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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中
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
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治
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

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
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
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
者。2014年9月出版发行的《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收入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至
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
作，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和好评。此后3年多来，习近平
总书记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党的创新
理论更加丰富、更加系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8
月18日至2017年9月29日期间
的讲话、谈话、演讲、批示、贺电等

99篇，分为17个专题。为便于读
者阅读，本书作了必要注释。本
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
内的图片29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
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
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

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是深入学习掌握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干部群
众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热潮；对于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和
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引导国际
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
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方
式，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教
育部7日公布了《学校体育美育
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对普通中小
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体育美育
兼职教师选聘条件、聘任程序和
组织管理等作出规定。管理办法
明确，中小学体育美育兼职教师
不得由本校内的其他学科教师或
人员“兼任”。

体育兼职教师的选聘对象应
是其他学校专业体育教师，校外
教育机构、体育运动团体与体育
系统的有关体育工作者；美育兼
职教师的选聘对象应是其他学校
专业艺术教师，校外教育机构、宣
传文化系统与社会文化团体的艺
术工作者，民间艺人或能工巧匠
等以及符合资质的政府购买服务
的承接主体。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负责人介绍，鼓励体育美育专
职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
下，以“走教”方式到农村及其他
师资紧缺的学校担任兼职教师；
鼓励普通高校体育艺术专业教师
担任中小学兼职教师。

监察六类人群
四种情形可留置
监察法草案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7日在中国人大网首次公
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10章67条，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基本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
限、监察程序等基本内容。

监察委的基本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

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省、自
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
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
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
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规定了监察委由谁产生、如
何产生、任期、对谁负责等根本
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
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
责全国监察工作。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
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副主任、委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

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
接受监督。

提出了实行监察官制度，建
立派驻监察机构——

各级监察委员会根据工作
需要，经批准，可以向本级党的
机关、国家机关、管理公共事务
的组织和单位、所管辖的行政区
域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
的监察人员。国家实行监察官
等级制度，制定监察官等级设
置、评定和晋升办法。

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根据草案，监察机关将对6
大类公职人员进行监察：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
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
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
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
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人员；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
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
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公办的教育、科研、文

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

事管理的人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
——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

人员。
草案明确了上下级监察委

之间的关系，指出上级监察委员
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同时规定，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
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
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
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
的监察事项。

对6类人群进行监察

与此同时，草案明确了
监察委的监察权限，对监察
委可以采取的谈话、讯问、询
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
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
留置等12项措施作出具体规
定，包括：

—— 监 察 机 关 行 使 职
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
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对涉嫌贪污贿赂、
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
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
问，要求其供述涉嫌犯罪的
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监
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

员；
——根据工作需要，可

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案件
涉嫌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
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
财产；

——监察机关可以对涉
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
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
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
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

——履行严格的批准手
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

——经省级以上监察机
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
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
施。

监察委履行3项职责

对于备受关注的留置措
施，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了可以采取留置的
4种情形——

根据草案，被调查人涉
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
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
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
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
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
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
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
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
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
查行为的”等情形时，经监察
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
置在特定场所。

保障被留置人员的合法
权利——

草案规定，采取留置措
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

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
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
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
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
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
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
看后签字。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
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
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
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
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三个月。

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
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
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
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留置
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
役、有期徒刑一日。

据新华社

4种情形可留置
24小时内通知单位或家属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记
者7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近
日就进一步加强打击金融犯罪工
作出台意见，将始终保持对金融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重点打击
非法集资犯罪和涉及互联网金
融、证券期货市场和金融机构的
突出经济犯罪活动。

意见强调，当前我国金融领
域风险点多面广，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风险型经济犯罪高位运行，
打击金融犯罪、防范相关风险的
任务艰巨繁重。全国公安机关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充
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和专业
优势，积极参与金融风险排查工
作，积极参与推动对金融领域犯
罪和相关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
要结合办理金融犯罪案件，积极
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向有关职
能部门通报情况，实现对有关风
险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

非法集资等
经济犯罪活动
将被重点打击

中小学体美课
将不能由其他
学科老师教了

草案对监察委履行的监督、
调查、处置3项监察职责进行了
具体规定。

监督——监察机关对公职
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
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调查——监察机关对涉嫌
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

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
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处置——监察机关依据相
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
政务处分决定；对在行使职权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对履
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
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
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提起公诉。

可以采取留置等12项措施

基本定位

监察范围

监察职责

监察权限

监察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