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2 要闻 2019年 10月 18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一版责编：倪佳 二版责编：李梦达

解放论坛·中国新闻名专栏

新闻热线：021-63523600

广告热线：021-22899999 转解放日报广告中心
今日 国内邮发代号：3-1

国外发行代号：D124

上观
客户端

明日多云 温度：最高 23℃，最低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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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恰好七周
年之时，却冒出了一连串
的“为什么”，这本身就该
问一个为什么———

比如说，“调研”为什
么要从 17 30 开始？就在
国庆前两天，某地下级单
位接到上级机关的通知，

说要在国庆后两天“下来
调研”， 时间从下午五点
半开始。这真是一个奇怪
的时间段，是上级排满了
日程，还是领导一整天马
不停蹄？都不是，据深知
其用意的接待单位告诉
记者———不就是来吃饭
的吗？到了这个点，我们
还能不表表“意思”？

其实 17 30 开始的
“调研”， 并非仅此一个
“为什么”———又比如说，

去“朝圣”为什么要兜一
个大圈子？现在游山玩水
的“交流”“取经”，是不行
了，但井冈山、延安这样
的“圣地”却可以去。这本
来是件好事，可以重温一
次誓言、 重上一堂党课。

但也有这样的 “组织生
活”，事先却做足了功课，

研究沿途甚至不沿途有
什么名胜古迹、 名山大
川，可以一饱眼福，可以
朵颐几餐，还说什么去圣
地是 “初心”， 观山水是
“使命”， 拿回来一个名
目、一报了之。

再比如说，某省会一
个高档小区内，为什么竟
有 17 处“一桌餐”？因为
豪华的酒肆、 五星的饭
店，是不能堂皇进去了，于是便躲到冷僻的“私
宅”，拉起窗帘也要吃，把茅台灌在矿泉水瓶
里也要喝。“一桌餐” 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
能坐下来的，那是要小圈子里、官场之上“差
不多的人”才能隔三差五地“碰面”，“一桌餐”

甚至也不是 AA 制， 但是公款是不能入账了
呀！于是“吃大户”、斩“冲头”，叫老板们都过
来买单！———这样的“为什么”，还须问一个为
什么吗？

屈指数来，反腐纠风的八项规定，业已七
年。七年了，风气确有大变，四风确被狠刹，这
是人民群众有目共睹的，连过去靠“集团消费”

也即靠公款买单发财的酒肉老板们，都说“撑
不下去”了。我就亲见一位名酒大鳄愁得差点
流眼泪，什么原因呢？因为一个“大客户”，一次
就撤掉一大单茅台， 说是公款不能结账啦！那
么这个喝惯了好酒的 “客户”， 他怎么过日子
呢？也是这位深谙其里的老板断言：“他们总有
办法的！”

是的，七年之间，风头之上，“他们”的“办
法”叫做“流散转移”。比如“上面”不能吃喝了，

就到“下面”去“调研”，正如文首此例；又比如
“外面”不能吃喝了，就去“里面”照干。有的机
关的“食堂”，重新装修成星级，有些城市的大
厨，一时变得非常抢手，因为“食堂”再也不用
老阿姨， 而是要名厨掌勺啦。 现在七年过去
了，“他们”的“办法”，则是中央领导早就预见
的“反弹回潮”，只不过方式有“转变”、套路有
“创新”罢了，例如借“主题教育”之名行游山
玩水之实，例如公款不再支出“酒肉账”，检查
审计起来一张白纸等于零，然而躲进“一桌餐”

“私家菜”继续吃，吃得有的买单老板痛呼“扛
不住”……有些地方“反弹回潮”之下，如总书
记早就指出的，有的人还指望有朝一日“涛声
依旧”啊！

七年过去了， 八项规定之下的纠风肃纪，

应当注意的主要倾向是什么？ 有人说，“差不
多”了，可以网开一面，“张弛有度”了；也有人
曰，“过头了”，别搞得“官不聊生”，弄得一点
“劲头”都没有啊！倾向问题，却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既要抓准变化着的“主要倾向”，又要注意
“被一个倾向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从这
个意义上说，从“调研”为什么要从饭点开始说
起的这一系列个“为什么”，有助于帮助我们厘
清当前最主要的“倾向”，更有助于教育我们深
刻理解党中央从八项规定一开始就给全党的
预警！

丁
石
孙
同
志
遗
体
在
京
火
化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著名的数学家、

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
人，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
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欧美
同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丁石孙同志的遗体，17日在北京八宝山
革命公墓火化。

丁石孙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4

时 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3岁。

丁石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丁石孙同志逝
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7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
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丁石孙同志”，横幅下
方是丁石孙同志的遗像。丁石孙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时 45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丁石孙同志的遗
体前肃立默哀，向丁石孙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丁石孙同志
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丁石孙同志生前友好和家
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长三角 26城等地方人大首聚上海
共谋人大工作区域协同发展大计，保障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王海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也是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
常务委员会 40周年。

发轫于改革开放， 与时代同步伐、

与改革同频率、 与实践同发展的这 40

年，地方立法蓬勃向前，依法履职步履
铿锵，基层民主稳步发展。

新时代人大工作、立法工作面临新
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昨天下
午，长三角三省一市纪念地方人大设立
常委会 40 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长
三角 26个城市和示范区 3个区县人大
首次在上海会聚，共谋地方人大工作区
域协同发展大计。

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
40年前，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

出了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设
立常务委员会的重大决策， 使得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了专门的常设机
构， 为地方人大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依法行权履职开辟了广阔空间。

回顾 40年的履职实践， 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震
宁深有体会：40年的工作历程使我们深
切体会到，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有利
于健全地方政权体制，将国家根本政治
制度在地方真正落地做实；有利于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人民当家作主在
地方真正落地做实；有利于发挥人民代
表大会的作用，将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
职责在地方真正落地做实。

“这 40年是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
中发展的 4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殷一璀表示：总结 40年的履职经验，

我们感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以贯之
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并在地方人大工作中不
断加以探索、实践和完善。比如落实到
立法工作中，就是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
相衔接，立法主动服务改革。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梁黎明说：这 40年，我们始终坚持人
民主体地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 综合依托人大履行法定职责、代
表发挥主体作用、 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更好地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特别是
推进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市县乡全覆盖，变“盆景”为“风景”，变
“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打造了浙江
人大工作的又一张“金名片”。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沈素琍谈到，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
领悟到，勇于创新创造，既是40 年来地
方人大工作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因，也
是今后继续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接
下来要在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
作中不断强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
能作用。

长三角立法协同大有可为
“立法工作协同是推动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大协
同合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大有可为的协
同合作领域。”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主任丁伟说。

而长三角一体化立法协同，始于环
境立法合作。2014年，由上海倡议，沪苏
浙皖四地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长三角三
省一市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的制度
化，实现我国区域立法协作“零的突破”。

目前，这一合作已转入水污染防治领域，

已建立四地法制部门的长效合作机制。

去年，首次实施了长三角区域水源地
和大气执法互督互学。今年，聚焦区域联
防联控，上海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完善协
作机制，强化联合行动，深入推进秋冬治
污攻坚、流域协同治理、生态环境信息共
享、环境信用联合奖惩、临界市县区生态
环境协作互联互通，合力推动绿色生态长
三角建设。

“要高站位跟进、高起点融入一体化发
展大格局。”江苏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
主任、党组副书记庄中秋谈到，目前三省一
市已建立长三角地区人大工作协作机制，

并不断向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发展。 而省
级以下地方人大之间多数还只是处在点对
点的交流阶段， 协同动作的探索尚未全面
破题，既有待省级层面作出“上层设计”，提
出指导性意见，也有待地方人大先行先试、

创新实践。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人大代表是
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杭州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于跃敏建议， 聚焦一体化工作重
点，联动开展代表活动，引导各级人大代表
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主动作为、有
效作为。同时在生态环保共治、文化旅游共
享等方面，探索长三角区域人大立法、监督
的协同合作。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引领
下， 三省一市，26个城市是命运共同体。”

浙江舟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振清表
示，应该积极宣传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全市域动
员、全链式对接、全社会参与、全方面保
障，及时推广成功经验，发挥人民群众、市
场主体和社会各方面对长三角地区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 营造凝心聚
力、合作共赢的良好社会环境。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推进扫黑除恶

惩腐“打伞”力不减尺不松
本报讯 （记者 陈琼珂）市纪委监委近日

召开纪检监察机关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专题汇报推进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廖国勋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坚决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要求上来， 抓好督
导整改，深化惩腐“打伞”，乘势而上，攻坚克
难，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推进。

会议传达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
次推进会精神， 对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工作要求， 特别是今年 6

月中央督导组进驻后全市惩
腐“打伞”的阶段性成效进行
了总结。

会议要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对标
对表，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以钉钉子精神保证
惩腐“打伞”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要
加大整改力度，紧盯中央督导组移交、上级交
办、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案件，精准打击，快速
推进，一抓到底，以监督执纪问责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要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从源头上铲
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以优良的作风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充分展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扎实成效。

提高政治站位 提高标准水平

全力冲刺，迎接进博盛会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新闻

宣传及窗口服务保障工作动员会昨天下午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宣
传系统要深入贯彻中央部署和市委、市政府要
求，进一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抓好
冲刺阶段各项任务落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宣传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加强宣传报道，形
成强大、立体、全方位的进博声势；提高标准

水平， 全力做好城市窗口服务保
障；加强统筹协同，全力冲刺迎接
进博盛会。

会议要求，要把握契机，向国
际社会大力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发挥新闻中心窗口作用，

为中外媒体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服务保障；坚
持内外联动，着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
主流舆论矩阵；广泛开展社会宣传，着力营造全
市喜迎进博盛会的喜庆景象； 做好做活网络宣
传，为进博会顺利举办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会上，进口博览局、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
办）、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及本市主要媒体代表
作交流发言。中央主要媒体驻沪机构、本市主要
媒体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到八宝山革命公
墓送别

丁石孙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
通过各种形式对丁石孙同
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
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999年 10 月 18 日， 我国当时规模最
大、技术设施最先进的大型现代化船舶总装
厂———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在上海浦东新
区正式开工。

外高桥造船基地一期工程占地144万平
方米， 有两座 30 万吨级以上超大型干船
坞， 两座船坞各配置 600 吨龙门起重机 1

台。同时建成钢材切割、平面分段、曲形分
段、分段涂装等四大生产中心，一期工程以
25 万吨级超大型油轮、15 万吨级大型船舶
为代表产品。

该基地的建设，对于提
升我国船舶制造的技术等
级和技术含量，推动我国船
舶工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
建设，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
造船国家的差距，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见习记者 范志睿 整理）

1999年 10月 18日
外高桥造船基地开工

“一网通办”总门户上线一周年，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破千万

政务服务基本实现
本报讯（记者 吴頔）如今在上海，

市民开车如遇交警路面查验，只需出示
“随申办”APP 中的电子驾驶证、 行驶
证，就可以处理交通违法和事故。这样
的“电子亮证”功能，市民今后在登记入
住本市酒店时也可以使用。家里养了狗
要办犬证，无需再为办理免疫登记和养
犬登记证来回奔波，线上就可以“全程
网办”并快递到家，时限也从 20个工作
日缩减至 10个工作日。

去年 10月 17日，本市“一网通办”

总门户正式上线运行。一年来，作为建
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
要举措，“一网通办” 改革有序有力推
进，成效初步显现，企业群众感受到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

昨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了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和主
要成效。目前，“一网通办”总门户个人
实名用户注册量已突破 1008万， 法人
用户注册量超过 199万，越来越多的市
民和企业从改革中获益。 平台已接入
2035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行政审批事
项全覆盖，基本实现了政务服务“线上
进一网、线下进一窗”。

1400个事项“全程网办”
目前，“一网通办”接入的政务服务

事项中，已有 1400个事项具备“全程网
办”能力，占比 68.80%；1839个具备“最
多跑一次”能力，占比 90.37%。总门户
累计办件量超过 2489万件。

“一网通办”平台的服务能力，是实
现“进一网、能通办”的基础。一年来，相
关部门不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大力破
解政务服务多头受理问题， 推动了从
“找部门”到“找整体政府”的转变。

通过与苏浙皖三省合力攻关，本市
还打造了长三角“一网通办”专栏，并开
通 18 个城市 164 个线下专窗办理点，

实现了 51个事项跨省办理， 覆盖地域
不断拓展。

不过，“一网通办”在推进过程中也
并非尽善尽美。 有市民反映，“一网通
办”网站与部分浏览器不太兼容，“随申
办”APP 的定位功能也有一些瑕疵。对
此， 市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回应，通
过版本升级迭代和不断优化，相关问题

已基本得到解决，如“随申办”APP的定
位功能，目前已应用到长三角“无感漫
游”、市内景点导航热力图、充电桩查询
等高频服务， 下一步还将持续优化，不
断开发新功能。这名负责人表示，真诚
欢迎企业群众通过“12345”热线、“一网
通办”总门户“我要找茬”栏目和政务服
务“好差评”制度反馈意见。

100个事项“零材料提交”
去年，本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开办

企业的“一窗通”网上服务平台，并在今
年 3 月进行了全面升级， 实现了开办
企业统一提交、一天批准、一窗领取，

目前已通过平台核发企业营业执照
50.68万户。

一年来，本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
目标，以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减少一
半、提交材料减少一半和推进 100个业
务流程优化再造事项落地， 新增实现
100项个人事项全市通办的 “双减半”

“双 100”目标为抓手，全力推进业务流
程再造，推动从“以部门为中心”到“以
用户为中心”的转变，切实提升了企业、

群众办事获得感和满意度。

目前，全市所有审批事项“减材料”

已达 50.5%，100个事项实现“零材料提
交”，“减时限”达到 59.8%，均已完成全
年目标。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涉及跨
部门、具有代表性的 100 个事项，本市
今年重点推动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

减跑动， 目前已有 88个明确了改革方
案，46 个具备上线条件，6 个已完成改
革，极大简化了办事流程。

此外， 通过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本
市进一步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已
由市政府决定取消 15项、调整 2项，近
期还将再取消 17项、调整 2项。对标世

行标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其中获得
电力、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登记财
产、跨境贸易等 5 个事项，企业办事时间
在去年缩短了 50.2%的基础上再缩短
40%左右， 手续环节在去年减少 30.8%的
基础上再减少近 50%。

线下办事也能“电子亮证”
一年来，依托电子政务云，本市大力

解决数据整合共享难问题，推动从“群众
跑腿”到“数据跑路”的转变。

电子证照归集和政务服务应用持续
推进。 电子证照库已入库 200 类、 共计
7700万余张高频电子证照，企业群众在线
上办事可直接使用名下电子证照，前往线
下窗口办事也可以利用 “随申办”APP的
“电子亮证”功能，免交相应实体证照和复
印件。“在线开具证明” 功能则提供了 22

类高频电子证明服务。目前，电子证照库
调用总量已突破 4000万次， 日均访问量
超 40万次，共开具 60万张电子证明。

利用大数据资源，用户可以享受到个
性化、精准化、主动化、智能化的政务服
务。比如，申请人居住登记满 6个月后，系
统就会通过主题引导方式，指引申请人线
上申领居住证，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

此外， 今年全市还新增 177 项事项
“全市通办”，目前累计达到 364 项，实行
“一窗受理、分类审批、一口发证”的“综合
窗口”机制，加快实现线上线下融合。

市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 本市还将继续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更
加突出改革创新、 更加突出业务流程再
造、更加突出数据共享应用、更加突出利
企便民服务，努力将“一网通办”改革推向
深入，把“一网通办”品牌擦得更亮、叫得
更响，不断增强市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线上进一网”

“线下进一窗”

■总门户个人实名用户注册量已突破 1008万，法人用户注册量
超过 199万，越来越多的市民和企业从改革中获益

■平台接入 2035个政务服务事项，1400个事项具备“全程网办”

能力，占比 68.80%；1839个具备“最多跑一次”能力，占比 90.37%

■使用“随申办”APP“电子亮证”功能，开车遇交警查验、登记入
住本市酒店、前往线下窗口办事等，都免交实体证照

习近平与丁石孙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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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工资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15.4%

年薪中位数：10.8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