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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
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遵照执行。

《规则》六大亮点之一：党中央
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

党的十九大对坚定不移全面
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党章赋予
各级纪委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大责任。

由党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纪
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纪检监察机关
定制度、立规矩，充分体现加强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对纪检监
察机关行使权力要慎之又慎、自我
约束要严之又严的一贯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既对党组织和
党员开展监督，又对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实施监察，这是党中央的
信任和重托，对纪检监察机关也是
新的考验。

在这个大背景下，党中央在中
央纪委《规则（试行）》的基础上制
定新的《规则》，上升为中央党内法
规，由党中央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
度、立规矩，不仅仅是提升法规位
阶，也不局限于内容补充完善，而
是彰显了党中央从严管党治党、强
化自我监督的坚定决心，体现了党
中央对纪检监察机关严管厚爱和
殷切期望，必将极大地激励纪检监
察机关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好履行党章和宪法法律赋予的
职责，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

《规则》六大亮点之二：坚持和
加强党对纪律检查工作的统一领导

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亮点之
一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纪律检查
工作的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
证。纪律检查工作是党的工作的
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纪
律检查工作的统一领导。

《规则》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就
开宗明义强调，立规目的是“加强
党对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工作的
统一领导”。规定监督执纪工作首
要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强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体现监督执纪工作的政治性。

《规则》专章规定领导体制，规
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中央
领导下进行工作”“地方各级纪律
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
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
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
作”，明确“党委应当定期听取、审
议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加强对纪委监委
工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

《规则》第十条要求，纪检监察
机关应当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
度。“中央纪委定期向党中央报告
工作，研究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项、
遇有重要问题以及作出立案审查
调查决定、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等事
项应当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既
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执行
党中央重要决定的情况应当专题
报告。”

《规则》在监督检查、线索处
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审查调
查、审理等各章中，都规定了重要
事项向党委请示报告的具体报批
程序，以更好地落实党委主体责
任，加强党对纪律检查工作的统一

领导。

《规则》六大亮点之三：专设“监
督检查”一章，突出监督首要职责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专设“监督检查”
一章，明确了监督重点和要求，强
化了对党员、干部以及监察对象依
法履职和行使权力情况的日常监
督。强调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
中履行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履
行监督责任，将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巡视监督、派驻监督结合起来。

《规则》第十三条明确，重点
检查遵守、执行党章党规党纪和
宪法法律法规，坚定理想信念，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
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主动作为、真
抓实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民
主集中制原则、选人用人规定以及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巡视巡察整改，
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
以及恪守社会道德规范等情况，对
发现的问题分类处置、督促整改。

《规则》规定党内监督情况专
题会议、信访举报、党员领导干部
廉政档案、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政
意见回复、纪律检查建议或者监察
建议等制度；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应
当结合被监督对象的职责，加强对
行使权力情况的日常监督，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轻微违纪问
题，及时约谈提醒、批评教育、责令
检查、诫勉谈话，提高监督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

《规则》第十九条提出，纪检监
察机关对监督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应当向有关党组织或者单位提出
纪律检查建议或者监察建议，通过
督促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开
展专项检查等方式，督查督办，推
动整改。

《规则》六大亮点之四：监督执
纪和监察执法统一决策、一体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
腐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要求，在指导思想上，
明确“全面贯彻纪律检查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要求”。在领
导体制中，规定“把执纪和执法贯
通起来，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
的有机统一”。

《规则》具体在管辖范围、监督
检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审理、
请示报告、措施使用等各个环节，
建立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
法工作机制，扣紧纪委监督执纪和
监委监察执法的链条，体现促进执
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要
求，实现执纪与执法同向发力、精
准发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

例如，《规则》第五十七条提
出，被审查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
的，应当由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协调
办理移送司法机关事宜。对于采
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
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后，留置措
施自动解除。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后，审查调查部门应当跟踪了解处
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不得
违规过问、干预处理工作。审理工
作完成后，对涉及的其他问题线
索，经批准应当及时移送有关纪检
监察机关处置。

《规则》六大亮点之五：强化内
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吸收党的十八大
以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理
论、实践、制度创新成果，立足有效
监督制约，在健全内控机制、优化
工作流程上着力，针对实践中反映
的问题和权力运行中风险点作出
严格规范，在线索处置、谈话函询、
初步核实、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
环节，规定了具体审批事项，体现
了全程管控、从严把关。

在线索处置环节，第二十条明
确“信访举报部门归口受理同级党
委管理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
监察对象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问题的信访举报”；第二
十三条明确“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对
问题线索实行集中管理、动态更
新、定期汇总核对”，确保对问题线
索处置全程可控。

在谈话函询环节，规定谈话函
询之前要严格审批，谈话内容应制
作谈话笔录，必要时可以对被反映
人谈话函询的说明情况进行抽查
核实。

在初步核实环节，规定“党委
（党组）、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应
当对具有可查性的涉嫌违纪或者
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线索，扎
实开展初步核实工作，收集客观性
证据，确保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审查调查环节，突出强调党
委（党组）对审查调查处置工作的
领导，严格报批程序，明确审批权
限，严格管控措施使用，重要取证
工作应当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纪
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应当通过
调取录音录像等方式，加强对审查
调查全过程的监督。

在案件审理环节，规定纪律处
理或处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
则，集体讨论决定，坚持审查调查
与审理相分离，复议复查与审查审
理分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
序合规，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审核把
关。

《规则》六大亮点之六：规定多
项自我监督制度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专设“监督管理”
一章，进一步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
强化自我监督，自觉接受党内监
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规定了
多项自我监督制度：

纪检监察机关应当严格干部
准入制度，严把政治安全关；

审查调查组正式党员 3 人以
上的，应当设立临时党支部；

对纪检监察干部打听案情、过
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受请托人应
当向审查调查组组长和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并
登记备案；

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以及建立
健全安全责任制等。

《规则》强调加强纪检监察机
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以及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第七十一条提出，对纪检监察
干部越权接触相关地区、部门、单
位党委（党组）负责人，私存线索、
跑风漏气、违反安全保密规定，接
受请托、干预审查调查、以案谋私、
办人情案，侮辱、打骂、虐待、体罚
或者变相体罚被审查调查人，以违
规违纪违法方式收集证据，截留挪
用、侵占私分涉案财物，接受宴请
和财物等行为，依规依纪严肃处
理；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提出，“建立办案
质量责任制，对滥用职权、失职失
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终身问
责”。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新华社西安1月6日电（记者
李浩）“从小就听长辈讲三爷爷抗
日的故事，他在烽火连天的岁月，
义无反顾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转战
长城内外，跃马燕赵大地，点燃抗
战烽烟，痛击日寇伪顽，为民族解
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抗日英
烈包森的侄孙赵珂说，为了更好地
传承红色基因，他和家人在对下一
代的教育中常常融入包森的英雄
事迹，还曾专程前往包森曾经战斗
过的地方追思缅怀。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
1911 年 7 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
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
受党组织派遣到泾阳县苗嘉游击队
从事扩大红军等工作。1933年秋，
包森遭当局逮捕，西安事变后经组
织营救出狱。

1937 年 3 月，包森被派往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
变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赴华北
抗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
立1师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
年 6 月率 40 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
开辟抗日游击区。任职期间，包森
率部英勇作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
次，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枪支
数百支。不久，包森被任命为冀东
军分区副司令员。

1939 年 4 月，包森率部
在遵化城东北活捉日本天
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一时

震惊日本朝野。同年秋，包森任八
路军第13支队副司令员。

1940 年 2 月，包森率部到达盘
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
月下旬设伏白草洼，与日军激战14
个小时，全歼日军一个骑兵中队，
首开冀东整连全歼日军战斗的先
河。同年秋，冀东军分区13团正式
组建，包森任团长。经一年浴血奋
战，盘山地区建立了七个联合县政
府，境内人口200多万。

1941 年春，包森率部参加反
“治安强化运动”。同年秋，冀东军
分区打击伪治安军的作战行动开
始后，包森多谋善断、英勇果敢，在
他的指挥下，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
漂亮仗。其中1942年1月燕山口内
果河沿一役，包森以七个连的兵
力，毙俘敌伪中佐以下官兵近千
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
奇迹。当时在冀东一带包森的大
名妇孺皆知，人们亲切地称他“包
队长”“包司令”“包团长”。而敌人
则把他视为克星，伪军们口角，常
以“出门打仗碰上老包”为咒。

包森在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
战斗厮杀中，不止一次负伤挂彩，
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次都
坚守在战斗指挥的最前线。1942
年2月17日，包森带领部队住在遵
化县西北20里的野虎山时，遭到日
军田中大队和“伪满洲队”的突然
袭击，在指挥战斗中，包森胸部中
弹不幸牺牲，时年31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和缅
怀包森烈士，河北石家庄华北烈士
陵园、天津盘山烈士陵园、北京平
西烈士陵园等地，先后建立了包森
烈士陵寝和纪念碑。2009年，包森
故居被命名为蒲城县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成为当地青少年学习和传
承革命传统的重要阵地，每逢清
明，都会有大批群众和党员干部前
来瞻仰学习。

中纪委解读“监督执纪规则”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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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铁路员工在对CR200J动车组列车进行检测维护。
日前，被昵称为“绿巨人”的新型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动车

组——CR200J型“复兴号”列车正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车辆段进行运行前的静态和动态检测。据悉，该型号动车组将在
2019年春运前夕上线运行，同高铁形成优势互补，为旅客提供差异化
服务。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复兴号”新型动车组即将上线助力春运

新华社台北1月6日电（记者
章利新 刘斐）民进党6日公布党主
席补选结果，卓荣泰当选新一任民
进党党主席。

蔡英文去年 11 月 24 日晚间宣
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

该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
表现负责。此次参与民进党党主席
补选的，除了卓荣泰，还有前民进党
副秘书长游盈隆。

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9日将确
认、公告选举结果，并进行党主席交接。

卓荣泰当选民进党新一任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