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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奉永成

工作日，中午酒杯端不得！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中国的酒文化源

远流长，有人戏称酒桌上能办成办公桌上办不
成的事。 如今在湖南，这酒杯可不敢随便端，特
别是工作日中餐的饭桌上，更是不好端。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酒也一样，它既
可以调节饭局上的气氛，但喝多了就容易犯错
误。 ”省纪委党风廉政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特别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如果在工作日中午喝了酒后，下午带着一身酒
气上班，不仅容易出差错，也影响形象。

因此在去年9月份，我省《关于进一步严明
工作纪律改进机关作风的暂行规定》 正式实
施。 该规定约束对象为：全省各级党的机关、人
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
的工作人员(含工勤人员)。

该规定第三条第四项明确要求：机关工作
人员不得在工作日中餐饮酒。 一旦触犯，情节
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书面检查、诫勉谈
话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公开
道歉、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处理；情节严重的，
引咎辞职或给予责令辞职、免职、降职、辞退处
理。 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
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
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

“禁酒令”一下，在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中引起了震动，并与中央的8项规定和省委的“九
项规定”相辅相成，形成了湖南史上最严禁令。

“中餐禁酒令的出台，符合公职人员的愿望，
是郴州、永州、长沙等地有益做法的总结。”省纪委
党风廉政室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据不完全了解，
在省级层面，要求所有公职人员工作日中餐不饮
酒，我省应是第一个。“推行中餐禁酒令，可纯洁党
风政风；树立良好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力戒奢靡
之风；保护工作人员健康，因而受到了广大干部
的普遍拥护，也是近几年来我们制定的各类规定
中执行得最好的一个。 ”这位工作人员说。

“在这种明确的禁令和严格的处罚面前，
谁还敢在工作日的中餐上端酒杯？ ”长沙市政
府一位副处级干部告诉记者， 自从禁令实施
后， 他在政府部门上班的同僚都纷纷表示，在
工作日的中餐上，这酒杯不敢端。

但也有少数工作人员斗胆在工作日的中
餐上端起了酒杯。 根据省纪委通报，宜章县财
政局非税收入局局长、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副
科长就因为在工作日中餐饮酒，被免职处理。

中午喝酒，下午担心
虽然禁令很严，处罚也是动真格的，但国家

级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服务门户网站———科易
网，针对我省《关于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 改进
机关作风的暂行规定》 专门征求网友投票，参
与投票的网友有超过半数的认为“基本没用”。

“事实上非常有用，网友的感受太主观。 ”
省纪委党风廉政工作室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除
了推进禁令的实施、严格执行处罚外，省纪委
还派出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各单位进行暗访、纠
查，省纪委机关将“八条禁令”制作成卡片，人
手一张，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加
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执行，禁酒令
很快便深入人心了。

6月18日中午， 记者先后来到位于长沙市
万家丽中路59号喜乐地商场五楼的徐记海鲜
和位于雨花区中意一路69号(女子大学斜对面)
的全家园酒楼。 在徐记海鲜一间包厢里，7名客

人吃性正浓，桌上摆着各种菜式，装白酒的小
酒杯已被撤下放在服务台上，高脚杯里均盛着
颜色较深的饮料。

“现在谁还敢喝酒啊，招待客人只能这样
将就一下了。 ”一位客人告诉记者，如果是以
前，这一桌最少要喝掉两瓶好酒，而且菜也至
少要10盘以上，一餐花费少则千元，多则三千
以上。

随后记者装成客人以询问包厢为由，该店
一位姓肖的服务员告诉记者，刚才的包厢是紧
邻酒店的长沙市雨花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预
订的，估计当天的消费在400元左右。

“如果喝酒的话，消费至少翻番。 ”这位肖
姓服务员告诉记者，现在酒店的中餐上，很少
看到客人喝酒，除非是同学、亲友聚会，如果是
公务或商务宴请，肯定是喝饮料。

而全家园一位姓彭的订餐经理告诉记者，
工作日中餐别说喝酒了，就连来消费的客人都
明显少了。 彭经理坦言，酒水曾是酒店的重要
盈利点。

在全家园酒楼旁的一家烟酒专卖店里，
店主唐先生告诉记者， 以前的酒类商品很好
销。“很多客人会自带酒，但喝得尽兴时，往往
会不够，直接从酒店拿酒不划算，这时就会选
择到酒店附近的烟酒专卖店购买， 如果之前
没有准备酒的客人， 也会选择来我店里购
买。 ”唐先生说，现在在工作日的中餐时间，酒
一直卖不动， 这个时间点的营业额比以往减
少了5成。

除了酒店和酒类的经营者外，对“禁令”有
最直接体会的是各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一位正科级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工作日能推的中餐，就
推掉了，实在推不掉的，在上桌之前就会主动
声明不喝酒。 如果是宴请客
人，也会在上桌前跟客人解释
不能喝酒的理由。

“有一次，广东来了一位
重要的客人，我代表单位邀请
他和随行人员一起吃中餐，那
天正好是星期一，客人兴致很
高，一见面就直接提出来要喝
两杯湖南本土的酒鬼酒，尽管
我作了解释， 但客人不同意，
反过来劝我的酒。 ”这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这种情况下，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尽量让自
己少喝点， 最后虽然没喝醉，
但下午他在办公室里一直提
心吊胆， 不停地喝白开水解
酒。

在记者采访中，多名政府
工作人员均表示：现在工作日
中餐都不敢端酒杯。

没了酒气，多了和气
“工作人员因贪杯失态、

醉酒误事的事例屡见不鲜。 ”
省纪委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工
作日中餐禁酒，使公务接待少
了功利，回归了本真，少了应
酬，增添了感情。

在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做

日用化妆品生意的邓先生因为生意上的关系，
经常会去一些党政机关找人办事。“以前事情
办到11点的时候，就得开始准备请对方吃中餐
了，订好酒店，还得准备几瓶好酒，办事成本无
形中增加了很多。 ”邓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就算
是到中午12点了， 自己主动邀请对方吃中餐，
一般也没有人赴宴，就算有人赴宴，也不会端
杯，点几个家常炒菜，吃个简单的中餐，花费至
少减少一半，办事速度也快了很多。 对于禁酒
令，邓先生举双手赞成。

“除了喝酒误事外，禁酒之后，还节省了三
公经费，办事效率也高了很多。 ”长沙市一街道
办事处的副主任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中餐喝
了酒后，人就容易松懈，下午能推的工作都推
掉了，不能推的，也办不利索，无形中拖延了办
事时间。 禁酒令实施后，简单吃个中餐，中午休
息一会，下午精神饱满地上班，办事效率肯定
要高很多。

“禁酒令其实是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双
重保护。 ”张先生表示，不喝酒，一方面可以保
持清醒头脑， 同时也是对工作人员身体的保
护。“酒喝多了，不仅坏了风气，更损害身体，禁
酒令实施后，使得大家都有了不喝酒的尚方宝
剑。 ”张先生说。

省社会科学院方向新教授认为，禁酒令的
实施，让党政干部没了“酒气”，多了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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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酒杯不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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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6月 27日

第 2013171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22 1000 62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22 160 259520

8 0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6月27日 第201307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610973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8 2530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2
65055

1246689
8476445

43
2325
42566
288185

3000
200
10
5

0308 14 19 3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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