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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开凡：

本院受理原告陈玉行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2017年7月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文延明(身份证号：632124198007111611）：

本院受理原告马占奎与被告文延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青0103
民初1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西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2017年7月17日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惠杰：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兵军诉被告马惠杰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青0102民初9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马惠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马兵军押金16000元。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
告马惠杰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2017年7月17日

大方面修改背后有深意
巡视工作条例“3.0版”公布

5 7月14日，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正式发布。这
是继2009年 7月发布
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
作条例（试行）》和2015
年8月修订发布的《中
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之后，第三部修订
的巡视工作条例。

此次条例修订吸
收了近年来巡视工作
最新实践、理论和制度
创新成果。巡视工作
条例“3.0版”有哪些重
要修改？背后有何深
意？

6 月 21 日，随着十八届中央第
十二轮巡视反馈的结束，十八届中
央巡视如期完成对省区市地方、中
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中央金融单位和中管高校的巡视全
覆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
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此前 4 月
底，各省区市也实现了一届党委任
期巡视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作为党
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不断向纵深发
展，发挥了尖兵和利剑作用，对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战略、战术双重
意义。

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
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
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都是巡
视发现的。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
管干部案件中，超过 60％的问题线
索来自于巡视。根据巡视移交的问
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
局级干部 1225 人，县处级干部 8684
人……

在巡视全覆盖之后，最新版的
巡视工作条例发布施行具有重要意
义。

中央纪委秘书长、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杨晓超介绍，这次
修改对原条例进行了“增、补、调”，
即：增加有关新要求、补充有关新内
容、调整有关新条款。主要包括五
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政治巡视定
位。二是根据中央新要求，明确一
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任务。三是根
据党内监督条例规定，明确巡视监
督内容。四是根据实践发展需要，
明确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五是根
据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
求，明确市县巡察制度。”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上个月
的最后一轮中央巡视反馈，中央巡
视组在给被巡视的 29 所中管高校
党委、4 个“回头看”省区、4 家“机动
式”巡视单位开出的“问题清单”中，
第一条均是“‘四个意识’不够强”或

“‘四个意识’不强”。这正充分体现
了政治巡视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巡视实
践的不断发展，巡视的定位越来越
清晰，方向越来越明确，站位也越来
越高。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中央巡视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明确提出，巡视
是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巡
视，是政治巡视不是业务巡视。从
2016 年开始，“把政治巡视的要求高
举起来”“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
成为后几轮中央巡视的鲜明主题。

新条例明确规定，巡视工作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深化政
治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确
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政治巡视是十八届中央巡视
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把
政治巡视要求写入条例，是这次修
改工作的重点和亮点。”杨晓超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
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
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巡
视全覆盖的目标首次在党的中央全
会上提出。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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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在党内法规中对巡视全覆盖提
出硬要求。

从 2013 年 5 月第一轮巡视正式
启动，到 2017 年 6 月最后一轮巡视
反馈结束，十八届党中央共开展 12
轮巡视，共派出中央巡视组 160 个
组次，对 277 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
行了巡视，如期实现了一届任期内
中央巡视全覆盖目标。

同时，截至 4 月底，各省区市党
委也已顺利完成 8362 个地方、部
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
务，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巡视全覆
盖。

按照“实践探索在前、提炼归纳
在后”的要求，新条例对巡视全覆盖
的内涵做了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
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
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
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这是认真总结巡视全覆盖的实
践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的重要成果，做到了党内
法规的衔接顺畅。

巡视监督要聚焦什么问题？随
着巡视实践的发展，认识也不断深化。

以中央巡视为例，从第一轮巡
视聚焦作风、贪腐、政治纪律和选人
用人等问题的“四个着力”，到第三
轮巡视增加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两个责任”和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
检查监督，到第九轮巡视后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视，巡视监督的内容
也不断扩展。

新条例对巡视监督内容进行了
新的梳理和归纳，修改补充了相关
内容——

一是将原条例中的对“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
情况进行监督”修改为对“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
况进行监督”。

二是明确规定巡视工作要“着
力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
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
宽松软问题”。

三是结合巡视实践中发现的突
出问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问题中，增加“结党营私、团团伙
伙、拉帮结派，以及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不到位”；在“违反组织纪
律”问题中，增加“任人唯亲、跑官要
官”；在“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问题中，增加“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不力”。

“这样修改后，既保持了相对稳
定，又进一步突出了巡视监督政治
作用，更加具有指导性、针对性和操
作性。”杨晓超说。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党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中枢。2016 年底，中央
巡视完成了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
巡视全覆盖。今年 2 月，中央政治
局会议专门审议了《关于巡视中央
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
告》。

中央和国家机关不仅要接受党
中央的巡视监督，同时也要开展部
门系统内部的巡视监督。截至目
前，已有 62 个中央单位探索开展了
巡视工作。

对此，新条例进一步提出具体
要求，规定“中央有关部委、中央国
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可以实行巡
视制度，设立巡视机构，对所管理的
党组织进行巡视监督”，强调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加强对中央有
关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
委）巡视工作的领导。

杨晓超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组（党委）要把巡视作为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巡视工作机构，完
善巡视工作规则，规范巡视工作流
程。党组（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
一责任人职责，及时听取巡视汇报，
研究决定巡视成果运用，党组（党
委）书记听取巡视汇报时的会议材
料要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备
案。

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有利
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31 个省区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和 15 个副省级城市全
部建立巡察制度，336 个市地、2483
个县区开展巡察。据统计，截至今
年 5 月底，共巡察党组织 14.4 万个，
其中乡镇党委 2.3 万个、占全国总数
57.9％，村居党支部 8.2 万个、占全
国总数 12％，巡察监督利剑作用初
显成效。

新条例系统总结巡察工作实践
经验，要求“党的市（地、州、盟）和县
（市、区、旗）委员会建立巡察制度，
设立巡察机构，对所管理的党组织
进行巡察监督”，同时规定“开展巡
视巡察工作的党组织承担巡视巡察
工作的主体责任”。

对于市县巡查工作，杨晓超表
示，要坚持政治巡察定位，结合基层
特点，着力发现损害群众切身利益、
脱离群众以及“雁过拔毛”“小官巨
贪”“乡匪村霸”等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增、补、调”
5大方面内容1

把政治巡视
高举起来2

明确
巡视全覆盖任务3

丰富
巡视监督内容4

中央和国家机关
可设立巡视机构5

市县巡察
聚焦群众“切肤之痛”6

因不慎，将石建军（警号
为：6302074）警官证遗失，特
此声明。

声明人：石建军
201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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