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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微言大义

观点

短评

发扬“钉钉子”精神抓好食品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
身体健康，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食品安
全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对食品安全监管提
出了许多新要求，市场监管部门要领会

“六个着力”要求，发扬“钉钉子”精神抓好
食品安全工作，书写食品安全工作新篇
章。

发扬“钉钉子”精神，首要是找准食
品安全工作方向。要有“事将为，其赏罚
之数，必先明之”的态度，重视和善于摸
清本地食品生产和经营实际情况，把准
脉搏，拿出有的放矢的对策，制定本地切
实可行的安全工作实施方案。在方案中，
要细化工作措施、工作责任，确保“钉钉
子”找准方位，精准发力、精准突破。这无
疑应成为推动食品安全工作落实到位必
须掌握的科学工作方法。

发扬“钉钉子”精神，关键是落实个
人责任。食品安全需要具体部门来完成，
具体部门也会将工作内容细分到个人身
上。为此，个人只有认识和理清责任链
条，“钉好”知责明责 、守责尽责的“钉
子”，才能真正担负起食品安全责任。“众
人拾柴火焰高”，个人分工合作，尽职尽
责，群策群力，像“钉钉子”那样不抓到底
不回头、不解决问题不撒手，久久为功，
必定会大有成效。

发扬“钉钉子”精神，根本是“钉牢”。
落实食品安全要讲实效、出实招、办实
事，保持力度，保持韧劲，真抓实干，把食
品安全工作落实到每个环节。将打基础、
利长远、固根本的“钉子”钉牢一颗再钉
一颗，体现食品安全工作的整体效能。

——张培胜

微商无证卖药，监管依法“盘他”

一瓶价格不到 10 元的治疗风湿性
关节疼痛的软膏，在微商手里身价就能
翻上 5 倍……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一些微商已经从化妆品代购转战到
药品代购领域，从流感季走俏的磷酸奥
司他韦颗粒，再到各大医院经典的制剂，
品种繁多，要价不菲。对此，专家指出，微
商兜售医院“明星小药”属非法经营。

自网络售药政策放开之后，一些不
具备售药资质的企业和个人也进入了网
络售药市场，令人担忧。比如，一些微商，
也摇身一变为“药商”，在网上无证出售
医院“明星小药”等药品。问题是，医院

“明星小药”多是处方药，使用之前必须
由专业医生检查判断后，认为患者有需
要用该药物才能使用，否则很容易出现
药物滥用等安全风险。同时，微商兜售的
药品来源、质量难以判断，可见，微商无
证卖药，有违用药安全。

特别是，微商无证卖药，是一种违法
行为。根据《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网络药品销售者应当是取
得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药品生产、批
发、零售连锁企业。该办法同时规定，建
立网络药品销售安全管理制度，实现药
品销售全程可追溯、可核查。可见，网络
直播平台及主播，因没有取得药品生产、
经营资质，不能从事网络售药活动。退一
步讲，即便是具有资质，也不能网售医院

“明星小药”等处方药。
换言之，微商无证卖药，监管须依法

“盘他”。首先，新出台的《网络药品经营
监督管理办法》，作为规范网售药品的专
门法规，应尽早落地，并提高执行力。同
时，加强对电商、网店、微信等网络药品
交易行为的管理，重点把握网购、快递两
个关键环节。如组建网络市场监管和网
络药监等专门的网上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执法人员，对网售药品实施专项管理，
全程监控，发现异常交易情况及时查处。

——张西流

申请人范建林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

行转账支票 1 张【支票号码 23706647；票面金额 500000 元；出票

人北京金桥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9年 1月 24日；收款

人范建林；付款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华安中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因丧失汇票 1张，于

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

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票据记载：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5 日，票面号码为 0010006322738020，票面金额为

50000元，出票人为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华安中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因丧失汇票 1张，于

2019年 2月 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

以公告。该票据丧失时间为 2018年 11月 28日，票据记载：出票日

期为 2018年 7月 25日，票面号码为 0010006322733320，票面金额

为 47637元，出票人为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若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张永财(身份证号 440321194604192313)，因遗失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 30 日签发的股

权证书 1 份(股东编号为 A15538，股份为 8171 股)，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已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股权证书失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股权证书的行为无效。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杨光良不慎遗失由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的股票（股东名称：杨光良，股份数额：64942，股东

账 号 ：50000000004358413，股 票 编 号 ：325000002649，发 行 人 ：

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请权利。届时如果没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股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股票的行为

无效。 [广东]阳春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南清瑞建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清瑞

建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1份。该汇票号码

为31000051/27566239，票面金额为5万元，出票人为河南新之捷建

材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1861-18610078801500000739，付款行

为浦发开封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河南清瑞建材有限公司，收款人

账号为 18610078801200000736，收款人开户行为浦发开封分行，

持票人为申请人河南清瑞建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

25日，到期日为2019年6月25日。三、申报权利期间:自公告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四、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行为无效。 [河南]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济南槐荫清玲建材经营部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为

30300051 24295210，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6 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9 年 3 月 26 日，出票人为长春新城万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

光大银行长春分行，汇票金额为 25 万元）发生火灾不慎烧毁，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成都艺祥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壹张，

票 据 号 码 为 3100005126710958，金 额 为 人 民 币 拾 万 元 整

（￥100000 元），出票人为青岛中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青岛三协锻造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10 月 28 日，到期

日为 2019年 4月 18日,付款行为浦发青岛分行营业部。申请人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 95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

报，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因丢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河西支行营业室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二、公示

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10500053/22675061、全额为 500000

元、出票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四川西南

交大铁路发展有限公司、持票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7 年 6 月 27 日。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明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

（票号 31300052/30837649、出票日期 2018 年 6 月 7 日，汇票到期

日 2018 年 12 月 7 日，付款行：晋城银行太原分行，票面金额为 3

万元人民币、出票人为无锡瑞博特纺织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

海善然贸易有限公司，背书人依次为上海善然贸易有限公司、杭

州名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来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宜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显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利

恩光学有限公司、深圳市洁立信科技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

人），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要求宣告该票据

无效，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做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内，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陕西东铭车辆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号码为 31600051 21294780，票面金额为 37790.57 元，出

票人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西安华骏诚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申请人、持票人均为陕西东铭车辆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银行为浙商银行西安分行，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28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自公告之日起 133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巢湖市君亭建材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宝鸡分行签发的出票人为宝鸡大荣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票号为 31500051 21580915，出票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31 日，到期

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30 日，票据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 元，收款人

为陕西宝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1 张，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做出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陕西]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宁波祺兴包装有限公司因遗失其所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 1 份，号码：31600051 21697450，出票金额：伍万元整，付款

行：浙商银行衢州分行，出票人：浙江开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持

票人：宁波祺兴包装有限公司，出票日期：贰零壹捌年壹拾贰月

零陆日，收款人：余姚市剑涛机械厂（普通合伙），汇票到期日：贰

零壹玖年陆月零伍日。自公告之日起至贰零壹玖年陆月贰拾日

止，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告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节能天融科技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号 31000051/27869877，金额为 5 万元，出票人为河

南泰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钢冠商贸有限公司，

付款行为浦发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出票日期 2018 年 8 月

20 日，到期日期 2019 年 2 月 20 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10 月 24 日，本院裁定受理周川对无锡蓝晔纺织科
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宜兴方正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担任清算组。现清算组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无锡蓝晔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清算报告》并申请终结清算程序。本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三条第二

款之规定，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裁定终结无锡蓝晔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南通雄峰纺织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破产财

产实施一次性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

为人民币 184735.95元。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满 2个月仍不领取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对放弃受领的分配款，管理人将提存并

按照分配方案规定处理。 南通雄峰纺织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立案受理安徽精博堂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原信力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

号为 0010004124195266、申请人江苏华为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收

款人信力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7 年 2 月 7 日、票面

金额人民币 187159.6 元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

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安徽精博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原信力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票号为 0010004124195266、申请人江

苏华为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收款人信力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

票日期 2017 年 2 月 7 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187159.6 元的华东三省

一市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安徽精博

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原信力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淄博佰特商贸有限公司

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 3140005125451899、票面金额为

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淄博佰特商贸

有限公司持有的票号为 3140005125451899、票面金额为 20万元的银

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淄博佰特商贸有限

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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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第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党组织承担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主体责任，党组
织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对请示
报告工作负总责。

中央办公厅负责接受办理向党中央
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并统筹协调和督
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
告工作。地方党委办公厅 （室） 负责接
受办理向本级党委请示报告的重大事
项，并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本地区的请
示报告工作。

第二章 党组织请示报告主体

第六条 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一般
应当以组织名义进行，向负有领导或者
监督指导职责的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
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党组
织负责同志名义代表党组织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应当逐级进行，一般不得
越级请示报告。特殊情况下，可以按照
有关规定直接向更高层级党组织请示报
告。

第七条 接受双重领导的单位党组
织，应当根据事项性质和内容向负有主
要领导职责的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同
时抄送另一个上级党组织。特殊情况
下，可以不抄送另一个上级党组织。

第八条 接受归口领导、管理的单
位党组织，必须服从批准其设立的党组
织的领导，向其请示报告工作，并按照
有关规定向归口领导、管理单位党组织
请示报告。

第九条 接受归口指导、协调或者
监督的单位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请示
报告一般应当抄送负有指导、协调或者
监督职责的单位党组织。

负有指导、协调或者监督职责的单
位党组织应当统筹所负责区域、领域、
行业、系统内各单位党组织的请示报告
工作，归口统一向上级党组织请示报告
总体情况、牵头事项完成情况等。

第十条 涉及跨区域、跨领域、跨
行业、跨系统的重大事项，应当由有关
党组织向共同上级党组织联合请示报
告。联合请示报告应当明确牵头党组
织。

党政机关联合请示报告的，一般应
当将上级党政机关同时列为请示报告对
象。

第十一条 根据党内法规制度规
定，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和党的工作
机关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接受下级党组
织的请示报告并作出处理。

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可以就全面工
作或者某些方面工作接受下级党组织请
示报告；有关负责同志可以就分管领域
工作接受下级党组织请示报告，也可以
受党组织或者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委
托，就全面工作接受下级党组织请示报
告。

第三章 党组织请示报告事项

第十二条 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的重大方针政策，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
大原则和问题，国家安全、港澳台侨、
外交、国防、军队等党中央集中统一管
理的事项，以及其他只能由党中央领导
和决策的重大事项，必须向党中央请示
报告。

第十三条 党组织应当向上级党组
织请示下列事项：

（一）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上级党组织决定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
需要作出调整的政策措施，需要支持解
决的特殊困难；

（二） 重大改革措施、重大立法事
项、重大体制变动、重大项目推进、重
大突发事件、重大机构调整、重要干部
任免、重要表彰奖励、重大违纪违法和
复杂敏感案件处理等；

（三） 明确规定需要请示的重要会
议、重要活动、重要文件等；

（四） 重大活动、重要政策的宣传

报道口径，新闻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中
的全局性问题和不易把握的问题；

（五） 出台重大创新举措，特别是
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且无明文规定、需要
先行先试，或者创新举措可能与现行规
定相冲突、需经授权才能实施的情况；

（六） 属于自身职权范围内但事关
重大或者特殊敏感的事项；

（七） 重大决策时存在较大意见分
歧的情况；

（八） 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
跨系统工作中需要上级党组织统筹推进
的重大事项；

（九） 调整上级党组织文件、会议
精神的传达知悉范围，使用上级党组织
负责同志未公开的讲话、音像资料等；

（十） 其他应当请示的重大事项。
下列事项不必向上级党组织请示：

属于自身职权范围内的日常工作；上级
党组织就有关问题已经作出明确批复
的；事后报告即可的事项等。

第十四条 党组织应当向上级党组
织报告下列事项：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重要情况；

（二） 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重要
会议、重要文件、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
彻落实情况，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志交办
事项的研究办理情况；

（三） 加强党的建设，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包括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意识形态工作、党组织设置及隶属关系
调整、民主生活会、党风廉政建设、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员干部直接联
系群众、巡视巡察整改、发现重大违纪
违法问题等情况；

（四） 全面工作总结和计划；
（五） 重大专项工作开展情况；
（六） 重大敏感事件、突发事件和

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情况；
（七） 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要

情况和重大舆情；
（八） 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

作中具有在更大范围推广价值的经验做
法和意见建议；

（九） 其他应当报告的重大事项。
下列事项不必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具体事务性工作；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表
态和情况反映等。

第十五条 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向上级党组织报备下列事项：

（一）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二） 领导班子成员分工；
（三） 有关干部任免；
（四） 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职务的

辞去、免去或者自动终止；
（五） 其他应当报备的重大事项。
第十六条 中央各决策议事协调机

构、中央各部门、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党
组 （党委） 应当对本领域、行业、系统
内请示报告的具体事项提出明确要求、
加强工作指导。

上级党组织应当从实际出发，对下
级党组织请示报告中主题相近、内容关
联的同类事项归并整合提出要求，促使
请示报告精简务实。

第十七条 党组织应当根据本条例
规定的请示报告事项范围和内容，结合
上级要求和自身实际，制定请示报告事
项清单。

第四章 党组织请示报告程序

第十八条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一般
应当经党组织领导班子集体研究或者传
批审定，由主要负责同志签发或者作
出。必要时应当事先报上级党组织分管
负责同志同意。

两个以上党组织联合请示报告的，
应当协商一致后呈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的，应当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第十九条 向上级党组织请示重大
事项，必须事前请示，给上级党组织以
充足研判和决策时间。情况紧急来不及
请示必须临机处置的，应当按照规定履
职尽责，并及时进行后续请示报告。

定期报告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专
题报告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进行，学
习贯彻上级党组织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
的专题报告应当注重反映落实见效情
况，不得一味求快。对上级党组织交办
的重大事项，应当按照时限要求报告。
突发性重大事件应当及时报告，并根据
事件发展处置情况做好续报工作。

第二十条 提出请示应当阐明请求
事项及相关理由。报送请示应当一文一
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
请示事项。

对下级党组织请示的重大事项，受
理党组织如需以其名义再向上级党组织
请示的，应当认真研究并负责任地提出
处理建议，不得只将原文转请示上级党
组织。

第二十一条 上级党组织收到请示
后，一般由综合部门提出拟办意见报党
组织负责同志按照规定批办。

党政机关联合提出的请示，由上级
党组织牵头办理。

第二十二条 上级党组织对受理的
紧急请示事项应当尽快办理。有明确办
理时限要求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
毕，确有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完毕的，应当主动向下级党组织说明
情况。

第二十三条 请示的答复一般应当
坚持向谁请示由谁答复，特殊情况下受
理请示的党组织可以授权党组织有关部
门代为答复。

第二十四条 报告应当具有实质性
内容和参考价值，有助于上级党组织了
解情况、科学决策，力戒空洞无物、评
功摆好、搞形式主义。报告应当简明扼
要、文风质朴，呈报党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般在 5000 字以内，专项报告一般在
3000 字以内，情况复杂、确有必要详
细报告的有关内容可以通过附件反映。

第二十五条 上级党组织收到报告
后，应当由综合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报送
党组织负责同志阅示。综合部门可以将
主题相同、内容相近的报告统一集中报
送，或者摘要形成综合材料后报送。

党组织负责同志对报告作出批示指
示的，综合部门应当及时按照要求办
理。

第二十六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
对报告的综合分析利用。对于有推广价
值的典型经验做法，可以通过适当形式
进行宣传；对于共性问题，应当予以重
视并研究解决；对于有价值的意见建
议，应当认真研究吸收、推动改进工
作。

第二十七条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
作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办理情形的，有关
人员应当回避。

第五章 党组织请示报告方式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应当根据重大
事项类型和缓急程度采用口头、书面方
式进行请示报告。

第二十九条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适
宜简便进行的，可以采用口头方式。对
于情况紧急或者重大事项处理尚处于初
步酝酿阶段的，可以采用口头方式先行
请示报告，后续再以书面方式补充请示
报告。

第三十条 口头请示报告视情采用
通话、当面、会议等方式。内容较为简
单或者情况十分紧急的，可以采用通话

方式；内容较为复杂或者情况敏感特
殊的，可以采用当面方式；内容较为
正式或者涉及主体较多的，可以采用
会议方式。

口头请示报告应当做好记录和资
料留存，确保有据可查。

第三十一条 非紧急情况、重大
事项处理处于相对成熟阶段或者不适
宜简便进行的请示报告，应当采用书
面方式。

第三十二条 书面报告视情采用
正式报告、信息、简报等方式。信息
侧重于报告重大突发事件，需要注意
的问题、现象和情况等，应当做到及
时高效、权威准确。简报侧重于报告
某方面工作简要情况。

党组织应当统筹用好书面报告方
式，坚持“一事不二报”，一般不得
就同一内容使用多种方式重复报告。
上级党组织明确要求正式报告的，不
得以其他方式代替。

第三十三条 党组织可以利用电
话、文件、传真、电报、网络等载体
开展请示报告工作。涉密事项应当按
照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基层党组织开展请示报告工作可
以更加灵活便捷、突出实效。

第六章 党员、领导干部
请示报告

第三十四条 党员一般应当向所
在党组织请示报告重大事项。领导干
部一般应当向所属党组织请示报告重
要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请示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十五条 党员应当向党组织
请示下列事项：

（一） 从事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
中的重要问题；

（二） 代表党组织发表主张或者
作出决定；

（三） 按照规定需要请示的涉外
工作交往活动；

（四） 转移党的组织关系；
（五） 其他应当向党组织请示的

事项。
第三十六条 党员应当向党组织

报告下列事项：
（一） 贯彻执行党组织决议以及

完成党组织交办工作任务情况；
（二） 对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的

意见建议；
（三） 发现党员、领导干部违纪

违法线索情况；
（四） 流动外出情况；
（五） 其他应当向党组织报告的

事项。
第三十七条 领导干部应当向党

组织请示下列事项：
（一） 超出自身职权范围，应当

由所在党组织或者上级党组织作出决
定的重大事项；

（二） 属于自身职权范围但事关
重大的问题和情况；

（三） 代表党组织对外发表重要
意见；

（四） 因故无法履职或者离开工
作所在地；

（五） 其他应当向党组织请示的
事项。

第三十八条 领导干部应当向党
组织报告下列事项：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党组织决定中的重要情
况和问题；

（二） 遵 守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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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三） 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
内民主，正确行使权力，参与集体领
导情况；

（四） 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和所在党支部 （党小组） 组织生活会
情况；

（五） 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遵守
廉洁纪律情况；

（六） 重大决策失误或者应对突
发事件处置失当，纪检监察、巡视巡
察和审计中发现重要问题，以及违纪
违法情况；

（七） 可能影响正常履职的重大
疾病等情况；

（八） 其他应当向党组织报告的
事项。

第三十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按
照规定采用口头、书面方式进行请示
报告。党组织应当及时办理党员、领
导干部的请示事项，必要时可以对报
告事项作出研究处理。

第七章 监督与追责

第四十条 党组织应当将重大事
项请示报告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向上一
级党组织报告工作的重要内容。

第四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建立健
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督查机制，
并将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情况纳入日常
监督和巡视巡察范围。

第四十二条 党组织应当将重大
事项请示报告工作情况作为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内容，对下
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同志进行考核
评价。考核评价可以与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检查考核、党建工作考核等相
结合，结果应当以适当方式通报。

第四十三条 建立健全纠错机
制，对于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中出
现的主体不适当、内容不准确、程序
不规范、方式不合理等问题，上级党
组织应当及时提醒纠正，并将有关情
况体现到考评通报中。

第四十四条 实行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责任追究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组织和
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责
任，涉嫌违法犯罪的，按照有关法律
规定处理：

（一） 违 反 政 治 纪 律 和 政 治 规
矩，擅自决定应当由党中央决定的重
大事项，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

（二） 履行领导责任不到位，对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不重视不部署，工
作开展不力的；

（三） 违反组织原则，该请示不
请示，该报告不报告的；

（四） 缺 乏 责 任 担 当 ， 推 诿 塞
责、上交矛盾、消极作为的；

（五）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请示报告内容不实、信息不准，造成
严重后果的；

（六） 违反工作要求，不按规定
程序和方式请示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的；

（七）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党委，中央各决策议事协调机
构，中央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
委党组 （党委），应当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措施。

第四十六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
以根据本条例，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情
况，制定相关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由中央办公
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19 年 1
月 31日起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