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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回顾新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之
路、总结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70 年来，新中国社会治理走过了怎样
的非凡历程？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中的发展
变化？收获了哪些重要经验与启示？记者近
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
院院长魏礼群。

持续推进社会领域变革，

坚定走向社会治理现代化

问：能否简要介绍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社会治理经历了哪些非凡历程，呈现出
怎样的发展态势？

魏礼群：纵观新中国 70 年社会治理变
革历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
定不移探索、开拓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为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最大限度把全
社会组织整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
同体，凝聚起建设新中国的磅礴力量，改变
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改革开放后，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运行进入活而有序的状态。各级政府
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突
破城市“单位制”“街居制”的约束，有力推
动和引导社会流动，特别是人口在城乡之
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
流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创
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
比如，全面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改善
和保障民生，积极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推进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改革创
新，改革户籍制度，深化教育、卫生领域改
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广泛开展平安中国
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高社会治
理信息化水平等。我国社会治理进入加快
发展的新时期。

回望 70 年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可以
清晰地看到，在这艰苦卓绝的征程上，既有
高歌猛进，也有曲折徘徊，更有飞跃变革，
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
理之路。

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

社会治理转变，治理理念实现

新飞跃

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 70 年社会治理的深刻变革与发展？
魏礼群：这 70 年，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必然带

来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社会治理理念随着整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
史阶段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
发展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基本处于传统社会形态，工业
化、城市化等水平低。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社
会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乡村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和现
代社会转变，城市化水平大幅提升；由封闭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
转变，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现代化的特征。

因此，国家管控理念逐步被社会管理理念替代，进而向社会治理转
变。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字之差，成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
动写照，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

从社会体制和方式手段看，逐步从国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
共建共治转变，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措施来实现社会的整
合发展。改革开放后，国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外，还重视发挥各种社
会力量的作用，逐步形成在党委领导下，政府、社会、市场、公众多元主
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重视综合运用经济、法治、科技
和必要的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推进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民主治理、综合治理。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逐
步打造“互联网+”社会治理模式，把体制机制变革与现代科技应用深
度融合起来。现代社会治理体制框架基本建立。

7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经历了从碎片化到不断发展再到有
力整合创新的建构过程。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经过持续的实践探索和
制度建设，逐步建立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制度体系，包括社会组织体
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安全体系等，基本构筑了符合当代
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以人民为中心”

问：70 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哪些经验与启示值得总结？
魏礼群：经验与启示可以总结很多条，首要的一条就是“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70 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中
国共产党始终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与进
步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中也包括社会管
理制度。改革开放后，又是在党的领导下，总结以往经验教训，逐步建立
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
来，突出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党的社会治理领导
能力和水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推进中国社会
治理现代化，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着力提升“政治领
导力、组织覆盖力、群众凝聚力、社会号召力、发展推动力、自我革新力”
为目标，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一切从
人民利益出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群众路线，社会治理才
会真正有效。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更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群众
情感，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要真正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检验社会治理成
效的根本标准。

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是搞好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社会治理要充分
考虑地区和城乡间的差异，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不搞一刀切、一个模
式。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推动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基础
条件、人文特色等实际，确定社会治理的发展思路和推进策略。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提高
现代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确立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更加讲
究科学方法，正确把握处理好治理与民生的关系、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法治德治自治的关系，使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得以
持续、健康、顺利推进。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王鹏、李超）国务院新闻
办 22 日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
白皮书。

白皮书说，70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新中国 70 年，是中华民族迎
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70 年；新中国 70 年，是中
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得到尊重和保障的 70 年；新中国
70 年，是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的 70 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
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
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
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
国不断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自身实际相结
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
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努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
一条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随着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
加充分的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秉持文明多样和文
明交流互鉴精神，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
繁荣，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国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周玮、李龑）国务院新闻
办 22 日发表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白皮书指出，我国持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
好温饱问题，并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发展，使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执政任务。
中国坚持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努力通过
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权保障。

白皮书介绍，我国粮食权得到有效保障，绝对贫困基本
消除，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饮水安全获得切实保障，人

民基本居住条件显著改善，人民出行更加便利快捷，国民
健康水平持续提高，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完善，邮电通信水
平全面提升。

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高蕾、侯伟利）国务院
新闻办 22 日发表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
展 70 年》白皮书介绍，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白皮书说，中国在大力推进自身人权事业发展的同
时，始终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
理念，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
务，广泛开展国际人权合作，积极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白皮书指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业，切实遵守
国际人权义务，着力推动国际人权规则和机制发展，倡导
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积极引导国际人权治理变革。

我国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记者周玮、任垚媞）国务院
新闻办 22 日发表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
展 70 年》白皮书指出，我国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白皮书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不断推进自身人权
事业的同时，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
现民族独立、消除种族隔离的正义事业，努力提升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能力、提供发展援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在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等方
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皮书指出，我国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着力
提升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努
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国新办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白皮书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聂
晓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
旭大使说，中国在本次会议期
间积极倡导对话与合作、为发
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同时，针对
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无端批评指
责，中国代表予以坚决驳斥。

无论是代表 139 个国家呼
吁充分实现发展权、让发展惠及
全体人民，还是在同联合国民
主公平国际秩序问题独立专家
互动对话时强调“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治理观”；无论是批评个别国家肆意对他国采取
经济封锁、金融制裁等霸凌行径，还是代表观点相近国家
做共同发言、倡导多边主义与合作对话原则，中国都在“仗
义执言”。

另一方面，在中国与近 50 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一
道，批评和谴责美国等西方国家肆意搞单边制裁的声音
中，在对“在发展进程中促进和保障人权”这一中国特色
人权发展道路的宣讲中，在对一些国家在涉疆涉港问题
上的无端指责进行坚决回应的表态中，中国代表一直在
“据理力争”。

针对英国等部分国家罔顾事实、对中国香港事务说
三道四的发言，中国代表据理驳斥，表示当前在香港发生
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
已经演化为极端暴力行为。“如此严重的暴力违法罪行，
如果发生在欧洲，相信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都不会坐
视不理。一些国家将发生在香港的暴力行为称为民主，将
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则视为暴乱，这是典型的政治偏见和
双重标准。”

针对荷兰对中国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的无端指
责，中国代表指出，50 个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不久前联
名致函，赞赏中国人权成就，明确支持中国政策，指出新
疆有关举措是反恐和去极端化的积极实践，是为了有效
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

中国代表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借新疆问题指责
中国的只是某些西方国家，而对中国表示支持的国家则
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其中有很多是伊斯兰合作组
织成员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抹黑的国家

的使节也曾收到中方邀请，但是他们无视中方的善意，以
各种理由拒绝访问新疆。与此相反，那些在此问题上称赞
中国的国家使节则绝大多数人都亲自去新疆进行了访问。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迄今已邀请了各国使
节、国际组织官员、媒体人士等近千人访疆。他们表示，
其所见所闻与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的完全不一样，“他们
看到了幸福的笑容、快乐的课堂、丰富的课程，对中国政
府依法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表示认可和赞许，认为新疆
采取的举措是预防性反恐的有益探索，也是对国际反恐
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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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电（记者陈俊侠、聂晓阳）正在瑞士日内
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 次会议的 3 位中国人权研
究会专家常健、毛俊响、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 20 日集体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系统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权事
业取得的非凡成就。他们指出，70 年来，中国人权事业走出
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人民的人权保障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
任常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现了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折，捍卫了完全的国家独立和
主权，为人权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和
其他压迫劳动人民的旧制度，改善了劳动者的待遇；废除了
压迫妇女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建立
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享受水平的
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宪法原则，将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
确保人权事业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中共十八
大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人
权，把人权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禁止任何特权侵犯公民权
利——中国人权事业进入了全面推进和有序发展的新
时期。

他说，中国人权事业的特点可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权事业发展；将人权普遍性原
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务实推进人权事业发展；将生存权和
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以发展促人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
标，协调推进各项人权保障；将人权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
依法保障各项人权；将人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作为检验人
权实现的重要标准，根据人民的需求不断完善人权保障的
制度和措施。

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毛俊响指出：“70 年来，中国人权保障取得历史性成
就，其中一项基本经验就是全面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他
说，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
一理念在新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就是强调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法治建设的主体，强调保障
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保障人权是法治建
设的根本追求。

他举例说：2011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
成，为人权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行政领域，中
国明确行政权力边界，约束行政权力行使，保障公民在行
政决策中的参与权以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权，有效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司法领域，中国不断推进以司
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
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
使公正审判权，公民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在社会领域，不
断加强人权和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普及人权和法治
观念，提升全民人权和法治意识，全面推进法治社会
建设。

同为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的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
校校长乌吉阿哈买提·吐尔逊对新疆的人权事业进步感
触最深。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
在伟大祖国的怀抱中，新疆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他表示，新疆人权事业获得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自
治区政府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0% 以上用于民生领域。“新疆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2018 年全区有 53 . 7 万人和 513 个贫困村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 2017 年底的 11 . 57% 下降至 6 . 51%。经济发展了，
生活过好了，人们的获得感也是与日俱增。”他自豪地说。

70 年来，中国人权事业走出

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访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中国人权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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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公平国际秩序问题

独立专家互动对话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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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国家肆意对他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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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话原则，中国都在

“仗义执言”

“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 70 年人权成就展”开幕
▲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人们观看“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 70 年人权成就展”。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共同主办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 70 年人权成就展”近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来自俄罗斯、芬兰、墨西哥、菲律宾、赞比亚、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40 余位大使和近百
个国家的外交官及国际组织官员、记者、学者等 300 余人参加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陈俊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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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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