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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央人大工作會議 強調國家是否民主應由人民來評判

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人大工作會議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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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
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
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人類政治制度史上的偉大創造，是在中國政
治發展史乃至世界政治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全新政治制度。我們要堅
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
和改進新時代人大工作，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鞏固和發展生動活
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
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出席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
作總結講話。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

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則，適應人民民
主專政的國體，有效保證國家沿着社會主
義道路前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國
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
當家作主，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
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有效保證國家治
理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60 多年來
特別是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為黨領導人民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
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提供了重要制度保
障。

制度穩則國家穩 制度強則國家強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
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堅持和完善黨的領
導、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全
局出發，繼續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
和實踐創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
要求，強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必
須堅持用制度體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必
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民主集中
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
道路，必須堅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
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
要方面，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
動的重要優勢。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制度
穩則國家穩，制度強則國家強。我們要毫
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完善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加強和改進新時代人大工作。
習近平強調，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
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
持的重要理念。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
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
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
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
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
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
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
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
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

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
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實現民主方式 不可能千篇一律
習近平強調，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
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一個國家是不是
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
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國
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
際社會共同來評判，而不應該由自以為是
的少數國家來評判。實現民主有多種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
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
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
不民主的。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深
化對民主政治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出全過
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中國全過程人民
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
的參與實踐。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
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
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
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
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
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要繼續推進全過程人
民民主建設，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地、現
實地體現到黨治國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
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和國家機關各個
方面各個層級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
體現到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工作上
來。
習近平強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
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要
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
與，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
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保證人民依法行使
選舉權利，民主選舉產生人大代表，保證
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落實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各環節全過程，確
保黨和國家在決策、執行、監督落實各個
環節都能聽到來自人民的聲音。要完善人
大的民主民意表達平台和載體，健全吸納
民意、匯集民智的工作機制，推進人大協
商、立法協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統一於
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

習近平論
「真正的民主」
●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
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
問題的

●要看制度和法律規定了什麼樣的政治
程序和政治規則，更要看這些制度和
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執行

●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關鍵在於是不
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要看人
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
廣泛參與權

●要看權力運行規則和程序是否民主，更
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

●要看人民在選舉過程中得到了什麼口
頭許諾，更要看選舉後這些承諾實現
了多少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
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
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
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
落，這樣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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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演習在俄羅斯彼得大帝灣附近海域開
幕。圖為演習海域的俄方艦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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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六個主要方面
新時代人大代表的風采。

●要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
威和尊嚴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完善憲法相
關法律制度，保證憲法確立的制
度、原則、規則得到全面實施，要
加強對憲法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檢
查。
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依法行
使職權，保證憲法法律在本行政區
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自覺維護國
家法治統一。

●要用好憲法賦予人大的監督權，實行正
確監督、有效監督、依法監督
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聚焦黨中央重大
決策部署，聚焦人民群眾所思所盼所
願，推動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
矛盾和問題。要加強對法律法規實施情
況的監督，完善人大監督制度。各級
「一府一委兩院」要嚴格執行人大及其
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法規和作出的決議決
定，依法報告工作，自覺接受人大監
督。

●要強化政治機關意識，加強人大自
身建設
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要不斷提高政
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
力，全面加強自身建設，成為自覺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機關、
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權力機
關、全面擔負憲法法律賦予的各項
職責的工作機關、始終同人民群眾
保持密切聯繫的代表機關。

●要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要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把改革發展決策同立法決策更
好結合起來，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
涉外法治，統籌立改廢釋纂，加強
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
法。
要發揮好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
作中的主導作用，深入推進科學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要充分發揮人大代表作用，做到民
有所呼、我有所應
要豐富人大代表聯繫人民群眾的內
容和形式，更好接地氣、察民情、
聚民智、惠民生。
各級人大常委會要加強代表工作能
力建設，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
履職。
人大代表肩負人民賦予的光榮職
責，要站穩政治立場，履行政治責
任，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展現

●要加強黨對人大工作的全面領導
各級黨委要把人大工作擺在重要位置，
完善黨領導人大工作的制度，定期聽取
人大常委會黨組工作匯報，研究解決人
大工作中的重大問題。
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職權、
開展工作，指導和督促「一府一委
兩院」自覺接受人大監督。
各級人大常委會黨組要認真執行黨的領
導各項制度，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主體
責任。
來源：新華社

央視
快評

制度強則國家強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人大工作會議10月
13 日至 14 日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
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們要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
改進新時代人大工作，不斷發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
團結的政治局面。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
出，從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到修改完善
憲法，從推動基層群眾自治到提出全過程
人民民主重大理念……60多年來特別是黨
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不斷深化對民主政治
發展規律的認識，社會長期保持和諧穩定，
綜合國力連上新台階，有效保證國家沿着
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有效保證國家治理跳

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不斷創造發展
的奇跡。實踐充分證明，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是符合中國國情和實際、體現社會主義
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
快評認為，制度穩則國家穩，制度強
則國家強。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中華民族正在實現偉大復興的
征程上奮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支撐
綜合國力競爭並贏得戰略主動的根本性
政治制度，我們要毫不動搖堅持、與時
俱進完善，加強和改進新時代人大工
作。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威
和尊嚴；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律體系；用好憲法賦予人大的監督權；

充分發揮人大代表作用；加強人大自身
建設；加強黨對人大工作的全面領導。
快評最後強調，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
價值。黨的十八大以來，「發展全過程
人民民主」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極大
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
深刻闡明了中國式民主的鮮明特色，指
出中國式民主是顯著區別於個別國家
「裝飾品」「擺設」式的民主。我們要
扎根中國的社會土壤，堅持制度自信，
扎實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把人民
當家作主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黨治國
理政的政策措施上來，具體地、現實地
體現到黨和國家機關各個方面各個層級
工作上來，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
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工作上來。

中國萬噸級驅逐艦 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21」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俄「海
上聯合-2021」軍事演習 14 日在彼得大帝灣
附近海域拉開大幕，圍繞維護海上戰略通
道安全主題，中俄雙方派出各型艦艇和各
類戰機展開編隊聯合反潛等一系列科目演
練。
中國自主研製的055型萬噸級驅逐艦首艦南
昌艦等多型新型驅護和綜合補給艦艇參加聯
演，這也是南昌艦入列以來首次出國演習，
並擔任此次中俄海上聯演中方指揮艦。

此次聯演中方參演兵力分別來自東部、
南部、北部戰區海軍，包括南昌艦、昆明
艦、濱州艦、柳州艦等新型導彈驅逐艦和
護衛艦，「東平湖」號綜合補給艦以及固
定翼反潛巡邏機、艦載直升機等。
此次演習是中俄兩國海軍根據年度計劃
做出的正常安排，中俄雙方派出多型艦
艇、固定翼反潛巡邏機、艦載直升機等，
將主要圍繞通信演練、編隊通過水雷威脅
區、消滅浮雷、編隊防空、對海射擊、聯

合機動、聯合反潛等課目展開演練，雙方
還將使用多種新型武器彈藥開展實際使用
武器演練。
據中國海軍新聞發言人劉文勝海軍大校
介紹，近年來，「海上聯合」系列演習已
經成為中俄兩國海軍常態化的合作形式，
從 2012 年開始，中俄兩國海軍之前已經進
行9次「海上聯合」系列演習。其中，2015
年和 2017 年海上聯演都分兩階段在不同海
域舉行，各為兩次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