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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法执政基本内涵的更新

黄文艺
在我们这样一个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只有共产党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执政, 才能
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才能真正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
提出, 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
论, 相对于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这两方面来说, 依法执政在理论研究、 制度建设、 实践创新等方面
都显得较为滞后, 难以适应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 可以说, 依法执政是法
治中国建设的短板, 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瓶颈。
加快推进党依法执政的进程, 首先必须更新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 从党的十六大以来, 有关依
法执政基本内涵的权威性解释一直保持不变, 那就是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带头守法。 然而, 这一
解释只揭示了党在立法、 执法、 守法等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 而没有明确回答依法执政究竟是什么
样的执政方式, 没有清晰描绘依法执政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状态。 而且, 早在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
概念之前, 党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带头守法这些说法就已存在。 依法执政既然是个新概念, 就不
应当用这些老说法加以包装, 否则真的就是新瓶装旧酒。
因此, 我们应当像更新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一样, 及时更新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

大对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做出了与时俱进地的合理调整, 即把原有的 “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更新为 “ 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 参照此类表述, 我

建议把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从 “ 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 带头守法” 更新为 “ 于法有据、 以法限权、

依法用权、 违法担责” 。 于法有据, 是指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要有法律的依据。 以法限权, 是指党

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依法用权, 是指党的机构和人员要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领导
权和执政权。 违法担责, 是指党的机构和人员违反法律的规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依法执政的十六字新内涵归结起来主要涉及到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是否应纳入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 反对把党的领导权和执
政权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的论者, 可能会搬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理据支持其观点: 第一, 从历史起
源来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并不是由哪部法律所赋予的, 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
成的, 是在长期建设实践中牢固确立的。 既然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是历史选择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就不一定要纳入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 这一理据可称为历史选择说。 第二, 从世界通例来看, 各国
的政党法一般只规定政党的成立条件、 登记注册程序、 法定权利义务、 终止、 取缔等问题, 类似于
政党组织法, 但并不直接调整和规范执政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 这一理据可称为世界通例说。 第
作者简介: 黄文艺 (1971-) , 男, 湖南南县人, “2011 计划”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
生导师, 法学博士。

77

法制与社会发展
三, 从实际效果来看, 由于立法、 行政、 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活动均已被纳入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
调整这些国家机关的法律事实上也就构成了执政党到这些机关内部执政的行为规范。 这一理据可称
为间接调整说。 这三种学说虽有各自的合理性, 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 历史选择说没有考虑到党执
政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即在法治的时代党必须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执政。 世界通例说
和间接调整说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特殊性, 把中国共产党混同于西方国
家轮流坐庄那样的政党。
在当代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必须同所有国家机关的权力一样, 要用国家法律加
以规范和约束。 主要理由有两点。
第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政党。 在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
政党执政的方式通常是派本党党员到国家机关任职, 在国家机关内部执政。 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这
种内部执政方式之外, 还存在一种外部领导方式, 即由党委在国家机关之外对同级国家机关进行统
一领导。 即便是内部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的政党, 主要体现为国家机
关内设党组对该机关重大事务的领导。 因而, 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既体现为国家机关内设党组的
内部执政活动, 还体现为同级党委的外部领导活动。 相应地, 依法执政既包括国家机关内设党组依
法在国家机关内部执政, 也包括同级党委依法在外部统一领导所有国家机关。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
宪法相关法、 行政法、 诉讼法等领域立法的不断完善, 国家权力运行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国
家机关内设党组的内部执政行为已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约束。 但是, 党委的外部领导活动却仍由党
内法规制度调整, 完全处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之外。 因此, 现阶段推进依法执政的首要问题, 就是
把党委的外部领导行为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 制定出调整党委的外部领导行为的国家法律, 确保
党委在法治的轨道上领导所有国家机关。
第二, 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权力。 当代中国最强大、 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不是立法权、 行政权、 军事权或司法权, 而是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 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 体现为
党制定国家改革和建设的路线、 方针、 政策, 管理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
部, 领导国家的军队、 意识形态和媒体工作。 各级党委在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
种决策, 不仅关涉和影响到党员的基本利益, 更关涉和影响到普通公民的基本利益。 如果说党中央
和省级党委作出的主要是宏观层面的、 类似于抽象行政行为的重大决策, 那么县 ( 市) 、 乡 ( 镇)

党委作出的则大多是微观层面的、 类似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决策。 在不少地方, 由于党政机构很难
分得开, 党委往往直接讨论、 决定和安排地方的各项具体工作。 因此, 这类由党委作出的具体决策
事实上直接决定或影响特定公民的基本利益。 按照现代法治政治的基本原则, 凡是直接影响公民基
本利益的政治权力, 都必须由国家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 以保证公民正当利益不受非法侵犯, 或者
在受到侵犯时获得法律的救济。 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更不能例外, 也应当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

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第二个问题是, 党的机构和人员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的实际情况
是, 党的机构事实上享有一种法律责任的豁免权, 即党的机构不存在因违法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
题。 党员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情形也只有一种, 那就是因职务犯罪而被追究刑事法律责任。 我们通常
认为, 党的机构往往只决定大政方针问题, 不直接行使管理权或执法权, 所以不适宜追究法律责
任。 但如前所述, 一些地方或基层的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或实施具体行政行为, 当这些具体行政行为

存在违法问题时, 最终承担责任的却是政府, 由此形成了一种 “ 党委拍板, 政府担责” 的现象。
这显然与现代法律与道德的责任自负原则不相符合。 另外, 如果党的机构作出了同宪法和法律相抵
触的抽象行政决策, 应当同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一样承担法律责任。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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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在把党的外部领导行为纳入国家法律调整范围之后, 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像国家机关及其公职
人员一样承担违法责任。
从上述分析还会发现, 推进依法执政, 必须处理好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关系, 特别是要合理
地划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各自调整的事项的范围。 如果二者调整的事项范围划分不合理, 就会出
现应由国家法律调整的事项却由党内法规调整, 或者出现应由党内法规调整的事项却由国家法律调

整。 不过,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种情形。 特别是党委及其工作部门 ( 如组织部、 宣传部、

政法委) 的领导、 指导、 监督国家机关、 人民团体、 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为, 本来应由国家法律
来调整, 事实上却由党内法规制度来调整。
[ 责任编辑: 苗

炎]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