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9545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总编办：86849545出版部：86849226经济部：86849086零售：每对开张0.50元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外代号：D898
政教部：86849002理论评论部：86849029都市新刊新闻热线：86849999副刊部：86849116文体部：86849195记者部：86849289群工部：86849045 86849395（传真）摄影部：86849056夜班编辑室：86849790 86849865（传真）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江西日报投稿邮箱：
jbqgb@jxnews.com.cn

要 闻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袁 华

2014年8月15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4A

初秋，行走在石城县城里乡间，嫩绿
的莲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荷田之中，令人
赏心悦目。这个以莲为主要经济作物的
地方，荡漾着的“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
席”淳朴民风，成为当地一景。

“催款单”的悄然蜕变，折
射社会风气转变

“温馨提示：及时赴宴不收礼，收礼只
收真情谊。”日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
生村干部小刘手机中收到一张电子请柬，
这是一对新人为提示亲朋好友及时赴宴
而特意发送的。

说起宴会请柬，石城人对十几年前的
情景记忆犹新。

石城中学原校长刘化尧说：“当时，婚
丧嫁娶、贺岁祝寿、乔迁新居……隔三岔
五就能收到各种请柬，工资的三分之一随
礼去了，请柬成为名副其实的‘催款单’。”
石城县餐饮协会会长卢新生回忆道：“有
时候一个月竟收到10来张请柬，叠起来有
厚厚一摞，特别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
人，这方面的负担更是苦不堪言。”

上世纪90年代末，这种风气在当地悄
然发生变化。屏山镇长溪村最早出现“请
客不收礼”的做法。“先是一些乡贤和先富
起来的人带了好头，他们回乡办酒席时，

乐于免礼宴请乡邻。”长溪村党支部书记
赖运根说，“开始的时候，客人来了先把礼
收下，吃完饭后退掉。后来，干脆就不送
了，逐渐形成风气。大家觉得，这样做省
事、干脆，更能增进感情。”

赣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石城县民俗
学者温涌泉的调查显示，在党委、政府的
引导下，石城县“请客不收礼”的民风，大
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渐变发展：一是请客
收礼，送红包是必要的程序；二是请客退
礼，先收后退，表示心意到了就行；三是不
送不收，无论红白喜事，人们相互之间不
收礼也不送礼；四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
后，提升为“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

现在，无论是乔迁、祝寿，还是升学、
生育等红白喜事，不送礼、不收礼、不攀
比、不浪费，已经成为石城人的自觉行动。

党委政府因势利导，移风易
俗破除陋习

记者发现，“请客不送礼”风行全县，
与党委政府的因势利导不无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石城县八届党委
政府，建立多项制度，倡导“请客不收礼”，
在重要节点都下发文件，进行规范引导，
同时，严肃处理违反规定的干部。

“经县纪委查实，大由乡党委书记廖

某办理婚事中，超标办酒席，按规定处以
600元的罚款并在全县通报批评。”在县纪
委的档案里，记者见到了这份印发于上世
纪90年代末期的全县通报。2013年，全县
近 30 名乡科级领导干部、600 余名普通党
员干部，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为个人重
大事项，向县纪委或其所在单位党组织进
行了报告。县科技局局长陈炳宿办宴席
时，提前 10 天就向纪委申报，并注明请什
么人、什么标准、多少桌。在《领导干部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上，他郑重承诺：

“不收受任何礼品、礼金，不扩大邀请范
围，不铺张浪费。”

石城县委书记鲍峰庭说：“2013 年中
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政策
出台后，我县更加注重和加强这方面的
引导。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另一方面，积极在民间倡导，大力推行请
客办宴‘既不收礼、也不浪费’的文明新
风。”

党风民风良性互动，风清气
正奠定基石

“请客不收礼”的新风，使石城人的宴
席规模逐渐减小。

“我当年结婚时，在村里一共请了 30
多桌，宰了 4 头猪，连吃了三天宴席，最多

一天要吃5顿饭。”已经50多岁的琴江镇琴
口村村民温祖新说，现在，村里举办喜宴，
一般就十几桌，而且只吃一顿。

在县城，这种变化更加明显。据石城
县廉政办干部黄海灵介绍，她女儿2007年
考取大学，“升学宴”办了11桌，包括酒水仅
花3000多元。石城县紫金城大酒店负责人
赖於添感慨：“2013年，全县3000余对新人
结婚，酒席消费平均节省1万元以上。”

“‘请客不收礼’更让‘廉’花盛开。想
借机行贿的人没了空子钻，想以此敛财的
领导干部也没了机会。”石城县城管局局
长董耀华说，现在好了，亲情友情不以礼
金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少了金钱
味，多了人情味，干群关系明显好转。

如今的石城县，“请客不收礼、节俭
办宴席”已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新民
俗。既保持了红白喜庆摆宴请客的传
统，又弘扬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更
重要的是，从请客送礼到请客退礼再到
不收不送，从乡规民约到干部垂范再到
习俗养成，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
了坚实的基础。良好的党风政风、淳朴
的社风民风，助推了石城旅游业、餐饮业
健康持续发展。今年 1 至 6 月，全县接待
游客同比增长 24.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同比增长 32.4%。

新风吹得“廉”花开
——透视石城县“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现象

邓小京 本报记者 李文亭 见习记者 陈斌华

本报九江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邹平飞）近年来，九江市
庐山区在大力发展经济，全力
做大财政蛋糕的同时，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节省行
政开支，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保
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得到更
多实惠，促使城乡居民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该区把住房建设作为一项
重大的民生工程来实施，2013
年以来新建或配建公共租赁住
房 5400 余套，面积 40 多万平方
米，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480余万
元，惠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700 余户。扎实推进安置小区
建设，加快德化小区、王家凹安
置小区、贺家垅安置小区等 45
个居民安置小区建设步伐，同
步完善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及配
套功能，把小区打造成为功能
齐全、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现

代居住区。目前，累计建成面
积 270 万平方米，在建面积 100
万平方米。

该区围绕就业利民、保障
惠民、和谐安民的工作理念，广
开就业渠道，积极开展就业援
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
周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
免费为广大求职者搭建信息交
流平台。上半年，全区城镇新
增就业 2835 人，新增转移农村
劳动力 1620 人，发放小额贷款
2758 万元，“零就业”家庭实现
了动态清零。

自 2008 年起，在确保医保
基金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该区
对身患疾病、年度个人负担过
重的参保人员，在其享受基本
医保报销后，再给予医保“二次
补助”。据统计，6 年来共有
3200 多名参保患者领取二次补
助金近700万元。

庐山区民生实事惠泽百姓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周华
月、刘晶）“以前来大厅办事，一
看到琳琅满目的单位标牌就发
晕，更不知道需要准备什么材
料，一来二去很耽误时间。现
在好了，有导办员指引，既方便
又快捷。”8 月 4 日，崇仁县巴山
镇中大社区居民方华良到县行
政服务中心大厅办理营业执
照。在大厅导办服务台工作人
员的引领下，他来到工商窗口，
填了一份表格，提交了几份资
料，就办好了手续，前后不到 10
分钟。

为方便群众办事，该县在行
政服务中心大厅设立导办服务
台，确定专人为办事群众提供业
务咨询和引导服务。进驻中心的
33个单位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
的申报资料，列出清单，逐项排

查，进一步减少申报资料，并制作
办事告知单，一次性告知服务对
象，避免因资料不全造成服务对
象跑冤枉路。通过合并、取消办
事环节的方法，进一步精简办事
程序，并在法定办结时限基础上，
承诺时限压缩30%。同时，对窗
口进行充分授权，实行首席代表
制和领导定期坐厅审批制。33个
单位保留的118项许可事项、105
项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全省统一的
网上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管理，所
有事项的申请、受理、告知、审查、
批准、发证均可以在中心统一办
理，实现了“进一个门办事，交规
定费办成，按承诺日办结”的目
标。今年上半年，该县行政服务
中心累计受理办件9616件，办结
9519件，办结率达99%，赢得了办
事群众的称赞。

崇仁导办台方便群众办事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李天才、王元
仟）近期，永丰县电视台播报了一则通报，
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关注。通报
中点名道姓批评和曝光了5名干部上班期
间上网玩游戏、上淘宝网等违反工作纪律
问题，公布了处理情况，并对全县的干部
作风建设提出了要求。

今年以来，该县下大力气狠抓干部
“四风”整治和作风建设，经常采取明察暗
访、突击检查、专项督查等方式，对干部工
作作风、机关效能、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等
方面情况，开展高密度的监督检查。查处
单位和干部违纪问题11例，下发督办函16
份、批评性通报2次。

永丰电视实名通报
干部违纪问题

8 月 12 日，万
年县裴梅镇荷桥
村，大学生在农家
书屋为留守儿童讲
革命故事，并进行
学习和心理健康辅
导等。暑假期间，
该县为140多家农
家书屋配备了大学
生辅导员,充分发
挥他们知识优势，
陪伴留守儿童过一
个快乐假期。

特 约 通 讯 员
徐声高摄

快乐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