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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 综述

徐　 俊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扬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主

办的第七届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论坛在江苏扬州举行ꎮ 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柏森教授致辞ꎬ 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致辞并作主题报告ꎬ 中央纪委驻中

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庭大作主题报告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陈志刚研究员ꎬ 武汉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丁俊萍教授ꎬ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山西财经大学顾昭明教授ꎬ 扬州大学特聘教授、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王世谊教授ꎬ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雷厚礼研究员ꎬ 中共中央党校宋福范教

授ꎬ 泰州学院副院长周建超教授ꎬ 广西师范大学王进芬教授ꎬ 北京联合大学二级教授韩强ꎬ 河北省

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李鉴修研究员ꎬ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中国共产

党» 编辑王丽先后作大会发言ꎮ 来自全国社科院系统、 党校系统、 高校系统的 １００ 余位专家学者出

席了论坛ꎮ
１. 多维度审视和总结百年来党的建设宝贵经验

建党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ꎬ 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在本次论坛上ꎬ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百年来党的建设实践及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ꎮ

辛向阳认为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ꎬ 我们党之所以能

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ꎬ 创造新的辉煌ꎬ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ꎬ 坚

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ꎬ 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 坚定的意志、 强大的战斗力ꎮ
我们党是世界上理论创新最快、 理论武装最强的一个政党ꎬ 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断发展

的实际相结合ꎬ 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ꎬ 从而推进理论创新ꎮ 全世界没有别的政党像我们党这

么重视理论建设和发展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克

思主义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ꎬ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ꎮ 叶柏森认为ꎬ
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是一个重大的命题ꎬ 也是一项永恒的课题ꎮ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ꎬ 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ꎮ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ꎬ 在这百年历程中ꎬ 党带领中国人民跨过了一道

又一道的沟坎ꎬ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ꎬ 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丰功伟绩ꎮ 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党

始终怀有刀刃向内的勇气ꎬ 不断自我革命ꎬ 注重加强自身建设ꎮ 丁俊萍认为ꎬ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

建设总体布局中最先推进的一个方面ꎬ 是党的建设的基础ꎬ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组织建设的百年

历程中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ꎻ 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ꎻ 必须把严密

党的组织体系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ꎻ 必须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ꎻ 必须

以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中心ꎬ 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ꎻ 必须在不断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基础上ꎬ

０６１



更加注重提高党员队伍的质量ꎮ 雷厚礼认为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ꎬ 是一部朝着建成世界最强政

党而奋斗的历史ꎮ 从历史与现实、 理论与实践的视角考察ꎬ 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具备了世界最强政

党的八大标志ꎬ 即政治坚定、 思想科学、 组织严密、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能力超群、 反腐坚决和

制度周严ꎮ
２. 深刻领会和阐释新时代党的建设学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不断变化的世情、 国情和党情ꎬ 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ꎬ 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新时代党建学说ꎮ
辛向阳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系列重要讲话指出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

平总书记数十次强调要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ꎮ 当前ꎬ 特别要深刻把握

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方法ꎬ 以更好地理解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紧迫性ꎮ 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社

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推进的ꎬ 生产力发展决定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ꎬ 生产关系变革引起经济基础

的调整ꎬ 经济基础的调整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ꎮ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

新特征新要求ꎬ 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ꎮ 王庭大指出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

验教训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历程形成的ꎬ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ꎬ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最新成果ꎬ 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充分体现了鲜

明的科学性、 时代性、 人民性、 实践性、 指导性ꎮ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克祥教授指出ꎬ 党的

自我革命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ꎮ 什么是党的

自我革命? 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怎样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进行自我革

命? 党的历史上形成了哪些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 准确把握这些问题ꎬ 对于准确领会和贯彻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效无疑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ꎮ
３. 全面分析和把脉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 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大问题ꎮ 鉴于此ꎬ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 这一核心论题ꎬ 从内在逻辑、 主要内容、 功能地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陈志刚聚焦 “深刻把握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 这一论题指出ꎬ 建立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的制度是确保党的性质宗旨不变质、 目标不动摇ꎬ 从而解决党为什么能够领导ꎬ 往哪里领导的问

题ꎻ 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解决的是由谁来领导的问题ꎻ 健全党的全

面领导制度解决的是党在哪些方面进行领导的问题ꎻ 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解决的

是党领导、 执政的根基问题ꎻ 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解决的是党凭什么能够长期

领导的问题ꎻ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ꎬ 保证党自身过硬ꎬ 防止党的建设弱化、
虚化、 边缘化等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顾昭明针对 “深入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ꎬ 为推进 ‘五型机

关’ 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这一论题指出ꎬ 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是抓好 “高产田” 的关键一招ꎬ
是解决 “灯下黑” 的迫切需要ꎬ 是牵住 “牛鼻子” 的重要抓手ꎬ 也是创建 “五型机关” 的有力支

撑ꎮ 新时代应通过抓牢责任主体、 制定责任清单、 建立工作机制、 推进深度融合等工作路径夯实机

关党建工作责任制ꎬ 同时还要强化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考核评价与应用ꎬ 即完善机制ꎬ 明确 “考
什么”ꎻ 制定方案ꎬ 重在 “怎么考”ꎻ 注重结果ꎬ 落脚 “如何用”ꎮ 宋福范围绕 “准确理解党的领导

制度的理论逻辑” 这一论题指出ꎬ 党的领导制度是一个严密的制度体系ꎬ 其中ꎬ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是党的领导的出发点ꎻ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ꎻ 党的全面领导是

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ꎻ 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是党的领导的根本立场ꎻ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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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党的领导的实践目的ꎻ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ꎮ 周建超立足 “党的领导制度优

势生成的内在逻辑” 这一论题指出ꎬ 从理论逻辑来看ꎬ 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来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高

度的理论自觉ꎻ 从组织逻辑来看ꎬ 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来自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高度的集中统一ꎻ 从价

值逻辑来看ꎬ 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体现在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强大的社会感召力ꎻ 从认知逻辑来看ꎬ 党

的领导制度优势体现在不懈的自我革命和无私的政治品格ꎮ
４. 前瞻性谋划和建构新时代党的建设科学方法

如何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也是本次论坛关注的重要论题ꎬ 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

强党、 话语体系建构、 自我革命、 历史经验借鉴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度研讨ꎮ
辛向阳认为ꎬ 在新时代ꎬ 坚持理论强党应注重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ꎬ 要讲清楚党的理论既一脉

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ꎬ 注重理论创新ꎻ 第二ꎬ 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ꎬ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ꎻ 第三ꎬ 要敢于对错误的

理论观点进行及时的分析、 批驳和斗争ꎮ 王世谊认为ꎬ 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理论话语体系是以执政

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系统ꎬ 反映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表达ꎻ 新时代执政党建设理论话语体系

的构建要以面临的问题为导向ꎬ 以党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ꎬ 用新的概念、 新的范畴、 新的表述来阐

述新的理论ꎬ 这是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任务ꎮ 李鉴修认为ꎬ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

有坚定理想、 加强党性修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 坚持正风

肃纪和高压反腐相结合等特征ꎮ 据此ꎬ 进一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要遵循以下路径: 一是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与解决突出问题相统一ꎬ 二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ꎬ 三是坚持抓关键少数与

管绝大多数相统一ꎬ 四是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ꎬ 五是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ꎮ
韩强认为ꎬ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ꎬ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ꎮ
要更加重视党内规则的作用ꎬ 从源头上增强规则意识ꎻ 正确认识党内规则的定位ꎻ 健全完善民主集

中制的党内规则体系ꎻ 加强对民主集中制规则化的研究ꎬ 使党的先进性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保障

下得到更充分的发挥ꎮ 王进芬认为ꎬ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ꎬ 列宁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第一ꎬ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ꎻ 第二ꎬ 明确以党的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会议

制度ꎻ 第三ꎬ 提高党内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ꎻ 第四ꎬ 强调集中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ꎮ
与会专家学者经过充分研讨在以下四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在党的建

设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ꎬ 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ꎻ 二是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理论研究ꎬ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ꎻ 三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回答了 “建
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ꎬ 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ꎻ 四是自我革命是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具有的宝贵品质ꎬ 新时代必须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 科学内涵

和根本要求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

戴立兴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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