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14日， 永兴县“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组在核实村务公开
情况。 黄云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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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党的群众纪
律， 是指党组织
和党员处理与人
民群众之间关系
的行为规范。 党
的群众纪律要求
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 必须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
坚决维护群众利
益， 不允许以任
何借口、 任何形
式侵占和损害人
民群众的利益。

对违反党的
群众纪律， 侵占
和损害群众利益
的行为， 新条例
单列第九章 “对
违反群众纪律行
为的处分”，共有
8个条款对此作
出处分规定 ，其

中5个条款是新增内容。具体来说，可
以分为以下七种错误情形。

一、以作为的方式直接侵害群众
利益的错误。这种违纪行为直接针对
群众作出的，且对群众利益造成直接
损害。第一百零五条规定，超标准、超
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 摊派费用，加
重群众负担的； 违反有关规定扣留、
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分群众的；克扣
群众财物，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
众钱款的；在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
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在办理涉及群
众事务时刁难群众、 吃拿卡要的；以
及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视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二、 以不作为的方式间接损害群
众利益的错误。 与直接侵害群众利益
不同， 间接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直
接针对群众作出的，而是通过不作为、
虚假作为造成不良影响， 间接损害群
众利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涉及群
众生产、 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
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
决，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符合政策的群
众诉求消极应付、 推诿扯皮， 损害党
群、干群关系的；对待群众态度恶劣、
简单粗暴， 造成不良影响的； 弄虚作
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三、 干涉群众生产自主经营权的
错误。 群众在不违反国家法律和不损
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 有调配使用自
己的人力、财力、物力，自行组织生产
经营的权利。 对群众的生产经营活动
只能因势利导，不能粗暴干涉。第一百
零六条规定， 干涉群众生产经营自主
权，致使群众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的，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视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四、优亲厚友、显失公平的错误。
社会保障、救灾款物分配等是政府对
弱势困难群众的帮扶和关爱。在此分
配过程中，党员干部应当严格按照政
策规定，公平公正地对待群众，做到
“一碗水端平”，不因自身与群众关系

的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 假公济私。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在社会保障、政
策扶持、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等事项中
优亲厚友、明显有失公平的，视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五、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的错误。
搞经济建设需要大刀阔斧的魄力，更
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因为一
时头脑发热，贪大求全，不管实际情
况，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
目而损害群众利益。第一百零九条规
定，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
目，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
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
告直至留党察看处分。

六、在危急情况下能救不救的错
误。 党员不同于普通群众，在各方面
都应该走在前列， 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特别是在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有责
任挺身而出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第一百一十条规定，遇
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
胁时，能救而不救的，视情节轻重，给
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七、侵犯群众知情权的错误。 依
法公开执政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
之义，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
志之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相关
信息有知悉的权利，信息公开应当遵
循公开是原则， 不公开是例外的要
求，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等不能公开的内容，其他信息应
当以便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群
众监督，满足群众知情权。 第一百一
十一条规定， 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
政务、厂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
情权，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
处分。

除了上述七种违反群众工作纪
律的错误， 新条例还设置了兜底条
款， 即第一百一十二条。 该条规定：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
党籍处分。 ”

值得注意的是， 新条例对违反群
众纪律行为的8条规定中，有5条规定
既要处分直接责任者， 又要处分领导
责任者。这就说明群众利益无小事，只
要损害群众利益， 不管是普通党员还
是党员领导干部， 都要受到党纪的严
肃处理。我们一定要把群众放在心上，
倾听群众的心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接
受群众的监督，维护群众的利益，解决
好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
我们力量的源泉。党的建设和党的事
业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全体党
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党
章要求， 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 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为
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在一切困难和
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 英勇斗争，不
怕牺牲。 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
靠人民， 才能让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党，大力支持党的建设事业，使我们
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撰稿人 /张泽军 李良勇 罗艳
华海明 整理/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维护群众纪律 密切党群关系
———《以案释纪》之十

� � � � 【案例1】
唐XX同志， 于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任X

乡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期间，乡政府在贯彻农村
危房改造申报和领取补贴资金工作过程中，为解
决本乡偿还财政债务困难， 经由部分乡领导研
究，违反有关规定以收取资料费用等名义向本乡
危房改造户收取现金10万余元，构成在管理、服
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错误， 唐XX
同志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构成违反群
众纪律。 在调查过程中，乡政府对所收取各危房
改造户的现金全部退回。 2015年9月，县纪委给
予唐XX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条文对比】
唐XX同志的行为违反了2003年《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2003年条例） 第一
百三十五条第（一）项关于违反有关规定，强令他
人履行非法定义务，“以各种方式乱收费、乱摊派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的
规定，应当给予唐XX同志相应的纪律处分。

对于上述唐XX同志的行为，新修订的《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对此种
行为的处理比2003年条例的处理更加严厉。 新
条例第一百零五条第（四）项规定，“在管理、服务
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
除党籍处分。应当注意的是，依据本条规定，既要
对直接责任者追究纪律责任，又要对领导责任者
追究纪律责任。 直接责任者可以是党员，也可以
是党员干部或者党员领导干部；领导责任者包括
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本案中，唐
XX同志作为乡党委书记， 对乡政府违反有关规
定以收取资料费用等名义向危房改造户收取现
金的行为负主要领导责任。

本案发生和处理时间都在2016年1月1日之
前， 应当按照2003年条例及当时的有关规定处
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乡政府在服务、 管理活动中收取群众费用，

用于偿还本乡财政债务，从表面看，乡干部既没
有吃喝又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 不算什么事，实
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党的群众纪律，脱离了人民
群众，影响了党群关系，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将削弱我们党长期执
政的群众基础。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
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
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密切
联系群众。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颁布的红军“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
规定。 党的七大，把“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
人民群众的联系”作为党员的义务，写进了《中国
共产党党章》，毛泽东同志把“密切联系群众”与
“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
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来，要求全党继承和发
扬。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
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更加重视党同群众的联系。党的十八大修改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
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
离群众。 ”“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
关系党生死存亡问题。 ”党中央为确保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修订的党纪党规中专门作出
规定进行保障。如，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 重申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
要求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必须
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这里讲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就包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 又
如，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单
列“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一章，并列出了
8种违纪行为，等等。

唐XX同志作为我们党在基层的党委副书
记，理应认真履行职责，不忘初心，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关于“党在任何时候都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策贯彻好、落实好，
使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受到我
们党在不断践行自己的宗旨、感受到自己不断有
获得感，密切党群关系，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
基础。但他偏离了党的宗旨，脱离了党的“一切为
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对借农村危房改造申报和
领取补贴资金工作之机以收取资料费用等名义
向本乡危房改造户收取现金的行为， 不但不制
止，反而组织部分乡干部研究，使这种行为表面
上合法化， 这是一种典型的违反群众纪律的行
为，受到相应的党纪处分是应当的。

唐XX同志的教训告诉我们， 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必
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必须继
承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
把党的群众纪律规定刻印在心上， 落实在行动
上，严格执行党的群众纪律规定，自觉维护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否则，就会脱离
人民群众，削弱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就要受
到党纪的严厉追究。

� � � � 【案例2】
王XX同志， X村党支部委员、 村民委

员会委员、 村会计， 分管本村民政工作。
2015年4月， 王XX同志在X村冬令救助金
和春荒救助金分配过程中， 未经征求意见
和公示等程序， 将本人的几位亲属及与自
己关系要好的几名村民代表优先列为救助
对象名单， 领取救助金， 其行为已构成违
反群众纪律。 2016年4月， X乡纪委给予王
XX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条文对比】
王XX同志优亲厚友的行为， 违反了中

办、 国办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
干规定 （试行）》 （以下简称 《若干规
定》） 第五条第 （三） 项， 关于“在政府
拨付和接受社会捐赠的各类救灾救助、 补
贴补助资金、 物资以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
款物、 征地补偿费用分配发放等方面违规
操作、 挪用、 侵占， 或者弄虚作假、 优亲
厚友” 的禁止性规定， 还违反了 《若干规
定》 第二十二条关于村民委员会成员违反
相关条款规定的， “对其中的党员， 应当
追究党纪责任的， 依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 的规
定。 依据2003年条例第八十二条关于“有
其他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视情节
轻重， 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的规
定， 应当给予王XX同志相应的党纪处分。

对王XX同志在分配救灾款过程中“优
亲厚友” 的行为， 新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 “在社会保障、 政策扶持、 救灾救济
款物分配等事项中优亲厚友、 明显有失公
平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视
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应当注意的是， 对“优亲厚友” 行为
的违纪处理， 新条例与2003年条例相比较
有两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2003年条例将其
归入违反廉洁纪律的范围， 而新条例将其
归入到违反群众纪律类， 这样更为科学、
更加严谨。 二是2003年条例没有对“优亲
厚友” 作出明确规定， 只在第八十二条设
置兜底条款， 对直接责任者作出处分规
定， 而新条例不仅对直接责任者作出处分
规定， 而且对领导责任者作出处分规定，
这体现了新条例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从
严” 的精神。

王XX同志的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1
月1日之前， 处理时间在2016年1月1日之
后， 按照新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
“从旧兼从轻” 的规定， 应当按照2003年
条例及其当时有关规定处理。

【评析】
省纪委法规室：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向基层人民群

众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目的就是要实
现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是联系党和群众的
纽带， 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 只有认真
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惠民政策， 才能使基层
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达到我们党提出
的 “一切为了人民” 的目的。

基层党员干部搞优亲厚友的行为， 从
表面上看， 是执行政策者水平问题， 实质
上是体现执行政策者的不公道正派的党性
问题， 是违反党的群众纪律的问题， 偏离
了 “一切为了人民” 的目的。 第一， 优亲
厚友是一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在惠
民政策落实过程中， 基层党员干部应当做
到按照要求、 按照程序公开透明、 公平公
正地落实， 而滥用自由裁量权是没有按照
要求和规定落实惠民政策， 按照与自己的
亲疏远近关系办理的行为。 第二， 优亲厚
友是一种损害了党群关系的行为。 党和政
府向困难群众提供社会保障 、 政策扶持 、
救灾救济款物等，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
群体的关心 ， 而基层党员干部将 “好处 ”
优先给予自己的亲朋好友， 使党和政府的
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形， 这样既损害
党和政府的形象， 也损害了党群关系。 第
三， 优亲厚友是一种违反党纪的行为。 有
的基层党员干部模糊了公私界线， 在惠民
资金发放过程中， 总想着 “肥水不流外人
田 ”， 凭借职务便利 ，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
先占先得。 殊不知， 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
（试行）》， 还违反了新条例的群众纪律规
定， 将要受到党纪的严肃处理。

本案中 ， 王XX同志作为分管民政工
作的村党支部委员、 村委会委员， 在确定
冬令救助金和春耕救助金救助名单时， 理
应把党和政府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位群众 ，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群众心上 ，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 公开救助金申请流
程， 召开村民小组会议， 民主讨论决定救
助人员名单， 将救助金发放到真正需要的
困难群众手中， 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党
的政策的好处。 然而， 他既没有征求村民
小组意见 ， 也没有向村支两委报告 ， 搞
“近水楼台先得月”， 先替本人的亲属和自
己关系要好的村民代表考虑， 领用政府救
助金 。 他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群众纪
律， 受到相应的党纪处分是应当的。

王XX同志的教训告诫了广大党员干部，
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没
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党员也不应该有自己的
特殊利益。 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时刻把群众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 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惠民政策，
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让人民群众时刻感
受到党的关怀。 否则， 就要受到党纪的严肃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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