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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公布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
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
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全
面从严治党， 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 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
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
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
负责等突出问题， 体现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

果， 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
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 各级党组织和党的
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
要密切联系实际， 把自己摆进去，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
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问
责必严成为常态。 要言出纪随，抓
住典型问题，勇于铁面问责，发挥
震慑警示效应， 唤醒责任意识，激
发担当精神。
《条例》自 7 月 8 日起施行。

6种情形将严肃问责
7种问责方式可合并使用

进一步扎紧
从严治党的
制度笼子

聚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四大看点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 作为我们党制定的又
一部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问责条例
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进一步夯
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向全
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
信号，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
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事必有法，
然后可成。”严字当头，重在抓实。要
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 做到真管
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就必须
靠制度来保障， 就必须用好问责这
个重要抓手， 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
软走向严紧硬。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问
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 先后对山西
塌方式腐败、 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
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 中央纪委
通报曝光河南新乡市委和市纪委原
主要负责人履行“两个责任”不力等
问题。 截至今年 5 月底， 全国共对
4.5 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作了责任
追究。问责工作持续深入，内容方式
不断创新， 体现了党中央以强有力
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
度，推动了“
两个责任”落实，为制定
问责条例提供了实践基础。
同时，也应看到，在问责方面，
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些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
乏责任担当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现
有 500 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
相关的共有 119 部。这些法规制度对
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对管
党治党不力问责少，存在问责主体不
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等
问题。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
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实现问
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
的制度化、程序化。 这是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实践要求，是解决管党治党
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党的
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问责条例
将党章规定细化、具体化，进一步扎
紧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从聚焦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扎
实等六方面失职失责行为， 到聚焦
各级党委班子成员尤其是一把手；
从明确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具体
问责方式，到问责执行、终身问责等
方面的规定……问责条例突出政治
责任、聚焦从严治党，明确了问责的
依据与原则、主体与对象、内容与情
形、 方式与方法， 从制度上解决了
“问谁责、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
等问责实践和操作问题， 是我们党
问责制度的一次重要完善和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
专家指出，条例的印发
施行，标志着党的问责工作
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再次释
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强烈
政治信号。 条例对谁来问
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
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
作出了明确规定，让问责工
作
“
有章可循”。
动员千遍， 不如问责
一次。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
的细化具体化，问责的“利
剑”指向何方？“
板子”怎么
打？ 记者梳理条例为你一
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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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
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
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
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
肃问责， 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
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 为规范和强
化党的问责工作，党中央决定制定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

覆盖各级党组织
瞄准
“
关键少数”

条例：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
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
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
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 (党组)、
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
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
是主要负责人。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 问责
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
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
象， 即谁来问责、 对谁问责的问题。
“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
织， 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
织。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8800 多万
党员、440 多万党组织的执政党来
说，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的原
则，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 ”
对于“对谁问责”的问题，条例
规定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
领导干部。
专家表示，将各级党组织纳入
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
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
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 同时，
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
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
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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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问责情形 体现纪法分开

条例明确规定， 党组织和党的
领导干部有 6 个方面失职失责的情
形，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恶劣的，
就要进行严肃问责。
根据条例原文， 这 6 种情形概
括起来包括：
党的领导弱化， 在推进各项建
设中， 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
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
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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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等情形；其
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等。
辛鸣表示， 条例从 6 个方面具
体规定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失
职失责需要问责的情形， 同时与行
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
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
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
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
在法前的原则。

7 种问责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 14
种不同问责方式，包括批评教育、作
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公开道
歉、诫勉谈话、组织处理、调离岗位、
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辞职、免职、降
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等。
条例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
部两种不同对象， 根据情节轻重规
定了共 7 种问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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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精神不落实， 作风建设流于形式
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
责任落实不到位， 管党治党失之于
宽松软等情形；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特别是维护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等情形；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
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 3 种，
包括检查、通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
有 4 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
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
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
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
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
免职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

春涛分析指出，这些方式均在党内
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经
常使用，问责条例对既有各类问责
规定中的问责方式进行了规范。
条例还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
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谢春
涛认为， 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
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
予纪律处分， 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
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规定问责时限 实行“终身问责”

条例：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
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
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
行。 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
通报， 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
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
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 涉及组
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 应当在一
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辛鸣认为， 条例明确规定了问

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
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
检讨的同时， 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
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
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
度，可以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
“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
神， 也可以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
案例， 发挥警示作用， 唤醒责任意
识，激发担当精神，真正做到‘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 ”辛鸣说。
此外，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
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
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
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对此， 谢春涛表示：“坚持失责
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
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
面，才能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
破窗效应。 ”

服务热线

昌北机场特价超市
昌北机场订票热线：0791南昌 - 北京
南昌 - 深圳
南昌 - 重庆
南昌 - 海口
南昌 - 贵阳
南昌 - 厦门
南昌 - 井冈山

87653333

780 元起
560 元起
580 元起
680 元起
580 元起
320 元起
350 元起

南昌 - 上海
南昌 - 宁波
南昌 - 珠海
南昌 - 广州
南昌 - 成都
南昌 - 西安
南昌 - 赣州

370 元起
260 元起
430 元起
710 元起
820 元起
720 元起
430 元起

以上票价不含机建费，折扣以当天电脑为准，江西省机场集团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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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市长热线：
12345
市政服务热线：
96166
供电抢修电话：
95598
殡仪馆殡葬客服热线：
964444
消费维权投诉：
12315
物价投诉热线：
12358
市民生活服务热线：
12343
火车票咨询电话：
95105105
汽车票咨询电话：
8624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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