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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年底，中央决定在

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开展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引
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试点
通过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建
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
体系，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
覆盖。这次先行先试，是建立
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的一项重大
举措，将从体制机制上为在全
国推开探索宝贵经验。

上下同欲者胜。加强党内
监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全党的共同任务，任何党组织和党员都不能置身事
外。必须构建起各负其责、密切协调的党内监督体系，构
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监督屏障，形成监督合力，为
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坚实保障。

一、党内监督无禁区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木桶如果存在短板，它的
容量不是取决于最长木板的长度，而是取决于最短木板
的长度。同样的道理，如果党内监督存在禁区和空白，犹
如木桶中存在的短板，会导致整个监督体系的效力大打
折扣，党内监督体系就会形同虚设。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努力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途径和办法。在此
期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建立派驻制度和巡视
制度，重申党内监督五项制度，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试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眼于增
强监督制度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不断创新党内监督方式，
加强自上而下的党委监督和纪委监督，推进巡视和派驻
全覆盖，党内监督制度逐步完善，监督渠道不断拓展，使
党内监督不留死角、不留禁区、没有空白。

同时也要看到，在党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发生变化
的形势下，党内监督制度还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是监督职
责不清、力量分散、覆盖面不全，监督主体之间信息不畅、
协调不顺。比如，对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强调
不够，党组织日常管理监督缺位；没有明确党委各工作部
门的监督责任，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对党员的监督权利
保障不够，民主监督流于形式。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党
内监督的效力，影响了党的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因此，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这是弥补监督空白缺位的需要。从党的十八大以来
巡视、执纪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及被查处违纪违法干部
的忏悔录看，党内监督体系还存在一些漏洞。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需要完善党内监督体系，针对一些领域、部位
和环节，打上“补丁”、堵上“漏洞”，让党内监督没有真空、
没有盲点，使制度威慑无处不在。

这是加强监督制度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过：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
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现在，我们在加强党内
监督上已经有了很多制度，关键是要在制度体系建设上
下更大的功夫，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建立健全
党内监督体系是适应这种要求而提出的任务，将为加强
党内监督提供系统完整的制度保证。

这是提升监督整体效能的需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有句名言：“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说的
是，当各部分以合理有序的结构融为一体时，整体效能就

会大大强于各部分的加和。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就
是把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整合在一起，各司其职又相互配
合，分工有序又形成合力，构成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化的
监督网络，大大提升党内监督整体效能。

二、构建严密完整监督体系

俗话说，攥紧的拳头力量大。党内监督既要分工有
序，又要协同配合。加强党内监督不能寄希望于单打独
斗、一招制胜，必须全党动手，打出“组合拳”，形成监督合
力，构筑起全方位的战略屏障，才能取得最好的监督效果。

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的基础上，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的战略决
策。这个战略性的监督体系犹如一张严密的“天网”，把
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
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
督、党员民主监督统一起来，设置全维度的监督“探头”，
形成了加强党内监督的整体合力。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
系，抓住了加强党内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命门”，是新
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制胜之道、根本之举。

——中央统一领导。“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
但挚一领。”党的中央组织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核心领导，
应在领导监督和接受监督上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在领
导监督上，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全面领导、研究部署党内监督工作，中央政治局
委员应当加强对直接分管部门、地方、领域党组织和领导
班子成员的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以廉洁
自律的形象为全党作出表率。

——党委（党组）全面监督。党委（党组）是一个地
区、部门、单位的统帅，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作用，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一方面，加强党委（党
组）内部的监督，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党组成
员）和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另一方面，领导
好所辖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
管理监督，组织实施各项监督制度，抓好督促检查，加强
对纪委和纪检工作的领导。

——纪委专责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要
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各级纪委是
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加强对
同级党委、党的工作部门以及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
重点监督检查遵守党章党规党纪、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同时，落实纪检工作
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工作部门，是党委的办事
机构和职能部门，是党委在不同领域的载体和抓手，同时

也承担着相应的党内监督职责。无论是党委办公厅、组
织部、宣传部，还是统战部、政法委，都应严格执行各项
监督制度，加强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
本部门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
监督。

——基层日常监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
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发挥着密
切联系群众、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基层组织监督到位
与否，与百姓的利益和信任密切相关。必须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
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

——党员民主监督。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内
政治生活的主体。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民主监督，既是
每名党员的权利，也是每名党员的义务。必须本着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
的态度，敢于较真、敢于碰硬，不当老好人，同一切违反
党纪国法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三、强化党内监督执行力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建立健
全党内监督体系，只是为加强党内监督打下了制度基
础，关键还要抓好执行落实。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如果
光有制度而不执行，再好的制度也等于没有制度。因
此，全党必须加大党内监督体系的执行力，在观念转变、
职责分工、督促检查、信息公开等方面落细落小落实，推
动形成党内监督的强大效力。

转变观念是前提。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转不
过来，行动就迈不开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学会在监
督下干事，习惯在约束中工作，适应在“聚光灯”下行使
权力，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不要把监督看作是“跟
自己过不去”，故意“找毛病”“挑刺儿”，而应把监督看作
是一种提醒和爱护。同时，监督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要坚决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栽花、少挑刺”的
庸俗哲学，敢于监督、自觉监督。

强化责任是重点。责任明、任务清，工作才能强力
推进。监督主体要按照《条例》规定的各项监督职责，严
格落实、深入推进，种好“责任田”，站好“监督岗”。只有
各自切实履行职责，敢于动真碰硬，才能形成环环相扣、
无缝衔接的“责任链”，实现党内监督的全覆盖、无死角。

督促问责是保障。加强督促检查，是确保制度落实
的重要手段。着力运用好这一手段，加大督促检查力
度，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无论是党委还是
纪委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出现不履行党内监督责任
的情况都要承担责任。只有督促检查及时跟上，才能使
党内监督真正落地生根、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信息公开是关键。管理学
中有一个“金鱼缸效应”，说的
是只要鱼缸是透明的，就能全
方位看到缸内金鱼的一举一
动。可以说，信息就是党内监督
的“金鱼缸”，只有让信息透明
公开，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
行使置于广大党员的监督之
下，权力才不会被滥用。应坚持

“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的原则，加大党内事务公开
力度，让党员充分了解党内事
务，落实党员民主监督知情权，

让一切“潜规则”、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丑恶现象无处藏身。

四、积极发挥外部监督作用

1945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与来延安考察的爱国人士黄
炎培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忽焉”，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同志
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0多年后，这段“窑洞
对”对我们党仍然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外，还需
要外部监督的补充和完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条
例》，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制度安排，强调要坚持党内监督
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发挥党外相关部门、民主党派和社会监督
的作用，形成党内党外合铸监督利剑的良好局面。

支持党外相关部门监督。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
关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部门，政协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机
构，要充分予以支持和保证，确保其对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
的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审计机关的作用，依法进行审
计监督。有关部门发现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纪党规、需要党
组织处理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党组织报告。

重视民主党派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
加强监督，是民主党派对我们党信任的充分体现。应当支持民
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
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

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必须创造
条件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把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置于群
众的监督之下。目前大力推行的党务、政务公开以及举报
热线、举报 APP、电视问政等，都是接受群众监督的好形
式。应进一步拓展平台和手段，特别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
和信息化手段，打造更多便捷、顺畅的监督渠道，虚心接受
群众批评，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党内监督之网已经织就，“达摩克
利斯之剑”高高悬起。只要全党上下同心、不懈努力，就能构
筑起一道坚固不破的监督屏障，共同维护党内政治生态洁
净的天空。

1.《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
11月。

2.《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
行）》，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

《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连载⑩

念好“紧箍咒”织密“防腐网”
——如何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

根据业务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金融许可证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

海韵支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鹤

壁监管分局批准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海韵支行

机构编码：B0615S34106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284498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5日

住所：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长风中路

邮政编码：458000

电话：0392-331825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鹤壁监管分局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金融许可证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

太行支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鹤

壁监管分局批准终止营业，现予以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太行支行

机构编码：B0615S34106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84501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5日

住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太行路126号

邮政编码：458030

电话：0392-331825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鹤壁监管分局公告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
《“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出台以来，厦门市地税局紧
跟“互联网+税务”步伐，打造出“互联网+智能咨询”厦门
地税纳税服务智能咨询平台。上线半年来，该平台智能
回复占比逐步提高，解答问题越来越“智能”。

据介绍，该平台分析了近年来12366人工纳税咨询
问答日志，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对问题知识进行了系统

分析和梳理，构建了税务问答知识库，为纳税人提供智能
回复。目前，智能回复占比已超85%。一些常见且重复性
高的涉税咨询问题能自动回答。存有歧义的模糊问题，系
统会模拟人工互动方式，引导纳税人逐步对问题进行细
化，直至找到所需答案。其他一些比较少见、知识库没有
涵盖的问题，平台会将其记录在案，再经人工确认补入知
识库。

该平台可以由纳税人通过网页、微信和手机客户
端等渠道使用，纳税人以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在平台上
输入需要查询的内容，系统会自动检索匹配的答案。
同时，该平台具有全天候在线的特点，帮助纳税人便
捷、高效咨询所需的税务知识。

厦门市地税局副局长陈海涛表示，传统人工电
话咨询因工作人员数量有限、业务能力高低不均、
服务时间相对固定等原因，存在接通率、答复准确
性受限等问题。通过厦门地税智能咨询服务平台的
应用，逐步形成“一般常规问题自助回答，大量重
复问题自动回答，特殊疑难问题人工回答”的涉税
咨询新格局，把大量简单、重复、繁杂的咨询问题
交给机器处理，将有限的人工热线资源重点解决特
殊疑难问题。

机器逐步代替人工应答

厦门地税纳税服务咨询平台越来越“智能”

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中，福建省委
谋在细处、学在深处、做在实处，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用
党章党规加强党组织建设和规范党员行为，认真履行

“主体责任”，牢牢抓住“关键少数”，带动广大党员
干部真学实做，着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福建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果。

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

火车跑得快，要靠车头带。省委常委同志以讲党课
等方式带头参加学习教育，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做
到“三个走在前”：一是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走
在前，先后组织18次集体学习，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等为专题开展 3 次集中研讨。二是省委领导讲党
课走在前，主要负责同志先后 4 次给领导干部或基层党
员讲党课，各位省委常委同志到分管部门或基层单位讲
党课都在 2 次以上。三是在真学深学原文原著上走在
前，常委同志坚持原原本本学习党章、《准则》和《条例》，
同时把《摆脱贫困》作为必读书目，到所在支部与党员一
起学习交流。

在省委常委会带动下，各级党委（党组）普遍以理论
学习中心组为主要形式，采取个人自学、分头领学、集中
研讨的办法，引导领导干部深入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在省委的示范带动下，全省 9 个设区市党委和平潭
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主要领导、84 个县（市、区）委书记全
部到基层支部讲党课，每人至少2次到基层调研指导，为
党员干部作出表率。据统计，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讲
党课 4.1 万人次，党组（党委）班子成员带头讲党课 1340
多场，125 个省直单位共举办中心组学习 960 多场次。
以上率下、层层示范、层层带动，全省形成上下联动、整体
推进的良好效应。

领悟真谛，让学习“活”起来

要让“有意义”的学习变得“有意思”，首先必须要紧扣
主题、突出特色。

各级党组织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与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和《摆脱贫困》一书结合起来，与传承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期间倡导的好传统好作风贯通起来，组织集中学习，
开展专题讨论，力求学深悟透。

福州市、厦门市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当地任职期间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编成特色学习资料。三明市把总书记在
福建工作期间调研过的 40 个农村作为市级学习教育的示
范点和市县两级党委常委联系点。龙岩市把学习总书记系
列讲话与弘扬古田会议精神结合起来，组织市四套班子成
员到古田会议旧址开展专题研讨。

福建省还通过支部组织党员学习，让学习更接地气。
省委加强对基层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的指导，以支部为
单位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全省先后举
办10期党支部书记示范班，带动各级党委全员培训基层党
支部书记，各基层党支部普遍开展了 3 次以上集中学习。
同时，针对党员学习的新需求，福建积极创新方式，编印发
放“两学一做”口袋书 20 万本，组织拍摄先进事迹片、微动
漫和微电影 28 部，新媒体点击量达 34 万人次；建设开通

“党员e家”平台，吸引125万名党员在线学习，各级党组织
通过平台组织“三会一课”等活动2200多场次。

这些做法，有效引导党员、干部从实践起点和理论源头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以督促改，以学促做

卓有成效的督导工作，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序开
展、取得实效的重要保证。因此，福建省在这次学习教育中

坚持不分批次、不分阶段地做好经常性的督导工作。
福建省从教育活动开始，省一级组建4个督导组，

市、县分别组建48个、389个督导组，采取随机抽查、明
察暗访、专项督导等方式，直接深入到基层党支部，紧盯
学习内容、参加对象、制度落实和问题整改，及时查缺补
漏。同时,省委还进行重点约谈督导。省委组织部领导
逐一约谈9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组织部门有关
负责同志，反馈督导情况，督促限时抓好整改。

边学边改、立行立改，党员干部们的信仰信念更加
坚定了，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更加自觉了，主
人翁意识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了，每个“细胞”都有了
积极向上的变化，这也让“肌体”更加健康蓬勃起来。

以督促改,以学促做，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提出了赶超发展、建设“机制活、产
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等一系列重要工作要求。省
委先后召开5次全会认真学习贯彻部署，制定进一步加
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行动计划》，大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福建还发扬总书记在闽工作时倡导的“四下基
层”“马上就办”优良作风，出台加强正向激励、推进能上
能下等措施，推动各级干部勇于担当、干事创业。其次，全
省大力弘扬“滴水穿石”“弱鸟先飞”精神，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省委确定23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县作为全省扶贫
开发重点县，先后选派四批1.6万名干部驻村任第一书
记，实施“造福工程”搬迁80万人、脱贫95万人。

与此同时，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培育良
好政治生态，抓好党建促进发展。福建坚持好干部标
准，把好人选政治关、廉洁关，围绕“十三五”规划选好
干部、配强班子。福建连续 3 年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结合年底考核，省委常委带队到
市县检查基层党建任务落实情况；分领域推进基层党
建，全省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
77.6%和66%。

福建：

落实“主体责任”带动真学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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