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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湖南日报记者：
为什么说落实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任务 ，

对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探索走出一条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期执政之路 ，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省委党校教授何隆德：
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一项
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也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全面落实这项改革试点任务，组建省、市、县
三级监察委员会，实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
能，推动制定国家监察法，有利于加强党对反
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有利于以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解决长期困扰我们反腐
败的法治难题，实现纪法有效衔接；有利于把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
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起来，实
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常态化；有利于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把
纪律检查、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
处贪污贿赂、 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
作力量有效整合起来。从已经试点的情况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实践探索， 是制
度和组织重大创新， 达到了预期目标。 应该
说，经过几十年来的建设和改革，我们党全面
执政、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面
临的挑战主要就是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监
督，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的试点和推广， 是破解自我监督难题
的成功选择，是我们党走出一条跳出“历史周
期率”的长期执政之路的成功探索。

湖南日报记者：
如何理解在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中，各级党委必须扛起首责 、主责 ，党委书记
要亲自挂帅，亲力亲为，当好“施工队长”？

省委党校教授何隆德：
党中央已作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面推

开的决定部署，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目前
关键在抓试点、抓落实。抓落实，各级党委就
要负起首责、主责，这既是政治责任，也是领
导责任。党委书记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当好
“施工队长”。

“挂帅”就是要牵头负责，“出征”就是要
亲力亲为、站到改革第一线。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
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抓没抓住。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
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纪检机
关、监察机关和司法执法机关等部门的协作。
之所以强调党委负首责、主责，强调书记既挂
帅又出征、当好“施工队长”，就是要加强党对
改革的领导，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走样、不跑偏；就是要发挥党委
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以党委的坚强领导，确保
改革举措尽快落地落实；就是要以上率下、压
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发挥领导表率作用。
各级党委在抓好试点工作组织实施和任务落
实中，要蹄疾步稳抓好转隶组建工作，推进人
员和工作深度融合， 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监
察权运行机制， 在最大程度减少摩擦和阻力
的基础上，打通有效衔接的关键环节，打通监
察监督覆盖到“最后一公里”，最终形成推动
改革的强大合力。

湖南日报记者：
全面从严治党有着系统的、深刻的内涵。

之所以叫全面从严治党 ，突出了 “全 ”、“严 ”、
“治”三字。请从这三个方面具体谈一谈。

省委党校教授何隆德：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

鲜明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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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严”、“治”体现了全面
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全面”就
是管全党、治全党；就是面向全体党组织和党
员； 就是要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 各个方
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
系统性思维全面建设，整体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严”就是要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严是标准，
严也是要求。过去管党治党存在的突出问题
就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由“宽、松、软”转化为
“严、紧、硬”，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要把党的纪
律挺在前面，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使
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坚持反腐败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
压、长震慑。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治”就是落
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就是要从党中央到省市
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
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
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 必须担
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
瞪眼黑脸，敢于执纪问责。管党治党责任是最
根本的政治责任。

湖南日报记者：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

器， 我们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
效监督。为什么说要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
破解自我监督的难题？

省委党校政治学专业博士戴辉礼：
权力的有效监督是政治生活的难题， 尤其

自我监督更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我们党解
决权力的有效监督问题， 最根本要靠强化自我
监督，这是由我们党长期执政地位决定的，也是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
是一党长期执政， 肩负着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使命崇高，任
务艰巨，面临的考验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面临的
危险是尖锐和严峻的。 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直
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主要通过自我监督来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增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永葆肌体健康，
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
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而为实现历史使命提供根
本的政治保障。当然，党的监督必须坚持党内监
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但最根本的还是党的自
我监督，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

湖南日报记者：
惩治是最好的预防，制度是最大的保障。

为什么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制度建设 ，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省委党校政治学专业博士戴辉礼：
惩治的作用根本在于能形成不敢腐的震

慑，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方式。惩治腐败必须惩
防并举、标本兼治，惩治本身也需要依法依规
进行。所以说制度是防止腐败的最大保障，制
度建设是治本之策。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
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制度
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我们党是一个有着
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
党，如果没有科学、严密、有效的党内法规制
度来规范和约束， 就不可能永葆旺盛生命力

和强大战斗力， 就无法担当起领导人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因
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管
党治党全过程，更多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制度建设，真正形
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
想腐的保障机制。

湖南日报记者：
如何把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相

互联系、紧密衔接，使党内法规制度成为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省委党校政治学专业博士李鹏博：
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
就必须把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 把党
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相互联系、紧
密衔接。对于党员来说，党纪体现的是高标准
和严要求，国法体现的是守底线。党的制度建
设与国家的法治建设不是割裂的， 不是相互
矛盾的，而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

搞好党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法治建设的
衔接，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确保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
导。其次，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按照纪法分
开、纪严于法的原则，构建覆盖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使党内法
规同国家法律相衔接、相协调。比如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就是党纪和
国法相互衔接的体现。再次，要抓制度执行，提
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要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使党内法规制度真
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
守党纪党规，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相关链接
何隆德简介：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社(政

治学)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重点学科带头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湖
南省121人才工程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的专家，湖南省智库专家。兼任湖南省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会长。

为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注入强劲动力
———省委党校专家就监察体制改革答湖南日报记者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官场腐败，以霹雳手段重拳出击，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记录。党的十九大作出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意义深远；对于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
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探索走出一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长期执政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最近，省委党校专家就此接受湖南日报
记者采访，解读有关问题。

编
者
按

12月26日下午， 湘江
长沙段， 冬泳爱好者在江
中畅游。当天，2018全国冬
泳日长沙站活动举行，200
余名冬泳爱好者从橘子洲
尾下水，横渡湘江，传播冬
泳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冬日
横渡湘江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邵东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充
分发挥统战优势，有效整合园区资源，带动
整个邵东箱包服装产业迅速辐射全球，连
续两年实现出口业绩和税收成倍增长。记
者今天从省委统战部获悉， 邵东县隆源中
小企业创业园被授予第四批省级“同心园
区”，另外32个创建点分别被授予“同心项
目”“同心社区”“同心乡村”称号。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统战部门以迎接党
的十九大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统
一战线的系列决策部署，组织引导广大统一
战线成员深入开展凝心聚力“十三五”行动，

持续深化“四同创建”工作，打造了一批具有
较强统战性、示范性的“同心园区”“同心项
目”“同心社区”“同心乡村”， 有效彰显了统
一战线服务中心大局的优势作用，获得了中
央统战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得到
了广大统战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广泛认同。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省委统战部决定授予邵东县隆源中小企业
创业园为省级“同心园区”，授予茶陵县利民
办事处湖南三茶产业扶贫项目等10个项目
为省级“同心项目”，授予长沙市岳麓区咸嘉
湖街道白鹤咀街社区等9个社区为省级“同
心社区”， 授予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
示范片区等13个村为省级“同心乡村”。

邵东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
获授省级“同心园区”
33个创建点被授予第四批省级“同心园区”“同心项目”“同心社区”“同心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