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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反腐败斗争在法治轨道行稳致远
——透视监察法草案六大焦点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透视国务院机构改革十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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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听取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3 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出席 2962
人，
缺席 18 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作关于
监察法草案的说明。李建国说，制定监察
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加
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
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是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
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的
现实需要；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
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制
之举；是加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李建国说，监察法立法工作遵循以下
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

坚持与宪法修改保持一致；三是坚持问题
导向；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
李建国说，监察法草案共分 9 章，包括
总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
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
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责任
和附则，共 69 条。包括 7 个方面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
制；二是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三是
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职责；四是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五是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六是严
格规范监察程序；七是加强对监察机关和
监察人员的监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请审议的国务院
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要求深化机构和
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
意将其中涉及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容提交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现将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王勇作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王勇说，这
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如下，一是
关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组建自然资源
部，组建生态环境部，组建农业农村部，组
建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应急管理
部，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重新组建司法
部，优化水利部职责，优化审计署职责，监
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
会；二是关于国务院其他机构调整，组建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家医疗
保障局，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建
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整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改革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
王勇指出，总的看，这次国务院机构
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
全会精神，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的要求，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聚焦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既立足当前也
着眼长远，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
配置，理顺了职责关系。改革后，国务院
正部级机构减少 8 个，副部级机构减少 7
个。通过改革，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
实际、科学合理、更有效率，必将为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提供
有力组织保障。
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
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
法，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
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曹建
明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王东峰、王国
生、李伟、林铎、黄志贤、谢伏瞻在主席台执
行主席席就座。
据新华社

陈敏尔在审议监察法草案时说

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推动我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新成效
3 月 13 日，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陈
敏尔在审议监察法草案时说，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抓好监察法的贯彻实施，照
图施工、对表跟进，推动我市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陈敏尔说，监察法草案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的主张，符合宪法
精神，
反映人民意志。完全赞成。
陈敏尔说，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
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

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监察法出台
正当其时，是党中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的结果，展现了党中央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的坚强决心，彰显了党中央推进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坚定信心，实现了立法
与改革的无缝对接。
陈敏尔说，制定监察法意义重大而深
远。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
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依规治党与依
法 治 国、党 内 监 督 与 国 家 监 察 的 有 机 统
一，有助于更好推进良法善治。有利于实
现反腐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用立法形
式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成果经验予以确
认，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有助于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有利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通过国家法律把党对反腐败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固定下来，为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法治
保证。
陈敏尔说，监察法草案特色鲜明，充分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草案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对国
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体现了“四个意识”，彰
显了“四个自信”；遵循立法规律，体现了严
密的逻辑性和完备的系统性，是科学立法
的范本；贯穿创新精神，整合反腐败资源力
量，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实现
了国家监察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

的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
度的创制之举。
陈敏尔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坚持法治和德
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领导干部政
德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坚
决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
流毒，大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监察法通
过后，要认真抓好学习培训和贯彻实施工
作，加强领导、照图施工、对表跟进，蹄疾
步稳、扎实有效推进我市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
重报集团记者 杨帆

重庆代表团审议监察法草案
3 月 13 日，重庆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审议监察法草案。
唐良智代表说，
监察法草案充分体现了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
符合宪法
精神，完全赞成。这部法律的制定，首先是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有关
战略部署，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坚
定决心和信心。其次是出台正当其时。一
年多的试点探索，
已形成一批重大制度和实
践成果，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
监察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监察法制定于宪有
据。再次是实施意义重大。监察法的实施，
确保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有利于
我们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保证依规
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

统一，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深入推进；
能有效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有利
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时，草案亮点突出：强化了党对监察工作
的领导；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
败；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
盖；明确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等。
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
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认真贯彻实施监察
法，
秉公用权、依法行政，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始终为民谋利、
为民造福。
张轩代表说，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
革，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制定监察法对坚持和加强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
制度，
构建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国家监察体系，
为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
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监察法草
案是充分总结实践经验、广泛汇集民意的结
晶，既强调加强法治道德教育，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
治腐败，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立法中的具体实践。草案
的立法程序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
充分吸纳了各方意见，
对保障
被调查人权利，留置场所的设置管理，监察
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责分工，监
察委员会自身监督等各方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赞成将监察法草案提请

总编辑 陈兵 总值班 廖伟 责编 马京川 美编 周珂 王楚 责校 蒋国敏 罗文宇 王楚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02（代号 77—12） 本报地址：渝北区同茂大道 416 号 发行电话：966977 邮编：
40112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
陈雍代表说，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
位、制定监察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确
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
在
国家法治建设史和纪检监察工作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坚决拥护、完全赞成。要以宪
法修正案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为契机，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
议时重要讲话精神，
既讲法治，
又讲德治，
学
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宪法和监察法，
在市委
领导下，实践探索监察工作运行机制，认真
履行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
推
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为确保重庆各
项事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提
供坚强纪律保证。
（下转 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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