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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份，武汉发生了新冠肺

炎疫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疫捐赠

物资源源不断从全球向武汉市红十字

会临时仓库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汇聚。

然而，捐赠者难以查到物资去向，一线

医院不能及时领取到急需医疗物资。

此后不久，湖北省红十字会有关领

导和干部因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

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

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

失职失责问题被问责。与此同时，因防

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违规发放口罩问

题，武汉市3名负责人也被问责。

不担当不作为、重复繁重的填表任

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

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行为，不仅消耗了

湖北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耽误

疫情防控工作，也引发了群众不满。

一位在湖北某乡镇工作的干部告

诉记者：“刚开始，一天能收 10 多个部

门的文件，都是安排防疫工作的，看上

去好像都很重视，实际上没有一个文

件、一个部门帮我们解决口罩和消毒水

的供应问题。”

2020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疫情防

控 工 作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会 上 强

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随即，湖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发

出通知，要求大力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贯彻落实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用心

不用力，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各

级党委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只

说不干、盲目乐观、说假话、报假情，热

衷刷标语、喊口号、作表态等六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列为整治重点。

去年上半年，湖北省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 5407个，处理 7813人，党纪

政务处分4175人。

襄阳市防控指挥部下发了报表任

务清单明细，将需要乡镇、村一级填报

表格压缩到 3 项。黄冈市纪委监委督

促取消数据报表 18 项，并组织专班对

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等 7家单

位开展全面排查，坚决杜绝“表格抗疫”

“数字抗疫”。

坚持问题导向发力治顽疾
本报记者 柳 洁

“要确保广大基层干部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就要坚持将破

除形式主义作为疫情防控的‘前置条

件’。”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纪委副书

记、区监委副主任秦莉说，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表象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深受其害的人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为了找到问题，解决问题，龙马潭

区创新形式举办了“吐槽大会”。其主

要目的就是通过会谈的形式，倾听基层

干部、群众的真心话，让大家把身边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找出来，针对

问题有的放矢开展整治。

2020 年，龙马潭区各单位共举行

了 91 场“吐槽大会”，这种被证明行之

有效的模式已经在泸州市全面推广开

来。针对基层反映较为集中的“资料表

册过多过频”和“奇葩证明”，泸州市开

展了专项整治，半年时间取消了“奇葩

证明”146 项，取消、合并、调整各类资

料表格246项。

2020年6月28日，四川召开了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会议，提

出精准施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按照从下往上找问题、从上往下抓整改

的工作办法，2020年四川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3457起，处分2292人。

在广元市利州区万缘街道办事处

老街社区书记解玉清看来，破除形式主

义的目的是要通过“减负”为基层“增

效”。“我们社区一共有8个小区，工作人

员只有6个，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加班加

点自不在话下，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6

个人都像钉子一样‘钉’到了基层最需

要我们的岗位上，没有因为开不必要的

会，处理繁琐的表格、文件而分过心。”

“工作做得好不好谁说了算？要老

百姓点头才算。”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

党委书记魏世光说，黄许镇宏山村是一

个合并村，村民们彼此不了解，对村干

部也不熟悉，长期合村不合心。得益于

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深、做得实，不流于

形式、不做面子功夫，如今大伙儿十分

团结。“宏山村现在正在进行村两委换

届选举，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度和

支持度都非常高。”

正如魏世光所说，杜绝形式主义还

要杜绝说和做“两张皮”的现象，在解民

生难题的时候，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

扎实的工作作风赢得大家的认可。

在“吐槽大会”上听真心话
本报记者 刘 畅

一个真举措赛过十个“花架子”
胡文鹏

疫情瞬息万变，事情千头万绪，舆

情不断演变，群众高度关注……如何在

最短时间内，调动各方资源，凝聚各方

力量，遏制汹涌疫情？一个能解决问题

的真办法、真举措、真功夫，比得上十个

华而不实的“花架子”。

在这个问题上，湖北武汉曾经走过

弯路。“一天 10 多个文件，没有一个文

件帮我们解决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

基层干部的心声，道出了基层负担的实

情，切中了形式主义的危害，振聋发聩。

形式主义的最可恶之处，在于用文

件落实文件，用口号代替行动，不仅没

有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反而挤占了极

其有限的行政资源，弱化了极为紧张的

组织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千头万

绪的抗疫关键时刻，形式主义成了疫情

迅速蔓延的帮凶和推手，并不为过。

庆幸的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湖北疫情得到有力控制直至最终清

零，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排除了各种

“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干扰。这也再次

证明，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才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应有之策。

善于从“牢骚话”中找真问题
董庆森

扫除形式主义积弊，用对方法、

找准要点才能事半功倍。四川泸州

市龙马潭区通过举办“吐槽大会”，开

展靶向治疗为基层减负，这一做法值

得借鉴。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在面向基层干部和社区群众的

“吐槽大会”上，牢骚、埋怨和怪话少不

了。这些“牢骚话”不好听，有些还让人

如芒在背、坐卧不安。但“牢骚话”却真

实反映了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将基层工作的痛点和群众的期待摆

在了桌面上。牢骚多的地方往往是群

众不满最强烈的地方，最能反映基层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需要引起高度

重视。

善于从“牢骚话”中查找真问题，继

而有的放矢为基层减负增效，应成为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真本领。掌握这一

真本领就要放得下“官架子”，真心实意

地同群众在一起，倾听群众心声；掌握

这一真本领还要经得住“挑刺儿”，面对

揭短之语，要耐得住性子、受得了委屈，

多分析问题症结、多换位思考。只有这

样，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取得“真经”，切

实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

“山阳流程图”抗疫好帮手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莫让“表格抗疫”添堵添乱
杜秀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

都投入到紧张的抗疫中。但一些地方

也曝出“表格抗疫”“迎检大战”等形式

主义问题，消耗了基层宝贵的人力、物

力。而上海金山区山阳镇结合自身防

疫特点，迅速制定出《山阳镇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工作流程图》，让基层工作者

按图索骥开展工作，节约了时间，减轻

了负担，遏制了形式主义作风，促进疫

情防控阻击战有序有效有力展开。

“表格抗疫”与“流程图抗疫”，一个

体现的是简单应付，一个则是用心务

实；一个是为抗疫添堵，一个则是为抗

疫助力。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耽误，

每分每秒都非常宝贵。要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务实避虚，给基层减

负，用“实招”消灭“空招”，让基层干部

的精力“用在刀刃上”。

近日，部分地区出现多点零星散

发病例，个别地区突发聚集性疫情，

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期待

更多“流程图抗疫”式的创新举措，真

帮忙不添乱，凝心聚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战时机制贵在灵活高效
本报记者 郑 杨

求真务实方显战“疫”担当
马洪超

广东东莞外来人口较多，当地能够

快速控制住疫情，在于灵活高效的战时

机制，精准而“接地气”的战“疫”策略，

体现的是求真务实工作作风。

这种求真务实体现在亲临一线

上。只有深入一线，尽可能多地获得真

实情况，才可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社区已经铺开防疫大网的情况下，东

莞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并没有止步于发

通知、下指示，而是组成工作组进入社

区一线“把脉”防疫工作难点。这种做

法有利于看到真实情况、听到真实声

音，进而提出高效管用的防疫举措。

这种求真务实体现在举措可行

上。如果仅仅是到了一线，却拿不出切

实可行的举措，这样的“深入一线”也没

有多大意义。东莞市直机关工作组深

知这一点，他们通过网络问卷和大数据

筛查，分别建立辖区常住人员和漏网重

点人员信息清单，既能及时发现“漏网

之鱼”，又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

这种求真务实还体现在统筹兼顾

上。东莞市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及

时出台政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使得这

座“世界工厂”源源不断向全国乃至全

球输送防疫物资，彰显了“东莞担当”。

图① 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行政审批局在行政审批大厅外召开“吐槽大

会”，广泛听取群众对窗口服务质量的意见及建议。 曾永强摄（中经视觉）

图② 2020年 2月 22日，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东城试验区绿洲社区的干部逐

户上门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排查，居民张先生一家人举着“4人体温正常，谢谢”的

字牌。 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上海从驰援主战场到坚守主阵

地，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以实打

实的举措，破除形式主义作风，减轻基

层一线工作人员负担，有序有效有力地

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抗疫’之初，金山山阳疫情防

控工作就有‘三多’特点，来沪人员多、

防控对象多、防控点位多。针对这样的

特点，我们一开始就制定了《山阳镇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流程图》（简称‘山

阳流程图’）的专项工作流程图。”上海

金山区山阳镇党委书记孙引良说，通过

设定工作流程，可以让一线同志在经过

培训以后，就能够熟练掌握基本方法，

使疫情防控工作可以依法、规范、有序、

高效，既破除了形式主义作风，又减轻

了一线工作人员负担。

“在‘山阳流程图’出台之前，我们

的工作确实比较杂乱，也不清楚具体流

程，电话一遍遍打，一家家排查，又忙又

乱，心里还没有底。”在上海金山区山阳

镇金豪居民区，小区的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冯丹说，镇里及时拿出了流程

图，让社区干部在这次疫情防控大考中

干有方向、做有底气。

孙引良告诉记者，“山阳流程图”是

山阳镇摸索出来的一套防疫流程，能够

方便基层工作者区别不同情况，按图索

骥开展全覆盖检查，让排查工作更有方

向、更加细致、更加科学。“在后来的实

践中，我们还在不断充实完善这套‘山

阳流程图’。”

记者了解到，最早的“山阳流程图”

有 9 套规程，分别针对一线防控、村

（居）防控、来沪人员防控、宾馆防控、交

通道口防控、应急处置、重点区域公安

指挥、企业提前复工等重点领域，做出

了从排查、分类、上报、反馈等各个环节

的防控处置办法和工作流程图，努力将

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有效实现了“防输入、防蔓延、防输出”

的疫情防控目标。

目前，“山阳流程图”不仅在上海金

山区山阳镇全镇村居实际工作中广泛

运用，还被上海金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成了“工作提示”下发，要求金山区全

区各单位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给

拥有 17 万家工业企业、人口净流入超

过 500 万 人 的 广 东 东 莞 带 来 巨 大 压

力。一年过去了，这座“世界工厂”不但

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通过源源不断向

全国乃至全球输送防疫物资彰显了战

“疫”的“东莞担当”。东莞战“疫”成功

的秘诀是什么？记者深入东莞市东城

街道堑头社区了解到，灵活高效的战时

机制、精准而“接地气”的战“疫”策略是

成功的关键。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市直机

关抗疫工作组迅速进驻堑头社区，针对

防疫工作难点制定了‘一网五线’的战

‘疫’策略，在辖区内形成了以分社线、

出租屋线、企业线、楼盘线、党员和工作

人员线等五条线为有力抓手的防疫工

作格局，全方位、无死角地把防疫网织

严织实。”堑头社区书记钟林辉说。

首先是通过整合梳理，建立了“网

格化”基础数据清单。在市直机关抗疫

工作组的协助下，社区仅用 1天时间就

实现了出租屋、楼盘、小产权房、企业工

厂等基础数据的全面梳理和网格划分。

接着是通过网络问卷，建立了辖区

常住人员信息清单。工作组设计制作

了“堑头社区疫情期间常住人员去向信

息采集表”，扫描二维码即可申报个人

信息和办理临时通行证，3 天时间精准

采集了1.8万名常住人员动向信息。

最后是通过大数据筛查，建立起漏

网重点人员清单。摸排外地人员信息

是社区防疫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帮助

基层减负提效，工作组成员利用查重程

序等技术，很快发现“漏网之鱼”21人。

在堑头社区，不仅疫情防控工作有

条不紊，辖区内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也

得到了精准扶持。利瀚机械负责人叶

万宇介绍，为解决公司的用工和技术难

题，东莞人社局东城分局协助公司与东

莞技师学院对接，开展技术支援，提高

了口罩机产能。由于定额完成交付了

口罩机整机，利瀚机械还顺利获得了政

府承诺的口罩机财政奖励资金。

据了解，去年年初，东莞全市只有

5 家口罩机生产企业；而在疫情防控和

对企服务的一整套扎实有力举措下，

2020 年一季度，东莞口罩机产能已占

到了全国的 60%以上，有力地支援了全

国乃至全球的防疫大局。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各地迅速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号召，有序有效有力地打响抗击疫情阻击战，并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在这一

过程中，各地切实杜绝形式主义，在繁文缛节上做“减法”，在务实作风上做“加

法”，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基层减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奋斗者加油、为干事者鼓劲！今日本报推出特别报道，聚焦各地在抗疫

过程中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减轻基层负担的好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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