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中秋，随着中央反对“四风”
的精神 ，市场反应立竿见影 ，天价月
饼少了 ，豪华包装瘦了 ，更不要提业
绩一片惨淡的高端餐饮业 ，反对“四
风”的中秋战役成效不可谓不明显。

但是，传统节日只是反对“四风”
的重要节点 ，绝不应该是终点 。反对
“四风” 不是一场仅仅在节日前后进
行的应景之作，而应该是深入每个人
心的一场长期战、攻坚战。

如何识破并阻止披着送礼 “马甲”
的腐败行为？如何揪出地下化、隐秘化
的公款吃喝？ 如何让传统节日回归本
源？首先要从抑制送礼经济、交际经济
背后不合理的需求做起，铲除不正之风
背后的“根”。同时还要严格规范企事业
单位的财务管理，让“迎来送往”回归阳
光，以及实行更为严格的举报等监督制
度，让清明之风吹进每个人心里。

（据新华社上海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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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初显新气象：
月饼“瘦身” 螃蟹“卸甲”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
会长杨维龙介绍说， 过去每年大量
阳澄湖大闸蟹爬上了公款消费的餐
桌， 而今年京沪穗等大城市需求量
呈现大幅下滑， 公开以单位名义订
购大闸蟹的客户锐减。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往年正是
吃、请、送礼的高峰期。记者走访北京
西单、 崇文门等繁华商业区的多家商
场、超市发现，以往耀眼的高价月饼已
经很难见到，各种“瘦身”月饼成为市
场主角。 在家乐福广渠门店， 销售人
员给记者推荐了当前几款卖得很火爆
的月饼，价格都在每盒200元以内。

“天价月饼、大闸蟹公款消费等
节日奢侈、腐败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这表明中央多项禁令抓住了重点，
对转变党员干部作风起到良好作
用。”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瑞政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严格落实“八项
规定”，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旧思维仍有市场：
一家企业礼单暴露的秘密

这是记者辗转拿到的一家知名
家电行业企业的2013年中秋客户关
系维护计划，计划显示：今年送礼范
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春节“公关
维护”基础上有所扩大，涉及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成都五个区域，总
计人数360人，其中仅某一个机构部
门就需要送出280多份礼物。“礼单”
将维护等级细分成ABCDE五个档
次，以董事长、集团等不同名义赠送
给部门领导的价值也不同： 有的送

出两瓶红酒和知名品牌的高端手机
一部，有的送手机一部，有的送出消
费卡3000至5000元不等。

“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企业和
个人还处于“不能不有所表示”的思维
惯性，既让新规打折，也让节庆变味。

“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
人们中秋节互相送盒月饼本不为
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文军说， 但企业根据对象权力大
小，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送出价值不
同的礼物，这种送礼的“心思”已经
明显异化。 人情和腐败的界限已经
模糊，礼物也成了“变味”的腐败。

节日送礼新花样：
“隐身衣”“地下党”“化整为零”

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王世谊等专家认为，近期“节日
腐败”势头得到明显遏制，但公众既看
到成绩， 更对反腐新风能否久吹还有
忧虑。记者发现，面对政策严管，一些
节日送礼也衍生出新变种。

———穿上“隐身衣”。记者近日走
访北京多家商场、酒店发现，很多酒店
贴心给顾客提供“报销便利”，不管是
购买“金银月饼”还是“平价月饼”，不
少商家都可提供“办公用品”发票。

———转成“地下党”。在中央的严令
下，很多“节日腐败”从半公开向半地
下“转型”。在南京机关单位林立的湖
南路上，一家礼品回收店店员介绍，现
在风声日紧， 但他们在南京同城交易
网站上开设网店，方式更加隐秘。

———大额“化整为零”。有关部门
要求大额购物卡必须实名制，今年大
额购物卡少了很多，但销售的购物卡
总金额却没少。“1万元的卡要实名、
而且‘扎眼’，但换成10张1000元的
不就行了？是发是送都可以。”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
示，能否让新风持久长吹，不只看要
求是否严格， 更要看行动能否成为
制度， 令行能否禁止。“‘抓铁留痕’
的力度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缺一不可。”王世谊说。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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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一新还是花样翻新
———中秋节送礼现象扫描

豪华月饼销售遇冷、天价大
闸蟹市场降温、大张旗鼓的公款
吃喝难觅踪影……中央出台“八
项规定”、 下发节日禁令后迎来
首个中秋， 各地初显节约从简、
反对铺张浪费的节日新风。

但记者调查发现， 严令之
下，送礼现象并未绝迹，只是方
式更加隐蔽， 花样也在翻新。专
家认为， 亟待从制度上堵住漏
洞，防止新风变成“一阵风”。

斩草还要“除根”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南京9月17日电 南
京市纪委发出通知， 从即日起，将
联合市财政、公安等8部门，对中秋
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开
展严格监督检查；对违反中央纪委
“四个严禁”、经查证属实的党员干
部，将根据有关规定，一律先免职
再调查处理，并视情追究所在单位
主要领导责任。

据该市纪委负责人介绍，此次监
督检查是根据中央纪委《关于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
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等

要求开展的，旨在坚决制止“两节”期
间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
不正之风，确保中央纪委强调的“四
个严禁”落到实处。

“这次监督检查，将建立部门主
管、多方联合、交叉互查的监督检查
机制，以特殊时段、重要节点、关键岗
位、敏感场所为重点，坚持明察和暗
访相结合，敢于动真碰硬，以严明的
纪律督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
作风转变，坚决刹住公款请客送礼等
奢靡之风，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
围。”南京市纪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南京：违反“四个严禁”一律先免职

◎责任编辑 肖丽娟◎

中秋佳节临近，广西南宁市月饼市场没有往年的火爆场面，各大超
市天价礼盒月饼鲜见其踪， 豪华酒店门口不见了凭票选购月饼的长队，
路边扎堆“高价收购月饼票”的“黄牛”经营惨淡。相反，简朴包装、价格实
惠、传统口味的月饼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

图为9月17日， 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一名女子在 “全场清仓处
理” 的月饼销售摊前挑选月饼。 新华社发

南宁：中秋月饼“返璞归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中秋
将至，全国各级电视台认真贯彻落实
中宣部等五部委《关于制止豪华铺
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要求，纷
纷采取措施节俭办中秋晚会，在演出
场地选择、演员阵容控制、舞美灯光
制作规模等多方面做了精简与调整，
不少电视台则调整了节日报道安排，
取消了中秋晚会。

据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介绍，央
视中秋晚会是央视自创的重点品牌
晚会，今年将于9月19日晚在广东梅
州与全国电视观众见面。本着“节俭
办秋晚”的宗旨，今年晚会大幅度缩
减了“明星”比例以及出场酬劳，增
加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杂技、
武术、木偶等传统艺术节目，同时不
再从外地邀请艺术团体担任伴舞，
全部选用梅州当地文艺院团承担。

晚会场地从室外大型广场改为体育
场，大幅压缩舞美、灯光、大屏幕的
经费，并取消了焰火燃放。

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
均表示，今年将不举办中秋晚会。

据了解，中秋节期间江苏卫视将
以新闻报道、专家与百姓访谈等形式
弘扬传统文化， 多个栏目将围绕
2013海峡两岸中秋灯会等活动开展
节日报道，介绍中秋民俗传统、文化
风貌以及风格各异的江南水乡元素、
台湾和妈祖文化等特色文化，为观众
送上一份丰富的收视菜单。

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介绍，中秋
前后，钱江潮蔚为壮观。中秋节白天，
浙江卫视将对钱江潮进行3小时直
播，并在23时后安排一档“明月共潮
生”特别节目，实时呈现明月与钱江
潮“相映成趣”的特别景观。

各电视台中秋晚会节俭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