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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央 「八項規定」 出台滿月。中
央高層率先垂範，身體力行為端正黨風政風作出
表率，政治局會議也強調要 「出實招、動真格、
見實效」 。各地則紛紛制定了相應的落實方案。
梳理發現，各地細則內容均從細節入手，體現了
「務實」 、 「節約」 的特徵，也強調了作風建設
過程中監督的作用。

綜合中新網四日報道：中共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層身體
力行倡導新作風，而這些新風在去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
議上成為成文規定。 「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
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中央高層也正是以身體力行的方式
，踐行 「八項規定」。

厲行勤儉加強調研
八項規定出台一個月，改進工作作風的新風已從中央吹到

地方，各地正是在以實際行動積極跟進。
安徽要求省委省政府負責人每年深入基層調研時間不少於

30天，而甘肅、江蘇、天津要求常委每年到基層調研不少於60
天。江蘇更是要求每年安排5-7天開展駐點調研， 「與群眾同
吃同住同勞動」。湖北強調 「多進行一些不打招呼、不作事前
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山東則要求每個常委聯繫1個縣（市、
區），蹲點調研。

為厲行勤儉節約，多地取消了由政府主辦的節慶活動。南
京取消了原定12月31日晚在玄武湖舉辦的迎新年焰火晚會，獲
得市民的理解和讚賞。蘭州要求今年一律停止由政府出面舉辦
的大型燈展和焰火晚會，適度營造節日氛圍。

從省級到鄉鎮街道，各個級別的會議均開始 「素顏」亮相
，內容則簡約務實。據媒體報道，近期多地鮮花銷量大跌，廣
州盆花銷量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一半以上。

多地跟進落實八項規定出台的方案中，許多具體規定直指
近年來倍受公眾詬病的 「三公」消費。甘肅、湖北、福建等地
規定省委、省政府領導原則上每年出國（境）不超過1次，湖
北還規定出訪時間不超過10天。安徽、湖南則提出公務用車在
不造成浪費的前提下逐步換乘國產自主品牌汽車。在接待工作
上，各地細則均反對鋪張浪費，要求一切從簡。安徽規定一律
安排自助餐或工作簡餐，不喝酒，不上高檔菜餚，住普通套房
或單間。新疆要求接待工作用餐不超過45分鐘。

學者：須有長效機制
在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的表率下， 「新風」已從上自下波

及開來。評論稱，八項規定對各級黨政幹部改進作風都應產生
實質性的傳遞效應，上行下效形成氛圍，讓上下級領導幹部共
同遵守規定的默契對這輪作風整改的成功至關重要。

學者認為，高層作風固然能帶來新風貌，但必須建立起長
效機制，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而不只是一陣風。中國政法大學
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則指出，除有上級表率和監督檢查
措施以外，還要加大公眾監督力度，允許公眾對照制度和要求
去監督各級政府。

無會標、無席
卡、無鮮花，參會
人員用自帶的筆
和本子，發言者也

從 「念稿」變為 「脫稿」。這是安徽省剛
剛結束的全省財政工作會議上的場景，也
是近日中國多地政府 「年會」中不斷出現
的景象。

「往年這類總結會議一般在賓館舉行
，規格較高，但為落實改進作風要求，廳
裡簡化了會議議程，並將會議改在本單位
會議室召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羅建國
說。

近日，中央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
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迅速在基層 「發
芽生根」，各地紛紛出台實施細則。安
徽出台了包括改進調查研究、精簡會議
活動、規範因公出國管理、改進新聞報
道、厲行勤儉節約等30條細則。北京也
出台了市領導調研時不實行交通管制的
措施，山東則要求省委常委到基層一律
不住超規格套房等。

受此影響，以往歲末年初內地火爆的
「年會經濟」明顯降溫，鋪張浪費、講究

場面的會議吃請減少，不少賓館酒店業的
公務消費減少，鮮花等會務服務業受到不
同程度影響。

在安徽一家省政府接待賓館內，停車
場車輛稀少，看不到會議橫幅，只有一些
婚宴和企業會議在這裡舉行。賓館的行銷
經理告訴記者，往年此時是營業旺季，但
今年生意明顯清淡了。 「原定在我們這開
的會有的改到自己單位開，有的縮短了會

期，降低了規格。」
地處中部的一家上市餐飲企業銷售部負責人李經

理也深有同感，她表示近期來酒店的公務消費業務明
顯減少，即使有單位過來， 「客人都會提醒不要上高
檔酒水和菜餚。」

鮮花等會務服務業的生意也不同程度受到影響。
據公開報道，無錫、鄭州等多個城市的花卉生意受到
衝擊，尤其是以承接公務會務用花為主的公司，同期
營業額下降八九成。花店老闆陳品正向記者透露，目
前政府會議用花的訂單幾乎為零。

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系列改進作風的舉動贏得了民
眾的稱讚。網友 「梵蒂崗」說： 「高檔酒樓娛樂中心
會所靠公款消費的好日子可能要到頭了。」私營業主
樊先生表示，近期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改作風的行
動讓他 「感到氣象一新，信心大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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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楚長城鄭州四日電】針對媒體和民眾曝光 「
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某的女兒有11套經適房」一事
，河南省鄭州市委宣傳部4日發布訊息，該市檢察院當日決
定依法對翟振鋒立案查處，查處結果也將及時對外公布。

近日，微博上曝光 「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某的
女兒有11套經適房」，隨後媒體曝出這位鄭州 「房妹」及其
父母均有兩套戶口，又有爆料稱 「房妹」的哥哥翟政宏也有
兩個戶口，並在鄭州有14套房產；翟振鋒妻子擁有4套房。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昌四日消息：江西九江市永修縣
委宣傳部負責人4日向記者證實，永修縣 「跑路」女副局長
鄒鐳已於1月3日13時30分主動到永修縣公安局投案，現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九江本地媒體《潯陽晚報》此前報道， 「永修縣審計局
女副局長鄒鐳，半個月前突然失蹤，引發當地多種猜測。坊
間傳言：鄒鐳是因為賭博輸掉了300多萬元（人民幣），不
得不 『跑路』了。」

據永修縣委宣傳部此前提供的通報稱，永修縣審計局副
局長鄒鐳因2012年12月8日未經准假、擅自離崗外出至今未
歸，同時永修縣警方接到數位民眾舉報，反映鄒鐳涉嫌詐騙
112.24萬元人民幣。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四日消息：中國新聞出版總
署署長柳斌傑在4日召開的全國新聞出版工作會議上表示
，將進一步嚴格新聞採編隊伍管理，解決記者隊伍的 「假
、亂、散」問題，重點解決記者站違規、新聞敲詐、有償
新聞、濫發記者證、虛假違法有害廣告、報刊攤派發行等
問題。

柳斌傑表示，將深入開展新聞出版執法大檢查，堅決防
止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現象，集中力量開展好打擊假冒偽劣
和侵犯知識產權專項行動、打擊網絡侵權 「劍網」行動、推
進軟件正版化、視頻網站版權主動監管和文化領域版權專項
執法五大行動，重點查堵各類非法出版物，營造確保國家文
化安全的市場秩序。

據了解，全國 「掃黃打非」辦聯合新聞出版總署及中紀
委駐新聞出版總署紀檢組於去年開展了打擊 「新聞敲詐」治
理有償新聞專項行動，各地 「掃黃打非」部門相繼查辦了一
批涉及假報刊、假記者、假記者站案件，全國共查辦非法報
刊、非法網絡報刊和非法報刊網站案件184起，收繳非法報
刊500萬份。

柳斌傑表示，去年全國出版、印刷和發行服務實現營業
收入1.65萬億元，較前年增長13.6%，增加值4451.4億元，增
長一成。目前，中國年出版圖書世界第一、日報發行量世界
第一、電子出版物總量世界第二、印刷業總產值世界第三。

「總署將繼續支持有條件新聞出版企業上市，促進金融
資本、社會資本與新聞出版資本有效對接。」柳斌傑說，並
將落實新聞出版總署關於支持民間資本參與出版經營活動的
實施細則，支持和引導民間資本有序參與出版經營活動。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四日消
息：全國宣傳部長會議4日在北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
書記劉雲山出席會議並講話，強調宣
傳思想文化戰線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
、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
觀為指導，按照高舉旗幟、圍繞大局
、服務人民、改革創新的總要求，以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為主線
，穩中求進、開拓創新、扎實開局，
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切
實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為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勝利提供強大的精神文化力量。

劉雲山指出，黨的十八大對宣傳
思想文化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要
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宣傳教育
，引導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增強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在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為實現 「中國夢」
而奮鬥。要鞏固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
主流思想輿論，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
播好，把當代社會的主流展示好，把
人民群眾的心聲反映好。要在更高起
點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頂層設

計、總體規劃，提高改革措施的科學
性協調性，推動文化實現科學發展。
要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
設，倡導崇高理想追求，弘揚偉大民
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培育文明社會道
德風尚。

要樹立問題意識
劉雲山強調，在社會思想意識多

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條件下做
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樹立政治意識
，對於黨的基本政治路線、重大原則
問題、重要方針政策，要有正確的立
場、鮮明的觀點、堅定的態度。要樹
立服務意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
作導向，努力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
，讓文化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體人民。要樹立問題意識，「問題是時
代的聲音」，要善於發現問題、提出
問題、直面問題、研究問題、回答問
題，積極推動問題的解決，集聚推動
發展的正能量。要樹立改革創新意識
，深入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內容形式
創新、方法手段創新，不斷推動宣傳
思想文化工作與時俱進、健康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
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主持會議
並作工作部署，強調宣傳思想文化戰
線要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為主線，在廣泛深入、有效引導、深
化改革、科學管理上力。抓緊抓好
首要政治任務，深化黨的十八大精神
學習宣傳貫徹；堅持開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宣傳教育，增強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媒體傳播力
公信力影響力，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
展；積極培育踐行核心價值觀，樹立
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定不移
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強對外宣傳和
文化交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轉作風正
學風改文風，提升宣傳思想文化工作
科學化水平。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四日消息：全新改版後
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4日推出 「歷史上第
一塊新聞評論版」（見圖），並在該版醒目位置刊登
論改革文章，指出 「當 『要不要改』在認識層面的疑
惑逐漸消散， 『改革什麼』的選擇迫在眉睫」。

《人民日報》今年1月1日曾在頭版刊文宣布， 「
新的一年，人民日報將增加版面。周六、周日由每天
8個版增至12個版，節假日由每天4個版增至8個版」
； 「周一到周五，每天推出一塊評論版」。

4日是內地元旦假期後正常上班的第一天。人民
日報歷史上第一塊新聞評論版出現在第5版，其 「致
讀者」欄目說， 「評論版上，將匯集您可能熟悉的 『
鐘聲』、 『人民時評』、 『本報評論部』、 『聲音』
等言論欄目」， 「傳遞 『中國好聲音』，謀求最大公

約數，推進社會前進的步伐」。

「改革什麼」 的選擇迫在眉睫
評論版當天在頭條位置刊登題為《改革，回應

人民的強烈期待》的 「本報評論部」文章，指出當
「要不要改」在認識層面的疑惑逐漸消散， 「為誰

改革」的追問再度強勁， 「怎麼改革」的考驗隨之
而來， 「改革什麼」的選擇迫在眉睫。

文章說， 「改革要有新開拓，改革是第二次覺醒
，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擲地有聲的語言，傳遞了
斬釘截鐵的決心。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徑、
改革主體、改革動力，邏輯縝密的闡述，呈現了乾淨
利索的思路，表明新一代領導集體，在總結以往經驗
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改革開放觀。」

「經過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的發展步入不
改不行的窗口期，中國的改革邁入不進則退的關鍵
期。」文章表示，要 「從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
題入手、從社會發展凸顯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來決
定哪些改革要小步走、穩步走，哪些改革要不停步
、邁大步，哪些改革需穩中有進，哪些改革要驚險
一躍」。

人民日報首現評論版
提出有些改革要驚險一躍

鄭州房妹之父被查處

江西跑路女副局長投案

▲ 劉雲山4日出
席全國宣傳部
長會議並講話
。這是劉雲山
與出席會議代
表握手交談

新華社

▲12月30日，習近平在龍泉關鎮駱駝
灣村看望唐榮斌老人一家

資料圖片

▲習近平上月南巡廣東時不封路
、不戒嚴，圖為他視察廣州軍區
時與部隊士兵共進午餐

資料圖片

▲

李克強上月27日輕車簡從來到江西
九江經濟技術開發區職工宿舍樓，看
望農民工和家屬 網絡圖片

◀沒有鮮
花，沒有
橫幅，12
月24日召
開的全國
審計工作
會議僅持
續55分鐘

▲12月30日，習近平在龍泉關鎮駱駝
灣村困難群眾唐榮斌家，與隨行人員
一起品嘗蒸土豆 資料圖片

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

內地加強打擊新聞敲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