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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13日电 1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提请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作为国
家反腐败立法，监察法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备受瞩目。

焦点1
为何立法：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以法

治思维和方式反腐败
草案提出，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
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建国在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作相关说明时表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他
说，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监察法是反
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
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败力
度空前。5 年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
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处分153.7
万人，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并
巩固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纪委书记、市
监察委主任张硕辅表示，制定监察法，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
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对创新和完善国
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
意义重大。

焦点2
为何成立监察委：构建集中统一权

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草案说明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监察体制
机制存在着明显不适应问题。一是监察
范围过窄；二是反腐败力量分散；三是体
现专责和集中统一不够。

监察法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国家
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负责全国监察工作；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家实
行监察官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纪委书记、省
监察委主任任正晓表示，成立监察委员
会，同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
项职责，有利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统一领导，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
家监察体系，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
展。

焦点3
如何实现监督全覆盖：监察对象包

括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草案明确了监察覆盖的公职人员：

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
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
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
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
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
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
人员。

草案说明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之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
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主要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委统战部长
冀国强说，反腐败只有全覆盖，才能零容
忍。监察法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

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
制度化、规范化。

焦点4
监察委如何开展监督：可采取谈话、

讯问等措施，用留置取代“两规”
草案提出，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

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草案说明
指出，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
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
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

其中，取代“两规”的留置备受关注。
草案提出，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
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
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
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
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逃跑、自杀，
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可
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等情形之一的，
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
特定场所。

草案还提出，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
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
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
用留置取代“两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
要求，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研
究员马一德表示，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
委一系列调查措施，并规定严格的程序，
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把反
腐败纳入法治轨道。

焦点5
监察委如何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追逃、追赃、防逃三管齐下
草案提出，国家监察委员会统筹协

调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开展的反
腐败国际交流、合作，组织反腐败国际条
约实施工作。

草案提出，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
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对于
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
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境）外，掌握证据
比较确凿的，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
捕归案；提请赃款赃物所在国查询、冻
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查
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
相关人员进出国（境）和跨境资金流动情
况，在调查案件过程中设置防逃程序。

中央追逃办数据显示，2017 年，共
追回外逃人员 1300 名，追赃金额 9.8 亿
元人民币。截至目前，杨秀珠、李华波、王
国强、黄玉荣等“百名红通人员”归案已
过半。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徐行说，监察法草案将反腐败国际合作
独立成章，从追逃、追赃、防逃三个方面
进行规范，彰显了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
反腐决心。通过监察委员会的统筹，将提
高海外追逃追赃的有效性，坚决不让海
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焦点6
谁来监督监察委：接受人大监督，强

化自我监督，明确制约机制
草案提出，监察机关应当接受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监督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
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监
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
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
法律情况的监督。

草案规定了对打听案情、过问案件、
说情干预的报告和登记备案，监察人员
的回避、脱密期管理和对监察人员辞职、
退休后从业限制等制度。同时规定了对
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申诉
和责任追究制度。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表示，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应该
根据监察法出台一系列具体工作机制和
细则。各级人大还应对本级监察委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评估，不断完善监督
体系。

透视国务院机构改革十大关键词

透视监察法草案六大焦点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13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的说明。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
务院设置组成部门为26个。改革着重推进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提高
政府执行力。

关键词关键词11
自然资源监管：组建自然资源部，实现山水

林田湖草整体保护
方案提出，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

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国务委员王勇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
时表示，自然资源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
有者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质勘查行业管理
等。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石市市长董卫民
说，自然资源部门的组建，将解决自然资源所有
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
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关键词关键词22
污染防治：组建生态环境部，统一环保监管

和执法
方案提出，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

保护部。
说明指出，生态环境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

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统一负
责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工作，监督管理污染防
治、核与辐射安全，组织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等。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宁河区委书记王洪
海说，生态环境保护过去存在职责分散，各类污
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难以统一的问题。
改革方案从大环境大生态大系统入手，能够保
证持续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关键词关键词33
乡村振兴：组建农业农村部，全面解决“三

农”问题
方案提出，组建农业农村部。不再保留农业

部。
说明指出，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主要职责

包括，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战略、规
划和政策，监督管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
垦、农业机械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农业投
资管理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济源市市长石迎军
说，改革把过去分散的涉农项目和管理职责进
行整合，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44
健康中国：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防控

重大疾病并应对老龄化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保留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说明指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职责
是，拟订国民健康政策，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
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急、负责计划生
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
结合政策措施等。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豫说，改革有助于树立大
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把
过去分散在医疗、民政等部门的养老看护保健
等职能整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关键词关键词55
公共安全：组建应急管理部，防范化解重特

大安全风险
方案提出，组建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由应急管理部管理。不再
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说明指出，应急管理部的职责主要包括，指
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工作；建立灾情
报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建设
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公安消防部
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
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
应急管理部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王旭教授表示，改革健全了社会公共安
全体系，在面临灾害时更加及时有效地调动各
项资源，快速实现上下联动，提高防灾减灾和救
灾的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稳定提供更坚强的力量。

关键词关键词66
科技创新：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进一步释

放创新活力
方案提出，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学技术部管理。

说明指出，科学技术部的主要职责是，拟订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针以及科技发展、基础
研究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统筹推进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组织协调国家重大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编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规划并监督实施，牵头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
平台和科研项目资金协调、评估、监管机制，负责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等。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张兴会说，
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可以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建
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进一步释放创新的强大活
力，有助于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关键词关键词77
市场监管：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推

进综合执法
方案提出，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

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说明指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主要
职责是，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统一登记市场
主体并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承担反垄断
统一执法；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等。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
安说，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进一步推
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让
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关键词关键词88
防范金融风险：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混业监管强筑牢安全底线
方案提出，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整合，组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

说明指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
行业和保险业，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
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银监会、保监
会合并后，可以有效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在
制定金融机构的风控标准时，可以更好地协调统
一，有助于筑牢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底线。

关键词关键词99
公共服务：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移民

管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加强不同群体不同领
域的精准服务与保障

改革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公共服务的部门调
整：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国家移民管理
局；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由国务院管理调整为财政部管理。

说明指出，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主要职责是，
拟订退役军人思想政治、管理保障等工作政策法
规并组织实施，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
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以及指导全国
拥军优属工作等。国家移民管理局的主要职责
是，协调拟订移民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出入境
管理、口岸证件查验和边民往来管理、外国人停
留居留管理等。 （下转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