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问：为什么这次全会要制定一个新的准
则呢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一是完善“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确定的治国理政新方略。党的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相继就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专题
研究，这次六中全会再以制定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和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为重点专题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
都分别通过一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研究和部
署，这是党中央的一个整体设计。

二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全面从严治
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
主题。这次六中全会在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生动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这对于深
化全面从严治党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的需要。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

总体是好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
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干部
理想信念不坚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
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
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
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
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
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
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
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
了巨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针对这些问题，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正风肃纪、反腐倡廉、从严治吏，使党内政治
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明
显好转，全党全社会高度认同。但是我们也
清醒地看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
种危险”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巩
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势头，有效防范已经解
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防止新的矛盾和
问题滋生蔓延，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
党相结合，完善规范，健全制度。

责任编辑 李特南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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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答记者问

� � �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
党， 关键在党要管党、 从严治
党。近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
简称《准则》）。《准则》为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 � � � 问： 请谈谈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作用

答：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 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是我们党坚
持党的性质和宗旨、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法宝， 是我
们党实现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
起， 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 并在长期实
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

际、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 民主
集中制、 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
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还认真总结
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 的惨痛教训， 于1980年专门制定了《关
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实现拨乱反正
和全党工作中心转移， 促进党的团结统一、 保
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 � � 问：请问新制定的《准则》和1980年
的准则是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答：1980年，我们党制定过《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第一次以
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规
范， 应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80年
的准则， 主要原则和规定在今天仍然是
适用的，比如，其中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
线、思想路线，关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等。 这些需要继续
坚持和遵守。

但考虑到1980年的准则是在“文化大
革命”结束以后那个特殊时期制定的，针对
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 现在已
经过去36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
建设既积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经验， 又面临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所以有必要制定一个
新的准则。

通过制定新准则， 既把过去行之有效
的规定坚持好， 也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作出
新的规定。本着这一精神，这次六中全会通
过的新准则， 既重申了1980年准则的主要
原则、规定，又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举
措、新规定。比如，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
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涉及全党
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只有党中央
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 严禁在党内拉私人
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
风，等等。总之，新老准则相互联系、一脉相
承， 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
活必须遵循的。

� � � � 问：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好《准则》提出的一系
列新举措和新观点

答：新准则有160多条新规定新举措，这些规定和要
求都十分明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关至于具体怎么落实
好，我感到，必须把教育、监督、查处、问责这四方面的工作
结合起来。将学习贯彻准则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
要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入脑入心，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及时深入地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对
严重违反准则规定的，决不姑息；对管党治党不力，放任违
反准则行为发生的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 要严肃追究
责任，确保准则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对全党提出的要求，也
是全党的共同任务， 但最重要的是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
敢严，长管长严，就一定能够把准则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每
个党员和干部。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1 优良传统

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
2 新的准则

新老准则相互联系
3 一脉相承

确保准则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

4 长管长严

� � � �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行规
范，并成为管党治党的制度遵循。值得注意的是，全
会公报有10处专门针对高级干部的表述，如此密集
地进行强调，不仅明确了高级干部将担负的关键责
任，更凸显了“全面”与“从严”的分量。

全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高级干部作为承上启下
最重要的一环，显然应当身体力行。盯紧高级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让其把目标牢记心中，将责任扛在肩
上，将任务付诸实践，才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
让中央精神贯穿上下，全党步伐紧密一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高级干部
的作风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态，因此必须成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着力点。只有高级干部率先垂范，不断检点自己、
修正自己、提高自己，才能带领广大党员找准参考坐标，
树立红线意识，履行好职责使命。

全面从严治党是有效化解党面临的 “四大考
验”和“四种危险”的不二之策。抓住高级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让其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才能层层落实从严治党的主体
责任，使党的思想作风永葆先进纯洁，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据新华社电）

“高级干部”要率先垂范
新华时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