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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
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
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
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
政治本色。”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
不仅从认识论层面阐释了领导干部
严格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
从方法论层面明确提出了“四个注
重”的具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
当牢记这些要求，强化自我约束，
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
自律准则，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
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
题，真正从内心深处筑牢拒腐防变
的精神堤坝。

为什么要突出强调领导干部严
格自律？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一
定的权力，面临的各种诱惑和陷阱
很多，往往成为被攻关、拉拢、围

猎的对象，如果不注意加强修身自
律，一旦指针偏离，随时都可能陷
入“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
见钩”的陷阱，随时都可能被糖衣
裹着的炮弹击倒。那些落马干部之
所以一步一步沦为阶下囚，无不是
渐次放纵自己，逐步变质堕落。这说
明，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警惕性，如果
不在从政的一刻、入党的一刻把底
线建立起来，那是防不胜防的；唯
有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
用权，始终保持清醒、严格自律，
才能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
做到严格自律，特别要求领导干部
慎独慎微。慎独慎微是我国自古以
来倡导的一种自我约束精神，也是
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有
的一种修养境界。领导干部自己不
管住自己，别人再怎么管也难以管
住，因为别人总不可能时时刻刻看
着。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

说，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
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
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真
正做到可以行使的权力按照规则正
确行使，该由上级组织行使的权力
下级组织不能行使，该由领导班子
集体行使的权力班子成员个人不能
擅自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
决不能行使。

很多时候，难以发现的是“温
水煮青蛙”的问题，不好提防的是

“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现
象。这就尤其需要在人所不知而己
所独知的内心领地做到严格自律，
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平常心，始
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
意识，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增强政治定力、纪
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在
防微杜渐上不舍尺寸之功。

领导干部做到严格自律，就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注重自
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
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
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
的防护网；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
方向、守住原则，坚决纠正各种不正
之风，匡正党内选人用人风气；注重
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交往
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注重自觉
主动接受监督，党员、干部决不能以
任何借口而拒绝监督，党组织也决
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放松监督。

严以律己是党员领导干部为政
之道、成事之要、修身之本。努力
践行“四个注重”，真正做到严格
自律，各级领导干部就能以律己修
身的品格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推
动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出现新
面貌新气象，让我们党永葆凝聚力
创造力战斗力。

（载 2月 17 日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
——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者 施雨岑 李亚红 胡浩

想创业又担心误了学业？苦读
却反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对学校的
奖惩不服却无处可说？时隔近 12
年，教育部首次修订《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管理规定》，对社会关注的
一些热点问题做出制度规范。

鼓励把学业创业更好
结合

在经历了创业的失败后，王赫
去年春天重新返回清华大学完成了
毕业论文。

他曾用恋爱来形容自己创业的
冲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抱
着一腔热血，想着肯定没问题！做的
过程中却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

近年来，创新创业的热潮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而，创业成
功却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创业的
年轻人需要“试错”的机会，一旦创
业失败也需要有重返校园的机会。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 对休学创业给予了制度保
障：新生可以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去
创新创业，入学后也可以申请休学
开展创业；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以
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
业学习、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成
果，可以折算为学分；对休学创业
的学生，可以单独规定最长学习年
限。

面对休学创业的选择，有些老

师和家长担心，这是否会欲速则不
达？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做好这个阶
段的事情，上学就好好学，休学创
业后再去上学，可能就没有心思去
学习了。

一位高校负责人说，这个规定
并不意味着学校号召学生都去休学
创业，而是给了学校更多的办学自
主权，激发学生的创造性，鼓励学
生把学业和创业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
授认为，高校探索创新创业折算学
分制度，有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弹性学制和允许
在校学生休学创业，为有志于早日
创业的学生免去了后顾之忧。

堵住冒名顶替和违规
转学的“黑色通道”

从 2009 年轰动一时的被冒名
上大学的罗彩霞，到 2016 年王娜
娜被顶替上大学事件再起波澜——
十年寒窗却被冒名者“偷”走了进
入大学学习、改变人生命运的机
会，这刺痛了社会公众的神经。

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 专门设立“入学与注
册”一节，增加了新生入学资格初
步审核及入学后复查的内容、操作
方法，从制度上和操作上减少和杜
绝了冒名顶替、弄虚作假获得入学
资格的可能性，如：“审查发现新
生的录取通知、考生信息等证明材
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有
其他违反国家招生考试规定情形
的，取消入学资格”“复查中发现

学生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情
形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应当取
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应当移
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等。

“更为完善的学生入学资格审
查机制不仅回应了公众关切，也弥
补了过去高等学校学生管理领域存
在的漏洞。”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湛中乐评价说，这
些举措体现了立法的回应性和与时
俱进的精神。

同时，新规定还健全了转专
业、转学的条件和程序要求，对不
得转学的具体情形和条款进行了整
合和明确。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申素平教授认为，转专业、转学既
与学生个体受教育的自由和选择权
相关，也与其他学生受教育的平等
权相关。对其既不能禁止，也不能
没有限制和规范。“新规定对转专
业和转学的多个条款进行了修订，
明确了相关原则和禁止条件，提出
了制度和程序要求，特别是建立公
示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学校在转专
业、转学和纪律处分方面的权力行
使。”申素平说。

学术腐败要惩戒 对
处罚有异议学生可申诉

论文抄袭与造假、虚假同行评
审、花钱买论文发表……近年来，
全国多地高校屡次被曝光学术不端
事件，饱受社会诟病。

大学生的学术诚信是整个国家
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

的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大学生要恪守
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在加强
学术诚信教育的同时，制度上也采
取了建立诚信档案、建立惩戒机制
等措施，对于失信、学术不端的行
为，给予处分，甚至开除学籍或撤
销学历学位证书。

申素平认为，新规定吸收了最
高人民法院判例以及近年学术不端
行为的新情况，将“开除学籍”的
学术不端条件，由原来的“剽窃、
抄 袭 他 人 研 究 成 果 ， 情 节 严 重
的”，细化修订为“学位论文、公
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存在抄袭、篡
改、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
重的，或者参与代写论文、买卖论
文的”，为学校制订相应校规提供
更加明确的依据。

那么，如果学生对处罚决定有
异议，应该如何申诉呢？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定
专门新增了“学生申诉”一章，完
善申诉制度和程序，强化了学生申
诉委员会的职责，增加了教育部门
对学校行为的监管措施。

“这是规范高校学生管理权
力，切实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必然
要求。”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麟
分析说，新修订的管理规定设立学
生申诉制度的专门章节，凸显了新
规定力求学生权益保护最大化的目
的。

马怀德认为，新规定通过完善
申诉程序制度、增加申诉处理实体
规定，进一步确保了学校对学生处
理和处分的公平公正，保障了学生
依法获得救济的权利。

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将如何影响大学生活？

学生创业有“试错”机会 资格审查机制更完善

住建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 《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供应管理办法》，并发布了城市管理执
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设计。到2017年年底前将实现全国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统一。

2月16日，工作人员展示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摄）

我国发布城市管理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设计

这是新公布的城市管理执
法标志标识。

这是新公布的城市管理执
法人员领花和臂章。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
者陈聪）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日前发布《食品安全欺诈行为
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了包括
产品欺诈、标签说明书欺诈、食品
宣传欺诈等在内的多项欺诈行为，
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意 见 稿 提 出 ， 以 网 络 、 电
视、广播等方式宣传食品，如有
使用“纯绿色”“无污染”等夸大
宣传用语、以转基因食品冒充非
转基因食品等情形的，均属于食
品宣传欺诈。

其中，使用“纯绿色”“无污
染”等夸大宣传用语等 6 类欺诈
行为，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处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以转基因
食品冒充非转基因食品，在处以
上述罚款的同时，还会依照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再次进行处罚。

意见稿明确，食品生产经营
者有食品安全欺诈行为的，记入
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
列入食品药品安全“严重失信名
单”，通报投资主管部门、证券监
管机构和有关金融机构。

食品安全新规征求意见

夸大宣传用语等欺诈行为将受罚

2 月 16 日，一艘风电运维船
驶过如东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风力
发电机组。

当日，位于江苏南通的中广核
如东海上风电示范项目迎来全面
投运后的首次春检，以保障整个风
电场设备高效、稳定运行。截至目
前，该项目已正常运行 5 个多月，
总发电量约2.8亿千瓦时。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江苏如
东黄海海域，距离海岸约 25 公
里，共安装 4 兆瓦风电机组 38
台，配套建设海上、陆上升压站
各一，总装机容量 15.2 万千瓦，
于 2016 年 9 月 8 日 正 式 投 入 商
运，年上网发电量预计达 4 亿千
瓦时。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迎春检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记
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6
日就中国游客日前被越南口岸工
作人员殴伤事答问时表示，中方要
求越方对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日前就中国游
客被越南口岸工作人员殴伤事作
出回应，称中方已提出交涉，越方
将加紧查明真相，并依据事实作出
处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你能否
介绍中方所做工作情况？

耿爽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境
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中方已多次就此事向越方
提出交涉。16日，外交部领事司司
长已就此事专门约见越南驻华大
使，再次表明中方严正立场。中国
驻越南大使也在河内就有关问题
约见越南外交部负责人。中方要求
越方对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对
涉案人员做出严肃处理，并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耿爽表示，越方已对 8 名有
关涉案人员做出停职处理。“我们
将继续敦促越方本着严肃认真和
实事求是的态度，彻底妥善解决
此事。”

外交部：

要求越方对被殴中国游客道歉

新 华 社 天 津 2 月 16 日 电
2017 年 2 月 16 日，天津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
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对被告
人奚晓明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对奚晓明受贿所得财物
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奚
晓明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奚晓明先后担任最高
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副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或者职务和工作中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

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认可其亲属收受以及本
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1.14596934亿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奚晓明的行为构成受贿
罪。鉴于奚晓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
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行贿人请
托，贿赂款项亦为亲属收受使用，
其本人系事后知情；到案后能够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交代办
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
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
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奚晓明受贿案一审宣判

这是2月15日在广西罗城板团村航拍的覆膜农田。
在春种春播生产中，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山区农民广泛使

用田垄覆膜技术，应对阴冷天气的不利影响，有效起到避雨、避寒、避
晒的作用。 （新华社发）

农田覆膜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