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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定规矩，这（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编者注）是很重要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

我们在座各位做起来，新人新办法。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

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

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微杜渐，不要“温水煮青蛙”。

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

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既然作规定，就要朝严一点

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

实处，还不如不做。定规矩，就要落实一些已经有明确规范的事情，就要约束一些不

合规范的事情，就要规范一些没有规范的事情。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

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

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

觉就好一点。这也是新形象新气象。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 12

月 4日） 

  

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

是刚性的。“试行”给人感觉是不是还有点含糊。就先按这个规定去做，做了以后真

正推开了，一两年后再完善。中央纪委有那么多规定，不也就规定下去了。反正要不

断去约束。最重要的是要抓好落实，言必行、行必果。我们说了不是白说，说了就必

须做到，把文件上写的内容一一落到实处。要完善细则，警卫、新闻、文秘、内事、

外事都要有各自的细化落实方案。规定制定出来后，大家都要学习贯彻，特别是领导

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学习贯彻。有些事情往往是身边工作人员提要求，把它作为一



种待遇、一种权利来提要求，好像不那么搞就交代不过去了，弄得大家无所适从。管

好身边工作人员，这也是一条，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2012年 12

月 4日） 

  

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

央领导做起。从军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最近，军委制定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

十项规定，就是要给全军带个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不好，下必效焉。各级

都要带好这个头。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 12月 26日） 

  

从文章反映的情况看，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

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映强烈。联想到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

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

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

款浪费现象。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

整治浪费。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2013年 1月 17日、2月 22日），《十八大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9页 

  

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能

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1月 22

日） 

  

还有些不正之风也属于腐败范畴，比如，收受礼品、滥发奖金，摊派商品、公费

旅游，江湖结义、投桃报李，购物卡、消费券四处发送，等等。说到底，就是只要手

中有点权，就要想方设法捞点好处。虽然这些似乎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便宜，但面广量

大，已经成为诱发腐败的直接动因，其危害不可小视。一些人认为现在有点小问题、

小毛病的人很多，国家管不过来，单位无暇顾及，与其保持操守，不如随波逐流。即

使何时清查，也是法不责众，检查一阵子，享受一辈子。俗话说，针尖大的窟窿能透

过斗大的风。这类行为实际上就是以权谋私，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这样既能净化社

会风气，又能促进反腐倡廉。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1月 22

日） 

  

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

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

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干部心系群众、埋头

苦干，群众就会赞许你、拥护你、追随你；干部不务实事、骄奢淫逸，群众就会痛恨

你、反对你、疏远你。我们的财力是不断增加了，但决不能大手大脚糟蹋浪费！要坚

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1月 22

日） 

  

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

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



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

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

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 4月 19日） 

  

中央反复研究，决定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

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为什么要聚焦到“四风”上呢？因为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

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

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

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

政治局首先抓改进工作作风，也是这个考虑。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6月 18日），《十

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13-314页 

  

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

光”。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

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

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

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

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反

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两个

务必”，克己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反对奢靡之风，

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

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解决“四风”问题，



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

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 6月 18日），《十

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14页 

  

军委的同志身居高位，全军官兵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为人是

否正派？做事是否干净？这是事关党和军队形象的大问题。我们要清廉自律，坚决不

搞特殊化，坚决不搞特权，坚决不搞不正之风，坚决不搞腐败。只有给全军作出表率

了，我们抓全军作风建设才有底气。自己不检点，不清爽，不干净，让人家在背后指

指点点的，怎么去要求人家啊？没法说，说了也没用啊！ 

《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3年 7月 8日） 

  

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治标，就是要着力针对面上“四

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该纠正的纠正，该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产生问题的

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风。各地区

各部门“四风”问题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一点，有的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突出一点，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 7月 11日、

12日）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对“四风”问题，必须下大气力惩

治。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

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

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

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

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

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

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

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四风”的后果，就是浪费了有限资源，延误

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沉迷在“四风”之中，还讲什么无数革

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

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就是让一些人去挥霍败坏的吗？！如果领导干部弄不清“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如果“四风”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

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

果就严重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 7月 11日、

12日） 

  

抓作风建设，尤其要重视基层风气问题。基层风气不好，直接损害官兵切身利益，

动摇部队建设发展基础。要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士兵身边的不良行为，对随意插手基

层敏感事务，截留克扣基层物资经费，在入党、考学、转士官上处事不公，吃拿卡要，

收受战士钱物、侵占士兵利益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在听取北京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2013年 7月 29日） 

  

同学、同行、同乡、同事等小圈子聚会也值得警惕，搞不好就会形成宗派主义、

山头主义、小圈子。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同学之间很自然会形成比较好的关系，但

如果刻意说我们是党校第几期、是一个班的，称兄道弟，甚至政治上形成一种互相支

持的关系，那就不正常了。有的这种聚会里面有潜规则，大家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

今后在利益交换中是要兑现的。权钱交易有没有？政治上是不是互相提携、互相抱团

啊？千万不要搞这些东西，搞这些东西危害很大！我们经常讲，党的干部都是来自五

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党内不允许这种不良风气蔓延，宗

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 



《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 9月 23日-25

日） 

  

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

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抓“四风”要首

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

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

大家担心防范“四风”的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是不是有用，是不是“稻草人”？行

胜于言。比如，今年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

腐败。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

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   

《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3年 9月 23日-25

日）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怎么抓？就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

正”？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会议上，我就说过，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

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

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

敏于行、慎于言，降虚火、求实效，实一点，再实一点。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

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月 14

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作风问题的战略性举措。教育实践活动

重点抓什么？要选准目标、集中火力，深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问题。我们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存在的问



题不回避、不掩饰，不等不靠、立行立改。我们要求开门搞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不绕弯子，直奔主题，真刀真枪提意见，满腔热情帮同志，起到红红脸、出出汗，

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的效果。大家通过查摆问题、整改落实，着力解决违背群众路线

的突出问题，针对调查研究、新闻报道、出国访问、干部住房、办公用房、配车上牌、

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规格、楼堂馆所、公款消费、铺张浪费、礼品礼券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抓，取得了明显进展。对抓作风问题，广大干部群众高度支持和

拥护，说明我们抓对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月 14

日） 

  

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古

人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

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

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

摆正产生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

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

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

律。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月 14

日）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

不可能一蹴而就。“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的经验告

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风”问题具有很强

的变异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问题消失了，那样的问题又会出现。正所谓“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作风问题依然突出，但表现形态不一样了，

存在一些使歪招、打折扣、搞变通现象。有的楼堂馆所穿上“创业大厦”、“研发中

心”等马甲，有的以培训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有的干部红白喜事不请客但收礼，有



的大吃大喝转战到私人会所、农家乐、“内部食堂”。有的送礼和收礼穿上“隐身衣”，

礼品册、电子礼品卡等花样繁多，利用网络、快递进行，双方不见面，十分隐蔽。还

有的单位为了应付检查，采取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等手法，看似在表格上

完成了考核指标，实际上没有多少改变。如此等等。这就说明，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

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

年 1月 20日） 

  

要坚持对照理论理想、党章党纪、民心民声、先辈先进“四面镜子”，以补精神

之“钙”、除“四风”之害、祛行为之垢、立为民之制为重点，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

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

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

年 1月 20日） 

  

在市县和基层单位存在的“四风”问题，有的也与一些不良习俗相关。特别是那

张巨大的人情关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很多干部群众都网在里面。逢年过节、生日

纪念、婚丧嫁娶，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还不清的人情债；你有圈子，我有圈子，大

家竞相找圈子、入圈子、织圈子，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庸俗，一些干部甚至因此误

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些不良习俗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很容易给党员、干

部带来不良影响，绝不能小视。要旗帜鲜明同陈规陋习、顽瘴痼疾作斗争，以党的优

良作风带动民风和社会风气好转。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

年 1月 20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和接待应酬中解脱出来，工作

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明显转变，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亲切感

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舒服吗？同时，也有少数干部感到有些不适应了，有的快下

班了还没有人邀约聚会就觉得心里有些空荡荡的，甚至发出了“为官不易”的感叹，

甚至还有人说“官不聊生”了。看来，减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

活方式要进一步提倡。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 18日） 

  

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

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

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

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宁静

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 18日）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腐败堕落，往往是从贪占“小便宜”开始的。

分析近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基层干

部容易产生一种活思想，认为自己掌点小权，干不了大事，平时行个职务之便，吃点

收点或捞点，既上不了纲，又触不了法，最多算生活小节；有的自认为贪占“小便宜”

手段高明，无影无踪，或者是自己人、哥儿们，保险可靠，不会出问题，即使出问题

也会有人代为“顶杠”；有的看到身边的人常搞点“小腐败”，生活滋润，逍遥自在，

便心理失衡、按捺不住，于是揣摩效仿，甚至暗中较劲、试比高低；有的认为为他人

办了事，有送就收才显得随和自然，而不被人视为“假清高”；有的认为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湿鞋，与其保持操守，不如随波逐流，即使查也是法不责众，检查一阵子，享

受一辈子。这些认识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十分有害的。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 18日） 

  



一次活动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次活动就聚焦解决“四风”问题，而且解决“四

风”问题没有休止符，一直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规

律，若干年搞一次全党性活动，就像一个肌体需要不断修复、康复、治疗、锻炼一样，

一间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党内政治生活和教育活动也需要经常性、长期性开展。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3月 18日） 

  

抓常，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

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

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

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 5月 9

日） 

  

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

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

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

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

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

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

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  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

住了具体。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 5月 9

日） 

  



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

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

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

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

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

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 5月 9

日） 

  

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

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

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

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

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

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

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

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

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 5月 9

日） 

  

有人说，现在管得这样紧，就不要作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求无过，得过

且过。这方面，考核工作要跟上。我反复强调要有担当精神，各方面都要有一批勇于

担当、有本事能办成事的人，能者上，庸者下。不能要官的时候真敢要、大胆要、拍

着桌子要，而办事的时候推诿扯皮、上推下卸。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 5月 9

日） 



  

从近来反对“四风”、查处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

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

家，“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

自弃而为恶”。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 6月 30日） 

  

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

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

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

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

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

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

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 6月 30日） 

  

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体现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

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

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切实防止“四风”

问题反弹。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 6月 30日） 

  

经过这次活动，全党改进作风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基

础还不稳固。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有些是在高压态

势下取得的，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有些问题的整

改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上下联动解决问题还没有



真正形成合力。有的地方基层基础薄弱的情况还没有改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不畅、

能力不强，贯彻群众路线到不了末端。有的干部留恋过去那种“一张报纸一包烟，优

哉游哉过一天”的日子，希望教育实践活动只是一阵风，风头过了就可以我行我素了。

如此等等。 

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

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因此，我们要说，活动收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

场，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

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 10月 8日），《人

民日报》2014年 10月 9日 

  

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

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

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 10月 8日），《人

民日报》2014年 10月 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