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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 中国在监督中前行
刘少华 夏子傑 雷龚鸣

监督，是一个现代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常态。如何有效
监督，一直是各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人类制度探
索的“中国方案”里，有效监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监督形式和措施上，始终不断创

新。既有引起广泛关注的巡视制度，也有类型多样的督查。

这些直接由党中央、国务院派出的监督队伍，以独特
的方式确保着改革发展行进在正确道路上。而中国，也在
监督中不断前行。

我们观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运行时，都会将官
方语言拿来细细分析。在特定话语机制中生产出来的
语言，通常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不用多说，我们之所
以对语言着迷，是因为其能透露出政治意图。

这是观察中国政治运行的一个很好的维度。
我们最早感受到这样的冲击，是在中央巡视组向

被巡视单位反馈意见时。早已习惯了官方语言相对平
和的舆论场，一下子被巡视组鲜活、犀利的用语吸引
了。也许吸引还不够准确，现在流行的“燃爆了”更
为准确些。

如今伴随着第十轮巡视的有序开展，我们当然已
经开始习惯巡视组这样的用词方式。但是不容忘记的

是，当这样严厉的说法，在党和政府内部监督中公开
出现时，海内外舆论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时
代。

这样的用词方式显然影响深远。笔者长期关注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现用词严厉早已成为这个官方
网站的鲜明特点。指名道姓的通报，针对具体话题的

表态，都呈现出一种不绕弯子的方式。
毋庸讳言，用词的严厉，直接对应的是民意。正

是因为群众对相关工作的不满意，才为我们的巡视、
督查等工作带来了诸多动力。如果我们无视这样的需
求，还以打马虎眼的方式敷衍了事，以沉闷的公文应
对群众期待，才是真正的“不讲政治”。

可以说，巡视所带来的用词变化并非个案，而是
一种风气的变化。这才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中央环保督
察组的反馈意见中，听到似曾相识的“严厉”。这也
是为什么，在许多灾害处理现场，我们也听到越来越
多非常严厉的用语。

语言不是孤立的，随之而来的是行动。这几年，
我们见证了巡视制度的日渐成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
为巡视的结果给人们带来了信心，促进了正向激励。
反之，如果只是空喊，损耗的是改革的锐气与人民的
期望。在任何时代，信心都很重要，而在用词严厉的
改革、发展表态之后，这样的信心尤其重要。

而唯有行动，才是我们真正在乎的。

巡视用词背后的逻辑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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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有回音

推动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是十八大
以来，中国制度落实的鲜明特点。

对接受巡视、督查等的各部门而言，这意
味着要明确责任，立行立改，确保事事有回
复、件件有回音。

2015年的国务院大督查过后，各地交出的
“成绩单”很能说明问题。

在国土资源方面，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
处置闲置土地 85.4 万亩，占闲置土地总量的
81.3%，处置比例比大督查时提高了58.3个百分
点。大督查时处置闲置土地进度较慢的 9 个省

（区、市），闲置土地平均处置比例也从25.2%提
高到93.5%。

在财政审议方面，2015 年 9 月，跟踪审计
发现的 5 个市县闲置 5.75 万套保障房问题，可
在 2016 年上半年达到分配入住条件。2015 年 1
月—12 月全国提取住房公积金 10989 亿元，同
比增长44.6%；结余资金由2014年底的1.1万亿
元，下降至7456亿元。

对巡视与督查结果的重视，也体现在形式
上。例如，在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意见时，河
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及各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都参加，省委书记作表态发言。这在
观察人士看来，代表着被督查单位对问题的重
视，也意味着接下来解决方案的提出顺理成章。

而在各地，针对如何完成督查中发现的任
务，也出了不少实招。

在广东茂名，该市市委、市政府今年的165
项重要事项和 168 个重点督查项目的推动多了
一个强势动力：舆论监督。今年 3月 16日，茂
名市委、市政府发布文件鼓励加强舆论监督，
倒逼决策部署落实。不到两个月时间，近百篇
报道聚焦该市项目落地、路网建设、生态文
明、社会治安等30多项重要工作。

在浙江省浦江县，各支部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和责任人，问题逐一落实整改，不遗漏，
不逾期。短短30天时间，浦江县1200个党支部
第一稿问题清单已全部上交，自查问题包括机
关在职党员是否做到文明停车、文明养狗，农
村党员是否做到联系农户、带头示范等。

事实上，正在进行中的环保督查，也有不
少措施不断出炉。例如，截至8月2日，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已对环境信访举报事项办理情况进
行了11次通报。

奖惩分明

“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还‘免督查’。”2016年
新年伊始，河南省漯河市收到了国务院发来的“大
礼包”。作为在2015年大督查中被表扬的地区，漯河
市用自己的实际成效赢得了看得见的实惠。

在国务院常务会的表扬名单中，一共包含 50个
地区，其中4个省市去年在推进棚户区改造、重大项
目建设、盘活资金存量和闲置土地上做得不错；20
个地市和 20 个县区在落实重点政策成效比较明显；
此外还有6个省级政府部门在被督查发现问题后的落
实整改比较到位。

能通过大督查的地方，迎来的将是发展的福利。
首先，被表扬的地区在 2016 年将实行免督查，

“信任也是一种奖励”；其次是放权，这些地区的企
业在申请发行企业债时的审批环节会减少，提高发
债效率；第三是给钱，国家将对这些地区的重点项
目给予额外的资金支持，督察组收回的沉淀资金也
要全部奖励给这些区域；最后一条同样优惠，这 50
个地区可以相应地增加建设用地的计划指标。

“督查要建立奖惩并举机制，结合‘干部能上能
下’制度，要让多干事、能干事、愿干事的干部

‘上’来，激发各地竞相推动科学发展。”李克强在
今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去年以来，国务院持续通过督查推动重大决策
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既对各项工作中的问题进行
问责，也通过奖励刺激，充分肯定了各地、各部门
主动积极开展工作取得的成效，也严令整改政策实
施中的落地难、不作为等问题。

此外，对于在开展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好经验、
好做法，也积极表扬并进行推介。

例如，山西省晋中市实行“一项一表、一项一
策”精细管理，以 86 个示范性和引领性项目建设，
带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投资平稳增长；吉林省辽
源市设立东北袜业大学生创业园，大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截至2015年底共吸引2000多名大学
生创业就业，直接间接带动1万余人就业；河南省长
葛市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企业电子商务应用
率达到70%，从业人员突破2万人。在2015年国务院
大督查情况通报中，都对这些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
定和表扬。

问责到人

近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进驻黑龙
江省开展工作，至此，8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
完成督察进驻，分别对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
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8个省 （自治区） 开
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据悉，从 7 月 12 日本轮环保督查开始，中央督
察组进驻的 20多天里，问责之风已然席卷各省。各
省都有多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所查出的违法企业
以及问责的责任人均以数百计。

例如，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江苏组已分8批向江苏
省交办522件环境信访问题。目前江苏省已办结219
件，对 110 家企业责令整改，关停取缔违法企业 46
家，立案处罚162家，行政约谈65起，问责27人。

而8省 （自治区） 已对相关单位分别采取了责令
立即改正、限期整改/停产整改、立案处罚、查封扣
押、取缔关停、立案侦查、约谈、问责等措施。

事实上，追责到人，早已成为中国监督的常
态。在历次国务院督查中，最终很多问题，都具体
到了相关责任人身上。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督查不要怕得罪人！
督察组下去要担负这个责任，该办就办！”在2015年
5 月 13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就针对开展重点督查问责，明确表达过要问责到人。

针对督查和跟踪审计发现的庸政懒政怠政和不
作为问题，在 2015 年开展的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
中，涉及财政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重点项目建设
拖期、保障房闲置、民生项目资金大量结存、重大
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不力等一批突出问题的责任人受
到严肃处理。据统计，大督查结束后，有将近 1500
名干部被问责。

观察人士认为，这些对于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
攻坚克难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大查处力度，不折不
扣抓落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本报，

“通过加强执纪问责，对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乱纪问
题追责到事，落实到人，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才能确保改革落地见效，推动改革深入发展。”

约谈也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据统计，在
2015年国务院大督查情况通报中，国务院责成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安全监管总
局、扶贫办等 5 个部门，对 2015 年相关工作存在突
出问题的7个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和6个地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开展督查约谈。

直指真问题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6 年第一批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于 7 月全面启动，截至 7 月 19
日，8 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全部完成督察进
驻。

根据 《2016 年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驻
一览表》，各地环保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左右，
被督查地方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江苏
省等8个省 （区、市）。

根据环保部 7 月 19 日发布的 《2016 年第一批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 文件，环境问
题、环境恶化趋势、环保不作为、乱作为、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都成为督察的“重点”，直指环
保“真问题”。

而在此前，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已于5月3日
向河北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这是这项制度建
立以来的首次。

“环境保护工作压力传导不到位”；“违法违规
上马项目问题突出”；“部分重点工作推进不严不
实”；“部分区域环境质量急剧恶化”……人们很
容易从措辞严厉的环境督察中，联想到巡视。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在中央巡视组通报中，
用词通常极为严厉。“以权谋私”、“黑洞”、“关联
交易”、“权力寻租”、“买官卖官”、“搞团团伙
伙”等说法，早已成为常见词。而针对具体问题
的说法，如“评奖中存在暗箱操作”、“谎报”、

“放任管理”、“靠船吃船”、“虚构业务往来”、“退
而不休”等说法，也在舆论场引起很大反响。

用语针对性强，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监督的
常态。而在这背后，是瞄准真问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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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听取
2014 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提出的要
求。

巡视制度的有效探索，最终形成了 2015 年 8
月3日起施行的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
已有的先进经验制度化、固化。

而在制度成型后，巡视工作的开展更是进入
了常态化阶段。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工作于6月
22日正式启动。截至7月6日，第十轮巡视已全部
进驻完毕。

据悉，此次中央第十轮巡视将对包括全国人
大机关党组在内的 32 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
视，同时还将对天津、江西、湖北、河南等4省市
进行“回头看”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