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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创造了过去 40 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未来仍将继续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40 年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蓬勃开展，为我国改革开放思

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的理论也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持续演进，并逐步形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理论指引。本文以经济领域

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例，深入阐述了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推动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从中总结

提炼出 40 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示，希冀能为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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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应时代而变革，发时代之先声。今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 40 个年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40 年前，改革开放的历

史抉择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 年后，改革开放开创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迎来了全面深化新征程，继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崭新篇章。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 因此，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捍卫改革开放成果，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实事求是、创新发展中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一、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4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康庄大道，使中国的面貌、中
国人民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

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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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 “改革开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创造了过去 40 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成为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活力之源，未来仍将继续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一) 改革开放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和富有，一旦它放弃改革创

新，就会走进死胡同。几乎每一次重大社会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一场重大改革。”在经济全球

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和变革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

坚持改革开放。只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有机会抢占国际竞争制高

点，获得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闭关锁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落

后挨打，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推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二) 改革开放是开创当代中国崭新局面的重要法宝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

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理论勇气提出进行改革开放，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中国能够取得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赢得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靠的就是改革开放。当前中国的改革已进入

不进则退、背水一战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更加坚定信心、一鼓作气，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三) 改革开放是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生活幸福之梦。人民群众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而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梦的崇高价值取向。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

福。”改革开放为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发展，显著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40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演进

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40 年来对内

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蓬勃开展，为我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未停止，改革开放思想也随着实践的

不断深入而持续演进，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为我国改革开放

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发展方向和理论指引。
( 一) 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与形成( 1978—1992 年)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由于国内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僵化，外部缺乏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

交往，致使我国生产力一度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1978 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1980 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

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制度弊端，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

重要保障。①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到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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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过程中，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逐步形成并快速发展。一是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

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1985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 1992 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计划与市场只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分水岭，②进一步解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约束，为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③是全方位、系统化的

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完善的过程，改革是实现这个过程的唯一途径;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三是改

革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形式

和基本途径。四是发挥开放机制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外部驱动力量。1984 年，邓小平根据历史发展经验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并提出根据我国资源禀赋特点，提出“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思

想，加快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五是“三个有利于”
是衡量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邓

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二) 改革开放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1993—2002 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拓展国际市

场方面的诉求日益迫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开放理论。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

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

用; 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并提出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开放型经

济，⑤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

改革开放理论。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1994 年江泽民在上海视察时指出: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⑥“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

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⑦三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要始终代表先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我国改

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提供政治动力。四是提出“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思想。“引进来”的对外

开放思想，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国内企业在部分产业领域的技术、管理等方面形

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1996 年 7 月，江泽民同志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思想，即
“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

章”。⑧“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对外开放理论，为我国

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双向对外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对外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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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改革开放思想的深入发展( 2003—2012 年)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

放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理论，指引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坚持把实现科学发展作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党

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①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并

进一步完善了对外开放制度保障的战略思想和具体安排，创造公平的法制和市场竞争环境，对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提出“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思想。进入

新世纪，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大，和相关贸易国家的摩擦也日益增多，中国“威胁”论甚

嚣尘上。为实现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合作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互利共赢

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

则。”②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要加强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沟通，通过协商妥善

解决经贸摩擦”。③至此，我国改革开放理论发展进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
( 四) 改革开放思想的当代创新( 2013 至今)

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能转

换等发展状态。新时代，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积极应对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挑战，全面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创新改

革开放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仍存在众多结构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

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017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把握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动态经济政策框架。二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 年 11 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④三是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

变革。⑤四是形成“五位一体”的改革理论，强调改革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紧紧

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美丽中

国，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⑥五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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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社会发展理念。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推进区域经济合作，2013 年秋

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发展倡议，把世界的机遇变为中国

的机遇，也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当今世界，各

种社会政治思潮激烈交锋，国际社会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和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

发展，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①2015 年 9 月，习

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已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

略，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国将自身

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引领“中国号”

巨轮驶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

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为新时期我国国内改革和参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引领，拉

开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基本架构，开启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和新样本。以扩大开放促

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进一步拓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空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三、40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实践探索

40 年来，我国从开办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设立自贸试验区和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全面改革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就了

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40 年来，我国通过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我国对外

开放的新思维和新理念，以开放、包容、自信、友好的姿态构建充满生机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

系，为全球经济开放联动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样本。
( 一) 坚持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提高开放型经济新水平

1. 以改革强自信，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我国在贸易金融体制、各类市场主体便利化机制、对标国际高阶贸易标准等方面的改革和

尝试，提高了我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增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底气和信心。要将

改革的勇气和魄力运用到对外开放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在国际投资贸

易规则制定中发挥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发出更多

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既要维护广大国家的利益，又要拓展我国发展利益，提高我国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2. 以改革促合作，拓展中国对外开放的大空间大网络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我国过剩产能“走出

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奠定基础。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我国与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和市场对接，并成为参与更加广泛国际合作的纽带; 以 G20、APEC、金砖国

家等重要国际合作机制为中心，不断扩大“朋友圈”，吸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参与，

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促进对外开放的大空间大网络

的资源流动和要素配置，分享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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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改革激创新，构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和新优势

改革释放出创新的动力，促进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转型，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从低价竞争向高质量和高技术竞争转

变，在巩固和提升我国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加快外贸出口自主品牌建

设，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型，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推动出口价值链向中高端

攀升，推进互联网与外贸的紧密融合，使外贸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动能。
4. 以改革优布局，打造陆海联动、东西协调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改革打破了区域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

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是优化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

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中西部地区发挥沿边优势，提高边境经济合

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二是优化投资布局，我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和高水平外资

“引进来”相结合，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引进高技术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投资; 三

是优化合作布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

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
5. 以改革筑平台，培育中国对外开放的竞争主体和服务体系

完善跨国经营和投资的促进平台，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重点支持具有自主品牌、核心

竞争优势和一定规模的龙头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骨干力量。引导

和支持有一定竞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设立产业集聚区、生产加工基地等，形成国际化经营的规

模优势。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为对外开放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6. 以改革增福祉，确保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对外开放的成果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指

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我国改革开放要立足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改革确保广大

人民能共享对外开放的红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在对外开放

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中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让

更多的人能参与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推动对外开放步入更高层次。
( 二) 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扩大开放促进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改革

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

要问题，而加快市场机制改革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扩大开放就是要积极融入世界市场，更好

地与国际接轨，推动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这必然要求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

动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改革。因此，要善于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巧妙利用

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
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2. 扩大开放促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这是促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遵循。在新一轮大开放背景下，要进一步

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积极营造宽松有序

的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放宽外商投资准入，不断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投

资开放水平，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推动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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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
3. 扩大开放促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促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是扩大开放、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的必然要求。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这要求一方面要巩固和

拓展外贸传统优势，推进通关机制创新，提升航运服务功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另一方面积

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同

时，不断总结和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经验，做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引领者，推

动国际贸易治理机制不断变革和完善。
4. 扩大开放促进政府实现职能转变新常态

为适应扩大开放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的新要求，政府部门要不断创新行政管理理念和方

式，真正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依靠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监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行政执法改革，加强和

优化公共服务，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

更好的服务，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

政府绩效评估考核机制，加大力度治理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衙门顽疾”，努力构建与开放型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服务型政府。
5. 扩大开放促进加快金融发展方式转变

扩大开放必然要求要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扩大开放产

生的“学习效应”有利于国内金融业获取新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提高国际化水平; 另一方

面，扩大开放带来的“鲶鱼效应”也将倒逼国内金融业改革与发展。因此，金融体系要坚定不

移深化改革，突破直接融资瓶颈，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打造适应企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

路”倡议的金融链，切实做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
同时，支持区域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主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市场竞争。

6. 扩大开放促进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正在实现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
并重的重大转变，双向开放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实施新时期“走出去”国家战略，应确立企业

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提升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

平，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

业走出去，提升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水平，优先开展先进技术和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

四、40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历史逻辑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给人

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

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纵观 40 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农村

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留给了中

国人民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 一) 改革开放的成功源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成功之路。作为这

条道路的开辟者和建设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中华民族先锋队的重担，带领中国

人民开辟、实践并全面深化探索这条道路。首先，改革开放的成功源于中国共产党的蓝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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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了由以

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的核心内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此成为的党的基本路线，为集中力量发展生

产力提供了思想前提，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成为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新起点。
其次，改革开放的成功来自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探索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

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求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要求党始

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要求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开放的成果造福广大人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对改革开放的宝贵

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升华，形成了科学全面系统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

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

改革开放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有了更加系统、全面、协同、深
入的顶层设计平台，以应对改革开放新形势新任务。最后，改革开放的成功依靠中国共产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全面深化改革

涉及领域之广、主体之多、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前所未有，

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单独承担改革重任，必须由超越利益群体的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同心同德，

开拓进取，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改革开放。
( 二) 改革开放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不竭动力，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我国 40 年来的高速发展雄辩地证

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1978 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3678. 7 亿元人民币，人均生产总值 385 元。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827122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59660 元，分别是 1978 年的 225 倍和 155 倍。其次，通过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增长极。200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20 万亿人民币，

之后保持每两年 10 万亿人民币的增长速度，增长量相当于加拿大( 1. 55 万亿美元) 、韩国

( 1. 38 万亿美元) 或俄罗斯( 1. 33 万亿美元) 2016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再次，随着改革开放程

度的深入，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和贸易秩序之中。2017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

为 22164. 58 亿美元和 17403. 12 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分别为 12. 68% 和 10. 16%，而这些数字

在 1978 年仅为 180. 99 亿美元和 199. 41 亿美元，分别仅占世界总额比重 0. 89% 和 0. 96%，可

见经历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深度参与到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只有改革

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欣欣向荣的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谈不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只有持续扩大改革开

放，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注入不竭动力。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我国更要保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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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绝不让贸易战扰乱中国开放发展的大局。
( 三) 改革开放始终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改革开放 40 年

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切实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

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0 年间，我国居民预期寿命从 1981 年

的 67. 77 岁提高到 2017 年的 76. 7 岁，消费结构也从满足温饱的单一型向注重个性和享受的多层

次转变，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 年的343. 4 元增长到2017 年的36396
元，恩格尔系数由 1978 年的 57. 5%下降到 2017 年的 28. 6% ;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 6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3432 元，恩格尔系数由 1978 年的 67. 7%下降到 2017 年的 31. 2%，人

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 2017 年 7 月 26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果给予高度

肯定，他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 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

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①总而言之，历史充分证明，正是由于改革开

放为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福祉，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为我国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的活力。因此，我们应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盼，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

施的协调性，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收到更好的

成效，让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这既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价值取向，也体现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既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延续，也是未来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

必然要求，它必将激起亿万中国人民的磅礴伟力，从而转化成为改革道路上的创造力源泉。
( 四) 改革开放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和激活改革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迅速富起来、强起来。为适

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新特征、更好的探索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直指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聚焦改革发展焦点难点中开出了解决问

题的良方。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的行动指南，它必将指引我国加快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因此，在未来全面深化

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为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理论支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互利共赢

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水平，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着力构

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强大活力。
〔责任编辑: 徐淑云 马 丹〕

1991

《东南学术》2018 年第 5 期

① 人民网:《求是: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7 年 9 月 15 日，http: / /dangjian. people. com. cn /n1 /2017 /0915 /
c117092 －29538114. htm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Warning to“Mankind”
———Starting with the“Fourth Law of Ｒobotics”

Li Deshu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essentially a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lf －
realization． Therefore，wh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kes great progress，looking at the pro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mankind，we should not fall into the“dead zone of value”with technocratic one
－ dimensional thinking． How robots treats mankind aft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s actually a
question of how mankind understands and treats itself．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rights and responsi-
bilities that mankind itself should assume when building robots． The current major issue is that we
should re － understand human essence and nature，? deeply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e basic values
of mankind itself and try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ive thinking of human val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luralism．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Huang Maoxing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s a key move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destin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also a key move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realization of the“two centenary goals”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has created a“Chinese Mira-
cle”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become the source of vita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run throughout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future． 40 years of domestic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provided a
soli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hought． The the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has been continuously evolvi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practice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thought of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 － up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provid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o-
pening － up in China． By Taking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the economic field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deepening reform through extending o-
pening － up and opening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It summarizes the im-
portant enlighten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with an expect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or a new round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 up，and makes due contri-
butions to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 up in an all － roun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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