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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翔
宇 通讯员张晓文）“质监站曾经多次
开展廉政教育，我也知道部分同事因
廉政问题接受纪委监委的审查调查，
但由于缺乏政治觉悟和纪律意识，存
在侥幸心理，直到纪委监委的工作人
员做通思想工作后，我才如梦初醒，
真是悔不当初！”海珠区某质监站前
监督员吴某无比懊恼。在本单位已
有工作人员因收受财物问题被查处，

并就案件开展警示教育的情况下，吴
某仍视若无睹，顶风违纪，最终被从
重处理。

2014年至2017年，吴某收受有关
企业所送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其工
程项目通过验收提供帮助。海珠区纪
委监委发现吴某违纪线索后，立即开展
核查。经查，吴某收受有关企业所送
财物多达15次，每次金额为500元或
1000元不等，共计12500元。

然而在组织审查初期，吴某拒绝
承认违纪事实，还心存侥幸，一再狡
辩：“我并没有收受钱物，都是别人在
诬告陷害我！”他对组织审查充满抵
触，甚至认为组织是小题大做。

随着审查进一步深入，办案人员
发现吴某不仅违纪，而且是顶风违
纪。早在2016年，吴某所在质监站安
全监督科已有 1名科长及 1名监督员
因收受有关企业给予的好处费受到

查处。2017 年 2月，质监站党支部召
开全体党员大会，时为预备党员的吴
某参加了会议。会议特别就该案的
查办开展了警示教育。然而，吴某并
未有所警醒，依旧我行我素，其后接
连6次收受了有关企业给予的好处费
共计5500元。

办案人员研究认为，根据吴某的
违纪行为事实，本应给予记过处分；
但综合考虑其违纪情节、主观恶性、

认错态度、一贯表现等，尤其是吴某
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顶风违纪收受
财物，性质恶劣，且在组织审查初期
拒绝配合，毫无认错悔过之意，最终
认定吴某符合从重处分情形，决定将
其从第二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转化
处置。最终，吴某受取消预备党员资
格处理，并从专业技术十一级助理工
程师降为专业技术十二级助理工程
师，全部违纪所得被收缴。

精准运用“四种形态”
严管之中有厚爱

7月22日，广州市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通报2020年上半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477人次，运用四种形态分别占比为71.3%、19.9%、4%、4.8%。近年来，广州市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2019年中山
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对广州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的第三方评

估报告显示，干部群众对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满意度达
95.15%。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林亦旻、侯翔宇 通讯员穗纪宣

警钟敲响却置若罔闻，他终受严惩

“谈的时候我拿茶杯的手都在抖，但谈完之
后心定了。”这是某市直单位一把手被广州市委
主要领导一对一约谈的真实感受。约谈中，市
委主要领导既见人见事见细节指出其单位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事实，又客观分析其单位
性质、历史环境，给出了政策出路。从约谈开始
时的如坐针毡，到约谈结束后的如释重负，该一
把手向市委主要领导承诺，将正视问题认真抓
好整改，下决心干出好成绩回报组织信任。

近年来，广州市在总结以往监督经验的基
础上，立足于早、着眼于小，对有苗头性倾向性
或者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的一把手，由上级一
把手及时进行约谈提醒，既能把监督的主体责
任压实，防止“只挂帅、不出征”，又能把监督的
距离拉近，解决“上级监督太远”的难题。

“自查自纠是对干部负责，对事业负责，给
干部纠正错误的机会。”今年6月，广州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同志集体约谈了某单位违规兼职取
酬的公职人员。“感谢组织给了我们机会自查自
纠，又通过约谈的方式告诫提醒我们。”其中一
位约谈对象表示。

据了解，2019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市委主
要负责同志开展一把手约谈 93 人次，市纪委主
要负责同志约谈 86 人次，示范带动全市各级党
组织共计开展提醒谈话 45221 人次。党的十九
大以来，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第一种
形态比例持续上升，2018年、2019年分别占“四
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 64.4%、68.8%，今年上半
年为71.3%，抓早抓小、红脸出汗渐成常态，日常
监督的约束作用正得到有效发挥。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
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为用活用好“四种形态”，
2018 年广州市纪委监委就“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开展了专题调研。从调研情况来
看，实际工作当中对“四种形态”的运用存在思
想认识不一致、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平
衡等问题。

对此，广州市纪委监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
纪工作规则》《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等
制度规范，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四种形态”的适用范
围、具体措施、操作流程、形态转化、指标考核等
内容，统一程序标准、证据要求、文书格式，为定
性量纪的综合研判提供具体依据。

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
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主
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
结果发生的;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指导意
见》共列出了九种形态转化的情形。

《指导意见》指出，可通过结合当地政治生
态和特定历史环境，综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
性质程度、后果影响等情况，分层有效作出处
置，具备从轻、减轻条件的在定性量纪时依规依
纪依法做好形态转化。广州市纪委监委对市直
某单位下属单位陈某某的处理便是其中的典
型。

2011 年至 2014 年，陈某某利用职务便利，
为某公司承接楼盘的消防工程通过验收提供帮
助，收受该公司贿赂。2019年7月，广州市纪委
监委对陈某某立案审查调查。鉴于陈某某认错
态度较好并作出深刻检查，积极配合组织审查
调查工作，主动提交有关证据并联系重要证人
配合调查取证，如数上交违纪违法款项，最终给
予其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二级科员，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我犯了错误，但组织没有放弃我，帮助
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面对前来回访教育的纪
检监察干部，海珠区某街道干部赵某交心恳
谈。虽然曾经受过处分，一度面临很大的心
理压力，但经过组织的回访教育，最终他放下
思想包袱，全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四种形态”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
具体化，其实质是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的
是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无论运用哪一种
形态，都要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其
中。为此，广州市纪委监委出台关于受处分党
员干部谈话教育的工作实施办法，要求党委

（党组）、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共同开展回
访，定期跟踪，以谈话引导和心理疏导的方式，
真正做到教育人、挽救人、感化人。

推动回访教育发挥实效，对症下药是关
键。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受处分人员
建立回访工作台账，一人一档、精准施策。如
在对海珠区瑞宝街道某经济联社党委副书记
原某进行回访前，该区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
检监察组对其受处分前后的工作表现作了全
面了解，并结合其思想动态、从业经历、性格
特点等开展回访谈话，鼓励原某坚定信心、勇
于担当、进取作为。2020年4月，该联社商铺

租户因疫情原因集体要求减租，原某主动靠
前，耐心做好租户和村民的协调工作，受到群
众的好评。

在运用“四种形态”过程中，既要注重把
“严”的主基调坚持下去，又要注重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南沙区纪委监委对该区原环保水
务局某处长曾某关停污染企业不力问题进行
立案审查。核查发现，曾某未进行利益输送，
未造成不良影响，也没有主观故意，最终给予
诫勉处理。期间，该处长态度端正，积极配合
整改，工作业绩突出，在影响期满后，被组织
提拔为某局副局长。

回访常态化 严管之中有厚爱

约谈治未病
红脸出汗成常态

校准度量衡
提高运用精准度

“小事”不小
新华社发
朱慧卿作

2020年上半
年广州市纪检监
察机关运用“四种
形态”占比图。

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侯
翔宇 通讯员穗纪宣）“感谢组织
帮我把歪了的纽扣重新扣正，我
一定珍惜组织给予的改过自新机
会，把人生路上的每一颗纽扣都
扣好扣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
力工作。”广州市某研究院技术人
员郭某在得知自己的处分结果后
如此说道。

“某院外业项目技术负责人郭
某涉嫌利用外出作业机会，违规报
销套取公款。”2019年11月，一封
举报信引起了驻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纪检监察组的关注。经核查，
2016年 7月至 2019 年 8 月，郭某
利用职务便利，借组织项目组人
员外出公务住宿酒店并经办经费
报销之机，以虚报方式贪污公款
83799 元。当纪检监察组找到郭
某后，他在第一时间便如实供述，
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得，并配合组
织审查调查，认真撰写检讨书。

对郭某应当如何处理？组里
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
认为郭某贪污数额较大，应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追究刑事责
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郭某具
有主动投案、积极退赃、积极配合
组织审查调查等情节，对其可予
从轻、减轻处理。

纪检监察组在走访时发现，
郭某作为业务骨干，曾连续四年
考核被评为先进，所在单位部门
领导与同事对他的评价颇高。学
历高、年纪轻、专业技术能力强，
何以违纪违法？纪检监察组了解
到，郭某对外业项目经费使用一
直存在误解，此外该研究院对相
关财务制度宣传、解读不到位，也
加重了郭某的侥幸心理。

“对知错改错、表现突出的干
部拉一把，让他们在‘严’的主基调
中感受到组织关怀的温度。”纪检
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说。在准确
认定违纪违法事实的基础上，经
过综合考量，最终决定给予郭某
留党察看一年、降低二个行政岗
位等级的处分。在纪检监察组的
督促下，该研究院在全院范围开
展以案示警和自查自纠，该院 12

名同志主动向组织交代了类似
问题，并退缴款项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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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讯（全媒体记者侯
翔宇 通讯员李红琳）“自己作为
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对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责任意识认识不够深
刻，只想到为公司员工增加收入，
没考虑到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
流失，违反了党的工作纪律和法
律法规。”广州市某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常某
在接受诫勉谈话后说道。

2019 年 3 月，花都区纪委监
委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对常某违
纪问题线索进行核查。经查，常
某曾于 2016年 10月至 2019年 3
月担任花都某公司经理一职，其
间将应由员工个人缴纳的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所得税共计 24
万多元在“营业外支出——个人
所得税”列支，用公司费用承担了
员工个人所得税，违反了个人所
得税法。

“为什么要用公司费用为员
工缴纳个人所得税？”面对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常某说出了个中缘
由：“一直以来公司员工的工资普
遍较低，尽管近年来有所调整，但
平均月收入仍比同行业其他公司
员工少几百元。为了稳定员工队
伍，我在任职期间对账目进行处
理，用公司费用为员工缴纳了个
人所得税。”

案发后，常某对自己的问题
进行了深刻反省，并主动对接补
缴工作，积极挽回损失，将所有款
项全部追回。2019年12月，花都
区纪委监委全面考量常某违纪违
法的行为后果、认错悔错态度以
及一贯表现等因素，经过综合研
究，认为常某违规决策用公司费
用承担员工个人所得税，造成公
司经济损失，应给予纪律处分。
但鉴于其积极配合审查工作，如
实交代违纪问题，符合从轻处分
的规定，建议由区财政局党组对
常某进行诫勉。

“监督执纪既要有力度，也要
有温度，只有充分把握政策策略，
才能实现精准转化，真正发挥‘四
种形态’的作用。”花都区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爱护 新华社发 徐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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