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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理念、思路和举措，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取

得重大成效。为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学习、理解、掌

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习

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本刊

选发的习近平关于巡视工作的一组重要论述，是这本论述摘

编的一部分。这些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巡

视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要求，强调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突出重点，

创新形式，当好中央的“侦察兵”和“千里眼”，找出“老

虎”、“苍蝇”，一查到底，分类处理，发挥巡视震慑作用和

遏制作用，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

重要形式。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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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工作没有重点就抓不出成绩。巡视工作要明确职责定位，

巡视内容不要太宽泛，要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

个中心进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

的领导。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直接派的，要当好“钦差大臣”，

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要增强对党负责的政治意识、

发现问题的责任意识、敢于提出问题的党性意识，切实加强

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无论

是谁，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之内。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

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

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

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

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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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

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真正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

势头。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要抓好工作创新，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展，

推动巡视内容、方式方法、制度建设等方面与时俱进，完善

工作机制，增强巡视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不断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明

政治纪律、廉政纪律、保密纪律，提高履职能力。巡视组组

长作为“钦差大臣”，也不是“铁帽子”，建立组长库的办法

很好，组长库人选有刚离开工作岗位的，也有现职的，一次

一授权，谁参加巡视不固定，巡视什么地区和单位也不固定，

这次到省（区、市）巡视，下次到企业金融单位巡视，这个

办法还可以继续探索，也要完善回避制度。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

（201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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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实运用好巡视成果。更好发挥巡视在党内监督中的

重要作用，就是要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巡视监督具有催化

剂作用、强化作用。对制度框架是否有效运转、对一把手是

否认真履责、对纪检机构是否有效工作，都能起到点睛作用。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二〇一三年上半

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2013 年 9

月 26 日） 

中央巡视组要抓紧反馈巡视意见，把解决问题的担子压

给被巡视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明确责任，限期整改，

加强督察督办，推动解决问题，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巩固巡视成果。被巡视地区部门单位党委（党组）要

高度重视巡视反馈的意见，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

巡视组移交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要分类处置，严厉查处违纪

违法行为；对“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要结合教育实践活

动认真整改。因巡视成果运用不到位又发生重大问题的，必

须严肃追究责任，确保巡视成果落到实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二〇一三年上半

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2013 年 9

月 26 日） 

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凡是违纪违法的都要严肃查处。

不要怕问题多，问题多的单位可以把握节奏。要一网打尽，

有多少就处理多少。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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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不能大事拖小，小事

拖了，对腐败问题要零容忍。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

都要问责，都要处理，我看天塌不下来。只有严肃查处腐败，

刮骨疗毒，才能使我们的党更加强大、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该查处的就查处，该免职的就免职。发

现问题要及时跟进，有问题、有漏洞就要堵塞，要在履行领

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抓几个典型。不能底下案件

成串，他还当着太平官，好官我自为之，有问题不报告、不

反映、也不惊动，这不行。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二〇一三年上半

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2013 年 9

月 26 日） 

巡视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也进行了抽查核实。

以前报告了，核查不够；核查了，处理不够，发现问题也不

纠正。对这个事情要有紧迫感，群众对此有期望、有要求，

不抓紧研究，就与群众要求不适应。从这次抽查情况看，多

数填报不完整，那填报还有什么用？出台的制度要可行，抽

查要有一定比例，查出的问题要纠正，必须有个严肃的说法。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关于二〇一三年上半

年中央巡视组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2013 年 9

月 26 日） 

要发挥巡视震慑作用。唐代御史韦思谦早就讲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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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

对发现的问题，包括党风廉政问题、“四风”问题、干部问

题，要把握节奏，分清轻重缓急，但都要纠正处置，件件都

要有着落。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月 23日） 

要发挥巡视遏制作用。凡是涉及腐败问题的，决不姑息，

一查到底！要分类处理，涉及一般性问题的，要通过反馈、

谈话、教育、警示、诫勉，咬咬耳朵，扯扯袖子，抓早抓小。

对一些反映不实的，给予澄清、解脱，要保护干部。纪委要

强化监督责任，对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

领域的腐败问题，要集中惩治，坚决遏制这些领域腐败现象

蔓延势头。选人用人不当是贪腐源头之一，选错一人，为害

一方。必须严明组织纪律，严肃查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月 23日） 

要进一步拓展巡视监督内容。结合今年党风廉政建设的

新要求，加强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情况和组织纪律执

行情况的检查监督，促进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担当。第

一次巡视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要找省委书记说

事，加强对省委书记的问责。要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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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月 23日） 

要创新巡视形式。开展专项巡视试点的建议，是可行的，

要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增强巡视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落实全

覆盖要求，形成更大震慑力。要以问题为导向，派出“侦察

兵”，哪里反映声音大、问题多，就派到哪里去侦察，就像

公安系统的 110、路面巡警制度，要在创新机制上下功夫。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月 23日） 

要加强组织领导。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层层

传导压力。各省区市巡视工作要落实中央要求，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对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二〇一三年下半年中央

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1月 23日） 

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不是权宜之计，

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现在的巡视有点“八府巡按”

的意思了，群众说“包老爷来了”，有“青天”之感，有问

题的干部害怕了。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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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6日） 

分类处置，做到件件有着落。对巡视发现的领导干部的

问题线索，中央纪委要抓紧研究，分类处理，该查处的坚决

查处。没有限额，不设指标。对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中央

组织部要查找原因、提出措施，匡正用人风气。对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存在的问题，要报给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负责同

志，使他们了解分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向被巡视地区、单位

反馈时，要直指问题，一五一十把问题抖搂出来，根本不要

搞任何遮掩，责成其认真整改。这样巡视才能有权威、有威

力，才能有这么多举报信息。如果我们对群众举报没有回应，

没有按从严治党的要求去做，群众的期待就会挫伤。不能看

人看地方下“菜碟”，对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能投鼠

忌器，要全部扫描。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6 月 26日） 

突出重点，增强震慑力。对巡视发现的问题，要抓住重

点。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员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

手，为所欲为、自鸣得意的，还有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进一

步提拔重用的年轻干部等干部问题线索，要重点查处。同时，

要坚决防止带病提拔，纪委、组织部对有的问题未查完，疑

虑很大的干部，不要贸然提拔。选好人、用对人是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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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刷新吏治。顶风作案的，

要严肃查处，从重处理，决不姑息。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

年 6 月 26日） 

要加强“回头看”。巡视过的三十一个省区市，不是一

巡视了就完事，要出其不意，杀个“回马枪”，让心存侥幸

的感到震慑常在。通过“回头看”，一方面切实督促落实整

改责任；另一方面对新的问题线索深入了解，可以形成更大

威慑力。要带着问题去，盯着线索查，使有问题的人无处藏

身。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月 16 日） 

巩固和深化专项巡视。中央巡视工作在深入推进常规巡

视的基础上，开展了两轮专项巡视试点，效果很好。现在对

全国面上的常规巡视已完成一遍，下一阶段的重点要转向专

项巡视，更加机动灵活，根据动静随时就去，让人摸不着规

律。把握专项特点，抓住专项重点。可以针对某个省区市、

部门或单位的突出问题，也可以针对某个干部的突出问题下

去巡视。要与各有关方面加强协作，掌握问题线索，定点清

除、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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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月 16 日） 

深入推进省区市巡视工作。党章规定中央和省区市两级

开展巡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率先改进巡视工作，发挥

了示范作用，下一步要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落实责任，发挥省级巡视的基础作用。抓早

抓小，基础在下面，要上下联动，把问题化解在地市和县一

级，有效防止“带病提拔”。省区市党委必须坚决贯彻中央

巡视方针，深化聚焦转型，做到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

全国一盘棋，上下联动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现在还有一

个现象，干部异地提拔，把自己的乡亲、亲属、利益链都带

过去，所以反腐要全国联动、全国一盘棋。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月 16 日） 

抓紧修订巡视工作条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两

个决定是姊妹篇。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制度建设、法治建设，

把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依法执政，既包括党依据国家

法律治国理政，也包括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巡视条例是

党内法规重要组成部分，要及时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

作经验，把聚焦中心、坚持“四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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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创新组织制度和工作方式、善用巡视成果等写入条例，

不断完善巡视制度，更好依纪依法巡视。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2014 年 10月 16 日）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