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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执政党派，在推进国家治理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
识：制度建设越来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与建设和政党发展自身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
中可以看到一部逐渐展开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建设不断推动国家发展壮大与成就伟大奇迹的历史画
卷，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可以对国家治理效力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
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厘清，有助于对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改革与创新提供有益的思考，也能为
坚持制度自信从总结历史经验与规律中找到理论根源，从而以强大的自信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机遇和与挑战，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开启新征程。

关键词
制度，规律，历史经验，制度自信

The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i Feng
Marxism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r. 26th, 2021; accepted: Apr. 21st, 2021; published: Apr. 28th, 2021

文章引用: 冯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时代挑战[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4): 1054-1062.
DOI: 10.12677/ass.2021.104142

冯伟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ruling parties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have gradually formed such a consensu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promote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themselv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e can see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of great miracl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t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develop,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ind the theoretical root for adhering to institutional
self-confidence from summing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aw, In order to fac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for a hundred years with strong self-confidence,
we can start a new journey to the goal of the second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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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反思和总结历史时就对制度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
他明确指出“制度好是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的原因，制度不好也是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的缘由，甚至会
使好人的行事走向反面”[1]。制度问题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关系到
我们党和国家是否会改变颜色”[2]。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全面阐述
了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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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世
界各国广泛的历史实践也证实了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站在新
时代的历史方位回顾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的建设史，可以从历史迁移、社会流变和国家演进的规
律和经验总结中把握党的制度建设所蕴含的强大生机活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从百年的视野
中回看党领导的制度建设的历史，不仅有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律，而且为从制度变革
的角度审视国家发展和理解制度自信、坚持制度自信提供了思考契机。

2. 从新的历史方位回顾百年来制度建设的持续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提到“世界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对于未来的信念，是可以在历史中找动因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落点是从无产阶级的解放进而实
现全人类的解放，抓点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
于制度建设的天然禀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关于政党和制度建设的理论，其源初旨向在于
消除压迫和剥削、在于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实现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一切人自由发展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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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体[3]。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不断延续，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关于制度建设的本初阐
释，依然是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最强大的力量来源，我们党关于制度建设的理解，从一开始便明
确的从历史中继承了这种人民至上的品质，这其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实践逻辑的完美结合。故而研究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从历史的宝贵馈赠中找到坚定的
信心应对百年变局的风雨，也理应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持续探索。

2.1. 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在政治生活的大背景下诞生了政党，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也给政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活
动的舞台，进而使政党和国家相互促进。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政党这一组织具有独特的历史
特点，与国家政权结合的方式相比以往的历史也显露出独特的属性，现代政治生活背景下的制度建构，
与政党的组织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政党的制度建
设之中，政党的意志通过制度结构而显露它的现实性，形成一定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
义建党理论指导下成立的政党，其血脉中蕴照着深切的人民的观点，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实现共产主义
的最高目标背后体现的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顺着这一脉络窥视，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探索从一开
始就关照无产阶级的现实解放，对私有制的坚决的否定，以联合取代竞争，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美好
的愿望而不懈奋斗，其最高纲领、价值引领、组织规范和政策方针的理论来源，可以溯回到马克思关于
人类未来发展的伟大思考契合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孜孜追求的社会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大
地继而发挥出强大力量的动因。在对制度建设的理论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
论逻辑，在现实的运用实践中不断具体生成和演化，进而实现既体现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与关照现实任
务的解决的实践逻辑的双重结合。纵观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发展形成的历程，无处不体现着这种阶段性
与延续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持续进程，这种交互与同构必须通过百年历程加以审视，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领导的这种政权安排与建构，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逻辑而内生
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伟大征程中。
探索制度建设的落脚点最终在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应及折射现实的效力，通过制度建设促进生
产关系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适应，为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标提供阶段性和持续性的助
力。从制度建设的组成和结构上来说，制度建设全方位的体现并贯穿在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
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体系制度建设等各大小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最根本的
目标就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美好期盼，促进保障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从而实现自身的伟大实践，通过历史可以发现制度
建设在理想到现实的路径中承担着关键的作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形成了完备完整全面系
统的一个科学体系，首先得益于一开局便走对了路子，抓住了关键，面对时代发展的挑战首先竖起社会
主义制度的大旗，坚持制度自信，是以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的，无论时代发展方向如何
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能够支撑起中国道路的大旗。
诚然，在制度建设的探索中，如何使其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丰富，使其更符合今天所
面临的社会工作和任务，激活生产的动力与活力，以最坚强最有力的保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
护航，也是中国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持续探索中的重要内容。

2.2.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脉络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探索具有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特点，在具体现实实践的生成中也体现出一种持
续的历史延展的性质，站在历史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根据建党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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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历史时期加以审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成型、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改革完善四个时期，深化对制度
建设一般规律的掌握，基于这种历史的传递与新时代的现实相结合，在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依托下，才发
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涌的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回看，坚持制度自信是有着强大
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渊源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组织的胜利，更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制度、纲领
和政策在根源上的胜利，也时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取得的胜利，在《共产党宣言》里他明
确的提出只有通过推倒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在旧社会的胞胎里脱落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4]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这一诉求在中国的大地上萌出的花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这一条道路，从一开始就走得理直气壮，这样的制度优势转化的现实力量，是完全有踪可循的。
为确保党的中心任务得到落实和开展，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认识到制度建设的现实力量，在一
大和二大的接续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并编写《中国共产党章程》、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包括《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草案》等重要文件[5]，尤其是党章的制定，其组织纲领、组织形式、
组织成分与组织任务都明确的体现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政权应具备的核心要素。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的一
些重要因素在建党伊始就已经得到明确，初期的制度安排虽然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但在方针政策的指导、
规范党务、引导党员、组织革命等方面依然发挥出重要作用，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具体形式的表述和规定，
制度建设的探索才有了根基，社会构想的一些重要思考开始实质结合到中国的革命中来，中国共产党的
制度建设的探索从一开始就被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的人民而选择，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
利的根本动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制度探索主要围绕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探索展开，从局
部执政直至新政权成立的过程中取得的许多重要成就也是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雏形，比如
“三三制”原则与政协组织形式的内生关系，民主集中制的延续发展，国家发展计划战略构想等。从党
的法规性文献可以找到制度建设推动革命取得胜利内源力量，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等[6]，具体的每一条法规纪律的制定，背后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深深的思考和革命实
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的凝结，在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不断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推进制
度建设继续在实践中走向成熟，在探索中接续成长，这一时期的制度体制也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征，
而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仍然尚待进一步发掘。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背景下进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化认识结合我国特殊国
情得出一个科学的判断：需要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
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进行持续探索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认识的必然结
果，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政策取得胜利必然经历的过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
国家奠基的坚实平台，体现在制度上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通过国家重要文件明确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主
义所有制、计划经济体制”[7]。为国家后续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创建了符
合阶段性要求和体现总体性规划的制度框架。这一时期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
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大大促进了我们生产力的快速进步，这一点甚至连外敌也不得不承认”[8]。由
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实现人的解放这一历史愿景的发展，世界
诞生了一个向着人类文明前进方强迈出强劲步伐的新型国家，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各项制度法规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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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是很不完善的，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为促进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在社会主义建设后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制度建设的探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但是这时候
制度支撑的潜在优势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经曲折依然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进，从一方面说
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能面对困境而能保持强劲的韧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
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也是今天提出坚持制度自信的证明。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就明确提到过去的错误“虽然这与一些领导人的思想
和工作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上的问题更重要”[2]。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党继续重新确立了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通过重新认识与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对国家治理的功能转化，《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则推动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向纵深发展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建设不断优化，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能够重新全面恢复，继而推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
历史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明晰，全方位改革的推进使中国共
产党对制度建设的探索大步前行，这也是新时期国内外形势转变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持续发
展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极大的解放
和发展了生产力，不仅全世界人民没有想到，中国人民也没有想到，制度建设对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也正是这些伟大成就，确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根本特征
是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的发挥和持续保持强大的生机活力也有赖于党的领导，这也是马克思政党理论在
中国工共产党的正确运用下产生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
有机结合的生成的必然现实。
新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完善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9]。是中国共
产党百年执政规律中总结的宝贵经验，提出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者有机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伟大实践中，更是从现实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宝贵理论，制
度建设是新世纪以来各国治理国家的重点难点，中国共产党也在新时期把制度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核
心，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到“五大建设”，首次纳入了制度建设在内，十八大中将“五大建设”写入党章，
强调要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制度建设要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落实到各项工作中[10]。总的说来，制度建设是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
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家面临的来自历史或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重大课题的必由之路。

3.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经验探索
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国家治理的现实进一步结合，是
中国现实性问题解决的实践逻辑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有机结合的逻辑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自身
理论逻辑演化的结果，基于这三大逻辑的有机统一来审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制度建设的探索，在总结历
史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拓展制度建设的视野，深化对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回答“中国何以能”的深层
底蕴的展现，是全球视野下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理论根源，也是推进“将根
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12]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和复兴征程中的重大课题。

3.1. 制度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探索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是从完整全面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与中国革命的有机结合，是我国制度建设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
DOI: 10.12677/ass.2021.104142

1058

社会科学前沿

冯伟

越性的根源所在，理论发展需要不断从实践中得到反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中国人民掌握，就不断在
社会实践中实现理论的价值，理论也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升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与中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丰富成果在实践中得以融合，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理论和实践在
不断发展中互相激发，在彼此激化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生化出来并被不断验证的科学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制度建设探索中总结出来的宝
贵经验。回顾历史，无产阶级之外的各阶级的革命运动之所以难以挽救中国，是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所致，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从广大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出发，这一理论必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结合了中国实际定然产生的结果。源于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建设，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大
地实践生发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的在党的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是百年来党的各项建设取伟大成就的基本
经验，也是百年来制度建设应该遵循的理论发展的重要的规律，科学的理论指导能保证制度建设向着正
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发挥应有的效力；而不科学的理论则会使制度建设最终误入歧途，取得的成就只
会是昙花一现。百年来党的制度建设之所以如此卓有成效，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
论指导，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根基，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指明人的本质的
实现路径，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的深入解析指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中国社会
飞速发展的事实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科学理论，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展现出了它的磅礴伟力。
在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最大的底牌就是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指导。从
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理论在中国大地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和融
进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促进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领导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三大优良作
风，直接孕育了在中国各阶段不同国情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随现实演化的实践成果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百年现实的制度建设
探索表明，始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作为指导思想，理论与实践
共同发力，在时代发展中推进制度的创新与发展集合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逻辑中。

3.2. 要坚持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结合
坚持党的领导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探索中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这是基于历史发展的一般
规律和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来不断深化对国家治理的执政规律中总结并失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探索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现实实践密不可分，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历史前进的动力在于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就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凝结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党的领导地位是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稳步发展
的保证。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时期，党的领导与制度体系构建就曾严重分离开来，民主集中
制这一体现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的变形，党的领导的体制的严重破坏，也致使党的制度建设严重受挫，
从而制度体系的效力失去应有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发展遭到延缓。透过百年的视野观察党的
制度建设，历史现实和具体实践都提出只有坚持了党领导的制度建设，才能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彻底发
挥迟来，这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引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充分发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保障，党的自身优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来源”[13]。以党
为领导的制度建设是历史的发展和时代实践中社会主义运动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
制度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质、奋斗目标和政策的遵
循，内生性的体现在党的章程之上。党章是阐释党全部活动的依据和一切建设的根本，实践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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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践的结果体现在理论的发展上，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制度建设的探索首先从历史和实践逻辑的
结构中解构出以党章为中心的政治安排，“逐步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是不断探索党
的先进性建设的有效途径”[1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探索都必须内在服从于党章的实践逻辑，从而推
动党章的建设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党章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成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 17 部党章文本，先后经历了 16 余次修改，再现历史延伸的轨迹，复现了理论发展
与现实课题实践的互构关系，从党的十六大以后，国家领导注意到要把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作为重点任务
并突出其重要性，阐明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先是从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党章展开，一直延续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党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中多次反复强调 “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从领导干部
开始首先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遵照党章规范自己”[15]。在推进制度建设中恪求以党章为“对标”，
注重党章建设是百年历史中理论发展和具体实践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认识的深化，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出来的，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制度建设从历史和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从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开始，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制
度建设体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指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
建设贯穿于其中”。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纪念活动的大会，国家领导人也再次明确“把制度建设贯穿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党的多个学
习和工作场合中指出“制度建设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他各项建设中”，制度建
设越来越成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内容，是在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党的领导还是以党章为统领，或是在实践中推进制度建设实践，都是历史逻
辑和实践逻辑在实际运用中的展开。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推进社会治理和建设的实践逻辑的结合，必
然是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是百年建党中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实践得出的经验。

3.3. 遵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主体逻辑推进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探索具有深层同构性，中国共产的政党建设内生于制度
建设，政党的成长关乎制度的力量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的发展同时是制度建设的根和源，结合
百年的视野分析，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也是新时代党的
建设以及国家发展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缘由，守正是一张蓝图画到底的信念，创新是在新
时代新阶段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守正创新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相结合，
求真务实与与时俱进相结合。从遵义会议以来，全党从现实出发认识到必须更加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建设；
到党的十六大，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继续进行制度探索的守正创新，持续健全民
主集中制，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的改革和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领导制度建设的发展建设，
明确将党的先进性建设融入制度建设，以党的自身建设为主体，持续推动制度改革与发展。制度建设以
党的建设为依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中不断发掘主体建设推动制度建设发挥治理效能并经受实践检
验而展现出强大的现实力量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得出的。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国家领导核心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纪律
建设中的铁腕执行力度；其施行的政治民主也具有中国意蕴，符合中国事情，通过党内民主建设将人民
民主凝练为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构；经济制度建设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新发展理念、
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努力谋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社会治理营造保障人民
生活、鼓励多方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局面；在全世界首次申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进国家治理的
体系建设中。
进入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把建设自身与社会主义整体制度体系的建设充分衔接、有效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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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建设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建设为核心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制度
建设不断发展，党的建设引导制度建设不断成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制度建设应当持续坚持的经验。

4. 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面临的时代挑战
以百年视野来审视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在历史发展的现实中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推进
的制度建设担负的时代重任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被赋予新的特性，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的经济发展的推
动是巨大的，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将制度潜藏的应对现实困境展现出实际效能的动力激活激化，历史必
将证明中华民族的复兴势不可挡。同时要注意到世界局势的诡谲多变，让制度建设的探索道路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应对主权安全的挑战、社会发展利益的守护，国家发展的航向
问题，既是时代课题也是现实课题，随着国家实力取得长足成长和在世界各国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来自内外方面、可预测以及不可预测的风险日趋累积并不断复杂化，潜在风险逐渐显现并成为发展中的
不确定因素，此时制度兜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所以坚持制度自信，以制度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是
保障国家发展重大政策的实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
基石。
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面对挑战和风险时的反应特性和应对危难与机遇时的适应和调整速度，在国家发
展现实中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环境问题和能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信息网络安全、收入分配问题
等时代发展随之而来的挑战，在面临时代挑战之时，才能看到制度蕴含的深厚底蕴才是推动时代课题解
决的主要力量，探寻中国道路中形成的独具本国特性的这种社会主义制度，正具备这种解决时代问题和
实现伟大构想的特点。
人口层次变化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困境，由老龄化带来了养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社会服
务等多种伴随性问题，是国家发展和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盼不得不加以解决的普遍性困扰，中国共产党
在治国理政的现实问题解决中，所实行的更加灵活的退休政策、实行分段退休服务、实施老年人保健项
目、建设适合老年人的社会环境等，充分发挥制度保障的作用，促进了人民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提高，但是探索逐步建立和形成一套高效完善的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系，还需要不断深化认识，
积极尝试和不断探索。在国家治理中安全也是历史到今天人民关切的重要问题，现实政治安全、生态安
全、资源和能源安全、人民财产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应对也对制度建设也提出了
重大挑战，探索安全机制的保障作用，也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不断采取行动，不断发挥制度优势满足人民
所盼所需，推进建设伟大事业。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设想，中国方案的贡献，是在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实践中凝聚出来的智
慧结晶，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中世界大同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世界人民顺应时代发展逐渐产生的的共
同期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碰撞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
制度在时代浪潮中稳定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方案，都是当前时代发展的现实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的重大挑战。

5. 结语
当此之时正值世纪疫情和世界格局进入振荡关键期，全球形势日益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发展遭到严
重阻滞，尤其是以疫情为突破口掀起的世界各国发展停顿甚或是衰退，人类社会进入新一轮发展瓶颈，
直接导致了百年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的相互交织，站在历史的视野展望可以预想到国际格局会更加深刻
地加速演变，此时制度支撑的作用愈加显现，从制度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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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建设，能够支撑阶段问题的解决，也是发展长远战略制定的依据。坚持制度自信，透过历史发展
和我国现实实践去思考我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历史性和现实性、阶段性与持续性的角度审视制度建设
发挥的现实治理效能，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现实性是彻底推翻旧世界社会制度的关键力
量，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将面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个沿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发展下来的具有
深厚历史底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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