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601 起，处理 6358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699 人……11 月 27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19年10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汇总情况。

此次通报，已经是连续公布的第 74 份“月报”；到今年 12 月 4 日，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出台整整 7
年。一份每月通报的数据，一项始终坚守的规定，展现的是一种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推动全党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拓展整治“四风”成果，作风建设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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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初心
结合主题教育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7月，处理 6407人；8月，处理 6876人；
9月，处理 6983人；10月，处理 6358人……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因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的人数每月更新，始
终保持高位态势。

2019年前 10个月，全国共有 63831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包括省
部级干部两名、地厅级干部 594 名、县处
级干部 6264名。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作风建
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对享乐主义、奢靡
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
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

一组组数据，释放出清晰的信号：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坚持坚持再坚
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方得清风拂面、
玉宇澄清。

12月 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
光 8起典型案例，引起广泛关注：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接连发生 4 起多
名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吃喝问题，徐水区委
书记苏树锋被免职，32 名干部被处分，徐
水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党组被改组；江
苏省无锡锡山区教育局脱离实际乱发文，
起草相关通知时把“学生涉黑涉恶情况”
作为填报内容，“一刀切”下发给该区教育
系统所有学校摸排，教育局党委被责令作
出书面检查……

这些典型案例均是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查处的，反映出主
题教育专项整治的成果。

根据中央部署，此次主题教育将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以及不担
当不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侵害
群众利益等 8 个方面突出问题作为重点
进行专项整治。

“现在到村里办事，政策透明了，程序简
单了，干部的态度也好多了，低保也是公开
评议的，我们很满意。”说起村里的变化，甘
肃宁县盘克镇观音村村民豆有元深有感慨。

观音村的变化，源于对漠视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的专项整治。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
牵头、15 个中央国家机关协同参与下，特
殊困难群体“脱保”“漏保”、看病就医、食

品安全、住房租赁等 14 个方面群众最急
最忧最盼的问题得到集中整治。

全 国 查 处 保 健 食 品 行 业 违 法 问 题
4977 个；新纳入低保 96.5 万户、185.4 万
人；41.7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落实学校
相关负责人陪餐制；10 种儿童疾病纳入
保障体系，预计每年惠及 6万名患儿……

一件件百姓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
得到解决，一项项切实可感的成果赢得群
众由衷点赞，作风建设交出了践行初心、
凝聚民心的亮丽成绩单。

深化拓展
“基层减负年”减出新气象

今年，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的通知》，让 2019 年有了一个特殊的
意涵——“基层减负年”。

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
减少 30％至 50％，对县乡村和厂矿企业
学校的督察检查考核事项减少 50％以
上……针对基层干部痛点，通知划定了
一系列压减文山会海、规范督察检查考
核的硬杠杠、硬指标。

各地各部门相继拿出让基层“有感”
的举措——

“以前手机响个不停，有时一天仅回复
‘收到’两个字就有数十次……现在好了，
工作群精简了一大半。”安徽郎溪县梅渚

镇定埠村村干部小吕感慨地说。
从对微信群、QQ工作群进行清理，到

整治各类台账报表过多过滥问题，从整治
层层开会、“文山会海”问题，到破除责任
状满天飞、“层层甩锅”问题，各地纷纷精
准“亮剑”，有的放矢。

江西出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的三十条措施》，把省直部门会议一
律不得邀请市、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参会写进文件；

福建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和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治理“文山会海”、检查
调研五方面工作，列举 15种表现，集中整
治；

在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每月的第一周
被定为“无会周”，除区一级实行“无会
周”制度，乡、村一级也在推行；

河南商丘市纪委监委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梳理归类，将 50 种典型负
面行为清单开列出来，让广大党员干部

“对号入座”查摆整改……
点滴之间，可见变化。
会议审批程序规范了，次数减少了，

时间缩短了；考核内容精简了，检查考核
填报的数据和上报的材料大幅减少了；深
入实际的调研多了，“以文件落实文件”

“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批示落实批示”现
象少了……

“基层减负年”，在破除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减掉了基层干部的
捆绑负担，也激发了干事创业的担当作
为。

破立并举
久久为功纠“四风”树新风

排查“高档酒”“天价烟”“天价茶”中
的不正之风，严查和田玉、冬虫夏草、纪念
币（钞）中的权钱交易……11 月 24 日，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整治党政领导干部、
国企管理人员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
取 私 利 问 题 阶 段 性 成 效 ，全 国 共 处 理
4217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 749人。

与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同样值得
关注的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针对存在
问题完善制度规定，堵塞监管漏洞：如财
政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公款违规购买名贵
特产资金支付行为监控有关事项的通
知》，中国人民银行修订《中国金币特许零
售商综合业绩考核办法》，国家烟草专卖
局制定《关于构建“天价烟”防治长效机制
的意见》，贵州省出台《关于严禁领导干部
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等。

纠治“四风”，是一项长期工程，也是
一项系统工程。

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既要对个案问
题绝不姑息，另一方面也要从共性问题出
发，构建纠治“四风”长效机制，健全作风
建设制度体系。

今年 9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施行。进一步健全完善问责的内容，
在原有基础上明确将党的作风建设松懈，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
力，“四风”问题得不到有效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等列为问责情形。

立明规矩破潜规则，为推动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山东出台专门文件明确列
出政商交往的 9 项“正面清单”和 9 项“负
面清单”；浙江、福建、云南、湖南等地纷
纷推出操办婚丧喜庆公示报告制度，要求
领导干部填写个人操办或参加婚丧喜庆
活动报告表，定期进行汇总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要让“金色名片”永不褪色蒙尘，必须

坚决防止“疲劳综合征”，在坚持中深化、
在深化中坚持，驰而不息、持之以恒，将作
风建设引向深入，以优良作风汇聚团结奋
进的磅礴力量。 据新华社电

久久为功纠“四风”树新风
——八项规定出台7周年之际作风建设新观察

今年 41 岁的中国胜利油田渤海钻井
总公司 40531队副队长史国栋，23年如一
日赡养烈士吴国良母亲的事迹感动了许
多人。

“英雄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
永存。”史国栋曾经在部队服役 5年，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爱心坚守让更多人尊崇英
雄，关爱英雄亲属。

吴国良是山东沾化人，1994年入伍至
原济南军区某师机炮连。1996 年 8 月 5
日，他为营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献出了
年仅 22岁的生命。

吴国良到新兵连不久，恰好赶上部队
开展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等教育。他像
伸展根茎叶脉吸收雨露阳光的禾苗一样，
吮吸着立身做人的真理之光。他在学习
笔记上写下：“沿着属于我的军旅生涯这
条路走下去，不管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在

我头上，我也不会改变思想观、人生观、世
界观。”

“爱国首先要爱军，爱军首先要爱
岗。”这是吴国良的人生信条。

炮兵连第一次投弹训练时，吴国良只
投了 25米。他找班长请教秘诀。班长告
诉他，只有两个字：苦练。从此，他每天投
弹 50 枚，挥臂练习 500 次，挥臂时还用背
包带把胳膊绑到树上。胳膊练肿了，他咬
着牙坚持。到实弹投掷时，他一下子甩出
了 52米。

连队进行 400 米障碍训练，吴国良最
初成绩不及格。他暗暗憋足劲儿苦练，终
于在全团考核时，成绩达到了优秀。

之后，吴国良被分配做炮车司机。按
说，他只要开好车就行了，可他给自己立
下军令状，一定要争当全能炮手。中午，
别人休息了，他拿着瞄准镜练瞄准。炮栓

的分解结合动作不好掌握，他没事就分了
合，合了分。一次，手指肚被炮栓夹破，鲜
血直流，他像没事儿一样照样练。师里组
织炮兵专业考核，正碰上一名炮手外出，
连里临时让他上，结果拿了第一。在上级
组织的军事比武中，他先后 6次代表连队
参赛，每次都获得好成绩。

吴国良牺牲前一个月，因母亲重病，
连里批准他探亲。但他听说连队要到外
地驻训，主动推迟了假期。10 天后，他又
接到母亲病情加重的电报，他听说连队要
参加抗洪，就把电报揣进兜里。

吴国良在一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
写道：“母亲有病，我很挂念，但部队要执
行抗洪抢险任务，这时候我不能离开连
队，等执行任务回来后，再回去看望母亲，
原谅儿子的不孝。”

那天，官兵们赶到驻地附近河南省获

嘉县的抗洪现场，只见八九百米外的冯村
砖瓦厂浸没在一片汪洋的急流之中，被困
的 76 名 民 工 望 眼 欲 穿 ，呼 救 声 不 时 传
来。吴国良喊了一声“我去救人”，抓起一
根绳子就跳下激流，向遇险民工游去，由
于水深流急，加上水中庄稼枝叶的缠绕，
一下子被卷进激流……

吴国良牺牲后，原济南军区授予他
“追求高尚人生的好战士”荣誉称号，中共
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舍己为人的英
雄战士”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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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良——舍己为人的英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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