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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小雷

10月31日， 记者在长沙市调查
发现，“限宴令” 在当地党员干部和
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绝大部分
人叫好， 但也有极少数人表示不理
解。

省委政法委一部门负责人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请客送
礼之风就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
大”， 人情消费演变成为一种经济负
担， 赶上逢年过节， 有的公务员一
天可收三四张请帖，一个月的人情费
多达两三千元。《规定》的出台， 对于
目前社会的铺张浪费现象有很好的
遏制作用，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气。

长沙市公务员小唐表示， 一些
人收到请帖觉得左右为难， 不去又
觉得不给人面子， 去吧又没有那么
多时间和精力应付， 无形中请帖成
了人们的一种精神负担。 《规定》
的实行， 客观上短时间里会损害一
些人的利益， 即已经送出礼金但尚
未操办过喜庆事宜的人面临“投资”
收不回来的情况。 但是， 规定能给
绝大多数人减轻负担， 从长远来看，
对大家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觉得‘限宴令’ 要长期执
行下去有些困难， 当地人办喜事在

一起吃吃饭， 本身亲戚就比较多，
加上同学， 二三十桌根本坐不下。”
长沙市一所大学的杨老师说。

记者随机采访的一名群众表示：
“普通百姓可以大摆筵席， 公务员只
能小范围聚聚， 一些公务员的心理
也难平衡。”

“作风作风， 就怕一阵风。” 省
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艾医
卫教授认为，“限宴令”要长期执行下
去， 提高执行力， 抓好落实至关重
要。 具体困难首先体现在可操作性
方面， 这就要求要完善制度区分正
常的人情往来和借宴敛财， 使得官
员的行为有章可循。 其次是各级党
委、 政府要加大督查力度， 督查部
门必须强化督促检查手段， 实行跟
踪督查， 确保政令畅通。

“限宴令” 的实施， 是否将对
餐饮酒店的销售造成重创?
� � � � 长沙县星沙某星级酒店工作人
员则对记者说，影响有一点，但不会
很大，降幅将不超过20%。“我们酒店
的婚宴走的是大众路线，婚宴的消费
群体主要是园区企业的职工，新规出
台对他们影响不大。 ”

曼特国际酒店集团总经理杨雄
军认为，“限宴令”对酒店餐饮的影响
只是暂时的， 从长远来看， 还有利
于这个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限宴令”，
绝大部分人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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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伊蕾 刘文韬

“红色请帖如‘罚单’，劳神伤财不堪言”。 近年
来，各种名目的喜庆宴请日益繁多，令人反感却又
无奈。

今年9月，省纪委、省监察厅出台《关于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并于
1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文件作为省委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制度建设的成果之一， 被群众称
为湖南最严“限宴令”。 10月31日，本报记者就《暂
行规定》 的有关情况采访了省纪委相关负责人。
他表示，省纪委狠刹违规操办喜宴风绝不手软，并
将以四大过硬措施，来保障这一规定的严格执行。

从沉重的礼金负担和恶性
的宴请应酬中解脱出来

“我最多时1个月吃了7场酒，有结婚的，有过
生日的， 礼金送了3000多元，1个月的工资差不多
都没了。 ”提起赴宴，在省直某局工作的公务员小
郭只是无奈地苦笑，“虽然有点‘压力’，但不去不
行。 有的是同学朋友， 有的是单位同事或领导子
女，有的是其他单位有业务往来的熟人，面子上抹
不开。 ”

“我们认为，省纪委、省监察厅之所以出台《暂
行规定》，是因为它符合广大党员干部的内心和利
益诉求， 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沉重的礼金负担和恶
性的宴请应酬中解脱出来， 进而促进当前反腐倡
廉工作和作风建设。 ”省纪委负责人表示。

我省抓规范喜庆宴请工作由来已久。 近几年
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想了不少办法，做了大
量工作。早在2005年9月，省纪委、省监察厅就下发
了《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喜庆事宜大
操大办借机敛财的规定》，强化工作措施。 总体来
说，这些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近年来， 掌握公权力的人员利用各种喜庆
宴请借机敛财的问题仍然存在。 同时，宴请之风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礼金逐年水涨船高，有
的干部反映，请帖如同“罚款单”，雪花般飘来，一
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够支付酒席钱， 严重影响家庭
生活和社会稳定。 此外，铺张浪费现象严重，讲排
场、比阔气，相互攀比，浪费惊人，助长奢靡之风，
带坏社会风气。 原来的规定文件已不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省委顺应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制度建设的需要， 要求省纪委重新制
定一个规定， 全面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

《暂行规定》出台前，省纪委、省监察厅用5个
月时间调研，采取书面、基层座谈、网上公开等3种
方式， 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意见， 并得到普遍认
同。根据网络调查统计显示，90.69%的网友认为有
必要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进行
规范，83.98%的网友认为当前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非常严重” 或“严重”，
76.75%的网友认为宴请开支给家庭生活带来负
担，72.61%的网友认为“规定”出台后，将扭转当前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现状。

省纪委负责人认为， 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进行规范， 将有利于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并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引导社
会风气好转。

规范对象更广
治理内容更宽
实体规定更严

今年10月12日下午，慈利县委办副主任、接待
处主任周国忠， 在慈利县芙蓉大酒店为儿子出生
举办酒宴， 并邀请本单位及部分县直单位公职人
员参与，被市、县作风办工作人员现场查获。 15日，
慈利县委根据有关纪律规定， 决定免去其县委办
副主任、接待处主任职务。

禁令未行，“杀气”已至。
省纪委负责人告诉记者，《暂行规定》 与原规

定比较，规范对象更广，治理内容更宽，实体规定
更严。

原有规定仅限于规范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没有把所有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纳入进来， 以至于
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处于制度真
空状态。《暂行规定》则将约束对象从领导干部扩
大到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党的工作人员，指党的
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和党的基
层组织中专职、兼职从事党内事务的人员；国家工
作人员，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
（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
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
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治理内容更宽更具体，操作性强。 既管借机敛
财等腐败问题，又管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作风问
题。 如《暂行规定》明确，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
礼，宴请人数累计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
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 宴请人数累计不得超过
300人（30桌）。

实体规定更严。 这是《暂行规定》的核心内容，
重点体现在“三不准”、“两禁止”上：不准大操大办
婚丧和其它喜庆事宜； 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受任
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不准
给亲戚以外操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的党和国家
工作人员送礼金及贵重礼品； 禁止由任何单位或
者直系亲属以外人员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操办费
用；禁止动用执法执勤等特种车辆，不准违规动用
公务用车， 婚礼车队和殡葬车队规模不得超过8
辆。

省纪委负责人说，有些人认为《暂行规定》“不
近人情”，但如老人做寿、孩子满月、乔迁新房等大
事喜事， 规定只是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
戚（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以外
人员参加。 庆祝不一定要通过宴请和送礼来表现，
打个电话、发条短信也是祝贺。 宴请的话，自己家
里人和亲戚参加就行了， 没有什么理由要别人来
送礼。 现在操办喜庆事宜之所以五花八门，就是攀
比出来的。 有的人本来不想去送礼，碍于情面，不
得不去，去了又觉得自己吃了亏，就想方设法找个
理由请客收礼，如此恶性循环，以至无穷无尽。

“任何改革或制度出台，不可能皆大欢喜，只

能做到大多数人受益。 ”省纪委负责人表示，《暂行
规定》能给绝大多数人减轻负担，能使人际关系变
简单、社会风气有好转，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是
有益无害的。 作为党员和干部， 应该遵守党纪政
纪，应该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

发现违规行为可拨打
12388、0731-82688999举报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群众担心，

《暂行规定》虽然出台实施，但一定要避免“走过
场”、“一阵风”。

对此，省纪委负责人表示，为了推进文件的落
实，省纪委将狠刹违规操办喜宴风绝不手软，采取
4个方面的措施来保障：

一是加强《暂行规定》宣传教育，扩大知晓度，
特别要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全面掌握《规定》的基
本要求和主要内容。

二是严格落实好婚丧事宜报告制度。 省纪委
统一设计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礼事前报
告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事宜事后报
告表》，填报内容包括报告人基本信息、婚礼相关
当事人基本情况、婚丧事宜具体操办情况、收受非
亲戚礼金和贵重礼品情况、 报告人遵守承诺或规
定情况、单位纪检监察机关（机构）意见等。 报告程
序上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礼前10个工作
日、 操办婚丧事宜后10个工作日内按上述要求向
本人组织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机
构）报告，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负责人
操办婚丧事宜，应同时向上一级纪委报告。 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机构）对收到的婚丧事宜报告要及时
审核登记， 于每年6月、12月分别将本地区（本部
门）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当年度上半年、全年操办婚
丧事宜情况和查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情况汇
总报送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 组织对《规定》知晓情况、
婚丧事宜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喜庆
事宜操办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加强明察暗访和
重点抽查。

四是畅通举报渠道， 强化案件查处。 对群众举
报、 媒体曝光的相关线索及时调查核实， 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
不姑息，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或公开曝光，切实提高执
纪监督的实效性、震慑力。 省纪委举报电话：12388、
0731-82688999，举报网址：www.12388.gov.cn。

与此同时，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
的行为，不构成违纪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
育、书面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责令检讨、调
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组织处理；构成违
纪的，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一条
规定追究党纪责任，并按《行政监察法》、《公务员
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行为不
制止、不查处，或者制止、查处不力的，按照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 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纪律责任，
并取消单位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狠刹违规操办喜宴风
绝不手软

号称我省最严“限宴令”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今天开始实施。 这个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规定，是如何出台的，严在哪里，如何治理
“下有对策”……请看省纪委相关负责人对本报的独家权威解读———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限宴令’ 对我们来说， 也是
减负令！” 10月30日， 宁远县仁和镇
纪委副书记贺平胜由衷地对记者说。

贺平胜说：“自己和在学校任教
的妻子都是本地人， 双方同事、 亲
戚朋友众多， 哪一个乔迁新居、 生
日、 结婚、 住院等红白喜事都得去，
不去说你没人情味。 我大概统计了
一下， 去年收到60张请柬。 特别是
今年8月就收到升学宴请柬13张。 好
几次， 我和妻子都不得不分开来赴
宴。”

据了解， 贺平胜和妻子月收入
一共4000多元。 而近年随着物价上
涨 ， 人情“份子钱 ” 也“水涨船
高”， 从以前的80元、 100元增加到
200元、 400元。 有一个月因为赴宴
次数多， 他们成了“月光族”。 于
是， 深受困扰的夫妻俩， 在今年儿
子考上大学后不办升学宴， 而是拿
出600元捐给贫困学生。

仁和镇由以前2个乡合乡并镇而
成， 全镇3.6万人。 因工作需要划分

成7个工作片， 贺平胜负责一个片的
全面工作。 因为长期形成的风气，
平时下村工作时， 不主动与村干部、
村民喝两杯酒， 基层干部群众认为
瞧不起他们， 工作不好开展。 上级
各部门各单位来人， 他也都得陪酒。
他告诉记者， 前年年底的一天， 他
一个中午跑了4场宴席。 10几杯酒下
肚后， 已搞不清回家的路， 独自在
大街上徘徊。 幸好被一个朋友碰到，
把自己送回家， 夫妻俩为此大吵了
一架。

“因为经常喝酒， 身体也喝出
了毛病。” 贺平胜无奈地说。 今年初
体检， 46岁的他查出了血压、 血糖、
血脂“三高” 和肾结石。

“省纪委、 监察厅颁发的 《关
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的暂行规定》， 是对我们广大党
员干部切实的关心和保护。” 贺平胜
还说：“今后， 我和妻子
过生日、 儿子结婚等都
坚决不办酒宴。”

本报记者 徐典波

“10月份只收到2张请柬， 都是
同学结婚， 比以前少多了， 上级颁
发的限宴令立马就有了效果。” 10月
31日， 汨罗市文明办罗玲开心地给
记者做了最近人情开销“小结 ” ，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 首次在10月
实现工资有节余。”

10月雨水少、 假期多， 原来是
办酒请客的“黄金月”。 罗玲告诉记
者， 前几年这个时候， 她家里几乎
不开火。 “同学、 朋友、 亲戚中，
喜事很多； 买房、 结婚、 生子、 过
生日， 人情送得手发软。 作为一个
小职员， 我平均每年要送出礼金2万
多元， 1年辛苦下来， 勉强维持温
饱， 所以自己也有想着法子请客的
冲动。”

“落入俗套的人情， 往往是拼

钱。 这对仅靠工资生存的普通干部
和群众来说， 确为一种不堪承受的
负担！” 罗玲坦言，“调任祝贺、 出
差看望、 生病慰问……名目越来越
多， 不胜其烦， 却又无可奈何， 但
对举办者来说， 却成了生财之道。
人情吞噬掉了社会公平、 正义， 为
广大群众所诟病。”

“当各种人情成为一种风气，
仅靠个人的力量难以抗拒， 政府出
面制止很有必要。” 罗玲告诉记者，
以前干部职工只要办酒， 单位办公
室打电话通知， 省里《关于党和国家
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
规定》出台后， 请客的人少了， 办公
室也不发通知了， 其实大家心照不
宣， 从心底里支持。

感情岂是码在钱上的

@zengxuexuan：人情债的确太重，结婚、生子、
周岁……新房子乔迁、 办丧事等等都要喝酒送人
情。 少则一次几百，多则上千，压得喘不过气，“禁
令”现在针对的是公务员，但普通老百姓也应抵制
这种歪风。 君子之交淡如水， 感情岂是码在钱上
的？

20年前办喜事，温馨没负担

@吉林杰子：在我的记忆中，20年前，谁家有
个什么喜事， 是自己掏钱宴请要好的同事或者朋

友的，大家一起，感觉很温馨，很幸福，没有任何负
担，现在性质彻底改变了。

治本，需要时间更需要决心

@荒草一方：吃喝不绝贪腐成风，主因是人情社
会。 国家必须从更深层次将人情社会推进为法治社
会，一切要讲法律，讲公正，讲原则，实现自我规范，
自我约束，这样才能治本，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决心。

“限宴令”需要全方位监督

@中公教育四川分校杨颖：“限宴令”的出台，
是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措施， 将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控制官本位思想以及错误的
金钱观有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能将此规定贯彻落
实下去，需要上级领导以及群众的全方位监督，对
于违规人员加大处罚力度以及媒体曝光力度，树
立廉洁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整酒”问题，应该建立完善制度

@旋风勇士2013：政府对待“整酒”问题应该
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完善制度，既要堵住公款吃喝，
也不能影响人们正常人情交往。

(以上内容来自新浪湖南网友，参与方式：关注
并@湖南日报 本报记者 彭彭 整理)

“限宴令”是减负令

去年收到60张请柬， 今年8月就收到升学宴请柬13张。
有一次，一个中午跑了4场宴席，酒喝下肚后，已搞不清回家
的路。 宁远县仁和镇纪委副书记贺平胜———

微博��互动 “限宴令”，网友顶起

漫画/李珈名

同学、朋友、亲戚……喜事很多。作为一个小职员，
平均每年要送出礼金2万多元，1年辛苦下来，勉强维持
温饱，汨罗市文明办罗玲开心地谈到“限宴令”———

10月份工资有节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