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纪者说

群发红包到底能不能抢？
在上述案件基础上，我们还需进
一步清晰把握正常礼尚往来和
收受礼金的界限。

党员干部在工作群收发电
子红包，收发金额基本平衡是否
违纪？工作群是从事公务的电
子平台，党员干部在工作群内收
发电子红包，即使收发的电子红
包金额基本平衡，也势必影响正
常工作秩序，产生吹吹拍拍的歪
风邪气，应当予以坚决抵制，对
相关党员干部要严肃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切实“红
红脸出出汗”。党员干部在工作
群收发电子红包，收发严重不平
衡的，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认定，
构成违纪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党员干部在亲友群点抢红
包是否违纪？亲友群属于党员
干部私人社交圈，属于“八小时
以外”的行为，但是也应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具体把握以下几
个方面：其一，亲友群收发的电
子红包金额是否巨大？有无超
出 群 内 成 员 正 常 经 济 承 受 能
力？如果有，党员干部在亲友群
点抢电子红包的行为同样背离
了勤俭节约、尚俭戒奢的优良作
风，情节严重的涉嫌违纪；其二，
亲友群内党员干部点抢有管理
服务对象身份亲友红包的，超出
正常礼尚往来的，情节严重的涉
嫌违纪。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将
好作风带进新征程，领导干部更
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守住纪
律底线，防止掉入“人情陷阱”，
带头倡导和推动构建亲不逾矩、
清不远疏，公正无私、有为有畏
的新型政商关系。（文/穗纪宣）

基本案情
彭某，中共党员，广州市某镇

副镇长。经查在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8 月期间，彭某多次通过该镇商会会

员微信群、商会理事微信群等社交平台，
点抢镇商会会长郭某、会员梁某等人以“逢
年过节”“喜事道贺”等各种名义发放的电
子红包，共计31344.5元。最终彭某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该镇其他9名参与

点抢电子红包的公职人员，以及郭
某、梁某受到相应处理，违纪

款项被收缴。

这种群发红包，党员干部不能抢

案例评析

拍案
说纪

电子红包作为近年来新兴的
“送礼”方式，亲友同事之间发红包
往往打着“礼尚往来”“图个热闹”的
名义。微信群红包作为一种电子红
包，由于发放对象多，单次点抢金额
相对小，容易让党员干部放松警惕。

在本案例中郭某、梁某是当地
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均属于彭某
的管理服务对象。双方在知悉彼此
身份特殊属性的情况下，管理服务
对象在工作群发放的“非定向”电子
红包，就变成了“定向”向党员干部
送出的礼金。党员干部点抢“非定
向”的红包，也就变成了“定向”收取
礼金。即使双方没有具体请托事
项，但管理服务对象通过红包发放
财物的方式拉拢党员干部的目的十
分明显，超越了政商交往亲清界限，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
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
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

严管厚爱：注重早预防重纠偏，锻造忠诚可靠年轻干部队伍

掸尘育廉：
廉政教育提神醒脑，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强化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迟到的补偿金终于到手了

群众有诉求

纪委快出手

“我两亩地的木瓜苗刚刚卖出
去，收入五六万元，补偿款也到手了，
农户的日子越过越好了。”番禺区洛
浦街道某村农户郭先生喜笑颜开。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来源于广
州市纪委监委的一次提级约访。
2019年至2021年间，因农田灌溉用
水污染，包括郭先生在内的该村 28
名农户农作物严重受损，有关单位部
门虽承诺补偿，但补偿款项迟迟未到
位。2021年 9月 28日下午，市纪委
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市纪委监委信
访室专门提级约访郭先生等受损农
户，详细听取有关情况，明确要求番
禺区纪委监委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
理好信访突出问题，用心用情用力为
群众办实事。

番禺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
多次带队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受损农
户，实地勘察受损农田周边的水文交
通情况，约谈属地镇街主要负责人和
相关责任人，督促洛浦街道、番禺污
水公司等相关责任单位部门确定补
偿方案，由属地镇街按轻微受损、中

度受损、重度受损三种标准对农户进
行补偿。据悉，共101.6万元的补偿
款已于去年11月底前全部发放到28
名农户手中。

如今，走进郭先生种植的农田，
一批黄皮、释迦果树苗已经郁郁葱
葱。在督促相关补偿款发放到位同
时，番禺区纪委监委严肃查处了事件
背后的作风问题，对于属地街道和污
水公司有关干部在工作中存在不作
为乱作为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对相
关人员作出处理，党纪立案审查 3
人、诫勉3人、批评教育1人。

“信访举报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
众工作，我们要把群众切身利益和诉
求从‘纸面上’落到‘心坎上’。”广州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人民至
上”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信访案件中，
加大对涉农涉民生案件的解决力度，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着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依规依纪依法保护群众合法权
益。

（文/林亦旻 通讯员穗纪宣）

“新岗位有哪些廉政风险？如何规避防范？”近日黄埔区纪委监委对几位新任镇街领导班子的年轻干

部开展廉政谈话，指出当前岗位廉政风险和纪律红线，督促守牢拒腐防变防线。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年

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如何避免年轻干部成长“关键期”变成贪腐“危险期”，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课题。

“要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成为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为年轻干部教育监督指明了方向。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全会工作

部署，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用铁的纪律、严的规矩监督约束年轻干部，教育引导年轻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确保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文/侯翔宇 图/李斌 通讯员穗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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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岛前留廉名：
严持操节 管好身边人

在广州市白云区石门附近，
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傲然屹立
在江中央，俯眺就像横卧在珠江
上的一叶扁舟——它就是沉香
岛。

“说起沉香岛的由来，离不
开吴隐之投沉香这个典故。”白
云区文化馆馆长冯耀波介绍。
相传，吴隐之任职期满离开广
州，当船行至石门时，忽然狂风
大浪，难以前行。吴隐之暗觉蹊
跷，心想莫非是船上有人做了亏
心事？于是，他严厉审问家人及
随从，最终得知是夫人收了一块
沉香木。吴隐之大怒，喝道：“扔
了！别让一块沉香木误我一生

清白！”当即，他便将沉香木扔进
江中，江面霎时风平浪静，雨霁
云散，船得以扬帆顺行。这块沉
香木落水之处，缓缓升起一座沙
洲。当地百姓追慕吴隐之的清
廉品质，便将这座沙洲称为“沉
香沙”，也就是如今的沉香岛。

“ 晋 代 良 吏, 吴 隐 之 为 第
一。”当时，两晋的官风十分腐
败，贪腐奢华之风盛行，而吴隐
之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不贪
不占的廉洁操行，使得岭南的贪
风奢俗大为改观。《晋书》有云，

“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
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
以为荣”。

在吴隐之的熏陶下，子孙后
代都继承了他的遗风。儿子吴
延之任鄱阳太守，克己奉公、气
节高尚，吴隐之的弟弟和儿子都

曾担任郡县长官，都以廉洁谨慎
作为家门传统。

崇廉尚洁感世人：
廉洁楷模 汲取奋进力量

先贤丰碑在，后继有来人。
千百年来,后世有关吴隐之的清
廉故事传承不绝，古代文人墨客
歌颂吴隐之的诗句更是不胜枚
举。其中，饮贪泉的典故就被白
居易、王勃、苏轼、李群玉、尹凤
岐等人的诗文广泛引用。

“吴隐之是廉洁修身、廉洁
齐家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党
员干部学习借鉴。”白云区松洲
街党政办工作人员陈新慧回忆
道，自己是在街道举办的廉洁教
育会上首次“走近”吴隐之。“他
不仅修身正己、两袖清风，还严

格教育、管好家人。这让我想起
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对我的
言传身教。身为一名公职人员，
同时身为一名公职人员的妻子，
吴隐之的故事对我以及我的家
庭更具榜样意义，始终提醒着我
们自身要正，要引导营造崇廉尚
洁的家庭氛围。”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而
今，沉香岛往北数里建有“石门
公园”。园内聚焦千古不变的

“廉洁”初心，设有隐之亭、贪泉
碑、清泉廊以及“廉传千古”广场
等多个景点，融合了吴隐之恪尽
职守、沉香弃海等廉洁典故，以
及历代官宦人士、文人墨客笔下
关于贪泉的名篇佳作，令游人在
饱览美景、欣赏诗词的同时，切
身感受吴隐之清廉自律、刚正不
阿等精神品质，汲取奋进能量。

“被提拔成为部门负责人
后，企业老板想方设法给我送
好处费，我开始有了飘飘然的
感觉……”面对审查调查人员，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环安办
原主任周某如是说道。2020年
12 月他因受贿 371 万元被判处
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刚踏上
仕途就步入歧途，“80”后正科
级领导干部“早节”不保令人扼
腕叹息。

“理想信念不坚定，是年轻
干部违纪违法的主要原因。”广
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有关
负责同志说道。广州市纪委监
委在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
查处的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题
情况后发现，实施违纪违法行为
的年轻干部普遍学历高、专业能
力强，但由于缺乏复杂环境的考
验，在掌握权力后面对诱惑腐
蚀，理想信念容易动摇，权力观
扭曲导致“权力关”失守。

“怎样守好权力关？要完
善制度扎紧‘笼子’，要强化监
督严格约束……”近日在广州
市花都区新华街，六十余名年
轻干部参与了一场廉政座谈
会，这是广州市持续强化年轻
干部教育引导的缩影。

2022 年，广州市党廉办针
对年轻干部和公职人员廉政教
育的课题开展调研，制定实施

《关于加强年轻干部廉政教育
的工作方案》，重点加强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新提任
年轻干部，以及在权力集中、资
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岗位工
作的新入职年轻干部的廉政教
育，并会同市委组织部及相关
职能部门，将廉政教育课程纳

为入职培训第一课、年轻干部
在职培训必修课、各级党校“青
干班”必修课，进一步明确教学
要求、规范学习内容、拓展教育
形式，提升年轻干部廉政教育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为进一步增强廉政教育政
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广州市
党廉办研究制定关于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负面清
单，并将结合清单内容对全市

“80 后”现任市管干部、镇（街
道）主要负责同志开展集体廉
政谈话，提醒年轻干部牢固树
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时刻保持对“围猎”和腐蚀
的警觉，守住拒腐防变的防线。

廉 政 教 育 不 仅 要 正 面 引
导，也要适时敲响“警钟”，督促
年轻干部自律自省。“郑某某在
担任从化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
员、副主任、调研科科长期间，
多次收受社会人员张某某赠送
的香烟、洋酒等礼品……”今年
五四青年节前夕，广州市纪委
监委集中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从化区

“80后”干部郑某某收受礼品问
题便在其中。

常态化通报典型案例、组
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组织旁
听案件庭审、编印反面典型剖
析材料和忏悔录等一系列举措
正是广州制度化推进年轻干部
警示教育的真实写照。对班子
成员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
党组织，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坚持“一案一改”，督促及
时召开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督促年轻干部
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
常破“心中贼”。

墩苗壮骨：鼓励扎根基层一线，熔铸年轻干部担当底色

打铁还需自身硬。强化年轻
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市纪委监委
首先从年轻纪检监察干部抓起。

“人和镇全域划为管控区，
实施‘足不出户，错峰取物’管理
措施。”4 月 28 日晚广州市白云
区发布通告。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年轻纪检监察干部闻令而
动，主动请缨驰援封控区、管控
区参与基层一线抗疫工作。

在得知人和镇隔离转运人
手紧缺后，市纪委监委驻白云区
人和镇方石村干部纵榜正带领 5
名年轻干部火线组建转运专班
综合调度组，在13天内高效精准
完成 8761 名隔离期满人员的转
运任务；为克服城中村流动人口
多、手机信号薄弱等难题，市纪
委监委驻黄埔区永和街道贤江
社区干部黄忠良运用专业知识
理清人和镇明星村居家隔离人
员底数，优化医护人员上门开展
核酸检测路线策略，让上门核酸
检测时长减少了6.5个小时。

关键时刻淬初心，急难险重
看担当。几位年轻干部在“大战
大考”中展现本领担当，这得益
于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的磨砺。
自下基层锻炼以来，他们均曾先
后参与驻在村社的换届选举、基
层党建、城市更新、疫情防控、人
居环境整治等多项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干部多

“墩墩苗”没有坏处，把基础搞扎
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
远。基层一线就是年轻干部“墩
苗”最好的土壤。近年来广州市
纪委监委树立鲜明的基层导向，
统筹推进年轻干部基层锻炼，
2021 年共选派 17 名新进干部到
村（社）进行基层锻炼，安排 8 名
干部前往区纪委监委、镇（街）纪

（工）委或市管企业纪检监察机
构参与双向交流锻炼，推动年轻
干部在实战一线经风雨壮筋骨，
组织下基层锻炼干部深入一线
调查研究，摸实情、办实事，持续
打造“学用结合走基层”活动品
牌。

不仅要把好“入口关”“阅历
关”，年轻干部的“选种育苗”也
要重视“本领关”，广州市纪委监
委用心用情培养年轻干部专业
素养，制定实施《广州市纪检监
察队伍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深
入开展全员培训，
加强宪法法律、党
内法规、工作规程
和业务流程等培
训，积极征集各部
门培训需求，有针
对性地开展业务
培训。针对年轻
干部开设云课堂、

“穗廉新语”论坛、
应知应会辅导讲
座等，开展以案代

训、跟班学习、新进干部岗位轮
换，切实提升年轻干部履职能
力。

“应如何提高与调查对象的
谈话技巧？”“如何理解‘四种形
态’的科学内涵？”……在“穗廉
新语”论坛上，纪检监察业务骨
干现场授课，结合工作实际传授
经验方法，开展案例分析。“穗廉
新语”论坛是市纪委监委打造的
年轻干部学习品牌，截至目前已
举办12期，有效加强年轻纪检监
察干部学习交流。为推动年轻
干部快速成长，黄埔区纪委监委
建立年轻干部廉政导师制，由各
部门单位分管领导或中层领导
干部担任廉政导师，与新入职、
新提任年轻干部结对，定期开展
家属沟通、家庭走访，深入了解
思想状态和“八小时以外”生活
情况，组织廉政座谈会，领航、护
航廉洁从政。

“年轻干部误入歧途，主观
原因是主要原因，但背后也有规
章制度、操作流程等方面存在薄
弱环节的客观原因。”广州市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指出。广
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
持严的主基调不放松，从严从实
开展年轻干部监督管理，尤其对
新选拔的年轻干部中存在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坚决
从严查处，出现此类问题的坚决
一票否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广州
立案查处的年轻干部系列案件
中，农村社区等其他人员占总数
的近一半。”针对基层年轻干部
面临的廉政风险，广州市各区纪
委监委因地制宜制定监督方案，
堵塞监管漏洞。如白云区纪委

监委建立全区科

级及以下干部廉政档案，将“四
类不动产”、经商办企业、投资情
况等十九项内容纳入填报内容
并每半年抽查，精准动态监督填
报干部的廉洁情况，目前共有
1800 余名年轻干部完成廉政档
案建档；越秀区纪委监委制定区
纪委监委机关学习制度、干部谈
心谈话工作办法、巡察干部管理
实施办法、“八小时以外”活动负
面清单等10项制度规定，持续加
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既注重把“严”的主基调坚
持下去，也坚持将严管与厚爱结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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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受处
分的干部建立回访工作台账，一
人一档、“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帮助“跌倒”的年轻干

部重新站起来。
“在受到处分后，我确实背

上了厚重的心理包袱……”面对
回访教育组，海珠区纪委监委年
轻干部许某敞开了心扉。此前
因一次履行办案工作保密规定
不力，许某被给予诫勉处理，而
后其工作积极性明显受挫。海
珠区纪委监委深入掌握前期对
许某的教育管理以及其现实工
作表现等情况，认真制定跟踪回
访教育方案，与许某交心谈心，
共同分析违纪原因，引导其正确
看待组织处理。“感谢组织的关
心，我会卸下包袱，重拾工作动
力和信心。”许某说道。

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
表示，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
的接班人，必须从严从实加强教
育管理监督，引导他们扣好廉洁
从政的“第一粒扣子”，确保干
部队伍的源头活水始终是一泓
清泉。

沉香弃江海沉香弃江海 清操颂千古清操颂千古
“古人云此水，一

歃怀千金。试使夷齐
饮，终当不易心。”晋
代“第一良吏”吴隐之
上任广州刺史途中，
写下的这首《酌贪泉》
流传千古。

在广州市区，有
一座沙洲岛的由来，
也与吴隐之紧密相
关。本期“羊城清风”
栏目带领大家一起走
进位于白云区的沉香
岛，探寻这座沙洲岛
背后鲜为人知的清廉
典故。

文 、图/章 程 通 讯
员白云纪宣

人物介绍：

吴 隐 之（？ —413
年），字处默，濮阳鄄城
(今山东鄄城北)人，东
晋名士。善于谈论，博
涉文史，以儒雅显名，
因得吏部尚书韩康伯
赏识，被推荐出仕，历
任散骑常侍、著作郎。
元兴元年（402 年），出
任龙骧将军、广州刺
史，领平越中郎将。吴
隐之在广州任职时清
廉愈厉，力矫贪渎时
弊，后官至光禄大夫。
他为官以清廉著称，史
书称其“美姿容，有清
操”。

扫码看视频

广州市纪检监察年轻干部集体参观学习团一大史迹展览。

黄埔区纪委监委廉政导师与年轻干部结对帮带。

▶石门公园浮雕上
刻着“沉香弃海”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