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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年的道路，新中国

的政治制度也走过了70年不寻常的历程。经过70

年的探索和发展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

国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

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

一、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和
探索前行

新中国的政治制度，顾名思义，自然建立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但其渊源则可以追溯到

革命战争年代。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提

出了对于未来政治制度的构想和愿景。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曾建立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构建了

全国新政权的基本框架。抗日战争时期，以根据

地民主政权的形式从事局部执政。随着人民解放

战争的推进，党的执政范围迅速向全国扩展，从

而奠定了新中国政权架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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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一致通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性

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致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元采

用公元；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

为国歌；国旗为红地五星旗。10月1日下午2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

议，宣布就职。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一个全

新的国家政权就此正式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

基本政治制度，使国家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共同

纲领》的规定，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1953年，用普选方法产生了乡、县、省（市）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举行，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

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需经过人民代表

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标志着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确立，并成为中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

第二，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的召开，标志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正式确立，因此其时间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建立以后，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

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1954年12月，全国政协

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章程规

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

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

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就尝试在一些地区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1947年，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新中国成立

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以确

立。从1952年开始，通过贯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实施纲要》，逐步建立起一批民族自治地方，使民

族区域自治逐渐法律化、制度化。1954年宪法确

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

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至1956

年，全国共建立起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较

大、聚居人口较多的地区，开始进行建立省一级自

治地方的各项筹备工作。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

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成立。1957年和1958年分别成立宁夏回族

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

成立。

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基本标识，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面

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

随后，党和人民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遇到

了挫折。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干

扰和中断了这一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各项

政治制度一度基本废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断

8年，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停止一切活动，民主和法

制受到严重破坏，宪法和各项法律法令实际上被

抛掷一旁，人民代表大会和公安、检察院、法院系

统基本瘫痪。历史在人民共和国的轨迹上画出了

一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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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制度的恢复重建和政治体
制改革的展开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

帮”。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极大地解放了

人们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

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百业待兴之际，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所以，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

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

一系列政策。”

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健全社会

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强调要使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

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党和国

家拨乱反正，迅速恢复和重建曾遭破坏的政治制

度，使国家政权开始正常运转。通过平反大批冤假

错案，为无数受牵连的人们解除了政治枷锁。中央

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建立，开始恢复和整

顿党的组织。恢复和改革国家权力体制，取消地

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人民政府。改变农村人民

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

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

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

主集中制得到改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2年2月，颁布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

决定》，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退居二线。同时，按

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选拔年

轻干部，实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废除干部领

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

1982年11月通过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

部宪法，规定了公民权利和义务，恢复设置国家主

席、副主席，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

两届。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省、

县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实行县级

和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和国家认真思

考如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问题，从而开始推进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并进一步提出了政治

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要求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

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版，第208页）

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

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及有关问题。邓小平

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精辟分

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要求对这些弊

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这

一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树起了一面旗帜。为了解决领导干部新老交替问

题，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和省级顾问委员会。一大

批老同志在1985年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退出领导

岗位。

1985年和1986年，邓小平多次指出，不搞政



特稿Chinese Cadres Tribune

92019.02

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搞不成。已取得的

成果也不能巩固，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深化

的一个标志。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明确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1988年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第一次对各部门进行了“定职

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但由于随后

发生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没有

能顺利实施。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十三届四

中全会，可以认为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

个阶段。

三、政治体制的稳步改革和依法治
国方略的实施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可以认为是新

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提出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体

系的建设。

从1989到1991年，世界风云变幻。按照邓小

平的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冷静观

察，沉着应对，打破国际制裁，保持了国家的稳

定。同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

的关系。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随后的

十四大，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1997年9月，十五大要求继续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并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五项主要

任务：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

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相伴随而稳步推进，国家政治制度在

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方向上努力和发展。

第一，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1994

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

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全党着力推动各方面的建设。相继实施《中

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在加强党

的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着力改进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要求。

第二，提出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1996年2

月，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的要求。随后的八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制国家”作为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一条基

本方针。十五大对依法治国作出进一步阐述，把依

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到

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

法质量。“法制”一词也更多地被“法治”代替，法

治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第三，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

展”载入宪法。1994年3月，修订后的政协章程明

确规定：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

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

界人士参政议政”。从此，参政议政与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一并列为人民政协的三项主要职能。

1995年初，中共中央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使人民

政协的各项工作从经常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程序化。

第四，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十四大第一

次把中国基层民主的制度形式划定为村委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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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和职代会三大组成部分。十五大指出：“扩大

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

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

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第五，推进政府机构改革。1993年和1998年

先后两次实行机构改革。1993年是第一次在中央

全会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1998年则是改革

开放以来机构变动较大、人员调整较多的一次。

主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上来，加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

少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党中央各部门和其他国家

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也陆续展开。同时，

1993年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

开始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

改革也全面推开。

1998年10月5日，中国还签署了《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中国认可了国际社会许

多基本的民主规范和价值理念。

四、政治体制继续完善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可以认为是新时期政治

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明确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途径，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宣

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

2002年11月，十六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的统一起来。”大会从

九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还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十六大后，胡锦涛提出科学发

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以此统揽各项建设和改

革。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

要求。

这一阶段 政 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和进

展是：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提高5方面的执政能

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

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

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

执政党。2005年1月，胡锦涛发表讲话，强调先进

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随后，全党开展了

为期一年半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同

时，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制定并颁发《建立健全教

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

纲要》，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

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十七大党

章增加了“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的各级组织

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

行任期制”“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

会实行巡视制度”“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党的地方各级委

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定期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

作，接受监督”等新规定。十七大后，开始实施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

制。同时，积极探索多种民主形式。2004年3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载入宪法。十七大决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

比例选举人大代表。2013年开始的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选举，成为首次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进

行的选举。

第三，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2005

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

见》。2006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

工作的意见》，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指出：“人民

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

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

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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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政议政。

中国共产党就重大问题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进行民主协商、征求意见成为制度。

第四，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997年，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到2011年，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党的十五大提

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

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截至2012年12月底，共有

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244部、行政法规721部、地

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

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

的法律已经制定。依法治国进程稳步推进。2004

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要求经过10年左右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

政府的目标。

第五，加强社会治理，建设和谐社会。2005

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按照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

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

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此后突出加强了以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同时加强和改善社会治理，

发展基层民主。十七大进一步提升基层民主的战

略地位，把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

实的民主权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

性工程重点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推进，

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

话中，胡锦涛第一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概念，明确宣布“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

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

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都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从2012年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十八大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

主。十九大进一步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改革开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了一大批改革方

案。到十九大，一共推出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其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
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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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

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坚持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改革各

方面和全过程，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

排。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发生了历史性、格局性和根本性的变化。十八届六

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第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制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地区各部门陆续

制定相应规定、细则并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2015年10月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持“老

虎”“苍蝇”一起打，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间，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

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目

前，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

第三，全面依法治国。2014年10月，十八届四

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将近100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专题研究法治

建设的中央全会。全会决定也是由中央全会通过

的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四中全

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法治建设以更

大力度展开。至2017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法律22件、修改法律110件次、通过

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37件、作出法律

解释9件。到2018年8月，现行有效法律共267件。

2016年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

宪法宣誓仪式。9月18日，国务院首次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

第四，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十八

大至十九大，国务院部门累计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618项，彻底清除非行政许可审批，中央指定地

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单取消269项，国务

院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单取消320项，国务院部

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削减比例达

70%以上，3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

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实施

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将政府职能、法律依

据、职责权限等内容以权力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

开，截至2016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部门均已公

布权力清单。

第五，修改宪法，实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

大后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调整和改革。2018年

3月，对现行宪法做了重大修改，充实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制

定了监察法，增设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和国

家机构进行了新一轮大规模改革，着力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

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

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

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新征程蹄疾步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

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

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

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

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取得了新

的成绩。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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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期特稿邀请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撰写《新中国 70 年政

治制度的发展》，对 70 年来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智慧社会。智慧社会是在智慧城市普遍发展的基

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技术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方

式与之相适应，需要具有相应的治理技术与治理能力。本期本刊策划栏目以《建

设智慧社会推进治理现代化》为题，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国

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以及

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高奇琦等，共同探讨此话题。

2018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

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较之修改前的法律变化比较大。农村土地承包法内容作出

了哪些修改，作出这些修改的意义是什么，未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需作哪些

方面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推动农民权利

保护再上新台阶—从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看农民权利保护》一文中对此进行了

论述。

对于中央党校学员提出的“如何认识领导干部理论素养与领导水平的关系”

这一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刘炳香教授在《理论素养是决

定干部领导水平的核心要素》一文中认为，在决定干部领导水平的诸多因素中，

理论素养是核心因素，领导干部要在担当作为的实践中把理论素养转化为领导

水平。

市县巡察制度是加大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抓手。北京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峰等在《发挥市县巡察制度在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中的作用》一文中，论述了市县巡察工作的制度化过程、市县巡察的创新特征

以及当前发挥市县巡察制度震慑作用的四个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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