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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侯翔宇 通讯员李红琳）

“这个朱某宇每个月都领取
工 资 ，你 们 见 过 他 来 上 班
吗？”

“我们平时上班都没有
见过他。”

一个从未出现在单位的
员工，却能每月领取工资，这
样的奇事背后实际是公职人
员 伸 出 了“ 第 三 只 手 ”。
2018 年 11 月 至 2019 年 1
月，花都区委村级巡察第 2
组进驻秀全街朱村开展巡
察，揪出了一条公职人员违
规兼职取酬的线索。

“我们在查阅朱村经济
联社社保资料时，发现该村
物管处的几名管理人员都挂
靠在朱村新邨购买‘五险一
金’，唯独一个叫朱某宇的物
业管理部门主管，每月定期
以主管身份领取工资，但却
没有购买‘五险一金’。”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巡察
组的警觉，该组组员立即深
入调查，分别与朱村村委会
干部以及朱村物管处的工作
人员进行谈话，上述人员均
表示未见过朱某宇前来物管
处上班。

朱某宇到底是什么人？
循着这条线索，巡察组发现，
为朱某宇缴纳社保的单位是
花都区某国有企业，朱某宇真
实身份是该公司的副总经
理。身为国企管理人员，朱某
宇又私下到物业管理公司任
职取酬，无论是虚挂职务领取
工资侵占集体资金，还是私下
兼职取酬，都属违规行为。

巡察组立即将该线索移
交给花都区纪委监委。收到
线索后，区纪委监委成立核

查组，找到朱某宇了解情况，
朱某宇如实陈述了事情的来
龙去脉。“因为我是土生土长
的朱村人，又是公职人员，在
朱村的人脉广，与村民关系
也融洽，所以物业管理公司
遇到一些协调不了的事情，
就会找我出面帮助解决，要
我在平衡物业管理公司与村
民关系中做做工作。为了方
便我开展工作，物业管理公
司就给了我一个物业管理部
门主管的职务并给我发放工
资。”朱某宇说。

经核查，从 2013 年起至
2016 年初，负责秀全街道朱
村新邨的物业管理公司通过
实报实销方式，每月向朱村
经济联社报销在朱村新邨的
一切运营费用。而从 2013
年起，朱某宇身为党员，在国
企担任管理人员期间，又在
物业管理公司兼职取酬，违
规领取工资报酬共计 18 万
多元。

经谈话教育后，朱某宇
主动将所有违纪所得悉数上
交组织，并对自己的行为深
刻 反 省 。 2019 年 11 月 29
日，经花都区纪委常委会会
议审议，决定给予朱某宇党
内警告处分。针对该案，花
都区纪委监委派员到朱某宇
所在单位开展以案促改，结
合该案重点学习《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
定》，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不能违规兼职取酬，督促加
强监管。花都区纪委监委还
结合广州市党风廉政建设领
导小组印发的防止领导干部
利益冲突若干规定，在全区
范围内督促开展公职人员违
规兼职和从事营利活动的监
督检查，确保相关制度规定
贯彻落实。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
者侯翔宇 通讯员叶茜）“这
么多物业租赁合同没能如期
履 行 ，到 底 是 怎 么 回 事 ？”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1
月，广州市黄埔区组织开展
第四轮村级延伸巡察时发
现，穗东街庙头、南湾两个社
区均存在农村集体资产租赁
合同执行不规范、租金收缴
滞后等问题，甚至个别物业
还有多年租金未收回。其
中，庙头社区共有 118 份合
同拖欠租金约 817 万元，南
湾社区共有 179 份合同拖欠
租金约551.7万元。

“集体‘三资’监管得好
不好，不仅关系到集体资产
保值增值、群众利益是否得
到维护，更关系到基层政治
生态是否风清气正，乡村振
兴战略是否真正落地。”看到
巨额欠款，黄埔区委村级巡
察组组长杨剑茹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把欠
款追回来！”

面对近三百份的问题合
同，巡察组七名组员逐一查
阅、梳理归类，绘制成数据图
表分析研判。“有些承租方是
本地人，大家乡里乡亲，抹不
开面子催缴租金。”“个别合
同在‘三资’管理平台上线之
前签订，村集体未按照要求
将合同及时录入平台，财务、
审计监管难以跟进。”“部分
村干部认为，只要年底前收
齐所有租金，不影响村集体
年 底 分 红 ，早 收 晚 收 都 一
样。”深入走访后，杨剑茹的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欠租
的种种原因。

“欠租极有可能造成资

金流失风险。”黄埔区集体资
产财务中心主任陈少伟表
示，“若是租用物业的公司资
金链突然断裂，拖欠日久的
租金收回难度会很大。”

巡察组向区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报告了欠租问题，
同时向穗东街党工委进行了
反馈。穗东街党工委接到巡
察反馈问题后，迅速制定街
道和社区两级巡察整改方
案，召开专题会议对拖欠租
金的物业逐个过筛、对症施
策，比如对个别村干部责任
心不强，甚至带头拖欠租金
的，街道纪工委进行谈话提
醒；对久拖不缴租金的承租
户，或是承租土地存在争议，
或是承租人破产清算等情况
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等
等。

截至 2020 年 5 月，庙头
社区共追回 92 份拖欠租金
合同约 619.78 万元，南湾社
区共追回 177 份拖欠租金合
同约 423.9 万元。依照巡察
整改的要求，穗东街党工委、
纪工委还进一步推动“三资”
管理规范化，督促街道“三
资”管理部门加强租金收取
管理，每月将租金拖欠和资
产闲置情况上报街党工委、
抄送街纪工委，同时指导两
个社区制定租金收取管理制
度，并把租金收取情况与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绩效挂
钩。

“为了避免有欠租‘黑历
史’的公司再次入场，区内各
农村集体将是否存在拖欠租
金情况作为准入条件，努力
从源头上维护好村民群众利
益。”陈少伟说。

“我腿脚不好，以往去萧岗农贸市场买菜都要走一公里多，现在每天
免费坐便民车往返，真的太方便了！”作为“云城1线”便民车的常客，年
过八旬的萧岗村民李婆婆说起巡察之后开通的便民车笑眯了眼。原来，
广州市白云区委村级巡察第22组在去年底开展巡察时，实地走访发现
萧岗村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近两公里，由于村道狭窄公交车难以进入，
此前开行的便民电瓶车由于安全因素叫停后，村民的出行就成了大问
题，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巡察组的推动下，云城街党工委积极整改，联
合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市交警白云二大队、区公安分局交防大队、新穗
巴士公司开通“云城1线”便民车，今年四月又新增“云城2线”便民车，

解决了近11万萧岗村民的出行难题。
这是广州推进巡察工作向村一级“神经末梢”延伸，切实
维护群众利益的生动写照。为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

后一米”，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广州将从2018年到2021年，对全市行

政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全覆盖，范围
涵盖11个区 1143个行政村，804个

村改制公司、经济联社和经济社，
1443个社区党组织。在时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灵活运
用提级巡、延伸巡、交叉巡等

多种方式，高质量推动村
级巡察。截至目前，共发
现 各 类 问 题 10076
个 ，移 交问题线索
1338条，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84人。

“被告人黎某某犯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0万
元。”去年12月5日，在广州市海
珠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海珠区
官洲街道仑头经济联社系列案
的5名被告人被判决。170名村

（社）干部全程旁听了庭审。
时间追溯至 2018 年 4 月，

在广州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统一部署下，市委第六巡察组进
驻海珠区官洲街道，对该街道党
工委开展提级巡察，同时对街道
下属的赤沙、仑头、北山、官洲四
个 经 济 联 社 党 委 进 行 延 伸 巡
察。根据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
海珠区纪委监委从仑头经济联
社在集体物业承租方面存在的
问题切入并深挖，立案多人，收
缴违纪违法财物达700余万元。

村级党组织点多分散，而且
情况千差万别，如何才能精准巡
出真问题？

“‘提级巡’树立了村级巡察
样板。”广州市委巡察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从2018年起，广州专
门安排市委巡察组提级巡察 30
个镇（街）和 3个村（社），共延伸
巡察村级党组织 107个，移交线
索 221条，推动解决一批群众长
期关注的难点问题。比如市委
第五巡察组提级巡察越秀区登
峰街道时，发现该街道登峰联社
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好，改制公司
董事会选举久拖不决、内耗严
重，大量物业无法出租，村民上
访不断。经巡察整改，相关问题
得到解决，联社集体经济增收

4660 万元；市委第
六巡察组对番禺区石
碁镇石碁村开展提级巡
察，督促区、镇在一个月内拆
除了村委的一栋面积达 6400
多平方米的 8层违法建筑，而此
前该违法建筑已经存在了7年。

在开展“提级巡”的同时，广
州充分发挥市委巡察组和 33 个
区委交叉巡察组力量深入推动

“延伸巡”，通过“巡镇（街）带村
（社）”，将巡察镇（街）的触角延
伸到村（社）。比如广州市区委
巡察第 1 组对从化区江埔街道
交叉巡察时发现，该街南方村党
支部支委李某在发展其子为党
员过程中弄虚作假，街道和村未
能严格把关；区委巡察第 25 组
对增城区朱村街道龙新村党支
部开展巡察时发现，村干部莫某
等3人套取并私分集体资金6万
多元。此外，各区还结合实际组
建村级巡察组，大力推进村级巡
察工作。比如海珠区针对经济
联社经济体量大，违纪违法问题
多发的特点，专门组建 2个巡察
组对全区 20个经济联社党组织
开展巡察；白云区组建 22 个村
级巡察组，目前已完成对 217个
村级党组织的巡察；番禺区组
建 16 个村级巡察组，目前已
完成对 187 个村级党
组织的巡察。

如何破解村级巡察地方小、人
头熟、人情关难过的问题，不让巡察
跑马灯、走过场？广州在推进村级
巡察全覆盖工作中探索实行“交叉
巡”，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干扰，防止

“巡不深、察不透”。
“白云、番禺、南沙等区借鉴区

委交叉巡察有益经验，明确由各镇
（街）派出巡察力量，由区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安排。每轮巡
察前，采取抽签和指定两种方式决
定巡察组与被巡察村（社）的对应关
系。”市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白云区针对基层“熟人社会”、
监督阻力大等特点，把 4 个镇和
18个街道划分为3个巡察片区，
采取抽签形式确定 22 个村级
巡察组的巡察对象，做到巡察
地域、巡察人员全回避，消除
了基层群众反映问题的后
顾之忧。

“我的承包款被村
卫生管理人员抽走一

大部分，就快付不起
环 卫 工 人 薪 水

了！”去年 8 月，
白云区委村级

巡 察 第 15
组刚刚进

驻白云
湖街

唐

阁经济联社开展交叉巡察，就收到
一封实名举报信。巡察组实地走访
发现唐阁经济联社的卫生状况确实
堪忧，环卫工人的人数配置也达不
到标准。

该巡察组组长来自街道，曾被
选派参加广州市各区第七轮交叉巡
察，基层工作经验和巡察经验比较
丰富。他和组员通过向实名举报人
详细了解情况、调取资料等方式核
查后，发现卫生管理人员叶某、李某
等人利用职务便利，向承包者刘某
索取好处费 45万余元。2019年 11
月，叶某、李某二人因涉嫌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一些存在多年的问题，对当地
群众来说可能‘见怪不怪’，但是能
引起交叉巡察组的足够重视，一些
小微腐败问题往往能在几个月之内
推动解决。”该巡察组组长说。

唐阁经济联社针对巡察组提出
的反馈意见，加大整改落实力度，比
如进一步优化环卫保洁公开招标流
程，严把入口关；经济联社各岗位工
作人员实行定期轮岗，降低廉政风
险等。“以前村里脏乱差，我们都没
想到原因是‘蝇贪’，现在环境变靓
了许多，欢迎大家来唐阁做客。”村
民何志棚高兴地说。

“与普通信访举报相比，巡察发
现移交的问题线索质量更高，可查
性更强。”白云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
监察室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从
巡察组发现问题线索到移交纪委

监委，再到将涉案人员移送司法
机关，仅用时一个多月，充分

体现了巡察利剑的震慑
作用。

仲 夏 六
月，从化区宣
星 村 的 荔 枝

树 上 硕 果 累
累。不久后，这些

荔枝将销往全国各
地，丰收的果实让村
民们喜笑颜开。“以前

都是看天吃饭，自从巡
察组来了之后，村里灌

溉农田的水渠通了，我们
再也不用为灌溉的烦心事操

心了。”村民刘昱洲说。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 广州市区委巡察第27组对从化区
温泉镇宣星村开展交叉延伸巡察。巡
察组在和村民谈话中了解到村水利设
施损坏已有多年，这一问题成为长期困
扰村民的头等烦心事儿。原来，早在

2013 年因高速公路施工，造成水利设
施受损、水渠断流，修复工程难度很大，
加之经费困难，导致解决问题进度缓
慢，几年来，村民们每天都盼望着水渠
能早日开通。

“这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一
定要想办法推动解决。”巡察组将此事
向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召集温
泉镇主要负责人共同研究处置方案，同
时与村干部座谈，多方协商解决问题。
在巡察组的推动下，温泉镇党委牵头积
极筹集经费，并协调水渠流经的村庄给
予施工支持。

“看到巡察组和镇里做了这么多工
作，很多村民都自发地和我们村干部一
起干，大家使用钩机和运输车辆 24 个
台班连续清淤。”村支书刘珩回忆起当
时和群众一起疏通水渠的情景十分感
慨。经过 20 天的奋战，主水渠全部贯

通，宣星村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

在从化区温泉镇卫东村三层联社
村道上，一座石桥桥面出现大面积破
损，影响到 9 个合作社 300 多户 2600
多位村民的出行安全。“这座桥已经是
危桥了，为何有关部门还不维修？”在走
访群众收到反映后，广州市区委巡察第
27组马上找来村干部和镇有关部门询
问并及时上报，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危
桥维修。今年 4 月，新桥顺利建成通
车，广大村民拍手称赞。

“广州开展村级巡察，把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把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作为关注焦点，推动立行立
改、真改实改，着力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
就在身边。”广州市委巡察办有关负责
人说。

巡察利剑直插基层
严惩“微腐败”

钩机正在宣星村主水渠施工。

宣星村灌溉
水渠通了，瓜果
挂上枝头，村民
喜笑颜开。

村集体物业“收租难”？
巡察纠“旧账”全面追欠租

心系群众安危冷暖
推动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交叉巡察破解难题
最大限度减少人情干扰

白云区萧岗经
济联社辖内“云城1
线”便民车

白云区萧岗经济联社辖内白云区萧岗经济联社辖内““云城云城11线线””便民车便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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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揪出“隐形”员工

巡出真问题：

巡出高质量：

巡出获得感：

黄埔区委村级巡察组在穗东街庙头社区检查租金缴
纳情况。

村级巡察来了村级巡察来了
群众的烦心事解了群众的烦心事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