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摸清问题 如何做实“一把手”监督？

张戊（西汉初），生卒年欠详，
秦末汉初番禺人。旧志称戊先是
率越骑反暴秦，后随高祖刘邦征
战，授越骑将军，协同樊哙、灌婴、
周勃、华无害诸将以平定三秦，收
取关中有功，未受封，病卒。

张买，张戊子，善骑射，尤精
音律。吕后执政时，丞相审食其
以张戊功比华无害未及封赏进
言，因追封张戊为南宫侯，张买袭
爵。汉武帝建元初，张买因长期
敢于直谏,被罢官回乡。

用监督谈话
做深做实“一把手”监督

广州市党廉办出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一把手”监督谈话制度

监督为民共筑战疫“连心桥”

群众有诉求

纪委快出手

“滞留人员关怀是否到位？村里
肉菜供应是否充实？居家隔离人员
防控措施有无落实？”4月7日，南沙
区榄核镇纪委监察组下沉该镇牛角
村，监督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就在两天前该村被纳入管控区。

在走访中，榄核镇纪委监察组
接到了群众集中反映，由于牛角村
没有肉菜市场，平日里村民买菜需
要去邻村。如今依照防控要求，他
们只能向村委会提出代为采购，然
而村干部人力有限难以满足需求。
镇纪委监察组迅速将此情况反馈到
镇相关职能部门，督促职能部门启
动应急预案，统筹协调物资保障。

当天下午，载满“及时菜”的专
用车抵达了牛角村，摆起了临时街
市供村民采购。“牛角村情况应该不
是孤例。”榄核镇纪委监察组跟进督
导建议，推动镇有关职能部门成立
专项工作组，收集整理封控区、管控
区群众和特殊人群的民生需求，目
前累计供应蔬菜、肉类、水果等生活
物资达 60余吨，以“小切口”推动解
决了民生的“大实事”。

“已收到下沉一线开展监督的
通知，我们马上出发！”4 月 8 日晚，
30余名白云区纪检监察干部忙完一
天的工作，立马投身到疫情防控一
线的“战场”。作为本轮疫情防控攻

坚战重点区域，白云区纪委监委闻
令而动，迅速构建起 3 个专项监督
组、12个派驻组专班下沉和24个镇
街属地联动监督体系，围绕民生物
资保障、大规模核酸检测等疫情防
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我没有手机，怎么申请核酸检
测？”在石井街某社区核酸检测点围
栏外，一位老人焦急张望。在场纪
检干部了解情况后，立刻协调督促
社区居委和当值党员志愿者完善流
程，打通特殊人群绿色通道。在封、
管、防“三区”下沉监督的白云区纪
检监察干部运用电话核查、现场走
访等方式开展“嵌入式”监督检查，
依照该区党廉办建立的“现场督改、
日清日结”制度，每日汇总监督发现
问题，督促推动责任主体立行立改。

疫情防控命令在哪里，监督检
查就跟进到哪里。针对近期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广州市、区两级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监督不缺位，履职不
越位，强化“室组地”联动，派出九个
专项监督组，会同各区纪委监委累
计出动 2467 人次对 4326 个重点场
所开展监督检查，现场反馈并督促
整改问题 1844个，推动织密疫情防
控“监督网”，共筑战疫“连心桥”。

（文/侯翔宇 通讯员叶彩玲、李
斯婧）

南粤有父子，文武皆秉正

在熙熙攘攘的中山四路上，有一条
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街，两旁商铺林立，
左右树木葱茏，往来行人不断。看起来，
正是广州一个寻常社区的恬静模样。

行至一转角，忽逢一雕像。雕像上
刻两位古人面容，左束汉冠，右戴兜鏊，
双唇紧闭，神情严肃。雕像高 2.3米，重
5吨，由整块花岗岩雕琢而成，正面基座
刻有隶书“秉正不阿”四个金漆字。

“张戊、张买父子一个战功赫赫,一
个文才横溢，相继正色立朝,秉正不阿,
长期受到朝野的尊敬和家乡人民的怀
念。”据大塘街文化站站长罗莉琴介绍，
张戊是广东省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名将,
他曾率一支强大的“越骑”大军参加秦
末农民起义,跟刘邦南征北战。因作战

勇敢、治兵有方，被任命为“越骑将
军”。

张买除了受父亲影响，勤奋读
书、习武之外,还精于诗歌音乐，是广
东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诗人和歌

星。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
新语诗语》中，把他列为“开吾粤
风雅之先”的第一人。有一次,张
买陪伴汉惠帝刘盈在皇苑划船
游乐，唱着自己改编的广东民
歌，歌词针砭时弊，唱出了老百
姓的心声，使汉惠帝有所感悟。

1800 多年前，即东汉灵帝年间，羊
城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就在现在的秉政
街一带建立了“秉正祠”。建祠时百姓纷
纷前来帮忙，当时的地方官刘威深受感
动，亲自带着下属官员来体验百姓敬重
先贤之情，官员们把身上的银两全部捐
献以助建祠。《广州城坊志》称该祠为“粤
人建祠之最古者”。

那“秉正祠”“秉政街”和“秉政社区”
有何区别？罗莉琴解释，“原来，古时候

‘政’‘正’二字相通，这一字之差背后的
含义其实都是主持正义、办事公道。”

后人颂其贤，立像扬清风

物换星移，秉正祠早已毁，秉政街至
今犹存。2002年，为了将张戊父子秉正
不阿、正色立朝的风范发扬传承下来，秉
政社区所在的大塘街道围绕“秉正”这一
主题，在秉政街打造了秉正文化广场：除
在广场东侧以张氏父子原形设置了雕像
外，还利用学校围墙制作了 28 米“秉正
不阿”典故浮雕墙，以生动的画面形象讲
述张氏父子的故事。

紧邻雕像旁边的大塘街小学也在那
时更名为“秉正小学”。这 28 米长的浮
雕墙正是刻在了小学大门的两边围墙
上。从大门一进来，左手边一处幽雅的
微建筑引人注目：假山、翠竹环绕下有一
方大理石莲池，墙上“莲洁而尊，人廉而
正”的字样在阳光下反射出柔和的光芒。

“学校浸润在秉政街悠长的历史文化氛
围中，不仅以此为校名，也将‘秉正’作为
我们的教育理念。”秉正小学校长李燕红
表示，学校以“秉志立德，正善求真”为校
训，以此来培育品正博雅的正雅学子，从
校园景观到教学活动，将廉洁公正的种
子从小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行走巷陌间，聆听先贤事。这一系
列从社区到校园的文化景观，让来往的
群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廉洁教育。正如每
天上班都会经过此处的秉政社区党员吴
闰桂所说，“作为社区的一名党员，我每
次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就会浮
现在我的眼前，激励、提醒自己在工作生
活中也要立身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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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谈话，我认识到

自己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

的错误倾向和苗头问题，我

将坚守责任田，做忠诚干净

担当的表率，推动自己个人

及所在单位进行整改。”这

是广州市某市直局“一把

手”接受监督谈话时的场

景。近日，广州市党廉办制

定出台《广州市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一把手”

监督谈话制度》（以下简称

《谈话制度》），进一步推动

“一把手”监督落细落实。

文/林亦旻 通讯员穗纪宣

繁华闹市藏故
事，寻常巷陌存历
史。在广州，祠堂
并不是离人们生活
很遥远的存在。祠
堂作为古人祭祀祖
先或先贤的场所，
承载着启迪后人的
厚重记忆，更蕴藏了
许多清廉正直的感
人事迹。本期“羊城
清风”带领大家前往
越秀区秉政街，探寻
广州记载最早的“祠
堂”背后的廉政故事。

文/徐 雯 雯 通讯员
越纪宣

广州市出台《关于规范领导干部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试行）》

2021年4月,广州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
2022年3月，市党廉办制定《关于规范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
(试行)》，重点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确了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遵循的具体标准，以纠树并举的方式推动领导
干部以好家风带民风促社风。（文/何霜）

一位被查处的市直某单位“一把手”
在忏悔录中写道：“我落到今天这样的下
场，最初也是从吃一顿饭、收一张购物卡
开始的。如果那时有人提个醒，或许就不
至于越陷越深。”“一把手”权力集中，但上
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
难一直是权力监督的“老、大、难”问题。

为了找准“一把手”监督的重点问题，
今年初，广州市纪委监委对党的十九大以
来涉及市管干部中“一把手”初次检举控
告件进行了分析研判。“据分析，问题主要
集中在‘用人一句话’‘项目一手抓’‘花钱
一支笔’‘决策一言堂’这‘四个一’问题，
此类问题超过‘一把手’初次检举控告信
访总量一半。”市纪委监委信访室有关负
责同志说。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认为当前‘一把
手’监督工作确实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在
监督意识、监督力度和监督方式上都有待
加强。”市党廉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从
实施监督的情况看，有的‘一把手’自觉接
受监督的意识不足，对下级‘一把手’监督

工作重视不够，片面认为监督是纪检监察
部门的事情；有的存在‘好人主义’思想，
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如何才能推动监督务实管用？去年
市纪委监委就全市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监督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收集汇总全
市11个区和80个市直单位、31家市管国
企以及10所市管高校的经验做法，通过党
风廉政建设第三方民调在全市开展问卷调
查1.2万份，进一步摸清情况、找准对策。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自上
而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据了解，围绕
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近年来，广州市
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强化政治引领，突出政
治监督，注重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协助市委以 1 号文形式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同级监督的八项
措施》，完善“一把手”约谈制度，在巡察报
告中单列“一把手”廉洁自律和履行主体
责任情况，不断扎紧织密对“一把手”监督
的制度笼子。“我们总结实践经验，监督谈

话是一个很好的抓手，通过‘一把手’抓
‘一把手’，能把头雁示范、责任传导和靶
向施治有效融合起来。”市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同志说。

“党内谈话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的规定动作，《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明
确上级‘一把手’同下级‘一把手’定期开
展监督谈话，我们就从监督谈话入手，把

‘一把手’监督抓实抓具体。”市党廉办负
责同志说。广州市党廉办印发《谈话制
度》，对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提出明确要
求。《谈话制度》突出有效管用，对以往开
展“一把手”谈话的经验做法加以总结提
炼，对“一把手”监督有关制度的执行保障
和配套措施进行了完善，同时，将监督谈
话纳入2022年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
单，运用“主体责任 e 系统”动态监督，对
贯彻落实不力、问题突出的及时约谈提
醒，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依规依纪
追责问责，确保监督谈话制度落到实处。

解决问题 带着问题来，奔着问题谈

“我们既是作决策的领导者，又是抓
落实的责任人，必须抱着脱一层皮的决
心，尽心尽力、埋头苦干，在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上下功夫，从谋划工作到出台政策，
都要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情况，顺应
群众意愿……”这是近日某区委书记接受
市纪委书记监督谈话的场景。谈话中，市
纪委书记提醒该“一把手”主动扛起主体
责任，树牢正确政绩观，带头勤勉干事、担
当作为。

谈什么、怎么谈，都突出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经过了认真的前期准备。“突

出政治性，强化政治监督，是《谈话制度》
坚持的首要特点。”据市党廉办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监督谈话的主体是市委书
记、市纪委书记，必要时市委组织部部长
或分管市领导参加。监督谈话的内容重
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
部署、市委工作要求的落实情况和存在
的突出问题。

“监督谈话不是泛泛而谈、避重就
轻，而是带着问题谈，及时红脸出汗，及
时拉上一把，真正做到严管厚爱。”市党

廉办有关负责同志说。为了让监督谈话
不流于形式，《谈话制度》坚持问题导向，
明确谈话前结合日常监督、审查调查、巡
视巡察、专项监督等发现的情况，事先对
被谈话人所在区（单位）信访廉情评估、
政治生态状况和领导干部履职履责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研判，用大数据为谈话对
象精准“画像”，带着具体问题开展监督
谈话。

“如果要对某‘一把手’进行监督谈
话，我们会通过‘四风’云治理平台等多种
渠道，提前汇总收集关于该‘一把手’的监

督信息，分析研判后有针对性地准备谈话
内容。”市党廉办有关负责同志说。

在市一级的带动下，各级各部门认
真开展“一把手”监督谈话。今年 1月，天
河区纪委书记针对该区粮食购销领域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和涉粮巡察所反映出的

“缺仓”“缺人”“缺管”问题，立即对区发
展改革局、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进行谈
话提醒，直奔“痛处”，要求相关各单位一
把手持续压实整改“责任链”，完善制度
25 项，除粮仓建设选址外所有问题均整
改完毕。

防范问题 以谈促改做好“后半篇文章”

监督谈话，谈话不是目的，监督才是
重点，必须防止“一谈了之”。谈话问题被
纳入台账管理，建立问题、举措、时限、责
任“四清单”，逐项整改销账，落到实处；问
题整改与民主生活会检视剖析等结合起
来，一体推进；问题台账清单及整改落实
情况及时报送市党廉办做好跟踪督查，并
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

为了形成震慑，强化成果运用，市纪
委监委将开展谈话情况纳入廉政档案管
理；对受到纪律处分、诫勉处理的‘一把
手’开展警诫谈话，谈话对象须将谈话

情况在当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述责述
廉报告中进行说明；谈话材料抄送市委
组织部备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
先的重要参考……《谈话制度》对监督谈
话后的整改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倒逼相
关单位的“一把手”正视问题、立行立
改。

“我一定会加强村组织作风建设，深
化全过程各环节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确
保项目圆满顺利完成。”今年 3 月 3 日，为
更好地推进花都区狮岭镇联合村的重点
产业转型升级项目，狮岭镇党委书记对

联合村党委书记进行提醒谈话，联合村
党委书记深刻认识到项目资金庞大、自
主权较大等廉政风险点，并作出上述表
态。除了监督谈话，各级纪委监委还积
极开展廉政提醒谈话。“区纪委监委给我
敲响的新年第一声‘警钟’印象太深刻
了！”南沙区一名新提拔的镇党委书记由
衷表示。近年来，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
委组织部实施廉政风险防范“三提醒一
承诺”制度，每月组织全区新入党、新入
职、新提拔或晋升的人员开展廉政提醒
谈话，并赠送“防腐锦囊”，多措并举拉紧

“纪律弦”。2022 年，该区纪委书记对 11
名新提拔晋升“一把手”进行了廉政提醒
谈话。

监督谈话拉近了上级监督的距离。
“当前，对各级‘一把手’来说，自上而下的
监督最有效。”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
表示。据悉，今后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将
紧盯“关键少数”，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等情况的政治监督，不断推
动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起来、
严下去。 绘图/陈希

“秉正”风范千年传 润物无声感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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