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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作风建设的有关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实质上是党

性问题”。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
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我们党作为一个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作风问题， 任何时
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作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
闭幕不久， 中央政治局就制定了 《关于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提出精简会
议活动、 精简文件简报、 厉行勤俭节约等八项
规定。 此后， 中央为加强作风建设， 又陆续出
台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中央和国家
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等党内法规。 2015年修
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八章 “对
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共有8个条款对3
类违反作风建设的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

1.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 党政机关和
党政干部从事营利活动的不正之风， 容易产生
权钱交易、 滋生腐败问题， 侵害党和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对此， 新条例第
九十一条规定： “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
经商办企业的 ，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违规使用公款公物等行为。 公款姓公 ，
取之于民 ， 用之于民 ， 一分一毫都不能私用 。
违规使用公款进行大吃大喝、 赠送礼品、 滥发
津补贴等行为， 严重违反作风建设的规定， 损
害党员干部的形象。 对此， 新条例第九十六条
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 参加用公款支付的
宴请、 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
赠送、发放礼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
十七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
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
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3.违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的行为。 违
反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的行为，主要包括公款
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的行为、超标准超范围
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的行为、违反公务用车管
理规定的行为、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以及违规
举行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行为和违反办公用房
管理规定的行为。对此，新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
“用公款旅游、 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
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
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
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第九十九条规定：“违反
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
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
百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配备、 购买、 更换、装
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
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
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
一条规定：“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
的；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
警告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擅自举办评比达
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取费用
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决
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
馆所，超标准配备 、使用办公用房的 ；用公款包
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
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的重要性 、
长期性和艰巨性，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 自觉遵
守党中央和省委关于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 以
优良的党风来带动民风社风， 建设山清水秀的
政治生态。

（撰稿人/李良勇 罗艳 华海明 整理/湖南
日报记者 张斌）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以案释纪》之十六

� � � � 【案例1】
何XX，中共党员，X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X中队指导员， 于2016年8月12日，违
反公车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 驾驶警车
带其妻子看病并在处警时搭载其妻子到
事故现场，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在组
织调查期间，该同志认错态度较好。2016
年10月24日，X市纪委给予其党内警告
处分。

【条文】
何XX的行为，第一，违反了《中央政

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2012年12月4日）关于“严格
执行住房、 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
待遇的规定”的精神；第二，违反了2016
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
称“新准则”）第一条关于党员要做到“坚
持公私分明”的规定，以及第五条和第六
条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从政，
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廉洁用权，自
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规定；第三，违
反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办法》（中办发〔2011〕2号）第十四条关于
“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用车，不得
公车私用”的规定。 根据2016年《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
第一百条关于“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
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
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的，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的规定，给
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是恰当的。

本条所称的“违反有关规定”主要是
指违反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
用管理办法》（2011年6月6日）、《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年11月
18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2014年7月12日）等有关
规定。

应当注意， 新条例第一百条规定的
违规行为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党政机关
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领导干
部不准购买和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小轿
车。第二，党政机关不得以特殊用途等理
由变相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不
得以任何方式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
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 不得接受企
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的车辆， 不得以任
何理由违反用途使用或固定给个人使用

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公务用车，不得以
公务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第三，
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
违规乘坐公务用车。

本案发生和查处时间都在2016年1
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新条例及有关规定
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公车私用的行为，表面看是小事，实

则是大事，是一种公私不分的行为，是一
种不廉洁的行为， 是一种影响党的作风
建设的行为，长此以往，还会严重影响党
群干群关系和党的执政基础。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中央政治局把配备使用管理公务
用车作为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内容之一，把配备使
用管理公务用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纠
“四风”的重要内容之一，下大力气进行
了整治，并对公务用车进行大力改革，使
得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的情
况大为改观， 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的广泛好评。 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又把违反有关规定
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
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
为，以专门条款作出了处分规定，这为规
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制度保障。

何XX作为交警中队指导员，作为统一
着装和有特殊纪律的公务员， 人民群众关
注度高，本应当廉洁意识、纪律意识更强，
自觉践行新准则规定的道德规范， 坚持公
私分明、廉洁从政、廉洁用权；认真学习新
条例和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办法》等党纪党规，守住纪律“底线”。 但他
罔顾党纪党规， 不但驾驶警车带其妻子看
病、损害党员干部职务的廉洁性，还在处警
时搭载其妻子到事故现场、 影响了人民警
察的形象，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而
且是在党的十八大和新条例颁布施行之
后，这种顶风违纪行为，给予其相应的党
纪处分是应当的。

何XX的教训，告诫我们广大党员干
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要自觉保持人
民公仆清正廉洁本色， 时刻牢记公权为
公、用来为民，公物姓公 、公私分明 。 否
则，就要受到党纪的处分。

� � � � 【案例2】
盛XX，中共党员，X市农民教育办公

室主任、党支部书记。 2016年4月，盛XX组
织全市部分农产品加工企业总经理、区县
农业产业化局局长共38人赴宁波学习培
训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使用公
款组织参训人员到普陀山景区参观旅游，
共开支17900元。 2016年7月10日，X市纪
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参与
旅游人员个人承担全部相关费用。

【条文】
盛XX的行为，违反了《中央政治局

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的精神，还违反了《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十三条关于“党政
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国内差旅
内部审批制度， 从严控制国内差旅人数
和天数， 严禁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
动，严禁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严禁
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
察调研”的规定。根据新条例第九十八条
第（一）项关于“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
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
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
节轻重， 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的
规定，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是应当的。

适用新条例第九十八条时， 应注意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区分“用公款旅游”“借公务
差旅之机旅游”和“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
旅游”。“用公款旅游”，是指毫无遮拦、明
目张胆地用公款组织旅游行为， 支付旅
游费用；“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是指确
实有实际公务需要出差， 在出差的间隙
进行旅游的行为；“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
旅游”，是指无明确公务目的或者无实质
公务目的，但打着公务出差的旗号，以公
务为名行旅游之实的行为。

第二， 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的界限
问题。 如果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违规使
用的是公款，属于违纪；如果在公务差旅
期间，在不影响正常公务，没有安排正常
公务的间隙， 在经领导同意后自费参观

旅游景点，不应当认为是违纪。
第三，认定本条规定的行为时，应当

考虑除了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外， 违规
支付的旅游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费
用应由个人负担。

本案发生和处理时间都在2016年1
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新条例及有关规定
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公款旅游陋习甚深，被群众称为“景

区的腐败”，群众反映强烈。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严禁公款
旅游，对公款旅游重拳出击，严厉整治 。
随着正风肃纪的不断深入， 明目张胆地
用公款旅游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但当
前仍有个别单位和个人挖空心思， 采取
各种手段，给公款旅游穿上“马甲”。 如以
会议、培训、参观、考察、研讨、参展、招商
引资等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 旅游之
余顺带培训，旅游中间 “插播 ”会议……
有的违纪者甚至以此为名，到国 （境 ）外
旅游。

公务差旅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工作 ，
出差的费用按标准由公款支付。 借公务
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
旅游，并由公款支付差旅费用，实际上是
党员干部利用职权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
负担的费用。 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
既浪费了国家财产，又滋长了享乐主义，
还违反了廉洁纪律规定，败坏了党风，损
害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本案中， 盛XX作为办公室主任、党
支部书记， 理应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了
然于胸，自觉践行廉洁自律规范，守住纪
律“红线”。 他却借公务差旅之机组织并
参与公款旅游，使旅游披上了“隐身衣”，
是一种典型的顶风违纪行为， 追究其相
应的纪律责任是应当的。

盛XX的教训， 告诫广大党员干部，
要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 自觉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为公，一分一厘不
能乱用。 否则，就要受到党纪处分。

� � � � 【案例3】
王XX， 中共党员，X县广播电视台工会主

席兼办公室主任。 2016年3月，王XX在接待某
县学习考察组的过程中，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
定，超标准接待（学习考察组4人，11人陪同），
超标准使用洋酒招待，其行为已构成违反廉洁
纪律错误。 2016年8月，X县纪委给予其党内警
告处分。

【条文】
王XX超标准接待的行为，违反了《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办发〔2013〕22
号）第八条关于“严格控制陪同人数，不得层层
多人陪同”的规定，还违反了第十条关于“确因
工作需要， 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
严格控制陪餐人数。 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
陪餐人员不得超过3人”“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
酒水”的规定。根据新条例第九十九条关于“违
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
者借机大吃大喝，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
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规定，
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是应当的。

在适用新条例第九十九条时，应当注意以
下几点：第一，本条的违纪行为主体既包括提
供接待的接待方， 又包括参与接待的被接待
方。第二，“情节较重”和“情节严重”，应当综合
考虑违规接待的标准、超范围的程度，造成的
浪费程度以及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程度予以
确定。第三，如果是单位违纪，则应当追究直接
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中党员的党纪责任。这里
的“直接责任者”， 是指违规公务接待的决定
者、组织者和参与者；“领导责任者”，是指对违
反公务接待负有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第
四，有本条规定的违纪行为的，达到情节较重
的，才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党纪处
分，对情节较轻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组
织处理。

本案发生和处理时间都在2016年1月1日
之后，应当按照新条例及其有关规定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违规公务接待容易滋生 “舌尖上的腐败”

问题，既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也是人民群
众痛恨的作风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作
风建设， 针对公务接待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相继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制
度，省委也出台了《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
接待管理办法》（2014年1月25日）。 2015年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九条
对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的行为作出处分规
定，为公务接待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近年来，各级“三公经费”逐年下降，“讲排
场”“比阔气” 等现象逐渐得到了有效遏制，俭
朴理性的新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然而，仍然有
个别党员干部存在“公务接待是个筐，什么费
用都往里面装”的错误认识。 觉得在公务接待
中，如果不多找几个人陪同就是不尊重，不大
吃大喝就是不懂待客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热情好客等风俗， 被畸形地运用到公务接待
中，导致公务接待中喝高档酒、吃天价菜、来客
一人陪客一桌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这既破坏
了党员干部形象，也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王XX作为县广播电视台工会主席兼办公
室主任，理应熟悉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在公务接待中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各项
规定，他却在公务活动中违规接待，不仅使用
了高档洋酒接待， 还上演了11人接待4人的闹
剧，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是应当的。

王XX的教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正常的
公务接待无可厚非，但利用公务接待的机会公
款吃喝、挥霍浪费，就是违反廉洁纪律，就要受
到相应的纪律处分。

违规使用警车受处分1

借公务差旅之机公款旅游受处分2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受处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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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临武县“两会”期
间严查会风会纪。（资
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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