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擦亮派驻“探头”强化监督实效
广州着力完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悄悄“圈地”扩建厂房？
深挖严查！

群众有诉求

纪委快出手

“近年来村里出租了很多物业，
村里厂房面积也越来越大，但村民
分红收益却没有增加，背后是否有
村干部侵吞了集体利益？”2021 年
底，在广州市纪委监委的一次提级
约访中，花都区炭步镇某村村民反
映了该村干部谢某某侵占集体土
地，损害村集体利益的问题。

在广州市纪委监委督导下，花
都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核查组，紧
盯信访举报提及问题，深入一线实
地走访。“谢某某早期在村里承租
了一块山边荒地建设塑料厂，面积
约 1800 平方米。随着生意做大，
他又与村里签订补充合同，约定再
租赁 1840 平方米土地扩建厂区。”
一位熟知内情的老村干部告诉核
查组。

核查组翻阅往年合同，其中约
定的厂房占地面积应为 5.5 亩左
右，然而核查组眼前的厂房面积明
显不止。核查组在了解基本情况
后，第一时间责成炭步镇委托第三
方公司对谢某某经营的所有厂房面
积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厂房
实际占地13.7亩，超出合同8.2亩。

面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和部分

基层村干部存在的“特权思想”必
须坚持“零容忍”。经过数月核查，
花都区纪委监委持续完善证据链
条，对谢某某违规占用集体用地建
设厂房侵占集体利益的违纪问题
进行立案审查，追缴超出合同面积
集体土地的使用租金。

针对信访反映农村“三资”管
理存在漏洞问题，花都区纪委监委
多次召集炭步镇农业农村办、综合
行政执法办、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
所以及纪检监察办负责同志座谈，
督促对所有村“三资”项目开展排
查，规范村级财务流转管理制度，
完善财务监管系统，以实际行动守
好群众“钱袋子”。

为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022 年 7
月，广州市纪委监委印发《“群众有
诉求、纪委快出手”工作方案》，要
求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人民至
上，常态化推进基层正风肃纪反
腐，一体纠治群众诉求背后的“风”

“腐”问题以及“风”“腐”交织问题，
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文/林亦旻 通讯员花纪宣）

拒收“四两平”至死亦清贫

岭首凝瑞气，世代出名贤。
距离广州中心城区 50多公里的
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青山环
抱，古韵悠然，这里正是一代廉
吏、晚清名臣骆秉章的故里。

同治五年（1866 年），执政
者为褒奖骆秉章的军政功绩，出
资在华岭村建造了光禄大夫家
庙（光禄大夫为授予文职官员的
荣誉职务，加赠对象为文官正一
品）。光禄大夫家庙背靠连绵起
伏、葱葱郁郁的花岭山，前依一弯
月牙形的池塘，虽历经百年风雨，
但仍然静静矗立，承载见证了骆
秉章“公忠诚亮，清正勤明”的高
洁风骨。

骆秉章一生勤政爱民、廉
洁奉公，身处贪腐积弊之中却
坚持以廉守身。据骆秉章研究

专家、花都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 席 刘 浪 介 绍 ，道 光 二 十 年

（1840 年），骆秉章受命稽查户
部银库。上任当天库官便告知
银库的“陋规”：银库在收取各
地捐项银两时，每 100 两多收 4
两，其中 2 两归库丁，2 两归库
官 和 查 库 御 史 ，俗 称“ 四 两
平”。库官怂恿骆秉章循例损
公肥私，骆秉章断然拒绝，坚决
裁撤“陋规”，要求库丁们必须
严格称量入库银两。在一次督
查中骆秉章发现有库丁贪赃，
当场将其重责四十大板。

然而国库亏空问题积弊已
久。三年后，户部银库东窗事
发，亏短白银达九百多万两，骆
秉章也因“失察”被革职。后朝
廷彻查，道光帝问库吏，有没有
官员不贪赃？库吏回答：“有一
个半”。“一个”便是指监察御史
骆秉章。道光帝这才发现骆秉

章公正无私，特颁旨意授职五品
右庶子。

两袖清风、鞠躬尽瘁，可谓
是 骆 秉 章 一 生 的 真 实 写 照 。
1867 年，骆秉章病逝于四川总
督任上。据晚清学者姚永朴记
载，骆秉章去世时家中只有“一
布帐，簏存百金”，其遗产甚至不
足以处理后事。清朝下诏抚恤，
谥号“文忠”。

清廉风骨耀古今 历久弥新惠世人

骆秉章以身为镜，潜移默化
教育家族中人修身炼品、奋发有
为。1867 年骆秉章为《花峰骆
氏谱》作序，阐述其治家思想，骆
氏后人梳理要义为：“以读求进，
益智明理；以廉守身，公而忘私；
以孝为先，敦亲睦族；以勤为本，
积德累仁；以谦立世，屈己从人；
以俭持家，言传身教”。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骆秉章
的生平事迹,学习他的操守品
行，2017年10月，骆秉章第六代
后人骆鼎无偿将其出资逾千万
元复原重建的光禄大夫家庙捐
赠给花都区人民政府，对外免费
开放，累计接待参观者 1.5 万人
次。距离光禄大夫家庙百米远，
花都区纪委监委打造了骆秉章
公园，以展现骆秉章的廉政品格
和治家传承，让游人在饱览美景
的同时净化心灵，汲取奋进前行
力量。

“先祖骆秉章以廉守身的精
神，及其留下的家风家训，深深
烙印在我的心里，教育我们如何
修身炼品，如何为人处世，如何
奋发有为。”骆鼎表示，作为骆秉
章后人，自己将牢记家训，时刻
自律自省，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奋
发作为，努力做于国于民有利的
事情，报效国家社会。

举廉惩贪扬清气举廉惩贪扬清气 骆公风骨炳青史骆公风骨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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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骆秉章的肖像画在列。

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等

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他

的故乡就在广州市花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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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
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请科学引导月饼
生产经营者合理定价，自

觉维护市场秩序”“要进一步强
化监管，持续整治‘天价’月饼问
题……”

中秋节前夕，在广州市各商
超内，月饼被陆续摆上了货架，节
日气氛渐浓。与此同时，少数月饼
被贴上“天价”标签，其背后可能涉
及的作风问题引起了警惕。近日
广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管局纪
检监察组发挥一线“探头”作用，采
取明察暗访、专项督导等方式，督
促及时纠治“天价”月饼问题，推动
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紧盯关键节点围绕“四风”问
题靠前监督，是广州市派驻机构充
分发挥一线“探头”作用的缩影。
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纪检监察机关派驻
机构工作规则》，要求不断完善派
驻监督机制。近年来，广州市纪委
监委着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
的派驻监督体制机制，各派驻机构
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
势，压紧压实驻在部门主体责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022年上半年，广州市纪委监委
各派驻机构共处置线索332条，
立案109件，处分91人。

文/侯翔宇 通讯员穗纪宣

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

派驻监督本质上是政治监
督。《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
作规则》指出，派驻机构应当把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工作
全过程各方面，推动驻在单位
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疫情防控监督是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践检验。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广州市
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坚持不缺
位、不越位，立足监督主责，压
实驻在部门疫情防控责任，推
动织密疫情防控监督网。

“0408”“0427”本土疫情
发生后，驻市卫生健康委纪检
监察组闻令而动，联合市卫生

健康委机关纪委和相关部门
开展专项监督，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各专班和医疗机
构，监督保障疫情防控措施落
地落实；驻市商务局纪检监察
组先后 32 次参加市商务局疫
情防控工作调度会，切实做好
保供应、陆空口岸出入境、进
口冷链食品、境外货物邮件等
疫情防控监督；驻市市场监管
局纪检监察组则紧盯市场价
格稳定、防疫产品质量、药店

“哨点”作用发挥等方面强化
监督检查。

今年，国务院印发《广州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
沙方案》），向南沙赋予打造重

大战略性平台的新定位。蓝图
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广州
市区两级派驻机构立足监督本
职，为《南沙方案》扎实落地提
供坚强保证。“班子成员是否对
分管领域工作亲自谋划推动？
相关处室是否形成工作合力？”
近日驻市科学技术局纪检监察
组召开专项会议压实驻在部门
主体责任，围绕《南沙方案》提
出的完善南沙粤港澳联合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紧密结合市科
技局、市科协牵头负责的重大
政策、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实施

“台账化”“清单式”全程跟进监
督。

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
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引进

工作机制，堵塞认证漏洞。”近
日，南沙区纪委监委第七派驻
纪检监察组前往该区人才发展
局，督促该局班子成员专题研
究完善修订人才认证制度，确
保推动国际化高端人才集聚同
时，严防出现认证审查把关不
严等问题。

疫情防控监督以及围绕
《南沙方案》落实情况开展监
督，是广州市派驻机构强化政
治监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的鲜明
例证。“我们将持续推动派驻
机构坚持聚焦主责主业，积极
推进政治监督常态化实践。”
广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
志表示。

发挥“驻”的优势 抓实日常监督

“应持续细化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实施细则措施、强
化廉洁风险排查……”近日，驻
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对市民政
局服务对象比较多的 8 个直属
单位负责人分别进行了约谈提
醒，督促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

派驻机构有近距离、全天
候、常态化监督的优势。广州
市各派驻纪检监察组通过采取
开展廉政谈话、列席重要会议、
参与专项监督等方式，深入到
驻在单位各项业务、各个环节，
经常性、全覆盖开展日常监督，
及时准确发现问题，有针对性
地督促驻在单位补短板、堵漏

洞、建机制。
金融领域是资金密集的重

点领域。压紧金融机构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是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驻广
州农商银行纪检监察组针对
金融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制定
督导方案，深化与内审、风控、
信贷等部门沟通协作，健全派
驻监督与农商银行党内监督、
治理层监督与业务监督协作
机制。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纪
委监委驻市管金融企业纪检监
察组共处置线索 37条，立案 13
件，处分 13 人，以强化监督压
紧压实驻在单位管党治党主体
责任。

2021 年 7 月 中 共 中 央 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驻市教育局纪检
监察组将监督保障“双减”政
策落地落实融入日常，通过建
立“双减”督导正负面清单，压
紧压实市教育局主体责任，督
促 深 化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治 理 。
今年上半年该纪检监察组实
地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和各类
中小学 46 所次，发现和督促整
改落实问题 81个。

通过强化日常监督，派驻
组能及时研判驻在单位政治生
态，有的放矢提高监督针对性

实效性，推动派驻监督从有形
覆盖向有效覆盖提升。驻市法
院纪检监察组运用全市两级法
院审判执行廉政风险防控信息
化系统实现监督数据实时查
询、筛选、分析、提醒督办，切实
强化廉洁风险防控；荔湾区纪
委监委派驻区农业农村局纪检
监察组做深案件查办“后半篇
文章”，在区纪委监委查处增滘
联社系列案后，督促区农业农
村局召开以案为鉴专题民主生
活会，督促领导班子及成员严
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定
落实整改措施，护航农村集体
经济健康发展，推动发挥警示
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作用。

贯通融合协同配合 凝聚监督合力

2022 年广州市纪律教育学习
月活动正在全市各区各单位开展，
活动以“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纯
洁”为主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增强拒
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继续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勇于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是
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百年
历史，就是一部坚持自我革命，不断
防范党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
史。勇于自我革命，使我们党能够不
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和自我提高，为党领导人民取得伟
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的特征更加明显。踏上新的赶考之
路，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
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
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
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
题研讨班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
上。这两个“永远在路上”深刻彰显
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清醒认
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在长期执政
条件下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永
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
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勇于自我革命，要保持正视问
题的清醒。自我革命就是奔着问题

而去的。面对问题，唯有不掩饰、不
遮盖、不惧怕，才能在一次次正视问
题、解决问题中实现自我突破和发
展。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统一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时刻保持清醒，敢于直面问题，
深入检视反思，不断修正偏差。

勇于自我革命，要增强刀刃向
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祛病疗伤，清
除的是“腐肉毒瘤”，得到的是“筋强
骨健”。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做手术，
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党
员干部要敢于触及灵魂、触及痛处、
触及要害，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
松劲、群众不认可不罢休，始终保持
党健康肌体的纯洁性。

勇于自我革命，要拿出久久为
功的韧劲。对于党员而言，勇于自
我革命既是锤炼党性、坚定信念的
现实需要，更是担当尽责、干事创业
的迫切需求。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定
力，树立正确政绩观，不务虚功、不
图虚名，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多干解民忧、惠民生的事。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
体党员干部要以纪律教育学习月活
动为契机，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
武装、提高廉洁意识，认真完成纪律
教育学习月的各项任务，真学真用，
真抓实干，以学习成效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以作风建设的新进展
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力量，推动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不
断迈出新步伐，在奋力实现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中担起
广州责任、展现广州作为，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文/谭敏）

人物简介：
骆秉章（1793～1867年）字籲门，号儒斋，出生于现今

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
充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掌撰记。历任侍讲学士、御史、
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清
廷赞其“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赠“太子太傅”，入祀京师
贤良祠，谥号“文忠”。

花都区华岭村光禄大夫家庙的历史展陈展现了骆秉章的清正品行。

位于广州北部的流溪河是
广州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林
木蓊郁，空气清新，是广州重要
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生态保护
区。2022 年初，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
美丽广州建设，市纪委监委第
六监督检查室与驻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组成联动
监督组，对流溪河林场生态环
境开展监督检查。

监督组步行踏过蜿蜒的林
间道，深入森林保护片区。不
多时，数栋多层木屋建筑赫然
显现。“此处属于禁止开发区
域 ，为 何 会 有 人 为 建 造 的 木
屋？”监督组同志敏锐察觉到了
异样。及时将相关线索上报
后，“室组”八名骨干力量组成
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开展联合调查期间，‘室’
充分发挥监督措施丰富、协调
便利等优势，强化统筹协调和
监督指导；‘组’则充分运用对
驻在单位业务工作流程熟悉的

优势，精准发现问题、化解
梗 阻 ，双 方 优 势 互

补。”调查组有关负责同志说。
通过调取会议纪要、报批手续、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等材料，细
致查阅相关法规、征询相关职
能部门意见、集体会商研判后，
联合调查组最终认定木屋属于
违建。调查组向相关职能部门
通报违建情况，并督促推动两
周内拆除违建木屋。针对违建
背后的纪律作风问题，调查组
审慎提出处理意见，最终立案
审查 4 人，诫勉处理 1 人，批评
教育2人。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指出，探索“室组”联动监督、

“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提升
监督执纪执法协同性。近年
来，广州市纪委监委建立“室组
地”联合办案机制，持续强化派
驻机构与对口监督检查室、驻
在部门单位纪检机构、巡察机
构等协同配合机制。

“共对 18 名粮食系统工作
人员立案审查调查，其中2人被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推动涉粮单位建立健全制度 7
份……”近日白云区纪委监委
深入查纠涉粮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该区纪委监委有效整合

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
巡察组力量建立“室组巡”三方
联动模式。该区纪委监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派驻纪检监察组
从严督促涉粮部门、企业开展

“拉网式”专项整治；专项巡察
组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方法
走访被巡察党组织及下属粮食
企业和储粮单位，发现问题 22
个，移交问题线索6条。

今年是广州市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是国企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障。广州市纪委监委
结合市属国企特点，探索“室
组企”联动机制，相关监督检
查室派员指导，派驻纪检监察
组统筹协调、牵头处置，企业
纪委直接参与问题线索查办，
协同高效推进线索核查。驻市
国 资 委 纪 检 监 察 组 创 新“ 组
企+”联动机制，构建国资国企

监督同步、派驻监督与巡察审
计等各类监督同向发力，统筹
开展国有企业违规担保、违规
经营投资、违建别墅等问题整
治工作。

“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严
格落实《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
构工作规则》要求，进一步完善
派驻监督工作指引，推动派驻
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广州市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2022年初，花都区纪委监委采取“室组”联动方式监督保障疫情防控、春运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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