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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原 典★

愚谓严程峻法，绝轻陋之货，则奸镕之源

塞矣。沿风正典，重耕耘之务，则邪赢之计沮

矣。然后远弘教旨，大变流俗。法立，有犯而

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违公窃铸者，具五

刑之戮；因时力田者，悬一命之赏。不然，则

贾生、晃错，复流涕而言矣，此君侯之未谕三

也。——【唐】王勃《上刘右相书》

★释 义★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指出了法律的严肃性及建立法律威信的重要

性。返：通“反”，违反。其意为：法律一经

制定，凡有违犯者，必须实施惩治；法令一经

发出，只有坚决执行，决不能违反。

对此，《贞观政要·赦令》有句非常形象

的比喻：“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

复。”法律的颁布，如同身体出汗一样，无法

收回，所以不能朝令夕改，这关系到法律制度

的信誉基础。故《旧唐书·戴胄传》说：“法



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此文的作者王勃（650 年—676 年）为“初

唐四杰”之首。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是当时

最年轻的朝廷命官，《新唐书》称其“年未及

冠，授朝散郎”。《上刘右相书》是王勃的成

名之作，《新唐书》是这样记载的：“麟德初，

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

对策高第。”麟德是唐高宗的年号，时仅两年

（664—665 年）。刘祥道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

年）官拜右相。由此可知，王勃作此文时只有

十四五岁。

★解 读★

任何法律，如果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

“破窗效应”，损害法律尊严、动摇法律根基。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有了法律不能有效

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

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是

“无法可依”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律的实施就成为发展

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



紧迫，必须成为全社会不容回避的共同命题予

以面对，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守则予以遵

循。

（摘自《习近平用典》）



★思想园地★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

和政治保障作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杨晓渡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着眼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初心使命、推进

复兴伟业的历史担当，洞察历史规律、把握时

代大势的高瞻远瞩，深化自我革命、引领社会

革命的历史自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

下简称《决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我们党过去

为什么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所

在，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其中，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深刻总结，是党必须长期

坚持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坚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矢志不移的初心使命，是

《决议》贯穿始终的鲜明主题。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

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了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

“定海神针”。有党有依靠，核心最重要。毛

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使中国革命取得胜

利、为新中国建设奠基立业，邓小平同志核心

地位的确立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接续

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引领中华民族不可逆

转地走向伟大复兴。坚定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

央权威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只要我们更加自

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全

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的先进纯洁、团结统一，党

就一定能够带领人民在新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

的伟大胜利。

（二）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奥

秘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和独特优势，是党长期奋斗的经验结晶。百

年风雨兼程、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之所以能

够从仅有 50 多名党员发展为拥有 9500 多万名

党员、壮大成为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

第一大执政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洗礼愈发

朝气蓬勃、饱经磨难考验依然初心坚固，根本

在于党始终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推进自我革命，

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

持高度的战略清醒，用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不

断祛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

不断塑造党长期执政的领导能力和制度优势，

从而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真理力量、实践力

量，始终赢得人民信赖、支持和拥护，凝聚起

众志成城、一往无前的磅礴伟力。

（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刀刃向内的伟大自我革

命。《决议》将“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

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

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重要内

容，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

定向、力挽狂澜，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以上率下改进作风，雷霆万钧惩治腐

败，利剑高悬强化监督，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

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

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

严重隐患，把新时代的自我革命提升到新高度。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

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党经受深刻洗礼锻

造得更加坚强。

（四）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开创中国之治新

境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鲜明特征。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

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抗击百年不遇新冠肺炎疫情、顶住和反击外部

极端打压遏制等大战大考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有力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

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无可比拟的制胜优势。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风雨袭来时，

党的坚强领导、党中央的权威是最坚实的靠山。

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锻造全党、凝聚

人民的战略抉择，既是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的重要基础，又是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向

着于我有利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不仅深刻改

变了中国，而且深远影响着世界。只要我们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行

动，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领民族复兴，以中

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就一定能为增进人民福

祉、推动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二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

性成就

（一）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决议》指出，党的



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坚持

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历史性地把“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载入宪法，明确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

本领导制度，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

能体系，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

促改革的能力。通过不懈努力，从根本上扭转

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党员意识明显增

强，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

行动上更加一致，党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坚强的

主心骨、最可信赖的领路人。

（二）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为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保障。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并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形成系统完

备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系、制度体系、工作

体系，坚持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



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层层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有力解决了党内多年积累的

突出问题，去疴治乱、拨正船头，汇聚起团结

奋进强大正能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保驾护航。全面从严

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党和

国家事业“大棋局”的关键布局，赋予党的建

设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以党的伟大自我

革命引领保障了伟大社会革命。

（三）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

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

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

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从政治上看，

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并作为根本性、统领性建设，把保证全党服从

中央、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

建设的首要任务，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若干准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

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

面人”，以精准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过从严治党的锤

炼，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显著提升，“四个意识”更

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

更加自觉。

（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思想根基更加牢固。思想

建党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长远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党内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凝神铸魂，用

党的理想信念“补钙”、“壮骨”；同时坚持

尊崇党章、依规治党，加强纪律建设，扎牢制

度笼子，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

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执行纪律的力

度、广度和精度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统筹运

用党性教育、政策感召、纪法威慑，深化运用

“四种形态”，推动党员干部坚守底线、向高

标准努力，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遵规守纪

更加自觉，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党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依

靠纪法制度约束推进管党治党的能力极大增

强。



（五）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作风问题

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全面从严

治党必须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

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狠抓作风建设，中央政治局带头立规

矩，从制定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这个“小切口”

破题开局，推动形成正风肃纪、激浊扬清、刷

新吏治的大变局。从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

利益的具体事入手，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狠刹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断健

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对党忠诚、艰

苦奋斗等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治“四风”

树新风并举，确保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

成俗。经过九年不懈努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为之一新，作风建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金

色名片，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八项规定改变中

国”。

（六）突出“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有力强化了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全面

从严治党，本质是通过严管严治，确保全体党

员信念坚、初心固、作风正、动力足、能力强，



确保各级党组织成为领导核心和坚强战斗堡

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制定党的

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全面推进中央和国家机

关、地方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整顿软弱

涣散党组织；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

管纪律的从严管理制度，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

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

提出更高标准、进行更严监督，以强大“头雁

效应”推动党的组织体系有效运转、促进党员

干部自律过硬。管党治党从“惩治极少数”走

向“管住大多数”，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

面不断巩固发展，党的先锋队作用充分发挥、

政治本色充分彰显。

（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决

议》指出，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

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

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亮明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

治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以“得罪千百人、

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打虎”、“拍蝇”、

“猎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



笼子，构筑不想腐的堤坝，打通三者内在联系，

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

提高觉悟源头治本，使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日

益凸显。把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经验做法拓展运用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全面

从严治党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推进，不断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突破，为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治理腐败和不正之风，为实现海晏河清、朗朗

乾坤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党的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

著增强。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对权力

的监督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改革

完善监督制度，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

监督贯通协调，党和国家监督从理论突破到实

践创制、从重点监督到全面覆盖、从做强单体

到系统集成，搭建起“四梁八柱”，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监督制度逐步成熟定型，统筹贯通、

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正在形成，发现问题、纠

正偏差、促进治理功能不断增强。我们党探索

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

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支撑。

三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

自觉

（一）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

我们党在新征程上把握历史主动、实现历史使

命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部署，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决

议》精神上来，把握运用历史规律，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当好新的赶考路上的答卷人。建设

伟大工程要紧密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实践，深化运用党百年自我革命、管党

治党的宝贵经验，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

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

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



心。

（二）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

《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书，

集中体现了新征程上的“国之大者”。要加强

对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

大决策部署，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各项政

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自觉同党中央对标对表，以担当

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把对党忠诚体现到做好应变局、育先机、开新

局、谋复兴各项工作中去。

（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牢固坚持下去。

“严”是我们党的政治基因，是党始终拥有强

大战斗力的重要保障。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

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

略定力，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坚

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坚持严

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认真落实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

委监委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坚持信任不

能代替监督，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



监督，既用监督加压，又用信任加力，把严的

标准、严的措施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

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负责、守责、尽

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

（四）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正

之风与腐败现象相互交织、互为表里。要把正

风肃纪反腐紧密结合、一体推进，严格执纪执

法，保持高压态势，确保后墙不倒，始终形成

强大震慑。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坚决

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着力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确保以好作风、好

形象带领人民群众奋进新征程。要聚焦政治问

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深化金融、国

企、政法、粮食购销等领域反腐败工作。系统

施治、标本兼治，积极探索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有效载体、具体办法，不断

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五）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促进治

理效能全面提升。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

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必须健

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形成决策

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



要按照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总

要求，在做实做强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的同

时加强对各类监督主体的领导和统筹，强化纪

委监委协助推动功能，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

和监督制度，把监督工作逐步延伸到公权力运

行的每个角落。要突出“一把手”这个重点，

以党内监督主导引领各类监督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

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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