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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要】在走向法治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增强执政本领，其中依法 

执政本领具有独特地位和重大作用。增强依法执政本领的基本要求是增强 

依照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本领，首要方面是增强依照党规党纪治党管党的本 

领，关键是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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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如何增强 

依法执政本领 

文 卓泽渊 

执政是世界上多数政党的直接诉求，执好政 

当然是执政党的最大心愿。怎样才能执好政，如 

何才能增强执政本领、提高执政能力，必然是执 

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在走向法治的历程中，中国 

共产党必须着力增强执政本领，其中依法执政本 

领具有独特地位和重大作用。 

一

、 增强依法执政本领的基本要求是 

增强依照宪法法律治国理政的本领 

首先，法治下的执政本领首先就是依法执 

政本领。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在法治的 

环境下，必须依照宪法法律来处理国家和社会治 

理的事务。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法律是治 

国理政的具体依据。执政党必须以宪法法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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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行为准则。在现代政党政治中，依法执政 

是执政党基本的执政方式。如何依照宪法法律 

的规定来执掌政权，行使好执政权，是执政党的 

法治课题 ，也是法治任务。学会依法执政，对于 

任何执政党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从革命党 

演变而来的执政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也是 

更为艰巨的任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 

养成了与反动政府斗争进而破坏既有法律的行为 

习惯和方式。在成为执政党后，不仅不能破坏法 

律，而且还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执政，运用法律 

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对于曾经的革命党无疑 

是严峻的考验。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们 

党逐步推进并努力完成这一转变，迄今已经取得 

了重大进步。 

其次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人民性的要求与 



体现。执政党与人民之间首先是政治关系，这一 

关系必然体现在法律之上。人民的意志总是通过 

法律来表达的，法律在逻辑上理当是人民意志的 

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的 

愿望、要求，都是通过法律来表达的。因此，表现 

在法治上，执政党就是要自觉依法办事，通过自 

己的执法与守法行为来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人民意 

志，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 

权、管好权。人民是政党存在的群众基础与社会 

基础。人民的意志往往借助法律来体现，尤其是 

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 

利益，反映人民的意志，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 

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人民的 

集体意志和共同意志，执政党对于法律的忠诚就 

是对于人民意志的忠诚，最终也是对于人民的忠 

诚。法律就成为衡量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忠于人 

民的标准。 

再次。执政党与各个国家机关的关系也是 

宪法和法律上的关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从 

政治上说 的，党并不能包办一切 、代替一切，它 

必须尊重各个国家机关的法定权力，支持他们 

依法履行职权、承担职责，即行使法定权力，履 

行法定义务。国家机关能否充分地依法履职，实 

现法定职能，是对国家机关的法治检验，也是中 

国共产党是否成功地依法执政的标志。执政党 

要处理好自己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就必须 

尊重各个机关的法定职权，为他们全面履职提供 

政治保证。只有国家各个机关都依法履职了，执 

政党的执政目标才能科学而顺利地达成，这样 

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才会因尊重历史与社会发展 

规律而获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 

政，其内涵就包含着保障各个国家机关依法履 

职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是否依法执政的 

具体表现。 

最后，执政党与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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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公民个人的关系，都与法律制度的规定密切 

相关，都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执政党与各类组 

织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如何定位，非常重要。尤其 

是执政党，如何处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法律上 

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宏观上说是非常复杂的政治 

问题与法律问题。从法律上讲，既是立法上的问 

题，更是实践中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党的领导能 

否科学实现和社会活力能否充分发挥。作为执政 

党党员的政治义务与其作为公民的权利之间的关 

系等，历来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因为作为党员 

来说，既是党员也是公民，既有党员权利和党员义 

务，还有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这些问题各有特殊 

之处，执政党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会有 

这样那样的差异，涉及相当多的法律问题和法律 

关系。处理得好，执政党就能很好执政；处理得不 

好，就可能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 

的后果。 

二、增强依法执政本领的首要方面是 

增强依照党规党纪治党管党的本领 

首先，执政党自身建设是执政党的首要任 

务。执政党是作为相关政党执政者的政治身份， 

也是法律身份。执政党是执政的主体，其地位一 

般都是由宪法和法律确认或者依照宪法法律的 

规定而获得的。执政党执政状况的优良与否，直 

接受制于执政党自身的情形。没有良好的执政党 

建设便无良好的执政状况。一个政党自身的素质 

是它能否执政、能否良好执政的主体状况、首要 

基础和前提条件。执政党自身建设自始就是其担 

当执政使命、完成执政任务的首要环节和必要依 

赖。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是执政党最为紧迫的任 

务，是头等大事。只要有执政党存在，这一任务就 

必须为其所长期担负、时时担负。一旦出现问题就 

会在执政过程中暴露出来，影响执政效能，最终 

影响执政和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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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全面从严治党是依法执政的使命要 

求。党婴1 ：党、个而从严治党，烛 蚀党t 内凝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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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有良好的党内规章 

体系。我 常配泱治是规则之治，依规治党实际 

上址法治 ‘式运川1-党内的结果， 充分运川党 

规党纪从 治党． 个而从严治党的 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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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 形成 的规市体系，这是第一步，也是极 

为 【，j勺一步 

最后，依法执政要求依规治党，确保党规的 



有效实施和全面实施。执行不严，再好的规章也 

难以产生应有的效用，依规治党就是依法治国的 

党内的体现。实施是制定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党 

规目标得以实现的不二之选。党规实施是通过执 

行与遵守来实现的，它们是党规得以实施的两个 

方面、两条并行的路径。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依规 

治党，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守纪必严。只有严字当 

头，在执行和遵守两个方面都从严要求，才能有一 

个纪律严明的党、一个步调统一的党。只有这样 

的党才能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 

三、增强依法执政本领的关键是增强 

领导千部的法治能力 

党的领导干部是执政党的代表者，也是代表 

执政党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关键 

少数。执政党的所有执政行为无—不是通过领导 

干部来进行和推动的。党的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 

代表着执政党的法治能力。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法治意识。法治意识 

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观念基础。作 

为领导干部，往往并不是法律专业人士。那些专业 

性的法律工作，即法律业务工作，完全可以交付给 

专业人士承担，而领导干部更多是需要有法治意 

识。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在重大决策的关键 

时刻要能够想到法治，能够听取法律专业人士的 

意见，也就是其法治意识的反映。在明知依法必 

须为之的时候，坚决服从法律依法为之；在明知 

依法不可为之的情况下，绝不为之。能否做到这一 

点，是对领导干部法治意识的检验。如果只是从 

法律上弄明白，而不是行动上加以贯彻，这样的领 

导干部依然不具有法治意识，所具有的不过是一 

般法律意识或者法律知识而已。有法律知识而无 

法治意识的领导干部，也不是法治时代的优秀代 

表和应有典范。 

党的领导千部必须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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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构成部分。这里的法治思 

维就是指领导干部运用法律的原则、精神、规则 

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从而得出结论、作出 

决定的思维模式。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 

并不排斥其他思维模式与之并存。在人们的思维 

模式中，除了法治思维之外，还有哲学思维、文化 

思维、政治思维、科技思维等，还有辩证思维、系 

统思想、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等。这些不同的思维 

模式具有不同的意义，我们都可以甚至都需要加 

以运用，法治思维与它们也并不相互排斥。只是， 

我们在运用其他思维模式的时候，不能忽略更不 

能拒绝法治思维。相反的是，我们必须树立起法 

治思维，运用好法治思维。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运用法治方式。就领导干 

部的工作来说，其内容是重要的，其方式常常具 

有更为先决的意义与影响。如果方式是错误的， 

就难免导致最终结果的错误。在国家和社会走向 

法治和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法治方式的 

运用。这里的法治方式是指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来 

对待有关事务的方法与形式。领导干部的执法行 

为是其法治能力的外化与展现，其行为方式的选 

择一定是他们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的反映。法律 

方式是多样的。遇到了矛盾纠纷，我们可以协商解 

决、行政解决、仲裁解决、诉讼解决等，这些都是 

法治方式，但是一定不能用违法的方式解决。比 

如有的地方的个别领导面对大规模征地拆迁问 

题，—旦与公民或者法人产生矛盾，不是寻找法律 

的途径加以解决，而是去找黑社会来解决。显然， 

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法治方式，恰恰是反法治的 

方式。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甚至会直接导致违 

法犯罪。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法律来处理 

政务及相关事宜，才能不犯法律上的错误，才是真 

正地运用法治方式，也才是领导干部具有法治能 

力的体现。曙 

(作者：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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