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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和论述了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新常态的特征，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引领反
腐倡廉建设的鲜明主题;狠抓作风建设、保持高压态势、严明党的纪律，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
战略举措;加强制度建设、改革体制机制，为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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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是指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

稳定的状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为一种不可逆转

的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常态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发展新常

态，已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

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

深化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特点和规律的

认识，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论断，推动了中

国特色反腐败理论的发展; 制定战略规划和创新工

作举措，推进了反腐倡廉建设新的历史进展。反腐

倡廉建设新常态，呈现出六大鲜明特征。

一、全面从严治党，领引反腐倡廉建设的

鲜明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

新的爬坡过坎关键阶段，党面对的改革发展任务之

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之多前所未有。中国发展新

常态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

以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

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向，形成了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格局。全面从严

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的根本保障，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

政方略的最大亮点。十八大以来，党的五大建设全

面推进，思想建设突出理想信念，组织建设突出用

人导向，作风建设突出走群众路线，反腐倡廉建设

突出长效机制，制度建设突出党规党纪建设，形成

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引领反腐倡廉新常态的鲜明

主题和主线; 反腐倡廉新常态的形成，是贯彻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刻反映和具体体现。在社

会主义中国，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重大政治斗

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告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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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

亡国。正是怀有强烈的忧党忧国忧民意识，新一届

中央领导集体在履新之初就誓言以猛药去疴、重典

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下大气力解

决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努力，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并呈现新常

态。在国际社会赢得高度评价，如经合组织副秘书

长、代理首席经济学家玉木林太郎认为，中国铁腕

惩腐，赢得本国民心，赢得世界声誉，以行动传递出

严厉打击腐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决心，是反腐

败的典范;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评

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真正把反腐工作变成了一

种常态。在国内赢得民心，2014 年国家统计局在 22
个省区市开展入户调查的结果显示，88．4%的群众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

较满意; 中国社科院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1．5%的领

导干部、87． 8% 的 普 通 干 部、84． 8% 的 企 业 人 员、
75. 8%的城乡居民，对未来中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高度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是要清醒判断形势和保

持坚强政治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警示全党要深刻认识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教

训; 强调腐败问题对我们党伤害最大，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务必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习

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当前腐败

与反腐败呈胶着状态地严峻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政治清醒和科学

研判。把党风廉政建设引向深入，必须保持坚强政

治定力，凝聚起“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共识和

力量。二是要坚持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系统推

进反腐倡廉建设。党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是反腐倡

廉建设的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规划强调在解决突

出问题的同时系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规划提出的

工作原则和具体工作部署体现了系统性。运用系

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通过整体设计和系统规

划，从治标与治本、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整体设计、系统

规划、跟进监督，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

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夯实反腐倡廉的社会基础，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显著特点，也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重

大战略。

二、狠抓作风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

战略举措

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的核心

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局起步，坚持把抓作

风、改作风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

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

之地的根基。”他强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

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

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

力量。”强调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

努力、久久为功”，要树牢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

想，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抓下去; 要以整风精神集

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这“四风”问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

动员令，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2012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改进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明确宣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

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

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两年多来，中

央政治局多次专题研究，制定出台一系列改进作风

的制度规定，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制定和修订了一批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贯彻落实

八项规定精神不断深化; 工作实践中聚焦“四风”，

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巩固严禁用公款购买赠

送贺卡、月饼等节礼专项整治成果，严肃查处公款

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问题。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

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针对党内存

在的“四风”问题，开展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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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 开展专项

整治活动，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其重大意义尤

为凸显。一方面，不仅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

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党全社会弘

扬了新风正气，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形成了推

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另一方面，通过系统整

治多年来党员干部在党风政风、廉政勤政、社会热

议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有力转变过去作风建设

反复抓又抓不到位的局面，探索了一条以上率下、
执纪必严、循序渐进地解决作风沉疴顽疾的有效

途径。
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具有战略性。一是要树

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想，形成抓作风的长效

机制。改进作风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保持定力

一抓到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通过一年

又一年的持续努力，让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靓

丽名片，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坚定不移推进反腐

倡廉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二是要突出工作重点，驰

而不息纠正“四风”。要按照“锲而不舍、狠抓节点，

扩大成果、不断深化”的要求，毫不松懈地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

出台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仍然顶风违

纪的行为，同时紧盯“四风”的新形式、新动向，采取

坚决有力措施予以整治，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

入。三是要大力践行“三严三实”，大力传承优良作

风。当前，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军队团以

上党委机关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也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抓手。要坚持以上率下，强化问题导向，

贯彻从严要求，针对不严不实问题，建制度立规矩，

强化刚性执行，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大力传

承党的优良作风。

三、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

实践策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履职之初就提出“当前

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实践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在中

央纪委三次、四次全会上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

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要求

“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

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

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要求

把“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作为今年的重点工作来

抓。“零容忍”是一个重要的、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已

经被实践证明为成功的反腐败战略，“坚持以零容

忍态度惩治腐败”，既表明党中央在反腐问题上的

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也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斗争零

容忍战略的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

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打出一系列反腐“组合拳”，

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先后有超过 80 位省部级及

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因涉贪落马，落马贪官数量之

多、级别之高为历史罕见。在军队系统，迄今有 30
余名少将及以上军衔的高级军官被查，其中多人为

副大军区级及以上将领。这充分表明我们党惩治

腐败的坚强意志和鲜明态度，不论什么人、不论其

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

究和严厉惩处。在“打虎”的同时，中央要求对腐败

分子发现一个就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

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
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2014 年全国各级法院

受理的贪污和贿赂等犯罪案件 3．9 万件，涉及 5．7 万

人，同比分别上升 11．9%和 10．1%。与此同时，加强

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让腐败

分子没有避难所。2014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

发通知，强调建立和完善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信息

数据库，2014 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加强反

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共抓获潜逃境外贪污贿赂犯罪

嫌疑人 320 名。公安部“2014 猎狐行动”，截至 2014
年 12 月，从 60 个国家和地区缉捕 428 名境外在逃

人员，其中较大比重是党员干部。通过惩治的“零

容忍”，发挥了惩治的震慑效应，营造了廉洁从政的

良好氛围。
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反腐败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一是要持续保持

高压态势。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提

出，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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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继续高举反腐利剑，持续形成强大震慑，着力营

造不敢腐的政治氛围。二是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要

抓住重点。反腐败工作千头万绪，抓住重点惩治腐

败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按照中央部

署，惩治腐败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

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要处理好

“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在坚持“老虎”“苍蝇”一

起打的同时，坚决查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等行为，依规惩处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

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进一步强化对

违纪行为的惩处。

四、严明党的纪律，强化管党治党的治本

之策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始

终有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的

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

重视严明党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 就要靠严明

纪律。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和规矩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王岐山同志也多次强调，要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

的尺子、党员不能逾越的底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既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也是

对我们党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

结。切中了时弊，抓住了要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题中应有之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之需，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一是要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管党治党的前沿。要把严明纪律的要求贯穿

到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严格用党规党纪来维护

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加强党的组织、严肃党内生活、
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党永葆先进

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二是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国家法律

的前头。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把管党治党

的防线从法律拉回到纪律上来，严格用党规党纪的

尺子去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使党员干部既要守住

法律的底线，也不能逾越纪律的红线。三是要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全体党员的前面。要从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出发，把全面从严执纪体现在对党员干部

和全体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既要严肃查处极

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又要用纪律来约束

和管住大多数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抓早抓小，做到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维护好“森林”。四是要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正风反腐的前线。反腐败斗争要

标本兼治，严肃纪律就是治本。把加强纪律建设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纪律教

育、纪律监督、纪律维护、纪律执行等工作，才能掌

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使命责任重大。一是要明

确职责定位，强化政治担当。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

的专门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监督执纪问

责是纪委的职责定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

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用纪律

衡量党员干部行为，守住纪律这条底线，是各级纪

委对党章的回归，是聚焦职责定位的必然要求。各

级纪委必须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切实履行好政治

担当。二是要把执纪放在首位，深化“三转”工作。

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三转”工作的深

化。把执纪放在首位，要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作为

“三转”深化的方向，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作为

“三转”的具体方法，把纪律和规矩严起来作为“三

转”的工作目标。要把职责外的转出去，把职责内

的担起来，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要在查处极少数腐败分子的同时，用纪律管

住大多数党员干部。要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出

发，把全面从严执纪体现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

违纪苗头及时处理，真正做到抓早抓小，让党员干

部时刻牢记纪律这条红线，自觉做到敬畏纪律、遵

守纪律。

五、依法依规治理，开创制度反腐新进程

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预防和遏

制腐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重要战

略思想。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

腐不能腐不易腐的长效机制，是治本之策。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 “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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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上的讲话中强调: “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

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

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

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

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

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

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中央纪委书记

王岐山同志强调:“要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

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在狠抓治本之策的思路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在制度层面、机制层面、立法层面采取全

方位行动，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的基本思路

和工作方法越来越清晰，日益体系化、规范化和科

学化。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作出系列部署，要

求深化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

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

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反腐倡

廉建设的新论断、新要求、新部署和新举措，为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奠定了基础。2013 年

12 月，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对今后五年惩治和预防

腐败工作进行“顶层设计”。2014 年 10 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反腐败国家立

法，使反腐败斗争朝着法治化大步迈进。
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两个方面

取得新进展。一方面，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党的

建设制度改革”，将党的建设改革的重点放在制度

改革上。2012 年 6 月，中央办公厅牵头组织实施，

中央纪委机关等 50 多个部门开展了党的历史上首

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通过清理

摸清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家底，既解决了党内法规制

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

题，也有力维护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党中

央提出了从现在开始到建党 100 周年即 2021 年时，

要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转有效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围绕中央八项规定

要求，中央纪委监察部及有关部门陆续出台 20 多项

与国家公职人员日常工作生活直接相关的“铁规禁

令”，这些规定具体明确，约束性强，为国家公职人

员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划清了界线。
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今年 6 月 26 日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
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

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

效机制。”在工作部署上，一是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

规制度建设力度，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

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制定新的法规制

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

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把反

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二是要真

抓严管，贯彻执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要强化法规

制度意识，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

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

围; 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

威，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 要加强监督检查，

落实监督制度，用监督传递压力，用压力推动落实，

坚决防止“破窗效应”;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

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

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六、改革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

设的根本保证

反腐败体制机制问题，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

的热点问题，也是影响反腐败成效的关键问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体制

机制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

制; 在十八届中央三次全会上强调，目前我国反腐

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

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

责任追究不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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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

重大部署，提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

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

新和制度保障，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统一领导”是为了更好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需要而进行的重大改革，也从根本上回应了

长期以来困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关键

问题。
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本质是实施组织和制

度创新。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4 年 6 月 30 日审议通

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推进党的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
按照《方案》部署，中央纪委加强改革整体谋划，提

出立足本届任期，各项改革均将在 2017 年底前基本

完成。经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年多的实践，改

革创新纪检体制机制取得重大进展。聚焦中心任

务，深化“三转”，中央纪委监察部调整机关内设机

构，执纪监督部门数量和人员分别占机构和编制总

数近 70%，省级纪委将参与的 4 619 个议事协调机

构减少至 460 个，清理比例达 90%，监督执纪力量大

为增强; 深化派驻机构改革，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

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的要求，制定实施加

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探索实现全面派

驻的有效途径; 党中央从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

争形势出发，把巡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巡视工作规划

( 2013—2017 年) 》，围绕“四个着力”，聚焦突出问

题，创新方式方法。2015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颁布

实施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是加强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具体成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

了有力支撑; 推进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
度化，2015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三个

《提名考察办法》，是党中央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取得新

的制度成果，落实《省( 自治区、直辖市) 纪委书记、
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 试行) 》、《中央纪委派驻纪检

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 试行) 》、《中管企业

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 试行) 》，必将为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落实两个责任和深化

纪检组织自身改革是基础和关键。一是落实两个

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

提出，要紧紧抓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

“牛鼻子”，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党委负

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要求以党组织坚强的

核心领导作用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抓党风廉政

建设奠定根本支撑，以党委和纪委的政治责任串起

全党上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链

条，以严明的纪律和严厉的问责压实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二是深化

纪检组织自身改革。落实和深化“转职能、转方式、
转作风”工作，是改革的重大举措; 保证各级纪委监

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是改革的目标和要

求。要通过改革，在全面落实纪委的检查权、积极

探索纪委的问责权、相对独立行使纪委的审查权、
确立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人事提名考察权等方

面取得重要突破; 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机

构的作用，完善自我监督机制，健全内控措施，自觉

接受党内和群众监督，坚决防止“灯下黑”，用铁的

纪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当前中国反腐倡廉斗争进入到关键的节点，一

方面，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成为我国反腐倡

廉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亮点; 另一方面，不断暴露

出来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性问题，也对反腐败体

制机制改革理论和制度层面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

更为迫切的要求。以加强权力规范运行为核心，以

加大查办与监督力度为重点，以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为基础，推动形成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是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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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New Normalcy for Constructing
the Anti-corruption and Clean-government

ZHU Bo-lan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anti-corruption and clean-government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shows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This article from six aspects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normalcy of corruption-combating and clean-government in China，proposes that overall strictly managing the

Party members is a clear them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rruption-combating and clean-government，provides the strategic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rruption-combating and clean-government such as improving working and living style construction，keeping high-

pressure on discipline of the Party，and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reform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rruption-combating and clea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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