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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法草案主要內容
草案分為9章，包括總則、監察機關及
其職責、監察範圍和管轄、監察權限、
監察程序、反腐敗國際合作、對監察機
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法律責任和附
則，共69條。

1. 監察工作的原則：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
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
干涉。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
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
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國家監
察工作嚴格遵照憲法和法律，以事實為
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在適用法律上一
律平等，權責對等，從嚴監督；懲戒與
教育相結合，寬嚴相濟。

2. 監察委的產生：

國家監察委員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
生，負責全國監察工作；國家監察委員
會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
組成，主任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副主任、委員由國家監察委主任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主
任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
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3. 監察委的職責：

一是對公職人員開展廉政教育，對其依
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從業以及
道德操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二是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
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
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
罪進行調查。

三是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法作出政務處
分決定；對履行職責不力、失職失責的
領導人員進行問責；對涉嫌職務犯罪
的，將調查結果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
查、提起公訴；向監察對象所在單位提
出監察建議。

4. 監察程序：

對訊問和重要取證工作全程錄音錄像，
嚴格涉案財物處理。採取留置時間不得
超過三個月，特殊情況下經上一級監察
機關批准可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得超
過三個月；監察機關發現採取留置措施
不當的，應當及時解除。除有礙調查
的，應當在24小時以內，通知被留置人
員所在單位和家屬。

5. 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

接受人大監督；強化自我監督；明確監
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
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機制；明確監
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根據監察法草案整理

監察法草案起草過程
■ 2016年 10月，十八屆六中全會

後，中紀委會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工委組成國家監察立法工作專班，
經反覆修改完善，形成監察法草
案。

■ 2017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
議，審議並原則同意全國人大常委
會黨組關於監察法草案幾個主要問
題的請示。同月下旬，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草案進行初次審議。

11月，監察法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全
文公開，為期一個月徵求社會公眾
意見。

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審議監
察法草案。

■ 2018年1月-2月，監察法草案根
據憲法修改精神作出進一步修改，
並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及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議作
出修改。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指示，對草案進一步完善。最終形
成提請此次大會審議的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

會報道）國家監察法草案昨日正式

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審

議。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李建國對草案進行說明時表示，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

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加強黨對反

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構建集

中統一、權威高效的中國特色國家

監察制度，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

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監察法是

改革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環節，對以

法治思維和方式開展反腐工作，意

義重大，影響深遠。

同一天聽取審議監
察法草案和國務院機
構改革方案草案，是

昨日全國人大議程的平行安排，似乎暗
合了權力機構配置的二元命題：民眾福
祉的高效產出；尋租風險的有效約束。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之所以稱
為改革開放以來魄力最大，係因其跳出
了以往行政封閉體系內機構數量「精
簡—膨脹」、行政權力「下放—上收」
的循環怪圈，全新地內嵌於黨和國家機
構改革大佈局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下，進一步理順

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在高
效履行政府職能方面做大文章，以順應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特別是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
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促進全社會受益
機會和權利均等。

繼承過去五年反腐遺產
同時提交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家監察法

草案提出，賦予監察委員會必要的權
限，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
監察全覆蓋，同時加強對監察機關和監
察人員的監督。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設

立，旨在將一切公權力關進籠子。國家
權力配置的這一制度變革，繼承了過去
五年的反腐遺產，在防範權力尋租和利
益俘獲方面積累了經驗，料對今後中國
政治生態的持續淨化和經濟社會的長治
久安產生深遠影響。
著名的「諾斯悖論」警示世人：一方

面，政府作為全社會成員的代理人，要
維護有效產權制度，實現產出最大化，
增進社會福利；另一方面，政府可能被
利益集團的尋租傾向俘獲，難以突破無
效的產權制度，背離公共利益。正如新
制度經濟學創始人道格拉斯．諾斯本人

所言：「沒有國家，辦不成事，有了國
家，又有很多麻煩。」

歷史經驗表明，制度變遷能否有效破解
「諾斯悖論」，關係着經濟的枯榮和國家
興衰。站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
起點，在形塑權力配置和約束制度時，中
國同樣面臨着「諾斯悖論」的考驗。
高效配置行政權力，增加全體民眾的福

祉，全方位約束權力，防止權力變成侵害
公共利益的利維坦，今天呈現在兩會上的
制度設計展示了好的開端，當然，要經得
起時間的檢驗，需要認真落實和不斷完
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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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對公職監察全覆蓋

形塑權力配置 破解「諾斯悖論」

人大代表：
「打虎」「拍蠅」更具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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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國向十三屆全李建國向十三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國人大一次會議作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監
察法草案的說明察法草案的說明。。

中新社中新社

■■代表昨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表決代表昨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表決。。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
道）李建國介紹說，按照深化國家監察
體制改革關於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
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的要求，監察法草
案規定，監察機關對下列公職人員和有
關人員進行監察：

六類人群將受監察
一是中國共產黨機關、人民代表大會
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人民政府、監察

委員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民
主黨派機關和工商業聯合會機關的公務
員，以及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
法》管理的人員；
二是法律、法規授權或受國家機關依

法委託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中從事公務
的人員；
三是國有企業管理人員；
四是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

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
五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

的人員；
六是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

四種情形可留置
在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時，監察

機關可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
凍結、搜查、調取、查封、扣押、勘驗
檢查、鑑定等措施。被調查人涉嫌貪污

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職務
犯罪，監察機關已掌握其部分違法犯罪
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
調查，並有涉及案情重大、複雜，可能
逃跑、自殺，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隱
匿、毀滅證據等情形之一的，經監察機
關依法審批，可將其留置在特定場所。
監察機關需要採取技術調查、通緝、限
制出境措施的，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
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

依典反腐 明確監察委權限
李建國說明監察法草案 強調整合反腐資源

李建國表示，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是中
國共產黨鮮明的政治立場，是黨心民心

所向，必須始終堅持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推
進。當前，中國反腐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
雜，監察體制機制存在着明顯不適應問題。
在監察體制改革之前，黨內監督已實現全覆
蓋，但沒有做到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
員全覆蓋。反腐敗力量分散，黨紀、行政監
察、檢察等機關的反腐職能既分別行使，又
交叉重疊。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既行使
偵察權，又行使批捕、起訴等權力，缺乏有
效監督機制。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組建黨統一領
導的反腐敗工作機構即監察委員會，就是將
行政監察部門、預防腐敗機構和檢察機關查
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
部門的工作力量整合起來，把反腐敗資源集
中起來，把執紀和執法貫通起來，攥指成
拳，形成合力。」李建國說。

立法賦監察委權限措施
李建國指出，十八大以來，不敢腐的目標
初步實現，不能腐的籠子越紥越牢，不想腐
的堤壩正在構築。經過一年多的試點，監察
體制改革已在全國有序推開，省、市、縣三
級監察委員會目前已全部組建成立。通過國
家立法賦予監察委必要的權限和措施，將行
政監察法已有規定和實踐中正在使用、行之

有效的措施確定下來，明確監察機關可採取
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
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鑑定、留置等
措施開展調查，尤其是用留置取代「兩規
（規定時間、規定地點）」措施，並規定嚴
格的程序，有利於解決長期困擾的法治難
題，彰顯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自信。
李建國強調，制定監察法是貫徹中央關於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決策部署的重大舉
措；是堅持和加強黨對反腐工作的領導，構
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的必
然要求；是總結十八大以來反腐實踐經驗，
為新形勢下反腐鬥爭提供堅強法治保障的現
實需要；是堅持黨內監督與國家監察有機統
一，堅持走中國特色監察道路的創制之舉；
是加強憲法實踐，豐富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的戰略舉措。

主任一職將於18日選舉產生
依照大會日程，全國人大會議將對監察法

草案進行為期約一周的審議，於大會閉幕會
上對這部法律進行表決。備受關注的國家監
察委員會主任一職，將在18日舉行的全體會
議上選舉產生。據了解，監察法通過後，相
關法律如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也將進行相應
修改，以做好銜接。監察法實施當日，原行
政監察法將同時廢止。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
四次全體會議四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監察法草案的說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監察法草案的說
明明、、國務院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國務院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江
鑫嫻兩會報道）「在我看來，監
察法草案最大的亮點在於實現了
公權力的全覆蓋，監察機關按照
管理權限，對六大類公職人員進
行監察，界限明確，讓反腐敗
『打虎』、『拍蠅』有了權威而
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據。」全
國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聯副主
席樊芸表示，特別是對公辦的科
教文衛體的管理人員進行監察，
這對實現教育公平、醫療公平能
起到很大的作用。
「過去，黨委管違紀的黨員，
行政監察部門管行政機關違紀的
公職人員，檢察院偵辦公職人員
的職務犯罪行為。但在實際操作
上，仍有類似非黨員又非國家工
作人員履行公職行為時的違紀行

為發生，隨着國家監察委員會的
成立，監察法草案的通過，這些
法律的空白地帶將被填補。」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法

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原主任孫憲
忠會後表示，依法治國必須要有
好的法律，要科學立法、民主立
法。制定監察法，有利於促進對
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督全覆
蓋，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孫憲忠指出，憲法修正案草案
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等，是
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制度
安排，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行穩致
遠提供堅實保障。而監察法的制
定，它所建立的規則，關乎方方面
面，實現黨內監督與國家監察有機
統一，接下來重點是要實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