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去的中秋节，欧亚卖场以
中秋为主题的系列精彩活动让大
家极为难忘。 此次中秋活动，欧亚
卖场以时尚、复古、欢乐、互动、文
艺等多重元素为全城带来了一场
文化盛宴。

拜月大典
弘扬民族文化的盛典

9月13日，中秋节，欧亚卖场10
号门中央共享大厅隆重举行了拜月
祭月大典。 典礼中穿插仕女拜月焚

香、祭月祝文、“嫦娥”献舞及在欧亚
卖场内着汉服行古礼的大型巡游，
让在场的消费者近距离感受到真正
意义的视觉冲击与文化震撼。

伴随着宛转悠扬的音乐，众多
身着华丽汉服，风仪优雅的祭祀人
员缓缓朝祭台走来，进行了隆重的
拜月仪式。现场广大消费者仿佛穿
越回到古代，亲眼见证了这场古代
仪式再现，让这个圆月中秋，节味
儿更浓，情更深，意更长。

交通之声热血篮球
东北虎全明星球员挑战赛

13日， 欧亚卖场大西洋厅还
举办了交通之声热血篮球，一方由
东北虎现役多位球员组成，对手则
由交通之声全明星主持人全阵容
及欧亚卖场员工组队而成。双方在

比赛中充分展现了体育为大家带
来的激情飞扬与朝气蓬勃，感染到
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民族音乐会 悠扬古风旋律
13日，欧亚卖场10号门中央

共享大厅上演了由长春鹰飞艺
术团奉献的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重温经典，不忘初心”
为题的民族音乐会，乐队满怀激
情，以跳跃的音符抒发了对伟大
祖国的热爱，与对广大市民节日
的祝福，在本次音乐会中，多样
的民族乐器演奏了《春节序曲》、
《大宅门》、《古槐寻根》、《和平
颂》、《长城随想》等乐曲，悠扬的
旋律， 深深打动了广大市民，拨
动了观众的心弦， 台下掌声不
断，喝彩连连。

中秋游园会 国潮时尚回归
9月14日、15日， 欧亚卖场举

办了中秋游园会活动，活动包括了
丰富的文艺节目、 金狮舞平安、国
潮服饰秀、文化DP、互动游戏等。
其中，汉服拍照环节深受年轻人青
睐，青花瓷旗袍、珠钗金冠、环佩玎
珰，妙语文采，为这个中秋平添了
一份浓重的文化气息。在中秋节期
间， 欧亚卖场还开设了月饼市集，
让这个中秋有了更浓郁的“节味”。

欧亚卖场这场穿越古今的游园
盛会，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古老
传统文化的醇香。 欧亚卖场作为全
世界单体规模第一大购物中心，承
载了更多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
责任。 未来，欧亚卖场将为广大消费
者奉献有意义的创新文化活动。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新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
制定条例》（以下简称 《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以下简称《备案审查规定》），
以及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 （试
行）》（以下简称《执规责任制
规定》）。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
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 请介绍一下制定修订
这 3 部党内法规的背景和意
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 依规治党，
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 党
内法规制定步伐明显加快，先
后制定和修订了 180 多部中
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
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
柱”基本立起来了，总体上实
现了有规可依。 备案审查工作
全面开展，中央、省、市、县 4
级党委逐级开展备案审查，实
现了对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
的工作机关、党组（党委）制定
的法规文件全覆盖，备案审查
的政治功效和监督作用日益
凸显。 党内法规执行力明显提
升，形成了以上率下抓制度执
行的强大声势，党员干部遵规
守纪意识大大增强，制度执行
不力的状况正在扭转。

党的十九大以来， 习近平
总书记对坚持依规治党、抓好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一系
列新的指示，强调要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章为根本
遵循，确保全党坚定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扭
住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这
个关键，该补的基础主干法规
要补上；要把制度规范体系凸
显出来， 抓紧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 要把执行体系凸显出来，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要把执规责任扛起来，不能只
重制定不重执行；要坚持依法
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充
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
定质量和执行力度，党中央对
2012 年印发的《党内法规制定
条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备案规定》予以修订，同时
制定《执规责任制规定》。 这 3
部党内法规出台后，连同近年
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党内
法规解释工作规定》等法规文
件，就对党内法规工作进行了
全链条的制度规范，必将有力
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

问： 这 3 部党内法规的制
定修订工作遵循了哪些原则？

答：制定修订工作中，我们
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把牢
政治方向。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
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章修
正案的新规定，将其准确体现
到 3 部党内法规中，转化为相
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党中央决
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二是坚持立足实
践。 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宝
贵经验，把党内法规工作中的
规律性认识和行之有效做法
提炼为制度规定，并着眼新的
形势和任务要求完善体制机
制，创新制度安排，强化制度
保障。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 聚
焦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薄弱
环节，统筹考虑、综合施策，从
制度层面提出补短板、强弱项
的针对性举措，着力破解影响
和制约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 四是坚
持系统思维。 加强顶层设计，
搞好整体谋划，保证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全链条环环紧扣、无
缝衔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问：这次 《条例 》修订有什
么特点 ？ 重点修订了哪些内
容？

答： 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的基础性法规 ，《条例》自
2012 年 5 月印发实施以来，对
于提高党内法规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次修订主要有 3
个特点： 一是强化功能作用，
主要充实了一些实体性、保障
性规定， 同时完善程序性要
求，使《条例》更加契合作为党

内“立法法”的定位。 二是坚持
积极稳妥，内容可改可不改的
不作修改，修改的内容做到必
要、稳慎、准确。 三是体现适度
前瞻，从全局和长远考虑作出
相关制度设计， 增强预见性、
适应性，更好发挥《条例》对于
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
引领和保障作用。

这次修订基本维持《条例》
原框架，由 7 章 36 条调整为 7
章 43 条， 重点从 4 个方面作
了完善。 一是充实总体要求。
新增了指导思想条文，强调党
内法规制定工作要坚决贯彻

“两个维护”的要求。 完善了党
内法规的定义，更加全面准确
地阐明了党内法规的属性、特
征和功能。 明确了党内法规的
制定事项，对“适合由”、“只能
由”党内法规作出规定的事项
分别作出界定。 丰富了党内法
规制定工作的原则，将《条例》
实施以来一些重要经验和认
识成果提炼为制度规定。 二是
明确制定权限。 在原《条例》基
础上，对党的中央组织，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
工作机关、省级党委等制定主
体各自的制定权限作了进一
步明确，同时规定，经党中央
批准，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
党委可以就特定事项制定党
内法规。 回应实践要求和各方
面关切，对授权制定、联合制
定、制定配套规定等问题作出
明确规定，补齐制度短板。 三
是完善制定程序。 重点围绕提
升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完善党
内法规审议把关机制、提高党
内法规透明度和知晓率等，对
前置审核、审议、发布、试行等
方面的规定作了完善。 四是健
全保障机制。 完善了党内法规
的效力位阶、冲突处理、解释、
修改等规定，对抓好党内法规
实施、清理以及编纂汇编等作
出规定，强化了党内法规制定
工作的保障措施，也为制定相
关配套法规留下接口、提供依
据。

问：这次修订《备案审查规
定》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在“有
件必备 、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 ”
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2012 年 6 月出台的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
规定》，对于加强党内监督，维
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策的统

一性权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修订， 一是凸显全面规
范，对这些年备案审查工作中
积累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提
炼， 就备案审查的基本原则、
职责任务、工作要求等作了更
为详细的规定。 二是注重守正
创新，从现实需求出发，聚焦
薄弱环节， 对备案审查的主
体、标准、处理方式等进行积
极探索，既在制度设计上一体
安排，又在具体规定上留有空
间。 三是增强可操作性，在调
整优化备案审查有关标准和
要求时， 更加注重可操作性，
尽量细化量化具体化，进一步
提高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修订后，《备案审查规定》
由 18 条调整为 7 章 28 条，进
一步贯彻和体现了“有件必
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
求。 一是强化报备主体的意识
和责任。 报备主体横向上涵盖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委（决
策）议事协调机构、党的工作
机关、 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党
组（党委），纵向上延伸至省、
市、县 3 级地方党委。 此外，对
党的基层组织、中央有关部委
系统内报备作了相应规定。 二
是完善备案审查的标准和程
序。 突出审查重点，将政治标
准作为备案审查的首要标准，
充分彰显备案审查在推动落
实“两个维护”中的重要作用。
注重全方位审查，细化合法合
规性、合理性、规范性等审查
标准，为全面审查、综合把关
提供标尺。 三是优化审查处理
的方式和手段。 根据报备的法
规文件有没有问题以及问题
的轻重， 分别采用直接通过、
提出建议、告知、书面提醒、要
求纠正等处理方式，既坚持有
错必纠，又做到纠错恰当。

问：请结合《执规责任制规
定 》， 谈谈为什么要实行党内
法规执行责任制？ 如何落实党
内法规执行责任制？

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
后，要更加重视提高党内法规
执行力， 把制度的刚性立起
来。 现在，党内法规执行还存
在“上热中温下冷”， 先紧后
松、上紧下松、外紧内松等现
象，机械执行、选择执行、繁琐
执行、 变通执行问题都不少。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党规意识

淡薄， 执规能力不强， 对出台
的党内法规不学不懂不了解，
没有真正把制度要求落实到
位。 制定《执规责任制规定》，
就是从根本上破解党内法规
“执行难” 问题的一项重要举
措。

《执规责任制规定》 共 19
条，逐一明确规定党委、党组、
党的工作机关、 党的基层组
织、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等各级
各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的执规责任，围绕部署推动执
规工作、 执规能力建设、 实施
评估等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并
对监督考核、责任追究等提出
要求。 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
制， 一要强化执规意识， 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
固树立执规是本职、 执规不力
是失职的理念，切实担负起执
行党内法规的政治责任。 二要
压实执规责任， 建立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
筹协调、 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相关单位协助配合、纪检机关
严格监督的体制机制， 明责知
责、履责尽责、考责问责。 三要
提高执规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
要带头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带
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带动广
大党员、 干部以尊崇的态度、
敬畏的精神守规用规护规。 四
要坚持执规必严， 严肃查处违
反和破坏党内法规的各种行
为，防止形成“破窗效应”。

问： 请谈谈如何抓好这 3
部党内法规的贯彻落实？

答： 这 3 部党内法规是我
们党立规、执规的“规矩”，必
须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好落实。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要
求， 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工作，提高党内
法规制定质量，健全备案审查
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执规责任
制， 确保依规治党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要把学习贯彻 3
部党内法规与正在开展的“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结合起来， 搞好宣传解读，组
织好专题培训， 使相关党员、
干部准确把握基本精神、主要
内容和工作要求。 要加强督促
检查，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对
违反规定、 失职失责的行为严
肃批评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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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卖场中秋游园会 弘扬民族文化盛典

加强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3部党内法规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