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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热点】

执政质量：执政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
周小毛
摘

要：执政质量概念的提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质量建党、质量强党的理论基础之上。 执政质量是评估执政

绩效的科学尺度、转变执政方式的根本目标、完善执政过程的价值取向、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站稳以人民为
中心的立场，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是衡量执政
质量的六个具体标准。 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质量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优化执政环境、开发和利用执政资
源、扩大执政产出、提高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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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已 ７０ 多年，即将成为百年大

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

党，取得了骄人的执政业绩，深受中国人民的拥护和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了许

支持。 然而，正如执政资格的取得不可能与生俱来

多新的观点。 其中，他们关于质量建党、质量强党的

一样，执 政 地 位 的 巩 固 也 不 可 能 一 劳 永 逸。 面 对

深刻阐述为执政质量概念的提出和研究奠定了坚实

“ 四种危险” “ 四大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警示全
党要牢记“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的古训，明确提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

的理论基础。

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质量建党、质量强

党的精辟论述

党的建设质量与党的执政密切相关，直接关乎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注重从质量上加强共

执政能力和水平。 换言之，党的建设质量直接关乎

产党的建设。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作为工

执政党的执政质量。 所谓执政质量，是指执政党在

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定要高质量地把自身建设好，否

开发和利用执政资源、优化执政环境的基础上，不断

则便难以承担起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

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实现执政所追求的目标、提升

史使命。 因此，他们对于质量建党进行了深刻阐述。

执政满意度、维护执政安全、夯实执政根基的结果和

首先，以严格的标准加强党的建设。 马克思主

状态。 高水平的执政质量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

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共产党是以科学理论武装起

的殷切期盼，也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

来的政党。 恩格斯指出：“ 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

一、执政质量的提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
质量建党、质量强党的理论基础之上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史的序幕。 １７０ 多年以来，关于如何加强共产党的

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①

列宁也反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
动。 在他看来，轻视革命理论无异于在别人送葬时
去说“ 恭喜” “ 恭喜” 一样荒唐。 他们还高度重视严
明党的纪律。 作为职业革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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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第一个共产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特别关

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国家机关的运行质量来

注党的组织生活。 他们亲自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

实现的。 作为共产党第一个执政的领袖，列宁敏锐

明确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政治原则和组织纪律。

地感觉到国家机关建设和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他通

绝对保持 党 的 纪 律， 否 则 将 一 事 无 成。” ② 列 宁 在

关质量建设的系统思路和操作办法。 “ 在改善我们

１８５９ 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 必须
《 进一步退两步》 等著作中阐明了党的组织生活的

过解剖工农检查院这只“ 麻雀” ，形成了关于国家机
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

立场、观点和方法。 他认为，讨论和批评自由是党员

数量和急于求成。 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

的民主权利，更是党员的纪律要求，党内关系不能

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

持” ③ ；没有不服从纪律的“ 上等人物” 和必须服从

 他认为，工农检查院质量

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 

“ 靠朋 友 关 系 或 盲 目 的、 没 有 根 据 的 ‘ 信 任’ 来 维

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 ⑩ 他甚至提出：“ 宁可数

纪律的“ 平凡人物” 之分，党员一律平等，都要自觉

的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人有迫切的心情但

地监督和接受监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强

是他们受教育不够，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不知道怎

调共产党人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 列宁作为第

么做，无法办到；而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又少得可

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领袖，深信“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

笑。 为了革新国家机关，他提出了“ 第一是学习，第

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
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④ 。 他时刻以普通党员的

 的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

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 

恩格斯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探讨质量建党、质量强

身份要求自己，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为党内组织生活

党的话，列宁则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阐述并

的健康发展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显示了共产党领袖

进一步论述执政党和国家机关质量建设的问题，对

的无限魅力。

于执政质量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其次，严把入口关并清退不合格党员。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共产党的战斗力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数

２．中国共产党人对质量建党、质量强党的理论

探索

量而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 因此，提高党员质量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党的建设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 在他们看来，加入

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高质量

协会（ 第一国际———引者注） 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

建党问题作了大量论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

期，针对红四军内严重滋长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情况，

系的基础，每一个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

毛泽东深刻指出：“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协会的加入者是“ 不知疲倦的、

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

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 ⑤ ，是“ 最优秀
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⑥ 。

他们 “ 具备

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 ，“ 必须自愿地把
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 。 ⑦ 在他们的心目中，把好共

产党员 的 入 门 关 至 关 重 要。 列 宁 更 加 形 象 地 说：
“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世界上
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
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

洗‘ 混进党里来的人’ 。” ⑧ 他还强调：“ 宁可十个办
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 真正办实事的人是不追求
头衔的！） ，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利和机会当
党员。” ⑨ 仅

１９２１ 年，苏维埃俄国就清理不合格党员

１７ 万人，占当时 ７３ 万名党员的将近 １ ／ ４，对于保障
俄共（ 布） 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注重国家机关质量的提高。 执政党的领

松 懈， 影 响 到 红 军 的 领 导 与 政 策 之 执 行 非 常 之
 他以古田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创造性地提出

大。” 

了党指挥枪和从思想上建党的观点，开辟了思想建
党的成功之路。 到达延安后，党获得了空前发展的
同时，也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
和党风、文风和学风不纯的问题。 对此，毛泽东及时
思考党的建设这个战略问题。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毛泽
东在《 〈 共产党人〉 发刊词》 中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

一个“ 伟大的工程” ，并提出了建设这个工程的标准

和目标，即“ 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
 。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

国共产党” 

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 两个务必” ，
以“ 进京赶考” 的心态保持低调，维护党的先进性，
写下了质量建党的光辉篇章。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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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 “ 要整好我们的

众对共产党的执政业绩最有发言权，能够作出最客

 他特别

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

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

观公正的评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党

重视党的质量，明确指出“ 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

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强调：“ 共产党的

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执政绩效呢？ 具体的和专业的标

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

准很多，但是，具体和专业的标准只能分别评估某个

。

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 

 胡锦涛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

素质。” 

 那么，人民群众以什么

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方面或者说某个层次的执政业绩，无法评价整体的

建。 他指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应

执政业绩，而执政质量是一个抽象度很高、包容性很

对严峻挑战、完成历史使命的迫切需要，是时代的要

大、覆盖面很广的综合性标准，涉及到政治质量、经

 他强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

求、人民的要求。” 

济质量、文化质量、社会质量和生态质量，能反映执

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

政业绩的整体面貌。 因此，执政质量为人民群众评

来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

估执政业绩提供了科学的标准与尺度。

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８０００ 多万党员的大党，承

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２．执政质量是转变执政方式的根本目标

执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 坚持从巩固党的执

治理，而治理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 执政党只有遵

政地位的 大 局 看 问 题， 把 抓 好 党 建 作 为 最 大 的 政

循治理的客观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进入有序、

他特别注重从质量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建

有效治理的状态。 就执政方式而言，不同的执政方

设，先后提出了党员质量、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等概

式往往产生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治理结果。 所以，

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正式提出了不断提高

选择正确的执政方式非常重要。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

党的建设质量的科学命题，要求通过党的自我净化、

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都面临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

着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残余思想积重难返、党员干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习

部素质不高、西方国家封锁孤立等巨大压力和挑战，

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质量建

加上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一度出现个人崇拜、破坏

党、质量强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提供了执政质

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方面的失误，执政方式表现出粗

量研究的新的科学指南。

暴、不民主、搞行政命令、缺少法治等特征，深深地打

。

绩” 

二、执政质量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上了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 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其不足和弊端逐步显现出来，严重

执政质量的提出创新了执政研究的视角，拓宽

地影响了执政效果、执政业绩，人民群众产生不满情

了执政研究的视野，具有学术创新的理论价值。 不

绪。 中国共产党早期也沿袭过苏共的执政方式，出

仅如此，深入研究执政质量，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现过“ 左” 的错误。 事实证明，执政方式必须适应现

导、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

代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而转

重要的现实意义。

型升级，围绕提高人民群众认可的执政质量这个根

１．执政质量是评估执政绩效的科学尺度

本目标进行理性选择。 善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

执政是执政党的实践行为，而实践行为必然产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正是以改进执

生客观的结果，这种执政结果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无

政效果、提高执政质量为目标，自觉地选择科学执

效的，符合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期

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执政方式，开创了执政的

盼，需要进行公正和科学的评价。 而科学评估必须

新局面。

有两个前提，一是界定评价的主体，二是明确科学的
标准。 毫无疑问，对共产党执政绩效的评价，人民群

３．执政质量是完善执政过程的价值取向

执政过程是指执政党输入执政资源、输出执政

众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评价主体，因为共产党代表人

产品的程序与活动。 持续输出高质量的执政产品，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人民群

保持输出与输入的平衡并追求输出的最大化和最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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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执政过程的追求和价值所在。 然而，执政过程

量执政质量的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处在终极标准

总是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可变性、动

的层次，偏离价值标准，执政质量无从谈起。 以习近

态性、不完善性，一旦出现偏差便可能影响执政目标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了

的如期实现。 因此，不断完善执政过程是成功执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简言之，我们的发展不

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完善执政过程最重要的就是要

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

以执政质量为基本取向，充分发掘执政资源的潜能，

务人民、造福人民，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性质问题、原

发挥好公共政策的优势，确保执政过程在既定的轨

则问题、方向问题，是执政的本质属性。 以人民为中

道上健康运行。

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共产党的初心和宗旨，是共产

４．执政质量是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国际共运史告诉我们，巩固执政地位远比获取

执政资格艰难。 苏联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为 ２０ 万时
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２００ 万时取得了卫国战争
的胜利，而 ２０００ 万时亡党亡国。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党员质量的提高和党组织
的纯洁，放松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长期固守僵化的体制机制，民主严重缺失，民生没有

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
目的与追求。 因此，我们要以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质量
２．“ 发挥两个作用”

“ 发挥两个作用” 即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

改善，执政业绩不佳，执政效果不好，执政质量不高，

作用，这是衡量执政质量的基础标准。 执政质量是

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教训是非常深刻

执政效果、执政效率的集中体现，为了更好和更高层

的。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的事情要办好

次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我国需要选择

首先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事 情 要 办 好。 实 现 ‘ 两 个 一 百

年’ 奋斗目标，我们不知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
 事实证

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 

正确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来加快发展、增进效果、提高
效率。 没有高质量的发展作支撑，执政质量也会基
础不稳、根基不牢。 因此，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处理

明，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提高执政质量，才能保持党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断

的先进性，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巩固中国共产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成为衡量执政质量的基础性

党的执政地位。

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强

三、衡量执政质量的科学标准

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
发挥政府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和完

执政质量是评价执政业绩大小和好坏的客观标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

准，而作为描述执政结果和执政状态的执政质量，其

宏观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市场和政府的功

高低优劣同样需要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 党的十八

能，避免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面，创造了经济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执政的价值取向、依靠力

快速发展的奇迹。

量、基本规律、具体路径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作出深
刻阐述，为判断党的执政质量提供了依据和尺度。

３．“ 遵循三大规律”

“ 遵循三大规律” 即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因此，我们要以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明

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衡量执政质量

确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质量的科学标准，建构评估

的基本标准。 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反映了

执政质量的指标体系。 笔者以为，衡量执政质量的

事物发展的趋势。 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

具体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类只有遵循规律，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

１．“ 站稳一个立场”

“ 站稳一个立场” 即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反之，违背和抗拒规律，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活动同样要认识规律、把握规律、

这是衡量执政质量的价值标准。 衡量执政质量既要

遵循规律。 不仅要遵循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

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更要看发展的目的

的特殊规律，而且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和归宿，前者是衡量执政质量的科学标准，后者是衡

减少执政的盲目性，增强执政的自觉性。 只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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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共产党才能驾驭

一体” 的总体布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全部内

复杂的局面，进入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境界，取得

容。 与此相对应的经济质量、政治质量、文化质量、

良好的执政效果。 那种瞎子摸象、凭着感觉走的做

社会质量、生态质量是执政质量的外延，囊括执政质

法，永远提升不了执政的层次和水平。 因此，执政质

量的全部内容。 因此，“ 五种质量” 是衡量执政质量

量与“ 三大规律” 密不可分，是否遵循“ 三大规律” 是
判断执政质量高低的基本标准。
４．“ 跨越四大陷阱”

“ 跨越四大陷阱” 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

的核心标准。 “ 五种质量” 中的任意一种分别是衡

量执政质量的具体标准，从一个侧面反映执政质量。
同时，“ 五种质量” 相互贯通、有机联系，构成衡量执
政质量的完整和核心的标准。 所以，“ 五种质量” 的

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话语权陷阱，这是衡量执政质

任一缺失都是不允许的。 习近平总书记把富强、民

量的底线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

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五大建设的奋斗目标，揭示

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既面临重大战略机

了五大建设质的规定性，进一步精炼、明确、概括了

执政的拦路虎，绕过和跨越“ 四大陷阱” ，是执政的

政质量。

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四大陷阱” 就是影响
前提和基础，是提升执政质量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
陷入陷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举步维艰甚至

“ 五种质量” 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衡量执
６．“ 树立六种思维”

“ 树立六种思维” 即树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

前功尽弃。 因此，是否跨越“ 四大陷阱” 是衡量执政

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这是评价

质量高低的底线标准。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

执政质量的方法标准。 理性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 ３０００ 美元后，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 “ 矛盾凸显期” ， 会出现发 展 缓

重要标志，思维是实践的指南，方法是行动的向导，
思维方法是否科学对执政实践和执政质量产生潜移

慢、分配失衡、矛盾增多、社会动荡、腐败加剧的中等

默化的影响，错误的思维方法必然带来灾难性的执

收入陷阱；政府失信一次后，尽管政府再不说假话，

政结果。 思维方法虽然是隐形的、抽象的，但作为衡

社会都不再相信政府的真话，可能产生政府诚信危

量执政质量的标准又是客观实在的。 辩证唯物主义

机，陷入塔西佗陷阱；冷战思维不散，大国之间出现

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执政党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全部

战略误判，可能陷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

执政实践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特

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文化领域西强我弱，西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高度重视执政党执政的

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国际事务的裁决权、国际争
端的处置权，可能陷入中国的经济地位提升而中国

思维方法。 他在 ２０１９ 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战略思维、

的声音和影响力不大并且常常处于被指责甚至挨骂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

的考验，回避矛盾并不能解决问题，居安思危、沉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对于我们

的话语权陷阱。 “ 四大陷阱” 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

维。 “ 六种思维”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应战才是进一步提升执政质量、巩固执政地位的正

党站在时代前沿、抓住重大机遇、处理重大矛盾、化

确选择。 可喜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宏伟

解重大风险、开拓创新执政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气魄，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跨越“ 四大陷阱”

为新时代衡量党的执政质量提供了方法标准。

开出了药方，世界风景唯这边独好，中国的国际形象
进一步改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来越巩固。
这些成绩的取得进一步印证了以“ 跨越四大陷阱”
作为衡量执政质量标准的合理性。
５．“ 提升五种质量”

“ 提升五种质量” 即提升经济质量、政治质量、

四、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质量的基本路径
提升执政质量是每个执政党的良好夙愿，然而
执政质量的提高并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需要全党
全社会勠力同心、艰辛努力。 执政质量的提升与执
政党的自身建设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党

文化质量、社会质量、生态质量，这是衡量执政质量

的建设加强了，建设的质量提高了，执政质量也就随

的核心标准。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之上升。 因此，提升执政质量要以不断提高党的建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位

设质量为前提。 坚持质量建党也是建设伟大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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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要求。 既然是“ 工程” ，就有量的规定性和质的

提升执政质量的必由之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程” 的性质和灵魂，质比量处在更重要和核心的层

源。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地大物

面，是“ 工程” 的本质属性。 因此，新时代我们要不

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执政，又有正确道路、科学理论、

规定性，量体现 “ 工程” 的程度和状态， 质体现 “ 工

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建设好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
大工程。 在质量强党的基础上，采取以下举措，进一
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质量。
１．优化执政环境

开发和利用好执政资源，首先要认清、梳理好执政资

优越制度和先进文化的自信，加上 ４０ 多年改革开放
的积累，执政资源是得天独厚、异常丰富的，包括潜
在和无形的、现存和有形的，只有摸清家底、了然于
胸，才有可能条分缕析、开发利用。 其次要充分开发

执政环境是执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

和利用无形的执政资源。 自觉认识到党员信仰、党

党内外、国内外的形势。 作为执政党执政的客观条

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力、良好的党风政风、

件，执政环境是影响执政质量的外因，虽然外因要通

优良的文化传统具有社会凝聚、社会认可的重大价

过内因起作用，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其影响是不

值，这些潜在和无形的执政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

可低估的，因此，提高执政质量必须改进和优化执政

竭，可以再生。 要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创造性转

环境。 一是要全面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

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党的政治建设为核心，落实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

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等路径进行充分地开发，使之源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各项任务，切实解决党内

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不断夯实提升执政质量的基础。

所依然存在的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阳奉阴违、结党

最后要倍加珍惜、合理利用有形的执政资源。 中国

营私等问题，彻底消除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

共产党执政丝毫离不开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国家公

义、圈子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努力营造海晏河清、

共财富，这些有形的执政资源有的是老祖宗留给我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执政环境。 二是要建立健全

们的，有的是创造和生产出来的。 自然资源很大一

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 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部分是非常有限的，难以再生；人力资源和公共财富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把制度体系建设作为

需要投入才能创造出来，因此，对于有形的执政资源

治国理政的基石，以法律法规、制度规则来规范社会

要倍加珍惜、合理利用，任性开发和使用必将削弱党

治理和社会建设，营造公平公正、运行有序、长治久

的执政基础，制约执政质量的提升。

安的执政环境。 三是要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人
民爱好和平、从来不威胁和侵略他国的故事；讲好中

３．扩大执政产出

执政实质上就是投入执政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社会提供量大质优的公共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

实施精准扶贫，不断为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作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通过扩大和提升执政产出使

出中国贡献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谋求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执政便是有质量或

与发展、为世界之乱走向世界之治贡献中国智慧中

高质量的执政。 从管理学的角度而言，研究执政质

国方案的故事；讲好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

量这样的有效执政产出，需要引入成本、效益的理

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主张多边主义的故事，让世界更

念，进行成本、效益的比较和成本、效益的科学管理，

多的人了解中国，彻底改变国际社会以“ 中国失败

牢固树立执政的管理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和质

论” “ 中国威胁论” 唱衰、打压甚至妖魔化中国的被

量意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切实防止有投

动局面，使我们走出挨骂的困境，营造有利于执政的

入无产出、高投入低产出、有产出无品质的无效执政

国际舆论环境，以良好的执政环境服务于执政质量

行为。 一是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

的提升。

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国家就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公

２．开发和利用执政资源

共产品，执政就成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要始终

执政资源是支撑执政实践、提高执政质量的基

牢记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

础，执政资源越丰富越有品质，执政基础就越牢固，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矢志

任何无视、轻视、浪费执政资源的政党是无法提升执

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摇摆、不折腾、不

政质量的。 毫不夸张地说，开发和利用执政资源是

懈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上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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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不断丰富和扩大执

于读无字之书，在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中、人民群众

政产出。 二是要理顺发展思路。 破除发展就是增长

的伟大实践中吸收智慧、增长见识。 三是要增强本

的狭隘思维，从唯 ＧＤＰ 论和 ＧＤＰ 恐慌症中走出来，

领。 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新形势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确立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和中高速发展的思路，注

大变局，执政党要全面提升和增强自身本领，包括执

重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使执政产出建立在更加

政党的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

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 三是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

念。 执政产出的提升要以协调、创新、绿色、开放、共

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综合素质

享发展理念为支撑，以人民为中心，更加注重平衡的

和执政能力，促进执政质量迈上新的台阶。

发展、充满活力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开放的发展、
安全的发展。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页。 ②

４．提高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是执政党胜任执政工作的主观条件，

体现执政党的执政才干和执政本领。 高质量地完成
执政党的执政大业，既需要良好的执政环境、丰富的
执政资源、牢固的执政基础等客观条件，更需要执政
党具有选择先进的执政理念、正确的执政方略、科学
的执政体制、有效的执政方式的水准和能力的主观
条件，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大小决定着执政质量的高
低，提高执政质量须臾离不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 一是要加强学习。 现代社会的发展向执政党提
出了全新的要求。 未知的比已知的多，知识的折旧
率快速提高，知识的恐慌、本领的恐慌给执政党的执
政带来了如此大的挑战，不终身学习和修炼就会迅
速出局，加强学习成为了提高和完善执政能力的不
二选择。 只有学理论、学历史、学科技、学法律、学经
济、学管理、学政策，学一切不懂的东西，才能跟上时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９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９１３ 页。 ③
《 列宁全集》 第 ８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９３ 页。 ④《 列宁全集》

第 ３３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１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０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９４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９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００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８１ 页。 ⑧《 列宁全集》 第 ３７ 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１７ 页。 ⑨《 列宁全集》 第 ７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７２ 页。 ⑩


《 列宁全集》 第 ４３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４ 页。 
 《 建党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９） 》 第 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７３５ 页。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９） 》 第 １６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７４ 页。 


《 邓小平文选》 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３１３ 页。 
 《 邓小平


文选》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３４８ 页。 
《 江泽民文选》 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５５ 页。 
 《 胡锦涛文选》 第 ２ 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２ 页。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中

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４ 页。 


《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９８、６９８ 页。 
 《 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６ 页。

代的步伐。 二是要深入实践。 要注重知行合一，善

责任编辑：文

武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ｍ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ｌｉｎｇ ；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ｒｕｌ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