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
任习近平9月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研究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问题，研究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
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
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
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
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要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
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
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准，
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物流企业，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
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
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

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
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
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
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财富创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
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
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
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商
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
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流通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

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
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

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国内
统一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
并进的良性循环，塑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
政策作用。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
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
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
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
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通、
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完善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

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
合，加强标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
支持关系居民日常生活的商贸流
通设施改造升级、健康发展。要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建设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要强化
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供更多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
的金融产品。要认真研究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加快建立储
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
的应急物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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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考试成绩、论文、奖项等
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

减负清单指出，严禁各部门组织实施未
经审批报备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严禁
在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中，设置“一票否决”或层层签订责任状。不得
工作刚安排，就开展督查检查评比考核。

严禁以调研指导、学习考察、工作调度、
观摩交流等名义变相开展中小学校或教师督
查检查评比考核，夹带搞评比打分、排名通报、
责任追究。不得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年度考
核、评优评先和专业技能竞赛等评比考核中设
置繁琐的评审程序和材料，不得以考试成绩、升
学率、学历、论文、奖项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

不得为中小学教师

布置与教学无关硬性任务

减负清单中明确，严格规范、合理安排教育
扶贫工作任务，不得强制安排中小学校和教师
承担教育扶贫以外的其他扶贫工作任务，不得
安排中小学教师包村扶贫、驻村扶贫。

严格规范学校和教师参与维护稳定、扫
黑除恶、防灾减灾、消防安全、防艾等重要专
项工作，不得安排中小学教师到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场所开展相关工作、布置硬性任务。

严格规范文明、卫生、绿色、宜居、旅游
等城市创优评先活动，涉及中小学校的，原
则上不得安排教师上街执勤或做其他与教
师职责无关的工作。严禁街道社区安排中小
学校和教师频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

严禁强制中小学校和教师参与各类征文、
论文、宣传稿件、演讲比赛等活动。严禁开展教
育部门年度计划以外的各类教育宣传活动。

严禁安排学校停课出人出场地或借用学
校场地举办招商、庆典等有关活动。严禁以营
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商业广告或借机收费活
动等进入校园。严格控制中小学校承担各类社
会考试次数和教师监考次数。

严禁强制中小学教师
填写与教学无关材料

减负清单还称，严格规范涉及中小学校
和教师的报表填写工作，杜绝重复上报、多
头填写。严禁强制要求中小学校和教师填写
与教育教学无关的问卷调查、调研材料、课
题研究数据等材料。

严格规范省市县三级教师评先树优和
资质评定活动。精简教师职称评审、课题申
报、评比表彰等材料报送程序、数量。

严禁中小学教职工
在编不在岗和“吃空饷”

减负清单明确，严格限制和规范有关部
门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帮助工作，对有关部
门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超过半年的，一律安
排其返回原单位工作。

严禁教育管理机构及其他非教学单位
与中小学校混编混岗、占用教职工编制。严
禁挤占、挪用、截留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严禁
长期空编和有编不补、编外用人。严禁中小
学教职工在编不在岗和“吃空饷”。

严禁公办学校在编教师长期在民办学校
任教，公办学校在编教师不得在民办学校取酬。
严格规范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不得硬性要求教
师参加与专业发展无关的培训活动。各级各部
门不得把无关培训任务摊派给教师。

不得以学习笔记厚不厚

作为评价教师政治学习成效

减负清单还指出，严禁学校和教师参与
各类迎检迎评等“面子工程”和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切实减轻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事
务性工作任务。不得硬性要求中小学教师关
注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微信公众号或通过网
络投票、点赞、答题、知识竞赛、推广宣传等
方式开展与教育无关的活动。

严格限制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会
议和发文数量，不得在工作群、政务APP上
滥发通知、随意安排工作任务，不得要求教
师随时回复工作群信息。

不得简单以学习笔记厚不厚、在线学习
时间长不长、APP客户端分数高不高等评价教
师政治学习成效。不得将教师在APP客户端学
习情况与各级各类检查评比硬性挂钩。不得简
单以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
制视频等方式来代替实际工作评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王大伟 徐汝燕

9月9日下午4点，随着
最后一段路面摊铺完成，
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
的京沪改扩建工程八标段
全段路面主体工程施工完
毕，至此，京沪改扩建工程
兰陵段、郯城段比预计工
期提前5个月实现双向八
车道贯通，项目建成通车
已进入倒计时。

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
临沂（鲁苏界）段改扩建工
程起于济南市莱芜高新
区，止于京沪高速公路鲁
苏界，接京沪高速公路江
苏段，线路全长232 . 19公
里，设计速度120公里/小
时，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
公路技术标准改扩建，计
划2020年年底建成通车。
全线共分为十个路桥施工
标段，其中第八标段起点

位于临沂市罗庄区和兰陵
县交界处，终点位于兰陵
县和郯城县交界处，线路
全长22 . 59公里，主要控制
性工程有邳苍分洪道特大
桥、兰陵互通立交，其中邳
苍分洪道特大桥为全线最
长特大桥。

京沪高速公路是连接
北京、上海的交通大动脉，
建设过程中，项目结合改
扩建工程特有的施工特
点，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
公路改扩建路基、桥梁标
准化施工工艺，以工艺标
准化保障了工程品质。

项目建成后，山东继济
青高速、滨莱高速后又有了
第三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
路，将大大提高京沪高速公
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对更好服务沂蒙老区建设，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沿
线地区乃至山东省中南部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更
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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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物流网

京沪高速改扩建兰陵段郯城段
实现双向八车道贯通

通车已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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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领证将有大变化
颁证仪式引入登记流程

过去，婚姻登记程序
简单，新人填表、盖章即可
迅速领证，缺少仪式感，而
这一场景有望迎来大变化。

民政部、全国妇联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
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
开展婚前辅导，提升结婚
颁证服务水平，建立地方
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度
等举措。

关于婚前辅导，《意
见》称：将开发婚前辅导课
程，编写教材和宣传资料，
在婚姻登记大厅通过宣传
栏、视频、免费赠阅等，帮
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
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
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
庭纠纷的产生。

据悉，婚前辅导内容
主要包括宣传婚姻家庭文
化、家庭责任、沟通技巧、
家庭发展规划等。

《意见》要求，县级以
上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
一个独立的颁证大厅，探
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
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
通过引导婚姻当事人宣读
结婚誓言、领取结婚证，在
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
姻缔结，感悟铭记婚姻家

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意见》提出 ,建立地

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
度，鼓励当事人邀请亲朋
好友共同见证。

上海、山东、湖北等地
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多
年前就已开始推行免费结
婚登记颁证仪式，颁证员作
为证婚人，领读结婚誓词，
并请新人跟读。

在深化婚姻家庭关系
调适和离婚辅导方面，《意
见》提出探索离婚冷静期
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
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措
施，支持开展婚姻家庭社
会工作服务，面向社区积
极开展亲子教育、防家暴
教育、生活减压和社会支
持等预防性专业服务。

此外，在婚姻家庭建
设方面，《意见》提出，婚姻
登记场所设置婚俗文化墙
或婚俗文化廊，有条件的地
方可设置婚姻家庭文化展
示厅、婚俗文化博物馆或婚
姻家庭文化教育基地。

《意见》还倡导，推广
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
婚礼，组织举办集体婚礼，
倡导健康文明、简约适度
的婚俗文化。
据民政部网站、新华社

(一)将意见和
建议发送至山东
省教育厅教师工
作 处 邮 箱 ：j s c @
shandong.cn。

(二)通过信函
方式将意见邮寄
至山东省教育厅
教 师 工 作 处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
历下区文化西路29
号，邮编：250011，
信封上注明“山东
省中小学教师减
负清单意见建议”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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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以下途径
反馈意见

◎不得以考试成绩、升学率、学历、论文、奖项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

◎原则上不得安排教师上街执勤或做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

◎严禁街道社区安排中小学校和教师频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

◎严禁强制参与各类征文、论文、宣传稿件、演讲比赛等活动。

◎严格控制中小学校承担各类社会考试次数和教师监考次数。

◎严禁公办学校在编教师长期在民办学校任教，公办学校在编教师
不得在民办学校取酬。

◎严禁参与各类迎检迎评等“面子工程”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不得要求教师随时回复工作群信息。

◎不得将教师在APP客户端学习情况与各级各类检查评
比硬性挂钩。

9月9日，省教育厅发布《山东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注意到，减负清单里包括：不得以考试成绩、升学率、学历、论文、奖项作为唯一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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