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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公职人员政
务处分法。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
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
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
戒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解决“政纪
不适用，党纪管不了”问题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
的惩戒措施。2018年3月施行的监
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适用于
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
政务处分的活动。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庄德水认为，政务处分解决了以
往对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
用，党纪管不了”的现象。政务处分法
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
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构筑起了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对象包括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所称公
职人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人员。

依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人员
的范围包括：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
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
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
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
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秘书长蒋来用说，政务处分适用范
围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规定、诬告陷害等都
会被政务处分

为体现政务处分事由法定的
原则，政务处分法对现有关于处分
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归纳，从公务员
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的违法情
形中，概括出适用政务处分的违法

情形，参考党纪处分条例的处分幅
度，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
应的处分档次。

记者梳理发现，政务处分法中
所列出的违法行为，既包括贪污贿
赂、收送礼品礼金、滥用职权等较
为常见的一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
也对一些应该予以政务处分的违
法行为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
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
定，隐瞒不报”“诬告陷害，意图使他
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追究等不
良影响的”“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定
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
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
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
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
行为，都被纳入政务处分情形，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设立6种政务处分，
明确从重、从轻或减轻、
免予处分等规则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
种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
处分和政务处分期间。

这6种政务处分分别是：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政务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
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
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同时规定，政务处分决定自作
出之日起生效，政务处分期自政务
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计算。

在此基础上，政务处分法还进
一步明确了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
明确了“从重给予政务处分”“从轻
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免予或
者不予政务处分”的各种情形。

其中规定，“阻止他人检举、提
供证据的”应从重给予政务处分；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政务处分
的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给
予政务处分；“公职人员因不明真
相被裹挟或者被胁迫参与违法活
动，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减轻、免予或者不予政务
处分。

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的
任免机关、单位都可以
适用政务处分法

政务处分法规定：本法适用于

监察机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
政务处分的活动。同时规定：本法
第二章、第三章适用于公职人员任
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
予处分。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任
免机关、单位可以适用本法有关规
定作出处分。

在明确这两类主体的基础上，
政务处分法突出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的理念，对两类主体应发挥的作
用和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规定。

对任免机关、单位，政务处分
法规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
对公职人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
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分。

对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法规
定：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
职人员的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同时规定：监察
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
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
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
出监察建议。

规范处分程序，保障
公职人员合法权益

为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
政务处分法专设一章，对政务处分
的程序进行明确。

其中，政务处分法对调查取
证、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宣布
等程序作出详细规定，如规定“严
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
方式收集证据”“不得因被调查人
的申辩而加重政务处分”等。

同时，政务处分法还设置了
“复审、复核”专章，明确“公职人员
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政
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作
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公职
人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
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同时
规定“公职人员不因提出复审、复
核而被加重政务处分”。

此外，政务处分法还明确了对
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公职人员的救
济途径，规定：政务处分决定被撤
销的，应当恢复该公职人员的级
别、薪酬待遇，按照原职务、职级、
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安排相应的
职务、职级、衔级、岗位和职员等
级，并在原政务处分决定公布范围
内为其恢复名誉。没收、追缴财物
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赔偿。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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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了第四十六
号、第四十七号、第四十八号主席令。

第四十六号主席令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2020年6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七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2020年6月20日修订通过，
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八号主席令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修订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0年6月21日起施行。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三部法律今起陆续施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京闭幕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20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
表决，通过了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新修订的档案法、新修订的人民武装
警察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46、47、48号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
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0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决定，
决定加入这个条约。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批准2019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批准了2019年中央决算。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
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家监察委
员会主任杨晓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全
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
以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七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作了题
为《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的讲座。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近日签署成法的所谓
“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罔
顾事实、颠倒黑白，蓄意诋毁中国
新疆的人权状况，恶毒攻击中国政
府治疆政策。然而，事实真相面前，
任何污蔑谣言都是徒劳。中国在新
疆治理上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新疆
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国际社会有
目共睹；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成果
及新疆社会稳定发展、团结和谐的
局面，不容置疑和破坏。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政府坚持依法打击恐怖主义
与保障人权相结合，一方面遵循《联
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认真
落实国际社会反恐和去极端化倡
议，包括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
略》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
划》，在国内相关法律体系下有序推
进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一方面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促进人权事业发
展，坚持标本兼治，打击与预防相结
合，努力根除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蔓
延的土壤和条件。中国政府依法在
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从根本上扭转了新疆安全形势，有
力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发展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治疆
政策普遍予以积极评价。

事实胜于雄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
立近65年来，经济总量增加了80余倍，各
项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升。如今，作为中国减贫事业的一部分，新
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截至 2019
年底，新疆累计实现73.76万户、292.32万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底的19.4%
降至 1.24%。当今的新疆，处于历史上最
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生活安宁祥和，正奔向全面小康。

公道自在人心。新疆治理得好不好，

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新疆各族
人民最有深切体会，最有发言权。
过去3年多来，新疆没有发生一起
暴恐案件，民族平等团结，宗教和
睦和顺，生活安定祥和。稳定的红
利正在持续释放，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各
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正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迎
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好局面来
之不易，我们倍加爱护、倍加珍
惜，决不容许任何人破坏。美方此
时签署所谓“法案”，无视新疆发
展的客观事实，无视包括维吾尔
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真
实感受，这进一步暴露了美方损
害中国主权、安全，挑拨中国民族
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
国发展壮大的险恶用心。这一点，
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也决不答
应。

众所周知，美国长期以来肆无
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
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
却对自身持续性、系统化、大规模
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置若罔闻、熟
视无睹。今日之美国，枪支暴力、贫
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痼疾难除，正
在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奉劝美国

切实正视、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而不是对别的国家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这是
中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强大共识。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任何
外来压力只会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
团结起来，更加坚定不移地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新疆稳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的历史车轮面前，任何势力的阻挠和
破坏都注定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载6月21日
《人民日报》）

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督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焦点透析

长沙市首届“星辰杯”
网球团体邀请赛挥拍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周倜）
长沙市家庭文化艺术节主题活动暨长沙
市首届“星辰杯”网球团体邀请赛今日举
行。来自全省的16支代表队、128名网球
爱好者齐聚长沙月亮岛罗兰·加洛斯红
土网球公园一决高下。

今年的家庭文化艺术节主题活动由长沙
市妇联、长沙市女领导干部联谊会主办，长沙
市体育局、湖南省网球协会等单位指导。

作为本次家庭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首届“星辰杯”网球团体邀请赛
采取循环赛与淘汰赛赛制，来自全省的
16支队伍、128名选手将在为期2天的比
赛时间内同台竞技。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还来了一批
特殊的“观众”。开幕式上，为表彰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家庭，一场
抗疫“最美家庭”授牌仪式同步举行。据悉，
本次评选出的100户长沙市抗疫“最美家
庭”中，共有8户家庭获湖南省抗疫“最美家
庭”称号；3户荣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这是回到长沙后第一次来到体育场
馆感受运动激情，运动是缓解压力、强大
心智最好的方式。”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获得者、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白衣天使
成湘红感叹。自2月8日奔赴一线，援驰武
汉的经历在成湘红脑海中仍历历在目。她
告诉记者，自己每天都会利用一丁点“缝
隙时间”在单人房里利用运动APP进行锻
炼，以舒缓紧张、保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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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国家医
疗保障局日前下发通知明确，各地要在综
合考虑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需要、本地区医
保基金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按程序
将针对新冠病毒开展的核酸、抗体检测项
目和相关耗材纳入省级医保诊疗项目目
录，并同步确定支付条件。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这份
《关于配合做好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检测能
力有关工作的通知》，是为了有序引导降低偏
高的检测费用，支持实现“应检尽检、愿检尽
检”，助力常态化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复市。

根据通知，各地要普遍开展公开挂网采
购，公立医疗机构应从所在省份的省级药品耗
材集中采购平台阳光采购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同时鼓励省级和统筹地区医保部门积极探索
开展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购，选择产品质
量较高、生产能力较强、供应稳定、诚信较好的
企业，通过竞争促进价格回归合理水平。

通知明确，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集中采
购原则上应多家中选，保证供应稳定性。
对于有大规模人群检测需求的地区，应优
先开展集中采购。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
集中带量采购。

通知明确，确需单设临时项目的，需
体现“技耗分离”。核酸、抗体检测的样本
采集、处理、标记、回收、出具诊断结果，以
及鼻咽拭子等消耗品应合并作为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定价；体外诊断试剂盒在医疗
服务价格项目外，按“零差率”收费。

国家医保局：

各地应按程序将核酸检测等项目纳入医保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19日电 世界
卫生组织19 日表示，新冠病毒仍然在全
球快速传播，各国要预防
可能出现新的疫情高峰。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
上说，新冠病毒目前仍然
在快速传播，大多数人仍
面临感染风险。世卫组织
数据显示，18 日各国向
世卫报告的新增病例超
过 15 万例，其中近一半
来自美洲，南亚和中东地
区也报告了大量病例。

谭德塞说，世界正处
于一个新的危险阶段，虽然
许多人都厌倦了居家避疫
情，各国也渴望在社会和经
济活动等方面放开，但他仍
呼吁所有国家和民众保持

高度警惕，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在适当时候戴
口罩并经常洗手。

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仍在快速传播

6月20日，在广东东莞银行篮球中
心举行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复赛第一阶段比赛中，
广东东莞银行队以105比82战胜山西汾
酒股份队。图为广东东莞银行队球员任
骏飞（左二）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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