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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热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
万银锋
摘

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善巡视工作领导体制和架构，拓展巡视领域和层次，构建多维度的制度支撑体系，明确巡视重
点和方向，创新巡视途径和方法，开创了巡视监督新局面。 巡视制度在实践中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主要表现在：
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惩治和预防了腐败现象，倒逼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破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进一步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需要全面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巡视人员
的综合素质、突出抓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 、全面推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和对接、切实加强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的协
同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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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

央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纳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深入推进巡视工作理论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系统阐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党中央制定巡视工作五

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多方面显著优势，明确强调要

年规划、确立巡视工作方针、深化巡视政治定位、完

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 两

善巡视制度、强化巡视成果运用，对加强和改进巡视

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有力保证。 党的十九届五

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创了巡视监督新

中全会公报把“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作为今

局面。

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巡视制
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也应在实践中更好地
发挥治理效能。 十九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强调要

１． 改 善 体 制 和 架 构， 确 立 了 “ 准 垂 直” 的 领 导

体制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垂直领导或对应领导往往

“ 使监督体系更好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释放更大治

最能直接发挥领导作用。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党中央发

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寻求进一步提升巡

定了“ 以指示信等形式不断督促地方党组织贯彻执

理效能” 。 当前，系统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

布的《 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 虽然明确规

视制度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对加快推进国家治理

行” ① 等内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无法真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做到对各地进行直接领导。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实践突破与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时期内，巡视制度经历曲折发展，但“ 指导” 关系并
没出现大的变化。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 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 试行） 》 规定：“ 党的中央和省、 自治区、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转化研究” （２０ＢＤＪ０１４）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 推进清廉河南建设研究” （２０２１ＷＴ５３） 。

作者简介：万银锋，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

８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辖市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向党中央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一
规定事实上固化了中央巡视和省区市巡视之间“ 指

为了与其系统配套和衔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 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 等重要党内 法 规 也 随 之 进 行 了 修 改 和 颁

导性” 的体制关系。 尽管这种体制在实践中比较切

布，为巡视工作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程序性制

合地方实际，有利于发挥地方“ 主体” 作用，但同时

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 关于规范巡视反馈工作

也存在一些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这种领导体制

的意见》 《 关于巡视移交工作的意见》 等一系列程序

委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央巡视工作领

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 有效保证了巡视制度实体

发生重大变化。 在 ２０１３ 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
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２０１５ 年修
订后的《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据此规定：“ 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直辖市
巡视工作的领导。” 这种由“ 指导” 到“ 领导” 的关系
变化，实现了巡视工作领导体制“ 准垂直” 的突破。

２．拓展 巡 视 领 域 和 层 次， 形 成 全 覆 盖 的 工 作

格局

纵向的全面性和横向的系统性，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巡视工作全覆盖的两大重要取向和目标。 新时
代，巡视工作的领域范围不断扩大，形成纵向到底、

性规定。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出台的《 关于加强巡
的上下贯通、规范运行、治理有效。 保障性制度方
面，中央 出 台 了 《 中 央 巡 视 工 作 规 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 等相关指导性规范， 各 地 各 部 门 以 坚 决 执 行
《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为核心， 统筹制 定 了

１４００ 多项相关配套制度，基本保证了巡视工作全过
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了党内巡视制度得到严
格执行。 以上三个层面支撑体系的配套，共同构成
了目前较为完备的巡视制度体系。

４．把握重点和方向，深化政治巡视定位

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它要求

横向到边的巡视工作格局。 横向上，按照党的十八

巡视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这一根本定位来展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

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经历了从发现问题、

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一要求，

形成震慑，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再到全面聚焦政

巡视工作的领域性全覆盖全面展开。 中央巡视组将

治问题的三次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巡视工作

巡视对象分为地方、部门、央企、金融和事业单位五

的讲话中，多次就政治监督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中

个板块并分别进行巡视；地方巡视组也在中央巡视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原组长王岐山也强调：“ 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全方位巡视，“ 从中央到

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巡视，是政治巡视不

地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已全部实施了巡视工作全
覆盖” ② 。 纵向上，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的规定“ 中央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党委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
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③ 为基准，巡视工

是业务巡视。” ④ 中央巡视组在巡视中都聚焦一些重
大问题，如是否尊崇党章、执行党规党纪；是否不折
不扣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央精神落到
了实处；是否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了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 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巡视的实践

作的过程性全覆盖强力推进。 特别是市县党委巡察

成果，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明

制度的确立，不仅完全消除了监督的死角和盲区，而

确规定：“ 落实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深化政治巡视。”

且使全覆盖固化成为一项重要制度成果。

这一规定首次以高位阶的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巡视

３．配套规则和程序，构建多维度的支撑体系

任何一项制度的规范运行，都需要相应的配套

体系作支撑，党内巡视制度也是如此。 纵观党的十
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体系建设，从实体性制度到程序

工作的定位，体现了巡视作为政治监督的功能属性
和本质特征。

５．创新巡视途径和方法，完善“ 机动式” 的工作

机制

性制度再到保障性制度，一系列制度接二连三地出

实践既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创新的动力。 党的

台，既确保了巡视工作规范进行，也大大提升了巡视

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在实践中创新机制，在机制创

制度效能。 实体性制度方面，根据巡视工作重点转

新中完善制度，解决了巡视工作运行中的诸多问题，

移和实践需要，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两次对《 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进行修订和完善。 特别是

大大提升了巡视监督效能。 例如，在授权机制上，为
了打破巡视与被巡视“ 固化” 容易降低巡视成效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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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实施了“ 三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 的机制创

盯不放，有效解决了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吃喝、

新。 又如，在工作方式上，为了坚持问题导向、奔着

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私人会所奢靡享乐等突出问

问题而去、精准发现问题，中央巡视组先实施了常规

题。 又如，把巡视工作与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结合起

巡视与专项巡视相结合的改革，积极探索“ 点穴式”

“ 回访式” “ 机动式” 的巡视方法，打破了巡视对象的
“过关” 心理。 再如，在坚持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
理信访、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走访调研等 ９ 种常
用方式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增加了抽查核实个人事
项报告、询问知情人、专项检查、下沉一级等工作方
式。 这些灵活机动的工作方式大大增加了巡视巡察
的实效。
二、巡视制度的效能发挥

来，对“ 三超两乱” 、档案造假、违规兼职、“ 裸官” 等

问题专项整治，集中解决了“ 带病” 提拔、跑官要官、
拉票贿选等突出问题。 再如，针对巡视发现的一些
地方和领域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好人主义盛行等突
出问题，通过深化政治巡视，推动查处了一批口是心
非、阳奉阴违的“ 两面人” ，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明
显好转，巩固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３．惩治和预防了腐败现象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是设置巡视制度的初衷。 党的十八大

如前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体系随实

以来，通过巡视监督，中央及地方巡视组发现了大量

践创新而获得巨大发展。 同时，制度优势在实践中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线索，督促查办了一大批领导干

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了巡视监督价值目标预

部违纪违法案件，大大减少了腐败存量，有效遏制了

期，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腐败增量，推动了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并取得压倒

１．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⑤ ，只有法律和政令集

中统一，才能保证国家集中统一和有效治理。 只有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不折不
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的事业
才能不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政治功
用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坚决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 例如，通过建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的“ 准垂直” 领导体制，加强了对全党树立“ 四个
意识” 、做到“ 两个维护” 的监督检查。 “ 通过加强政

性胜利。 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中央巡视组受
理信访 １５９ 万件，与干部群众谈话 ５．３ 万人次。 中
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６０％ 的问
题线索来自巡视。 ⑦ 在中央巡视组的引领带动下，各
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发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５．８
万余件，推动纪检监察机关对 １２２５ 名厅局级、８６８４

名县处级干部立案审查，并敦促各部门牢牢关紧了
权力的制度笼子。 ⑧

４．倒逼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巡视把个性、共性、规律

治巡视，掌握央地关系主动权，有效遏制了地方主义

性问题都找出来了，要加强归纳提炼，从体制机制管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巡视全覆盖，消除了中央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

国家机关以及人民团体、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等单位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问题导向中发现普遍性的

存在的大面积监督盲区，传导了压力，切实强化了中

深层次矛盾，从倒逼改革中找到各领域发展突破口，

央政治权威。

深入推进了司法体制、金融监管体制、教育体制、中

和宗派主义，强化了中央政治权威。” ⑥ 再如，通过对

２．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巡视制度作为政党治理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

着党和国家的治理成效。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巡视监
督作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优化执政环境的有力武
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
深刻变化，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推
动了党在自身治理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和自我提高。 譬如，各级巡视机构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情况作为巡视重要内容，对“ 四风” 问题紧
１０

理上分析原因，为深化改革提供问题导向参考。” ⑨

央企业领导班子管理体制和行政审批制度等各项改
革。 同时， 也 推 动 解 决 了 地 方 领 导 干 部 “ 一 家 两

制” 、中央单位“ 红顶中介” 、国有企业“ 靠啥吃啥” 、
高校校办企业管理混乱等共性问题。
５．破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贡献之一就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破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和民生难题，切
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２０２１ 年，全国各级巡

视巡察机构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５９ 万多件次，其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创新发展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中央两轮巡视受理 ８ 万多件次，省区市巡视和市县

设巡视巡察干部主题班次，对巡视人才库中的人员

万件次。 ⑩ 各地注重成果运用，有的把惩治基层腐败

调巡视干部的纪律作风评估和业绩评价，对考核年

巡察受理 ４９ 万件次，中央单位的内部巡视受理近 ２

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 保护伞” ；有

进行常态化专业培训。 在业绩评价上，应加强对抽
度内抽调累计超过半年的干部，由抽调的巡视机构

的把惩治基层腐败同保障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结合

进行年度考核，表现优秀的要推荐给所在单位，作为

起来，重点整治发生在扶贫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优先提拔重用的依据。

问题，整治了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三、进一步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的对策建议
１．全面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３．突出抓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

巡视制度的治理效能，实际上是靠做好“ 后半

篇文章” 来实现的。 因此，要高度重视巡视后的整
改落实和成果运用。 一是要消除“ 熟人社会” 带来

巡视制度体系之所以不断完善并释放强烈的治

的弊端，坚决杜绝关照、遮掩、打埋伏等问题。 对于

理效能，最根本的在于充分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

那些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要做到不护短、不回避，并

各方” 的领导功能，发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对

督促有关部门边整边改、立行立改；对于那些热点、

地方巡视的领导作用。 这种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

难点问题，要做到不遮掩、不敷衍，并督促被巡视部

方面：一方面，通过政治引领，精准传导中央决策部
署；另一方面，通过督导指导，层层传递中央经验做

法。 ２０２１ 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地方巡
视工作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了对省区市

巡视工作的督导指导。 中央巡视办完成了对 ３１ 个

门实行整改任务“ 编号制” “ 销号制” ，力求“ 一竿子
插到底” 。 二是从全面落实“ 两个责任” 的角度，把
巡视整改责任压给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及其书记，压
给派驻被巡视单位纪检组及其组长。 特别是应建立
健全巡视整改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对整改不力或表

省区市巡视的现场指导全覆盖，整体提升了省区市

面应付的单位或部门，要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巡视工作的质量。 但是，中央对地方巡视业务指导

三是及时准确移交违纪违法线索，最大限度地扩大

力量毕竟有限，在市县巡察精准度不足的情况下，中

巡视工作成果。 巡视监督的最大功能在于震慑，而

央巡视指导往往鞭长莫及。 对此，省以下巡视巡察

震慑来自对移交案件线索的查处，即“ 通过移交案

机构应仿效中央巡视机构的做法，建立稳定的业务

件线索 与 案 件 查 办 形 成 前 后 端 联 动 的 ‘ 牵 引’ 机

３３４ 个地市级巡察机构，３３４ 个地市级巡察机构指导

的利剑作用。 四是要加强巡视机构与党委（ 党组） 、

督导指导关系，形成 ３１ 个省区市巡视机构指导全国

全国 ３０００ 多个县级巡察机构的格局。 通过领导架
构和指导覆盖，真正使中央巡视工作的部署和要求
“ 一竿子插到底” 。

２．进一步提高巡视人员的综合素质

制度能不能有效执行与发挥作用，执行主体是

 ，使巡视与执纪审查贯通融合，真正发挥巡视

制” 

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检查室的衔接，做好巡视问题
整改、线索查处的督促落实，让所有问题和线索在
“ 后半篇” 中不落空。

４．全面推动巡视巡察的上下联动和对接

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一影响因素。 “ 巡视主体力量是影响巡视制度运

巡视制度的重大突破。 巡视巡察联动能否实现，能

来，巡视工作队伍自上而下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

底，中央印发了《 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

 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以

行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巡视制度在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
存在着动力不足、能力不够、效力不强等问题。 针对
上述问题，需要从选育管用等环节重视和加强巡视
干部队伍建设。 在干部来源上，应从后备干部、下级
专职巡察干部以及财税、审计和意识形态等部门中

否无缝对接，直接影响巡视工作的成效。 ２０２０ 年年
见》 ，各级各地据此进行了创新探索，构建了相关机
制，形成了制度支撑。 当前，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
最大限度实现巡视巡察的联动和对接。 一是要根据
“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原则，建立切实有效的上下
联动机制。 明确党委（ 党组） 和巡视巡察机构各自

遴选人才，建立稳定的巡视专业人才库，每一轮巡视

责任，充分发挥上级领导、传导、指导作用，有效激发

干部都从人才库中抽选。 在能力要求上，应依托党

下级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做到统分结合、一体推进。

校、干部学院特别是纪检、组织部门的干部学院，开

特别是要结合本地区、系统、单位的实际情况，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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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探索行之有效的联动方式，研究制定联动工作

评估等衔接协作机制。 二是以实现信息共享为重

流程、日常沟通机制、对接协作机制等。 二是要紧紧

点，着力健全信息“ 引领” 下的协作机制。 围绕建立

围绕发现、处置、整改问题等关键环节，做到上下贯

巡视工作公共信息平台，以及巡视工作前后信息沟

通、系统推进，切实提升巡视质效。 不断探索对口

通机制，努力把政治监督不同部门和渠道的信息都

式、协同式、接力式、机动式、提级交叉式和巡视“ 回

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共享。 三是以加强执行协调

头看” 等模式，着力破解基层 “ 人情社会” “ 熟人社
会” “ 关系社会” 长期存在的巡不深、察不透、监督难
等难题。

５．切实加强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的协同与融合

党内巡视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的一个子项。 由我国党和国家体制所决
定，党内巡视在实践层面上与国家监督体系并不能
予以绝对区分。 因为党的全面领导涉及国家治理的
方方面面，而且国家公务人员中大部分都是党员。
就目前的情况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融合并不到
位，特别是巡视监督与国家审计、统计、财税等形式
监督融合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 这就要求把推动各
类监督贯通和协调，作为提高巡视效能的重要环节
之一。 一是要以贯通党内监督为重点，努力实现党
内监督诸形式的多元协作。 巡视工作从监督程序上
说，是一种前置性、主动性监督，只有与党内其他形
式监督相互配合、形成闭环，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
用。 因此， 要 牢 固 树 立 巡 视 机 构 与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 一家人” 的理念，加强巡视与监督检查、党风政风
监督、信访举报、纪检监察派驻监督的贯通融合，构
建巡视机构与这些部门的会商会办、监督整改、定期

为重点，在程序上践行纪在法前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并设立专门协同监
督机构，以理顺监督体制和机制。
注释
①胡云生：《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 ，《 史学月
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 ②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巡视
制度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 福建党史月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③中共
中央纪委办公厅：《 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 第 ３ 卷，中
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４ 页。 ④陈治治：《 巡视，是政治巡视不
是业务巡视》 ，《 中国纪检监察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 ⑤《 管子·明

法解》 ，意为权威不赋予二者，政令不出于二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该
句。 ⑥
王冠、任建明：《 新时代巡视制度的改革绩效、政治功用与

政策建议》 ，《 领导科学论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⑦⑧《 党的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综述》 ，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０９ ／ ２８ ／ ｃ＿１１２１７４１４５９． 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⑩《 坚
守政治定位

深化上下联动

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 ，央广网，ｈｔ⁃

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０１１７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７ ＿５２５７１７３６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田启 战： 《 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巡视制度的出场逻

辑》 ，《 湖湘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责任编辑：文

武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Ｗａｎ Ｙｉ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ｌｅｎａｒ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ｒｅ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ｏｃｋ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１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