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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之治” 是法治的内在逻辑述要
莫纪宏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法研究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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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全面和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历次
党的重要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的制度要求,详细地梳理了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展的政策脉络,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基本规律。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
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 来摄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进行了详尽的政策分析,指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概念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要
求,更加符合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制度特征。 本文还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 制
度之治” 与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指出了“ 制度之治” 有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内涵,能够更好地补充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存在的治理能力上的短板,有利
于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优势,更好地实现法治的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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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十九届四中全会
《 决定》 ) 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安排了 13 个部
分,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 ① 。 当前,深入
学习和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精神,关键是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基本特征,正确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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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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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

说明》 ,载《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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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辅导读
本》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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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之治” 与“ 法治” 之间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法解释学框架,从而保证制度实践与法治实践之间
的价值统一。

一、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体系的概念,《 决定》 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
科学制度体系。 上述规定表明,“ 制度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在逻辑的揭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各个制度要素之间逻辑关系
的科学表达。 从制度到制度体系的演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
征认识的深化,是通过制度体系概念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总结“ 文化大革命” 的

教训时就指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①邓小平同志上
述关于“ 制度” 的基本判断是建立在对建国后前 30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运行实际状况作出科学总
结基础上的,特别是针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提出的,对于拨乱反正、确定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政
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 鉴于制度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1992 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
说:“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
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

②据此,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姓“ 社” 姓“ 资” 的“ 三个有利于” 判断标准,即“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
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③ 按照邓小
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成熟” “ 定型” 的时间表,也就是说从 1992 年再过 30 年,即

2022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大致成熟和定型。 这个时间段正好与中国共产党建党“ 一百周
年” 相契合,属于我们党第一个“ 一百年” 的历史使命的完成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时间表很快为党
的正式文件所确认,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大政方针。
党的十四大提出:“ 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五大
提出: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党的十六大
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党的十七大提出:
到 20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
将成为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

页。

①

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 年 8 月 18 日) ,载《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第 333

②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1 日) ,载《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③

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1 日) ,载《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72 页。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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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七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得各项制
度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成为不同时代我们党所面临的目标一致的历史使命。 但也要看到的是,这
一时期,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具备哪些最基本的特征,制度发展和进步过程中
的逻辑演进的步骤和方向等等这些最基础的制度学问题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理论认识和政策表
述,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政策要求主要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的比较宏观的行动指引,制度建设的科学目标和实现路径还没有充
分展现出来。
党的十八大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
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重大命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判断标准加入了“ 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政策考量因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成熟和定型提供了科学的
行动方向,直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
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
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 2035 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①。 党的十
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任务和使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确保 2021 年中国共
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更加成熟” “ 更加定型” 基础上,提出了再经过 15 年
左右时间,使得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 完善” ,直至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一百年
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使用了“ 完善” 制度建设目标的提法,形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从成熟、定型到完善的逻辑演进路线,科学地解释了从党的十四大以来
过去三十年中制度建设的各项政策目标的连续性以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未来三十年中制度建
设不断发展的政策方向,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可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的“ 宣言书” 。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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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作
出决定,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②
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的出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意义角度来
看,《 决定》 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从 13 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体系和基本特
征。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及时地回答了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 再有三十年的时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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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7 年 10 月 18 日) ,载《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2-23 页。

的说明》 ,载《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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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辅导读
本》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5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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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的科学预见,为第一个一百年建成更
加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精确的时间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
理论预期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统一。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涉及到“ 制度” 一词
222 次,通篇全面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存在形式、重要内容、基本特征和
框架体系等等理论问题,科学和系统地总结了建国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各项实际成就,既肯定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现状,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行动
纲领的重要作用。
相对于既往历次党的重要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表述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描述突出了“ 制度体系” 的特点,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理论品格与实践特征,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构建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判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理论标准和政策依据“ 制度体系” 一词进入党的正式文件始于党的
十七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
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其中,“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第一次以制度体系
的形式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这说明“ 反腐倡廉” 制度建设领域是首先提出“ 体系化” 要求的。
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 制度体系” 的概念,并对制度体系的一般理论品格与实践特
征提出了全面和系统的“ 要求”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
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一般意义上提出“ 制度体系” 概念的
同时,还重点提出了要加强“ 党内民主制度体系” 建设,指出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
动人民民主。 党的十九大报告除了进一步突出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一般意义上的“ 制度体
系” ①概念之外,还提出了建设“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② “ 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③、“ 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 ④和“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⑤的要求,与党的十八大报告相比,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更加突出了“ 制度体系” 建设的特征,注重从整体上和宏观上来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对“ 制度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
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制度特征,其中最主要特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制度体系的逻辑关系作了清晰地描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

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

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

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权机关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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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上述论述实际上揭示了“ 制度体系”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不是独立于制度外的体系结构,这反映了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 决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新认识,即作为成熟和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本身是一个体系化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诸多方面和诸多层次的制度要素
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而不只是孤零零的制度个体或只是制度“ 孤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
各种制度要素是相互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制度之间存在共同作用的“ 合力” 和共同发力的制度
推动力。
二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一个制度层次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指出:
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从上述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作为一个制度体系,本身分为三个层次的制度结构,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逻辑结构,是制度“ 定型化” 的
重要标志,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自身功能和作用的不同方式。
三是提出了 12 个已经成熟和定型的“ 制度体系” 概念,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①、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宏观调控制度体系②、国家基本服务制度体系③、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④、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⑤、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

体系⑥、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⑦、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⑧ 以及“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⑨ 等等。
其中,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
经提及,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进一步加以确认,说明了这三种制度体系从正式提出到正式确认已
经在实践中“ 成熟” “ 定型” 。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
系、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的规定实际
上表达了制度体系本身的体系化特征,即大的制度体系下面还有小的制度体系,从逻辑上来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应当是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
系、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四个子体系的母体系,并共同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构成要素。
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体系中,第一次明确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

①
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

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

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建立健全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

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建立健全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 。

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⑤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健全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

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建立健全聚焦打仗、激励创新、军民融合的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

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规定:十二、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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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内涵,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同时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
国两制” 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
度保障等等,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个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进一步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理论逻辑和价值内涵。
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
系的基本框架,科学地回答了第一个一百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达
至成熟和定型的基本状况,为到 2035 年建设更加“ 完善”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制度演进
和发展的逻辑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法治体系是法律制度体系的根本特征
在全面和深刻地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特
征和基本内涵精神的基础上,不断地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回避的一个基础性理
论问题就是法律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毫无疑问,对这个基础性理
论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 成
熟”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法律体系与法治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这
个问题法学界已经讨论很多,基本上形成了共识①。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到 2010 年形成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有法可依” 法制原则的发展和完
善,即从文革十年浩劫中的“ 无法可依” 到“ 有法可依” ,再到“ 法律体系” ,反映了我们在立法工作上
的进步和立法质量的提升,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步,也就是说在静态法制
层面实现了法律规范的制度化②。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概念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
定》 ) 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并且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手。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
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特征作了五个方面的阐述,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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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
的十五大提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确
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从静态的法律规范层面上升到
动态的法律实施层面,形成了“ 法律体系” 与“ 法治体系” 有机统一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法律制度
体系,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化特点。
①

参见张建升、薄政峰:《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思考》 ,《 东岳论丛》2013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张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路》 ,《 经济师》2015 年第 8 期,第 77-79 页。

第 174-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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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出发点,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并明确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的四个方面的任务,包括: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健全社会
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明确指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因
此,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 抓手” ,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 尽
管《 决定》 没有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的概念,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既
有效地涵盖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内涵,又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建
设的各个方面的法治工作,特别是着重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施制度体系的重要性。 从
法理上来看,不能因为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没有使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的概念,
就想当然地认为该《 决定》 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就没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制度体系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是在建国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9

年 9 月 24 日就“ 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
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
的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这是我们坚定“ 四个自信” 的一个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
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①。 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是从“ 制度体系” 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特征的,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和法律
制度体系的正当性问题,为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提出的“ 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深刻内涵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依据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的特征,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也就是
“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 这就意味着,国家建设的经验首先转为国家制
度,然后再通过法律上升为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规范保障作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当
然,国家制度转化为法律制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国家制度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其中党的
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种有效的行为规则也是国家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保障,法律制
度是国家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制度得以有效存在和运行最主要的制度载体,具有其
他行为规则所不具有的制度稳定性和制度执行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法学界习惯用“ 法律制度体系” 来涵盖“ 法律体系” ,并将法制区分为

“ 静态的法律规范” 和“ 动态的法律实施” 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提出
①

“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并讲话” ,新华社 2019 年 9 月 24 日,参见 http: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19- 09 / 24 /

②

贺晓荣:《 试论动态法制与静态法制相悖的文化因素》 ,载《 法律科学》1989 年第 2 期,第 1 页。

content_5432784. 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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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概念后,由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将“ 党内法规体系” 纳入
其中,拓展了“ 法律制度体系” 的内容,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可以更加科学地体现了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的各项特征,故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总目标之一就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上述规定进一步赋予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 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 总抓手” 的地位。 也就是说,“ 法治体系是以
立法、以形成法律体系作为基础的。 法律体系形成了,法治就进入到一个有法可依的阶段。 我们把
无法可依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把法律规定的都实现了。 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30 年
前是无法可依,现在已经转移到有法必依上” ①。 所以说,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高度
来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的特征,继而进一步科学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不断完善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制度体系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 制度之治” 是法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通过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制度体系的特
征、结构和基本内涵,突出了“ 制度之治” 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基础性作用②。 强调
“制度之治” ,并不是要忽视或降低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法
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这是由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法治依靠的是宪法
和法律的权威,依托的是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严格的法定程序和机制,将静态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与
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实施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执政规律③。 但是,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必须尊重治国理政
的基本规律,强调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法治可以解决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中的所有问题。 法治是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
本秩序。 法治要能发挥自身的治国理政的作用,首先要依赖于法治自身的“ 制度化水平” 。 法治的
基本要素既有作为静态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也有作为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实施④,此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中还包括了约束执政党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党内法规。 由于法治构成的复杂性,就决
定了法治的内部结构必须科学、合理,必须符合制度化的基本要求。 从立法角度来看,如果不同立
法主体之间的立法权限不清晰,存在法出多门的问题,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相互冲突和不一致
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之间存在价值冲突得不到有效协调,那么,纵有各种各
样的法律规范,但法律规范之间缺少有效和必要的逻辑联系,法律规范不能有效地聚集在一起发挥

①

徐燕、朱燕红:“ 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徐显明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人大网,

②

周叶中:《 “ 中国之治” 的制度密码》 ,载《 济南日报》2019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④

甘藏春:《 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准和要素》 ,载《 法制日报》2015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

2011 年 5 月 30 日,参见 http: / / www. npc. gov. cn / npc / zgrdzz / 2011-05 / 30 / content_1669093. 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 年 4 月 10 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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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博:《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 ,载《 特区实践与理论》2019 年第 1 期,第 9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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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意义上的整体功能,即有规范无制度,那么,此种意义上的“ 有法可依” 在实践中就会变成“ 有法
不能依” ,杂乱无章的法律规范根本无法造就可靠的制度秩序和法律秩序。 因此,法治能否在治国
理政中发挥自身的可预见性、可重复性的普遍适用和有效的规范统一特征,必须要按照制度化建设
的要求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建立科学的逻辑联系,在法律规范与法律实施之间建立起可靠和有
效的法律实施保障和法律实施监督机制,否则,“ 徒法不足以自行” ,仅有纸上规定的完善的法律规
范,却无法产生实践中的法律治理效果,法治的治国理政功能“ 不稳定” ,这样的法治也是低效的、无
能的。 因此,法治之治的内涵应当是符合制度建设规律、具有基本制度逻辑结构和制度功能的“ 制
度之治” 。

“ 制度之治” 作为法治的内在逻辑,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 制度之治” 决定了法治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是共产党执政国家,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
活的领导作用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宪政理论下的“ 法治”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
最根本的保证。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
本经验。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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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也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所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的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要依托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否
则,一切偏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解释方法只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逻辑引向歧
途,用西式的法治话语来解释中国法治建设的规律,不仅使得法治缺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
当性前提,而且会导致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指导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这一点是十八届四中全会《 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和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最核心的精神要义,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内涵的金钥匙。
二是“ 制度之治” 主导了法治的治理方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所确认的 13 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制度要素。 我国现行宪法第 1 条明确规定
了我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在统一
的宪法制度下,还可以通过宪法或者是基本法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实行区别于主体部分所实行的社
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 不过,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主体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特别行
政区适用的地方区域性制度。 因此,我国的法治模式是主体部分的社会主义法治与特别行政区的
资本主义法治两个方面的结合。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都规定了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保持原有
的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这就决定了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所实行的法治的资本主义特
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对坚持和完善“ 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做了明确的肯定,这就意味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范围内所实行的“ 法治” 受到了“ 制度之治” 的约束,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不实
行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也就不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对于香港和澳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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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行政区的“ 法治” 提出了与内地主体部分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不一样的“ 制度要求” ,运用了“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的“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摄涵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内
容,同时提出坚持依法治港治澳,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
爱国者为主体的“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三是“ 制度之治” 左右了法治的治理功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将“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指出“ 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目标还是在于“ 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 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任务不仅仅要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要保证党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要容纳一切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适应、相一致的治理手段和方式,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之中,要坚持依
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依据党章和宪法,正确地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要通过制度的手段把党的政策及时和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法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
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法治与“ 制度之治” 的目标一致性,防
止法治的发展偏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方向,必须要与西方形
形色色的法治理论和法治方案划清界限,我们所实行的法治其制度功能指向应当是坚持、完善和巩
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消磨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阻挠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和有序
发展。
四是“ 制度之治” 构成了法治的基本结构。 2013 年 1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把权

力关进“ 制度” 的笼子①。 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要论述深刻地反映了“ 制度之治” 作为“ 中国之治” 的
根本特征。 强调把权力关进“ 制度” 的笼子首先意味着要依法来约束权力,把权力关进“ 法律” 的笼
子,但由于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诸多方面还会受到方方面面
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执政党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将党纪、政纪挺在法律的前面,才能更
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 2018 年 3 月 12 日现行宪法第 5 次修改时把监察委员会写进了
宪法,同时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又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对在党政机构中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设置了监察制度的监督机制,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除了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外,纪
检监察部门的专门监督也成为约束各种公权力的制度武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制度之治” 的
优势。 事实证明,党纪国法双管齐下,才能编织起约束权力的更加严密的制度笼子。 所以,没有制
度之“ 笼” 作为法治发挥治国理政作用的重要保障,法治运行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法治很难将自身
的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
总之,把“ 制度之治” 作为法治的核心要素对待,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通过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可以真正地找到法治作
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自身治理优势的制度突破口,有效地消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 月 22 日) 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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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理论上一谈法治就会受到西方法治思想的困扰的思维障碍,真正有效地解决法治理论与法治
实践“ 两张皮” 问题,将法治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实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
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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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system requirements of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Party from the Communique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deci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s in detail the policy context from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oints out the basic rule of maturity and finalization for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aining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policy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use the “ leg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include the

“ leg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nd points out the “ leg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concept of “ system” can better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ling by law.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 the rule of system”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points out that “ the rule of system”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etter supplemen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e rule of law as the basic way of governanc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overnance
advantag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o better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governance objectives. This paper also
combine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design defects, and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rule of law. In studying the fun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academic impetu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studies.

Key Words: rule of system; rule of law;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g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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