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张杨

2016年4月16日 星期六07 政 治

主体责任不落实
就要受到责任追究

【案例1】
XX同志，2013年至2015年在担任XX市市委书

记期间，该市相继发生了原市委副书记、市长XX，原
副市长、 公安局长XX和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XX
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还有多名国家公职人员因吸
毒受到处理。某某同志作为该市市委书记、党风廉政
建设第一责任人，对该市连续发生3名市级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构成失职错
误。2015年11月，该同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
调离岗位。

【条文对比】
XX同志之所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第一，

该同志违反了2003年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项， 关于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党组织负责人

“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或者不负责任行为的”，给
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给予严重警告、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的
规定。

第二，该同志违反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的规定》第六条关于“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
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
人是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
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 的规
定；第十九条第四项关于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疏于
监督管理， 致使领导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辖的下属
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的规定和第五项关于“违
反规定选拔任用干部，或者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
影响的”的规定。

第三，该同志违反了《湖南省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办法》 第五条第四项关于党委
主要负责人“对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不力导致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不正之风问题突出……或者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规定和第五项关于

“疏于教育、管理、监督，领导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理
的下属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的规定。

对上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位”的
行为，新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党组织不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不力，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

本案中，XX同志的行为发生和处理时间都在
2016年1月1日之前，应当适用2003年条例及2016年
之前的相关规定。如果行为发生在2016年1月1日之
后，就应当按照新条例的规定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党的十八大后，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强化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并将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主体责任的要求， 写入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强调主
体责任就是以党委为主体直接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成员
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连带责任。 指出主
体责任是政治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牛
鼻子”。

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化， 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强调各级党委对全面从
严治党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把这
一政治责任落实到管党治党的日常工作中， 否则就
是失职渎职。 新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党
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不力， 就要给予党组织中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相应的纪律处分。 全面从严治
党的主体责任， 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党委的主体责任
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党组织，既包括党委（党组），又
包括纪委（纪检组）；既包括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又包
括党组织领导班子其他成员。

党委书记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就要做到清责、明
责、履责。不但要清楚自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
任人，还要把责任分解压实到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
仅要自己带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 还要督促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主体责任；不能当“甩手掌柜”，既要挂帅，又要出
征，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和各
个环节。XX同志作为XX市市委书记，政绩观存在偏
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位，就是落实管
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不到位； 他的行为不是一般的工
作失职，而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职。省委追究该同志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到位的责任， 既充分体现了
省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又告诫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越来越
严、违反党纪党规的纪律处分越来越重。

本案中，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导致
该市党政干部队伍发生违纪违法 “区域性腐败”现
象，性质严重，影响恶劣。XX同志的深刻教训，提醒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主要负责同志， 要时刻牢记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只有把它抓在手上、 扛在肩
上、落实在行动上，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才不会受到责任追究。

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必须落实
———《以案释纪》 之二

■相关链接

主体责任
一、主体责任的提出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提出，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
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
草人”。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
“严肃责任追究，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在思想认识、责任
担当、方法措施上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担负
起主体责任。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
调，“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

2010年11月10日中央制定实施的 《关于实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领
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
导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
监督责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
督责任”。

2016年1月1日施行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党组织不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不力， 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
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
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决定
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
表明， 党委负主体责任的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领导班子负全面
领导责任”，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
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再到“党组织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概念的提出，经历了
两次思想认识的飞跃。第一次是“党委领导班子
负全面领导责任”到“党委负主体责任”的飞跃。
第二次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主体责任”
到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 ”的飞跃 。这两次飞
跃，是党中央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规律的战
略思考和科学把握，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管党治
党的新要求。

二、对主体责任认识的“两次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以党的全会决
定的形式提出了“两个责任”的区分，就是要解决
党风廉政建设中原来的一些制度不规范、工作不
落实、追责不到位等问题。这既是对以往提出的
党委“全面领导责任”的细化落实，又是从严治党
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和重大改革措施。党委的主体
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是同一责任范畴的两个
方面，主体责任是前提，监督责任是保障。党委的
主体责任为纪委的监督责任提供保证，让纪委敢
于和善于承担监督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为党委
的主体责任提供监督力量，让党委的主体责任落
到实处。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互相代替，更
不能互相削弱，而是相互促进。认识上实现了第
一次飞跃。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的关键内容，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的根本保
证，能不能真正落实，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各级党组织是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的主体，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担负起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党委成员对职责范围
内的管党治党工作负领导责任。纪委的监督责任
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在纪检工作中的
具体体现，纪委书记只是党委班子成员中分工负
责执纪监督问责工作的一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要求是从“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发展而来，它不只是字
面上的变化，而是管党治党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
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
分，而不是全部。认识上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三、党委的主体责任

党的各级组织是依据党章成立的，承担着对
地方和部门在政治、 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职责。
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党章赋予的政治责任，是作出
正确决策并组织实施、 检查落实的领导责任，是
用好干部、 防止职责范围内出现干部 “带病提
拔”、“带病上岗” 等问题的用人责任， 是管好班
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表率和守
纪律、讲规矩表率的表率责任，是支持配合执纪、
执法机关和巡视机构依纪依法履行职责的支持
配合责任，是要敢于面对全面从严治党中遇到的
各种复杂问题并果断作出处理的一种担当责任，
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牛鼻子”。总之，它
是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职责所在、使命所
系，是推不脱、卸不掉，必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
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种职责。 党的领导是全方位
的，本身就包含着管理和监督，对党员进行批评
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乃至立案查处，开展
巡视，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都是党委的
职责，都是管党治党的日常工作，都要由各级党
组织特别是党委来领导决定和组织实施，不能一
谈到监督就全推给纪委。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不
管党治党就是失职、管党治党不力就是渎职的观
念，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敢于担当、
善于担当，真正把“全面从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
建设各领域、各方面。

（撰稿人／省纪委 张泽军 李良勇 摄影/省纪委 邹太平 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案例2】
X村支部书记XX同志，作为入党介绍人，没有认真

了解申请入党人王XX的个人基本情况，就介绍其入党；
作为村支部书记， 没有对申请入党人的情况进行严格
审查， 就将不符合入党条件的对象发展为党员。X村支
部书记没有履行入党介绍人和书记职责， 构成失职错
误。乡纪委收到群众举报后，在初核的基础上予以立案
调查，2015年10月移送县纪委。同月，县纪委对该同志
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条文对比】
XX同志的行为，违反了2003年条例第六十条第一

款关于“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采取弄虚作
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党员”，
对主要责任者， 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规
定。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二人以上（含
二人）共同故意违纪的，对为首者，除本条例分则中另
有规定的外，从重处分”的规定和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关于“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
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
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规定，
应当给予党纪处分。

对XX同志的上述行为，新条例也作出了规定。第七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
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发
展为党员”，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直
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党组织不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不力， 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
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应当注意的是，对这种违纪行为，新条例的规定比
2003年条例的规定处理要严格。2003年条例第六十条
规定只对主要责任者给予处理， 而新条例第七十五条
和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既要处分直接责任者，又要处
分领导责任者，规定更加明确。所谓“领导责任者”，新
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 包括
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同时规定，主要
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
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重要领导责任者，是
指在其职责范围内， 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
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
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也就是说在进行
责任追究时，既要追究主要领导者的责任，还要追究重
要领导者的责任。

XX同志的行为发生和处理时间都在2016年1月1
日之前， 应当依照2003年条例规定及当时的相关规定
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一条规定：“党的基层组

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是党的全部工
作的基础”。党支部是我们党最基层的组织，是党的全
部工作的基础。党支部建设直接反映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我们党长期
执政基础的巩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党
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加强
基层党支部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
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
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最近，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
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
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里说的“全面”，既包括内
容上全面，又包括主体上全面。内容上全面包括党的思
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 、制度建
设；主体上全面，既包括全党8700多万名党员，又包括
全党437万个党组织。

党支部在组织建设方面从严要求， 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党支部在组织建设方面，既要
把好党员入口关，又要疏通党员出口。把好党员入口关
就是要把好发展党员关。发展党员要按照党章和《中国
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等党内法规的要求和程序
进行，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疏通党员出口就是要
把那些丧失了党员条件的党员，采取劝退、除名、开除
等方式，从党员队伍中清除出去。

发展党员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 党章对此作了
严格规定。一般情况下要通过党支部来接收，既要求入
党介绍人要认真了解申请人的思想、品质、经历和工作
表现，并向党组织作出负责的报告；又要求党的支部委
员会对申请入党的人征求党内外有关群众的意见，并
进行严格的审查。 党支部书记承担了发展党员审查把
关的主要领导责任。本案中，XX同志既是入党申请人的
介绍人， 又是党支部书记， 却既没有履行介绍人的职
责， 在未认真了解入党申请人的个人基本情况下就介
绍其入党，也没有认真履行党支部书记的职责，未对申
请入党人进行严格的审查把关， 将一名不符合入党条
件的入党申请人发展为党员。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的行为， 应当受到相应的
党纪处分。

XX同志的教训告诉基层党组织负责同志特别是党
支部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落
实主体责任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见诸行动。每一
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兑
现向人民的承诺，让人民群众看得到、体会到、享受到
从严治党的成果。

党支部要严把党员入口关

4月10日，益阳市纪委组织举办公益性党风廉政建设基本知识益智答题竞赛节目《清风战神》。图为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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