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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
继承 、发展和创新
李景治
（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十月革命道路，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制度上实现了创新，对世界
社会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
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建设道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执政党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广泛发扬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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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s，Develops
and Innovates the October Ｒevolution Ｒoad
LI Jingzh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October Ｒevolution
Ｒoad，realized the innovation in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theory and system，and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world socialism． It creates such basic political syst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the system of multi － 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system，the self
－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primary society layer，etc． It opens a road of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persists in taking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liberates
and develops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establishes and perfects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taking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and simultaneously developing the diversified economies，establishes and improve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t persists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opens up a path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s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vigorously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ing party，comprehensively rul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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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ccording to law，realiz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perfects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system，and widely develops people’s democracy．
Key words： October Ｒevolution Ｒoa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2017 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100 周年。俄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以指导 ，夺取了革命胜
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十月革命道路 ”。 百年来，世界社会主
义取得了巨大胜利，曾形成包括欧亚十几个国家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 ； 但也遭遇过困难与挫折，甚至遭
到苏东剧变那样的严重失败。世界社会主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不少惨痛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 ，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 ，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继承 、发展和创新，为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十月革命道路一脉相承 。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同苏维埃俄国 （ 以下简称苏
俄） 、苏联的政治制度本质相同，但其具体组织形式又有发展和创新。 苏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实
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苏俄实行联邦制，中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的
单一制。在此基础上，中国创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
苏俄实行苏维埃制度。在革命的进程中，俄国分别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
表苏维埃。在此基础上，全国统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起来 ，并成为稳定的国家政权机关。 后来，苏
联基本按照区域组织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 ，按阶级阶层组织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我国从一开始就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即由各级行政区域选民选举产生本地区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
表大会，并由下级人大选举产生上级直至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各
级人大是同级地方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
中国和苏俄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两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却存在差别。 苏俄建立以民族
为基础的加盟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通过联邦的形式组成联邦制国家 。 各加盟共和国加入和退出联邦
共和国的自由度比较大。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制度往往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融合。 当国家实
力衰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力和凝聚力弱化的时候 ，问题就会突显。同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少数
民族采取了不平等的政策，积怨渐深。过度自由的退出机制，加上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势必造成国家的
不稳定。苏东剧变的原因复杂，但直接加速苏联解体的，却主要是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告脱离苏联 。而中
国创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该制度与单一制政权形式相结合，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又充分体现了少
数民族的自治权，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融合。
苏俄初期，存在多个政党，有的政党还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苏俄政府。 但不久，苏俄形成了共产党
一党单独执政、合法存在的局面。究其客观原因，是其他政党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对、对抗
的立场，多党合作难以为继。从主观上看，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还缺乏深刻认识，也没有
采取必要措施和实际行动建立健全多党合作的制度 。这就使共产党的执政、政府的工作，缺乏更加广泛
群体的参与，及其相关的支持和监督制约。中国的国情同俄国不一样。历史上曾有两次国共合作，各民
主党派、社会各界多数都参与了抗日斗争和民主建国 ，都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在新中国建
立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甚至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结果 。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继续存在和活动，其组织更加健
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参政议政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它们作为参政党直接参与国家的各项事务，成
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重要活动平台，各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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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通过政协及时反映到执政党 、人大、政府相关部门，为治国理政献计献策。 各级政协已成为
国家政治生活中固定的重要组织机构 ，政治协商已成为党和国家决策的不可缺少的环节。 每当重大决
策出台，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贡献 。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制度 ，广泛发扬人民民主。苏俄建立了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广大人民群众开始当家作主。 但斯大林时期，民主制度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
善，相反有法不依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破坏法制、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肃反扩大化造
成大量冤假错案，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也使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党的信任。 斯大林逝世后，虽
然纠正了冤假错案，停止了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一些做法 ，但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民主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国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苏联类似的问题，“文革 ”中民主与法制遭到严
重破坏。“文革”后，我们吸取教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在改
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更加注重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参与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此，我们建立并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
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这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
［1］（ p27）

主权利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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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也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史无前例的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它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增强了
国家实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也存在明显问题，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苏联模
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总体上照搬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大规模经济建
设。因此，我们建设的成就与问题、制度的优势与不足，都和“苏联模式 ”有着密切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
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发展 、改革和创新。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十月革命后，苏俄面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和国内战争 ，所以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后来的反法西
斯战争、冷战，也迫使苏联不能不重视发展经济尤其是军工生产 。同样，苏联也注意集中优势人力、去发
展与此有关的高科技。我国在建国初期，基本继承了苏联的传统，集中精力搞建设、搞科研，把“两弹一
星”送上天。但后来我们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路线
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偏离了经济建设 。同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直至“文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 ，把党和国家的
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我们排除各种干扰，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不断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发挥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 越 性。 事 实 证 明，“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 是 兴 国 之 要，发 展 仍 是 解 决 我 国 所 有 问 题 的 关
［2］（ p19）
键”。
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战略方针 ，才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已接近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经济的发展，为国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可靠
的保障，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条重要经验 。
第二，建立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 。因为只有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才能为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创造物质基础，从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但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要与不同国
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也不是实现公有制的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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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落后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 ，都不能促进反而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也不能
调动反而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 十月革命后，苏俄 （ 苏联 ）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
消灭了工商业的私人所有制。斯大林时期，苏联加快实现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样，苏联就形成了生产
资料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 。与此相联系，苏联还实行了单纯按劳分配制度。 这都脱
离了苏俄（ 苏联） 当时的具体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实际需求，结果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没有
充分调动起来，反而造成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和生产的低效率。
中国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延续了苏联的做法 ，但也有发展创新。 我们对于一般工商业企
业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进行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注意稳步推进 。 但随着极左路线占据主导
地位，我们不仅加快了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全盘“人民公社化”的进程，基本重复了苏联的做法，而且急
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其消极后果，包括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低效率比苏联更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
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确定中国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坚决克服超越发展阶段、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积极推进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相关制度改革 。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了粮食产量，逐步解决了贫困农民的温饱问题。 在工商
业，允许和支持个体户、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了生产效率。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3］（ p7 － 8）
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
党和国家郑重承诺： 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
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
到法律保护； 要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要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不可侵犯，非公有制财产同样不可侵
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
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土地
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 ”。 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民承包权的前提下，放开、搞活
土地经营，建立现代化大农业，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改革发展举措，保证
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这无疑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发展，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创新性贡献 。
第三，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苏联一直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并热衷实行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它建立了一套僵化的行政管理
体系，采取行政命令方法管理经济。国民经济被管得死死的，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计划严重脱离生产
和人民生活需求，造成物资匮乏、供应紧缺，人民生活困难。苏联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直到苏联解体，
这套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也没有根本改变 。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对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产生了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照搬苏联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单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计划
为主、市场为辅的管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由
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们仍对实行市场经济疑虑重重，致使相关改革徘徊不前。邓小平经过深
思熟虑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
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4］（ p373）

这就解放了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

手段”。

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此后，中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逐步建立完善 。党的十八大要求，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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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
［3］（ p11 － 12）
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
中
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制度和改革举措，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发展，也是对世界社会主
义的创新性贡献。
第四，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 。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力。但苏联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它重视
重工业而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重视军工生产而轻视民用产品生产，重视生产而轻视消费，导致经济难以
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高速增长过后陷入长期低迷； 军工生产一枝独秀，其他部门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
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这与苏联地大物博
的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也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建国初期，中国学习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也看到并尽量克服其缺陷。中国注意计划的灵
活性，很少搞指令性计划； 重视农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 也比较重视轻工业
和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但我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单纯计划经济的束缚 ，而且片面强调钢、煤、粮、
棉等产品的产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忽视产品的质量和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 同时，盲目开发、乱采乱
伐、
围湖造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改革开放初期，仍坚持以 GDP 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思路，也未能及时
解决这些问题。针对这种状况，中央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
［1］（ p12 － 13）
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朝着健
康平衡的方向发展。面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低迷带来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十三五 ”
规划时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
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 ，反映出我们
［2］（ p38）

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
苏联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其政治
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弊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包括中国，都曾学习借鉴苏联的
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是导致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这种剧变重演，我们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道路 。
第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提高
工作效率”，“始 终 保 持 党 和 国 家 的 活 力”，“巩 固 社 会 主 义 制 度”，“发 展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生 产
［4］（ p178 － 180）
力”。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 ，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和维护稳定的相互关
系。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稳步推进，取得显著成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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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
［3］（ p4）
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我们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坚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
置、
工作流程。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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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同时，注意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
责关系，加强权力的相互制约监督，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
制。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
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第二，加强和完善执政党建设。
列宁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注意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监督。 但列宁之后，苏共
逐渐放松党的建设，个人集权、独断专行、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作风越来越严重，致使党逐渐脱离群众，
失去人民的支持和生存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和危机。改革开放后，党面
临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奢华生活的诱惑 ，一些干部开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 因此，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加
强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
其一，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央强调，全党要坚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深入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弘扬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思想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
辱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
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
其二，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我们深刻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1］（ p52）

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 ”。

为此，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着力引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事业观、政绩
观，坚持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选拔任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实绩和群众公认，全面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 加
强党政正职、关键岗位干部培养选拔。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 ，注重从基层一线培养选拔干
部，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 。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
部选拔方式。
其三，加强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亡党亡国。
因此，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
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逐渐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制
［3］（ p35）

约和协调机制。

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 。 建立

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纪检工作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上级纪委加
强了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健全党风廉政常态化制度和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
体制机制建设，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任职、出国定居相关制度，严防领导干部利用公权或其影响力为
亲属和利益相关者谋取私利。
其四，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央着力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营造党内民
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保障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
权。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党代表任期制和提案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 （ 市、
区） 党代会常任制，以及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机制。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
落实党员定期评议基层领导班子制度 ，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制
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健全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以及地方党委讨
［5］（ p35）
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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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
苏联长期存在法制体系不健全、有法不依、肆意破坏法制、人治大于法治、领导人高居法律之上的现
象，乃至造成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法制体系遭到破坏，公检法被“砸烂”，造反派的“革
命专政”取代正常的法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文革 ”后，我们坚决恢复法治，并坚持不懈地进行法
制建设。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
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
［6］（ p146）
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六大提
出，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基本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依法治国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其一，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充分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总目标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
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央强调，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全国人民和各个方面都以宪法
为根本活动准则。
其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
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党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
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善于
使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
和社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基本政治制度 ，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
其三，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在中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
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中央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
［7］（ p34）
枉法”。
其四，加强依法治国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
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以及涉及人大、政府、检察、司法机关
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化建设 ，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制度和工作机制。 在新形势下，我们加快
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和反腐败体系 、长效机制建设，逐步完成了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的制度化建设，
实现了国家治理的规范化、程序化。
苏联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 ，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直至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也没有解决。
领导干部终身制必然导致权力高度集中 、少数人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特权作风盛行。 社会主义各国，
包括中国都曾存在类似的情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尖锐地批评这种弊端，并坚决推进干部管
理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建立健全干部任期制、离退休制，以及干部的
选举制、委任制。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各级领导班子交接的制度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从
根本上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 、长治久安。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发展 ，也
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开始享受当家

10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

作主的权利。但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 、体制、程序和做法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充
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列宁时期一些好的做法、想法，例如党内外监督、领导干部深入群众直
接听取意见等，也没有坚持下来并变成必须遵守执行的法律和制度 。一些具有明显弊端的做法和制度，
却长期延续，毫无改进。各级各类选举，指定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这些做法不仅苏联长期坚持，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法。党政权力过分集中，人民代表机关有职无权，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功
能。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
其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各级各类选举都坚持公开提
名、竞争性确定候选人，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并进行严格、公开监督，坚决反对和防止各种形式的拉票
贿选、人为操作选举。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尤其涉及民生和群众切身利益时，我们都吸收群
众代表参与民主讨论、咨询、听证、决策、监督。其形式多样务实，能够解决问题，深受欢迎。各级政府积
极推进信息公开、政务公开、议事协商，以扩大群众有序参与、民主监督。地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定时在
网上直接同广大网民交流，已成为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治理的有效方式。 人民在城乡社区治理、基
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都调动
了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其二，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的根本政治制度。发扬人民民主，就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坚持使党的主张通
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人大充分行使立法权，根据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及时立法 ，逐步
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 ，依法行使监督、决
定、任免等职权。“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同时，积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改革，与时俱进。注意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
部代表比例。畅通网络平台等渠道，加强常委会同代表的联系、代表同群众的联系。在各级人大设立代
表联络机构，为代表联系群众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 。进一步加强人大自身的组织建设，优化常委会、专
委会组成人员知识和年龄结构，提高专职委员比例。
其三，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民主协商为中心进一步推进这一制度的发展。 协商民主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社会治理协商。
我们逐步构建起程序合理、环节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了党、政、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社会组织的
协商渠道。同时，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 ，继续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
治协商，继续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不断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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