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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9 月 4 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
公布。

新版条例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在 2016 年
7 月制定的问责条例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进
一步健全完善问责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方式等，不断
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

突出政治性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原则和首要任务

新版条例开宗明义强调立规目的是“为了坚持党的
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明确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将“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和
首要任务，体现问责工作的政治性。

对“谁来问责”，即问责主体方面，新修订的《条
例》对开展问责工作的 3 类主体的职责规定得更加明确
具体：

——— “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

——— “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
问责工作”；

——— “党的工作机关应当依据职能履行监督职责，
实施本机关本系统本领域的问责工作”。

同时，为强化上级党组织对问责工作的领导和监
督，新修订的《条例》明确了纪委、党的工作机关启动
问责调查、作出问责决定等有关事项应当报经同级党委
或者其主要负责人批准的情形。并明确规定：“应当启
动问责调查未及时启动的，上级党组织应当责令有管理
权限的党组织启动。根据问题性质或者工作需要，上级
党组织可以直接启动问责调查，也可以指定其他党组织
启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这些规定旨
在进一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制度的刚性立起
来，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担当、积
极主动作为。

强化精准性

将原有的 6 大类问责情形修改为 11 大类

因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甘肃省
委、省政府以及包括 3 名省部级领导在内的多名领导干
部被问责；因党的领导严重弱化、党组织严重软弱涣散
等问题，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委会党委被改组；
因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问题，湖南省 62 名国家公
职人员被问责……一系列严肃问责的案例，为法规制度
进一步完善提供实践依据。

在“问责什么”方面，新修订的《条例》落实党中央新要
求，吸收实践新经验，进一步丰富细化问责情形，提出更高
更严的标准，将原有的 6大类问责情形修改为 11大类。

首先，在原有基础上，明确将以下方面列为问责情
形：

——— 党的政治建设抓得不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未
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
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

——— 党的思想建设缺失，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
宗旨教育流于形式，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 党的组织建设薄弱，党建工作责任制不落实，
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不执行，
党组织软弱涣散；

——— 党的作风建设松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不力，“四风”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

——— 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职责范围内发生重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

——— 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

其次，对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
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不扎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责情形，
也根据形势任务和实践发展进行了修改完善。

坚持问题导向

解决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
紧抓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牛鼻子”，积极探索实

践，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2016 年 7 月，首部聚焦
问责工作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
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发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利
器”作用。

根据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仅
2018 年，全国就有 1 . 3 万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
支、党支部， 237 个纪委(纪检组)， 6 . 1 万名党员领
导干部被问责，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

“问责条例实施 3 年来，问责持续深入、内容和
方式不断创新，为完善问责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需
要加以总结提炼。同时，实践中也出现了问责不到
位、程序不规范、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介绍，这其中既有问责不
严、避重就轻的问题，也有问责泛化、简单粗暴的问
题；既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也有问责尺度把
握不一的问题；既有以简单问责下级代替自己整改落
实的问题，也有以追究直接责任代替追究领导责任的
问题；既有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等没有根除的老问
题，也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断凸显的新问题。

因此，此次条例修订，就是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进一步健全完善问责的原则、程序和方式，
进一步强化规范问责、精准问责。

记者注意到，新版条例全文一共 27 条，与原条
例的 13 条相比，体现出更严更细更全的鲜明特点，
充分表明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越扎越密。

提高规范化 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针对实践中问责不力、问责泛化简单化、程序不
规范等问题，新修订的《条例》坚持对症下药，完善
问责机制，查堵偏差漏洞。

着眼分清责任、严肃问责，新修订的《条例》增
加“权责一致、错责相当”“集体决定、分清责任”
等作为问责原则，明确提出“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
应当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注重从自身找问题、查原因，勇于担当、敢于负
责，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着眼规范问责、精准问责，新修订的《条例》增
加问责程序，从启动、调查、报告、审批、实施等各
个环节对问责工作予以全面规范：

——— 启动问责调查和作出问责决定应当履行严格
的审批程序；

——— “启动问责调查后，应当组成调查组，依规
依纪依法开展调查”；

——— “查明调查对象失职失责问题后，调查组应
当撰写事实材料，与调查对象见面，听取其陈述和申

辩”；
——— “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组应当集体讨论，

形成调查报告”，应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
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

———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问责决定之日起 1 个月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党组织
提出书面申诉”，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
不负责任的严肃追究责任。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从问责机

制和程序上进行细化规定，就是要做到严肃问责、规
范问责、精准问责、慎重问责，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不断提高问责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力求实效性 激发干部担当作为

“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在问
责工作的原则中，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增加了这么
一条。

新修订的《条例》既强化责任担当，又注意保护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一方面，明确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并
将“该问责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列入要问责
的情形，重申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实
行终身问责。

另一方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
的要求，精准把握政策，区分不同情况，作出恰当处
理。

对于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
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为推动
发展的无意过失等情形可以不予问责或者免予问责；
对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有效挽回损失或者消除不良
影响等情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问责；对党中央、上级
党组织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等情
形，则规定应当从重或者加重问责。

为树立鲜明的干事导向，新修订的《条例》还规
定，要正确对待被问责干部：“对影响期满、表现好
的干部，符合条件的，按照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正
常使用。”

“实施问责的最终目的，是要督促党组织和领导
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而不是束缚干部
手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条例的
修订有利于通过精准规范问责促进各级党组织和领导
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形成建功新时
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记者朱基钗)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不断提高问责工作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第七届
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共 58 人，按姓氏笔画排序)

一、全国助人为乐模范(14 人)
马旭(女) 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

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
王红心(女)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

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政委
王振美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六

市乡太沙村村民
王锦萍(女) 福建省福清市城头

镇吉钓村卫生所医生
尤良英(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十三团十一连两委委员
叶连平 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

江镇卜陈学校退休教师
刘启芳(女) 吉林省长春精诚社

工服务中心理事长
李廷俊 山西省吕梁市中医

药研究院名誉院长，山西仁爱医
院院长

肖光盛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涟
源市税务局退休干部

张晓艳(女)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
科主任医师

周秀芳(女)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李惠利小学退休教师

夏昭炎 湖南科技大学退休教师
谢彬蓉(女)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

县瓦古乡扎甘洛村教学点重庆籍支教
志愿者

蒙晓梅(女，壮族) 广西壮族自
治区来宾市忻城县北更乡中心小学教
师

二、全国见义勇为模范(8 人)
王书茂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

门村党支部委员，潭门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

王爱东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委
政法委退休干部

吕保民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个体经营户

李道洲 生前系空降兵某旅直升
机团场站汽车连七班班长

徐前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站车站值班员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黄群生
前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
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宋月才生
前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六○
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负责人；
姜开斌生前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六○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
机电负责人

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11 人)
尼玛顿珠(藏族) 西藏自治区阿

里地区改则县物玛乡抢古村党支部书
记

曲建武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
与人文艺术学院辅导员

李洪占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蔡家堡乡后湾村原护林员

库尔班·尼亚孜(维吾尔族) 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
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

阿迪雅(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达茂旗满都拉镇巴音哈拉嘎查
牧民

周智夫 生前系北京卫戍区某离
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

林建德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百
货公司退休干部

郭建华(女)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
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唐真亚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邮
政公司老子山邮政支局支局长兼投递
员

梁增基 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农
技推广中心退休研究员

窦兰英(女) 甘肃省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镇隆畅社区
居民

四、全国敬业奉献模范(19 人)
王曙群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有限公司班组长
朱恒银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13 地质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刘传健 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飞行员、 A320 机型 B 类教员
杜富国 南部战区陆军某大队士

官
张玉滚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高

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
张雪松(回族) 中车唐山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铝合金厂工人
张富清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来

凤支行原副行长
张黎明 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

二级职员
陆建新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华南

大区总工程师
武大靖 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队运

动员
其美多吉(藏族) 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驾驶员
卓嘎(女，藏族)、央宗(女，藏

族)姐妹 卓嘎系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隆子县玉麦乡玉麦村村务监督员；央
宗系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
玉麦村妇女主任

郝井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 93811
部队副部队长

钱七虎 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

唐嘉陵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潜航员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高级工程
师

黄文秀(女，壮族) 生前系广西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
科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

程开甲 生前系北京卫戍区某退
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

潘美儿(女)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
研究所湖州上柏住院部(麻风病区)护
士长

五、全国孝老爱亲模范(6 人)
田琴(女) 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

镇太古石村村民
吴建智 云南昭通学院学生
张水珍(女)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

区锦阳路街道水峪村村民
张家丰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王

庄镇新河村村民
郭彩利(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市彭阳县孟塬乡白杨庄村村民
蓝连青(女，瑶族) 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上林县镇圩瑶族乡镇马社
区镇马街居民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亲切会见全
国道德模范，就加强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建设，发挥道德
模范的榜样作用，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推进思想道
德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各
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 信 ”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坚持守正创新，紧紧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
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道
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大力
弘扬模范精神，持续深化道
德实践，涌现出一大批先进
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
浓厚氛围。

为充分展示思想道德建
设的丰硕成果，凝聚全社会
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以新
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的新进展新成就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今年 3 月起，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组织开展第七届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按照
从严把关、优中选优的原
则，经过严格规范的评选程
序，中央文明委决定，授予
张富清等 58 位同志第七届全
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授予
张佳鑫等 257 位同志第七届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榜
样示范作用，激励引导人们
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
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各地区各部门要
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
迹，大力弘扬道德模范热爱
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
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
神，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高
尚情操，营造崇尚关爱模范的
浓厚氛围。要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着力
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
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建设，着力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促进全体
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
撑。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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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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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第四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5 日在宁夏银川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阿拉伯国家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向中阿博览会致贺
信，体现出中国对加强中阿合作的重视。中阿博览会为
促进双方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发挥积极作用，未来双方共
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

巴勒斯坦经济部发言人阿兹米·阿卜杜勒·拉赫曼
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发出了进一步加强中阿合作的
强有力声音。参加中阿博览会对巴勒斯坦大有裨益，通
过这一平台，巴勒斯坦不仅可以吸引投资，还可以进一
步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

巴勒斯坦爱资哈尔大学政治系教授穆因·拉杰卜
说，中阿博览会将使阿拉伯国家受益。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在世界上获得积极响应，为很多国家带来
改善基础设施、吸引投资的机会。巴勒斯坦也是这一倡
议的受益者之一。

沙特阿拉伯中国问题专家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
说，近年来，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共
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中阿博览会是阿中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双方可以此为契机，促进务

实合作，造福双方人民。
埃及中国问题专家纳赛尔·阿卜杜勒·阿勒说，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体现出中国愿在相互理解和实现双
赢的基础上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中阿博览会已
成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相信在本届博览会
后会有更多具体项目落地，加强双方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合作。

叙利亚中国问题专家奥马尔·米克达德认为，习
近平主席向中阿博览会致贺信，体现了中国对促进中
阿合作的重视。阿中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各层面交流，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增进合作机会，本届博览会有
利于实现上述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说，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
抓住机遇，开拓路径，挖掘潜力，携手推动中阿战略
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中阿双方人民。

对此，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
尔·布希巴深表赞同，认为阿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是
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机遇。他说，阿拉伯国家政府、企
业和民间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阿拉伯国
家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为民众创造更好
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卡塔尔资深政治评论员纳比勒·穆里尔说，阿拉伯
国家和中国有悠久的友好合作历史。双方互补性强，
在诸多领域都有巨大合作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已
成为连接双方的重要纽带，阿拉伯国家人民欢迎这一
倡议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阿博览会是促进
双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双方实现优势互补。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巴格达大学政治学讲师易
卜拉欣·阿米里认为，中阿博览会为阿拉伯国家和中
国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提供了平台，也将增进
双方的友谊。

科威特经济学家哈杰吉·布赫图尔说，阿拉伯国
家和中国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
实现与中国的优势互补，在纳米技术、电信、工业、
金融、贸易和物流等领域实现发展飞跃。

科威特经济学家贾西姆·萨阿敦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倡议，中阿博览会也是了
解这一倡议的窗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具有榜样作
用，阿拉伯国家需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将从中受
益。

(参与记者：陈斌杰、李碧念、吕迎旭、尚昊、杨
元勇、张淼、涂一帆、王薇、郑一晗)

中阿博览会为深化双方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阿拉伯国家各界人士积极评价习主席向第四届中阿博览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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