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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巡视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巡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综述

王素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ꎬ 推进巡视理

论创新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 “创新巡视理论　 锻造党之利剑” 为主题在北京举

办了中国共产党巡视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巡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党组书记谢伏瞻ꎬ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院党组成员杨笑山出席会

议并为中国共产党巡视理论研究中心揭牌ꎮ 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

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巡视理论研究中心理事长姜辉主持ꎮ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罗

礼平出席会议ꎮ 来自中央巡视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工党中央、 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省市党

委巡视办、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巡视

理论研究中心理事共 ８０ 余人参加了会议ꎮ
１.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

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ꎮ 党从成立之日起ꎬ 就自觉在实践中加

强巡视工作ꎬ 不断推动巡视制度创新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治

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ꎬ 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ꎬ 深入推进政治巡视理论创

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ꎬ 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有效路径ꎮ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李成言从党史上回顾了巡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ꎮ 他认为ꎬ

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政治巡视的探索和实践ꎮ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ꎬ 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

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ꎬ 开始创立巡视工作方式ꎮ １９２５ 年中央扩大会议通过

«组织问题决议案»ꎬ 决定 “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ꎬ 标志着巡视工作的开端ꎮ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ꎬ 恢复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对巡视作出重大部署ꎬ 强调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ꎬ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ꎬ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地位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任务ꎮ
巡视制度是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屠凯从党章

第 １４ 条的独特地位和重要意义分析入手ꎬ 认为巡视制度在党内法规上有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ꎬ 分别

以监督执纪制度、 党内条例一节、 党章一款、 专门党内条例等形态存在过ꎮ 党在改革开放以后实施

的巡视制度ꎬ 在党内法规上最初是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执纪制度出现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将巡视工作主体由纪委改为党委ꎮ 巡视制度在党的十七大通过的

党章的形态是第 １３ 条第 ４ 款ꎮ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为巡视制度提供了专门的党内法规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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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将巡视制度用单独一条规定ꎬ 即第 １４ 条ꎬ 巡视制度在党章和党内法规体系中

的位置被确立下来ꎮ
巡视是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优秀政治文明基因的制度安排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卜宪群认为ꎬ 巡视制度是一定社会形态、 一定政治体制下的产物ꎮ 虽然 “政
治巡视” 这个概念提出不久ꎬ 但实际上政治巡视的内涵自古就有ꎬ 是巡视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先秦时

期有所谓 “天子巡狩”ꎬ 巡的不是诸侯国内部具体事务ꎬ 而是巡视诸侯王是否遵守礼乐制度ꎬ 是否

维护周天子的权威ꎮ 秦汉以后ꎬ 巡视内容虽然复杂ꎬ 但不难看出其本质ꎬ 那就是地方政府主要官员

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令ꎬ 维护中央权威ꎮ
２. 新时代政治巡视的内涵、 特点、 成效和经验

新时代巡视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

党内监督领域的重要体现ꎮ 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ꎬ 是 “党之利器” 和 “国之重器”ꎮ
政治巡视是独特的政治创造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认为ꎬ 政治巡视集中地反

映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ꎬ 反映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内在结构特征以及权力运行特征ꎮ 政治巡视还是动

态的政治实践ꎬ 是先进思想理论指导下党的建设实践探索的产物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实

践结晶ꎬ 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独特而有效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形式ꎮ
巡视监督具有极高的权威性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田坤认为ꎬ 巡视监督

的权威性来自中央的高度重视、 党章的赋权、 独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鲜明的问题导向、 完备

的党内法规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ꎮ
政治巡视具有鲜明特点ꎮ 李成言总结了新时代政治巡视的特点: 一是巡视制度的执行力得到强

化ꎬ 巡视工作日益规范化、 体系化ꎻ 二是巡视制度本身在实践中得到细化ꎻ 三是巡视制度的法治性

更加突出ꎮ 作为一种党内监督制度ꎬ 政治巡视是我国宝贵的政治传统ꎬ 也是重要的监督方式创新ꎮ
巡视监督可以将不同监督资源整合起来ꎬ 形成监督合力ꎮ

巡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教授蔡

志强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研究员刘诗林认为ꎬ 巡视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监督原

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有机结合的监督制度ꎬ 是党百年监督实践的科学形态和制度安排ꎮ 巡视

体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权威ꎬ 同时也是一种传导人民群众意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渠

道ꎬ 是有效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ꎮ
巡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ꎮ 陕西省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卫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巡

视取得显著成效ꎮ 集中体现在: 确立了巡视工作方针ꎬ 提出了政治巡视理论ꎬ 构建起全国 “一盘

棋” 的巡视工作战略格局ꎮ 坚持发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并重ꎬ 巡视利剑作用进一步彰显ꎮ 巡视制

度机制逐步完善ꎬ 巡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更加明确ꎮ
巡视是行之有效的制度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王炳权认为ꎬ 巡视是党

组织一种自觉的良性负反馈机制ꎬ 通过巡视将问题发现于萌芽状态ꎬ 解决于萌芽状态ꎮ 巡视是科层

治理中跨越层级解决 “信息黑洞” 的有效方式ꎬ 起到了信息沟通作用ꎮ 巡视是同体监督大框架下自

上而下的异体监督ꎬ 较好地解决了同体同级监督可能失效问题ꎮ 巡视有利于保持健康的政治沟通机

制ꎮ 依规依法是巡视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关键ꎮ
新时代巡视监督积累了宝贵经验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戴立兴总结为: 明

确巡视监督定位ꎬ 突出巡视监督重点ꎬ 使巡视回归监督本质ꎻ 强化政治巡视ꎬ 以人民为中心ꎬ 使巡

视监督政治属性更加突出ꎻ 创新巡视方法ꎬ 完善巡视制度ꎬ 为巡视监督发挥作用提供重要保证ꎻ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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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巡视效能ꎬ 运用巡视成果ꎬ 积极发挥巡视监督效用ꎮ 山西省委巡视办主任何青的体会是ꎬ 必须聚

焦 “两个维护” 深化政治巡视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ꎬ 必须坚决贯彻 “三不” 一体推进

战略方针ꎬ 必须坚持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ꎮ
３. 坚持党对巡视工作的领导ꎬ 推进巡视高质量发展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ꎬ 是巡视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ꎬ 也是

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最根本保障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丹

认为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ꎬ 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ꎮ 只有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才能真正做好巡视工

作ꎬ 推进巡视理论创新ꎮ
坚守政治巡视 “初心” 和 “使命”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洪源认为ꎬ 人民立

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ꎬ 一切为了人民ꎬ 就是政治巡视的 “初心”ꎮ 从 “使命” 上来说ꎬ
政治巡视围绕我们党强调的政治原则、 方向和路线进行ꎬ 目的在于保持党的高度统一和团结、 实现

党的任务ꎮ 要坚守政治巡视的 “初心” 和 “使命”ꎬ 推进巡视理论和实践发展ꎮ
推进巡视制度改革创新ꎮ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教授马怀德提出ꎬ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为巡视制度建设奠定了党内法规基础ꎮ 党的十九大以来ꎬ 随着形势发展ꎬ 巡视工作积累了新经验ꎬ
有必要创新巡视制度ꎬ 修改完善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ꎬ 进一步明确巡视指导思想、 机构定

位、 巡视对象、 巡视方式、 巡视责任等ꎮ
坚持政治巡视的哲学方法论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研究员杨发庭认为ꎬ 政治巡视坚持

实事求是、 把握规律ꎬ 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ꎻ 坚持系统推进、 上下联动ꎬ
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系统集成的统一ꎻ 坚持贯通融合、 精准聚焦ꎬ 体现了政治监督本质和 “两个维

护” 根本任务的统一ꎻ 坚持人民立场、 为民情怀ꎬ 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ꎮ
４. 坚持原创性主体性ꎬ 构建中国特色巡视理论体系

巡视制度植根中国沃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ꎬ 是中华民族为人类作

出的重大贡献ꎮ
着力构建巡视理论体系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研究员金民卿认为ꎬ 要按照

党的理论创新经验和规律ꎬ 做好党的巡视实践总结和提升工作ꎮ 理论工作者要善于同各级巡视机构

和人员合作ꎬ 总结好的做法经验ꎻ 着力构建完整的巡视理论体系ꎬ 对巡视的理论基础、 性质、 主体、
对象、 特征、 界限、 目标任务、 制度建设、 效能评估、 巡视机构职能定位等进行深入研究ꎮ

把问题作为研究巡视的逻辑起点ꎮ 天津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郝文升提出ꎬ 只有

把 “问题” 作为研究巡视监督的逻辑起点ꎬ 真正掌握问题的内涵ꎬ 才能发现真问题、 真发现问题ꎬ
才能真正推动解决问题ꎬ 从而不断深化对政治巡视的规律性认识ꎮ

切实加强巡视理论研究工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晓霞提出ꎬ 要坚持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ꎬ 不断深化巡视规律性认识ꎬ 创新新时代巡视理论ꎮ 要围绕巡视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ꎬ 运用多学科视角开展研究ꎬ 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ꎬ 为党中央决策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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