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道：为进一
步加强节日期间的作风建设， 持之以恒
纠治“四风”，深圳市纪委监委于元旦前
后对部分单位进行了暗访。 暗访发现，光
明区一国企将年终述职会变成奢华酒
宴，菜单包括海参、象拔蚌、洋参石斛炖
鲍鱼汤等名贵海鲜，每桌要价5000多元。
不仅如此， 该酒宴喝掉了约16万元的茅
台酒。 目前，该国企董事长被免职。

一顿豪华宴吃喝超20万元

1月4日，在龙华区某五星级酒店，暗
访组发现光明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明建发集团”）在年终述职
会后，直接将会场变成宴会厅，80多名参
会人员大吃大喝，并在酒店留宿。

暗访组在现场发现， 光明建发集团
共安排了11桌每桌5000元的中式宴会
套餐，其中不乏高档菜肴。 为避人耳目，
所有白酒都在宴会厅角落一间隐蔽的房
间倒好之后再端上桌。 当晚所用白酒为
市价约8000元的1.3升装茅台酒，经暗访
组现场粗略计算， 总价在16万元左右。
本来半天的会议， 不仅安排吃喝，“贴
心”的主办方还为与会人员安排了住宿，
一共订了58间大床房、26间双人房、5间
高级套房。

将对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

早在2014年，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
《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通
知》，要求国有企业参照执行，其中明确规
定，“筹办会议活动力求节俭实用。 会议活
动确需住宿的，以标间为主，一律不安排
高档套房， 用餐安排自助餐或者工作餐，
严格控制菜品种类、数量和分量。 ”

酒店销售经理告诉暗访组， 该集团
并未直接向酒店付款， 整个活动包括租
用场地、 房间住宿和晚宴等诸多费用都
是由一家旅行社全程操办并代为支付。

“因为有一些款项的账走不出去，找旅行
社的话， 旅行社可以开其他类型的发
票。 ”酒店销售表示。

13日，深圳光明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光明发布”发布消息称，经市、区纪委监
委初步核实，光明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费吃喝
情况。 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免去张某
深圳市光明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 对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后
续调查结果将及时通报。“光明发布”表
示，光明区将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进
一步加大作风建设明察暗访力度，对发现
的“四风”问题线索，一律严查快办。

深圳纪委曝光两起典型“四风”问题

一国企宴会喝掉16万元茅台
董事长被免职

从老轮渡到新水巴
广州客轮 初心不变

文 / 严艺文 通讯员 茆羽

1952年以前，珠江上的“横水
渡”承担了主要客运任务。 1952年
1月1日，广州市轮渡公司 （“广州
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 ” 前身 ）正
式成立，广州水上客运事业进入全
民所有的统一规范化管理时代。

此后，从早期木壳船，到20世
纪60年代后期的钢丝网水泥船，再
到钢壳船、玻璃钢船；从慢速船到
快速船；从客渡功能到兼顾游览观

光……珠江上这道流动的风景线，
日新月异。 从最早的简易木码头，
到成形的建筑； 从不能遮风挡雨，
到逐步提供人性化服务的候乘区
域建设……珠江两岸的码头珍珠
愈发明亮。市民何小姐感叹：“现在
坐船环境好很多， 价格又便宜，这
是广州生活的福利。 ”

作为当时主要通勤工具， 广州
客轮的年客运量一度超过一亿人次。

随着珠江上的大桥建设，陆路
交通越来越完善，轨道交通也更加
四通八达。 水上公交从主要通勤工
具逐步转变为城市交通的重要补
充。 在新时代环境中，客轮公司不
断探索着水上公交新的发展路径，
不断擦亮广州特色水上交通品牌，
彰显恒久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根据《广州市水上巴士发展规
划》（2012-2030），水上公交迎来了
发展历程中又一次蜕变，取得长足
发展。 自实施以来，广州客轮共新
造船舶40艘，船舶智能化设施设备
再度全新升级。 新建和改造码头合
计11座， 不断增加个性化延伸服
务，与周边景区、商圈联动，逐步形

成“一码头一景区”。 水上巴士航线
已经覆盖了越秀、 海珠、 黄埔、白
云、荔湾等五区，形成西至金沙洲、
东至长洲、南至南浦锦绣半岛的基
本格局，均有点有线，并与地铁、公
交等有效接驳，方便又舒适。

现在，水上巴士已是广州市交
通体系中独具一格的出行方式，成
为继地铁、公交、出租车之后的“第
四套公共交通服务系统”。 目前水
上巴士共有13条航线，营运码头29
座，船舶46艘，航线长度为53.46公
里，年客运量逐渐稳定在1500万人
次左右。 水上公交服务凸显地域文
化特点，为广州在全国公交都市创
建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在新的历史定位中，除了不断
提升公交出行分担率，水上巴士更
将舒适、市民满意度等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新追求。 作为广州宜居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水上巴士于
2017年荣获“广东省宜居范例奖”。

2018年初，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了 《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
（三个十公里 ） 城市设计与景观详
细规划导则》， 重点打造珠江三个
十公里，建设贯通的珠江、开放的
珠江、文化的珠江。 广州珠江的发
展建设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的标志性项目，珠
江也将成为世界级
滨水区。

随着广州 城 市
建设向东扩展，为了
满足东部两岸市民
出行的需求，未来广
州客轮将对原有航
线线网进一步梳理、
优化，并扩大航线网
络覆盖范围。 向东辐
射至琶醍、 猎德、员
村 、金融城 、新贸易
创新中心等区域，形
成更密集、可达性更

强的中心城区航线网络。
同时， 不断融入时尚出行元

素 ，与互联网融合 ，扩大“定制公
交”的应用范围，方便市民通过手
机查询预约水上巴士航班，进一步
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打造提升城
市的文化魅力，助力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

重温广州客轮的发展历程，水
上巴士服务擦亮名片，珠江旅游发
展寻求突破是客轮公司大力助推
广州水上交通和旅游业发展恒久
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是广州非常重要的交通工
具，它联通珠江两岸，又通
达五洲四海。 2020 年，广

州公交集团客轮公司迎来了第 68
个发展年。 从老轮渡到新水巴，水
上公交历经数次蜕变。

船

年客运量曾过亿

13 条航线覆盖五区

助力广州“出新出彩”
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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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制度落实落地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 、全
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
优势是一个政党 、一个国家的
最大优势。

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着眼党的事业长远发

展 ，明确提出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
度 ，形成长效机制 ”，强调 “推
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
落实落地 ”， 为新形势下不断
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持续推动
全党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提
供了重要遵循 ，指明了努力方
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之
所以能够取得全面从严治党

重大成果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 ，努力
构建系统完备 、 科学规范 、运
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把全面从
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这次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目

的 ，但群众最担心的是教育一

阵风 、雨过地皮湿 ，最盼望的
是保持常态化 、 形成长效机
制。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

处 ， 就要完善和发展党内制
度 ， 在形成长效机制上下功
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
度 ，强调 “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

课题和全体党员 、干部的终身
课题 ，形成长效机制 ，坚持不
懈锤炼党员 、干部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 建章立制，就
要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

便易行 ，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
切中问题要害 ；既坚持目标导
向又坚持立足实际 ，力求把落
实党中央要求 、 满足实践需
要 、 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 ；
既坚持创新发展又坚持有机

衔接 ，同党内法规制度融会贯
通 ，该坚持的坚持 、该完善的
完善 、该建立的建立 、该落实
的落实 。 只有坚持系统思维 、
辩证思维 、底线思维 ，体现指

导性 、针对性 、操作性 ，才能让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更
加科学、更为有效。

制度是用来遵守和执行

的。 全党必须强化制度意识，自
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
决维护制度， 健全权威高效的
制度执行机制， 加强对制度执
行的监督，推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 坚决杜
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
象，防止硬约束变成“橡皮筋”、
“长效 ”变成 “无效 ”。 “以上率
下、示范带动”是开展主题教育
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 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要用好这条经

验，抓好制度的遵守和执行，带
头维护制度权威， 做制度执行
的表率 ，以 “关键少数 ”示范带
动“绝大多数”。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
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 ，推动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
落地 ，我们就一定能把全面从
严治党推向纵深 ，始终得到人
民拥护和支持 ，书写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

已经是开拆的城中

村 ，却还在刷墙和修路 ？
这样诡异的场景发生在

龙华区观澜街道广培社

区坳顶村 。 深圳纪委还
曝光了另一起典型 “四
风”问题

据了解 ， 该村是一
个城市更新项目。 目前，
全村 115栋房屋仅剩 10
余栋仍有人居住 ， 其他
都已人去楼空 。 外墙粉
刷 、道路铺设 、路灯架设
等都属于坳顶村城中村

综合整治工程 。 该工程
于2018年10月立项 ，2019
年 6月招标 ， 中标价约
1400万元 ，同年 9月移交
给街道工程中心 。 明知
道已经有 90%的房屋被
征收并搬空 ， 立项时的
投资条件已发生变化 ，
街道办本来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上报调整 ， 但却

仍然硬着头皮开工。
暗访组在现场看到，

大批施工人员正在给一

些写着 “拆 ”字的废弃房
屋外墙刷新，有的甚至在
粉刷一新后，又重新被喷
上“拆”字。 村内成堆的石
材、地砖以及崭新的路灯
随处可见，所有的道路都
重新进行了铺设，人行道
还使用了造价不菲的大

理石和地砖。 然而与空空
荡荡的坳顶村一路之隔

的木头湖小区，并非城市
更新项目 ， 虽然人来人
往，却只有部分房屋的外
墙被简单粉刷 ， 道路坑
洼 ，路灯昏暗 ，与坳顶村
形成鲜明的反差。

据了解 ， 面对暗访
组与群众的质疑 ， 街道
办相关工作人员态度冷

硬 ，甚至用 “不关你事 ”
来敷衍搪塞。

开拆的城中村还在刷墙修路链
接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