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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威海20余教学点筑成“清廉之路”
“张玉华将军百岁人生两袖

清风，他的后代谨遵遗愿，不设灵
堂、不开追悼会、不用骨灰盒，仅
用一块白布包裹着他的骨灰，送
他魂归战斗开始的地方——— 文登
天福山……”在威海“清廉之路”
天福山红廉教育基地，前来参观
学习的党员、干部，静立在张玉华
夫妇树葬地前，随着讲解员的深
情讲述，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立足于当地的历史文化资
源，威海深挖其中的廉政教育元
素，将刘公岛醒廉教育基地、天福
山红廉教育基地、谷牧旧居清廉
家风教育基地等20余个廉政教学

点连点成线，集历史教训警醒、负
面案例警示、榜样先进引领、红色
基因传承、清廉家风浸润、先进文
化熏陶、进取精神激励等于“一
路”，构建起富有鲜明特色的融合
开放共享的廉政教育新机制，吸
引了省内外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1 . 5万余人次到“清廉之路”教学
点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红色是“清廉之路”的鲜明底
色。威海市纪委坚持把全域红色
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
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深挖红色基
因“孕育地”“储存库”中的纪律印
记，将天福山、马石山、胶东育儿

所等红廉教育基地有机串联成
“路”，引导党员、干部在缅怀中传
承、在开拓中弘扬。

扎根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沃
土，深挖修身立节内涵、洁己奉公
思维、礼法相依精神、济世安民情
怀等精髓，将文登名士馆、乳山清
官廉政馆等串联，大力弘扬忠诚
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
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见
贤思齐，提升素养境界，让厚重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焕发时代活
力、绽放时代光彩。同时，在打造

“清廉之路”时，依托谷牧旧居精
心打造清廉家风教育基地，集中

展示部分威海籍优秀共产党员清

廉家风故事。

威海探索场景式、沉浸式、融

合式、开放式的教育路径，深挖清

廉教育内涵，潜心创作主题视频，

精心编制打卡攻略，认真梳理周

边风景、特色文化，详列出行参

考，依托微信网络发布，为党员、

干部打足“提前量”；创编大型历

史舞台廉政剧《一代廉吏徐士

林》，将话剧《乳娘》、电影《甲午海

战》《马石山十勇士》等搬到“清廉

之路”教育课堂上来，将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先进典型吸纳进路线，

做到线上线下融合，寓廉于文、寓

教于旅，以文旅融合促廉洁文化、

产业发展并举。

威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任敬喜表示，“打造

‘清廉之路’，是立足本土资源优

势打造特色廉政教育品牌的积极

探索，让分散各地的廉政教育资

源发挥集聚协同效应，有效推动

党员、干部变‘要我受教育’为‘我

要受教育’，自觉接受廉洁文化洗

礼，做到警醒在路上、对照在路

上、奋进在路上。”

来源：大众日报

从3组典型案例看“舌尖上的腐败”行为的定性及处理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

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 加强监督执纪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工作意
见》，要求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
浪费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在日
常监督和审查调查中，高度关注
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行为，精
准运用“四种形态”。

“舌尖上的腐败”问题严重损
害党的形象、带坏社会风气、伤害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表
现复杂、隐蔽，需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精
准发现、精准认定、精准处理。就
如何对“舌尖上的腐败”行为进行
定性及处理，我们约请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相关部门同志通过3组
典型案例作探讨。

公款吃喝
案例1 某市某局局长魏某

(中共党员)，多次组织该局10余
名干部(均为中共党员)在该市某
高档饭店聚餐。聚餐饮用了高档
白酒，食用了名贵菜肴，费用以其
他名义在该局用公款报销。据魏
某及聚餐人员陈述，魏某喜好喝
酒，每次聚餐的目的都是为了讨
好魏某、拉近感情，没有工作需
要。

案例2 某市市长李某(中共
党员)，在接待前来该市参加公务
活动的外地领导干部周某时，在
该市指定接待饭店宴请周某，宴
请提供了高档白酒和名贵菜肴，
费用明显超出该市规定的接待用
餐标准，宴请费用在该市公务接
待经费中支出。据李某陈述，其与
周某私交较好，因此想在接待中
讲排场，以显示自己“大方”。

分析意见
实践中，公款吃喝方面的典

型违纪行为主要有违规组织、参
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超标准接
待等。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零三条对违反有关规定组
织、参加用公款支付宴请的行为
作了相应规定。案例1中，魏某多
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用餐
标准明显超出正常工作用餐的标
准，用餐目的也没有工作需要，实
质上是组织公款宴请，其行为已
构成违反廉洁纪律，应当按照组
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定性处理。
同时，对于参加聚餐的干部，也涉

嫌违反廉洁纪律，参加用公款支
付的宴请，应当根据具体事实和
情节定性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零六条对违反公务接待管
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
借机大吃大喝的行为作了相应规
定。案例2中，李某违反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在公务接待中安排豪
华宴请，其行为已构成违反廉洁
纪律，应当按照超标准接待定性
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违规组织、参
加公款宴请与超标准接待在客观
方面均存在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
为，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实
践中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二者
的区别：一是发生情形不同，超标
准接待行为一般发生在确需公务
接待的场合，应依据相关规定判
断是否具备进行公务接待的规定
情形；但违规组织、参加公款宴请
不受此限制。二是认定依据和判
断标准不同，超标准接待行为一
般以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作为认定
依据，并以这些规定列明的接待
情形、接待标准、接待范围等作为
判断标准；而违规组织、参加公款
宴请以公款用餐的各方面规定作
为认定依据，需要根据具体的情
形和事由综合把握，没有单一的
标准和范围，如经查证确有违反
规定的公款宴请行为、且达到《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
情节，可考虑按照违规组织或参
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予以认定。

接受、提供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案例1 某市市长王某(中共

党员)，多次接受该市私营企业主
刘某安排的宴请，宴请地点在刘
某公司开设的私人会所，每次宴
请都饮用了高档白酒，食用了名
贵菜肴，宴请费用均由刘某承担。
据双方陈述，刘某宴请王某的目
的是为了求得王某对其企业经营
的关照。

案例2 某市某局局长张某
(中共党员)，接受该局干部吴某
(中共党员)安排的宴请，宴请地
点在吴某为组织宴请而租用的某
居民小区住宅内，宴请提供了高
档白酒和名贵菜肴，宴请费用由
吴某个人承担。据双方陈述，吴某
宴请张某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张某
对其工作上的关照。

分析意见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九十二条对接受、提供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的行为作
了相应规定。案例1中涉及的管理
和服务对象的宴请以及案例2中
涉及的上下级党员干部之间的宴
请，都属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的情形。

案例1中，私营企业主刘某是
市长王某的管理和服务对象，王
某多次接受刘某安排的高档宴
请，情节较重，损害了职务廉洁
性，其行为已构成接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同时，考虑
到宴请地点系私人会所，王某的
行为也构成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的
违纪行为，可一并予以认定，实践
中一般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关于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的条款进行处理。

近年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贯彻落实，违规宴请行为
更趋狡猾、隐蔽，出现诸如“一桌
餐”等宴请新形式。“一桌餐”的主
要特点是宴请地点避开了饭店餐
厅、私人会所等传统场所，而是躲
藏在居民住宅等其他场所内，这
类居民住宅并不用于日常居住，
而是专门用于宴请招待，同时宴
请规模更小，一般现场仅设一张
餐桌，有的是酒水自备、菜肴外
购、不设服务人员等。“一桌餐”的
伪装程度接近“家庭聚餐”，但实
质上仍属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宴请。

案例2中，张某接受下属吴某
安排的宴请，宴请地点在吴某为
组织宴请而租用的居民小区住宅
内，具有“一桌餐”的特征。虽然宴
请费用由吴某个人承担，但考虑
到张某与吴某之间具有上下级关
系，吴某的宴请目的是为了求得
张某对其工作上的关照，该宴请
行为已明显超出正常聚餐的范
畴，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因
此，对张某的行为，应当按照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定
性处理；对吴某的行为，应按照提
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定性处理。

实践中，接受宴请的人员有
时不清楚宴请费用的实际支付情
况，比如付款人自称是个人支付
宴请费用，但实际使用公款报销，
由此可能影响对接受宴请人员的
行为定性。笔者认为，一般情况
下，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
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属于故意行
为，在认识上属于明知，对于接受

宴请的人员声称“不知情”的，应
当结合相关证据予以甄别，如果
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接受宴请的人
员明知或者应当明知是公款宴请
的，应依纪依规定性处理，防止因
其强行辩解而影响对其违纪行为
的定性处理；如果从在案证据以
及常理、常情上分析，接受宴请的
人员确实无法认识到宴请系公款
支付的，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
则，一般不宜认定为接受公款宴
请，但如果该宴请存在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况，可考虑按
照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宴请定性处理。

大操大办、多吃多占
案例1 某市某局局长杜某

(中共党员)，因其子高考成绩优
异，自费在该市某高档饭店举办

“状元宴”，并邀请其亲属、好友及
所在单位同事等共200余人参加
(其中所在单位同事有50余人)，
宴席提供了高档白酒和名贵菜
肴，还组织燃放烟花，场面声势浩
大，在该市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根据该市规定，党员干部因子女
升学而举办宴请的应事先向组织
报告，规模一般不得超过100人，
且不得收取礼金。但杜某对举办
宴请未事先向组织报告，并在宴
请时收取宾客赠送的礼金“红包”
共计十余万元。

案例2 某市某局局长宋某
(中共党员)，长期在其单位附近
的饭店宴请个人亲友，宴请饮用
了高档白酒，食用了名贵菜肴，饭
店经营者主要考虑到宋某的公职
人员身份，不敢得罪宋某，允许其
长期赊账，并在每年年底前由宋
某象征性地支付少量费用。宋某
的行为造成该饭店长期亏损，在
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

分析意见
党纪严于国法，党章党规党

纪对共产党员的作风提出了比普
通公民更高的要求。在生活中，共
产党员在吃喝方面也要格外注意
遵守纪律，即使是私人的用餐场
合，也不能肆意妄为，损害党的形

象或者侵害群众利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九十一条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

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作了

相应规定。案例1中，杜某未向组

织报告，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状元
宴”，并利用职务上的影响邀请所

在单位同事参加，造成不良影响，
其行为已构成违反廉洁纪律，应
当按照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定
性处理。同时，杜某在宴请时收取
宾客赠送的大额礼金“红包”，还
存在利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
敛财的情节，按规定应从重或者
加重处分。

案例2中，宋某长期在饭店赊
账搞个人宴请，仅象征性地支付
费用，实质是利用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个人私利，其行为明显损害
了职务廉洁性，且造成不良影响，
已违反廉洁纪律；同时，宋某拖欠
和少付餐费的行为也明显侵害了
饭店经营者的合法利益，具有违
反群众纪律的性质。对宋某的行
为，可考虑按照违反廉洁纪律和
群众纪律予以认定，并适用《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
中处理较重的条款进行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在认定“舌尖上的腐败”有关违纪
行为的同时，对违纪行为所获得
的经济利益，应区分不同情况，分
别以收缴、责令退赔或者登记上
交等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对于党
员干部接受相关单位公款宴请
的，对其应由个人支付的用餐费
用，应当责令向付款单位退赔；对
于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多
吃多占、侵害群众利益的，对其应
由个人支付的用餐费用，也应责
令其向被害方退赔；对于党员干
部违规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的，
考虑到私营企业主自愿支付宴请
费用是为了与党员干部拉拢关系
或者谋取利益，具有不正当的使
用目的，因此对党员干部应由个
人支付的用餐费用应予收缴，而
不应退赔支付方。此外，在实践
中，党员干部违规接受宴请的情
况往往较为复杂，如违纪行为发
生时间久远、具体宴请费用难以
查证等，仅能认定违规接受宴请
的事实，无法准确认定个人应承
担的具体费用，从案件处理的总
体效果考虑，可视情采取个人主
动登记上交的方式处理。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必须坚持不懈纠治“四风”。反
对“舌尖上的腐败”正是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的应有之义。上述3组案
例中的有关违纪行为均已构成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因此，建议
在定性时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违反有关纪律一并予以认定
和表述。(王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10月20日，区纪委监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习近

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

话》，围绕如何深刻认识大变局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

行研讨交流。中心组组长姜全文主持

学习并讲话。
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相互影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
形势变幻多端，情况越是危急、任务越
是艰巨，越要保持政治定力，矢志不渝
坚守职责使命。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
的政治机关，责任在肩、使命在肩，要
加强对各级各部门落实党中央各项重
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靠
前监督，深入重点部门、重点领域，开
展精准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
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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