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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小问题测试

1、最近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什么会议？

2、常说的“五套班子”是什么意思？

3、宣传部与文化部有何区别？

4、李克强同志担任的职务是什么？请说出李 

   克强的前三任职务担任者的名字。



     答案

•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
全体中央委员会会议。

• 是指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工青妇（群
众团体）。

• 宣传部是属于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直
属机构，文化部是属于国务院主管文化行政
事务的部门。

• 李克强的职务是国务院总理。他的前三任分
别是：温家宝、朱镕基、李鹏。



    第一部分  几个需要预先知道的概念

     国家：由土地、人口、政府和主权构成的统一体或统一
行为体。

    政府：广义的政府：泛指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种机构。狭
义的政府：仅指国家机构中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
能的行政机构。

    国体：指国家的阶级性质，或称国家实行专政的性质。
历史上主要有四种国体，即奴隶主阶级专政国体、地主
阶级专政国体、资产阶级专政国体、无产阶级专政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部分  几个需要预先知道的概念

    

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历史形成的两大政体
分类：君主制（主权在君）、共和制（主权在民
）。共和制包括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具体
又分：总统制、议会内阁制。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即建立外交关系）



    第一部分  几个需要预先知道的概念

    小资料

         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
政府。现仍有25个国家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欧
洲1个，非洲6个，拉丁美洲12个，大洋洲6个。



  第二部分  辛亥百年以来的中国政府与执政党

           
     一、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与军阀混战（1912—1927）

    二、党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1927—1949
         年）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
        1921—1927年4月12日的中共（国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1945年（抗日统一
        战线）
        1945—1949年10月内战时期（解放战争）的中共



  第二部分  辛亥百年以来的中国政府与执政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

     1950—1956年所有制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1956—1976年制度衰退和破坏时期（中共内部政  

     治斗争即政治运动）     

     1976—1978年改革开放过渡期（华国锋时代）     

     1978—至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体结构

  一、国家政治总体架构

    以中共中央为核心的“6+1+2”体系（党政军法）

   6是指：①中共中央委员会，
          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④国务院，
          ⑤中央军事委员会，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体结构

     1是指：国家主席

    2是指：①最高人民法院，②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类别和形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类别：民主共和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体结构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组织形式

   1、国家组织形式定义：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组织
      形式。
   2、现有国家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三大类：单一制、 
      联邦制、邦联制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组织形式：单一制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体结构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组织结构
   （一）横向结构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青妇及群 
      众团体
   （二）纵向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
      政区）——省辖市级（地级市、自治州）——县区级
     （县级市、县、区、自治县）——乡镇级（镇、乡、
      民族乡）——村级
   （三）纵向结构的层级表述
      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县（处）
      级——镇科级——村股级



    第三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体结构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分类

       以组织机构性质来分类：

       1、党委，2、军队，3、人大，4、政府（行政部

       门），5、政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 

       和宗教界）、6、工青妇，7、群众性组织、社会团 

       体和行业协会，8、事业单位，9、企业和生产经营 

       单位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

     

      1、横向总体结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

         局及其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

         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直属机构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2、中央直属机构

    ①办事机构，包括不少于20个以上的常设机构，

      如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

    ②派出机构：如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

      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等等；

    ③议事性机构：如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等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3、纵向结构

   党中央——省市县地方党委（国家部委办党组） 

   ——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 

   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

   其他基层单位设置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小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

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政策
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
室、人民日报、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
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央
保密委员会、中央警卫局、中央档案馆、精神文明
办，此外还有治安办、维稳办、610办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
    1、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国家政权组 
       织，也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的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来进行，通过各国家
       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
       导。

    2、执政特点：与西方政党执政的区别
      （1）权力结构横向关系：中共执政囊括立法、行政、
       司法、军队；西方仅掌握行政和一部分立法权。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2）纵向关系：中共领导和指挥地方；西方地方政府
      对选民负责，与中央没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3）执掌权力方式：中共对国家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直
      接领导和控制；西方执政党不能也无法做到明目张胆
      插手政务

    （4）执政合法性：中共以阶级专政为依据，坚持打江
      山、坐江山；西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宪政依据进行
      选举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3、领导维度

 ①军事领导：党指挥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

   事决策权和指挥权

 ②政治领导：对国家法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

   一句话，把握大方向

 ③组织领导：党管干部。配备和任用干部，现在连人才

   也统管

 ④思想领导：党管宣传、党管舆论。管控舆论和宣传，

   意识形态教育，统一思想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4、领导路径

      ①在各机关和机构最高领导决策层设立党组，通过同

        级党委对党组的领导来实现。 

      ②领导层党政职务互兼，即一身两任。机构最高领导

        成员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成员（人大委员长

        是政治局常委；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某某局长 

        同时又是局党组书记等等）。

      ③核心部门成员以党员为基础或主体（省的厅长成为

        全国人大代表，机关干部中党员占多数）。

      ④在各阶层各单位建立基层党组织。



     第四部分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

小资料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截止2013年底，全国
共发展党员240.8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
到8668.6万名。中共党员已占全国总人口的6.4%。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30.4万个，比上年增加
10.2万个，增幅为2.4%。其中基层党委20.3万个，
总支部26.5万个，支部383.5万个。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地位
       
     性质：人大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代议民主共
           和制政体。
      
     地位：我国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二、人大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人大孕育于抗战前根据地和抗战时国共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1954年正式
       确立后只搞了三年，便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停
       顿。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人大严重瘫痪，
       以言治罪横行，全国陷入政治恐怖和大混乱。
       1978年人大制度恢复，发展至今，当前人大作
       用和地位有日益提升趋势。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人大组成、任期、会期、组织机构

    1、代表组成

     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地方各级代表在最高
限数内由基数加人口增加数构成，如人口超过一亿的省
最高限数不得超过1000人，基数为350，每15万人可以
增加1个代表。

     代表构成每届略有不同，官员干部身份最多，知识
分子第二，工农阶层第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四
，各少数民族第五，解放军第六，还有其他诸如港澳特
区、归国华侨等。其中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员占绝对优
势，均在70%以上。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任期：五年一届
      
      3、会期：各级人大代表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4、组织机构：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办公 
         厅）——专门委员会
      
      5、职务设置：①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名（地方为人大
         主任），副委员长若干；②秘书长、副秘书长；
         ③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四、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议会的职权区别

    （一）我国人大职权

   1、立法权，2、任免权，3、决定权（经济社
会规划、预算、省或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特别
行政区的设置、战争状态），4、监督权

   （二）西方议会职权

   1、立法权，2、任命批准权，3、外交条约批
准权，4、监督权（包括倒阁权、质询权、调查
权、弹劾权等）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区别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闭幕期间的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常委会从属于全国人大，对其负责，受其
监督，向其报告。

  2、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常委会每两个月召
开一次会议。

  3、对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法案，先由常委会审议后
再提请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审议。

  4、常委会的职权是全国人大授予的。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正式会议通常议程

      预备会——开幕——大会统一听取、审议有关报告、计

    划——审议、表决议案——进行人事任免——立法——

    代表团分组讨论——质询——提议案——提批评、建议

    和意见——闭幕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七、人大立法程序

  1、常委会路径

   法案的提出（列入常委会议程）——法案的审议（常

   委会听取说明、初审、专委会审议、法委会统审、常

   委会再审）——法案的表决（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法案的发布（国家主席令）



    第五部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全国人大会议路径

  法案的提出（人大全体会议主席团决定列入大会
议程）——法案的审议（全体会议听取说明、分
组审议、法委会审议和修改、主席团听取和审议
法委会报告、交各代表团提意见、主席团根据代
表意见修改）——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表决——法
案的发布（国家主席令）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一、当前我国政府体制

  1、行政主导制。设立行政长官一职，以行政规章条文、
    行政命令和决定、行政措施和手段、行政单位管理为
    主，行政部门提出法案
 2、行政首长负责制。1982年起，宪法规定了我国政府实
    行行政管理机关首长负责制。1982年修订的宪法第86
    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
    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105条规定：“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
    长负责制”
  3、分管领导制度和领导小组制度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二、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
（一）地位
 1、国家最高行政机关，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的执行机关
（二）领导组成、产生及任期
 1、职务组成：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

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
 2、产生：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决定，国家主席任免，其他均由总理提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主席任免。人大闭会期
间，人大常委会可任免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以外
的职务。

 3、任期：与人大相同，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三）国务院职权

1、行政立法权。制定在全国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规范 

   性文件即行政法规，

2、行政制令权。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3、行政提案权。即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

4、行政领导和管理权。组织领导国家各部委、各级地

   方政府工作，规定中央和省级行政机关职权划分，

   编制和执行预算等等。

5、行政监督权。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各部委和各级

   国家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检查监督各部

   门和地方政府工作。

6、人大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四）国务院机构组成

 1、国务院办公厅

 2、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行、署）。一般分为
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社会保障和资
源管理部门、国家政务部门（如外交部、公安部、
民政部等）、教科文卫管理部门。2013年机构改革
后，现有25个部门，即23部委加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审计署。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3、国务院直属机构。主管某项专门行政业务的机构，
如国家旅游局、民航局、海关总署等等。直属机构行
政地位低于国务院组成部门，其设立、撤销或变动由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其行政长官不是国务院的
组成人员，由总理任免。

 

4、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内部设立的机构，以便协
助行政首长办理专项事务，一般冠以国务院。行政长
官由总理任免。如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研究室、外
事办等。



    第六部分  我国政府体制（国家行政体制）

5、国家局。又称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如国家烟
   草专卖局、粮食局、外国专家局等。

6、直属事业单位。如社科院、新华社、轻工总会、
   体育总局、专利局等等。

7、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如某某工作领导小组、
   协调小组、纠风办、技改办等等。

8、大型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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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立法

 1、国务院立法：制定行政法规，包括“条例”、“规
定”、“办法”等，冠以国务院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字
样。程序：立法规划（国务院法制局）——起草（国
务院部门）——征求意见——审查（法制局）——审
定（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布（国务院总理签署发
布令）

 2、部委办和省级地方人民政府立法：制定行政规章，
包括“实施细则”、“规定”、“办法”等，但不得
为“条例”。基本与以上程序相同，只是对应国务院
下一层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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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前提是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角色是参政议政，起到民
       主监督和服务沟通的作用。

二、现有八大民主党派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48年正式成立，成员主要是原国民党员以及
     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部分知识分子。
     机关报《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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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成立，成员主
要是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机关刊物
《群言》。

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成立，成员
主要是民族工商业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现以经济界人
士和有关专家学者为主。机关刊物《经济界》。

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成立，成员
主要以从事教育、文化、科技、出版和其他工作的知识
分子为主。机关刊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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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1930年成立，

   成员主要是医药卫生和科技文教界的中高级知识

   分子。机关刊物《前进论坛》。

6、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1925年成立，成

   员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为主。机关刊物

  《致公通讯》。

7、九三学社（简称“九三”），1946年正式成立，

   成员主要是科学技术界中高级知识分子。机关刊

   物《民主与科学》。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1947年成

   立，成员主要是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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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协商制度
  
（一）性质和特点    

   1、性质：政治协商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
      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
      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
      协商的一种制度。人民政协的性质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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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点：①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②是中国知
识层次最高的政治群体，③协商内容为具有政治性、全
局性的重大问题，④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
的组织，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⑤结果不形成法律
效力和国家意志，主要供党和国家决策参考。

（二）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和形式

1、政治协商。形式包括定期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和常务会
议、听取报告、组织讨论会、新闻发布会、提案制度、
协商会。

2、民主监督。基本方式是提案。

3、参政议政。组织调研，撰写提交各类报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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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

   1、政协全国委员会——政协常务委员会——办

      公厅（秘书处）——14个专门委员会（如提 

      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科文委员会、文

      史资料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等等）

   2、全国政协——省（自治区）政协——地市政

      协——县政协

   3、职务系列：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

      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4、任期：5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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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机关日常工作内容（公务员整天在干啥）

 1、收阅文件
 2、各种会议
 3、调研、走访、考察
 4、政策研究
 5、制定行政文件，发布
    公文
 6、撰写行政文稿（机关
    各种材料）

7、与相关部门业务接洽、联络、 

   协调

8、工作检查、督办

9、组织政府活动（如政府论坛、

   外事接待等等）

10、党务和业务学习

11、落实领导交办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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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部门（机关）职能区分
    
  （一）职能的性质划分
    1、综合协调部门，如办公厅、港澳办
    2、宏观调控部门，如发改委
    3、专业综合部门，如财政厅、统计局
    4、政策研究（智囊）部门，如政策研究室
    5、专业管理部门，如科技厅、教育厅、国土厅等
    6、综合执法部门，如工商局、国税局、城管局
    7、专业执法监督部门，如安全生产监督局、技术
       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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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能归口的行业划分
  1、经济社会综合部门，如发改委、财政厅、统计局
  2、经济管理部门，如经贸委、商务厅
  3、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部门，如人社厅、民政厅
  4、资源管理部门，如国土厅、水利厅
  5、科教文卫管理部门，如科技厅、教育厅
  6、农林部门，如农业厅、林业厅
  7、公安部门，如公安厅
  8、涉外部门，如外事办、侨办
  9、执法监督部门，如各类监督局、工商税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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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能层次高低上的划分

  1、协调传导部门，办公厅、办公室

  2、综合规划和管理部门，如发改委（发展规划）、

     财政厅（预算案）

  3、业务归口部门，如各专业厅局

  4、窗口或一线服务管理机构，如工商、税务、公安

     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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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政府机 
       关组织架构

（一）省级政府各部门设置

   1、机构设置：省政府领导班子——办公厅——经

      济社会宏观调控管理部门——各专业部门（委、

      厅）——直属和办事机构（局、办）——资产

      管理公司——直属或控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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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员职别设置：
   ①省政府领导：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副省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
   ②部门领导和公务员职务设置：厅长（党组书记）、
     副厅长，纪检组长，正副巡视员（正副厅级非领
     导职务），处长、副处长，正副调研员（正副处
     级非领导职务），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

（二）省级政府部门机关的内部设置
     领导班子（党组成员）——办公室（综合或文秘
     处）——人事处——党办（监察纪检）——业务
     处室——下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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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机关常用公文

（一）政策规章类
    1、规划，2、规定，3、决定，4、决议，5、办法，
    6、意见，7、实施细则，8、通知，9、会议纪要

（二）行政审批类
    1、批复，2、复函，3、通知

（三）公告类
    1、公告，2、通告（已少用），3、通报，4、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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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行下达和协调沟通类

    1、请示，2、函或复函，3、汇报，4、情况说明

（五）其他

    1、总结，2、讲话稿，3、工作方案，4、调研报
告，5、会议和活动议程，6、内部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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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行政）管理

•1、行政立法：制定条例、规定、办法、细则等等

•2、规划与指导：制定短期计划、中长期规划、专项工作  

     目标；政策和财政手段引导

•3、政府导向：信息发布、公开态度、发言人制度

•4、制定和推行政策：研究制订和出台政策；运用政府手

     段（行政、财政、法律、营造特定社会环境）

•5、行政许可：审批、注册登记、备案

•6、规范化、标准化：规范程序、建立标准、树立标杆

•7、统筹和规范社会行为：创建文明城市、指挥赈灾

•8、检查监督：行政监督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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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服务

•1、政策咨询宣传：接受公众咨询了解，发布和宣传政策

•2、政务服务：办理服务，包括公布办事程序、解疑答难

•3、统筹协调：针对社会重大或专门问题或政策落实问题

     进行各方协调，统筹不同资源和力量进行应对

•4、提供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

•5、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经贸、科教文卫等交流活动；构

     建各类园区

•6、数据信息公开和服务：提供政府掌握的除国家机密以 

     外的各类信息和数据

•7、受理和处置投诉：受理社会投诉，办理或移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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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政府的政策产生过程（一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 （一）从问题到政策

• 1、一般过程：

    问题浮现——问题突出——解决问题的强烈诉求和建议

   （具体政策需求）——引起社会和有关方面关注——进

    入政策相关部门视线——启动政策制定程序（纳入工作

    日程）——对问题研究深化——草拟政策文案——征求

    意见和修改——发布政策

• 2、难点和核心：如何进入政策制定部门的视线并促动其

     纳入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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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将问题转为政策动力的渠道或路径

• 1、自上而下路径：上级机关部署和要求；领导批示或指
示；人大质询；政协议案；落实法规、规划和上位政策；
落实重要会议精神

• 案例一（领导重视和批示）：《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人才劳动力市场
的决定》的起草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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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下而上路径：社会反响和公众关注；特定或利益群

     体诉求；下级机关请求；法人或自然人投诉和要求； 

     经办公务员或内部主办部门的提议；内外智库建议

   案例二（主办人或机构的努力）：《关于进一步支持UIC发展的若干
建议》出台始末   

    案例三（智库建议反面事例）：谢鹏飞虚假调研报告误导省政府

• 3、部门工作路径：在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
政策需求和列入工作计划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