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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的 政 治 體 制 架 構 簡 介     （ 提 綱 ）    

一一一一、、、、什麽是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權結構的組織形式及相關的法律和制度。 

（（（（一一一一））））““““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含義有廣義的和專指的兩種的含義有廣義的和專指的兩種的含義有廣義的和專指的兩種的含義有廣義的和專指的兩種。。。。    

1111、、、、廣義的政治體制廣義的政治體制廣義的政治體制廣義的政治體制。包括社會制度、國體、政體、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

度、政權結構等。 

其中：“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及其有關的制度。 

中國的政治制度內容包括中國的政治制度內容包括中國的政治制度內容包括中國的政治制度內容包括（13 項）：：：： 舉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選

制度，國家元首制度，國家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軍事制度，幹部人事制度，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人民直接參與制度，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 

2222、、、、專指專指專指專指的的的的政治體制是政權結構政治體制是政權結構政治體制是政權結構政治體制是政權結構。。。。    

中國的政權結構主要有：執政黨，最高權力和立法機關，參政議政機關，國家行政

機關，執法司法機關，權力監督機關，軍事力量等。    

3333、、、、世界各國世界各國世界各國世界各國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的的的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關係分：君主立憲制，三權分立制，議行合一制。 

中央與地方關係分：複合制，單一制。 

權力來源分：世襲制，共和制。（共和制：國家元首、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首腦定舉期由選 産生的政治制度。） 

（（（（二二二二））））中國是實行議行合一的單一制民主共和國中國是實行議行合一的單一制民主共和國中國是實行議行合一的單一制民主共和國中國是實行議行合一的單一制民主共和國。。。。    

（（（（三三三三））））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行政主 既導，立法與行政 配合又制衡、重

在配合，司法獨立。香港特區的權力來源於中國中央政府，全國人大授予高度自治權，

國務院授予具體管轄權。 舉香港當前的“政制改革”、“政制爭紛”實際上是選 制度的改革和爭紛，屬於“政治

制度”的範圍。 

二、中國的政治體制組成和運作 

（（（（一一一一））））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1111、、、、中國的政黨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中國的政黨制度：：：：多黨合作制多黨合作制多黨合作制多黨合作制。。。。    

2222 產產產產、、、、中國共中國共中國共中國共 黨是黨是黨是黨是《《《《憲法憲法憲法憲法》》》》規定的領導党規定的領導党規定的領導党規定的領導党、、、、執政黨執政黨執政黨執政黨。 

3333、、、、八八八八個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個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個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個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8 年 1 月建立，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41.10，

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45.12，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45.12，民進）；中國農工

民主黨（47.2，農工黨）；中國致公黨（25.10）；九三學社（45.9）；台灣民主自治同

盟（47.11，台盟）。 

（（（（二二二二））））國家機構國家機構國家機構國家機構。 

1111、、、、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國的行政區劃中國的行政區劃。。。。    

①①①①    全國分爲：23 個省，5 個自治區，4 個直轄市，2222 個特別行政區； 

②②②②    省、自治區分爲：副省級市、地區級市、地區、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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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③③    直轄市、副省級市、地區級市、地區、自治州分爲：區、縣、縣級市、自治縣、

旗（內蒙古）； 

④④④④    鎮 鄉 鎮鄉縣、自治縣、縣級市、旗分爲： 、 （ 下分村）。 

⑤⑤⑤⑤ 2 2 2 2 個特別行政區。    

2222、、、、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    

簡稱人大。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議行合一”的中國最高權力機構最高權力機構最高權力機構最高權力機構 它， 擁有：

最高立法權、 决最高 定權、最高行政權、最高監督權；“一府兩院”（政府、法院、檢察

院）對其負責。 產人大遵循以下原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中國共 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民族平

等與民族團結。 

除全國人大外，按照上述行政區劃設有地方各級人大。 舉 舉 舉各級人民代表由選 （直接選 或間接選 ）産生。 

3333、、、、國家元首國家元首國家元首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國家主席。。。。 舉國家元首由全國人大選 産生，對全國人大負責。 

職權：公佈法律，頒佈命令，任命政府主要官員，授予勳章和榮譽稱號；發佈特赦

令、戒嚴令、動員令，宣佈戰爭狀態；接受外國使節，派遣駐外代表，批准對外條約協

定。 

4444、、、、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人民政府。。。。 舉執行國家權力的行政機關，向人大負責，主要負責官員由人大選

或任命産生。 

人民政府有：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按上述行政區劃設置的各級人民政

府。 

5555、、、、參政議政機構參政議政機構參政議政機構參政議政機構。。。。    

①①①①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人民政協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教少數民族人士、宗 界人士和各界愛國人士參加，其主要職能有二： 

一是政治協商政治協商政治協商政治協商。協商的內容有：政協成員內部合作的有關事宜；就國家和地方事務、

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政府對一些重要問題向政協徵求意見、進

行協商。這些協商是政治關係，不是法律關係。 

二是民主監督民主監督民主監督民主監督。提出批評和建議，協助國家機關改進工作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 

②②②②    基層自治組織基層自治組織基層自治組織基層自治組織：：：：職工代表大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 

6666、、、、權力監督機構權力監督機構權力監督機構權力監督機構。。。。 查中共的各級紀律檢 委員會；人大、政協；政府的各級監察部

門（部、廳、局、室、科、股、組），行政復議部門；公、檢、法機關；各種輿論工具；

人民信訪機構；民主化、科學化的決策程序；等。 

（（（（三三三三））））執法司法機關執法司法機關執法司法機關執法司法機關。。。。由公、檢、法、司組成。 

1111、、、、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公安機關（部、廳、局）。負責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公民權利，保護公共

財産的安全。 

2222、、、、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行使檢察權的國家機關，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檢察查 查 舉院。審 批准逮捕，審 決定起訴，出席法庭支援公訴。檢察長由人大選 産生，向人

大負責。 

3333、、、、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國家機關，有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法舉院院長由人大選 産生，向人大負責。 

4444、、、、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司法機關 教（部、廳、局），對犯人及其關押場所的 育、管理，對社會進行法

制宣傳，法律公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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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軍事力量軍事力量軍事力量軍事力量。    

1111、、、、中央軍委中央軍委中央軍委中央軍委。。。。 舉經中共和各黨派協商，由全國人大選 決定産生，是中國武裝力量產的最高領導機關，向中國共 黨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人大負責。軍委機構只設立在中央，

地方各級不設。 產“中國共 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產機構，組成人員和對武裝力量的領導職能也完全一樣，只是在共 黨內和國家機構內同

時擁有的兩個地位。 

2222、、、、中國武裝力量的組成中國武裝力量的組成中國武裝力量的組成中國武裝力量的組成。。。。    

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 3 軍，4總部，7 大軍區（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

州、蘭州、成都）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中國人民武裝警察中國人民武裝警察中國人民武裝警察。。。。8 個警種：邊防，內衛，警衛，消防，交通，水電，黃金，森

林。 

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部隊。。。。各省、市、自治區。    

生産建設兵團生産建設兵團生産建設兵團生産建設兵團。。。。新疆生産建設兵團。 

民兵民兵民兵民兵。。。。    

----------------中國人民警中國人民警中國人民警中國人民警察察察察。。。。公安，安全，司法，共 180萬人（1.4/萬人）。 

（（（（五五五五））））公務員制度簡介公務員制度簡介公務員制度簡介公務員制度簡介。。。。 

1111、、、、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制度公務員制度包括：錄用制度，任用制度，培訓制度，考核制度，調配制度，晉獎升制度， 懲制度，工資制度，福利制度，退休制度，等。 

2222、、、、公務員制度遵循的原則公務員制度遵循的原則公務員制度遵循的原則公務員制度遵循的原則：依法管理原則；公開原則；平等原則；擇優原則；功

績原則；穩定原則（整體穩定，職業穩定，待遇穩定）。 

3333、、、、公務員的錄用公務員的錄用公務員的錄用公務員的錄用、、、、任用任用任用任用。 

原則原則原則原則：：：：公開，平等，擇優錄取。 

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①①①① 以以以以““““三定三定三定三定””””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定職能，定架構，定編制）決定錄用職位和人數。 

②②②②    一般公務員一般公務員一般公務員一般公務員：：：：面向社會進行公開招聘。 

招聘程式招聘程式招聘程式招聘程式：：：：筆試（主觀題，客觀題）；面試（求職動機，思維反應，人際關係，工查作能力，處事能力）；上報；審 ；試用（一年）。 

③③③③    領導職務公務員領導職務公務員領導職務公務員領導職務公務員：：：： 舉選 、公開選拔、公開推薦、競爭上崗。 

主要官員主要官員主要官員主要官員（政府組成人員）由人大、人大常委會 舉舉舉舉選選選選 或任命或任命或任命或任命。 

部分副職部分副職部分副職部分副職（如副廳局長）、非政府組成人員的正職（如處長、科長）官員，實行面

向社會公開選拔公開選拔公開選拔公開選拔，，，，或各單位部門公開推薦公開推薦公開推薦公開推薦錄用。 

錄用程式錄用程式錄用程式錄用程式：：：： 查筆試，培訓，面試，審 ，民主審定，公示，試用。 

④④④④    公務員職務公務員職務公務員職務公務員職務、、、、級別晉升級別晉升級別晉升級別晉升：對符合基本條件（時間、學識、品德、實績）者，進行

民意測評、公開推薦，經主管機關考察、審批，正縣長、正處長以上還需 7—15天公示。 

（（（（六六六六））））執政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執政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執政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執政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關係。。。。    

     1 1 1 1、、、、中共對人大實施政治領導中共對人大實施政治領導中共對人大實施政治領導中共對人大實施政治領導。。。。主要體現： 

指明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則； 

就重大問題提出決策； 

向人大推薦國家政權機關重要幹部人選； 

人大系統的中共黨組和黨員要忠實代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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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系統的中共黨組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請示中共黨組織。 

2222、、、、人大有最後決定權人大有最後決定權人大有最後決定權人大有最後決定權，，，，中共的意志必須法律化中共的意志必須法律化中共的意志必須法律化中共的意志必須法律化。。。。    產共 黨組織不能包辦人大工作； 

中共的提議只是建議，必須經人大審議通過； 強中共的提議如未能獲人大通過應收回，不能 求人大通過； 

如提議確實是正確的，應向人大代表作宣傳說明，以爭取得到代表的支持。 

3333 產產產產、、、、共共共共 黨各級組織要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決定黨各級組織要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決定黨各級組織要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決定黨各級組織要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決定。。。。    產共 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 產 產共 黨的各級組織和共 黨員必須帶頭遵守人大制定的各項法律和決定。 

4444 產產產產、、、、共共共共 黨各級組織應接受人大的憲法監督黨各級組織應接受人大的憲法監督黨各級組織應接受人大的憲法監督黨各級組織應接受人大的憲法監督。。。。    產在遵守憲法和法律方面，共 黨各級組織要接受人大的監督。 

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總的來說：：：：    

① 人大決定重大問題必須由中共提議。 

② 人大有最後決定權，中共的意志必須法律化。 

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一一一一））））發展民主政治發展民主政治發展民主政治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政治文明。    

1111、、、、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    強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加 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要求審時度勢全面提高

執政能力。 执 关关 产 员 须 进提高 政能力的 是全体共 党 必 保持先 性。 

2222、、、、实实实实 国国国国 彻彻彻彻 现现现现行依法治行依法治行依法治行依法治 ，，，， 底消除人治底消除人治底消除人治底消除人治 象象象象。。。。    

3333、、、、 舉舉舉舉推行民主選推行民主選推行民主選推行民主選 。村委會、居委會、管委會、工會、縣級以下人民代表等已經實

行直選。通過自下而上地逐步推行直選，最終實現國家領導人全民直選。 

4444、、、、建立健全建立健全建立健全建立健全監督機制監督機制監督機制監督機制。。。。    

5555、、、、深入進行反腐敗深入進行反腐敗深入進行反腐敗深入進行反腐敗    。 

（（（（二二二二））））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強發揮和增 人大對執政黨、政府的監督作用； 

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質，充分反映選民意志，當好家、作好主； 

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三三三三））））加快政府職加快政府職加快政府職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能轉變能轉變能轉變。。。。    

1111、、、、樹立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樹立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樹立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樹立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作爲一切社會活動的出發點，把人放在第一

位。“以人爲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和出發點。“以人爲本”，說到底就是：以人爲基礎以人爲基礎以人爲基礎以人爲基礎，，，，

以人爲前提以人爲前提以人爲前提以人爲前提，，，，以人爲動力以人爲動力以人爲動力以人爲動力，，，，以人爲目的以人爲目的以人爲目的以人爲目的，，，，一切以人爲中心一切以人爲中心一切以人爲中心一切以人爲中心，，，，一切爲了人一切爲了人一切爲了人一切爲了人。。。。        

2222、、、、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職能從市場、法治、責任、服務四個方面來定位，逐步向““““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法治政法治政法治政

府府府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轉變。 

①①①①    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有限政府：：：：市場經濟的主體應該是市場而不是政府。 

要全面實行要全面實行要全面實行要全面實行““““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政企分開””””。。。。政府和企業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兩大平等主體，政府依

法管理，企業依法經營，政府爲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對企業的管理不再是“審

批制”，而是“備案制”。 



                                                            

 

www.volunteerlink.net                                   中國的政治體制架構簡介-5 本文屬義務工作發展局出版。 歡迎轉載內文以推廣義務工作，使用時請列明出處。 
 

減少政府獨資企業減少政府獨資企業減少政府獨資企業減少政府獨資企業。。。。政府不應當過多地參與競爭性、營利性行業的經營，要從這些

行業逐步退出。 

政府投資的國有經濟，主要是從事關係到國家安全關係到國家安全關係到國家安全關係到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經濟安全經濟安全經濟安全、、、、資源壟斷資源壟斷資源壟斷資源壟斷，，，，關係到關係到關係到關係到

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如：重工業、石油、航天、航空、航海、鐵路、鈾軍工、金融，黃金、 等稀有金屬，以及民營、私營經濟目前無力進入的行業，如高科

技行業、低利潤行業、社會服務行業等。 

②②②②    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政府必須依法行政。按《行政許可法》行政，國務院廢除 100 多項

審批事務。 

政府是行政部門，沒有司法權力。政府認爲企業有違法行爲，可以向法院提出起訴，查不能隨意 封企業的物資財産。企業對政府具有完整的法律訴訟權，企業要敢於起訴違

法的政府機構。 

③③③③    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服務政府：：：： 強要加速政府從“管制型”向“管理服務型”的轉變。政府要 化服務職

能，制定“以人爲本”的發展戰略，把資金主要投放到社會發展上來，國家財政要向三農、教醫療、 育、社保、就業、環保、西部開發的社會項目傾斜，交通等基礎建設項目的投

入要壓低比例。    

④④④④    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責任政府：：：：職責明確，高效廉潔。    

⑤⑤⑤⑤    十十十十年年年年建成法治政府建成法治政府建成法治政府建成法治政府。。。。根據上述思路，國務院頒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

共 11 部分、42 條，要求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爭取經過 10

年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 

( 2007.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