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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系列报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专
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
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
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巩固党
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
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
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头等大事。纪
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四中全会重大意义和精神实
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中，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职能作用。

要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
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的宽广视角，认识和把握全
会及其主题的意义。在我们党成
立近百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
年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
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过上了
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举世瞩目的
历史性成就，“中国之治”的客观
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
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这可以
从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件
大事进一步得到充分印证。国庆
70周年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了我
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
就，充分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
是新时代党的又一次自我革命，
广大党员干部在坚守和践行初
心使命上产生强烈共鸣，人民群
众也由此感受到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在交换
比较反复中更加坚信，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实现新时
代历史使命、推动国家不断发展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正是基于
这样的历史积淀、实践基础、理
论认知，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准确把
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
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
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
阐明了必须坚持的重大制度和
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
重大任务和举措，充分体现了总
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
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
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准确把握、认真落实四中全
会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新任
务新要求。四中全会对于纪检监
察工作有着特殊意义和重要要
求，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全会《决定》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
有实践上的新要求，通篇对我们
都有重要指导意义。有些部分的
内容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比如，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
系”中的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全
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的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
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
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都是
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重点任
务、重要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
的制约和监督”，更是与纪检监
察工作直接相关。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
督体系，十九大提出健全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这次全会将两方面
贯通起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重要方面加以重点部
署，体现了党中央将监督工作、
反腐败工作纳入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战略考量，体现了
对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高度
重视、殷切期望。我们一定要深
入学习领会这些部署要求，结合
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更加
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地做
好各项工作。

坚定制度自信，维护制度权
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把党和
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战略、
重大工作安排落到实处，是践行

“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我们要
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
史底蕴、丰富实践成果和巨大生
命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
坚定“四个自信”，包括坚定对监
督制度体系、反腐败体制机制的
自信。要强化制度意识，想问题、
作决策、抓落实，都要自觉对标
对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确保不出偏差。严格按照
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在制
度执行上不做选择、不搞变通、
不打折扣。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
大非问题，要旗帜鲜明、立场坚
定，不能有丝毫含糊。

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着力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监督保障执
行，就是立足职责定位，聚焦坚
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突出政治监督，强化
日常监督，构建全覆盖的制度执
行监督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力，
保障国家治理各项决策部署、政
策措施贯彻落实，保障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切实得以坚持巩
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促进完善发展，
就是发挥职能作用，聚焦解决体
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
创新方面问题，通过监督推动整
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使各项
制度日益健全、不断发展，推动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公权力置于
严密监督之下，有力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不是
抽象的，而是具体地、实在地体
现在《决定》明确的党的领导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军事、外事等13个方面制度
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我们国家
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
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程，
体现在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的全

过程，也体现在纪检监察机关履
职尽责的全过程。

与时俱进推进纪检监察体
制改革、纪检监察各项制度创
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标指向和工作要求是一致
的。要适应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要求，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
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健全纪检监
察法规制度体系，自觉促进党内
监督、国家监察与完善发展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相适
应相协调。健全协助党委全面从
严治党制度，构建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完
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

“四风”长效机制，推动协助职责
和监督责任贯通协同、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推动党内
监督和其他监督形成合力。推进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三转”，健
全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执纪执
法工作机制，完善自身权力运行
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加强
纪检监察干部运用制度能力建
设，以制度建设保障纪检监察铁
军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委和
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
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
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
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
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确保全
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
实到位，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制
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
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
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
力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治理的前
提，其性质决定了治理的方式。
治理依照制度展开，是制度的实
践过程。有了好的制度体系，还
要有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有效
治理能力。制度执行越有力，治
理能力越有效，越能充分发挥制
度体系的功能，彰显制度优越
性。

狠抓制度执行、注重落实，
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
东同志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

“认真实干”的精神，强调“抓而
不紧，等于不抓”。邓小平同志指
出，“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凡事
都“要落在实处”。党的十八大以
来，制度执行成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明
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
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十八届三
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大决策部署，推出336项重点改
革任务，一大批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不到3个月时间，25个应挂牌的
新组建或重新组建部门全部完
成挂牌，经过一年多努力，改革
各项工作胜利完成。实践证明，
正是我们党把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执行到位，将决策部署贯彻
到底，才充分激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效能优势，推动取得
历史性成就。

提高制度执行力，首先要树
牢制度自信，自觉尊崇制度，形
成制度执行最持久而强大的动
力。自信源于实践，70年来我们
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
稳定奇迹，取得让世界刮目相看
的历史性成就；自信源于人民，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7
亿多人摆脱贫困，近14亿人民生
活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我们的
制度和治理体系深得人民拥护；
自信源于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
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准确认识
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积极顺
应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深刻
把握上，是科学理性、符合中国
实际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面对具
有深厚历史底蕴、显著优势和丰
富实践成果的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中国人民最有理由自信。

提高制度执行力，领导干部
要强化制度意识、发挥表率作
用。《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
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
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
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
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
导干部发挥表率作用，领会制度
精神、熟知制度内容，不断增强
制度意识，营造制度执行的浓厚
氛围。要带头执行制度，维护制
度权威，要求别人、下级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严格按制度办
事，按制度行使权力，不做选择、
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带头捍
卫制度，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
决同违反制度、破坏制度的行为
作斗争，在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
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
定、毫不含糊。

提高制度执行力，要提高运
用制度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

《决定》要求，“通过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
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
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
工作能力和水平”。执行制度，既
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
把制度执行同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结合起来，同巩固拓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结
合起来，同做好当前工作、谋划
未来部署结合起来，增强学习本
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
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
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
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在贯彻执行
制度中提高工作科学化专业化
水平。要把制度执行力作为干部
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
据，让严格执行制度、善于在制
度轨道上推进事业者上，让违背
制度、破坏制度者下，树立鲜明
用人导向。

提高制度执行力，要加强制
度执行的监督。《决定》要求，“健
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
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
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
象”。要加大制度执行的监督检
查力度，开展常态化监督，及时
发现和纠正偏离制度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动辄则咎。要
认真查处和严肃问责严重破坏
制度的问题，坚持“制度面前人
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对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
恶意规避等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不仅查处直接责任人，
还要追究相关领导人员责任，切
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
专责机关，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
督责无旁贷。《决定》强调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把监督
工作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的高度重视、殷切期
望。纪检监察机关要做制度执行
的表率，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
实质和实践要求，不折不扣贯彻
执行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在内的各项
制度，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严格
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同时，要强化职能职责，充分发
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突出政治监督，严格日常
监督，构建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
督机制，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的高度破除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用监督督促执行，用监督
检查执行效果，强化制度执行
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切实在坚持中巩固、在完善中发
展，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
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7

8


	WW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