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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
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
时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
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对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之
处，习近平用了3个“新就新在”来
进行论述：

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
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
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
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
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
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
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
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
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
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
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
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
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那么，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究竟
是什么样的制度呢？

从统一战线到人民政协

新型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
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
践相结合的政党制度。

早在 1848 年诞生的 《共产党宣
言》 中就提到，“共产党人到处都努
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
和协调。”数十年后在东方，中国共
产党经历了艰辛的斗争实践，“统一
战线”的理念逐渐成型。从两次国共
合作，到《八一宣言》的发表，再到
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
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
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
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
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1939年，毛
泽东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
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
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
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
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可以说，在斗
争年代，“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
存亡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 年后，人民政协成为了统
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机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
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
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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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4个重
要决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

这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
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
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
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
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
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
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强国而奋斗。”

此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
辱与共的方针确立，人民政协性质和
作用载入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确立为中国
的基本政治制度。

沿着历史一路走来，正确的方向
终将抵达光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马克思主义
理论中发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已经成为
了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团结和民主是两大主题

2014 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强调
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
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
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
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制度建设。

要点之一在“团结”。习近平
说，“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
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
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
起来的不仅是各民主党派、各团体、
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更是团
结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才
能集中力量做大事，减少内耗。“从
效能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避免
恶性党争导致的政治僵局。”中共中
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曾毅认为，“中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
系，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有利
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为
共同事业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采
访时说：“我觉得最适合一个国家当
下国情的一种新型政党关系才是最好
的政党关系。证明它最大程度上减少
了内耗，最大程度上凝聚了各方面力
量，带动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进
程。”

要点之二在“民主”。习近平指
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

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
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
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
事会商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
色。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指出，不同
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竞争
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度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为中华民
族发展谋划、协商、努力。民主监督
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功能。新修订
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指
出，要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
合，“各级党组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
行监督职能”。有一些学者曾提出

“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文明将终结
于西方发展模式。但事实已经证明，
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
方面的坚强领导，通过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中国
成功实现了发扬民主和集中领导的有
机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型政
党制度的团结与民主，基础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
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
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用了7
个“广泛”和5个“有效克服”来细

致地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这
一独特优势：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
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

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
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
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
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
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
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
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
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
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
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
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
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
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
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
落实的弊端。

为世界政治贡献新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
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说法的提
出，也体现了我们对自己的政党制度
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展现了中国走
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风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
部参政党教研室主任王小鸿认为，过
去在政党制度模式上，有的人缺乏自
信，总是以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评判中
国的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讲清
楚了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为世
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让一些
跳不出旧式政党制度的国家看到了可
以借鉴的模式。”在新型政党制度
中，每个民主党派都有着各自所联系
的群众，实现了广泛联系群众，解决
了旧式政党代表少数人和少数集团利
益的弊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深有感
触。“我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正像
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国家所谓的
民主政治、多党竞争往往成为少数既
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不
能代表民众的诉求，造成了社会乱
象、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
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了发
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确是更有效的民
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确是为广大
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治制度。”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理
事屈建平这样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
学教授李斧认为，习近平阐述的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受到海外关注的同时
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特别是在新时
代的背景下，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
阔。“海外侨胞将会通过侨联等渠道，
反映自己的呼声和诉求，更积极地参
加祖（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海外的专家学者对新型政党制度
也做出积极评价。泰国玛希隆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主任释元德认为，新型政
党制度确保了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广泛
参与性，“中国共产党希望并愿意倾
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而在所谓的
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发
生，因为执政党对于在野党和少数派
的声音鲜有兴趣。”中欧数字协会主
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表示，“中国之
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
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
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
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
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
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
国家是很少见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本报记者 李 贞

现代政治中，没有政党的政
治共同体几乎不存在，政党是政
治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存在形
式不同的政党体制或政党制度。
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
制，都是旧式政党制度。在实践
发展过程中，旧式政党制度的一
个共同点，就是把越来越多的社
会成员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日
益沦为“寡头政治”或“否决政
治”。

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伟大
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
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适应中
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政
党体制，在世界政治共同体中的
治理绩效越来越耀眼，政党体制
的适应性越来越醒目，政党制度
的效能感越来越突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比较中
彰显优势，尤其是实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有效避免”。

一是它能够真实、广泛、持
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
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
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不同
于旧式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往
往成为政治体系内的“利益集
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
免政治体系内产生任何可能左右
决策的利益集团的情况。这一新
型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就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
过程所产生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
党制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
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
立的运动。”

二是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
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
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
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
争的弊端。在一党制度下，政府
决策的过程几乎完全是在单一政
党的结构内进行。这样就缺乏监
督。在多党制度下，所谓的“民
主政治”愈来愈发展成一部庞大
的政治机器，为民主而民主，治
理效能羸弱，决策效率低下。更
糟糕的是，多党制往往为了所谓

“党派利益”，为了竞选执政，陷
入相互否决、恶性竞争的政治状
态，治理混乱，人民的真实利益
被遗忘或无视。相反，中国新型
政党制度重视共识，集思广益，
治理高效。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
就曾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
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与高水
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
容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
里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

三是它通过制度化、程序
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
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
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
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
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崇
协商民主，注意提升执政党和参
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公
共政策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人民
意见。相反，旧式政党制度往往
囿于政党特殊利益，不断放大政
党分歧，增大共识达成难度，进
而导致社会撕裂。

可以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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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在认
真听会。 新华社记者 高 洁摄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
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盛佳鹏摄 （新华社发）

3月 7日，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别举行小组会议，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
图为曾庆军委员在会上发言。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