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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
中央深刻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实践
经验，着眼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专门
制定这部《条例》，这是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之举，是强化

“两个维护”制度保障的标志性成果，
对于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从制度上保证全
党在重大问题上统一行动，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二大首
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党的三
大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组织法》，党的五大后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将中央执
行委员会改称中央委员会。之后我们
党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在多次修改党
章和制定一系列重要法规文件中，不
断健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制度。历史表明，保证党的团结和集
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
关重要。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才

不断向前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

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
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组织党
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全国迅
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
的战略布局，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
成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
在世界前列。烈火见真金。通过这场

抗疫斗争，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越
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发挥党中
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定海神针作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在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
大事。我们坚信，只要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
艰难险阻，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新局面。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
度优势。《条例》紧紧围绕保障“两个维
护”谋篇布局、建章立制，贯彻落实好

《条例》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
护”。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贯彻落实《条例》
的政治自觉，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我们的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充分彰显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

通知指出，制定出台《条例》，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事关党
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定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最关键的是强化“两个维
护”制度保障。《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刻总结长期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
理政、管党治党的实践经验，着眼加强
中央委员会工作，对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
策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
保证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集中统
一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知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及其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
和遵守《条例》，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地区
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贯彻
落实《条例》的政治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
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各地区各部门
在贯彻落实《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
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工作条例

（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批准

202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党的中央委员

会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
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
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三条 中央委员会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坚定
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团结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第四条 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
牢牢把握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方略。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求真务实。

（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
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实行正确有效集中，维护党
的团结统一。

（六）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永葆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二章 领导地位
第五条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党的组
织体系的大脑和中枢，在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把方向、谋大局、定
政策、促改革。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
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
出决定和解释。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的依据。

第六条 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全面领导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领域各方面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重大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第七条 各级人大、政府、政协、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
力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人民
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社会组织等，都必须自觉接受党中
央领导。

第八条 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
员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向党中央看
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三章 领导体制
第九条 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委员和候补委
员组成，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
会如提前或者延期举行，中央委员会
的任期相应地改变。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
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
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必须有五年以上的
党龄。人选应当集中各地区、各部门、
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
优秀代表，政治坚定、素质优良、分布
均衡、结构合理，能够担负起治党治国
治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历史重任。

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
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
递补。

第十条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委员中产生。

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
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
全体会议通过。

每届中央委员会产生的中央领导
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在下届全国代表
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党的经常工
作，直到下届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
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为止。

第十一条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
央军事委员会履行党和国家的最高军
事领导机关职责。中央军事委员会实
行主席负责制。

第十二条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履行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国家最
高监察机关）职责。

第十三条 党中央设立若干决策
议事协调机构，在党中央领导下，负责
相关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党中央设立若干工作机关，在党
中央领导下，主管或者办理中央相关

工作。
党中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等设立党组，对党中央负责，
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第四章 领导职权
第十四条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
大会的决议，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
讨论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代表大会的报
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全国代表
大会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并决定提请
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必要时决
定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全国
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

（二）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中央书记处成员，决
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
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增选、增补中
央领导机构成员，增补中央书记处成员、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三）听取和讨论中央政治局工作
报告。

（四）讨论和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五）讨论决定国家主席、副主席
推荐人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
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领导人员推荐人选。

（六）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委员；
决定或者追认给以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
者开除党籍的处分。

（七）讨论和决定党治国理政、管
党治党中其他重大问题和事项。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
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由中央政治局和它
的常务委员会行使。

第十五条 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
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决定，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
作，接受监督，行使以下职权：

（一）召集并主持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研究决定提请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审议的问题和事项。

（二）讨论和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和事项。

（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
间，决定给以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
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时予以追认；决定开除严重触犯刑律的
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党籍。

（四）按照有关规定推荐、提名、任
免干部；决定对有关党的领导干部的
处理处分事项。

（五）研究决定其他应当由中央政
治局决定的重大问题和事项。

第十六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贯彻执行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
会的决议、决定，组织实施中央政治局
制定的方针政策，行使以下职权：

（一）处理党中央日常工作。
（二）研究讨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并提出意
见，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

（三）研究决定党和国家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和事项。

（四）对重大突发性事件作出处置
决定和工作部署。

（五）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
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等的工作汇报。

（六）按照有关规定推荐、提名、任

免干部；决定对有关党的领导干部的
处理处分事项。

（七）研究决定其他应当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决定的重大问题和事项。

第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
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
的工作。

第十八条 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的指示安排开展工作。

第五章 领导方式
第十九条 党中央深刻把握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适应新时代
新要求，改进和完善领导方式，加强党
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十条 党中央举旗定向、掌
舵领航，指引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
向。加强政治引领，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思想引领，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加强风范引
领，以强大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凝聚
党心军心民心。

第二十一条 党中央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
进。统揽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党和国
家各方面事业。统揽各方力量，领导
各级各类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一体行动。统揽国家治理，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十二条 党中央以高度的责
任担当、强烈的忧患意识、无畏的革命
精神，领导全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六章 决策部署
第二十三条 党中央按照集体领

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
原则，对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问题作
出决策。根据需要，分别召开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

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
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加强分析论证，凝聚智慧共识，做到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第二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议题由中
央政治局在党内一定范围征询意见后
确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有半数
以上中央委员会委员到会方可召开。
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因故不能
参加会议的应当在会前请假，其意见
可以用书面形式表达。根据需要，可
以安排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讨论和决定事项的不同，采
用举手、无记名投票等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半数的为通
过。未到会委员的意见不计入票数。
候补委员不参加表决。

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给
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的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中
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可以先
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第二十五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
般定期召开，遇有重要情况可以随时
召开。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确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应当有半数以上

中央政治局委员到会方可召开。根据
需要，可以安排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问题时应
当经过充分讨论，涉及多个事项的应
当逐项进行讨论和决定。

第二十六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一般定期召开，遇有重要情
况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议题由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确定。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应当
有半数以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
员到会方可召开。根据需要，可以安
排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决
定问题时应当经过充分讨论，涉及多
个事项的应当逐项进行讨论和决定。

第二十七条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指示要求，中
央书记处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讨论有关
事项。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确定。

第二十八条 党中央根据需要召
开工作会议、专题会议等，分析形势，
部署工作。

第二十九条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指示要求，党
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召开会议，研
究决定、部署协调相关领域重大工
作。会议议题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确
定或者审定。

有关事项经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
机构会议审议后，根据需要提请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三十条 党中央就党和国家重
要方针政策、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
等进行协商，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
建议，通报重要情况，沟通思想、增进
共识。

第七章 自身建设
第三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必须将“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
治要求，带头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
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
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必须牢记自己是党的最高领导
机关的一员，坚持组织原则和党性原
则，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按程序
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
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当自觉
执行党章等党内法规，自觉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
现象作斗争，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中央政治局委员应当及时将工作
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向
党中央请示报告。在执行过程中需要
对党中央决策、决定和重大工作部署
作出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批准。

第三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应当带头发扬党内民主，认真
执行党章等党内法规确定的民主原则
和程序。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
活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参
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积极就
党和国家工作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

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外交部：

当今美国根本没有
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新华社北京 10月 12日电 （记者伍岳）针
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称世界各国都“坚定
地想要成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2日说，蓬佩奥的说法与其他多方的观
感并不一致，当今美国根本没有一个大国应有
的样子，已成为破坏国际秩序、威胁国际规则的
麻烦制造者。

“蓬佩奥的说法是他的意见，但不是事实，也
与其他多方的观感并不一致。”赵立坚在例行记者
会上说。

他说，《华盛顿邮报》刊文认为，蓬佩奥为实
现其政治野心不惜操纵美国外交政策，导致美
国外交遭受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损害。哈佛大
学、乔治敦大学、塔夫茨大学等美国高校近50
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学者发表联合声明，认
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近乎失败，在疫情、气候变
化、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方面都进退
失据，令美国陷入虚弱和孤立，引发不稳定、不
安全和人类痛苦。

赵立坚说，不仅美国国内这么看，包括美国伙
伴和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也普遍认为，当今美国
根本没有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美国打着“美国
优先”旗号，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退群”“毁
约”成瘾，动辄制裁、威胁。美国已经将自己置身
于国际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成为国际社会的孤
家寡人。

赵立坚说，上个月，第七十四届联大全会表决
以169票高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性决议，只
有美国和另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美国一意孤
行、倒行逆施，已成为破坏国际秩序、威胁国际规
则的麻烦制造者。试问，哪个国家甘愿与这样的
国家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呢？”

北京市疾控中心：

近期如无十分必要
建议不要前往青岛旅行及出差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吴文诩 关
桂峰）在1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表示，青岛市正在进行大规模核酸筛查，近期如无
十分必要，建议不要前往青岛旅行及出差。

庞星火说，近14天内有青岛旅行史的人员，
须做好自身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
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并主动
告知医生旅行史、接触史等情况，便于及时排查。
青岛来京就诊人员，在就诊时须主动告知医生居
住地情况及接触史，特别是有无青岛市胸科医院
就诊住院史。此外，9月27日以来去过青岛并乘
坐过车牌号为鲁U·T4923出租车的人员，请主动
联系所在社区或到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青岛10月12日电（记者张旭东 杨
文）记者12日晚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青岛市已完成过百万人的核酸检
测采样，已出检测结果31万余份，未发现有新的
阳性感染者。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说，截至10
月12日 17时 30分，青岛市已完成对密切接触
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1171
人，医务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和社区检测人
群 1037614 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共计采样
1038785份，已出检测结果312977份，除之前公
布的9例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外，其他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未发现有新的阳性感染者。

发布会介绍，青岛市将青岛市胸科医院所在
的楼山后社区定为中风险区域，其他区域风险等
级不变。

青岛市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青岛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华强说，本次疫情中的确诊
病例不是在社区中发现，而是在医院筛查中发现，
并且病例已立即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鉴于目
前社区传播的风险较小、尚未发现社区确诊病例，
按照科学精准的原则，将青岛市胸科医院所在的
楼山后社区定为中风险区域，对区域内的居民根
据暴露风险给予隔离或健康管理措施。青岛市的
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他说。

根据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方案，3天内实现
对主城区的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城阳等5区检
测全覆盖，5天内实现对全市检测全覆盖，检测结
果将及时发布。

青岛全员检测：

已完成过百万人
的核酸检测采样

10月12日，市民在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一检测点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