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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黄小希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
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为进一步规范党
组工作，中央近日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试行）》，并于16日公开发布。

党组制度正式建立已有70年历史，为什么
要在现在出台相关条例？条例中有哪些内容值
得关注？这些内容对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和反
腐败工作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带着这些社会普
遍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填补党内法规空白
党组制度是我们党从国情出发创造的一

项重要制度， 自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建立以
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也历经了撤销、恢复的曲折历史。
目前，全国共有党组8.6万多个，涵盖了从中央
到县4个层级。

“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重
视党组建设、发挥党组作用，党的事业就顺利
发展；什么时候忽视党组建设、弱化党组作用，
党的事业就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 ”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说。

但这么重要的一项制度，长期以来除了党
章用3个条文作原则规定外， 一直未出台专门
的党内法规来进行规范。由于缺乏具体制度遵
循，党组设立不统一、成员配备不一致、职责不
明确、议事决策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党组作
用的充分发挥。

“比如说国企党组这一块，下一步深化改
革将带来股份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党的
领导和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协调运转，实现利润
与承担社会责任如何兼顾，都应当有一个明确
的规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小英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党组
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
施规划（2014—2020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
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等明确
要求抓紧制定党组工作条例。今年5月29日，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条例出台填补了党内法规空白，对于进
一步规范党组工作，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样，我们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就比较
完备了。 ”谢春涛说。

着眼全面从严治党
当前， 一些党组存在着抓业务和抓党建

“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没有承担起从严治
党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没有落实好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导致本单位党员
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突出问题，中央在条例起草过程
中，把“着眼加强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作
为重要原则，强调要通过完善党组制度，更好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

根据上述原则， 这次出台的条例明确规
定，党组应当认真履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

任，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党组书记应当履行抓党建第一责
任人的职责，其他党组成员根据分工抓好职责
范围内党的建设工作。党组应当认真履行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
督责任。

“从严治党，说到底还是要在制度层面不
断完善，用制度治党。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
授戴焰军认为，条例将党组工作纳入制度化轨
道，这种规范本身就是对党组成员的一种有效
约束，体现了从严治党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这次出台的条例共分8章39条，包括总则、

分则、附则3大板块。 专家普遍认为，条例凡能
明确的尽量明确了， 能细化的尽量细化了，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如： 针对实践中党组设立条件不够明确、
范围不够统一、程序不够规范等情况，条例对
党组设立作了规范，明确了设立条件、设立范
围、设立审批主体、设立程序。

又如：考虑到党章对党组的职责规定比较
原则，实践中党组职责与本单位领导班子的职
责经常出现交叉，条例对党组职责作了进一步
明确，特别是对哪些重大问题应当由党组讨论
和决定等作了列举和细化，以便实践中操作。

为强化党组的政治领导责任，使之发挥好
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条例设定了领导
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备案制度、党组书记述职
制度、考核制度、列席会议制度等，突出党组在
坚定政治立场、维护政治原则、保证政治方向
方面的责任。

为贯彻民主集中制， 条例明确和细化了党
组决策程序，对党组落实集体领导原则、完善议
事决策程序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凡属党组职责
范围内的事项由党组成员集体讨论决定， 规定

“党组作出重大决策，一般应当在调查研究基础
上提出方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风险评
估和合法合规性审查，经过集体讨论决定”。

“条例的出台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组工作
提供了制度保障。下一步，一是要抓好条例的宣
传解读和学习培训， 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理解条例精神； 二是
要加强督促落实， 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到
实处。 ”甄小英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70载党组制度首立“规矩”
———解读《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

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
统性、普惠性政策文件。

《意见》明确，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
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改革推动，加
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宽政策、放开市
场、放活主体，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氛
围，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汇聚成经济
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

《意见》从9大领域、30个方面明确了96条
政策措施。 一是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利
化；二是优化财税政策，强化创业扶持；三是搞
活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融资；四是扩大创业投
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五是发展创业服务，构
建创业生态；六是建设创业创新平台，增强支
撑作用；七是激发创造活力，发展创新型创业；
八是拓展城乡创业渠道， 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九是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协同机制。

《意见》指出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和政策协调联动机制、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督
查督导机制，形成强大合力，全力打通决策
部署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
公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国务院印发意见
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普惠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为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更
好地保障民生，国务院近日决定在网上开展
“我来参与国务院文件清理”活动，邀请网民
对拟进行清理的部分国务院文件提出清理
意见。 网民可以于6月16日至25日，在中国政
府网“我来参与国务院文件清理”专栏，或通
过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
腾讯网、 网易网等网站的专题链接进入专
栏，对首批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务院文件提出
废止、宣布失效、予以修改、继续有效等意见，
并对国务院文件清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将把网民意见作为对文件清理决定
的重要参考依据。

推动简政放权更好保障民生

国务院邀请网民
参与清理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