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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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实行监察官制度

草案明确了监察委的基本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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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6类人群进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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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监察委3项职责12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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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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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种情形可留置
24小时内通知单位或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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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

草案规定了监察机关及调查人
员严禁采取的措施和情形。

草案规定，监察机关严禁以威
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
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
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

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以及调
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
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
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
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
调查对象和事项。 据新华社

监察法草案看点盘点：
监察六类人群
四种情形可留置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6日
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介绍美国总
统特朗普访华情况，认为美中元首
北京会晤将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
会晤”。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
将于11月8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布兰斯塔德表示，访华期间，两国元
首将就两国关系发展和共同关心的重
大问题交换意见，深化互利合作，推动
中美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布兰斯塔德认为，习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总统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
谊和工作关系，对中美关系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他说，过去一段时间，
两国元首保持着密切沟通，呈现良
好的势头。

“如果两国元首可以友好相处，
很多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布兰斯塔
德说。

谈到经贸合作，布兰斯塔德表

示，此次特朗普将率经贸代表团到
访中国。两国元首将见证一系列文
件的签署，涵盖制造业、能源等诸多
领域。中美应该坦诚看待双方存在
的分歧，深化各领域合作，使合作成
果惠及双方人民。

现年70岁的布兰斯塔德曾担任
美国艾奥瓦州州长长达22年。去年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为新任美
国驻华大使人选。今年6月底，布兰斯
塔德抵达北京履新。

布兰斯塔德对中美合作前景表
示乐观。他认为，中国市场的进一步
开放，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机会。
同时，中美双方在医药卫生、禁毒、
追逃追赃、遣返非法移民等诸多议
题上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尽管双方不可能在所有问题
上达成一致，但只要我们坦诚相待，
深化合作，就会不断取得进步。”他
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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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华大使：
美中元首北京会晤 将是“历史性重要会晤”

葛宇路命名“葛宇路”
如今，被拆了路牌，还丢了北京工作

艺术青年葛宇路已经艺术青年葛宇路已经
窝在老家武汉的家中小半窝在老家武汉的家中小半
个月了个月了，，工作毫无头绪工作毫无头绪。。

生于生于19901990年的他年的他，，最最
近作息黑白颠倒近作息黑白颠倒，，每天坐在每天坐在
房间的桌前刷网页房间的桌前刷网页、、看电看电
影影，，有时他的父亲在凌晨起有时他的父亲在凌晨起
夜夜，，看到他还没睡看到他还没睡，，会问他会问他
饿不饿饿不饿。。

因为几年前用自己的因为几年前用自己的
名字名字““葛宇路葛宇路””在北京命名在北京命名
了一条道路了一条道路，，却于今年夏天却于今年夏天
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也也
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

““葛宇路葛宇路””事件曝光之事件曝光之
前前，，他是央美硕士研究生他是央美硕士研究生，，
毕业前的大半年时间耗在毕业前的大半年时间耗在
北京某高校的教师招聘上北京某高校的教师招聘上。。
如果不是因为毕业作品如果不是因为毕业作品““葛葛
宇路宇路””的传播的传播，，他根本不会他根本不会
闯入公众视线闯入公众视线，，他在央美受他在央美受
的处分或许不会被报道并的处分或许不会被报道并
被大量关注被大量关注，，夏天过后夏天过后，，他他
本应会站在讲台谈本应会站在讲台谈““艺术艺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丢了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丢了工
作作，，躲回武汉躲回武汉。。

近日在武汉近日在武汉，，他告诉红他告诉红
星新闻记者星新闻记者，，他常自我反他常自我反
思思，，但但““很多时候很难想得很多时候很难想得
那么明白那么明白”，”，又在天亮前昏又在天亮前昏
昏睡去昏睡去。。

假路牌
真名字

葛宇路，
中央美术学院
实验艺术学院
2014级硕士研
究生。

因为葛宇
路用自己的名
字竖起路牌，命
名了北京一条

“ 无 名 道 路 ”
（注 ：其 实 在
2005年该路已
被命名为“百子
湾南一路”），结
果该名称先后
被高德地图、民
政区划地名公
共服务系统、百
度地图等收录。

此事后来
在网上发酵引
发 关 注 和 争
议，今年7月12
日，北京市规
划委员会官方
微博通报了此
事，市规划委
工作人员当时
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介绍说，
市民不可以私
自命名道路，
应由专门的地
名办公室负责
道路取名。朝
阳区市政市容
委也在接受媒
体 采 访 时 表
示，个人不能
随意制作并悬
挂路牌。

随即，葛
宇 路 私 设 的

“葛宇路”路牌
被拆除。

跟葛宇路见面是在晚饭时分武汉的一
家书店。他手里的《白鹿原》已经看了一多
半。他看起来更像程序员或者公务员，不太
像“青年艺术家”。

他背一个黑色书包，装了潜水衣和泳
镜、摄影机和GoPro，这天他刚考完潜水证。
之前他的一件作品掉落东湖，近来无事他又
想起这个作品，学习潜水准备去湖中打捞。
10月下旬的武汉气温陡降，教练告诉他水温
太冷，打捞计划便搁置了。

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外套袖口磨破的
边，里面穿的是参加暑期“禅学夏令营”时的
白色禅服。“这都无所谓啦，能穿就行。”他的
作品“葛宇路”已经卖给别人，挣的钱几乎都
用在做展览上，“有钱先紧着做艺术展览花”。

7月时他还有工作，是北京某高校的
老师。

今年夏天，他的毕业作品“葛宇路”开始
在网上刷屏。葛宇路和“葛宇路”火了，但他
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一边对媒体讲述

“葛宇路”创作过程，一边疲于应对私事。
7月13日下午，双井办事处牵头，街道城

建科、双井城管执法队拆除了“葛宇路”路牌，
后又在这条路上立起4块“百子湾南一路”的
路牌。随后，葛宇路之前受到央美处分的事被
报道，很快，北京那所高校客气地辞退了他。

他心想，完了，两个“葛宇路”都没了。
而与此同时，葛宇路又成为一个符号，

商人的工作室想挂他的名挣钱，各种真人秀
想让他上镜串场。

但他不愿意，“我当时要做的就是好好吃
饭，好好睡觉。”在北京，正常作息和饮食能让
一个人不被落差击垮。他的老师安慰说，“你
呀，这么不安稳，就算当老师也会觉得无聊。”

葛宇路讨厌追本溯源，作品火了，非得
强调小时候有什么艺术天赋。他说自己小时
候只是不想读书，才被父母送进一家艺术学
校学绘画，三年后考进湖北美术学院。因为
喜欢打游戏想报动画专业，却阴差阳选了

“影像媒体艺术”。
其实，葛宇路最初并不喜欢自己的名

字。小时候罚抄写名字，自己名字的笔画太
多，他不喜欢。而且他觉得“宇路”听起来像
女生，他也不喜欢。但现在，他开始审视这个
上户口时被妈妈随口起的名字。

在湖美读书后期，班上统计订教材人数，葛
宇路自告奋勇先在黑板上写了“葛宇路”，后来
者就接着他的名字写“×2”“×3”，名字没改，但
数字增加。他的老师李巨川提议可以将这个创

意用在公共空间里。湖美外墙上很多涂鸦，葛宇
路把名字当涂鸦涂满外墙。一夜之间整条街，每
块墙上都是黑色大字“葛宇路”，绵延一公里。

学校令其尽快涂抹干净。颜料洗不掉也
刮不掉，葛宇路辗转买了和墙壁相同规格的
水泥，他叫上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深夜提着一
桶桶水泥往墙上的“葛宇路”抹，一直弄到凌
晨3、4点。他说抹掉涂鸦这件事很多人都不
知道是谁干的，现在还有人在网上骂他：“葛
宇路，你知道你让保洁阿姨多辛苦么？”

2012年，快要本科毕业的葛宇路决定考
研。他想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专业。第一年
没考上，葛宇路北上，找了一份剪辑纪录片
的工作，准备2013年的考研。

2014年，他考上中央美院的硕士研究生。

今年10月，他回到老家武汉，试图远离喧
嚣，试图去想清楚一些事情，甚至试图还原当
时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他想总结一些经验，
避免以后的问题。

在家里，他总是下午2点起床，跑去书店
看书，晚上9点被店员催促离开，回家后回复
一些邮件，然后在桌前刷网页、看电影。一部
电影他能看很久，不停玩味，看电影时也掺杂
着自己的现实困惑，“还是自己的原因，我总
是在一些问题上判断失误。”

最近，葛宇路担心生计，想着去应聘保安
或者去送外卖。他想，如果作为中央美院的研
究生去做个保安挺艺术的，闲暇时间多，还可
以思考怎么创作。

这次回武汉，葛宇路的大学朋友邀他
回学校叙旧，他答应了。毕业之后，葛宇路
再没有回到学校，他也不知道这帮人现在

在干什么。
组局人叫陈鹏欢，现在华中师范大学读

研。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向葛宇路介绍老友现
状，而于鑫在学校附近开了工作室做家具生
意，大部分人在考研或者准备读博，有一位还
读了生物工程。

葛宇路觉得这帮人如果搞艺术肯定更有
想法，但最后只剩下自己还在做艺术。

那天葛宇路喝多了，被陈鹏欢和于鑫架
着。陈鹏欢有点兴奋，对葛宇路说：“我要做你
经纪人啊，我认真的。”有人想借葛宇路的名
字挂牌工作室，但他都回绝了。葛宇路说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不能别人吹一下自己就飘起
来了，这种挣钱方式只能是消耗自己，无益于
做艺术。所以，他在醉倒之前回了一句：“你让
我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说。”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叶雯 发自武汉

他想着去应聘保安
或者去送外卖

“中央美院研究生去
做保安挺艺术的”没了

新闻背景

北京那所高校客气地辞退他
完了，两个“葛宇路”都没了

曾把自己的名字涂满学校外墙
“你知道让保洁阿姨多辛苦么？”

他在醉倒前回了一句：
“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说”

辞退

名字

生计

曾经被收录进百度地图的“葛宇路”

“葛宇路”路牌火了之后，
还进入了美术馆展出

葛宇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