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巡视工作

向纵深发展重要论述摘录

一、巡视就是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

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

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

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

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巡视发现问题要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既要叫板，也要

较真。发现了问题，查处要到位，如果迂回而过，发现了跟

没发现问题一样，或者发现了解决不了，还不如不巡视。人

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天”就是党

和人民。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起作用了，制度不是稻

草人，效果就出来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



讲话》（2015 年 6 月 26 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发

现问题、形成震慑，倒逼改革、促进发展，发挥了尖兵和利

剑作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

关于巡视五十五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告

新闻稿（2015 年 11 月 23 日）

党中央把巡视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对加

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党内监督

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

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新闻稿（2017 年 5

月 26 日）

二、创新方式方法，实现巡视全覆盖

要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增强巡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落

实全覆盖要求，形成更大震慑力。要以问题为导向，派出“侦

察兵”，哪里反映声音大、问题多，就派到哪里去侦察，就

像公安系统的 110、路面巡警制度，要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一三年下半年中央巡

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 月 23 日）

省区市党委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巡视方针，深化聚焦转型，



做到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一盘棋，上下联动遏制

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6 日）

要加强“回头看”。巡视过的三十一个省区市，不是一

巡视了就完事，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

的感到震慑常在。通过“回头看”，一方面切实督促落实整

改责任；另一方面对新的问题线索深入了解，可以形成更大

威慑力。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6 日）

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中央一级巡视对象共有 280

多个单位，目前还有 100 多个要巡视，任务十分繁重。下一

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全覆盖。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2 日）

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确保在本届任

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省区市党委书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

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

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不能点个卯、表个态



就完事。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2 日）

要全面总结十八届中央巡视工作，进一步创新组织制度

和方式方法，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关于巡视 31 所中管高校党委情况的专题报告》新闻稿

（2017 年 6 月 28 日）

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化政治巡视

最近，巡视发现，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

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

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

干部却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原则性不强，

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

者说情开脱；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

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

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加以解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2 日）

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现象，遏

制腐败蔓延势头。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覆盖，“回头看”

放大和延续了震慑效应。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

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闻稿（2016年 12月 28日）

要加强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查，把责任压给党组（党委）

书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要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

移深化政治巡视。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关于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告》新闻稿

（2017 年 2 月 21 日）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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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促进管党治党标本兼治。《条例》

修改总结吸纳巡视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巡

视工作、市县巡察工作、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等作出明确

规定，为依纪依规开展巡视、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

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新闻稿（2017 年 5

月 26 日）

四、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发挥标本兼治作用

更好发挥巡视在党内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对巡视

成果善加运用。巡视监督具有催化剂作用、强化作用。对制



度框架是否有效运转、对一把手是否认真履责、对纪检机构

是否有效工作，都能起到点睛作用。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二一三年上半年

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9

月 26 日）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件件有着落。

巡视监督要与纪检监督、组织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

行业监管有效结合，综合用好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

分等处理方式。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分清问题

性质，不合适的要交流，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免职，违纪违法

的要依法依纪处理，所有问题都要有个明确说法。

——《在听取 2015 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情况汇报时

的讲话》（2015 年 10 月 15 日）

巡视发现的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在违反政治纪律、

破坏政治规矩，违反党章要求、无视组织原则，违反廉洁纪

律、寻租腐败严重，“四风”屡禁不绝、顶风违纪多发。针

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坚持标本兼治，剑指问题，倒逼改革，

完善制度。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的讲话》（2016 年 1 月 12 日）

实践证明，巡视工作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必须

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发挥标本兼治作用。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

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新闻稿（2017 年 5

月 26 日）

以上内容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巡视是党内监

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明代以后有八府巡按，走到哪里，捧

着尚方宝剑，八面威风。我们的巡视不是八府巡按，但必须

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

根本在于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要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

是否维护党章权威、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是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从严

治党不力等问题，督促其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要以党的纪

律为尺子，重点检查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着力发现腐败、纪

律、作风和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更好发挥震慑遏制治

本作用。要以贯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

巡视能力，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中央一级巡视对象共有 280

多个单位，目前还有 100 多个要巡视，任务十分繁重。下一

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全覆盖。



要继续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报告

反馈、整改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机制。要创新组织制度，

内部挖潜、盘活存量，充实队伍、优化结构。要创新方式方

法，使专项巡视更专、更活、更准。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

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

分清问题性质，所有问题都要有明确说法。巡视发现的问题，

根本责任在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买单”，

不能发现问题后还当“看客”和“说客”。对巡视整改落实

情况，要开展“回头看”，揪住不放；对敷衍整改、整改不

力、拒不整改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

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挖出深层次原因，提出意见和建

议，督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堵塞制度漏洞。巡视发现的诸多

问题，除历史和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是体制机制不健全，

特别是在管人管事管资产方面，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力并

存，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缺位。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切实

管细管实，做到有力有效。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巡视工作

的领导，确保在本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省区市党委书

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

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

不能点个卯、表个态就完事。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

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

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

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

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

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

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要

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用

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

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增强监督实效。要把日

常监督和信访举报、巡视巡察结合起来，加强对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对整改抓不好的要严肃问责。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作重要讲话（2018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北京）

要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督体系。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发挥派驻机构职能作用。

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书记要强化政治担当、履行主体责

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



——2019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反腐败

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

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要扎紧制度的篱笆，发挥巡视利

剑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人民群众真正感

受到，清正干部、清廉政府、清明政治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2018 年 6 月 29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

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继续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推向前进，牢牢把握深化标本兼治的改革目标。要强化不敢

腐的震慑，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释放全面从严强烈

信号。要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的长效机制。要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

信念，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和社会氛围。要牢牢把握工作职能，

强化政治监督；完善各项工作规则，整合规范纪检监察工作



流程，强化内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健全统一决策、一体

运行的执纪执法工作机制。要健全完善配套法规，制定同监

察法配套的法律法规，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

的法规体系。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对纪检监察体

制改革的领导，旗帜鲜明支持纪委监委行使职权，党委书记

要及时研究解决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使反腐败

工作在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加

协同高效。纪检监察机构要发挥合署办公优势，推进纪律监

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协调衔接，推动党内监

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有效贯通，把权力置于严密监督之下。

——2018 年 12 月 13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推进反

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这次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发现了不少突出问

题和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没有把脱贫

攻坚当作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责任落实不到位，思想认识有

差距，落实不力。二是贯彻精准方略有偏差，或发钱发物“一

发了之”，或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或低保兜底“一兜

了之”，没有把精力用在绣花功夫上。三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突出，像花钱刷白墙，又不能吃不能穿，搞这些无



用功，浪费国家的钱！会议多、检查多、填表多，基层干部

疲于应付。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排查梳理问题，各类问题要

确保整改到位，为明年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讲话（2019 年 4 月 16 日）

2020年8月31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

于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指出，党的十

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不断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态度更加积极，管党治党责任意识整体提

升，全面从严治党呈现持续向上向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

的积极进展，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恢复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等方面，积极履职、扎实工作。同时，面对新时代新形

势新要求，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整改落实

上较真碰硬，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督，把抓整改

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

子队伍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

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深刻

认识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能职责，胸怀“两个大局”，强化使

命意识和政治担当，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

要带头增强改革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全面深化

改革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巩固深化机构改革成果，做到系统

集成、协同高效，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健全权力

监督制约机制，持续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把中央和国

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

关。

（以上内容摘自共产党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