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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约有2 . 54亿，占总人口的18 . 1%。
面对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这一国家战略与国家发展、
个人生活有怎样的关系？“积极应
对”与以往有何不同？如何满足人
们进入老年期的多样化需求？在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近日举行
的座谈会上，专家就此作出解读。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已经超过0至15岁人口数量，实际

上进入了‘少子老龄化’时代。”中
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说，在我国，
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局限于老年人
事业甚至老年人问题领域的现象
还比较普遍。

李军说，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国
民储蓄率、减弱经济增长潜力，同
时对应着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劳动
成本增加，对经济运行产生复杂的
影响，关乎每个人的现在和未来。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
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认为，把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与科教兴
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并列的
最高层级的国家战略，使之成为党
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这是党中
央科学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新态

势、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
形势、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

“这一次上升到国家战略，关
键词是‘积极应对’。”吴玉韶说，要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政策和行动来
应对人口老龄化，整个公共政策体
系都要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视角。然而，我国关于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法律只有一部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而且该法侧重于保障老年
人权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的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行政法规。

吴玉韶说，建立同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律法规体
系，是实施这一国家战略的首要
战略任务。 据新华社

本报威海11月19日讯（记者 李
英豪 范华栋） 为基层减负，从摘
牌做起。近日，威海乳山市乳山寨镇
寨中村一共摘下了42块牌子，原来
村委门口密密麻麻的牌子不见了，
村委工作人员也感觉一下子清净了
许多。寨中村也是威海开展的“净墙
行动”中“瘦身”最明显的村。

近日，记者在寨中村村委会办
公室看到，角落里层层叠叠堆着不
少牌子，足有半米多高。工作人员
把牌子摊开，有红色、白色、蓝色、
灰色等五颜六色的牌子，而且大小
不一，印有“人民调解室”“综合治
理室”“妇女维权站”“文化体育管
理员办公室”等，一共有42块。寨中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迪
新告诉记者，这些牌子摘下来，就
不会再上墙了。

“清牌前，我们村委林林总总悬挂
了64块牌子，之前那些牌子杂乱无章
地贴在办公楼门口，看着心里就乱得
慌，过年贴对联都没地方。”王迪新指
着办公楼的大门告诉记者，这些牌子
的背后，跟着的是各种考核任务。每年
上面各个机关单位都要到村里来检查
考核，少则30次，多则50次，村委工作
人员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准备考核资
料，每年还要花费约两万元准备考核
所需要的展板和物料，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有时候真是应付不过来。

在乳山市城区街道幸福社区居
委会，居委会党总支书记葛玲之前
也有类似的烦恼：“摘牌之前，我们
社区只有四间办公室、5个工作人
员，却挂了54块牌子，牌子多到几乎
都没地方悬挂，我们感到压力大、负
担重、条框多。”

一次摘掉42块牌子，寨中村是
威海开展的“净墙行动”中“瘦身”最
明显的村。幸福社区则一共摘掉了
40块牌子。

今年以来，威海市委统一部署，
由威海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牵头，相
关部门组成工作专班，率先在市直
机关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从小切口入手，把这
些部门单位在村（社区）悬挂标牌纳
入重点整治范围，要求部门单位认
领责任，开展自查清理，工作专班深
入荣成市、乳山市、环翠区等地的村

（社区）开展现场抽查检查。
挂牌清理规范后，据抽查统计，

威海村（社区）平均挂牌数由原来的
30个减少为13个（含常规悬挂指导清
单中的8个），下降了56 . 7%，既节省
了费用，又减轻了基层负担。为了有
效避免“清了又挂”“整完又乱”，防
止问题反弹回潮，威海市直机关工
委对部门单位在村（社区）挂牌实行
审批备案制度，列入督查考核内容。

本报济南11月19日讯（记者
崔岩） 19日下午，全省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视频推进会
议在济南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贯彻落
实《山东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
加快推进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行政工
作讲得最多最具体、要求最紧迫
的就是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是重大的政治责任，是推进全
面依法治省重要举措，是满足人
民群众法律需求的必然选择，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条例》精
神，在实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
化上下功夫，在实现公共法律服务
多元化上下功夫，在实现公共法律
服务规范化上下功夫，在全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上下功夫，不断提升
全省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水平。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对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领
导，要坚持党对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的绝对领导，要建立统筹协调
机制，要加强保障激励各项措
施，为打造平安山东、法治山东
金招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基层减负，一个村摘下42块牌子
威海市开展“净墙行动”，机关单位到社区挂牌要审批备案

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视频推进会议召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跻身国家战略，有何深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沙元森

今年以来，威海相关部门
组成工作专班，率先在市直机
关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清理规范部门
单位在村（社区）悬挂招牌被纳
入重点整治范围。挂牌清理规
范后，当地村、社区平均挂牌数
由原来的30个减少为13个，“瘦
身”效果最明显的一个村子摘
下来42块牌子。

“摘牌”有什么好处？看得
见的是，村居等基层单位的“门
脸”干净了。以前，各种颜色、尺
寸的牌子挂在基层单位入口，
密密麻麻，“连贴对联的地方都
没有了”。现在，墙面整洁了，门
脸好看了，村居工作人员和出
入群众的心里自然敞亮了。

当然，“摘牌”的好处不止
于为村居“美颜”，为基层减负
才是整治的主要目的。“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几乎每一
块挂在村居里的牌子都对应着
上面一个部门。一些部门为了
体现在基层的“存在感”，不仅
要求牌子上墙，还布置各种考
核任务。为了完成考核任务，基
层单位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
财力去准备展板和材料。凡事
都要“留痕”，在墙面上就是不
断挂牌子，在纸面上就是不断
填表格，搞得基层工作人员疲
惫不堪。

各级部门单位有没有深入
基层，群众看得最清楚，村居工
作搞得好不好，群众感受最直
接。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用挂牌
子，不用写材料，也会留下好口碑。否则，无论牌
子多突出，材料多漂亮，都遮不住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之羞。

威海看到了牌子泛滥背后的真问题，要求
部门单位认领责任、自查清理，为基层节省了
费用，减轻了负担，这是从小切口向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开刀，倒逼各级部门单位到田间
地头、大街小巷做实事，把实绩之痕留在群众
心里。就此而言，减负也是增效。

这项工作顺应了群众期待，受到了舆论
好评，希望威海相关部门能一鼓作气，继续做
好基层减负工作，把牌子摘下来，把制度建起
来，把材料减下来，把实事干起来，让更多基
层工作人员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为群众提供
更好的服务。威海的“摘牌”经验也值得各地
借鉴，一起在“小牌子”上做出减负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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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少了 负担轻了 服务上心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英豪 范华栋

威海市开展“净墙行动”后，基层有
什么变化，老百姓办事有什么改变呢？记
者采访了办事群众以及相关专家。

“从前走进社区服务中心，看到那么
多牌子简直眼花缭乱。清牌之后，明显能
感到清净，因为要办理户口问题，一开始
看到几个牌子就会在心里犯嘀咕，去哪
个窗口才能解决我的问题？清理后大厅
就只有一个牌子，直接就可以找到人员
办理业务，更方便了。”荣成市曙光社区
居民王文雅说。

曙光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摘掉
一些牌之后，更多的自主权到了我们社
区，我们干工作的能动性有了很大提
高。”据他讲，牌子下墙了，服务上心了，

“我们利用智慧社区APP，将服务融入居
民生活，一旦看到社区APP上有居民留
言，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做到1秒拍、1
分钟接单、15分钟到达现场、1小时内解
决并予以回馈。”

谈起摘牌后最大的改变，乳山寨镇
寨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迪新
说：“摘掉牌子后，我们等于把服务放在
老百姓眼前，让百姓有问题时，不用再浪

费时间眼花缭乱地去找牌子，直接就可
以解决相关问题。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
到服务百姓身上，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
事，比如每年节约下约两万元的展板经
费，我们直接将其投入扶贫以及公共建
设中，真正为百姓做些实事。”

谈起净墙、减牌的初衷，记者从威海
市直机关工委了解到，挂牌上墙原意是方
便群众，服务群众，但有些牌子挂上去了，
却没有实际内容，把挂牌当作落实工作的
挡箭牌，牌子挂了，痕迹就有了，开展没开
展工作往往不去过问，不仅加重基层负
担，也引发群众不满。威海市直机关是贯
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村

（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挂
牌”虽然表现形式在基层，根子却在上级，
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治标治本。

对于威海为基层清牌减负一事，记
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
授孙卓华。他认为，基层社区与人民群
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上级部门在基
层单位挂牌，这些牌子转移的是各部门
更多的责任、任务、考核等，基层干部的
精力被空耗而不能干实事。而摘牌则有
助于基层恢复服务能力，更好地为群众
办事。

乳山市乳山寨镇寨中村支部书记王迪新在展示摘下墙的牌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英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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