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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
委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
醉科主任医师，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
学会秘书长敖虎山提交了题为《建
立现代“告老还乡”制度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的大会发言，建议在政策层
面上建立现代“告老还乡”的制度，
为乡村振兴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就显
得尤为重要。（3月11日澎湃新闻）

文官致仕、武将解甲，是古代
官员的基本归宿， 这样做的好处
是，社会发展能够持续地保持一种
均衡， 乡贤文化可得以延续和发
扬。如今，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语
境下， 鼓励退休官员告老还乡，做
乡土社会中的“乡贤”，目的也是为

了复兴和延续农村社会中的传统
士绅精神。官员告老还乡，在形成
新乡贤力量方面，无疑有着一定的
优势，他们普遍接受过最先进的教
育，有着开阔的眼界，不少人懂技
术，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非常
有利于带动当地文化的修建与传
承。另一方面，他们还有着较好的
人际和资本资源，同时对故乡的情
况也比较了解， 懂得因地制宜，有
利于带领人们走上致富路。

但对于官员告老还乡的可操
作性，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城市化
浪潮让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资
源向城市集聚，早些年凭借读书跃
龙门的农家子弟， 在长期的学习、

工作、生活中习惯了舒适现代的都
市生活， 已经失去了还乡诉求。另
外，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也阻碍退
休官员返乡，再者，官员退休待遇、
医疗保障等生活要素均与所在城
市深度绑定，如果返乡生活，势必
增大他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不小的
麻烦。当然，对于有意愿的、愿意克
服困难的退休官员，可以鼓励其返
乡，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但相对
建立“告老还乡制度”而言，在本土
培养新乡贤显然更为高效可行。

其实， 从当代乡贤的内涵来
看，“乡贤”所涵盖的已不再局限于
古时的士绅、精英群体。当代乡贤必
然是主观性的， 主要依赖于当地的

民众对他的主观认定，也就是说，他
不一定非得是精英， 但一定是具有
民间威望的个体。职是之故，当代乡
贤的意涵关键在于这个个体能不能
得到当地村民的信服和尊重， 能否
满足他们的普遍期待。 乡村并不缺
乏这样的人，他或许是村支书、或许
是货车司机、 或许就只是最普通无
奇的一个村民。 这些人因为生于斯
长于斯，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众情
况了解颇深， 他们在与村民的长期
往来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解决问题
的智慧，并以此服众，同时产生民众
对其的“呼应”效果，实际上这就已
经具备了“乡贤”的性质。

因此， 精英回流固然重要，长

期生活在本乡本土的村民也更应
该成为乡贤的主要来源，在精英回
流尚有现实局限的前提下，对村民
进行客观能力或影响力的培育，应
是当前“乡村振兴”、培育新乡贤的
首要工作。 基层的村干部群体、有
声望的个体、优秀村民，这些都是
培育对象。 在培育个体的同时，还
应该对村民及村民组织进行赋权，
给予农村社会组织成长空间，让村
民在培育和实践中提升各方面的
能力， 打造当代的新乡贤队伍。若
能培育出新时代的乡贤，再将之与
返乡精英汇流，相信中国的乡村振
兴必将迎来美好的春天。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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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3
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
会议。15名委员围绕政治建设和
统战政协工作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统战部部长尤权， 以及中共中
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
听取发言。

印红委员代表九三学社中
央发言时说，和谁有关就和谁商
量，这种“精准商量”把握了协商
民主的“要点”，凸显了协商民主
的“亮点”，有助于完善决策、理
顺民心，是展示人民政协制度独

特优势的重要载体。要更好地践
行初心和使命，动员或组织政协
委员到基层群众中深入调研，探
索行之有效的“精准商量”程序，
不断提高协商民主的质量。

梁华委员发言说，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是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发展的新实践， 也为香港、澳
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
了新机遇。要广泛宣传，凝聚共
识；要找准发力点，实现合作共
赢；要发挥历史文化优势，共建
人文湾区。澳门要加快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谱写“一国两制”实
践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今天
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
出议案截止日。记者从湖南代表
团议案建议组获悉， 截至今天，
湖南代表团共提出议案17件。

这17件议案中，3件是关于
制定法律的议案；13件是关于修

改修订法律方面的议案， 涉及未
成年人保护法、合同法、土地管理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事诉讼
法、婚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高等
教育法等法律；1件是关于开展中
小企业促进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的议案。 ■记者 刘文韬

可以“告老还乡”，但更需“本土培养”

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今年为“基层减负年”

整治文山会海，解决考核过度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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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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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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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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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为什么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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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于解决哪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问：《通知》在整治文山会海方面提出了哪些硬要求？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会
15名委员献计政治建设和统战政协工作

湖南代表团提出议案17件

问：《通知》对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提出了哪些硬措施？

3月1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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