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推动监察职能向村（社）延伸

打通监察全覆盖“最后一米”

“群众利益无小事，此事必须彻查！”
2015 年下半年，南沙区残联安排曲某主
持开展该区采购残疾人无障碍改造设施
招标项目。然而去年广州市区委巡察第
17 组在对南沙区残联党支部开展巡察时
发现，承接公司在施工时存在偷工减料、
以次充好的情况。项目结算金额虚高
23.4912万元。

接到巡察组反馈的问题后，负责此案
件的南沙区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干部周
炜产生了比对查证的想法：“只要将项目
合同中的辅具数目与实际入户安装照片
一一比对，疏漏偏差不难发现。”

由于涉及全区 800 多户残疾人家庭
的改造，比对调查工作量异常庞大。“A4纸
张材料堆满了桌面，比头还高。”周炜回忆
起当时的情况时说。经过核查，他发现厨
房改造的问题最明显，“招标合同中写明，
每户家庭可以拿到一套 4 件的无障碍厨
房用具，但是不少家庭只拿到 1 件，而最
终报价和验收却都是按一套4件结算。”

周炜找到了当时改造项目负责人曲
某，并走访大岗镇、东涌镇等地的残疾人
家庭，列出表格，仔细核对无障碍电饭煲、
无障碍电磁炉等厨房辅具是否到位。“原
本应发放的厨房辅具总计 412 件，实际配
发的仅为 259 件，少配发 153 件，单单厨
房改造项目，实际多结算的金额就高达
18.36万元。”周炜说。

今年 1 月18日，南沙区纪委对曲某给
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承接公司被责令退
还虚高结算的款项。而针对产品质量、售后
服务等问题，南沙区残联也责令承接公司
进行整改，并完善回访售后服务等工作。

按照巡察整改要求，南沙区残联认
真反思，完善制度机制。在接下来的改
造工程中，确定招投标单位后，还会另外
聘请专业的第三方监理机构，全程监督施
工的进度及验收。据悉，目前区残联严格
规范资金管理，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
制，每年定期开展专项资金审计工作，确
保每笔惠民资金都落到实处。

■巡察揪出“马大哈”改造费虚高 23 万全追回

20 世纪90年代，登峰村是广州经
济最富裕的村之一。去年，登峰经济联
社总收入 1.1亿元，经济体量大。登峰
街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卢艳芬
直言，与广州众多城中村一样，富裕起
来后，村集体手中的土地物业资产越
来越值钱，也越来越难监管。不少矛
盾就集中于村集体经济中的“三资”使
用管理问题，且容易滋生腐败，有时候
还会引发矛盾，群众意见很大。

“改革试点前，对于经济联社中的
非党员公职人员、非党员村干部基本
无力约束，只要他们不违法，就管不
到。”卢艳芬表示。

除了城中村，城市社区也存在这
样的问题。由于基层监督盲区的存
在，给了一些履行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以可乘之机。2018 年，海珠区纪委监
委仅社区居委会相关案件就查办了 8
起，比如其中一起就是社区居委会人
员侵占“三无”老人津补贴 6 万元的案
例，“这些钱对老人来说是生活托底
的救命钱，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海珠区纪委监委有关负
责人说。

有专家认为，当下村（社）履职呈
行政化趋势。少数职能部门和镇（街）
向村（社）下放计生、劳保、医保、民政、

卫生等便民服务事务性工作，无形中
赋予了村（社）干部更多的权力。特别
是村（社）干部掌握了大量“三资”初始
分配权、具体事务话语权和决定权后，
成为滋生“微腐败”的重灾区。

监察站的成立有效覆盖了这些监
督盲区。广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认为，推动监察职能向镇（街）、村（社）
延伸，有利于克服上级监督滞后和乏
力的问题，同时发挥“从上到下监督”
的组织优势和“贴身监督”的天然优
势，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
断向基层延伸。

一个个村（社）监察站：

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米”

增城区新塘镇东华村监察站位于
村内繁华道路旁，唯一的大门直接开
向街面。新塘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赖国辉解释说：“如此设置，主要考虑
有两个方面，一是监察站不与村委会
在一起，监察站的独立性可消除群众
反映问题的顾虑；二是选址位于村中
心位置的村广场旁，人流比较密集，方
便群众上门反映问题。”

村（社）监察站要顺利运转起来，
首先要搞清楚监察主体、监察对象，也
就是“谁监督”“监督谁”的问题。据了
解，东华村监察站由 5 人组成，站长罗
秋媚是新塘镇监察组一名在编干部，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担任过大学生村
官，参加过四轮区委巡察，具有一定的

农村基层和纪检监察工作经验。2 名
专职监督员从镇党委和政府在职人员
中选聘；兼职监督员从东华村党支部
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选
聘。监督对象为村“两委”干部和村委
发放工资的人员。

“这种组成模式既有利于镇（街）
监察组对村监察站领导的管理，也有
利于发挥村级组织的积极性。”赖国
辉说。

基于不同实际，其他区的试点工作
也有新经验。海珠区规定，经济联社
监察站站长在全区正科级领导职务及
一、二级主任科员党员干部中择优选
派，任期 2 年，任职期间不承担派出单
位工作。白云区嘉禾街则通过新老结

合、上下结合、外姓人与本地人结合的
形式建起相对稳定的信息员队伍，把
监察站的触角延伸到每个监督对象。

在监督对象方面，广州四个试点
区在实践中形成了共识：既根据监察
法，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以及上级职能部门派驻（出）在村（社）
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纳入监督范围；也
结合实际，将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所
属经济联社和经济社等实体、社区服
务站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作为监督对
象，实现了监督全覆盖。以越秀区登
峰社区为例，登峰集体经济组织中从
事管理的人员如董事长、中层管理人
员等也被纳入监督范围。

扩大监督对象覆盖面：

村集体所属公司管理层纳入监督

怎样才能让监察站和监督员发
挥作用？海珠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认为，首先要保证其知情权，具有
了解“三重一大”等事项决策部署过
程、列席会议、查阅资料的权利；其次
要保证充分的时间，让他们深入群
众，开展巡查走访；再次，要保证他们
约谈监督对象、了解情况的权利。

除了监督员入村访户，广州多个
试点村（社）还打造自己的监察 APP

和微信公众号，让基层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反映问题。比如，海珠区纪委监
委开通“海珠微监察”，增城区东华村
监察站开设“东华清风”APP，白云区
望岗经济联社开设“公权监督”微信栏
目，群众通过手机就可以投诉举报身
边的违规违纪问题。

下沉到最基层村（社）的监督员，
该将目光锁定在哪里？广州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认为，村（社）监督员工

作的重点是监督而不是办案，监督的
重点是日常而不是某个时间节点。村

（社）监督员要注重在日常监督、长期
监督上下功夫、做文章。

村（社）监督员天然具有近距离、全
天候、经常化监督的特点和优势，要自
觉把监督寓于被监督对象日常工作
中，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督促公职人员习惯
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延伸监督触角：

让基层干部感到监督就在身边

违规出入境、私自开发收储地块、基
层河长巡河记录造假、隐瞒违法事实申请
入党⋯⋯随着广州各区村（社）监察站全
面运转起来，部分监察站已发现有关问
题，相应的镇（街）派出监察组跟进作出调
查处置，监察站的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监察站成立后，监督员迅速进入工
作状态，可以说开局良好。”越秀区登峰
社区监察站负责人举例说，监察站挂牌
成立几天后，监督员就发现了问题：今年
1 月 4 日，在登峰公司董事会报名参选过
程中，有 7 名股东报名参选。在资格审查
过程中，监督员发现有 1 名股东因是继承
股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向组织
反映后，取消了该名股东的参选资格。

在白云区望岗经济联社监察站，也
发现了问题。该监察站一名信息员在第
十二经济合作社办事时，发现该社会计员
黎某去澳门旅游了。身居“管钱”的重要
岗位，本应在出境前向街道报告，怎么会

没打招呼就离开？街道派出监察组立即
向公安部门调取了黎某办理出国（境）证
件和出国（境）情况。

经查，黎某事先偷偷申请补办了一张
往来港澳通行证，且未按规定将通行证交
街道统一保管。此后，黎某在未向街道申
请出境的情况下擅自持证到澳门旅游。对
此，街道派出监察组对黎某进行了谈话提
醒，在望岗经济联社股东代表大会和全街
进行通报，并责令其交回补办的通行证。

对于村（社）监督员来说，只有真正沉
下去，才能发现问题。海珠区南石头街道
纸北社区监察站就有一位细心的监督员，
她的名字叫梁佩珊。她在翻阅社区每日
巡河简报中“盯”到了一个问题：广纸涌一
位基层河长上报的内容和图片竟然与前
期反馈的相同。经核查发现该河长当日
并未巡查河涌。随后，监察站对该河长及
城管专干实施了谈话提醒，防止继续出现
不作为的情况。

小监察站大作为：

“揪”出基层公职人员不作为

一名股东因条件不符被取消了登峰公司董事会参选资格，村集体所有象岗山地块租赁
不合理延期被叫停⋯⋯广州市越秀区登峰街登峰社区监察站挂牌 4 个多月以来，紧盯基层
公职人员日常履职，向公权力任性说不。一时间，登峰社区监察站成为街坊们爱上门说话、
村（社）干部有所畏的地方，推动了登峰社区治理这个“老大难”问题逐步走上正轨。

这是广州市推动监察职能向村（社）延伸的一个实践缩影。去年底，广州各区完成派出
镇（街）监察组挂牌。同时，选取越秀、海珠、白云、增城等四个区开展监察职能向村（社）延伸
试点。今年 2月，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并向全市推开。截至 6月，广州各区 2821个村（社）监
察站已全部挂牌，人员基本到位，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项原本五年前便应完
工的残疾人无障碍改造工程
却迟迟未动；无障碍改造项目
金额虚高 23 万多元，结算款
竟通过验收？去年，广州市在
交叉巡察中发现，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工程由于个别工
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到
位，让这项本是关怀残疾人士
的爱心工程出现诸多问题。

2019 年 1 月 ，针 对 广 州
市区委巡察第 8 组和第 17 组
发现的问题线索，番禺区、南
沙区纪委对残联工作人员不
正确履职行为给予了党纪处
分，并督促有关部门把这项民
生工程作为重点任务整改落
实，让党和政府的关爱落到实
处，让残疾人士真正体验到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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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监督“哨所”的监察站，在村
（社）这个最小的基层治理单位中，正催生
着观念之变、风气之变。

梁泽臻原来是海珠区沙园社区广重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现在身份变成了该社
区监察站站长。“过去同一个办公室的老
同事，现在都成了监督对象。换了岗位，
要忠于职责，大胆地抹开面子去监督老同
事。”梁泽臻坦言。

“试点一方面激发了老百姓的监督热
情，不仅让大伙儿知道有说话的地方，而
且说了还管用。另一方面，让村社干部知
道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必须严于律
己。”白云区嘉禾街党工委书记熊奇家说。

作为被监督对象，新塘镇东华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海桥表示：“有
监察站看着村干部做事，让我们心中有
戒。同时，有了监察站的监督，群众对村
干部也更放心了，信任感更强了，我们的
工作也会更好做。”

时任海珠区南石头街道纪工委书记
陈志坚表示，有了社区监察站后，无形中
督促领着“公粮”的社区公职人员积极履
职、廉洁奉公，“监督员们要勤监督、敢监
督、善监督，让整个社区形成一种监督氛
围。慢慢地，社区群众对腐败零容忍的态
度就会越来越坚决，公职人员廉洁用权也
会成为行为自觉。”

激发监督热情：

构建全民监督良好氛围

①越秀
区盐运西社
区监察站

②白云
区望岗经济
联社监察站

③增城
区东华村监
察站①① ②②

③③

近期，白云区纪委监委
联合白云区公安分局成立调
查组，对白云区棠景街道棠
溪经济联社副董事长梁某秦
等人涉黑涉恶涉腐案件线索
进行核查。目前，该团伙及
其他涉案嫌疑人已被全部抓
捕归案，共计 43 人，白云区
纪委监委已对 17 人立案调
查。

经查，以梁某秦为首的
涉黑涉恶团伙，多年来通过
勾结棠溪村历任“两委”党
员干部及下属部分经济社
干部垄断基层政权，涉嫌故
意 伤 害 、非 法 侵 占 集 体 资
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寻衅滋事、容留他人吸毒、
破坏生产经营、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等违
法犯罪行为。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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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打“伞”

基层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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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广州市纪委
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
组在市社会主义学院组织全
市统战系统 52 名新提任干
部集体廉政谈话。会上，大
家集体观看了廉政教育专题
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5 名新提任干部
作代表发言。会议从始终保
持政治上的高度清醒，一切
行动听指挥；始终坚守党的
初心使命，履职尽责不懈怠；
始终秉持主动学习的好习
惯，提升才干能力；始终坚持
用权上的谨小慎微，廉洁自
律保底线等四个方面对新提
任干部提出要求，激励大家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
岗位、新的起点上，做出新的
更大成绩。

关键词

廉政谈话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纪委探索建立澄清正名
机制，对反映党员干部涉嫌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认真
核查，认定党员干部受到错
告诬告的，及时在一定范围
内、以适当方式做好澄清正
名工作，保护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近日集团纪委及
时澄清不实举报问题 3 件，
为 9 名干部正名，其中，对 1
名在提拔任用考察期内被举
报的干部进行仔细核查了解
后发现对其信访举报不实，
及时向人事部门通报情况，
确保该干部提拔不受影响，
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干事
创业的实干者撑腰鼓劲。在
此之前，该集团纪委着眼于
以制度促规范管长远，制定
印发了《广州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失实信访举报澄清
正名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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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出问题立行立改 助残工程落实关爱

广州市区委巡察第 8 组进驻番禺区
石壁街，发现番禺区残联划拨的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工程资金问题并督促整改，
让“迟到”5年的关爱落地。

番禺区石壁一村 78 岁的老人区树
林，身患偏瘫，行动非常缓慢。“他听力全
失，没法和别人沟通，上厕所也是难题。”
他的妻子说。而如今，他的生活难题终于
得到解决。去年 7 月 27 日，番禺区残联
面向区内多户残疾人家庭开展无障碍改
造，区树林老人家中焕然一新。

巡察组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发
现，从 2013 年 8 月起，番禺区残联曾先后
将第一、二、三批改造资金拨付到石壁街
账户上，布置落实全街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工程，并要求在 3 年内完成改造服
务。但此后由于换届交接失误，以及相关
负责人履职不力，导致工程停滞，改造资
金便一直结转存放于石壁街。

巡察组发现问题后，随即督促石壁街
相关负责人将工程落实。2018 年 8 月至

9 月，石壁街重新启动改造工程，区树林
老人正是受惠者之一。在了解老人需求
后，番禺区残联工作人员为老人更换了
坐便器和厕所门，加装了不锈钢扶手、洗
手盆、浴室排气扇，还重新粉刷了厨房和
厕所的墙面。针对区树林腿脚不便的情
况，施工队还将厕所门槛改成了斜坡。
老人听力全失，他们还加装了有灯光提
示的门铃和热水壶。区树林的妻子开心
地笑得合不拢嘴。

最终，滞留在账户的 141225 元悉数
用于改造工程，98 户残疾人家庭受惠。
对于石壁街残联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职的
行为，街道纪工
委 对 时 任 负 责
同 志 给 予 了 党
内 警 告 处 分 并
进行了通报。

■会计账目现蹊跷 残疾人家庭 5 年困扰终解决

工作人员为区树林老人家免费安装
了洗手盆，还加装了无障碍水壶和门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