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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统筹$孙艳敏 点评$李国民

《准则》《条例》

令行禁止!严明工作纪律和职守
新出台的 !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把工作纪律作为六大纪律的重要内

容之一# 并梳理严明工作纪律涵盖的相关方

面# 细分违反工作纪律的具体行为# 开列负

面清单# 令行禁止$

党的工作纪律是党组织及其党员在党的

各项工作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是确保党

组织和党员依规履职的重要约束$ !条例" 第

十章明确规定了 %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处

分&# 对管党治党失职渎职的违纪行为予以儆

戒$ 相比旧则# 增加了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行为的主体责任' 违规干预和插手市

场经济活动'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执

纪执法活动' 泄露( 扩散或者窃取涉密资料

等违纪条款$

党要管党# 党组织不得违规失职$ 在其

位须谋其政$ 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

的纪律$ 各级党委要履行

党章赋予的职责# 在思想

认识( 责任担当( 方法措

施上与中央部署保持一

致 # 真正把纪律严起来 (

执行到位$ 党组织负责人

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 给党( 国

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不力# 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也必须给予纪

律处分$

党的领导干部不得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

权力是柄 %双刃剑&$ 要把权力用在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上# 按规定的

权限履职# 不超越用权的界限' 按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力# 不任意妄为' 按规定的责任行

使权力# 不逃避约束$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

所谋$ 决不能把权力异变为牟取个人私利的

工具$ !条例" 规定#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

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违规干预

和插手司法活动( 执纪执法活动# 造成不良

影响的# 给予纪律处分$

涉外工作无小事# 更须谨慎$ 改革开放

日趋深入# 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举手投足关

乎党和国家的形象$ 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

须严守外事工作纪律$ 今后# 以不正当方式

谋求本人或者其他人用公款出国 )境*' 党员

临时公务出国# 擅自延长在国 )境* 外期限#

或者擅自变更路线等# 都将受到纪律处分$

!

徐建波

防微杜渐!生活纪律要严守底线
生活纪律是党

员在日常生活和社

会交往中应当遵守

的行为规则$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一章对违反生活

纪律行为的处分作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关于生活纪律的规定#核心是将近

年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的实践成

果转化为纪律条文#减少了有关法律法规已有

规定的内容#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等违纪条款#体现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

要求# 为党员在生活中划出了明确的底线$一

是划出了个人生活底线# 就是决不能生活奢

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二是划出了两性

关系底线#就是决不能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

系特别是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等与

他人发生性关系$ 三是划出了公共生活底线#

就是决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不能在公共场所有

不当行为$四是划出了社会生活底线#就是决

不能出现严重违反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的行

为$

生活纪律条文不多# 规定的似乎也都是

%小事&$但小事处理不好#就可能出大问题$很

多出问题的领导干部#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不拘生活小节#追求生活享受#上私人会所#

吃山珍海味#包二奶(养情妇#甚至染上赌博(

吸毒等恶习# 最终一步步堕入违法犯罪的深

渊$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要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坚决把好生活上的关

口$要把好社交关#纯洁朋友圈#增强免疫力#

不该吃的饭不吃#不该去的地方不去#警惕灯

红酒绿的侵蚀#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要把好

美色关#牢记%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就是

党的纪律$如果在两性关系(男女问题上随波

逐流(放松要求#纪律这把刀就可能落下来$要

把好行为关#既要防止特权思想(霸道作风#又

要防止党员意识淡漠# 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

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公共场所始终牢记自

己的身份#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党员良好形

象$

纪律#既是底线#也是红线#还是带电的高

压线$每一名党员和检察人员#既要重视遵纪#

无条件地严守生活纪律#自觉做到不违规不逾

矩 #又要重视立德 #模范

遵守社会公德 ( 家庭美

德 (个人道德 #真正成为

纪律规范的遵守者(健康

生活的实践者(社会风尚

的引领者$

!

代 锋

江苏省镇江市国资委原主任尤廉把国资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10
年受贿420万元———

朋友圈撂倒国资委主任
!

普 雅

前不久!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法

院对该市国资委原主任尤廉涉嫌受

贿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庭审理查

明!从
!""#

年至
!"$%

年!尤廉在担

任镇江市国资委主任期间!先后
!!

次受贿人民币
%!&

余万元" 法院一

审以受贿罪判处尤廉有期徒刑十三

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

万元"

尤廉受贿案是
!&$%

年江苏省

委巡视组进驻镇江巡视发现的一起

大要案"同年
$&

月!省委巡视组向

镇江交办了一张案件线索清单!尤

廉位居榜上"同年
$$

月
$'

日深夜!

正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培训的镇

江市检察院检察长俞波涛匆匆赶

回!在办案札记上写下#交办一号专

案线索!正式成立$

$$

%

!&

&专案组'

交锋：邪不压正
其实!早就预感到会被调查的

尤廉! 先期采取了一系列反侦查措

施!找人串供(隐匿财产)*

专案组在对与尤廉交往甚密的

老板展开调查时发现! 镇江环宇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路平与尤廉过往

甚密! 在其承接南方纸业整体搬迁

工程(南方学校迁建工程等事项上!

尤廉多次打招呼! 要求相关企业将

工程项目交给路平来做+ 在尤廉的

特殊关照下!路平赚得盆满钵溢"随

即!专案组对路平采取了措施"

也许是心虚!也许是有预感!在

路平被调查之前!

!&$%

年
$$

月中旬

的一天!尤廉约见路平!对路平说#

,万一遇到调查! 各人的事各人清!

不要牵扯别人+&路平当场表态#,肯

定的+&

$$

月
!(

日早晨!尤廉接到路平

儿子的电话! 得知路平被检察院控

制的消息后! 随即让司机掉头去某

酒店开了一个房间+之后!他分别给

几个特别亲近的人打电话! 要他们

下午到某酒店会面!说有事商量+

尤廉最先约见的是路家母子 !

他对路家母子俩说#,过不了多久!

检察院肯定会来找你们! 你们要冷

静! 千万不能乱了阵脚! 只记住一

点! 就是啥也不认! 啥也不知道+

硬扛! 扛过去对大家都好'& 送走

路家母子后! 尤廉让商人刘宝根即

刻赶来 + 刚一见面 ! 尤廉就对他

说#,我和你没什么关系'&刘宝根心

照不宣#,我们能有啥关系啊! 就是

见过几次面!顶多也就喝口酒(抽根

烟的交情+&

交代了这几个人后! 尤廉还是

不放心! 他又把自己的情人李茉莉

叫来!说#,路平被检察院带走了!他

和我们接触比较多! 说不定还会找

你问话!你别怕!口要紧!只要过了

这一关!你我才能消停+&

下午四点多! 尤廉又驱车来到

驸马山庄! 在自家已装修好但还没

入住的别墅前徘徊了许久! 最终下

定决心!转身到售楼处要求退房+

晚上! 尤廉夫妇俩马不停蹄地

提着装满现金的大旅行箱! 送到亲

戚家寄存**

这只是尤廉忙乱的开始! 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他频繁地与人见面+

几年前扬子江汽车厂改制 !在

尤廉的特别关照下! 冠华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国庆低价收购了该

厂+后又在尤廉的操盘下!政府征收

了该厂本已作为职工安置的抵押地

块!为此刘国庆获利丰厚+为感谢尤

廉!刘国庆购买了
)&

万元银行股送

给了他+ 汽车厂改制的后续工作并

不稳妥!职工几次上访!市纪委还因

此进行过调查+ 尤廉觉得银行股权

是烫手山芋! 一心想出手转让 +

$$

月底!尤廉约刘国庆在茶楼见面!让

他想办法加快进度办理股权转让手

续! 并对他说#,如果有人问起这个

事情!就说正在转让!不要多讲+&

这期间! 尤廉还频频约见刘宝

根四次+有一次!尤廉让刘宝根帮助

了解调查自己的有关情况! 并叮嘱

说#,如果有人问到我跟你之间的关

系!就是烟酒往来+&刘宝根马上心

领神会#,连烟酒都没有+&

尤廉自认为这一切做得周全 (

隐蔽+孰料!他的所作所为全部被侦

查人员一一掌握! 他超乎寻常的种

种反应都在证明#路平的案发!让他

惊慌失措' 同时也佐证了专案组将

路平作为突破口的思路找对了'

**

$!

月
$#

日清晨
)

点多!连续几

日翻箱倒柜! 忙着四处转移财物的

尤廉夫妇俩早早地呆坐在沙发上愣

神+偌大的四室一厅!虽豪华如初!

可各种物品凌乱地散落一地+突然!

门铃响起! 尤廉条件反射似的站了

起来!他脸色煞白!颤抖的手拉开了

门+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镇江市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当日!尤廉因涉嫌受

贿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到案后!尤廉还心存侥幸+面对

办案人员的讯问! 连续一个多月!他

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态度傲慢地宣

称#自己只在逢年过节和朋友有些人

情来往! 属于朋友间正常的情感交

流+甚至!他还以绝食来对抗侦查+

查实：尤廉不廉
专案组首先从尤廉女儿的婚礼

查起+

!&$*

年
+"

月
+!

日! 尤廉的女

儿在长春举办婚礼+ 除了尤家至亲

外! 尤廉的核心朋友圈-..路平 (

王建设( 刘宝根( 刘国庆等人和尤

廉夫妇一同飞往长春+ 办案人员发

现! 在尤廉女儿婚礼进行前! 路平

在某金店购买了
!

根
+""

克的金

条! 刘宝根在某大商场购买了一对

欧米茄手表+ 刘国庆( 王建设等人

则购买了爱马仕表 ( 香奈儿女包

等 + 尤廉的这些朋友向检察官证

实! 这些贵重的物品都作为贺礼送

给了尤廉! 同时! 每人还送了上万

元的红包+

专案组艰苦细致的调查! 让尤

廉和这几个人的利益纠葛浮出水

面+

镇江盛宇集团董事长刘宝根与

尤廉是老同学! 自从尤廉当上国资

委 ,一把手&! 每逢佳节 ! 刘宝根

都会给尤廉送钱送卡+ 老同学又是

,老关系&! 尤廉当然要为刘宝根的

请托奔忙+

当时! 老牌大型国企镇江南方

纸业正值搬迁改造! 该项目是
!"",

年镇江市的重点工程+ 尤其土建工

程 ! 更是许多人眼中的 ,肥肉 &+

刘宝根想吃下这块 ,肥肉 &! 于是

找尤廉帮忙+

在尤廉的帮助下! 刘宝根顺利

中标+

!""'

年
%

月! 南方纸业搬迁

改造项目举行开工典礼+ 典礼结束

后! 刘宝根把尤廉拉到一边! 将一

袋 ,礼物 & 放进尤廉汽车的后备

厢+ 这袋所谓的 ,礼物&! 是整整

#"

万元现金'

在之后的工程结算时! 南方纸

业由于资金紧张! 向市里打报告争

取了
)"""

万元拨款+ 尤廉不顾南方

纸业管理层的反对! 也不顾南方纸

业还欠多家单位工程款! 强行要求

将
)"""

万元全部支付给盛宇集团+

,一方面! 是我让刘宝根承接

到了工程! 另一方面! 他还希望在

施工过程中得到我的支持 +& 案发

后! 尤廉在解释这
#"

万元贿赂时

说+

同样! 镇江华震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王建设为承接镇江硫酸

厂( 镇江水泥厂等国企的厂房搬迁

工程! 多次找到尤廉帮忙+ 尤廉利

用手中的权力! 积极向各个单位负

责人打招呼! 明示将工程交给王建

设来做+ 有了尤廉的关照! 王建设

未经招投标程序就以
!,#

万元的价

格拿到了某搬迁工程! 接着又脱手

转卖! 赚取差价
,"

万元+ 王建设

为感谢尤廉 ! 分三次送给尤廉
%#

万元现金+

前文提到的江苏镇江环宇集团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路平与尤廉可谓

关系深厚! 他们之间的权钱交易贯

穿了尤廉从担任国资委主任起到案

发的整个时间段+

在尤廉的特殊关照下! 路平先

后承揽了镇江市四大工程项目# 南

方纸业搬迁工程中工业设备的安装

工程( 南方技校搬迁扩建的安装工

程( 国投双子楼的安装工程( 飞驰

汽车搬迁扩建的总包工程+

路平明白这些年之所以能赚得

金钵满满! 都靠尤廉这棵大树+ 因

此! 在平时交往中自然善解人意(

投桃报李+

!"+*

年岁末! 路平宴请

尤廉! 尤廉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

公司有美元不/& 路平心领神会! 不

久后! 路平再次宴请尤廉! 分手时

将装有
+

万美元的文件袋递给尤廉+

尤廉在驸马山庄看中一幢在建

的别墅+ 在购房之际! 路平送上一

根
#""

克的金条作为贺礼! 尤廉笑

纳+

逢年过节! 路平孝敬尤廉的烟

酒茶等自不必说! 面额不菲的各种

购物卡( 装满文件袋厚厚的现金(

香奈儿包( 爱马仕表以及沉甸甸的

金条都成为路平向尤廉表达 ,情

意& 的寻常物+

,在尤廉的别墅上一共花了
("

万元左右 ! 都是我送给老尤的 +&

路平供述+

再说刘国庆+

!"",

年
,

月! 镇

江汽车厂面临改制! 江苏冠华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庆找到身为改

制领导小组组长的尤廉+ 经过密切

,接触&!

!""'

年
!

月! 刘国庆顺利

地以
!"

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镇江汽车

厂! 并以位于新区的
+""

亩土地抵

押! 作为职工身份置换的保全资产+

!""'

年底! 刘国庆听说政府打

算征用该地块! 想到可以拿到巨额

土地补偿款! 当即动了心思! 他火

速找尤廉帮忙! 想用冠华集团的机

器设备替换
+""

亩地块! 作为保全

资产的抵押+

精明的尤廉明白! 改制企业的

职工安置是个大事情! 刘国庆公司

的资产设备折旧损耗比较大! 保证

能力差! 万一出了岔子! 那是要丢

官帽子的+ 因此! 未肯松口+

!"+"

年初! 丹徒信用联社募股

筹建镇江农商银行! 刘国庆来找尤

廉#,我争取了
)"

万股农商行个人

股的认购额度! 收益比较稳定! 你

要不要/&

这个诱惑够大 ! 尤想了想说 #

,我有兴趣的+&

一个月后! 在尤廉的操盘下 !

本已作为职工安置的抵押地块被政

府征收 ! 刘国庆获得净利润
%"""

万元+

作为回报!

!"+"

年
%

月! 刘国

庆购买了价值
(,

万元的镇江农商

行股权
)"

万股送给了尤廉+

忏悔：何必当初
,能干( 睿智( 办事周全+& 熟

悉尤廉的很多领导和同事都这样评

价他+

在出任国资委任主任
+"

年间!

尤廉处理( 协调了改制企业出现的

很多矛盾( 遗留问题! 对稳定企业

和职工做了一些工作! 也为镇江招

商中储粮等重大项目作出了贡献+

但是! 权力一旦被贪婪裹挟! 就像

不可抑制的心魔 ! 让人膨胀 ( 畸

形+ 在专案组的政策攻心下! 尤廉

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

尤廉在悔过书中写道# ,

!"+%

年岁末! 我跌宕起伏的人生再次出

现重大转折+ 因为涉嫌受贿犯罪!

我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一名多年

的行政主管( 国企领导瞬间变成了

街头巷尾众人议论的嫌疑人+ 经过

对我的审查! 特别是办案人员苦口

婆心的法律宣讲! 侦查取证获取的

一个个证据! 让我醍醐灌顶! 清醒

地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腐败问

题 + 从不服到认罪 ! 从抗争到配

合! 从侥幸到坦白! 我的心路历程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办案中 ! 不管尤廉态度如

何! 办案人员一直以真心对待他(

以真情感染他+

!"+#

年春节即将到

来时! 专案组专门让尤廉与家人进

行了视频通话+ 面对八旬老母( 泣

不成声的妻女以及襁褓中的小外

孙 ! 尤廉嚎啕大哭 # ,都要退休

了 ! 本来可以颐养天年 ! 尽享天

伦! 现在要面临牢狱之灾+ 以后不

要带宝宝去监狱看我! 不要让他知

道有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外公! 我

没脸见他**&

!"+#

年
'

月
!'

日! 经镇江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 镇江市中级法院

对尤廉涉嫌受贿案进行了审理! 查

明! 从
!""#

年至
!"+%

年! 尤廉在

担任镇江市国资委主任期间! 先后

!!

次受贿人民币
%!"

余万元+ 法院

一审以犯受贿罪判处尤廉有期徒刑

十三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

万元+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 当初

的时候! 谁又能想到今日/ 如今徒

留满地伤! 一生悔+& 铁窗内! 尤

廉无比悔恨+

%文中除尤廉外 & 涉案公司和

个人均为化名#

!"

月
!"

日

"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
全国党校工作会议

++

日至
+!

日在北京召

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

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

的干部队伍+党校承担着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

根固本的重要任务! 必须坚持党校姓党这个党校

工作根本原则!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

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

点评$%党校姓党&#这个道理好理解'可惜#有

些人已经忘了$

!"

月
!&

日

"

中纪委通报
!!'

起群众身边的 '四

风(和腐败问题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日点名道姓通报了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
++'

起群众身边的 ,四风&

和腐败问题+这也是该网站连续第六次通报曝光群

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点评$算了一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六次通

报#共曝光问题
,)"

起$窃以为#通报还不能算完

事#对哪些问题居高不下(屡禁不止#应有个统计'

%流行病&和%顽症&#该成为%医治&的重点$

"

军队再打虎) 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

障部原部长李明泉被查
据中国军网

+"

日消息!日前!军事检察机关

对总装备部通用装备保障部原部长李明泉涉嫌违

法犯罪问题进行立案侦查+

点评$李明泉被媒体称为总装备部%首虎&$到

目前为止#在解放军四总部中#总参谋部(总装备

部(总后勤部都已经有%老虎&落马$

!"

月
'

日

"

'天网*行动已追回
#()

人&首超外

逃人员数量
据

'

日媒体报道!截至
++

月底!,天网&行动

共追回外逃人员
,)*

人!其中!从境外追回
(*,

人

-

含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

人
.

0 在国内抓获偷潜

回国人员
$!#

人
-

含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

人
.

+

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数量+

点评$外逃没有出路#境外不再是避罪天堂'

回国自首#才是外逃贪官唯一的正途$

!"

月
#

日

"

中办国办印发完善审计制度框架意

见及配套文件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1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

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2及相关配套文件!对完善审

计制度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 强调保障依法独立

行使审计监督权!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点评$ 审计对维护经济安全和推动反腐败斗

争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审计独立性不强(屡审

屡犯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框架意见及相关配

套文件的出台#对完善审计监督机制意义重大$

"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盖如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日消息!黑龙江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盖如垠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点评$据媒体报道#

!&

年间#与盖如垠共过事

的领导倒了一批又一批# 而他每次不仅 %独善其

身&#还能不断升迁#因此坊间称其%盖不倒&$如今#

%盖不倒&倒了#是不是该查查+他多年%不倒&#是因

为能%抵御住诱惑&%守得住底线&#还是因为别的,

尤廉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