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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外界呼吁多年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揭开面纱”
。
10 月 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关注到，这也是该
法草案首次向外界公开。
《草案》共设七章 66 条，对适用对象、作
出政务处分的机关、处分种类和处分程序等
逐一明确。
有专家表示，
《草案》有利于党内监督和
国家机关监督实现有效贯通，在处分方面达
到匹配，使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形成有
机的整体。
处分谁？
处分谁
？
谁来处分？
谁来处分
？
六类公职人员纳入 监察机关应加强监督
“政务处分”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提
出的新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
定，监察委员会“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
出政务处分决定”。这意味着“政务处分”首
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
去年 4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出台《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规范了政务处
分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目的之一是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
督。而由于《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
未对“公职人员”范围予以明确，实践中往往
操作不一。
此次公布的《草案》将“违法的公职人
员”全面纳入处分。草案明确，本法所称公
职人员，包括六类：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
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
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
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
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
职的人员。
此外，
《草案》还将处分决定机关明确
为：任免机关、单位和监察机关。同时明确，
监察机关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监督，依法开展政务处分工作，并督促
任免机关、单位依法开展政务处分工作，发
现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政务处分而未给
予，或者给予的政务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
及时提出监察建议。
怎么处分？
怎么处分
？
设定警告等 6 个处分种类
《草案》规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的种类
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公职人员受政务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
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
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到开除处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
起，解除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针对不同类型的公职人员，分别
规定了处分后果。
例如，
《草案》规定，法律、法规授权或者
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公办的教育、科研、
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
人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岗位和
职员等级、职称；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
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薪酬待遇等级。
受到撤职处分的，降低职务层次、岗位或者
职员等级，并重新确定薪酬待遇。
未担任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公职人
员
“无职可撤、无级可降”该如何处理？
对此，
《草案》规定，上述人员有违法行
为的，可以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
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直接给予或者监察机
关建议有关机关、单位给予调整薪酬待遇、
调离岗位、取消当选资格或者担任相应职务
资格、依法罢免、解除劳动人事关系等处理。
“剑指
剑指”
”
哪些行为？
哪些行为
？
贪污贿赂情节严重给予开除处分
记者关注到，该《草案》是从公务员法、
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规定的违法情形中，概括出适用政务处
分的违法情形，参考党纪处分条例的处分幅
度，根据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
档次。
《草案》明确，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策
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处分：组

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组织或
者参加非法组织，违法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的；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参加民族分裂活动
的；组织、利用宗教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和社
会稳定的。
“对其他参加人员，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同时，针对贪污贿赂、利用职权或者职
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纵
容、默许特定关系人利用公职人员职权或者
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等行为，
《草案》规
定，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为何要制定专门的政务处分法？
为何要制定专门的政务处分法？
专家称
“应现实之需
应现实之需”
”
早在去年 9 月，政务处分法已明确纳
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牵头
起草单位是国家监委。在政务处分法出台
前，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作为监
察法的配套制度，是作出政务处分的重要
依据。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
德水认为，制定一部专门的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是“应现实之需”。
《草案》兼顾了实体法
和程序法的内容，可以解决当前处分程序不
合理，处分不规范等问题。

鄱阳湖进入枯水期
这是在江西省庐山市拍摄的鄱阳湖湖
区（10 月 9 日无人机拍摄）。随着水位下降，
湖底的落星墩也展现出来。
近日，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进入枯

我国高速公路充电网基本形成

制定专门政务处分法是
“应现实之需”
记者关注到，之所以制定政务处分法，
官方此前将其定位为“是适应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需要”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相关人员在
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时也表示，将党内
法规中有关纪律转化为对公职人员的要求；
坚持党纪、政务处分轻重程度相匹配、工作
程序相衔接，既体现纪严于法的要求，又突
出政务处分的特点。
庄德水告诉记者，去年出台的《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作为监察法的配套制
度，对政务处分标准、规范等作出明确，是作
出政务处分的重要依据。上述规定将《公务
员处分条例》等规定吸纳，但在具体处分人
员时却实施“分类施策”，要根据公务员、事
业编等身份不同适用其他法律法规。
这也就意味着，制定一部专门的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是“应现实之需”。庄德水表
示，
《草案》兼顾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内容，
可以解决当前处分程序不合理，处分不规范
等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还表示，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出台以后，应进一步明确监
督的平台和渠道，将法律执行到位。
注重
“纪法衔接”解决监察监督
“短板”
记者关注到，如何“纪法衔接、法法衔
接”是实践中政务处分面临的问题之一。
《草案》说明提到，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注重纪法协同、法法衔接。在处分情
形、处分权限和程序、处分后果上与公务员
法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协调衔接，保
证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同时注重与党
纪的衔接，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有
效贯通。
为此，
《草案》第十三条特别规定，给予
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一般应当与党纪处分相匹配。有中国共
产党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依
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在庄德水看来，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监
督确实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两者的处分也存
在“落差”。党纪处分已相对完善，对党员领
导干部形成了严密的纪律体系，但监察监督
还存在“短板”。这也就导致，实践中可能会
出现
“一轻一重”
的现象，
党纪处分很重，
但政
务处分偏轻，
党纪和政务处分之间不对等。
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如何实现有
效贯通？庄德水对此进一步表示，贯通关键
是要在处分方面达到匹配，能够实现双管齐
下。党内监督方式与国家机关监督形成有
机的整体，衔接不是“一前一后”，而是双管
齐下的关系。例如，按照上述规定，公职人
员党内撤职，行政方面也撤职，这就是一种
衔接和匹配的体现。
据《南方都市报》

水期。随着水位下降，部分湖区逐渐裸露
出沟壑纵横的湖底地貌，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电动汽车也有了
“远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记者姜琳）
随着充电设施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建设完
善，电动汽车也有了“远方”。记者 9 日从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
长假，电动汽车成为高速公路上一大主
力，由此带来高速公路充电桩日均充电量
大幅攀升至 40.8 万千瓦时，是平时的 3.6
倍，
较去年同期翻番。
京港澳、沈海、大广、长深和京哈成为
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公路。
从分布地区看，充电量排名前四位的省份
为河北、江苏、浙江和湖北。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许多
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这一矛盾，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充电设施

建设和互联互通。截至目前，已建成京沪
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十纵”，青银高速、沪
蓉高速等“十横”以及首都环线、杭州湾环
线
“两环”的高速快充网络。
仅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充站
2080 座、充电桩 8423 个，覆盖高速公路近
5 万公里，连接 19 个省的 171 个城市。这
些充电站平均间距小于 50 公里，最快半
小时就能充满电。
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远行信
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主要高速
公路充电量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节假
日增长更为显著。今年春节期间日均充
电量约 25 万千瓦时，五一假期日均充电
量接近 30 万千瓦时。

吉林市委原书记赵静波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长春 10 月 9 日电（记者周立
权）吉林省纪委监委 9 日通报，日前，经
吉林省委批准，吉林省纪委监委对吉林
省政府办公厅原巡视员、吉林市委原书
记赵静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调查。
经查，赵静波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
辆、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
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交易
和钱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
职责，违规决定重大项目开发和投资；违
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涉嫌受贿犯罪。
通报称，赵静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党性原则全无，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组织原则弱化，滥权妄为，任人
唯亲；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
易；生活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钱色交
易，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已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
知止、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应予严肃处理。经吉林省纪委常委会
议研究并报吉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赵静
波开除党籍处分；由吉林省监委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北京检方：

依法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原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剑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记者熊琳）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9 日发布，依法对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原党委书记、理事长王
剑决定逮捕。
据介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原党
委书记、理事长王剑（正局级）涉嫌受贿一

案，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
查，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剑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