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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流水席"须报备#

在农村!谁家有个红白事!在自家院里搭伙起

灶待客!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以后!这样的流水

席将得到规范管理"日前!周口市率先在河南省出

台 #关于周口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的通知$!对农村集体用餐作出相关规定%要求农

村聚餐达
!"

人以上者!需要报告备案&

#""

人以上

者!需要由食品安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此'规定(

一出引发热议!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据
$%

月
&'

日"大河报#$%

(

张玉胜$谁来监督购买渠道和制作过程)

)'

人以下的集体聚餐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其实!

我国农村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村民自治(!假如当

地的*流水席(食品安全的确需要*紧箍咒(规范!

不妨就把它交给*村规民约(+

(

朱永华$规定无可非议!但农民如不主动报

告备案!监管部门不可能都能察觉并出动上门!这

就给通知规定的落地造成缝隙! 更难以实现政府

监管流水席的善意和预期目的! 很可能造成通知

规定最终,流水(%

(

何勇$ 要站在农民的角度落实农村 ,流水

席(报备制!不能把报备变成扰民之策!不能给操

办,流水席(的农民家里增加负担和麻烦!一定要

便捷-便利"职能部门不能给农民操办,流水席(设

置障碍!谨防权力寻租"

(

余明辉$ 即便这样的事先报备具有改革和

实施的必要性! 但更关键要看这样的规定能不能

落实!落实了才是好制度"

(

叶鹏$介入农村传统习俗!有肆意扩权-损

坏百姓利益之嫌"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卫生监管部

门平时多深入农村入户宣传食品安全防范知识!进

行引导即可!而不必给农村,流水席(套上,枷锁("

拿什么打赢餐桌上的!鸦片战争"#

你是不是曾体会到!某种火锅-小龙虾或者擀面

皮等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有没有一家饭店!你经

常光顾! 隔了一段时间不去就想得慌) 你肯定想不

到!食品里这,给力(的味道!有可能是因为被添加了

特殊的香料...罂粟壳!据
*+

月
)%

日新华网$%

(

苑广阔$ 要想从源头上杜绝商家往食品中

添加罂粟壳的现象! 关键在于推动建立 ,社会共

治(体系!提升基层职能部门的监管能力%

(

于文军$地方政府在杜绝,罂粟壳加料(问

题上!负有重要责任!须主动出击亮剑!有效监管

和依法打击%

(

张枫逸$拿罂粟壳当调料拉拢,回头客(!不

仅有违商业道德!更涉嫌谋财害命!亟待整治%如

何打赢这场餐桌上的,鸦片战争(!需要全方位建

立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 (体系 !加快推动政府 -社

会-市场-技术共同参与监管治理!认真打好,三大

战役(!即销售源头,阻击战(-餐饮行业,突袭战(-

监督环节,群众战(%

(

程贤军$餐饮要,禁毒(!重在监管%

连载%二十三&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见习编辑 李红笛

快乐检察官
'快乐检察官( 讲述了在平安县人民检察院新成立

的!案件管理办公室"发生的系列趣事)剧本用轻松的笔

墨*描写了经验丰富却胆小怕事的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

付一生*嫉恶如仇又性格急躁的副主任郑玉冰*知识丰

富又伶牙俐齿的办事员丛梅等鲜活的人物)在轻松的故

事情节中*再现了检察官乐观向上的工作状态*展示了

检察官的精神风貌+职业道德和检察情怀)让更多的群

体进一步认识+了解检察工作+检察机关+检察干警)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剧

本

武
安
检
著

ZHUANJIASHIDIAN
专家视点

!

版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LIANZHENGZHOUKAN

周刊阳光编辑 高 斌 校对 孙 瑶

电子信箱$

#$%&'()*+,&-+%. /0#)*+,&-+%.

LIANZHENGWEIBO
廉政微博

“当官只为捞两个”
何其可怕！

!

李西森

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农村

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的规模也在

不断增加& 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农

村(三资)的管理不规范'不完善&渐

成基层腐败频发区域%今年
,

月&隶

属湘西的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在因贪

污公款被查后& 依然理直气壮地反

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

吗& 这怎么还违法了+)/据
$%

月
&,

日0人民日报$1

旧时官员多以发财为目的 %有

句民谣 &(三年清知府 & 十万雪花

银)&字里行间的确暴露了某些所谓

的官场定律%

(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

个吗+) 这话很有点这方面的意思%

时代不同了& 不排除有些人升官发

财的思想还根深蒂固& 也不排除现

实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一些容

易滋生腐败思想和条件的土壤% 有

些基层腐败分子是很嚣张& 办事基

本不公开透明& 村民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能享受到哪些国家政策& 他们

拉帮结派& 鲸吞集体财产& 侵占国

有资源& 贪污' 截留' 克扣村民福

利的事时有发生% 也不排除有些村

官是靠拉票贿选上的台& 上台后任

人唯亲& 拉帮结伙 & 做假账猛捞 &

为亲友谋私利& 上下运作成为村霸

地头蛇%

小官大贪的事常有& 贪污不在

职务高低% 需要肃清这种把 (捞两

个)当成官场定律的思想&打(老虎)

也得打(苍蝇 )%在中央依法治国的

理念下&必须上下齐抓共管&形成不

敢贪'不能贪 '不想贪的氛围 &让贪

腐分子无处容身%

宋 伟

%文稿统筹$高斌&

肖民$也是!那你们最近有

没有新奇的案子"比如说高智商

骗光一条街" 神偷扫荡众钱包"

古董国宝连连被盗杳无音讯"盗

贼到警局登堂入室还留下姓名"

查案人员抓耳挠腮苦无对策之

类的等等#$$

小谭$哥"您的意思"我们公

安都吃干饭的%

肖民$不不不"不是那个意

思嘛&我正在搜集素材"搜集新

颖离奇的案源" 我计划写部小

说!

小谭$这样呀"我还以为你

受啥刺激' 遇到啥大不幸了"要

找心理平衡呢&

丛梅$小谭"你算说对了"他

已是摊上最大的不幸了&你是送

公诉卷吗%

肖民$这是说啥呢%写作是

累事"但是幸事啊"一定要低调

啊"注意保密(

小谭$不"我是送报捕卷的)

丛梅$林石"收案卷!/林石

走来! 小谭将案卷给林石翻看!

登记%1

林石$这次是什么案子%

肖民$我看看"都是啥案子%

可有写作的价值%

小谭$我估计够呛"要全是

您希望的案子"我们可都别想睡

觉了!就几个人酒后闹事"把一

人给打成个重伤"现在还在医院

抢救呢&

肖民$为什么打架"有没什

么内情啊%比如说"为情而争'或

者兄弟反目等等"作案动机是不

是特别的复杂'变态"作案手段

是不是特别血腥' 暴力" 罪犯

的行踪是不是非常诡秘" 你们

在抓获时候是不是历经艰险 '

波折起伏%

小谭$肖哥"我们还想过正

常的生活! 这件案子非常普通"

犯罪嫌疑人打人后逃跑了"三天

后投案自首!你就甭问了"没什

么离奇的!

肖民$自首的%那他是不是

带着思想斗争" 在家人的劝说

下"在法律的威慑下"在极大的

两难情绪的撕扯下" 彷徨四顾'

悔恨交加' 欲退又进' 欲言又

止 ' 一步一挪地走进派出所 "

脸上挂着后悔的神色"心里有种

解脱的快感"处在黑暗和黎明的

交界处"既感慨万千"又悔恨痛

惜"对将来既憧憬新生"又满怀

忧虑**

小谭$对不住了"我不知嫌

疑人是咋想的"也没看到"反正

是自首了)我们讯问嫌疑人只问

作案情节"不问思想感受)

肖民$唉"我们不能老这样

被淹没在平凡的生活和普通的

案件里"应该关注一下作案背后

的动机和作案的故事)

小谭$这位没事儿吧%

林石$没事儿"就是妄想综

合征) 这些案件我大致翻了"材

料基本齐全)我收了"来给你签

字)

小谭 $肖哥 "我走了 "再见

啊&

肖民$我在每天等你送案来

啊&

/驻看守所监所科的检察室

干警小刘推门进入案管大厅1

肖民$哟"刘儿"你不是在看

守所吗"放出来了%

小刘$ 什么叫放出来了"我

又不是犯人) 我们科长在上专

案"让我来院报材料"顺道儿把

我科长的那本书送给付主任)

肖民$刘儿"过来"号里面最

近有什么新奇的事儿没有%

小刘$新奇事儿%

肖民$比如说越狱+暴动'火

拼之类的!

小刘 $哥 "你咋想呢 "有那

事" 兄弟我这会儿还能来这儿

吗%

哎不是" 你小子问这干什

么%

肖民$告诉你也无妨"都自

己人!我计划写本书"正在搜集

素材!一定要低调啊"不要乱传!

林石$哈哈"连我们院子里

那对石狮子都知道了"还低调!

小刘$/一低头看见林石桌

子上正在登记的案件1喂"林哥"

胡来这起案件过来了%

林石$对呀"这案咋了%你认

识%

小刘$唉哟"我何止认识"在

号里闹腾得可不轻!

肖民$怎么闹腾了%

小刘$有点反常呗&刚进去

那两天倒挺平稳"后来这些天可

闹腾了"每天喊叫自己得了肝炎

了"吓得号里的人谁也不跟他接

近" 每天给管教要求重新体检"

一会儿肚痛"一会儿胃痛"结果

每次检查都没事!

丛梅$是不是这人想病想疯

了%

肖民$嗯%这可是个好素材

啊"虽然还没检查出来"没准那

种病毒正在慢慢地入侵人体"那

是一种高级的病毒"不到严重大

规模地发作时期还不可能被检

查得出来" 但是患者会感到头

痛'胃痛'肚子痛"随着病毒的一

点点侵蚀"整不好"就发展成生

化危机!

丛梅$ 你就别异想天开了"

有点常识好不好!

惩治巨贪窝案须对症下药
!

陆敬平

在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最高

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检方

在发改委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

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
&

亿余元"该案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

数额最大的案件!发改委系列案件

查办
$$

人"涉案金额超千万的有
-

人/据
$$

月
$

日0新京报$1!

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 发改委

成为腐败大案高发的单位之一已是

不争的事实!人们不禁要问"亿元贪

官是如何养成的% 腐败窝案的成因

何在%

首先 "权力过于集中 !现实生

活中"发改委是各省市争先恐后攻

关的重点!就拿项目立项和审批来

说吧"一个项目多家争取"给谁不

给谁"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如果不

能做到廉洁自律"肯定会被重磅的

糖衣炮弹击中!其次"审批不公开

透明!按理说"能通过发改委审批

的项目肯定都是重大项目"应该集

体研究并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

预防滋生腐败! 可事实并非如此"

魏鹏远能贪腐两个亿就足以证明!

再次"监管形同虚设!一个机关那

么多官员贪腐被查"如果说没有监

管和规章制度显然是冤枉的!但是

监而不管 '制度形同虚设"自然会

滋生腐败! 与其说是贪官疯狂"倒

不如说是监管失守" 失职渎职!此

外"热点岗位缺乏交流轮岗也易生

贪腐!人在热点岗位"成为众星捧

月甚至争宠献媚的对象"稍不留神

就会禁不住诱惑被拉下水!

因此建议反腐败亦要与时俱

进"多管齐下"至关重要的是要打

防并举"防字为先!打造扎实有效

的惩治腐败和防腐机制"铲除滋生

腐败的土壤!

让官员从怕纪委到敬畏法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

国为主题! 深刻地指出2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必须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法治是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式! 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更

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之道! 是反腐败

斗争由治标走向治本的必然选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个总目

标的确立! 不仅对于推进我国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

法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 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这标志着我国的法治反

腐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十

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 反腐

败斗争必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

程中取得重要突破! 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将得到进一步强

化!官员也将从由于*怕纪委而不敢

腐(逐步转变为由于*敬畏法律而不

能腐-不想腐(+

确立法治反腐的明确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在

法治反腐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显著

成效+ 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了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建

设思想!并指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

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

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事实证明 !

党中央在查处一系列高官腐败案件

中毫不手软! 不仅始终保持了惩治

腐败高压态势! 而且真正做到了违

法必究!有力整治了*权大于法(这

个公权力顽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

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

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 任职回避等方面法

律制度! 还提出了健全改进作风常

态化制度的目标+ 这些目标和任务

的提出为法治反腐的发展奠定了进

一步基础+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根本保障! 为权力制约和监督

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 十八届四中

全会还提出!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

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

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 把贿

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

他财产性利益+不仅如此!十八届四

中全会对法治政府建设进行了重要

论述! 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

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

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

执法! 严格执法责任! 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

建设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 执法严

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 这些目标和措施不仅

成为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

容!也是推进法治反腐的首要任务!

为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

指南+

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在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中! 官员权力没有得到有效

制约和监督的现象仍然存在! 权力

关进制度笼子的目标仍未实现 !有

法不依的问题并未根除! 而且局部

地区-局部领域还十分严重!反腐败

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在惩治

腐败的高压态势下! 一些官员对于

腐败行为仅停留在了*不敢(层面 !

*不能(-*不想(的问题还远未解决+

事实上! 很多腐败官员走上违法犯

罪道路! 都是因为没有形成党的纪

律和法律自我约束的观念! 在很多

问题上没有清醒的认识+ 法治建设

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和制约着反腐败工作的成效 !也

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带来了不

容小视的阻碍+

在一些官员的思想意识中! 对

纪委十分畏惧! 然而对法律却没有

足够的敬畏感+ 少数官员的法律意

识十分淡薄! 甚至认为自己的权力

可以与法律抗衡! 权力游走在制度

笼子之外! 这就必然会导致腐败行

为的发生+ 十八届四中全会也鲜明

地指出!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 能力

不足- 知法犯法- 以言代法- 以权

压法- 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此

外!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

究现象比较严重 + 这些现象的存

在! 正是过去一些年中腐败不断滋

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腐败

得不到有力惩治的根源+ 如果这些

问题长期存在下去! 必然会严重损

害人民群众利益! 妨碍党和国家事

业的发展+

让法律成为反腐重器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部

署! 展现的不仅是法治中国建设的

总体规划! 也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为遏制腐败发展趋势提供的行

动指南! 为法治反腐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了重要依据! 因此具有重要的

战略价值和时代意义+ 十八届四中

全会明确指出了要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这是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

经验+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 -带头守法!把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

一起来!把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依章履行

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这充分反

映了党领导人民推进依法治国的政

治决心和坚定信心! 体现了党的领

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统一

性+在此基础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

调指出! 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

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坚

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纠行为+

依法治国推动法治反腐! 法治

反腐体现依法治国! 这两者之间形

成了紧密联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不仅促使官员必须形成更为牢固

的法律意识! 也为法治反腐提供了

一系列有关改革举措+ 建立宪法宣

誓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

庭-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 探索建立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等! 这些改革

措施为推进法治反腐奠定了重要制

度基础! 也对官员建立法律自我约

束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

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到

了攻坚阶段! 在形势与任务依然严

峻-复杂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反腐败

成效的常态化-稳定化!我们必须善

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

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让官员敬

畏并严守法律红线! 使法律成为反

腐败的重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

八届四中全会的推动下! 法治反腐

必将进入历史快车道! 法治在反腐

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

我国也将进一步加快反腐败法律制

度建设!官员形成*不想腐-不能腐-

不敢腐( 有效机制的目标必将逐步

实现+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

背景下!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发

展中的法治蓝图将愈加清晰! 法治

建设的力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彰

显! 这对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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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明$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

最直接的体现" 也是践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根本体现" 司法领域的

腐败直接损害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

正义! 对于司法领域的腐败必须零

容忍" 要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

意识和法律水平" 要让每一个司法

工作者敬畏法律" 拥有良好的专业

知识水平! 要以制度约束司法工作

人员手中的权力" 要加强对司法活

动的监督"构建
)-%

度的监督体系"

监督司法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

个细节! 对于司法领域的腐败应予

以严惩" 对因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

的司法人员' 吊销执业证书的律师

和公证员"终身禁止从事法律职业"

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格追究刑事责

任!

廉政周刊$0决定$ 提出!*明确

纪检监察和刑事司法办案标准和程

序衔接! 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

件(!您认为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哪

些问题!未来如何破解)

元跃旗$ 纪检监察机关属于执

政党内部负责党的纪律' 监察党员

领导干部落实党纪情况' 核查违纪

事实的部门, 司法机关是执行国家

法律'查办违法犯罪的专职部门)目

前" 这两个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中

的关系多表现为- 纪检监察机关先

核查案件信息"掌握案件资料"查证

案件事实" 依据党内纪律处分条例

给予党纪处分" 如果发现有违法情

节和事实" 再移交司法机关进行法

律制裁"两种处理间隔时间较长)这

种办案方式存在标准不明' 程序衔

接不畅的问题)除此之外"如果纪检

监察人员受到各种外界因素影响隐

瞒犯罪人员的犯罪事实"查而不报"

则可能导致腐败分子最多受到党内

处分"而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如

果党委以各种理由对纪检监察部门

查处职务犯罪人员的案件不表态 '

不积极"案件只能搁置"同样可能导

致职务犯罪人受不到法律的惩处等

等) 破解这类问题的理想办法就是

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 规定一旦发

现违纪犯罪线索和事实* 不仅上级

纪委要介入* 司法机关也要提前介

入*可通过组建联合办案工作机制*

及时界定违纪违法事实* 使职务犯

罪人员在受到党纪处分的同时 *受

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廖晓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 "

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定职

责如何界定, 二是案件办理过程当

中的程序衔接问题" 如哪些案件要

移送'什么时间移送'哪个部门负责

移送等问题, 三是案件办理过程中

的证据问题" 如纪检监察机关独立

于司法机关的取证能否作为司法机

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纪检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查办案件时

共同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

等) 我认为" 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

机关要加强沟通交流" 做好衔接工

作)首先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纪检

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处国家工

作人员的违纪问题" 在查处违纪问

题时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 "应

立即移送司法机关" 由司法机关按

照法律程序查处" 切实做到该移送

的及时移送) 职务犯罪案件既可由

纪检监察机关移送" 也可由司法机

关直接受理立案" 均由司法机关按

法律程序查处) 其次要完善衔接工

作机制)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违纪

案件发现涉嫌职务犯罪时要加强与

司法机关的沟通"应把握好移送前'

移送过程中和移送后三个阶段的沟

通协调, 司法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

案件时应保持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及

时沟通协调" 取得纪检监察机关的

支持与配合)最后还要建立纪检监

察机关与司法机关预防和查处职

务犯罪案件的联席会议制度 )由于

各自的法定职责"在查处职务犯罪

案件过程中"司法机关常处于被动

状态"其受理立案等程序均要有相

关证据支撑"而纪检监察机关可以

从严肃党纪政纪的角度主动查处 )

针对职务犯罪案件查处的特殊性 *

必须构建一个信息共享 + 职能互

补+分工协作+强化监督+共同推进

惩防体系建设的工作平台 *提高反

腐倡廉建设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增

强反腐倡廉工作的政治 +社会和法

纪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