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全面依法治

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

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

场深刻革命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

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

问题。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

矩、守规矩。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凡

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

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

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

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

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

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

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

近代以后，为了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许

多仁人志士一直呼吁法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

件和政治条件下，仅靠变法修律是无法改变旧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

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

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初步奠

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式，始终把法治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

来考虑、来谋划、来推进，依法治国取得重大

成就。

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翟国强

【摘	 要】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

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时，也要正确认识党和法的关系，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更好地发挥法治

在国家治理中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依法治国 国家治理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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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

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

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

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我国是

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

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

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

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

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

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保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延展。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

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全面依法

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国家

治理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

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

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

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和拓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

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是一个重大课题，有许多东西需要深

入探索，但基本的东西必须长期坚持。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

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

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要坚

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

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

上的理论成果；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法律表现形式。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必须牢牢把

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把

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

会事务。

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必须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

方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

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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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违

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

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

私枉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

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

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

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

把握。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

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在

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

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

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要把道德要求贯

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

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

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

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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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

治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

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

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

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

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

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我们有符合国情

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同时我们也抱着开放

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但基本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

己的，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法治

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的很多

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抓手，这个

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这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既明确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依法治国

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

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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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持续不断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

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是一个有机整体，关键在于党要坚持依

法执政、各级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

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

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

基础。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

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

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法治

领域改革。要紧紧抓住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

节，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要推进严

格执法，理顺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要支持司法机关依

法独立行使职权，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

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要加大全民普

法力度，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

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社

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

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

革中完善法治。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要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确

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

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四、正确认识党法关系是国家治理的核

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显著

特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

证，正确认识把握党和法的关系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根

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

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

现在，有一些人提出诸如“党大还是法大”这

样似是而非甚至极端错误的观点，这是一个政

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有一些人打出“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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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牌，是要拿“西方宪政”框住我们，把党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打入“人治国家”甚至

“专制国家”的另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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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绝不

是其他国家宪法。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长

期执政，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首先就要

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

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

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绝对不

能接受的，也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的。

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

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

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

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

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全面

依法治国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

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我们要坚持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善于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

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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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

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

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

法治，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

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推进党的领导

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

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

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坚持实现党领导立

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健全党

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法

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

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全面依

法治国正确方向。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历程，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曾历经坎坷，但我们党对法

治的追求矢志不渝，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

法；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

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我们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治国理

政须臾离不开法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

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

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新

时代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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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方

面，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不

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

平，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

保障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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