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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管薇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 记者从上海

海关获悉， 上海海关从旅客分运

行李物品中截获携带检疫性有害

生物玉米褪绿斑驳病毒的玉米种

子， 为全国首次从旅检渠道截获

该有害生物。

4 月 17 日，上海海关隶属黄

浦海关在对进境海运分运行李物

品进行例行检查时， 发现 1 千克

植物种子， 按规定进行了截留处

置。 4月 29日，经技术中心确认，

该玉米种子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

物玉米褪绿斑驳病毒。 海关将依

法对相关截留物进行销毁处理。

据悉， 玉米褪绿斑驳病毒扩散

途径多样， 防控难度高， 被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名录》。 该病毒在自然界

中通常和其他侵染禾本科的病毒复

合侵染， 可影响玉米产量甚至造成

绝收。

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研究中心成立
市人大常委会6年审查“红头文件”332件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 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常委会法工委与上海政法

学院合作成立的“上海市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研究中心” 举行成

立仪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

春为该中心揭牌。

对规范性文件实行备案审查，

是维护宪法法律尊严、 保障宪法法

律实施、 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

制度安排。 据统计， 六年来， 市人

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共计

332 件： 其中， 市政府规章 80 件、

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120 件、 区人大

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 92 件、 地方

性法规配套文件 27 件、 地方性法

规授权制定的文件(浦东综改配套

文件)13 件， 对?提高上海法治政

府建设水平、 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莫负春表示,目前我国备案审

查制度重要性不断凸显， 但备案审

查理论体系构建还比较薄弱， 很多

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成立研究中心的目的就是通过

实务部门与理论学界的结合， 提升

本市备案审查的能力建设， 进一步

落实好党中央、 全国人大以及市

委、 市人大常委会对备案审查工作

的新要求。 据了解， 研究中心将紧

紧围绕国家和本市的中心工作， 开

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研究，

根据国家上位法的变动情况， 对本

市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规范性

文件的合法性、 适当性进行研究。

推动破解难题， 加强对备案审查工

作方式、 沟通机制、 纠错形式等研

究， 从而有效维护宪法法律的权

威， 保障良法善治的实现。

上海政法大学校长刘晓红表

示， 该中心将深耕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研究“新动向”。 研究中心将

根据市人大法工委的委托和要求，

认真做好课题研究、 项目调研、 立

法动态跟踪、 专题研究等各项工

作， 紧跟备案审查工作的前沿问

题， 破解备案审查工作的难点重

点， 推动备案审查研究的新发展。

市政府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应勇指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本报讯 市政府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昨天召开。 市委副书记、

市长、 市政府党组书记应勇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纪委三次全会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 认真落实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

作会议要求， 按照市纪委三次全会

部署， 进一步提高认识， 以更坚决

的态度、 更有力的举措， 一体推进

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全力以

赴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 坚定不移推动政府系统

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政向纵

深发展。

市领导廖国勋、 陈寅、 吴清、

许昆林、 彭沉雷、 陈群、 龚道安、

宗明出席。 会上，市委巡视办、市审

计局分别通报巡视、 审计过程中发

现的党风廉政风险。会前，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童卫东

作新 《公务员法》 解读专题讲座。

应勇指出， 政府系统要始终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最重要的

是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

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

定坚决、 不折不扣、 落实落细党中

央决策部署。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切

实做到往心里去、 往深里走、 往实

处落， 并转化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的实际成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

实际成效。 要始终把深刻转变政府

职能作为根本举措， 深化“放管

服” 改革， 以权力“瘦身” 为廉政

“强身”。 要加快推进“一网通办”，

紧扣“双减半、 双一百” 的年度目

标， 用信息化手段压减行政审批环

节、 优化服务方式。 要抓好优化营

商环境 2.0 版的落实， 努力在减少

审批事项、 环节和时间上取得新突

破， 并落实好国家和本市出台的更

大规模减税、 更明显降费政策。 要

深入实施“双随机、 一公开” 等监

管机制， 大幅提高监管效能， 有效

制约监管权力。

应勇指出， 要始终把权力集

中、 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的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作为监督焦点， 监督

是否严格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

是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

运用好巡视和审计的成果， 推动补

齐制度短板。 要始终把作风建设作

为重要内容， 深入贯彻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 切实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更好为基层减负。

同时， 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

各种隐形变异形式， 抓早抓小， 严

防回潮反弹。 要进一步严格财经纪

律，把有限的财力真正用在刀刃上。

要始终把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提高

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安全感作为重要

落脚点， 紧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加大整治力

度。 要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

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 对资金使用情况加强监管。

要坚决扫除涉黑腐败， 除恶务尽。

应勇强调，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

组）要贯彻党组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

牢牢牵住管党治政责任这个“牛鼻

子”，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

同”机制，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要

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以钉钉

子精神把管党治政要求落实到政府工

作的全过程、 各环节。

市政府各委办局、 各区政府、 有

关管委会、 市属高校、 企业主要负责

同志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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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 做有心人
———记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分析研究处处长何愉

《政府投资条例》公布

政府投资应科学决策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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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检出玉米褪绿斑驳病毒 系全国首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