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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篇：

划定领导干部的“底线”“红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深入推进依
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等提出了一
系列新观点、新举措，为领导干部划出
了一道道为官从政的“底线”和“红
线”。

法治观念淡薄，

官员要丢“乌纱帽”

“我是市政府的，我就是王法”“谁
耽 误 发 展 一 阵 子 ， 就 让 他 难 受 一 辈
子”……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官员雷
人语录”，暴露出一些机关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人治思
维”“特权观念”。

针对这类问题，决定明确提出———
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
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
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
批 评 教 育 ， 不 改 正 的 要 调 离 领 导 岗
位。

除了运用考核这根“指挥棒”外，
从根本上解决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还
是要在领导干部心里真正树立起对法的
敬畏。决定提出——— 建立宪法宣誓制
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
宪法宣誓。

“拍脑袋”作决策，

出了问题终身追责

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决策短
视、随意性大，导致出现决策只注重
短期效益等问题。虽然我国早已建立
追责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追
究，而一旦离任或者退休，一般不再
追究。

为 保 障 决 策 的 科 学 性 ， 决 定 提
出———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
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
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
政 机 关 内 部 重 大 决 策 合 法 性 审 查 机
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
的，不得提交讨论。

那么，“拍脑袋”决策出了问题怎
么办？决定提出——— 建立重大决策终
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
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
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
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
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
法律责任。

不作为乱作为，

纠错问责直至罢免

不作为、乱作为、懒政、怠政、职权
滥用……一段时间以来，行政执法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种种乱象一直被社会各界所诟
病。

为此，决定明确提出——— 行政机关要
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
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
失职、渎职。

决定还要求——— 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
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
其义务的决定。

“依法行政是确保国家政权运行制度
化、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环节。”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法律和制度的
执行说到底还是要靠人，这就给领导干部
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行为准则，乱作为不
行，不作为也不行。

不作为、乱作为怎么办？决定提
出——— 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
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
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全文近１７０００

字，共分３大板块７个部分，分别为总论，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论述和部

署，以及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两方面有力保障，堪称迈

向法治中国的指南。记者采访相关专家，从为官、执业、百姓生活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

执业篇：

法律工作者大有可为
决定为从事立法、司法、法学研究等

工作的法律执业者开辟了广阔发展前景，
让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根据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
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
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建
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初任法
官、检察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
检察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院、检
察院任职。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
究中心副主任程雷说，决定围绕司法改革
的总目标，从法院机构的改革到个体法官
的选拔，都细化为具体的改革举措，这些
改革措施将会对法院和法官产生重大影
响。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设立
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旨在保障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
察权，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破解
地方对法院审判的干扰，同时便于群众

诉讼，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逐级
遴选制度让年轻法官在基层更好锻炼、
历练人生，阅历丰富后，再向更高层级
的法院发展，自下而上的过程符合司法
实践规律。随着法院机构人员的一系列
改革推进，将使法官更好地行使宪法法
律赋予的审判权。

检察官：监督加强职权扩大

决定提出，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
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
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探索建立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非因法定
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
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
处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
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说，全会决定
中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原有的体制束缚、
突破了机制性障碍，将使检察事业发展
向前大大推进，人民检察官将大有可
为。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对现
有检察机关职权范围的扩大，这是决定

的一大亮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可
以使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
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
同时，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
保护机制，保护司法人员免受打击报
复。

律师：保障权益划定边界

根据决定，对因违法违纪被开除公
职的司法人员、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和
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构成
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建社会
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
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强化准入、
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
制度。

北京李晓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晓斌
说，决定的出台对律师队伍建设意义重
大，规定的也比较全面，既保障律师权
益，扩大了律师服务的范围，同时又从
“不得”的角度划定了边界。把律师队伍
的发展、业务的拓展和作用的提高，以及
同时要承担的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很好地
结合起来。

百姓篇：

我们的生活将有哪些改变？

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
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
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
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
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
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
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
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
责任。

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
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
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
责方式和程序。

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
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点击决定

■起草过程

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

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并作出决定。为此，中央成立了
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张德江同志、王岐山同志任副组长
的文件起草组。

■七个部分

决定约1 . 7万字，分7部分：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加强宪法实施；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要点速读

制图：巩晓蕾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

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
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有效防止部门利益法律化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

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明确地方立
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

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
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
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国有、集体资产所有权、
经营权和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的保护。

编纂民法典
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

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
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促进商
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

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

献的杰出人士。

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

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
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
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
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

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完善引咎辞职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

制约的重点。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
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
式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

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

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政法委员会必须长期坚持
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

必须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
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
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
环境上，带头依法办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
施。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
告制度。

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
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
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
法律法规。

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
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
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

……

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
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
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
共识。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
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
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
程公开、责任明确。

……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
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
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
法法律的特权。

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
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
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
程。

……

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
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
然人财产权的保护。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
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
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

良法善治，民之福祉。作为法治中国的“施工图”，近17000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更好的个人权利保护 更完备便利的服务 更多参与到立法中 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

决定原文 决定原文 决定原文 决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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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原文

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
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
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
化。

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
选制度。初任法官、检察官由
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
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法
院、检察院任职。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
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
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
等处分。

构建社会律师、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等优势互补、结
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
中心副主任程雷：

“自身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和落实，
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需求。人们希望人
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
不受侵犯，盼望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
面的权利得到尊重，公权与私权在各自
的法定范围内行使。从全会决定可以看
到，党和国家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
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
法律制度的坚定决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
“全会决定把加强和规范公共服

务提到很高的位置，是为了最大程度
实现社会公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这是以法治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
具体体现，也是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
勇气，直面重大矛盾和问题作出的重
要决策。推进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将
为社会法治的实现创造一个基本条
件，避免法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
每个人得到的法律服务更加充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
“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立法中，

可以让其过程更加透明，使公众意
志更好地上升为法律，这也是体现
人民主体地位的表现。公共政策制
定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协商的过程，
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让大家进
行充分的讨论，可以使公共事务决
策和政府行为更加合理合法，这也
是法治精神培养的重要过程。”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程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

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
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群
众在实际生活中不但要用好法律维护
自身权益，同时也要用法律约束好自
身的行为，把法律融入日常生活当
中。”

2月，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文件起草组在成立以来

的８个多月时间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
论证，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３次会
议、中央政治局召开２次会议分别审议全会决定。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
议。中央责成文件起草组认真梳理和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
文件起草组对全会决定作出重要修改。

决定原文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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