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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摸实情：
巧立名目发补贴
不良作风成习惯

“经济联社向参加集体活动村民发放
交通误工补贴已经是多年的惯例，为什么
要我们带头清退⋯⋯”近日，广州市海珠
区官洲街要求清退基层党组织活动违规
发放的补贴，部分经济联社的党员不理
解，迟迟不见行动。

官洲街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先后通过
党工委会议、集体谈话、个别谈话等方式
约谈各经济联社党组织负责人，但清退过
程阻力不小。

“不发补贴怎么提高党员村民参加活
动的积极性？”“我们村有的党员无固定收
入生活困难，难道也要清退？”“我作为村
干部，为党组织活动费心费力，为什么不
能领取补贴？”⋯⋯

“用村集体资金给参加党组织活动的
党员发补贴，群众会怎么看？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就是这样发挥的？”“这是不是私
分村集体资金的行为？是不是侵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面对清退中的疑问，官洲街
有关工作人员喻之以理，逐个耐心解释。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联社所有党员
主动退还了领取的补贴。

这是广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治理基层
党组织活动违规发放补贴问题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全市各区，尤其村（社）一级
不同程度存在借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七一”学习等之名，从村集体资金中
支取交通费、误工费等党员“活动补贴”的
问题。早在 2017 年底，市委巡察就已要
求各区对“向参加活动的党员发钱发物”
问题进行整改。但市委巡察反馈意见后，
不少基层党组织，特别是村（社）一级违规
发放补贴问题仍时有发生，甚至还存在

“一边整改一边发钱”的情况，强力整改刻
不容缓。

找症结：
党员初心淡化
问题屡禁不止

问题频发多发，根源出在思想认识上。
“习惯了”“很正常”“不对吗”⋯⋯这

是清退中听到最多的回答，有的村党支部
认为给党员发点补贴算不上什么问题，不
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有的认为发放补
贴是提高党员参与党组织活动积极性的
有效举措，断了这条路，基层党组织开展
工作会比较困难。

“农村、社区的普通党员与机关单位
党员干部不同，他们大多是在私企就业或
者是农民，工作待遇没有保障，发一点交
通补贴、误工补贴可以吧？”一些基层党员
把党员身份按照职业和待遇自行分类，党
员义务摇身一变成了党员“福利”，参加党
组织活动俨然成了为党组织“打工”；有的
甚至认为党章没有明确禁止向参加党组
织活动的党员发放补贴⋯⋯类似的逻辑
在村（社）一级还很有市场。

“基层党组织活动违规发放补贴问题
治理虽然没有统一的党内法规条文，但对
照的是入党誓词，依据的是党章关于党员
义务的规定和国家、集体关于资金管理办
法的约束，靠的是基层党组织自我革命的
勇气，解决的是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
不纯、作风不纯问题。”8 月 21 日，在广州
市纪委监委召开的基层党组织活动违规
发放补贴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市

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的要求掷地有声。

出实招：
宽严相济把尺度
真刀真枪抓整改

做好清退整改，关键是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以整风的精神解决实际问题。

按照市委部署，市纪委监委成立了由
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把党委的主体责任压下去，把
纪委的监督责任扛起来，督促各有关部门
把监管责任落细落实落到位，形成合力共
同推动集中治理。

“个别地区对清退对象和范围认定不
清，对‘违规发放补贴’内涵把握不准，引
发一些党员的误解和埋怨”，针对个别区
清退中存在的问题，市纪委监委坚决防止

“一刀切”，尤其防止将村民代表大会、困
难党员慰问补助等符合政策要求的支出
纳入清退范围，坚持区分节点、突出重点、
分类处置，避免清理范围扩大化的倾向。

对于此前有的基层党组织出现的清
退方式简单粗暴的问题，市纪委监委要求

坚持精准清退、科学清退，“退休党员或困
难党员为了清退几十块钱补贴，花上百元
交通费回村里签字清退，这种情况坚决不
能再出现！”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为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市纪委监委在各单位各部门自查自纠的
基础上，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回头看”，采
取拉网式排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清理盘点自查自纠情况。一旦发现自查
自纠走过场、敷衍整改、隐瞒上报甚至弄
虚作假、顶风作案的，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并“一案双查”。

“开展违规发放补贴清退工作不是目
的，只重清退不重教育更是本末倒置。”市
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强调。市纪委监委以
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深入思想源头和组
织源头，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结合实
施广州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三年
行动计划及年度工作要点、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基层正风反腐专
项治理等工作，引导广大基层党员特别是
农村党员深刻认识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是每
一名党员应尽的义务，不应讲条件、不能要

“补贴”，更不允许搞“党内有偿活动”，并着
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凡是拒不参
加党组织生活、不履行党员义务的，要依照
党章和党纪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做
出处理。

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从四个方面进
一步抓好集中治理：一是深化专项巡察，
市委巡察办将组织 8 个市委巡察组，对市
委提级巡察的 30 个镇（街）有关集中治理
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并将集中治
理纳入市委第八轮专项巡察范围，对巡察
整改情况进行全面“体检”。二是开展专
项监督，成立 2 个专项监督组对工作开展
滞后或任务较重的镇（街）进行“不打招
呼”“一竿子插到底”的专项监督，传导压
力，解决问题。三是实施专项检查，组建
由专项整治办、市纪委监委机关监督检
查室、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组成的三级
联动监督检查队伍，结合主题教育强化
专项检查。四是加大查处力度，对自查
自纠、信访举报、巡察反馈、监督检查等
发现的问题线索，举一反三开展大排查、
大起底，重点查处自查自纠中漏报、瞒报
问题和其他违纪违法典型问题，对自查自
纠不作为虚作为的严肃问责，确保集中治
理取得实效。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肖桂
来 通讯员穗纪宣）党的十八大以来，
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记初心使
命，坚守人民立场，认真担当尽责，严
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坚决整治基层党组织活动
违规向党员发放补贴问题，处理 208
人，处分 49 人。为进一步严明纪律，
强化警示教育，近日广州市党廉办通
报了四起基层党组织活动违规发放补
贴典型问题。

白云区松洲街党工委违规发放学
习费问题。2014 年 1 月至 2 月，经时
任松洲街党工委书记周伟健提议，街
道党工委组织11名干部外出学习。其
间，周伟健经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官长根商定，以“中心组学习资料
费”名义向 11 名领导干部每人发放
5000 元和 3000 元不等的现金，以“垃
圾分类工作会议费用”名义在街道下属
事业单位列支。2017年 5月，周伟健、
官长根因对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与其他违纪问题合并处理，分别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被收缴。

南沙区大岗镇工业线党总支违规
发放活动补贴问题。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雷阳在担任大岗镇工业
线党总支书记期间，同意该党支部按
照党员每人 500 元、培养对象每人
300 元的标准发放支部活动经费补
贴，共计 6.79 万元，以支部会议费名
义向党员发放会议补贴共计 2.52 万
元。雷阳对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2018 年 4 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纪款项被收缴。

越秀区登峰街登峰公司党委违规
发放误工补助问题。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2 月，肖启光在担任登峰公司
党委书记期间，与公司党委其他成员
合议，为提高公司党员参会率，利用公
司自有资金向每位参加公司党员大会
的党员发放 50 元、100 元不等的误工
补贴，共计 5.63 万元。肖启光对该问
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2019 年 3 月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被收缴。

天河区珠村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违规发放福利问题。2014 年 7 月，珠
村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七一”活动
购买党员学习资料的名义，向 160 名
党员每人发放现金 1000 元，共计 16
万元。珠村实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潘伟坤、副书记潘志坤对该问题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2019 年 1 月分别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被收缴。

广州通报 4 起
基层党组织活动

违规发放补贴问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广
州市纪委监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抓

“四个到位”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不懈在学做结合、查
改贯通、做深做实上下功夫，以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推
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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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开展得如何，归根结底要
看效果。整改落实由表及里，群众满意
才能拾级而上。为确保“改”出成效，市
纪委监委按照市委部署，坚持问题导向，
成立由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将专项整治办公室打
造成问题线索集中摸查、分析、处置的中
枢平台，并建立了由专项整治办、市纪委
监委机关监督检查室、市纪委监委派驻
机构组成的三级联动监督检查队伍，结
合主题教育强化专项检查。截至目前，
共检查 125 个单位，发现问题 207 个，推
动整改问题 200个。

为把情况摸透、问题找准、根源挖
深，市纪委监委把各级党委（党组）的主
体责任压下去，督促各单位各部门对照
专项整治负面清单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截至目前，全市自查自纠发现问题 497
个，整改问题 381 个，处理人员 294 人。
针对有的区专项整治工作乏力、自查自
纠进展缓慢、发现和排查问题较少等情
况，由市纪委副书记约谈其纪委主要负
责同志，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动真碰
硬。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共问责履
行“两个责任”不力的党组织 24 个、领导
干部 115人。

“要当下改，还要长久立。”市纪委
监委专项整治办有关负责同志指出，

“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触类旁通，边查找
整改、边建章立制。”市纪委监委坚持有
破有立、破立结合，对整治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结合纪检监察职能推动建章立
制，从源头堵塞漏洞。比如针对领导干
部利益冲突问题时有发生的情况，7 月
1 日 ，市 纪 委 监 委 协 助 市 委 制 定 出 台

《广州市防止领导干部利益冲突若干规
定》，针对利益冲突的界定难点，系统梳
理中央和省委有关法规文件，从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四个
方面对领导干部存在的利益冲突具体
情形提出了 18 条禁止性规定。对此，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
表示:“该规定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抽象
的政策方针具体化了，将各种情况都想
到，广州这次探索如果成功，对全国将
有示范意义。”

走深走实

真 刀 真 枪 动 真
格，在整改落实中解
决问题

坚决治理基层党组织活动
违规发放补贴问题

广州市纪委监委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广州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暨第七期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现场

问题通报

“问一问自己入党的初心还牢不
牢？问一问自己对党的忠诚和感情还
深不深？问一问自己人民群众在心里
的分量还重不重？问一问自己手中的
权力从哪儿来还忘没忘？问一问自己
拒腐防变的弦绷得还紧不紧？问一问
自己廉洁齐家的传承还在不在？”8 月 1
日，广州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警示教育会议暨第七期领导干部
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上，市纪委监
委主要领导在辅导报告一开始就发出
了“初心之问”。全场格外肃静，每一
问，都重重叩击着在座近 260 名市领导
以及全市各单位一把手的内心。

培训班聚焦身边的“关键少数”抓警
示教育，播放的《泯灭的初心——原广州
市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肖振宇案警示
录》《玩火——广州二运公司黎超南等人
干扰对抗巡察警示录》两部警示教育片，
让各单位一把手倍感震撼。“从看片人
到片中人”“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
生生的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除了警示，更要引领。为让各单位
一把手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民，

市纪委监委还邀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彭湃烈士的孙女彭伊娜作革命先
烈事迹报告。“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
的指导”“与农民交接应严密，然决不可
生金钱关系”⋯⋯革命先辈一句句谆谆
嘱托跨越历史，教导党员领导干部要自
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真知方能笃行。市纪委监委领导
班子在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前，
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带队到北京大学
全脱产参加“广州市纪检监察干部全面
从严治党理论研修班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重点就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开展专题培训，为集中学习研讨
夯实基础。集中学习研讨期间，市纪委
监委领导班子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推
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深化拆违治水
问责等工作，以及防范化解党自身面临
的重大风险、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
责等重点课题深入交流，制定立行立改
任务清单，以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和扎
实有力的实际举措回应群众关切。

入脑入心

聚焦“关键少数”，在学习教育中叩问初心

如何查实找准问题？市纪委监委把
调查研究和检视问题结合起来，按照“三
交叉一蹲点”要求，委领导班子示范带
头，以上率下压实主体责任：10 位领导班
子成员每人交叉指导 1 个机关党支部、1
个派驻（出）机构、1 个市管企业纪委和蹲
点调研 2 个基层镇（街），坚持边调研、边
检视、边整改，摸实情、找症结、出实招。

为 深 化 营 商 环 境 改 革 ，推 动 构 建
“亲”“清”政商关系，帮助民营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6 月 21 日，市纪委监委主要领
导到广州市某运营照明工程的公司蹲点
调研。当了解到该公司在之前的项目合

作中被两家企业拖欠货款，公司负责人
不知如何解决难题时，市纪委监委主要
领导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推动
加快货款支付。6 月 28 日，两家欠款企
业便与该公司协商解决存在问题并支付
了所有货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同时，
考虑到照明工程对城市形象塑造、城市
品质提升有着重要意义，还要求城建部
门加强指导，调研了解在“一江两岸三
带”核心段景观照明工程中是否存在困
难问题，督促加快工程进度，举一反三，
通盘解决。

为把问题找得更准更实，市纪委监

委领导班子带头认真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按照“三个对照”“18 个是否”的要求，
坚持对章思齐、对规量齐，逐条对照、逐
项查摆。同时，还委托中山大学廉政与
治理研究中心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

“两代表一委员”、社会公众及有关纪检
监察机关开展第三方问卷调查，委领导
班子成员分别组织召开 10 场座谈会，征
求系统内外有关代表意见建议，并通过
个别访谈、接访下访、设置意见箱、发放
征求意见表、新媒体留言等方式真诚听取
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自身进行“全
面体检”，查“病表”、析“病理”、除“病根”。

落实落细

“三交叉一蹲点”，在调查研究中检视问题

补贴

漫画：新华社发

近期，广州市纪委监
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漠
视和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时发现，基层党组织活动
违规向党员发放补贴的
问题较为突出。这看似
小节，实为关系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大问题，本
质上是一种侵害群众利
益的行为，与党章党规要
求格格不入，不仅暴露出
党内政治生活流于形式，
更是削弱了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严重损害
党群干群关系，处理不好
甚至会动摇党的执政基
础。对此，按照广州市委
关于主题教育的部署，市
纪委监委将基层党组织
活动违规发放补贴问题
集中治理任务与其他另
外 4 项专项整治任务相
结合，形成“1+4”整治模
式，从自查自纠、摸查研
判、调查处置、建章立制
四个环节一体推进全面
整改落实。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全市自查自纠发
现问题 9107 个，目前已
处 理 208 人 ，党 纪 政 务

（纪）处分 49 人，整改工
作取得积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