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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

要求有关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

事）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压实管理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严肃纪律要求，不

折不扣抓好《规定》贯彻落实。

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是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

《规定》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总结实践经验，对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适

用对象和情形、工作措施、纪律要求

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规范和制约权

力运行，从源头上防范廉政风险，促

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规定》明确，领导干部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适用

对象，主要是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

事业单位厅局级及相当职务层次以

上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情形，主要

是投资开办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

资企业等高级职务、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

服务等行为。《规定》对不同层级、不

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领

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

部门严于其他部门。

《规定》要求，领导干部每年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时，应当如实填报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

年度集中报告后新产生的经商办企

业情况要及时报告。对领导干部报

告情况要进行随机抽查和重点查核，

发现有关经商办企业违反禁业规定

的，责令领导干部作出说明，由其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退出经商办企业，

或者由领导干部本人退出现职、接受

职务调整，并视情况给予领导干部相

应处理处分。其中，对拟提拔或进一

步使用的领导干部，结合干部选拔任

用“凡提四必”进行查核，不符合拟任

岗位禁业规定的，应退出经商办企

业，不同意退出的不予任用。

《规定》要求，对领导干部不如实

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情况，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禁业

规定经商办企业和以委托代持、隐名

投资等形式虚假退出，以及利用职权

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提

供便利、谋取私利等行为，依规依纪

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管理不力造成

严重后果或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员进行严肃问责。

中办印发《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

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与

德国科思创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施乐文举行视频连线。

李强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他说，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主席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求，更加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动经济恢

复和重振。我们坚定不移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更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努力

为全球企业在沪投资兴业提供更

好的平台、创造更多的机会、打开

更大的发展空间。科思创作为全

球领先的科技化工企业，是上海

发展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在

此轮疫情中严格防控措施并迅速

恢复生产、实现达产。希望双方进

一步深化合作，欢迎科思创把更多

重大项目放在上海，拓展上海总部

功能，在沪开展更多工艺研发、产

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继续参与第五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这个开

放大平台上展示产品、开拓市场。

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精准高效服

务，助力企业在沪发展不断迈上新

台阶。

施乐文表示，科思创作为一家

在上海深耕多年的跨国公司，此轮

疫情期间始终与城市同呼吸、共命

运，上海一体化基地保持生产运

营，迅速达产并服务上下游企业，

亚太区研发中心也于日前恢复正

常运转。中国市场对科思创至关

重要，将坚定推进企业战略规划，

进一步加大对上海的投资力度，放

大上海总部功能，持续提升产能、

升级技术，为上海可持续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李强与德国科思创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施乐文视频连线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是周一，又是一个忙碌的

工作日。上海复志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封华早早

来到位于杨浦区湾谷科技园的办

公室里，着手准备两件重磅新品的

上市。从3月底住进办公室的他，

带着一起留守总部的“葫芦娃七兄

弟”及分散在全球的团队，不仅实

现了科研、产能及服务全球市场不

受影响，还完成了股改及两件重磅

新品研发。这家在专业级3D打印

行业市场份额排名全球第三、亚洲

第一的公司，秉承“改变那些可以

改变的”经营理念，成为杨浦科创

企业主动作为、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的鲜明代表。

海外企业在复志的客户中占

比85%，面对疫情，其经营和研发

为何几乎不受封控的影响，还能逆

风飞扬？秘诀可能就在4月12日

封华给同事写的这封信里：“尊重

居家办公这一无法改变的客观存

在，但我们可以用智慧、勇气和决

心，做出改变。”

3月中旬，复志办公室就备好

了20余张行军床、大量干粮、饮用

水和锅碗瓢盆。4月6日，封华对

同事说，做好再住三个月的准备。为

此，他和财务总监在茶水间为90后工

程师们烧饭，大家轮流打扫卫生间，

洗澡时间表精准到每人15分钟，还要

把办公室冰箱里囤的带鱼、火腿肠

等送到紧缺的同事家中……

当然，做好应对的同时，更重

要的在于“作出改变”。为此，公司

布局中做出了诸多弹性调整，例如

将位于南通仓库的产品分散到西

安、苏州等地便于发货和售后，将人

员也分散为居家办公、全国出差、境

外分部等不同模式，让研发人员把

电脑和3D打印机带回家，分散系统

性风险。同时，及时调整管理和研

发流程，再加上大家没有了通勤等

时间成本，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在研

发上。所以，几个月下来，不仅服务

全球市场几乎不受影响，一些重磅

新品如金属/陶瓷打印机 Metal

Fuse、纤 维 增 强 材 料 打 印 机

RMF500的研发甚至提前完成，最

晚7月即可量产发货。回顾过去这

两三个月，封华觉得自己在“主动改

变”中获得了许多新的启发和探索，

未来可能会主动将一些岗位改为居

家办公，提高员工效率和幸福感。

在杨浦科创中心总经理谢吉

华眼中，复志的“主动改变”是杨浦

科创企业主动作为的一个缩影。

封控期间，不少企业不仅坚持不停

摆，还快速发力，投入到疫情防控战

中。例如，商米科技在疫情期间紧

急开发出手持数字化终端用于社

区核酸检测，近日，又推出立式&

手持式“数字哨兵”，目前已有近万

台投入到上海、北京、深圳等15个

省市使用，为上海全面复工复产和

各地常态化防疫保驾护航。上海

微医则在封控期间获得互联网医

院牌照，启动就医保药应急平台和

药品保供组，开展在线诊疗配药。

上周，总经理张英夫又来到瑞金医

院商讨如何进一步加快数字医疗

创新，既能改善就医体验，又能减

少人员聚集风险。

气温渐高，干劲更热，6月的创

新创业格外火热。6月1日，杨浦

区发布《杨浦区全力加快经济恢复

和重振行动方案》，为企业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提供更大政

策助力。目前，杨浦区已有一大半

园区实现9成以上企业投入生产。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顾

武 记者 江跃中）自恢复正常

运转以来，静安区市北高新园

区招商引资工作便实现了“开

门红”——包括中国电气装备

集团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在

内的4家行业知名企业正式入

驻园区，已完成迁移或注册，

其中有些企业还实现了税收

开票。疫情之下，该园区通过

“云上”工作方法，开启“招商

不断线”模式。集团管理层和

招商团队“云拜访”200个产业

项目，“云洽谈”落地20个投资

项目。

据市北高新集团负责人

介绍，今年初，市北高新园区

按照区委区政府“招商引资倍

增计划”要求，以“开局就是冲

刺，启动就是决战”的姿态推

进各项工作。然而，疫情暴发

让园区招商工作受到多重挑

战。对此，园区创新服务举

措，提供服务效率，取得良好

成效。

“枫叶出行”是国内高端

汽车租赁行业的知名企业，目

前业务已覆盖全国30多个城

市，设立2000余个直营服务网

点，活跃高端用户超过50万。此次

落户园区，“枫叶出行”将以上海增

融为主体，全面整合线上租赁、二手

车销售、汽车主机厂服务等业

务，同时拟新设合资公司开展

网约车业务，以多样化的服务

进一步满足客户的用车需求。

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供应

链科技有限公司，是在沪第六

家央企总部中国电气装备集

团的子公司，主要从事大宗物

资集中采购、大宗物资对外销

售及供应链金融等业务，未来

将成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的

集中采购中心、供应服务中心

和供应链金融中心。

上海梧桐范式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人力资

源数字化服务商“金柚网”的

核心业务公司，该公司提供由

SaaS+AI赋能的人力资源产品

矩阵和全景式全链路数字化

人力资源服务体系。

泰科龙实业集团则是致

力于新能源投资运营、基建工

程承包建设、高端设备研发制

造销售等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的优质企业，公司将在静安国

际科创社区设立企业总部。

目前，市北高新集团正在

进一步推进“云招商”和“云洽

谈”的数十个储备项目尽快落

地，同时马不停蹄地加大优质企业

招引力度，从而进一步打响“数智市

北”产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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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第三的这家公司“主动改变”积极应对

疫情封控期间经营研发逆风飞扬

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倒逼领

导干部重视家风建设。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

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并下发相关《通知》。

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必须

管好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适用

对象，主要是党政机关、群团组

织、企事业单位厅局级及相当职

务层次以上领导干部”。《规定》

的下发，旨在将具有决策权的

“关键少数”的权力关进“制度笼

子”。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领导干部对全

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

如果父母是“一把手”，而在儿女

的认知中父母是“一支笔”“一

霸手”，那自然有可能借权力为

己谋利，更别说个别领导干部

也有“谋利”的主观意愿。像山

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

记王敏案，就是王敏放纵妻子、

女儿、女婿，形成了以王敏为核

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

财的链条。

必须阻断关键少数“家属腐

败链”。在2021年通报的70多名

领导干部涉家风问题中，反映出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重要性，同

时也反映出领导干部管好配偶、

子女以及子女配偶的紧迫性。

必须强化对领导干部及家属的

有效监督，关键是要倡导好家

风。像陕西省粮食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吴新成违纪违法的道路

上，他的妻子王某某不仅没有

“劝阻提醒”，反而成为“贪内

助”，家风不正，必然将家庭带入

“腐败泥潭”，也持续败坏党风、

政风、民风和家风。

不折不扣落实《规定》，防止

相关腐败，还要用好巡视巡察这

一“利器”，用好群众路线这一

“法宝”。由此，倒逼领导干部敬

畏纪律与规矩，廉洁从政、廉洁

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同

时，只有不折不扣落实《规定》，

也才能杜绝运动式监管,将监管

真正纳入常态化范围。

规范领导干部“身边人”经

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正是

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

要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绝

不允许领导干部支持和庇护

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进行

利益输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和营商环境，破坏社会公平正

义，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的威

信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