
合，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

管理监督、激励约束、问责追责等结合
起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推动能上能
下，促进担当作为，严厉治庸治懒。考核
中发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存在问题
的，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谈话提醒直至
组织处理； 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
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处理。

本条例自 2019 年 4 月 7 日起施
行。199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
定》、2009年 7月 1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印发的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
考核办法（试行）》同时废止。此前发布的
有关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考核的规定，凡
与本条例不一致的，

按照本条例执行。

相关报道：明确
“考什么”，让干部在
岗就在状态

刊 3版荩

习近平：美国优美的风光、热情的人民、多元的
文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

青年一代是中美友好的未来
复信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学生，勉励同学们“珍惜韶华、

努力学习，为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作出贡献”，并欢迎他们“来中国看看”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
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学生，

勉励同学们为增进中美人民友
谊作出贡献。此前，北奈尔斯高
中中文班 40多名学生用中文写
信给习近平， 询问习近平的工
作、生活情况和个人爱好，表示
他们正在学习中文，喜爱中国的
语言文字、音乐和中餐，希望有
机会来中国参观访问。

习近平在给北奈尔斯高中
学生的回信中表示：感谢你们的
来信，我从信中感受到你们对中
文的爱好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下转荩2版

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斯高中中文班学生

致习近平主席的信
亲爱的习主席：

您好！ 我们是美国芝加哥的高中
生。我们的学校是北奈尔斯高中，在美
国的伊利诺伊州。 我们现在学中文，我
们想用中文给您写信。

我们喜欢说中文，也喜欢我们的中
文老师。 我们喜欢写汉字和吃中国菜。

我们喜欢说 “太棒了”、“我爱你”、“朋
友”、“加油”、“马马虎虎”、“汉堡包”和

“累”。我们都喜欢听音乐。可是，我们都
不喜欢做功课。您喜欢听美国音乐吗？中
国很大，也很漂亮。我们想去中国看看。

您喜欢您的工作吗？您的工作累不
累？您有没有朋友？您说英文吗？您几
岁？您喜欢吃哪国菜？您有什么爱好？您
喜欢美国吗？我们觉得您是好人，也很
帅！我们希望收到您的回信。谢谢！

祝您猪年快乐！扫码看《干部
考核条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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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在网上流传很广：

“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连一句
再见都不会说”。 这话虽有些夸
张、看似残酷，却值得广大干部
从中悟到一种紧迫感。

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瞬息万
变的市场变化， 往往超乎我们想
象。在很多领域，不要说一年半载
不学习，就是一个月不充电，原有
的知识储备就会失效， 潮流就会
把我们甩得很远。 要赶上时代的
节拍，就不能停下学习的脚步。唯
有孜孜不倦、勤学好学，方能使自
己才不枯、智不竭，才能做到“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
部要“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
静心读书、静心思考”。我们有不
少干部，本来知识基础很不错，学
历也高。但曾经拥有，并不等于长
期持有。学习稍有懈怠，掌握的知
识会忘掉，遑论不断提升。面对新
形势，我们不妨常常自问：除了要
求必学的文件、学习资料外，每年
能有多少自主的阅读？ 除了碎片
化的浅阅读外， 有多少时间拿来
啃“大部头”？除了埋头忙碌事务
性的工作外， 平日里又是否有了
解前沿、更新知识的习惯？

一座书香四溢的城市，才是
一座有品位、 有魅力的城市。上
海要成为一座 “人人都能读好
书、随时都有好书读”的魅力之
城，要形成一个“人人皆学、处处
能学、时时在学”的浓郁学习氛
围， 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上海的干部，应当
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不
是为了拿文凭，不是为了“掉书
袋”，不是为了平时口若悬河，而
是为了修身明理、指导实践、充实人生。我们要摈弃
浮躁心，真正静下心来，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
义经典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
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虚怀若谷地学习人类文明
史上的璀璨成果和国内外的好经验， 不可满足于
“浅尝辄止”，更不能拿“忙”作为托词。

■本报记者 张杨 刘锟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上海，因开放而生，因开放而兴。2%，

是上海外企占全市企业数量的比例。看似
不多， 但这 2%贡献了上海 20%的就业、

27%的 GDP、33%的税收、60%的工业总产
值和 65%的进出口。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累计
实到外资 2404亿美元， 这一数字从 0到
500亿用了 18年， 从 500亿到 1000亿用
了 6年，而从 1000亿到 1500亿再到 2000

亿，分别仅用了 3年。

去年，上海推出“扩大开放 100条”，为
外资进入金融、 服务业和制造业等大开绿
灯，目前已有 93条措施落地实施。这座城
市，正在更高层次开放的路上加速奔跑。

新态势：在上海，为世界
从签约落地到拿地开工，仅仅用时半

年！特斯拉“超级工厂”在临港掀开了上海
在制造业领域新一轮的全新开放。

“特斯拉速度”彰显了进一步开放的
决心。 就连挑剔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也屡屡竖起大拇指。去年 8月，

特斯拉宣布在临港独资建设其美国本土之
外首个超级工厂，将于 2019年试产，规划年
生产 50万辆纯电动整车。这也是我国放宽汽
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后第一家外商独资车
厂。“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 该工厂不可能取
得这么快速的进展”。从反复权衡到最终落地
上海，埃隆·马斯克认为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特斯拉是条“鲶鱼”。在临港地区开发建
设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杰看来，临港始终秉
持的是如何更好扩大开放，这就必须能够把
“鲶鱼” 放进来， 在与国内企业的合作竞争
中，更好提升自身发展能级。

离特斯拉正在建设的工厂 50公里的康
桥工业园内，一座“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工
厂将在今年 6月破土动工。这是瑞士机器人
巨头 ABB在全球建设的最大最先进的 “未
来工厂”。

为何选择上海？早在 2005年，ABB就在
上海设立了机器人全球研发中心，2009年这
里诞生了当时 ABB集团内体积最小、 速度
最快的六轴机器人 IRB120“中国龙”。“上海
这座城市思变、善变，又敢变，这使得其抓住
改革开放的机遇取得经济的巨大成就；而
ABB 在沪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上海不断开放
的市场、离不开日益改善的营商环境和全方

位的政策支持，新的工厂将成为我们新的起
点，推动上海产业价值链继续向高端发展。”

ABB集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如
是说。

从“机器硬核”到“智能大脑”。微软亚太
首家、全球第三家“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实验
室”即将在张江人工智能岛揭开面纱。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
院长洪小文透露， 这个建筑面积 2800平方
米的实验室，未来将助推制造、零售、医疗高
科技、金融、公共事务等行业的人工智能及
物联网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帮助企
业缩短研发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时间。“因
为上海的深知远见，我们才会将这一世界级
平台落户在这里。 微软是一个平台公司，帮
助其他公司赋能。政府也是一个平台，让好
的公司有好的发展，我们非常看好上海。”洪
小文说。

正是开放，让上海制造借力外资不断提
升能级。

取消飞机行业外资限制，“中俄国际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中俄远程
宽体客机“CR929”向着梦想起航；支持外资
发展豪华邮轮等高端船舶制造，外高桥造船
联手芬坎蒂尼承接数艘 13.35 万吨 Vista 级

豪华邮轮订单……

高技术制造业贡献度上升直接推动制
造业外资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
新设外资制造业项目 128 个， 同比增长
91%，实到外资 17.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倍。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到外资 10.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7倍，占制造业实到外资比重
近 60%。

一批批外资企业在上海投资兴业、茁壮
成长，见证、参与、推动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和
发展。

上海，也正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
链中的一个重要控制节点。跨国公司正以上
海为据点和平台，呈现出“在上海，为世界”

的新态势。

新突破：入上海，抢先机
“1993年我第一次来上海，那时的上海

和现在相比完全不是一座城市。” 野村控股
亚洲（除日本外）执行主席及中国委员会主
席饭山俊康回忆。 下转荩2版

走在路上，方圆百米就有自己产品

质朴“技术男”

有颗“中国芯”

习近平就连环爆炸袭击向西里塞纳总统致慰问电

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
李克强也向斯总理致慰问电 两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2019 年 4

月 2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斯里兰卡发
生系列爆炸事件向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
纳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首都科伦坡等
地发生系列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

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坚定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
持斯方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科伦坡 4 月 21 日电 从
当地时间 21日早 8时许开始， 斯里兰

卡多地接连发生 8起爆炸。斯里兰卡警方
消息说， 目前系列爆炸已造成 207 人死
亡，其中包括 35名外国人，另有 470人受
伤。据当地媒体当晚报道，死亡人数已上
升至 228人。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当天
证实，两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一
系列爆炸事件。 详细报道刊 8版荩

对外敞开大门，对内联通互动，不断更新发展

释放“上海磁力”，这个“456”不简单 刊 2版荩

2%带来的大能量
新一轮开放中，跨国公司正呈现出“在上海，为世界”的新态势

新引擎：化任务，为动力
详细报道刊 2版荩

清晨从上海浦西
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
俯瞰浦东陆家嘴。 新华社发

我们也拥有———

属于阅读的节日 刊 5版荩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

刊 2版荩

去年 ，闵
行区科普阅读
马拉松挑战赛
在新华书店
“光的空间”举
办， 吸引 120

名读者参与。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