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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6月 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

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

布。这是我们党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

意见突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把党

章党规中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

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把实践中

的有效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是破解对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的重要举

措。意见主要涵盖了哪些内容？记者从

中梳理了七大关键词。

关键词一政治性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更是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

意见坚定政治方向，突出政治监督，

规定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点

是“五个强化”：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对党忠诚，践行党的性质宗旨情况

的监督；强化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践行“两个

维护”情况的监督；强化对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监督；强化对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

况的监督；强化对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

等情况的监督。

同时意见强调，“一把手”要以身作

则，自觉接受监督。如必须旗帜鲜明讲政

治，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落实党内

监督各项制度，在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严

格自律上当标杆、作表率等。

关键词二对“一把手”监督

“一把手”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被赋予重要权力，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

治责任，其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

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

败，是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

对此，意见专列一部分规定加强对

“一把手”的监督，一方面提出对“一把手”

监督的总要求，明确各类监督都要向“一

把手”聚焦；另一方面强调上级“一把手”

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明确上级“一把

手”监督下级“一把手”的具体职责，并要

求上级“一把手”将监督下级“一把手”情

况作为每年述职的重点内容。

意见还将有关监督制度落细落实，其

中专门规定巡视巡察报告应当将“一把

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廉洁自律情况

单独列出。同时，要求下级“一把手”在上

级党委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述

廉、接受评议。

加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一把手”

的监督也是意见的重要内容。意见一方

面要求“一把手”自觉接受监督，在民主生

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另一方面规定，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发现“一把手”存在重要问题的可直接

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此外，意见在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

中突出“一把手”，在干部人事管理、执行

民主生活会制度、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研判信访举报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具

体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

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意见把对“一把

手”的监督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篇各个

部分。

关键词三主体责任

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

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增强监

督实效，关键是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书

记要强化政治担当、履行主体责任。

在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方面，意

见规定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制度执行情况等的监督检查，同

时要求党委（党组）加强对下级党委（党

组）“一把手”的日常监督，通过驻点调

研、专项督查等方式，全面掌握其思想、

工作等状况。

在加强同级领导班子监督方面，意

见规定党委（党组）要制定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年度计划、完善落实领

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的

具体举措，特别强调党委（党组）“一把

手”要当好班长，履行好管班子、带队伍

的职责，经常与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谈心

谈话，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所作的函询

说明签署意见时，要进行教育提醒，不

能“一签了之”。

在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方面，

意见要求党委（党组）切实管好自己的“责

任田”，综合运用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

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问题整改等方式，

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

把手”的监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意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在谋篇布局上强化党委（党组）对监

督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党委（党组）及其

主要责任人为监督主体，规定了具体措

施。

关键词四相互监督

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应在职

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领导班子成员

发现问题相互提个醒、扯个袖，往往能收

到事半功倍之效。

对此，意见对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制度

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发现其

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危害

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党中央

报告或者实名向中央纪委常委会反映。

同时，领导班子成员发现其他成员有违纪

违法问题的，应当及时如实按程序向党组

织反映和报告。

为防止权力越位失控，意见规定要合

理分解、科学配置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权

力，坚决防止以专题会议代替常委会会议

作出决策，决不允许领导班子成员将分管

工作、分管领域变成不受集体领导和监督

的“私人领地”。同时明确，重要事项须提

交领导班子会议讨论，领导班子成员应当

充分发表意见，意见分歧较大时应当暂缓

表决，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等。

此外，意见还要求领导班子成员之间

应当经常交换意见，发现问题坦诚向对方

提出，强调领导班子成员应按规定对个人

有关事项以及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实事

求是作出说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意见着眼发挥领导班子近距离常态化

监督优势，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对领导班子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互相监督自

觉，解决自身问题专门规定了具体措施。

关键词五专责监督

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是管

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监督是纪检机关的基

本职责、第一职责。

对此，意见对纪检机关履行协助党委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职责作出规定，如抓好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督

促检查，向同级党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通

报其分管部门和单位领导干部遵守党章

党规、廉洁自律等情况。

围绕纪检机关的监督专责，意见既

要求纪检机关做实日常监督，动态更新

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严把党风廉政意见

回复关等，又要求纪检机关与党委（党

组）同向发力，加强对下级党委（党组）

“一把手”的监督，全面掌握情况，加强对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监督检查，及时处

置投诉举报等。

与此同时，意见还强化纪检监察机关

负责人的监督，着眼发挥纪委书记、派驻

纪检监察组组长“监督哨”和“探头”作用，

规定其发现“一把手”违反决策程序的问

题，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对纠正不力的要

向上级纪委、派出机关反映。同时，还要

落实纪检机关负责人同下级“一把手”谈

话制度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意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对纪检机关

履行协助职责、监督责任规定了具体措施，

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

关键词六职能监督

党的工作机关是党委抓全面从严治

党的具体执行机关，《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对党的工作机关发挥职能监督职

责也作出了规范。

对此，意见在规定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基础上，对组织部门等

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能监督规定了11项监

督措施，涵盖日常监督、选人用人、贯彻民

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督导等多个方面。

以选人用人为例，意见规定组织部门

应当按照好干部标准，严格“凡提四必”程

序，全面考察干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这些规定有利于推动党的工作机

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发挥职能优势，防止

出现党委主体责任悬空不落地的问题，或

者党的工作机关职能监督作用发挥不充

分的问题。

关键词七责任追究

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无论是党

委还是纪委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

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做到守土有

责。

对此，意见规定了6项具体责任追究

内容，强调对“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不担当、不作为，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

干预行为不按要求报告，对纪委书记发现

问题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对整改问题

不及时不到位甚至拒不整改等的，依规依

纪追究责任。其中，意见特别规定领导班

子成员发现其他成员有违纪违法问题，对

隐瞒不报、当“老好人”的要连带追究责

任。

此外，意见还专门规定，纪委监委对

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坚决查处，对不抓

不管、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结合纪检监察机关职能

职责，把握好意见的各项规定要求，推动

意见贯彻落实。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 1日宣布，由科兴控股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科兴中维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克尔

来福”正式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加上此前已获认证的国药疫苗，两款来自

中国的新冠疫苗有望缓解当前全球疫苗分

配不公，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无疫苗可用

的困境。

科兴疫苗安全有效

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对科兴

疫苗的评估显示，已有32个国家和地区批

准该疫苗用于 18岁及以上人群。专家组

考察了该疫苗 7个临床试验相关数据，除

中国国内开展的 I、II、III期临床试验外，还

包括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智利开

展的 III期试验。

其中智利临床试验情况显示，科兴疫

苗在第二剂接种 14天后预防有症状感染

的有效率为 67%，预防住院治疗的有效率

为 85%；土耳其试验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

84% 和 100% ；巴 西 试 验 分 别 为 51% 和

100%。

专家组认为，科兴疫苗安全性良好，临

床前研究或生殖毒性研究中未发现安全问

题，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只是注射部位疼痛、

头痛、疲劳和肌肉痛，且多为轻或中度。

专家组建议科兴疫苗用于 18岁及以

上成年人，接种两剂，间隔时间为 2 至 4
周。由于 60岁以上人群参加临床试验的

数据很少，专家组无法评估疫苗对这一年

龄段人群的效果。尽管如此，世卫组织并

不推荐为接种科兴疫苗设置年龄上限，因

为在多个国家的后续使用过程中收集的数

据和免疫原性数据表明，该疫苗可能对老

年人具有保护作用。

有望缓解疫苗短缺困境

世卫组织此前表示，目前全球已接种

的十几亿剂新冠疫苗大部分集中在高收入

和中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接种率极

低。由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

施计划”原本计划今年内向全球交付20亿

剂疫苗，但因疫苗产能不足、发达国家囤积

疫苗等问题，目前交付十分有限，陷入疫苗

严重短缺困境。

在世卫组织 1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负责获得药品和卫生产品的助理总干事玛

丽安热拉西芒表示，“世界迫切需要多种新

冠疫苗来解决全球范围内巨大的（疫苗）获

取不平等问题”，而科兴疫苗对存储条件要

求不高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在中低收入国

家使用。

据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品牌与

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介绍，科兴疫苗稳定

性非常好。加速热稳定性实验结果显示，

科兴“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在 25摄氏度条

件下放置 42天、在 37摄氏度条件下放置

21天后，其各项指标仍然符合质量标准，

推测在 2摄氏度至 8摄氏度的条件下可存

放非常长的时间。

目前，科兴公司除直接出口疫苗到巴

西、土耳其、印尼等和中国有疫苗研发合作

的一些国家外，还出口半成品到部分合作

国家，在当地增加灌包装线，提高全球供应

能力。加上此前已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

清单的国药集团疫苗，两款中国疫苗未来

有望极大缓解全球新冠疫苗产能不足、分

配不公的问题。

中国始终是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

践行者。中方已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承诺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用于

满足发展中国家急需。6月 1日，向“新冠

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中国新冠

疫苗正式下线，正是中方以实际行动践行

疫苗“全球公共产品”承诺的又一重要体

现。据统计，中国已向80多个国家提供了

疫苗援助，已向全球累计供应 3亿剂次新

冠疫苗。中方将继续为促进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自己的贡

献。 （新华社日内瓦6月1日电）

评选评奖活动有负面清单，违规将严处
科兴疫苗获世卫认证
促疫苗全球公平分配

强化对“一把手”监督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近年来，随着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建立

完善，评选评奖活动日益规范，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见贤思齐、崇尚英

雄、争做先锋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表彰

奖励的激励引领作用得到有效彰显。但

是也有少数企业、机构和个人违规开展评

选评奖，尤其是借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

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收费敛财，加重了

基层和群众负担，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

为维护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

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功

勋荣誉表彰条例》《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全国评比达标表彰

工作协调小组制定以下评选评奖工作的

负面清单：

1. 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包含“国家”

“中国”“中华”“全国”“亚洲”“全球”“世

界”以及类似含义字样的评选评奖表彰活

动，以及未冠以上述字样但实质是上述范

围的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2.未经批准，不得围绕重要会议、重

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选评奖表彰

活动。

3.未经批准，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

盛典、节日等活动进行设奖颁奖表彰。

4.不得借党政机关、军队、人民团体

名义，开展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5.不得以排行榜、功勋谱、名人录等

名义开展营利性、商业性评选评奖表彰活

动，或在活动中收取及变相收取费用。

6.不得以注册商标为名违规开展评

选评奖表彰活动。

7.未经批准，不得联合国（境）外组织

举办评选评奖表彰活动。

8.未经批准，不得借评选评奖表彰之

机向有关机构及个人颁授勋章、荣誉称

号、奖章、纪念章等。

9.不得非法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

奖章和纪念章。

10.不得开展其他违法违规的评选评

奖表彰活动及设计制作颁授勋章、奖章和

纪念章。

11.不得对违规评选评奖表彰活动进

行宣传报道。

对上述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予

以严厉查处，并根据事实、情节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欢迎社会进行监督。举报平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表彰奖励专栏举报

平台；举报电话：12333。

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
——七大关键词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