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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全文如
下：

为了更好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
就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总体要求
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是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是改进党的作风、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举措。近年来，督查检查考
核工作不断加强，激励鞭策的指挥棒作用有力发挥，必须
坚持不懈抓下去。但也存在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
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地方和基层应接不暇、不堪重
负，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既不利于集中精力抓落实，也助长
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下决心加
以解决，把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做好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
化各级党委统筹协调，严格控制总量，坚持以上率下，不
断增强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切
实减轻基层负担，进一步激发干部崇尚实干、攻坚克难的
责任担当，凝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强大力量。

二、严格控制总量，实行计划管理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必须从源头抓起，从上级机

关做起。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依法依规开展的
督查检查考核外，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置
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对象的督查检查考核项目，不得在
部门文件中自行规定全国性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确需开
展的要一事一报。要严格控制总量和频次，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同
类事项可合并进行，涉及多部门的联合组团下去，防止重
复扎堆、层层加码，不能兴师动众，动辄对着县乡村和厂
矿企业学校，影响地方和基层的正常工作。部门督查检
查考核不能打着中央的旗号，日常调研指导工作不能随
意冠以督查、检查、巡查、督察、督导等名义。

实行年度计划和审批报备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各
部门拟开展的涉及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本系统全国性的
业务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要按照归口管理原则，年初分别
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审核，由中央办公厅统
一报党中央审批，以年度计划的形式印发执行。对紧急
突发事项的督查检查，可以按程序报批后实施。省区市
开展的全省性督查检查考核也要制定年度计划，报中央
办公厅备案。

三、注重工作实绩，改进方式方法
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

执行情况，科学合理设置指标，视内容区分发达与欠发达
地区、城市与乡村、地方与部门、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等，体
现差异化要求，避免“一刀切”、“一锅煮”。改进督查检查
考核办法，必要的记录、台账要看，但主要看工作实绩，不
能一味要求基层填表格报材料，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
判工作好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刚部署就进行
考核，不搞花拳绣腿，不要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
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常态化了解，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
事，多听群众说，更多关注改革发展、政策落地情况和群
众获得感满意度。督查检查要突出问题导向，既着重发
现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又及时了解有关政策需要完善的
地方。对督查检查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以适当方式进
行反馈，加强督促整改，不能简单以问责代替整改，也不
能简单搞终身问责。创新督查检查考核方式，充分运用
信息化手段，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优化第三方评估，提高
督查检查考核的质量和效率。

四、加强组织领导，激励担当作为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强组

织领导。中央层面建立由中央办公厅牵头，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对督查检查考
核工作的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开展专项清理，从中央
和国家机关做起，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撤销形式主义、
劳民伤财、虚头巴脑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大幅度压缩数
量，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要减
少50%以上。清理后保留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可以公
开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执行到位，严防反弹回
潮。各地区各部门清理情况报中央办公厅。

要强化督查检查考核结果的分析运用，鲜明树立重
实干重实绩的导向，对政治坚定、奋发有为的干部要褒奖
和鼓励，对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要警醒和惩
戒。对各种告状信、检举信，经核实有问题的要依纪依法
处理，没问题的要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诬告陷害的要
严肃追究责任，推动形成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抵制歪风邪
气的良好政治生态。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通知的具
体措施。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侯晓
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表示，中方历
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没有兴趣干
涉美国的内政和选举。中方奉劝美方停
止对中国的无端诬蔑和指责，停止干涉
别国内政，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领导人近来发表讲话指责中方干涉
美国内政和选举。8日王毅国务委员兼
外长会见蓬佩奥国务卿时再次予以了
驳斥。你可否介绍有关情况？

陆慷说，对于美国领导人的无端指责，
中方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指出这纯属
捕风捉影，不能接受。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8日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强调
中方在这件事情上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他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
则，也没有兴趣干涉美国的内政和选
举。至于美方提到中方利用加征关税影
响美国选举，事实很清楚，中美经贸摩
擦是美方一手挑起的，中方只是被迫作
出必要反应。这是正当的防卫反击。中
方多次指出，打贸易战没有赢家。随着
美方对越来越多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美国越来越多的行业和地方不可
避免地会受到中方反制措施的影响，这
同它们支持哪一个党派毫无关系。

至于美方声称中国媒体在美国当

地媒体购买付费版面发表文章是干涉
美国内政，陆慷表示，这是中国媒体同
美国媒体的合法、正常合作，并不违反
美国法律，很多外国媒体也都在这么
做。他表示，把中美之间正常的交流与
合作说成是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完全
是牵强附会，根本站不住脚。就连美国
许多媒体和各界人士都认为美国领导
人的这种指责不可思议、荒唐之至。

“世界上到底是哪个国家动辄干涉
别国内政，国际社会早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端诬蔑
和指责，停止干涉别国内政，停止损害
中美关系的言行。”陆慷说。

外交部：奉劝美方停止损害中美关系的言行

10月9日10时4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及远
征一号S上面级），成功将遥感三十二号0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新华社济南10月9日电（记者萧海
川）87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
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为了拯
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
东北抗日联军第 2 军政治部主任李学
忠，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出生
在山东掖县。早年到东北谋生。后在吉
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赴苏联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冬，李学忠回国赴东满地区
工作。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2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
民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在
李学忠的主持下，第2军政治部发表了

《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
大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
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完成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此时的抗日武装根据地，斗争形势

十分严峻。自5月起，日寇便调集重兵
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封锁与扫荡。
为打破敌军的封锁，集聚更多抗日力
量，成立不久的第2军开始西征。李学
忠主动请缨，率领两个连150余人组成
远征队，希望打通与杨靖宇的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 1 军联系。经过艰苦跋涉与
多次血战，10月初李学忠的远征队在濛
江那尔轰与杨靖宇部胜利会师。东满、
南满两大游击区，由此有了紧密的联
系。这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和南
满省委的成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
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李学忠任政
治部主任。同年8月，他率部到辽宁省抚
松县大碱场兵工厂开展工作，突遭日军“讨

伐队”袭击。李学忠指挥部队奋勇反击，激
战中，李学忠身负重伤牺牲，年仅26岁。

战争的硝烟散去多年，曾经满目疮痍
的土地早已花团锦簇，但人们没有忘记那
些为之奋斗却无缘得见的烈士们。1985
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抚松县
人民政府在一片青松翠柏环绕的向阳坡地
上，为李学忠竖立了一座纪念墓碑。时至
今日，这里已成为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

李学忠的故乡，早已变换了模样。
当年的掖县，已成为今天的烟台莱州
市。近年来，英雄故里民生事业获得长
足进步，在烟台率先实现了义务教育校
服免费、免除职业学校学费、普及农村
小学校车服务等。地区生产总值先后
突破600亿元、700亿元关口，目前正全
力打造市强民富、宜居文明的新莱州。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记者胡
喆）能够让卫星从发射到进入运行轨道
的过程大大缩短，且不耗费卫星燃料
……10月9日上午，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与远征一号S上面级携手，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
遥感三十二号01组卫星精准送入预定
轨道。此次发射是“远征”上面级新成员
——远征一号S的首飞，长二丙首次与
远征上面级搭档，使火箭运载能力大幅
提升。

“上面级”是一种运载工具，是在原有
的三子级火箭上面，增加相对独立的一
级，形成“四级火箭”。就好像机场的“摆渡
车”可以将乘客送往不同目的地，上面级
可以先后把不同的卫星直接送到工作轨
道，因此又被称为“太空摆渡车”，主要用
于执行中高轨航天器发射任务。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二丙/远
征一号S型号副总师崔照云介绍，远征
一号S也称“远征一号商业型上面级”，
是在远征一号上面级基础上进行的改
进，主要针对短时间飞行任务而设计的
一型上面级。它工作时间短，在与基础
级分离完成后，马上点火加速，按照需
求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据悉，长二丙火箭700公里太阳同步
轨道运载能力为1.2吨左右，本次与远征
一号S上面级搭档后，运载能力达2吨左
右，运载能力增加了接近一倍。

崔照云说，由于长二丙火箭与远征
一号S上面级是首次合作，为了使两者
配合默契，型号研制队伍对火箭上面级
进行了改进，包括改进了长二丙火箭接
口，进一步优化设计，省去了飞行数小
时所需的设备，使上面级的重量和成本
大大降低。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9日联合发布《2017年全国科
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2017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 17606.1 亿元，比上年
增长12.3%；R&D经费投入强度（与
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3%，再创
历史新高，比上年提高 0.02 个百分
点。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
师张鹏介绍，我国 R&D 经费投入增
速保持世界领先，投入强度已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研发投
入结构向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进一
步提升。

公报还显示，2017年国家财政科
学技术支出8383.6亿元，比上年增长
8%；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国家财
政支出的比重为 4.13%，保持了上年
水平。

“我国研发投入的总量逐年加大，
结构不断优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夯实了我国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张鹏说，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整体水平
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情况，
如基础研究占比与发达国家占比水平
（15%至20%）相比有较大差距，研发投
入强度与创新型国家（2.5%以上）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

张鹏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应进
一步引导全社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力度，尤其是前瞻性和应用性基础研
究领域；进一步优化我国研发资源配
置，突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政府对
研发的管理优势，加强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我国商业型卫星太空摆渡车远征一号S上面级首飞成功

我国研发经费投我国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创历史新高入强度创历史新高

烈火淬炼真男儿烈火淬炼真男儿——李学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