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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两会热点

� � � �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
出“三严三实”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
要实、做人要实。

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
严三实”的行为准则，党风政风民风持续
好转，全社会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凝聚起上下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巩固“三
严三实”成果，持续推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纷纷谈感受、说认识、提建议、话打算……

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将
“三严三实”融入深化改革实践

“长会少了，短会多了”“政策针对性
越来越强”“讲实话、干实事”……6日，安
徽代表团驻地， 代表们正热烈讨论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带来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

党组书记高莉5年前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自那时起，高莉不断提醒自己，要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使命
感，不断提高自身决策、管理、执行能力，把

“三严三实”落实在行动中。
明规矩、严纪律、强约束，5年来，全

国各地扎实推动“三严三实”常态化长效
化，为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作风上、党性
上“补钙”“加油”。

———“严”字当头，初心不忘、为民服
务的信念更加坚定。

如同一面镜子、 一把尺子，“三严三
实” 要求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和干
部。” 全国人大代表葛树芹是位村支书，
从“外来媳妇”到全村“当家人”，她说，让
群众信服很简单，就是以身作则。

葛树芹所在的河南省汤阴县向阳庄
村，主干道两侧是两排“承诺林”，上面挂着
村里所有党员的基本信息和对群众的承
诺。“义务打扫街道卫生”“掌握2-3门实用
技术带头致富”……没有空话套话，每一句
承诺都落在具体行动上，“晒”在阳光下。

———“实”处着力，真抓实干、谋事创
业的干劲愈发强劲。

春暖花开的时节， 天津七里海古海
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 苇海随

风荡漾，野鸭游水嬉戏。
全国人大代表、 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

王洪海说，2017年底，该区已全部完成七里
海230处拆除整改任务，目前七里海湿地核
心区土地已全部签订流转协议， 实现封闭
式管理， 并逐步将缓冲区5个村、2.5万人进
行生态移民，计划2020年完成。

“大力整治生态环境是全区干部群众
下决心推进的一件大事， 这需要担当与作
为。”王洪海说，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严以用
权、谋事要实，面对保护生态和破坏环境搞
旅游的不同做法，宁河区坚决选了前者，因
地制宜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践行
“三严三实”永无止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当前，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

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更需
要以“三严三实”为抓手，深入推进党的
作风建设，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抓改革谋发展， 需要紧螺丝、 上发
条，践行“三严三实”———

修身、用权、律己，念好“严”字经，时
时自重、自省、自警、自勉，修心正身提素
质，锤炼作风创实绩。

2018年， 山东省烟台市生产总值达
到7833亿元、增长6.4%。成绩来之不易，
这让全国人大代表、 烟台市委书记张术
平更加充满紧迫感。

“必须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一些干部的
思想观念、能力素质、担当精神还不能完全

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些制约
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破除，
营商环境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张术平
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把‘三严三实’进
一步落到实处，破除窠臼，攻克难关。”

抓创新促发展， 需要敢担当、 真做
事，践行“三严三实”———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谋事、创业、做人，
都要沉下身去，“严”“实”统一、实干兴邦。

2019年初， 三门峡市一家企业成功
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准入门槛。

“这对我们这样一个中部地区城市来说
是很不容易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三门
峡市市长安伟说， 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干
部，不能当经济发展的“门外汉”。面对产业
薄弱的难题，他多方求教业界专家，学习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知识， 并深入企业了解困
难，主动协调解决。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这
家企业成为当地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力量。

“干事创业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和
过硬的作风。”安伟说。

抓作风助发展，需要“不歇脚”“不断
线”，践行“三严三实”———

践行“三严三实”要坚持高标准，时
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切实发挥
党员干部的旗帜和标杆作用。

剑指群众反映强烈的“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等问题，湖南省株洲市自2016年10
月起全面启动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动
为抓手的作风建设，对行政审批、企业帮扶、
回应公众关切等事项做出时限要求。

“定点清除干部不良作风，聚焦民生诉

求痛点难点，切实提升干部的责任感，持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株洲市市长阳卫国说，“作风建设不可能
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要以踏石留印的
精神常抓不懈，使‘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成
为一种思想自觉、行为习惯。”

脚踏实地、勇于担责，不断
书写新的时代答卷

梦想在前，需要用信念去坚守；使命
光荣，需要用实干去托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广大干
部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 事不
避难、义不逃责，埋头苦干、结合实际创
造性地干， 努力干出无愧于人民的新业
绩，干出中国发展的新辉煌。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带头领跑———

“医院急诊科是救死扶伤的最前线，
每一次急救、 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生命，而
党员干部每每都是冲锋在前。” 全国政协
委员、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徐自强说，“三严三实”的重要性再怎
么强调都不过分，作为医院一线的基层干
部，要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同事们
全力抢救病患，保障人民健康安全。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勇于作为———

在安徽蚌埠，“一户一块田” 改革正
如星火燎原般快速发展，由试点初的6.8
万亩扩大到现在全市28个乡镇27万亩。

过去，农民手中的土地分散，种植费
用高、机械作业难。改革后，在农民自愿
的基础上，对零散土地整合、重新分配，
每户村民都得到一整块大田，地好“种”
了且成本降低了。

这项改革的背后， 涉及多方利益的协
调。“面对问题，干部就要敢于直面各种艰难
险阻，涉深水、闯险滩、啃硬骨头。”全国人大
代表、蚌埠市市长王诚说，要勇于担当，直面
问题，确保改革改有所进、改有所成。

践行“三严三实”，党员干部要倾心
尽力、 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

“每个村都建设好了，每个村民都生
活好了，我们的祖国也就发展好了。”葛树
芹说，作为基层干部，还要严格要求、以身
作则，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坎上、落实
在行动中，带着大家把日子越过越好。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严要求实作风，再创时代伟业
———写在“三严三实”提出五周年之际

� � � � 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发

� � �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作为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
础性法律， 外商投资法草案8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 草案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
架， 对外商投资的准入、 促进、 保护、 管理等作出了统一
规定， 是对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向大会作关于草案的
说明时表示， 制定外商投资法，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对
外开放、 促进外商投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是我国外商
投资法律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草案分为6章， 包括总则、 投资促进、 投资保护、 投资
管理、 法律责任、 附则， 共41条， 对新的外商投资法律制
度作出了基本的、 明确的规定。

草案规定， 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 准入前国民待遇， 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
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
遇。 负面清单， 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
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
给予国民待遇。

草案同时规定， 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
的投资、 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
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在法定权
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

“通过制定和实施外商投资法， 坚定实行高水平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营造法治化、
国际化、 便利化营商环境，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王晨说。

外商投资法草案
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