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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穗纪宣）

有问题的干部不能放过， 没有

问题的干部也决不能被诬告。 记者昨日

从广州市纪委监委获悉，广州及时为一

批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正名，为敢

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干部放下思

想包袱，以实际行动释放了为担当者担

当、为负责者负责的鲜明信号。

一把手被村民举报，一查是扣帽子

在政府征地拆迁中，个人不合理诉

求未得到满足，竟向纪委监委写信举报

镇党委书记专横跋扈、打压村民。 去年

以来，广州市白云区纪委监委接到多封

群众来信反映某镇党委书记有法不依、

欺压群众等问题。 经白云区纪委监委派

驻纪检监察组查证后发现，该信访举报

件因反映人对政府的征地拆迁行为不

理解而引发，由于其个人不合理诉求未

能得到满足，故直接给当地党政一把手

扣上了“违纪违法”的帽子。

查清问题后，核查组在镇党委班子

会议上对信访举报问题作出澄清，并联

合镇政府公开解释了征地问题，通过班

子会、通报会、谈心交流等方式，及时为

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是非曲直，最

大限度消除负面影响。

刚上任举报连连，一查是个好干部

“从我们核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徐

红旗同志是一个一心干事、 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好干部，不愧是仲裁院的一

面‘红旗’。 这样的好干部，却被极少数

别有用心的人滥访乱告，给他的工作设

置障碍。 ”在全面、深入核查反映花都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徐红旗的信

访问题后，花都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

检监察组组长江作洪向区纪委监委作

出如上汇报。

一段时间以来，花都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风气不正，业务搞不好，管理

乱糟糟。 而这一次，新任院长徐红旗上

任还不满半年，13封匿名举报信就寄向

了省、市、区三级纪委监委，甚至中央巡

视组。 搞团团伙伙、任人唯亲，是个典型

的“两面人”。 十多顶大帽子扣在了徐红

旗头上。

但是，随着核查工作的深入，花都

区纪委监委调查组发现，仲裁院彼时的

政治生态存在严重问题，而徐红旗上任

后，敢于顶住压力、坚决破除阻力，雷厉

风行、 大刀阔斧带领同志们努力奋战，

最终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 随后，在区

人社局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调查组

就徐红旗被滥访乱告一事，根据掌握的证

据公开澄清、以正视听，严正斥责污蔑诬

告行为；区人社局党组对个别干部进行

谈话提醒并予以组织调整；区仲裁院党

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对单位作风

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刻对照检查。

基层干部被举报，开大会公开澄清

去年，在白云区镇街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如火如荼进行时，江高镇收到了对

江高、神山城管执法队队长、双岗村“两

委”负责人的信访举报。 江高镇纪委经

过深入调查，发现两名队长被举报主要

是因担任执法队长后，清拆工作触及违

建人的利益，而双岗村“两委”负责人在

违建、“六乱”“三线”拆除清理工作中受

到了村内部分利益相关者的阻碍挑衅、

威胁恐吓及打击报复。 江高镇纪委经专

题研究并报白云区纪委批准，在作了结

处理的基础上， 在大会上为3名受到不

实举报的干部予以澄清。

不“一棍子打死”，让干部重拾斗志

对敢担当、勇作为的干部及时澄清

保护，对受到处分的干部也不能“一棍

子打死”，而是要帮助其改进提高，让干

部轻装上阵、重拾斗志。 花都区原新华

街党工委委员、 街道办副主任许存夙，

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仍保持工作劲

头，重点推动绿色金融街建设，认真履

行河长职责， 被评为广州市优秀河长。

近期，许存夙被提拔为该区统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加油鼓劲，既要

严查诬告陷害行为， 也要宽容失误错

误。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广州市出台关于支持改革创

新宽容失误的意见，明确了宽容失误的

适用事项、适用条件等。 海珠、番禺等区

细化制定容错纠错意见，黄埔区分类制

定国有企业、 招商引资等5个领域的容

错纠错实施细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交通宣）

第12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

（下称广交会）

昨日开幕。 广州市交通

执法部门联合整治各类营运违章行为。

截至17时，广交会首日共查处各类道路

运输违章64宗，其中包车违章5宗，巡游

出租车违章46宗

（议价

27

宗 、拒载

7

宗 、

未取得从业资格证

5

宗、 未注册

2

宗、甩

客

4

宗、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

1

宗）

，无证

网约车2宗，网约车违章1宗，非法营运

蓝牌车2宗，五类车违章8宗。

执法约谈追究企业责任

昨日17时，执法人员在海珠区会展

南五路驻点旁值守时， 发现一台粤A籍

小轿车缓慢行驶许久，后搭讪一名乘客

上车准备驶离。 例行检查中，乘客表示

自己通过滴滴平台联系上该车，去往北

山，费用通过网络系统计算并支付。 司

机现场未能出示其本人的从业资格证

和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执法人员依法

进行查处。 司机称已经当了2年司机，

《道路运输证》因过期没有补办。 执法人

员强调，这种违规行为，不仅处罚涉案

当事人，同时追究企业责任。

据介绍，清明假期结束后，市交通

执法人员加班加点，无缝对接广交会前

整治，严厉查处出租车、网约车等各类

违法违章行为。 4月8日至14日，共查处

道路运输违章401宗， 其中巡游出租车

违章223宗。

重点严查出租车议价拒载

17时30分，执法人员在会展南四路

查处一宗出租车“议价”违章。 被查时，

车上刚搭上一名乘客，打算从被查地前

往机场路某酒店，司机开价120元。

司机现场承认违章事实，执法人员

依法予以查处。 执法人员表示，议价行

为将被罚款1000至3000元。

而司机则为自己的行为喊冤：“外

国乘客上车时， 问我去白云机场多少

钱，误导了我和他议价。 ”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出现外国乘客

因为路况不熟而询问价钱的情况，应该

直接明确回答以打表计价，避免出现议

价行为。

琶洲38套“天眼”全开

广交会开幕后，琶洲展馆、白云机

场、三大商圈等商客往来频繁区域将列

为重点巡查对象，期间将加大与属地公

安交警、 交通执法等部门的联合行动，

坚持秩序保障与执法打击相结合。

广州交通执法部门采用“错时”分

区执法，合理布局人手。

比如， 展会期间每日的开闭馆时

段，白云机场每期广交会开幕前和闭幕

后的高峰时段，以及重点商圈周边主干

道、 地铁口晚上10点后的夜间时段，执

法力量均有所侧重和倾斜。

目前，琶洲地区已有38个电子眼投

入使用。

执法人员可通过监控第一时间实

时掌握车流、人流等变化情况，判断出

租车、网约车违停、揽客嫌疑点，与现场

执法有效衔接，有的放矢整治展馆周边

议价、拒载等出租车违章行为和伺机违

规揽客的无证网约车。

广州及时为一批受到诬告错告的干部澄清正名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

琶洲区域38套天眼全开

广交会首日查处拒载议价等违章64宗

郭锋对广州大力帮

扶表示感谢。 他说，清远

市要学习广州市改革发

展的实干精神，进一步解

放思想， 与广州深度对

接，共同谋划广清一体化

建设。要为广州帮扶项目

做好服务，推进项目落地

实施，积极主动承接好广

州的辐射带动，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

清远市领导吕成蹊、

陈焕雄、彭裕殿、雷玉春

等参加座谈会。

全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旗帜鲜明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

人，大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

力促进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

教育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发挥高校在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打造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教育示范区，实施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农村

地区教育振兴发展计划，加快推进我省由教

育大省向教育强省迈进。 三要加强党对教

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全面加强教育系统党

的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

好各项工作任务和政策举措的落实，确保我

省教育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马兴瑞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教育工

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把这次会议精神同本

地、本部门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务

实管用的政策举措，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落

地见效。 要聚焦教育现代化重点任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抓

好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的教育发展主线，全

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要深化开放合作，

充分发挥毗邻港澳优势， 推进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基础教育等方面合作发展，努力在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有更大作为。

孙尧强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东教育系统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教

育公平日益彰显，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教育

部将在政策指导、综合改革、教育资源配置、

经验推广等方面进一步拿出举措、给予倾斜

支持， 一如既往支持广东教育更好更快发

展。 希望广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积极深化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探索完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民办教育分类

管理改革，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新征程上创造经验、

提供示范。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

以上市。 省领导张硕辅、张义珍、施克辉、傅

华、黄宁生、叶贞琴、张利明、郑雁雄，省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省有

关人民团体、 中央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各地级以上市分管教育工作负责同志以及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全省高

等院校党委书记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

徐林 吴哲 岳宗 符信

������

扎实推进对

口帮扶 加快广

清一体化建设

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教育强省建设新局面

(

上接

A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