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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的时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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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合法性； 人
摘

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 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
首要环节； 在新形势下，坚持三者有机统一，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
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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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 90 周年。9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
事业的新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历
史实践形成和充分证明了的，并且已经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 。
在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
提出的：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1］

一。”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和
应有之义，也是加强法治和做好其他工作要坚持的政治原则 。在新形势下，需要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作一时代性前沿性阐释 。
一、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合法性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
有机统一起来。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坚持党的领
导。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 ，都必定要有领导该项事业的核心力量。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充分
证明： 国家能否富强，社会能否稳定，人民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坚强的先进政党的正确领
导。90 年来，“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
［2］
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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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这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也要具有合宪性合法性。因为，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政党执政的基础须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特别是
合宪性。我国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就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党的执政地位的形
成和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
合宪性合法性。
90 年来，人民群众之所以信任、选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
流，带领并依靠人民，不断开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功在千秋的历史功绩。“中国共
［3］

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 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中国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是不可能的。90 年的历史一再证明：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
本保证，是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 这是中国各
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共识。
党的执政地位，经过了历史实践的检验，已经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四项基本
原则，首先就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执政地位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合法性 。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在合宪性合法性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容应该包括：
党通过依法执政，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
挥领导核心作用，党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党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
人大、政府和政协履行职能； 党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
志； 等等。这些，都是党的领导的时代内涵，需要澄清认识和发扬光大。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马克思曾经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其特点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体： “在民主制
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 ，即人民的自我规定。…… 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是： 国家制度在
［4］

这里毕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 ，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国家。”

列宁也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 （ 1） 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
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 （ 2） 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
［5］
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

立足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 它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等各个方面，其特色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
的十七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 。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 。”

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来说，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毛泽东同志曾经总结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
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
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
［7］

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邓小平同志也曾经反复强调，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
事实证明：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奋斗历史，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有效形式 ，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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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 ，能够切实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的各项权利，能够保证国家的立法等工作很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维护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
［8］

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历史新时期，要实现
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领导，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需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就要以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执政目的，一
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 、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
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
三、依法治国方略的首要环节是依法执政
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
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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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以
上表述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以下几点时代内涵： 第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 第
二，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也就是说，国家的各种事务和各项事业都需
纳入依法治理的范围； 第三，依法治国所依之法主要是宪法和法律 。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9］

建设的决定》指出：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的提出，是对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发展。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
“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是存在递进关系的 。 依法治国主要强调的是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它要解决是靠
个人还是靠制度的问题。依法执政就进了一步，主要是强调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是说党和国家机
［10］

关的关系问题，比依法治国的问题更加深入，更加有针对性。”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 依法
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
［11］
理国家” 。

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实现
形式。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但党不代替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执政形式上是依“法律 ”执政，实
质上是依“人民的意志”执政。依法执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具体实
现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要求依法执政要
从主要依照政策执政转变为主要依照宪法法律执政 ，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实现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四、正确理解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发挥人大作用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
［12］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而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要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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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为此，坚持三者有机统一，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

人大作用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 一） 党与人民代表大会都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首先需要处理好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的关系 。因为共产党是由
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组织 ，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全国各族人民选举
的代表组成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与人民的关系方面，两者的共同点在于：
［14］
都不容置疑地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 。

从实质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的意志是一致的 。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 ，
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实施宪法和法律，就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就是贯彻党的主张和政策。
因此，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坚持使党的政策 、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宪法和
法律。
（ 二） 要区分党的执政权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权力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执政权力； 在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
关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和体现当家作主的地位 。党的执政权力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治权力，是两种职能
不同、不能互相替代的权力。
质言之，要将党的执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就必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权力机
关转化为体现人民群众意志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加以贯彻执行 ； 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依法
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追求。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组织 ，党的领导人也不是由全体社
会成员选举产生的。党与全体社会成员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必须通过国家
政权机关才能更好实现。“在具体的工作中，特别是要强调‘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的原则，要反
［15］

对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宪法和法律面前享有任何性质的特权 。”
（ 三） 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原则和保证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这是做好人大工作始终要坚持的政治原
则，也是根本的政治保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人大工作，是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和支持人
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 。因此，作为
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接受党的领导 ，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做好人大工作最根
本的政治保证。在当前和今后，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
中，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
（ 四） 改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还要改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
的领导。党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保证党的纲领 、政策的实现。“新时期党如何实施对人
［16］

民代表大会的领导？ 它主要是政治领导。” 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
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善党的领导，主要是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党的执政方式，主要表
现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方式 。就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 ，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原则，科学规范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 。党的领导应该是高瞻远瞩的战略领导 ，是总揽全局的大局领
导； 是组织协调重要关系和力量的原则领导 ，不是事无巨细的具体管理。 党通过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
组织领导保证党的纲领、政策的实现。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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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 ” 。 这就指明了

规范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关系的一个准则 ： 党对立法机关的领导，主要体现在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立
法工作进行政治领导、进行总体指导，在原则和方向上使立法机关的立法工作和党的大政方针和目标保
持一致。
人大工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相比 ，在方式上有些不同。 人大主要通过会议形式，依照法定程
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权力。来自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方面，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大代
表们在大会期间的工作是相同的 ，集体行使权力，审议议案和报告并参加表决，这些权力都应得到尊重
和落实。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就要将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提出立法建议等方
式，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为法律 ，使党的正确政策转化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 。
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
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 ，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
［18］
志……” 。

（ 五）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依法执政
改善党的领导，还要求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依法执政 。 这样做，有助于将党的政治先进
性、价值代表性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合理性 、程序代表性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党执政的形式合法
性，巩固党的执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中心和主要内容的，因此，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要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依法执政 ，构建党与人
民代表大会间的和谐关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概括了执政能力的内涵：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
［19］

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据此，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和前提性环节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依
法执政，就是必然的要求。
从执政方式上看，党的重大决策、政策，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和通过，这是民主执政、科学
执政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依法执政应当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党委做出的决策，凡是关系到国家事
务的，要求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应作为建议或通过‘一府两院 ’提交人大或者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审议，可以使决策更加完善，避免重大失误； 再者，经过国
［20］

家权力机关的决定，才能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 。”

因此，“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大、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权力职能，而不是干预或代替它们履行
职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职能 ，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党
［21］
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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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Law
Chen Jun
（ Ee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eme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law． This paper positivistically analyzes the
them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advancing people being in
power，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by law，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Committee ＆ People’s Congress and improving modes of exercis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People’s Congress．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e rule of
law；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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