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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自我监督的制度利器
———聚焦《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1月6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向社
会公布。 这是党中央以更高的要
求、 更严的标准给纪检监察机关
定制度、立规矩的重要法规，彰显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决心意志。

2017年1月 ， 《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试行 ）》 公布施行 。 时隔两年
后， 为什么要出台新的规则？ 有
什么新的亮点？

法规位阶上升为中央党
内法规

两年前 ， 《规则 （试行 ）》
由中央纪委制定发布施行 。 此
次， 《规则》 是党中央给纪检监
察机关定制度、 立规矩， 法规位
阶提升为中央党内法规。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监
察机关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专
责机关， 执纪者必先守纪， 律人
者必先律己。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
书记每年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 无不强调加强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建设， 先后提出要解决
“谁来监督纪委”问题、“清理好门
户”、防止“灯下黑”等要求。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2017年1月， 十八届中央
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 《中国共
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
规则 （试行）》， 对纪委监督执纪
工作的全流程、 各环节进行了明
确规定， 用制度回应了 “谁来监
督纪委 ” 的社会关切 。 近两年
来， 《规则 （试行）》 为纪检监
察机关强化自我监督约束、 履行
好职责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对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作出战略部署，
也为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指明
方向， 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
机关履职尽责和自身建设都提出
新 的 更 高 要 求 。 特 别 是 随 着
国 家 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
纪委监委的监督范围扩大了、 权
限丰富了， 社会关注度更高了，
一旦出现执纪执法者违纪违法的
问题， 必然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
严重影响改革成效和纪检监察机
关公信力。

据介绍，在党中央领导下，中

央纪委自2018年3月着手研究起
草新规则。 2018年11月，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通过规则送审稿。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
责人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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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的严管厚爱和殷切期望。

压实各级党委的领导、
管理和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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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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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牢
固树立 “四个意识”， 坚定 “四
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由于是党中央给纪检监察工
作立规明矩， 与原来的试行规则
相比， 《规则》 一个重要特点是
突出了各级党委对纪委监委工作
的领导、 管理和监督。

《规则 》 专章规定领导体
制，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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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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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事项、 重
要问题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既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

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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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做实做细监督这一首要职责

纪委的职责是监督执纪问
责 ， 监委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
置， 纪委监委第一位的职责都是
监督。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很重要
的一条， 就是紧紧围绕监督这个
基本职责、 第一职责， 把监督挺
在前面， 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
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 使干部不
犯错误、 少犯错误。

为此， 《规则》 新增 “监督
检查” 一章， 突出监督这一首要
职责。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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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把 “两个维护”、 贯彻
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及重大决策部署等， 作为监督检
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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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纪检监察机关内部
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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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了全程管
控、 从严把关。

在线索处置环节， 明确信访
举报部门归口受理信访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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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时对谈话

函询的说明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在初步核实环节， 规定经严

格审批启动初步核实程序， 对具
有可查性的问题线索扎实开展初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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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重要取证工作必须全程录音
录像， 纪检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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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审理和
复议复查相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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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统
一决策、 一体运行

2018年3月， 国家、 省、 市、
县4级监察委员会全部成立， 同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 ，
履行纪检、 监察两项职责。 纪检
监察机关既执纪又执法， 必须严
格依规依纪依法行使权力、 履行
职责。

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 《规
则》 在指导思想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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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与监察法相衔接，
明确审查调查可以采取留置等措
施手段以及审批权限， 要求案件
监督管理部门核对检查重要措施
使用情况， 防止擅自扩大范围、
延长时限。 强调审查调查必须依

规依纪依法， 充分保障被审查调
查人权利。

《规则》 还对有效衔接司法
作出规定。 比如， 规定对涉嫌职
务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
形成 《起诉意见书》， 明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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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置措施自动解除等。

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自
身的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 ， 核心是 “盯住
人”。 党的十九大之后， 纪检监
察机关不断加强内部管理监督，
实行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部门分
设 、 职能分离 ， 开展 “一案双
查”， 严肃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
规违纪违法问题。

《规则》 总结纪检监察机关
自身建设经验， 专设监督管理一
章， 从多个方面作出细化规定。

比如 ， 在干部准入上 ， 规
定： “严把政治安全关， 纪检监
察干部必须忠诚坚定 、 担当尽
责、 遵纪守法、 清正廉洁， 具备
履行职责的基本条件”；

比如， 规定 “审查调查组有
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 应当设立
临时党支部， 加强对审查调查组
成员的教育、 管理、 监督”；

比如，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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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规定 “严格执行回避
制度 ”， “监督执纪人员辞职 、
退休3年内， 不得从事与纪检监
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 可能发生
利益冲突的职业”；

比如， 在安全责任制上， 规
定 “被审查调查人发生安全事故
的， 应当在24小时内逐级上报至
中 央 纪 委 ” “ 发 生 严 重 安 全
事 故 的 ， 或者存在严重违规违
纪违法行为的， 省级纪检监察机
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向中央纪委作
出检讨， 并予以通报、 严肃问责
追责” ……

通过强化监督管理， 从严从
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据新华社

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的西岳华
山， 被称为 “奇险天下第一山”。
从华山脚下乘太华索道至华山西
峰， 其惊险独特的体验和与众不
同的风光， 使该条索道成为登顶
华山的 “天空之路”。

二十多名被称为华山 “天路
医生” 的索道检修员日夜不停地
守护着这条线路 ， 张新建与梁
斌， 就是其中的成员。

2018年 11月 20日到 12月 25
日，太华索道迎来大修，张新建与
梁斌所在的小组负责支架探伤、
钢丝绳编结、 支架路线调整等工
作。 11、12月，山里的气温已至零
下，两人经常坐在四面敞开、如同
吊篮一般摇摇晃晃的检修车里，
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进行线路检

查。有时站在高耸入云的支架上，
会有一种站在悬崖边的感觉。 梁
斌回忆，“刚开始爬支架时老师傅
带着上，到了架子上非常害怕，都
不知道怎么下去， 但是爬的次数
多了，很多时候还要晚上爬，不知
不觉也就不怕了。 ”

从太华索道运营开始， 张新
建和梁斌就做着检修工作， 几年
下来， 除了练大了胆量， 更学会
了细心。 张新建说： “我们的工
作关系着千万人的安危， 把手里
的工作做好， 把每位游客安全送
到山上山下， 是我和其他索道检
修兄弟们最大的心愿！” 图为张
新建 （右） 和梁斌准备登上华山
太华索道支架进行支架检修。

据新华社

华山绝壁上的“天路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