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
——写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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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有”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
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
见好就收的想法。”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23.87 万个，处理 31.6 万人。截
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全国当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5705 起，处理党员干部
78804 人。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2018 年岁末，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的新的重大判断，引起广泛关
注。从形成“压倒性态势”到取得“压倒性胜利”，一词之变折射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重大
成果。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重整行装再出发，全面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
深入，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新起点 再出发
——展开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新布局
1 月 9 日晚，一部反映秦岭违建别墅整治始末的新闻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引起刷屏，
产生巨大警示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 4 年间作出 6 次重要批示指示，党中央指派一名中央纪委副书记担任专项整
治工作组组长督促整改。2018 年 7 月以来，位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 1100 多栋违建别墅被依
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绝不姑息的雷霆行动，再次展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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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展现新气象。
一年多前，党的十九大描绘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也勾画了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清晰路径。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对党的建设布局进行了科学完善，突出强调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如是宣告。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再上台阶、再启新局，这是
时代提出的崭新命题。成绩面前，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冷静，始终保持一种坚韧执着。
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有”告诫全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
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
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及时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018 年新年伊始，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警示
全党：“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自上率下，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身教作最好的榜样。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
研究作风建设问题，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首次集体出京活动，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重温入党誓词，坚定政治信念；
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于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分别拿出两天时间
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党树立起了标杆。
高瞻远瞩，着眼新形势新任务，进行谋篇布局。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
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上，对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作出新部署；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上，将全面从严治党列为改革开放 40 年必须坚持的 9 条宝贵经验之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踩着稳中求进的步伐，以不变的决心、不
变的力度，以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铺展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布局。
再坚持 再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展现守正创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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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1 日晚，正值小雪节气的前夜，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
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就拿下“首虎”。有网友这样写道：“那些认为在下一个五年
反腐败斗争可以换一种节奏的人，可以打消幻想与侥幸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更加突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强化政治监督，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
不断凸显政治巡视的本质属性。党的十九大后，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的巡视不断
深化，鲜明强调把“两个维护”作为巡视的根本政治任务。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存在违反政治纪律行为案件 2.5 万件，
处分 2.2 万人，其中中管干部 25 人。
2018 年 10 月 17 日，我国第五个国家扶贫日。
这一天，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的 15 个中央巡视组开始进驻 13 个省区市，以及在脱贫攻
坚中承担重要职责的 11 个中央国家机关和 2 家金融企业，开启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就一个主题开展巡视监督，在扶贫日之际进驻，这样的安排绝非巧
合。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鲜明特征。
人们看到，党中央把 2018 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中央纪委从 2018 年起开展为期 3
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 13.31 万个、处理 18.01 万人。
人们看到，纪检监察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从严治党以强大声势向
基层延伸。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23.87 万个，处理 31.6 万
人。
人们看到，从深挖彻查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到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保领域不担当不作为、失职失责问题开展力度空前的问责，党的任务所在，就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点所向。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惩治这一手没有丝毫松懈。
作风建设继续较真较劲，持续擦亮“金色名片”。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全国当年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5705 起，处理党员干部 788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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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抓老问题，又关注新表现。
中央纪委印发工作意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长期
任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频频曝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作风建
设在更加注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走向深化。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
“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 3 个“坚持”指明了反腐败工作的原则和方向。
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
克力，公安部原副部长孟宏伟……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对 70 余名中管干部
立案审查调查。
追逃追赃快马加鞭，海外“猎狐”捷报频传。
中央追逃办再发公告曝光 50 名外逃人员线索，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
的国家工作人员，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国家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
截至目前，我国已连续 4 年开展“天网”行动，共从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5000 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 人，追回赃款 100 多亿元。
“自首”，成为 2018 年反腐新闻的一个热词。
2018 年 7 月 31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接受审查调查的消
息。人们注意到，通报中首次出现了“已投案自首”的表述。
半个月后，又一名中管干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铁投案自首。邯郸
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社群，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王代全，河南省平顶
山市政协原主席段玉良，西双版纳州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刀勇……高压态势之下，一个个
违纪违法干部“投案自首”的消息接连出现。
2018 年 8 月国家监委发布敦促外逃人员投案自首的“最后通牒”后，短短 4 个月，有 165
名外逃人员主动投案。
一系列数据，一个个案例，印证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大以
来，在变与不变中，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中深化、深化中发展，展现出守正创新的新气象。
新体制 新格局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中，一份编号“国监留字［2018］110001 号”的留置决定
书，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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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签发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文书，首次以国家监委的名义对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
原副省长王晓光作出留置决定。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党的建设史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进程中，也注定将以“极
不平凡”被铭记——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3 月
18 日，我国首任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产生；3 月 20 日，我国反腐败国家立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通过；3 月 23 日，国家监委正式挂牌，一个党领导的全新反腐败工作机构成
立。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
就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新加坡《联合早报》如是评论。
这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
国家、省、市、县 4 级监委全部组建挂牌，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
察两项职责，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围。
这是反腐败工作法治化的里程碑。
国家监委挂牌不到 10 天，王晓光落马。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措辞中，以往的“接
受组织审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字词之变背后，是体制机制的重大推进。
改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实现执纪
与执法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
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2018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344 万件次，
立案 63.8 万件，处分 62.1 万人。
致力于把权力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
——把监督挺在前面，当好政治生态“护林员”。
2018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173.7 万人次。其中，第一种
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占比达 63.6%，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调查占 3.2%，
逐步显现管住大多数、严惩极少数的效果。
——深入推进巡视监督，“利剑”作用愈加彰显。
巡视全覆盖踏出坚实步伐。2018 年开展的两轮中央巡视，分别对 14 个省区、10 个副省级
城市和 16 个中央单位开展常规巡视，对 13 个省区市和 13 个中央单位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中央、省、市、县 4 级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利剑直插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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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探头”越擦越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 46 家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129 家单
位。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派驻监
督体制机制，提升监督质量。
——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压缩权力运行任性空间。
3 年之内，党中央两次修订党纪处分条例，为所有党组织和党员行为划出更清晰的红线。
2018 年，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共印发中央党内法规 74 部。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监督”协调衔接，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三不”一体推进，一个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正在形成。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对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
出部署，在充分肯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同时，明确
重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将‘严’字长期坚
持下去”。
这是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的铿锵号令！
——“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
样子的问题，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巡视，完善巡视巡察战略
格局，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
——“要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
——“要时刻铭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努力做到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
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初心不改、矢志不移、奋斗不息、创新不止，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新的更大战略性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
力。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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