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八项规定”，一个改变中国的政治语汇，短短数百
字的内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

2012年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
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4年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始终
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并以此为切入点，驰而不息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成绩斐然、万众瞩目。

� � � �数字最具说服力，4年来，查处问题14万余起，处理人数
19万余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万余人……变化的手
段和数字体现了党中央“动真格”的决心。

从趋势数字看查处之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月度通报数据显示， 截至

10月31日， 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46431起，处理19694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8836人。

据统计，八项规定出台至2013年末，全国因违反八项
规定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有7692人，2014年和2015年
分别为23646人和33966人，呈现明显增长趋势。而今年前
10个月，这个数字就达到33532人，比截至2013年底的数据
增长了三倍多。

从级别分布来看，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和乡科级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分布为15、999、7632和90190人。从
数据来看，被查处干部人数明显上升，仅以地厅级和县处级
干部为例，从2013年底到2016年前10个月，被处理的地厅
级干部人数分别为107人、198人、509人、640人， 县处级也
由1510人增加到4726人。

从违规类型来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大办婚丧喜
庆和违规公款吃喝分列前三。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月度通
报里还从2014年起增加了“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查处情况，
2015年又新增“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查处情况。

从技术数字看手段之变
今年5月初，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始运用大数

据进行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通过采集、整合、比对
城市低保、农村危房改造、退耕还林补助等8类惠民政策相
关数据信息，发现问题线索，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仅仅三个
月，就收集源数据752.93万条、比对数据936.58万条，核查
问题线索17.43万条，查实问题线索1.83万条；695人次主动
退缴违纪违规资金343.31万元，立案审查323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变化， 纪委查案办案的技术
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升级。从一封封“检举信”的时代，跨越到
微信、网络、电话举报，“北斗”实时监督公车，“大数据”平台
防、堵、查腐败……纪委手上的“武器”越来越多、越来越高
明，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推动形成“不敢”的氛围。

从产业数字看风气之变
八项规定出台后， 曾经一瓶难求的某品牌白酒价格遭

遇市场困境。 一名经销商坦言：“各个机关单位在我这里买
酒的惯例突然停了，当时感觉业绩压力特别大。”2013年上
半年，该品牌经销商纷纷主动下调价格，最初降至1800元
左右，到2013年下半年降至1200元左右，现在已经达到900
元至1100元之间并基本保持稳定。价格调整后，该品牌白
酒市场定位也从公务接待向商务活动转变， 从高端客户走
向普通百姓，回归大众消费的同时，实现了稳步发展。

相同的遭遇还有餐饮行业。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高端
餐饮业受到影响，一些餐饮集团通过删减高档菜，增加“接地
气”的中档菜，使大众餐饮成为餐饮业“主力军”，餐饮业也再
度回暖。2015年全国餐饮收入时隔3年后重回两位数增长。

“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是帮助餐饮业挤泡沫，重新回到理性、
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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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还需自身硬”
———以八项规定为切入

口，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得到加强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
遇等文件，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用房、
住房、用车、交通等待遇进一步作出规定。
会议明确要求，有关规定从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

对此，境内外舆论评价道，八项规定
在执行四年之后再次升级，中国共产党改
进作风、从严治党的决心坚定不移。

四年前，同样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
议上，八项规定审议通过。

四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八项规定。

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
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
实情况，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
有关制度规定。

2015年12月28日至29日， 中央政治
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审议《关于三年
来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落
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情况的报告》 等，中
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党中央要求
进行对照检查。

四年来， 各地区各部门向党中央看
齐，以“钉钉子”的劲头，咬定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放松。

———狠刹公款吃喝。 继一些地方提出
“执行公务时午间禁止饮酒” 的规定后，新
疆、安徽等地出台升级版的“禁酒令”，规定
公务活动一律不准饮酒，并通过暗访、督察
等方式，推进公务接待“禁酒令”落实。

———整治文山会海。上海嘉定区开通
网上会议管理系统，“晒出”一段时期各部
门会议安排和内容，参加会议人群基本一

致的放到一起开。
———抵制公款节礼。河北省纪委开展

整治公款送节礼专项行动， 重点到商场、
超市、土特产经营店等场所进行暗访和调
查。 四川、河南等地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发
送廉政短信、开展诫勉谈话、曝光典型案
例等方式，划出“高线”、摆出“底线”。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劲头抓下去”

———坚持思想引导与制度
建设并重，固本强基，作风建设
扎实推进

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
终目的，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四年来，
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
党紧密结合， 党风廉政建设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层层推进。

严字当头治标———
12月2日， 中央纪委网站通报了神华

集团公司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
题。多名神华集团的中层干部因“借外出学
习绕道风景名胜区公款旅游”“操办升学宴
并违规收取礼金”等行为接受组织处理。这
些问题在以前看来“无伤大雅”，现在都已
成为领导干部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

查阅中央纪委不断更新的“全国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越
往后执纪越严”的态势直观明了。 中央八
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10月，全国
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46431起，处理196947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98836人。

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曝光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通报“点名道
姓”，绝不“护短遮丑”。 仅在狠刹年节送礼
上，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抓了中秋抓国庆，抓

了国庆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一个节
点跟着一个节点推进，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
题解决，一方面早研究、早部署、早提醒、早
警示；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持续释
放违纪必究、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思想建党强基———
四年来，党中央对症下药，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锤炼党风，在“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砥砺党性……在不断
推进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广大党员锤炼了
党性修养，拧紧了思想上的“总开关”。

“实践证明，理想信念并不是空洞的
说教和简单的灌输，而是与每一个党员的
行动与实践密切联系，实实在在地体现在
日常工作生活中。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
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说。

制度治党固本———
四年来，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为引领，一个“1+20”的制度框
架搭建起狠刹奢侈浪费之风的“高压电
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施行，明确了广大
党员干部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
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成为全面从严治
党新的里程碑……一个立体式、全方位的
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正风肃纪需要驰而不

息，久久为功

八项规定不仅使老百姓感受到切实
的变化，也将中国共产党正本清源、重塑
形象的自我革新推向新境界———

“现在一提八项规定，大家都自觉遵

守， 简单一点、 甚至没有接待也习以为
常。 ”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张荣辉说。

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党内上下级
关系、人际关系日益正常化，逐渐摆脱应
付人际关系的烦恼；繁文缛节、迎来送往
的束缚少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把精力和时
间用在干事创业上；老百姓对党和政府长
期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更有信心，党的
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空前提升。

八项规定切实推动社会风气的净化、
党风政风的强化，激浊扬清、潜移默化树
立起新风尚———

粽子、月饼、大闸蟹这些一度被“天
价”异化的食品，重新成为老百姓庆祝佳
节的应景美味；寓意亲人团聚、祈盼美满
的传统节日，找回应有的文化底蕴；餐饮
经营者摒弃过去盲目追求“高大上”的弊
病，实实在在做起百姓生意。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八项规定正
风肃纪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也要看到，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
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八项规定出台第四年，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总体部
署———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担负起执行和维
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责任，坚决防止
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

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
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体制机制。

……
清风扬正气，奋进正当时。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万众一心、真抓实干，持之以恒
推进作风建设，必将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
的强大正能量， 创造民族复兴伟业新辉
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清风扬正气 奋进正当时
———写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4周年之际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12月2日， 省
纪委三湘风纪网通报， 经湖南省委批准， 湖南省纪
委对常宁市委原书记曾义国、 湖南外贸职院原党委
书记屈孝初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 曾义国违反政治纪律， 采取串供、 退赃
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 为谋求职务晋
升送给他人财物， 利用职权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为亲属工作调动、 职务升
迁谋利;违反生活纪律， 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
性关系。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利用职权在工程
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
犯罪。

屈孝初违反政治纪律， 采取串供、 销毁证据等
方式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生活纪律。 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 滥用职权在工程承揽、 物资采购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 收受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曾义国、 屈孝初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

丧失，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
收敛、 不收手，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依据 《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参照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
条例》 的有关规定， 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
报省委常委会议批准， 决定给予曾义国、 屈孝初开
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 � � 湖南日报12月３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曾妍 李婵） 12月2日上午， 郴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特大
跨国制毒贩毒案。 被告人雷明华 （香港
居民）、卡洛斯（墨西哥籍）等9人犯制造、
运输、贩卖毒品罪获刑。其中，被告人雷明
华犯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
告人卡洛斯犯制造毒品罪， 判处死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2人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人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雷明华、 卡
洛斯、 李俊辉 （香港居民）、 文鸿彪 （香
港居民） 等人为牟取暴利， 在同案人朱

国兴和庄建跃的纠集下， 分工合作在湖
南省桂阳县大肆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
被告人张军、 刘文家、 徐成英、 张云保
在雷明华诱惑下， 参与制毒团伙， 协助
制造毒品， 所制造的毒品纯度高， 数量
巨大， 并且已有近100千克甲基苯丙胺
流入社会，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被
告人庄建国协助雷明华运输毒品， 危害
社会。

法院认为， 被告人雷明华运输、 制
造甲基苯丙胺成品 （冰毒） 约260千克及
半成品157.45千克、 咖啡因254千克， 其
行为构成运输、 制造毒品罪。 在共同犯
罪中， 雷明华负责提供制毒场地、 制毒
原料及设备的运输， 毒品样品、 成品的

运出及纠集被告人
张军 、 刘文家、 徐
成英 、 张云保并安
排以上制毒人员任
务， 接送制毒人员，

在运输、 制造毒品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
犯。 被告人卡洛斯精通制毒技术， 为牟
取非法利益3次到位于湖南省桂阳县的制
毒工厂， 制造甲基苯丙胺成品约260千克
及半成品157.45千克、 咖啡因254千克，
其行为构成制造毒品罪。 在共同犯罪中，
卡洛斯作为制毒技师， 直接制造毒品，
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被告人李俊辉参
与制造甲基苯丙胺成品约260千克及半成
品157.45千克、 咖啡因254千克， 其行为
构成制造毒品罪。 李俊辉到案后如实供
述其主要犯罪事实， 系坦白， 依法可从
轻处罚。

在制造毒品共同犯罪中， 李俊辉实
施了考察制毒场地， 当制毒技师的翻译，
协助制毒， 搬取原料， 统计毒品数量、
包装毒品， 向技师支付报酬的行为， 起
主要作用， 系主犯。 被告人张军为牟取
非法利益， 参与运输、 制造甲基苯丙胺
成品约214千克及半成品157.45千克、 咖

啡因254千克， 其行为构成运输、 制造毒
品罪。 在共同犯罪中， 张军协助制造毒
品、 运输制毒原料、 登记毒品数量、 包
装毒品、 送毒品样品， 起主要作用， 系
主犯。 被告人文鸿彪为牟取非法利益，
参与制造甲基苯丙胺成品约260千克及半
成品157.45千克、 咖啡因254千克， 其行
为构成制造毒品罪。

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文鸿彪负责
向雷明华、 李俊辉等人传达指示及向
李俊辉转送报酬， 起主要作用， 系主
犯。 鉴于被告人文鸿彪在共同犯罪中
未直接参与制造毒品， 作用较其他主
犯小， 可相对其他主犯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文家、 徐成英、 张云保犯制
造毒品罪， 被告人庄建国犯运输毒品
罪， 均系从犯。

本案因案情重大、 复杂， 依法报经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 现审
理终结， 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八项规定4年间
带来哪些变化

湖南特大跨国制毒贩毒案一审宣判
9人获刑， 2名主犯被判死刑

周月桂

个体户刘彩虹在湖南高桥大市场经营厨具多年， 一直
以来都是接的国内订单， 没想到今年竟然把厨具卖到了非
洲。

今年9月，她以“旅游购物”方式向非洲客户出口了两套
食堂厨房设备及碗碟等系列餐具，出口报关金额近100万元
人民币，并为采购方酒店提供改造方案，目前，又有第二笔
出口订单进行洽谈。

刘彩虹说，在以前，市场的个体户别说和老外谈业务，
就连面都见不上。

今年7月，中部地区首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高
桥大市场启动，刘彩虹等300多名商户有了出口资质。

该试点还引进了浩通、恒峰等六个进出口服务平台，在
贸易成交、结付汇、报关报检、运输和商务谈判等方面全程
为商户服务，让从没做过外贸的刘彩虹们，也能顺利“卖全
球”，轻松“发洋财”。

过去，高桥大市场商品多销往市州及农村市场，创新的
体制机制，让高桥的商品由“卖全省”变为“卖全球”。今年11
月，该市场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开业，汇集全球40多个国
家上万种进口商品， 又为国际商品进入中部市场打通了渠
道，衍生出更多“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化贸易。 对于个体
户们来说，也可实现省内直接批发进口商品。

开放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提升开放发展新水平。 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
应链，推进有质量走出去、高水平引进来。积极推动“湘品出
境”，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不断做大
外贸总量，提升外贸依存度和贡献率。 ”

2015年，我省GDP居全国第9位、中部第3位，但进出口
总额居全国第19位、中部第5位，分别只相当于河南、湖北、
安徽和江西的40%、60%、64%、69%。

而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更多形式的创新、更好的服务
和更优的环境。 “旅游购物”贸易试点和国际商品展示贸易
中心， 均是我省外贸发展的示范项目， 这是一种可贵的创
新，同时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完善，让更多的商家能参与到国
际市场中来。

当前形势下，一些体量巨大的专业大市场，既是搞活内
贸流通的重要平台， 也是集结国内商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
要平台，应不断创新贸易体制机制，推进贸易便利化，更好
地推进内外贸融合。

个体户怎样“发洋财”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系列谈之三

2名省管干部严重违纪被“双开”

� � � �党员干部在福州市闽清县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中心接受警示教育。 新华社发

谈经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