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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观点

微言大义

拾物索酬亟须法律细化

一直以来，拾金不昧被誉为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甚至成为衡量人们道德
素质的一个标准，自然而然，有偿归还被
认为是有失道德的。

其实，从拾金不昧到送失物要跑腿
费，既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价值观念
转型的产物。况且，物权法规定：“权利人
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
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也就是说，拾得人的索费权利受到法律保
护。但是，现阶段，送失物要跑腿费也亟须
法律补位，因为所谓的必要费用仍缺乏一
个明晰的执行标准。同时，也存在着拾得
人扣着别人的东西不还，或者向失主强行
索要较高的赔偿费等现象，轻者构成民法
上的侵占，重者则有可能构成侵占罪。

换言之，一旦越过红线，好事就可能
变为坏事。因此，笔者认为，在我们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有必要
将获酬权立法付诸实践，因为只有明晰权
责边界，将送失物要跑腿费纳入法律轨
道，拾物索酬才会更具操作性。只有拾得
人利益表达有章可循、失主给予报酬有据
可依，双方才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同
时，这也会消除掉一些无谓的社会争议，
即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一定意义上，法律对获酬权的肯定，
就是在用激励的方法来培养公民的德行。
毕竟，物归原主，弘扬助人为乐精神；有偿
归还，体现知恩图报美德。当然，倘若拾得
方执意拾金不昧不要报酬，那么更是对道
德和法律的双重尊重。 ——祝建波

宪法日，我们向宪法宣誓！
杨怀荣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宪法
“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
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将每年的12月4日这一天定为国家宪
法日。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
的决定》，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在这庄严的氛围中，当我们
举起右拳，郑重宣誓，从内心深处感受
到心灵的震撼，一种庄严、庄重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宣誓，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警
示。向宪法宣誓，让我们从内心树立
起忠于宪法和法律的理念，让我们铭
记手中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来源于人民的赋予，只能用于为人
民服务，而绝不能滥用于谋取不正当
利益或者损害公众利益。让我们从内
心深处接受宪法的教育与洗礼，感受
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长存对宪法的
敬畏之心，长存对人民的谦卑之情。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要培养民众的法治信仰，
首先得营造一种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的社
会氛围，要建设法治国家，首先要维护宪
法的权威和效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宪
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
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
公开向宪法宣誓”，将我国在宪法宣誓方
面的实践与探索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设
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就是
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心
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宪法。公职
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
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
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宣誓仪式起源于古代社会的宗教仪
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宣誓制度逐
渐退去浓厚的宗教色彩，发展成为现代
民主社会一种重要的仪式制度。宪法宣
誓是尊崇法治的表现。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庄严的宣誓，发出了洪亮的法治
声音，彰显了对宪法的敬畏。

首先，向宪法宣誓有助于国家工作

人员在内心树立起宪法至上的观念和坚
定的法律信仰。宪法是一国的母法、根本
大法和公民权利的源泉。但一个国家不
能仅仅只依靠一个宪法文本来治理国家，
甚至宣扬自己是一个法治国家，拥有宪法
至上的法治观念和坚定的法律信仰才是
法治国家建设的根本需求。通过仪式化
的宣誓仪式，在宪法和国旗下做出庄严承
诺，有利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内心巩固其对
于宪法的崇尚和对于法律的信仰。

其次，通过宣誓仪式，一方面可以强
化国家工作人员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内心树立起忠于宪法和法律的理念，敦
促国家工作人员牢记手中的权力来源于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源于人民的赋予，
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滥用于谋
取不当利益或者损害公众利益。起到警
示——国家工作人员明白自己的权力从
哪里来，权力要关在笼子里，有助于宣誓
人员明晰宪法义务，恪守宪法红线，宣誓
能够起到教育激励的作用；承诺——让
公民看到国家工作人员承诺了什么，以便
日后监督；教育——让国家工作人员和
公民都接受一次宪法教育，彰显宪法的神

圣地位等作用。
再次，向宪法宣誓有助于增强国

家工作人员的个体向心力，形成国家
工作人员群体的凝聚力，提升国家工
作人员职业尊荣感。有学者认为：一
个真正反映每个成员的共同愿景和
价值观的使命宣言，能极大地激发全
体成员的热情与向心力，调动他们的
创造力和奉献精神，赋予员工心灵保
护、指导方针和衡量基准，使他们不
再需要旁人的指导、监督和批评，因
为他们已经接受了不变的核心原则，
接受了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国家
公职人员通过向宪法宣誓仪式同样
具有这样的功能。

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
誓制度，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
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设
立国家宪法日，不仅仅是增加一个
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全民的
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
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
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大数据产业发展
要坚守法律底线

葛少帅

法法 官官 之之 声声

对大数据产业来说，相关法
律规定是规范市场正常发展，它
不是产业发展的阻力，而是促进
产业升级，倒逼技术进步的一种
动力，如此才能营造一种更加健
康有序的大数据产业环境。

近日，ofo 共享单车与网贷平台
ppmoney之间的绑定活动，不仅让本来
就陷入退押金难舆论漩涡中的ofo共享
单车雪上加霜，也增添了用户对个人信
息安全的担忧。不少用户担心他们的
个人信息已经遭到了非法的泄露。

当前，各种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
行为层出不穷，从推销电话、诈骗电
话，到购物记录、开房记录，动辄上亿
条的个人信息泄露，让人们在面对个
人信息有可能泄露时，更加敏感谨
慎。在此情况下，利用公民个人信息
的大数据产业该如何发展，值得深思。

与一些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不
同，大数据产业公司对公民个人信息
的获取、利用往往具有合法经营目
的。例如资产评估公司对收购债权进
行评估时，要获取和使用公民个人信
息，广告公司根据公民个人信息进行
广告投放的私人订制，也需要公民个
人信息的支持等等。但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未经
个人同意，即便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
人信息向他人提供，为合法经营而购
买、获取个人信息的，也是违法行为。
对此，业内不少公司，采用公司合并、
成立子公司，利用子公司与母公司之
间数据共享等规避手段，以及数据收
受双方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试图绕开
法律的规制。这些手段，能否达到目
的，还有待商榷。但产业内普遍存在
的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当前大数据
产业发展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之
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当前社会已经迈入了大数据时
代，大数据产业方兴未艾，一些新的商
业模式和商业公司有如雨后春笋，层
出不穷，给传统经济社会带来了便捷
和巨大的利益。维护大数据产业的正
常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事物都是具
有两面性的，不受监管的大数据产业
容易对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侵害。要维
护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与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保持平衡，既不
能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因噎
废食，阻碍了行业的进步发展。

要达到这种平衡，最重要的是坚
守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不能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权益的底线。虽然公民个人信
息能够带来一定的财产利益，但根据
法律界一般的观点，公民个人信息是
具有人格权益属性的。如果以发展大
数据产业为由，对人的人身权益造成
了损害，就会本末倒置，颠倒了人与发
展的关系。归根到底，发展是为了人
的。因此，对于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权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大数据
利用行为，要坚决说“不”。

一项新的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果
相关的监督措施不能跟上去，就容易
出问题。对大数据产业来说，相关法
律规定是规范市场正常发展，它不是
产业发展的阻力，而是促进产业升级，
倒逼技术进步的一种动力，如此才能
营造一种更加健康有序的大数据产业
环境。

申请人杭州昊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丢失,号码为3130005138855467,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9日，出票人为秉朗(上海)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苗硕商贸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营口银行
大连分行账务处理中心，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整，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深圳市浩洋新能源有限公司因不慎将出票日期为
2018年10月23日、出票人为通辽市大鹏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票据号码为31300051 46144457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深圳市浩洋新能源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日期为
2018年10月23日、到期日为2019年2月22日、出票人为通辽市大
鹏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鲤鱼池支行、
付款行为包商银行通辽分行营业部、票据金额为500000，00元、票
据号码为31300051 46144457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长治昇海工贸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晋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晋阳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
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长治昇海工贸有限公司。二、公
示催告的票据：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晋阳支行签发的银行承
兑汇票，票号为31300052 27722929，出票日期贰零壹捌年零玖月
壹拾肆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玖年零叁月壹拾肆日，出票人山西永
鑫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收款人山西安鑫煤业有限公司，背书人临
汾市普晋化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1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定，现予公告。一、
公示催告申请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银
行汇票1份。票号为10300042 20988118、票面金额为10000元、
出票日期2015年8月19日、出票人为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
农业银行乐清支行营业部、持票人为申请人。三、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浙江]乐清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安勤电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票号为40200051 30193018，票面金额为壹拾捌万零叁佰壹
拾陆元整，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19日，出票人为浙江品至家
具有限公司，出票人账号为201000141362699，收款人为杭州桐
峻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为201000119796822。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强
清10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对广东长城运输发展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国信信扬律
师事务所担任广东长城运输发展公司清算组。经清算组调查，广
东长城运输发展公司无任何财产、账册、文件，且在清算组公告
的债权申报期内无收到债权申报，故向法院申请终结强制清算
程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粤
01强清10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广东长城运输发展公司
强制清算程序。 广东长城运输发展公司清算组

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裁定受理靖字县丹鼎矿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吉林泉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破产企业的
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管理人(联系人：郑希涛、通
信地址：吉林省靖宇县靖字大街 941 号、邮编：135200、联系电
话：0439—725544、18643971975)书面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

据材料(原件)。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公告期满15日之
后即2019年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各债权
人应当准时参加，同时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
身份证明。 [吉林]靖宇县人民法院

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内03破申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内蒙古利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该案指定本院审理。内蒙古利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在第一
次债权人大会中公布了内蒙古利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及负债
情况，认为内蒙古利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申请本院宣告破产。本院认为，内蒙古利尔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期，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且无人申请重整或和
解，应当宣告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裁定宣告内蒙古利尔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

青岛鲁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余静：本公司已经将在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5）青金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你们公司享有的
全部债权转让给了李靖玉，请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向李靖玉（联系电
话：15806553311）履行还款义务。 昆明南超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于2018年9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段明哲申请宣告王璐失
踪一案。申请人段明哲称，被申请人王璐系申请人段明哲母亲，于2003
年前往五台山地区寺院修行，初期与家人联络，并由其子将其退休金定
期转入其名下。2006年后至今没有再与家人联系，且继续转入的退休金
也没有被领取。2012年起申请人段明哲多次前往北京、五台山等地通过
亲属、当地公安机关寻找被申请人王璐下落，至今无果。下落不明人王璐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
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璐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璐生

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璐情
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婷申请宣告李莲凤失踪一案，经查：李莲凤，女，
1988年8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宜章县岩泉上田村9组，系申请
人陈婷之母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
个月。希望李莲凤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南]宜章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韩进霞申请宣告韩忠和死亡一案。经查：韩忠和(男，
1930年2月1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11219300211161X)自
1990年10月起离家出走后，在2007年曾在江宁区登记过寄住人口，
至今下落不明已满11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希望韩忠
和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逾期下落不明的，
本院将依法宣告韩忠和死亡。 [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陈菊申请宣告陈永全死亡一案，经查：陈永全，男，
1945年9月30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52119450930451X，汉
族，住张家港市锦丰镇向阳村天丰片第四组48号，于1996年6
月14日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陈永全本人或知
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1年，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江苏]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余新雨、余星亮
申请宣告陈庆芳失踪一案。两申请人称，陈庆芳于2014年8月离
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陈庆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
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
落不明人陈庆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陈庆芳生存
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陈
庆芳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泗洪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谢正英申请宣告谢德兴死亡一案[案号(2018)川0182民特
53 号]，经查：谢德兴，男，1931 年 11 月 2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26193111025415，汉族，农民，户籍地：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顾福
桥社区8组33号，于2014年11月15日在彭州市天彭镇胆结石医院住院
期间离院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已超过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1年。下落不明人谢德兴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谢德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谢德兴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下
落不明人谢德兴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四川]彭州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运素素申请宣告运永占死亡一案，经查：被申请人基
本情况于2001年3月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

期间为1年。希望运永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
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

贾浩浩：申请人鑫隆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贾浩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352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当事
人、代理人权利义务与风险告知书、仲裁员选定书文本、仲裁程序选定书
文本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你若未
在指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5时
30分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26日
李春太：申请人鑫隆融资租赁（广东）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春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衡仲字第355号仲裁案件受理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举证通知书、衡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当事人、代
理人权利义务与风险告知书、仲裁员选定书文本、仲裁程序选定书文本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你若未在指
定期限内选定仲裁员，本会将于公告期满后第18日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28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16时30分
在本会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衡阳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29日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干警黄帅于2018年10月将工作证和
执行公务证丢失（工作证号130177，执行公务证号120106140），特
此声明作废。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徐开祥、范习花申请宣告公民王长娥失踪一
案，已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苏0723民特1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宣告王常娥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公告期间为60日，
公告期满该判决生效。 [江苏]灌云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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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

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
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
力量。”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党的十九大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的卓著成
效，并将作风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作出清醒的判断，提出更高的
要求——

“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
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
解决。”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
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
众基础。”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
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都要坚决纠正。”

不忘初心，这是作风建设的原动
力。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
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
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的坚定政治信念。他号召全党“始终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艰
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以上率下，这是作风建设的切入
点。

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首次民主
生活会，中央政治局同志重点对照《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
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则》，进行自我检查、党性分析，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建设再次从中央
领导层做起，为全党作出表率。

作风建设，关键在抓住“关键少
数”。

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
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出作风过硬
等“五个过硬”的要求，告诫领导干部
要把践行“三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
生活中，养成一种习惯、化为一种境
界。

作风建设，贵在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十九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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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
夫。

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确的态度、坚定的
意志和扎实的行动，再次向全党释放
出抓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推进作风建
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的强烈信
号。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中央纪委将巩固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作为 2018 年的重点
工作，明确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执行情况作为纪检监察
机关的重点任务和经常性工作，力度不
减、尺度不松。

今年以来，截至10月31日，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8456
起，处理6850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8589人，包括1名省部级干部、584名
地厅级干部。

聚焦重点：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顽疾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
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
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强调，纠正

“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
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
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
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既紧紧抓住老问题，又重点关注新
表现。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在更加

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中走向深入。

近期，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
见》，强调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
务、长期任务，明确了重点整治4个方
面12类突出问题。

甘肃省财政厅农业二处原处长金中
等人作风慵懒，只当“二传手”，致使
4000 万元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扶贫资
金在省级财政滞留长达146天；湖北黄
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负责人谌宏等人
擅自作出每天限号 50 个的决定，甚至
出现“哪怕闲着，没有号，也不受理登
记”的情况；辽宁大连市发改委原党组
书记、主任顾强面对群众反映强烈问
题，在市领导十几次批示提出要求后，
仍没有及时积极采取措施，取而代之的
是反复请示报告……

11 月 28 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6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引起
广泛关注，也为一些不担当、不作为的
党员干部再次敲响警钟。

今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重
庆、山东、吉林、海南、广西等省份都
纷纷对外曝光当地查处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典型问题，形成了向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集中宣战的高压态势。

“不能一味要求基层填表格报材
料”“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
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对
县乡村和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
事项要减少50%以上”……

集中整治各类督查、检查、调研、
评比等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10月9日，一份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
知》，让许多基层干部拍手称赞。

党中央工作的重心在哪，人民群众
关心的痛点在哪，抓作风建设的焦点就
在哪。

从聚焦基层民生，畅通群众身边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监督曝光渠道，到
聚焦脱贫攻坚，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3年专项治理，再到聚焦生态

环保，曝光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典型
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等领域，把整治“四风”
顽疾，与正在开展的各类重点工作结合
起来，作风建设呈现出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鲜明特点。

久久为功：巩固“不敢”强
化“不能”促进“不想”

在节日期间、生日当天，收受管理
服务对象微信红包、微信转账 16 次，
共计8500元；给管理服务对象发送20
元以内的小红包，换来回赠的200元大
红包……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曝光了浙江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嘉兴港区分局副局长王红良违规收受
礼金问题。

一个个“变异”的微信红包，实则
改头换面的“四风”新变种。高压之
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出现了
由线下转到线上、由面上转入地下、由
公开转入隐蔽的新动向。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
性，容易隐形变异、反弹回潮。

仅今年上半年，在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上，已有745起典型“四风”问
题被公开通报曝光。

一些“老问题”树倒根存。以查处
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为例，违
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违规配备使用公
务用车、大办婚丧喜庆、违规收送礼品
礼金等问题依然多发，这四类“老问
题”占比超过70%，“吃喝玩乐”惯性
仍需狠刹。

一些“新动向”尤须警惕。海南一
国有企业与两家餐饮企业签订“试菜
费”协议，作为领导员工加班聚餐、生
日宴请、个人招待的定点场所；天津一
中学总务主任将总务处办公室与隔壁值
班室之间的墙体打通，形成内、外套
间；福州一涉黑“村官”租下一家茶楼
二层作为会所，专门宴请党员干部……

深挖细查，扭住不放，一个节点一
个节点坚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推进。

每逢年节假期、重要会议等时间
节点，中央纪委都通过集中通报曝
光、开设监督举报专区等形式，持续
对纠“四风”打招呼、发信号、提要
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遴选典型问
题，点名道姓、抽丝剥茧，持续释放
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强化“不敢”
的震慑。

创新体制机制，改进方式方法，
让监督更加高效精准。

福建省建立纠治“四风”“1+
X”工作机制，发挥工商、税务、审
计等部门在问题线索发现和联合排查
方面的监督合力；广州市探索“四风
云治理”机制，定期收集协作单位数
据形成“四风”问题数据库，运用大
数据思维发现问题线索。

追根溯源，旗帜鲜明反对特权思
想和特权现象。

辽宁从3月至8月，在全省开展
“特权车”问题专项整治，辽A09号
牌全部收回；江苏9月1日起全面停
止全省公务用车专用号牌号段；海关
总署督促各部门单位对为领导干部免
费升舱等问题进行自查清理……结合
巡视巡察，各地各部门对特权现象

“穷追猛打”，对特权思想“刮骨疗
毒”。

2018年3月，监察法施行和国家
监委成立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作风状
况的监督，将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

8 月，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对变相公款旅游
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问
题细化完善了相关规定，并增加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处分规
定。

咬定青山不放松，留得清气满乾
坤。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时刻保持一份清醒冷静，始终保
持一份坚韧执着，不断强化不敢的震
慑、扎牢不能的笼子、增强不想的自
觉，才能让“金色名片”永不褪色、
永不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