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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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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聚焦八方面重点任务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美元定期储蓄存款值得青睐

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 12 日表
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是今后三年落实国有企业
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是可
衡量、可考核的，一定要落实。他说，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聚焦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他是在 12 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介绍上述情况的。
据翁杰明介绍，这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完
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形
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积极稳妥推进混合
所有制改革，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取长补短、共同发
展；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大正
向激励力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
制，着力从监管理念、监管重点、监管方式、监管导向
等多方位实现转变，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的系统性、

针对性、有效性；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强
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环境；推动一系列国企改革专项行动落实落地；
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企
业的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翁杰明说，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上取得明显成
效；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
成效；在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上取得明显成效，
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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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美元定期储蓄存款，1000 美元起存，一年期 1.75%，
二年期 1.80%；1 万美元起存，一年期 1.80%，二年期 1.90%。美元定期储蓄存
款，保本保息，让您的美元资产实现稳健增值。详见下表，欢迎惠顾！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美元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表

年利率（%）

起存金额（美元）

二年

一年

六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

1000-1 万

1.80

1.75

1.25

1.00

0.50

1 万（含）以上

1.90

1.80

1.30

1.10

0.60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国贸支行：58692708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