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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这 5 年：吃喝少了，身体好了，调研多了……
八项规定实施给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丝毫松懈不得

1 月 17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数据
显示，2017 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 51008 起，处理 71644 人。

过去 5 年多，民众对中央落实八项规定成效
的感知，既来自于“成绩单”中的具体数字，更源自
自己的切身感受。5 年多过去了，吃喝少了，调研
多了；请客少了，规矩严了；文件少了，办事快
了……党中央率先垂范，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得到激发，清正廉洁、奉献担当的清风正气不断巩
固。

规矩变严：违反规定冒头就打

去年 10 月，山东省济南市纪委点名道姓通
报了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原党委委员、设备技
术处处长张岩的违纪情况——— 张岩曾 15 次在非
工作时间使用单位公车办理个人事务，因此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党委委员职务，还要
承担违规使用公车产生的费用。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类似的处分和通报在山

东省已成常态。山东省纪委常委孟祥吉说：“通过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让顶风违纪者挨板子、丢面
子，让‘有想法’的后背‘发凉’，形成震慑效果。”

作风问题起于毫末、积沙成塔，作风之变也成
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看似小事的公车私用问题被严厉追责，折射
出作风建设的细致入微。山东省纪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作风建设方面的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坚持抓早抓小；对构成违
纪的坚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绝不以批评教育、
诫勉谈话和内部通报代替。”

党风正不正，基层是关键。党的八项规定实
施以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紧盯违规公款吃喝送
礼、公款旅游、公车私用、违规建设楼堂馆所、大
办婚丧喜庆、滥发钱物、出入私人会所，以及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聚焦隐形变异和改头换面
等新动向，逢节必令、违纪必查。

规矩变严了，以前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习以为
常、司空见惯的现象，成为新的禁区。

“以前上级领导下基层要专车开道、整理视
野范围内的卫生环境、安全保卫、专人迎接，准备
好几天就为领导看一眼。”昌乐县朱刘街道党工
委书记赵中国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现在领
导出行都是轻车简从，警车也不再有“开道”的功
能，不会再给老百姓“添堵”了。

过去几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普遍加大了通
报曝光力度，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四风”露头就人
人喊打的氛围。

高压严打之下，一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
的歪风邪气被刹住，一些司空见惯的“官场陋
习”和作风难题被攻克。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违规公款吃喝、送礼、国内旅游三类
突出问题总体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基本刹住
面上“四风”问题。

作风转变：干事创业环境优化

前段时间，德州乐陵市蔬菜局局长王吉侠在
体检时发现，困扰他多年的脂肪肝没有了。

“前些年喝酒不节制，一天两顿酒是常态。”王
吉侠说，八项规定以前，工作中迎来送往是常态，
无论是上级部门到来还是自己下到乡镇，都少不
了接待和被接待，碍于情面不得不喝酒。“要了面
子伤了身子”使他不仅患上了中度脂肪肝，血压和
血脂还都偏高，喝酒之后影响工作更让他苦恼。

2012 年底，八项规定出台，王吉侠有了名正
言顺的理由不喝酒、简化接待，将更多的时间投入
到基层调研上。手机计步器显示，每天他行走的步
数都在 1 . 5 万步以上。他说：“我现在每天都要走
村入户了解村里的新情况，走路是少不了的。”工
作走出了办公室和酒桌，身体也走出了亚健康状
态，王吉侠对这些转变很满意。

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基层党员干部耗在酒场、

会场的时间明显下降，沾泥土带露珠的调研多了，

干事创业的环境进一步优化。
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街道干部马焕军告

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八项规定以来，政府部
门开会明显少了。“能压缩的压缩、能合并的合
并，不用三天两头跑会场了；程序少了、会开得短
了，干实事的时间多了。”

他说，一些领导干部逢会必讲的“我再强调
几点”再也听不到了，受表彰单位和个人挨个上
台领奖也变成了只发通报就行。他说，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环境的优化，使大家可以全心扑到谋
发展、促和谐上了。

基层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转化成了老百姓
的“获得感”。5 年来，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风民
风向上向善，回应了群众期盼，兑现了庄严承诺，
赢得了党心民心，厚植了党的执政基础。

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有的政府部
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门好进了、脸好
看了、效率高了。简政放权之下，跑腿次数越来越
少，政府部门上门服务的次数越来越多；到企业检
查工作的干部，打官腔的少了，认真抓问题、听意
见的多了，企业创新创业环境也好了。

山东省沾化县台四村村民刘清华今年送走
了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她告诉记者，两年时
间里，驻村干部吃住都在村里，帮着村里建起了
冬枣大棚、文体活动中心，村里的经济状况和村
风村貌都明显上了好几个档次，她自己也在帮扶
之下摆脱贫困、实现小康。

她说：“干部跟我们老百姓越来越亲，我都舍
不得他们走呢。”

再出发：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经过近 5 年的不懈努力，奢靡享乐之风基本
刹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不
正之风得以扭转；党员干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红线”意识明显增强，纪律和规矩进一步严明；

制度笼子越扎越紧，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初步实现。

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6 月进行的民情民
意电话调查显示，94 . 8% 的受调查对象肯定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成效，91 . 8% 对中央八
项规定长期执行有信心，85 . 5% 认为中央八
项规定实施以来身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有明
显改进，89 . 5% 认为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带动
社会风气有明显改进。

成绩有目共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
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仍存在作风不严不实、自我
要求放松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仍心存侥幸踩
踏红线。这也提醒我们，“四风”问题具有顽固
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中纪委近期公布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件显
示，公款吃喝、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等中央明令禁止、群众深恶痛
绝的行为仍时有发生，一些违规行为甚至就
发生在近期。

例如，成都市郫都区安靖街道赛驰村党支
部书记陈万强在未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下，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利用某休闲农庄开业之机，
宴请本村村干部、联防队员、企业老板等管理
服务对象及其他亲戚朋友，收取村社干部、某
汽修厂、租地户杨某、某石膏厂谢某等人礼金
共计人民币 2000 元，花篮 22 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
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仍然没有
与时俱进：有的干部因为“管得严了”而不敢担
当，产生“为官不易”的负面情绪；有的干部下
基层调研仍带着“彗星尾巴”，未按规定轻车简
从；有的文件和会议仍然充满官话套话空话，
“纸面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

党的十九大深刻分析了我们党面临的
执政环境和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
性的因素，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新部署新要
求，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的实施细则》也对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
站位、保持廉洁自律提出了新标准。

作风建设再出发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
相信，在新的起点上，通过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纪律和规矩将更加严明，违规违纪行为将越来
越少，清风正气将不断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将越来越紧。

王石川

“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
好 、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
十八项规定 、二十八项规
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
强调。实践证明，八项规定
正越发彰显威力，持续发挥
效力。清风劲，正气扬，这是
民众的普遍观感和切身体验。

但应看到，八项规定既
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
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
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
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还
应看到，纠正“四风”不能止
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继续在常和长 、严和实 、深
和细上下功夫，密切关注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
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

从媒体报道来看，在一
些地方仍存在“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现象。你批评我门难
进、脸难看，我就“只微笑不办
事；你防范我吃拿卡要，我就
不贪不占也不干；你在楼堂馆
所布下“埋伏”，我就转移“战
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任你
反四风轰轰烈烈，我是嘴上唱
高调，私下仍“跑调”……此
外，“四风”问题本身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等“特
质”，一有适宜时机便会破土而出，“野蛮”疯长。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
滴不可弃滞。越是处在关键时刻，越须全力
以赴 ；越是初战告捷，越须再接再厉。不让
“四风”问题反弹，必须多管齐下，在制度设
计上，力避牛栏关猫；在具体执行上，拿出钉
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在追责上，不管涉及谁
都要一查到底，正如总书记所称，既要用铁
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
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
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四风”问题无论滋生还是反弹，根源在于它
们有寄生的土壤，故此，纠“四风”，除了拿出
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
向制度建设要长效之外 ，更要找出“病原
体”，拔掉病根，铲除它们生存的土壤，涵养
正派、纯粹的风气。

年关渐至，正是“四风”猖獗时。纠“四风”

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要常抓不懈，对
症下药，就能跳出“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
就松下来”的怪圈；只要始终保持零容忍态
势，就能让党风政风为之一新，民众在纠“四
风”中更有获得感，更有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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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灏、闫祥岭、陈国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强调，要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
场合多次强调，要徙木立信、
以上率下，锲而不舍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解决，管出习惯、抓出成效，
化风成俗

5 年多过去了，八项规
定带来了哪些积极变化？还
有哪些问题需要抓紧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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