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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发展
——— “第七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冶 综述

洪晓楠

2019 年 6 月 25—26 日, 第七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国际共运研究部承办, 主题为 “新时代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发展冶。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越南社

会科学翰林院、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 朝鲜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山东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等 60 多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130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并进行了交流。

1.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 (革新) 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政治保证。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指出,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樊建新指出, 加强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固本强基、 继往开来

的重要历史经验。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副院长范文德提出, 建设纯洁、 强大、 政治过硬的执政党是

越南共产党确定的关键任务。 朝鲜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徐成日指出, 朝鲜劳动党把党的

建设视为一个基本问题, 把加强党的建设置于优先地位。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宗教信仰

研究室主任本习·普他翁指出,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国家各领域工作的执政领导是老挝革命的根本问

题, 是老挝革新开放事业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指出, 在古巴共产党领导下, 古巴已踏上了一条在变革开放中坚持、 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2.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很重视党的建设, 并不断创新,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和宝贵经验。
(1)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成果与基本经验。 从党的鲜明品格、 政党治理、 战略举措等视角,

与会学者凝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成果。 从党的鲜明品格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党委副书记、 副所长金民卿指出, 中国共产党 “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冶 的鲜明品格源于党

的政治属性和思想文化基础, 是在长期发展实践中锻造出来的, 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特征和核

心内容。 从政党治理视角,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崔桂田认为,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冶
这一中国话语和逻辑, 既以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政党文明发展为大逻辑, 又有自己的理论、 历史和

实践逻辑, 呈现出既有大格局又有新布局、 从注重硬实力建设向软实力建设的新转换、 从集中性教

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特点和趋势。 从战略举措视角,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魏晓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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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全面从严治党将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紧密结合、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组织建设和作

风建设互相促进、 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相统一, 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从反腐败和政党制度等视角, 与会学者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从反腐败视角,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归纳总结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 “六个相统

一冶 经验: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坚持抓 “关键少

数冶 和管 “绝大多数冶 相统一、 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 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

一、 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从政党制度视角,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研究员柴尚金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民主协商、 民主监督的制度特色进行了深入解读。
(2) 越南共产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首先, 越南学者介绍了一党执政条件下越南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民主的认识和实践。 范文德认为,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越南共产党发挥全民族力量的重要内容,
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而且是推动国家快速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动力。 越南社

会科学翰林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裴源庆指出, 革新 30 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民主、 国家民主、 社会民主

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 但也存在干部和组织革新缓慢、 思想工作缺乏锐度、 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受到

侵犯、 民主带有形式性、 检查监督机制不健全、 民主法制化进展缓慢等问题。 其次, 越南学者解析

了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和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越南新闻宣传学院院长张玉南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执

政模式的比较视角阐释了越南共产党对执政方式、 执政内容认识的变化, 指出越南共产党还需解决

干部队伍建设、 党和国家机关负责人职务一体化、 党内国家社会权力监督等若干问题。 越南共产党

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黎德胜介绍和剖析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 最后, 与会学者对当前越共的

反腐败形势进行了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潘金娥指出, 越共十二大以来,
越共中央通过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干部队伍建设、 强化反腐执法力度、 提高干部待遇、 完善反腐败

机制等措施, 构建了 “不能贪、 不敢贪、 不想贪冶 的一整套反腐败机制。 尽管过去两年来越共反腐

败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但腐败问题依然严峻。 越南学者阮玉河强调, 如果腐败不根除, 那么越南

共产党将逐步失去自己执政的正当合法性。
(3) 老挝人民革命党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基本经验。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组织人事局副局长潘翁

萨·康本雅指出, 老挝人民革命党建设和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形式、 规则、 原则, 制定了 “五项基本

原则冶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凯山·丰威汉思想、 民主集中制、 党内团结、 群众路线、 批评和自

我批评) 和 “三大建设方针冶 (建设坚强稳固的党、 以质量为本、 加强党的领导和提高政府管理效

率紧密结合), 提出建设坚强和善于全面领导的 “四强五全冶 ( “四强冶: 政治、 思想、 组织和领导

方式坚强; “五全冶: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专业技能和领导能力、 改善党群关系、 强化干部

队伍建设、 增强党对国防治安的领导) 党支部, 建设廉洁、 稳固、 坚强的党。 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因猜·音沙威汉指出,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执政能力建设中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经验,
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民族民主革命和发展国家事业中, 制定各个时期的战略和政策。
老挝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党建与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谷阳·西松本和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唐马来·展塔

孟昆都指出, 老挝人民革命党组织建设和落实工作的最重要方针就是始终坚持 “五项基本原则冶 和

“三大建设方针冶。 不同之处在于, 谷阳·西松本提出在融入国际条件下提高党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

善, 而唐马来·展塔孟昆则强调提高党的领导和先锋模范作用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与会学者探讨

了老挝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评价、 反腐败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举措。
(4) 朝鲜劳动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徐成日指出, 朝鲜劳动党在党的建设中强调确保思想和领导

力的继承性, 目的是为了确保以领袖为中心的全体党员在思想、 目的和行动上的统一, 主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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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忠于领袖思想和领导的人成为继承领袖事业的接班人, 巩固其组织和思想基础, 建立自己的领导

体系; 基本途径是由前领袖指定接班人, 并按前领袖的指示开展党的所有工作和活动。 朝鲜社会科

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男龙认为, 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

织建设已经成为建立朝鲜劳动党的主要方法, 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有助于巩固党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王寒松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如下: 回答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具有强大生机活力; 回

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世界各国执政党建设、 实现政党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

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轩传树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外政要、 学者、 媒体对十八大以

来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和实践关注的核心问题, 指出他们主要关注四个方面: 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

性与科学性、 独特性与继承性、 必要性与战略性、 影响力与可能性, 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建

思想和实践找到中国成功的密码, 为破解如何进行执政党建设、 实现政党良性发展寻找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孙应帅认为,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成功致胜的法宝在于, 中国共产党有坚定切实的

宗旨目标、 科学先进的理论指南、 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与时俱进的建设规划、 共同富裕的根本原

则、 公有为主的经济底线、 纪律严明的组织制度、 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如

果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借鉴和吸取中国共产党的这

些智慧和经验, 将为其走出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全新选择。
4. 加强团结和交流互鉴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社会主义在其中显示出勃勃生机, 但也面临着诸多共同的

新挑战、 新课题, 加强各国间的交流互鉴, 既有迫切的现实需求, 又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樊建新指

出, 巩固传统友谊、 加强交流互鉴是社会主义国家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济

全球化时代, 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团结互信, 同舟共济, 不断提升拓展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高度、 深

度与广度, 才能共同推进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振兴。 王寒松提出, 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

实践探索要守正创新、 交流互鉴、 博采众长、 推陈出新, 共同谱写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篇

章。 范文德指出, 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而且秉承友好、 科学精神把来自越南、 中国、 老挝和朝鲜的研究人员团结起来, 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实现提供政策建议的目标, 进而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解放全人类的长远目标。

(作者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刘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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