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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01HN0020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一层铺

面；2.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大道12号银海苑第三层房产；3.海口市海
甸五西路17号101和102号铺面；4.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
校门西边1号商铺；5.海口市琼山区文庄路琼山中学校门西边3号
商铺；6.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路民防小区6间商铺（18-2至18-4
一二层）；7.海口市龙华二横路9号海口市纪委宿舍501房；8.海口
市海秀路111号环立大厦708及 709房。以上项目第一年租金
17885元、119065元不等。

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
递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2月8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联系电话：0898-
66558038，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66558023，联系人：
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
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联系人：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21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社现面向社会招聘海南日报社记者、
编辑若干名。

一、招聘原则：（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
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热爱祖
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3.具有招聘岗
位所需的学历、专业、资格或其他条件；4.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
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类
刑事处罚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
理期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考
的情形。（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
新闻事业。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
事业心和责任感强；2.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中文、历史、
哲学、经济及法律等相关专业，有采编工作经验的专业不限；3.年龄
原则上要求35周岁以下（198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
年龄可适当放宽；4.具备新闻敏感度和洞察力，有较强的文字功底；
5.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适应能力强，学习能
力强；6.有新闻采编从业经历者优先；7.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

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1月20日至2月15

日止。（二）报名要求：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人才报名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名均按“岗位+姓名”的
格式命名，并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
2.招聘邮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
审查确定参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
不符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二）
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
查。（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录用
资格。（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
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
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
取消聘用。（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
放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
以上的人员中，按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小姐0898-66810854 宋先生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诚聘

受委托，定于2022年1月28日10:00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
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海南省定安县报废电力物
资一批，保证金为10.5万元，详细标的号、起拍价、拍卖保证金详见我
司官网www.hypmh.cn。竞买人报名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注册合法运作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具有有效期内
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
照）。（2）竞买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3）竞买人具有良好的
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
状态。（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参加同一标包竞拍。（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拍。（6）竞
买人在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无不良合作记录，且未被中国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和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暂停或终止竞拍资
格。（7）竞买人必须提供由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查
询所得到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得到的信用信息报告出具日距离竞
拍截止日期不得超过30个自然日。（8）竞买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在竞
拍截止之日前三年均无行贿犯罪记录。（9）竞买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应包括“废旧物资（或金属）回收”等内容。（10）竞买人必须持有行业
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废旧金
属收购业备案书》。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月25日12时前向我
司提交以上资料复印件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同时在
竞买须知上盖章确认。经审核符合资质的竞买人，必需于2022年1月
25日17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公账户汇出）汇至我司指定
账户，户名：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
行；账号：399000100100132115；注明用途：拍卖保证金，并于拍卖
日前 2天登录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注册并申请
参拍。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1月26、27日。

资料提交及我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14
楼K、L室。电话：020-83646189，13802767219邵生，18928760862
（平台注册咨询）。微信：gdhypmh，网址：www.hypmh.cn，公司邮
箱：gdhy204618@163.com。

2022年1月21日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3间商铺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ZX202201HN002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招租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以下商铺：

租赁期从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公告期：2022
年1月21日至2022年2月1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联系方式：0898-66558003 施女士、65237542 李女士、
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月21日

序
号

1

2

3

商铺名称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五
食堂南侧第4号商铺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五
食堂南侧第5号商铺
海南大学海甸校区五
食堂南侧第11号商铺

建筑面积
（m2）

15

15

30

经营
范围
自助

打印机
自助

打印机

药店

挂牌底价/
月租金（元）

2430

2430

4860

竞租保证金
（元）

20000

20000

30000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有意竞买者可于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2月
21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
产权交易）或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
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咨询和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1月24日至2022年2月21日17时00分
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
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土地产权交易）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2月21日17时00分（以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2月21日17时
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举行。地块挂牌时间为：乐东县
Ln2010-18-1号：2022年2月11日9 时至2022年2月23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双
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税费按规定缴交。

2、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的通

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有关规定，该宗地块属于物流仓储用地
项目，因此该宗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为250万元/亩，年度产值及年度税
收不设指标。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产业主管部门乐东黎族自
治县商务招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
担相关违约责任。

3、该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
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可以满
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

4、乐东县Ln2010-18-1号地块中仓储部分在开发建设时对装配
式建造方式不做要求，但其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面积超2
万平方米的配套办公楼等公共建筑必须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造。

5、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申请。
6、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
7、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www.landchina.com/、http://zw.

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ledong.
hainan.gov.cn/。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系 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0日

乐自然资公告〔2022〕1号

宗地
编号

乐东县Ln2010-18-1号

土地面积
（m2）

21261.42

地块
位置

九所镇西线高速九所
互通东侧

使用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物流仓储
用地

建筑
密度

≤
50%

容积率

≤1.0

绿地率
（%）

≥20%

限高
（米）

2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150

挂牌出让起
始价（万元）

1150

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地块业主委托万禹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自行编制设计的《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地块建筑立面

管控设计》，位于文昌市清澜开发区，根据《文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立面管控设计属于QL06-08-1地块，用地面积

11545平方米（折合约17.318亩），该建筑立面管控设计经专家评审

会审议通过，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为：规划总用地面积11545平方米，

总权属用地面积12206.66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49288.10平方

米，规划总建筑占地面积7419.25平方米，建筑密度64.26%，绿地率

7.5%。以上规划内容符合《文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文城中心城区个人

建房管理的指导意见》（文府规〔2020〕323号）要求。为广泛征求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

的规定》（建规〔2013〕166号），现按程序对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

08-1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2年1月21日至1月2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邮政编码571339；（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规划管理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1日

《文昌市清澜片区QL06-08-1地
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的批前公示

文昌市清澜片区QL07-14地块业主委托万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自行编制设计的《文昌市清澜片区QL07-14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

计》，位于文昌市清澜开发区白金路东侧地段，根据《文昌市清澜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该立面管控设计属于QL07-14地块，用地面积

45632平方米（折合约68.448亩），该建筑立面管控设计经专家评审会

审议通过，该项目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为：用地面积45632平方米，总权

属用地面积39418.1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130406.88平方米，建筑

密度47.63%，绿地率21.97%。以上规划内容符合《文昌市人民政府

关于文城中心城区个人建房管理的指导意见》（文府规〔2020〕323号）

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关于

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建规〔2013〕166号），现按程序对文昌市

清澜片区QL07-14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天（2022年1月21日至1月27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205，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规划管理室。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月21日

《文昌市清澜片区QL07-14地块建筑立面管控设计》的批前公示

广告·热线：66810888

把握历史规律，强体魄于伟大
的自我革命；

掌握历史主动，开新局于伟大
的社会革命。

1月18日至20日，十九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在京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作出战略部署。

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政治监
督、保持反腐定力、纠“四风”树新
风、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
体系……新的赶考路上，全会对推
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安排、新
要求。

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发展新局

百年党史，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
的伟大历程——

从1932年查处谢步升，瑞金响起
惩治腐败“第一枪”，到新中国成立后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共和国反腐第
一案”，再到新时代以空前力度正风肃
纪反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正是
以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
我们党才能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在这次纪委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总结党历经百年风华正茂的“密
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
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
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
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
衰、不断发展壮大。”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

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
我革命的新境界。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20日公布
的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深化运用党
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巩固拓展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
鸣认为，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成
果，就要坚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这一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淬炼
思想建设这一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
器，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
的干部队伍，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
系，确保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
本色，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成
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十四五”时期关键之年。新使命、新
征程，呼唤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定自
觉牢记初心使命，用好百年宝贵经验，
不断开创发展新局。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
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
辛鸣说，只有不断增强全党勇于自我
革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才能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聚焦“国之大者”
强化政治监督

全会公报将政治监督放在2022年
纪检监察工作部署首位，指出“聚焦

‘国之大者’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
化”。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共产党人的立
身之本，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回首过去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政治
引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
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据统计，2021

年 1月至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发
现并纠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
问题24.7万个。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会上指出：“要强化政治监督，确
保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

“聚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等重大战略”“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重点任务”，
全会公报明晰新一年纪检监察机关政
治监督重点。

“政治监督不是空泛的、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实践的，有着明确的目标
任务和具体的着力点。”清华大学廉政
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说，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悟强化政治监督
的战略考量和时代内涵，做实做细政
治监督，引导督促党员、干部真正悟透
党中央大政方针，胸怀“国之大者”，时
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扎扎实实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

保持反腐定力
冲锋号角长鸣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和反
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
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
用四个“任重道远”，深刻分析反腐败
斗争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
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
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
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
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
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
任重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
心秘书长、研究员蒋来用认为，四个

“任重道远”的深刻概括，表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强烈的
忧患意识，始终对腐败这个党执政的

最大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2021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字当头，一
手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一手系统施
治管住“绝大多数”，持续深化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
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取得更
大制度性成果和治理成效。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应对新形势
新挑战。全会公报提出，要“对在党内
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毫
不手软”“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
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严格财经纪
律，促进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探索实
施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

“公报划出了2022年反腐工作的
重点，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保持惩治
腐败的强大震慑力量常在，以及坚定
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的趋势特
点。”蒋来用说。

近年来，年轻干部违纪违法案例
并不少见，一些“80后”甚至“90后”干
部没有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

此次全会上，谈及年轻干部的教
育管理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年轻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经常
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
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守住拒腐
防变的防线。”

“年轻干部群体能不能廉洁自律，
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蒋
来用说，要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理念，
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
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
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
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纠“四风”树新风
为民担当造福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大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树立正
确政绩观，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
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
造福的实事好事，杜绝装样子、搞花架
子、盲目铺摊子。”同时，总书记明确要
求落实干部考核、工作检查相关制度，
科学评价干部政绩，促进干部更好担
当作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会公报提出，要“持续加固中央
八项规定堤坝，坚持不懈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密切关注‘四风’
苗头性、倾向性、隐蔽性问题”。

锲而不舍纠“四风”，充盈清正廉
洁新风。

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1月，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四风”问题9.1
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3.1万人。

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和群
众关系密切，其中存在的问题群众深
恶痛绝。全会公报鲜明提出，要“查处
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
需求的乱作为问题以及推诿扯皮、玩
忽职守、不思进取的不作为问题”。

“能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
堵点、难点，直接关系到作风建设的治
理效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要从讲政治的高
度重视这些领域的不正之风，把重大
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日常监督的切
入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同时通过
专项治理，实现纠“四风”与反腐一体
推进，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对这些
领域实行全过程、全环节、全场景监
督，对不正之风严厉惩治，防止不正之
风演变成大的腐败问题。

完善制度体系
深化贯通协同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做好纪检
监察工作，必须用好制度威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

调：“要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
体系，使各项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
力、更加有效。”

分析2022年工作重点，全会公报
提出，要“健全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
局，实现高质量全覆盖目标任务”“促
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系统集成、协同
高效，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

巡视，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
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
手。2021年，中央两轮巡视共覆盖57
个党组织。至此，十九届中央巡视已
累计完成对254个地方、单位党组织的
巡视，巡视全覆盖取得扎实进展。随
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综合监督
作用和系统优势越来越彰显，成为党
的领导政治优势在监督领域的充分体
现。

“要按照更加规范、有力、有效的
目标要求，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
执法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
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在深
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
过程中，要切实强化权力制约，破解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不断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制定进一步加强纪律监督、监察
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
意见，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在
信息沟通、线索移交、措施配合等方面
形成制度性成果40余项……2021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持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不断推进各类监督形成合力。

谋篇2022年，全会公报提出，“按
照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要
求，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做实专责
监督、贯通各类监督”。

任建明认为，党内监督要发挥统
领作用，同时要推动党内监督同其他
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推动监督形成合
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
让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记者王
琦 高蕾 范思翔 杨湛菲）

坚定执着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从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看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