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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3年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只是瞬间，但

中国人民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波澜壮阔的

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也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重

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

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抚今追昔，

回顾新中国 73年来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于提升和坚定

“四个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

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十一

届三中全会到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前，为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个时期一脉相承，接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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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成中国经济从起步到腾飞、再到转型升级的历

史任务。

站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家安全（1949-

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

史的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

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在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时提出，要“使中国稳步

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封建地

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和保护

民族工商业，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

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促成

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然而，当中国转入大规模经

济建设，面临工业化道路选择时，有三大因素影响中

国改变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

业化道路。

第一，国家安全和统一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近

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

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

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随后签订所

谓“保护台湾”的条约。当时，美国钢、煤、原油、

电力的产量分别为中国的 62.6倍、7倍、70.2倍和

63.4倍；人均产量为中国的 268倍、25.4倍、245.5倍

和 226.1倍。②悬殊的工业和军事实力，迫使中国中断

了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朝鲜停战之后不久又爆发了

越南战争。二战后，美国介入的两次大规模局部热战

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

快建立完备的国防工业。1953年，毛泽东亲自修订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就指出：“因为我国

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

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

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

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③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迫切要求解决重工业瓶颈问

题。重工业的落后不仅不能有效保障国防安全，而且

拖累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毛泽东在 1955年曾感慨地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

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谈及

重工业落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陈云说：“我们没有

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

地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许多轻工

业设备还有空闲，原定增加的纱锭还得减少，原因就

是缺少原料。除缺少来自农产品的原料，比如棉、丝、

毛、烟叶、甘蔗等等以外，还缺少来自重工业的原料，

比如化学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等。”⑤

第三，资本严重短缺、农业剩余非常有限，制约

了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

的国家，当时全国 5.4亿人口中有 4.8亿是农民，农业

剩余是工业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国人

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粮食产量

只有 209公斤。据 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

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仅拥有耕畜 0.6头，犁 0.5部，

多数农户从事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

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两千万以上农

民缺少口粮。根据 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计数据显示，

当年中国的 GDP仅为 679.1亿元人民币，人均 119元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7 页。

② 根据 1952 年的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第 470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4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03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⑤ 《陈云文集》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5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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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955年币值）；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 8.6亿元，

人均 1.5元；国家外汇储备只有 1.08亿美元。可见，

中国当时确实处于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

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为工业化提供积累。

为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工业，中国

确立了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而为了确保低收入下

实现高积累政策和社会稳定，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

业化道路，即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实行社会主

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确保了有限的资源

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支援工业

化建设，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为代

表的尖端武器，为国家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

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 15.9倍，年均增长

11.5%，三大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50.5%、20.8%、28.7% 变 为 27.7%、47.7%、24.6%，

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

这一时期还为日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诸多必要

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新中国

成立伊始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据统计，截

至 1978年，全国各地共建成大中

小型水库 84585座，建成万亩以上

的灌溉区 5249处，实现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 4805.3万公顷，较 1949

年增加 3212.5万公顷；① 1953—

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

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 840亿

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和

南京长江大桥、成渝、兰新、成昆

及京沪铁路复线等重大项目，改变

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上世纪

80年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铁路建设投入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少的，经济发展明显得益于过去的较多投入。

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

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条件。

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致富之门（1978-2012年）

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破了“贫困陷阱”，

保障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

系、保障国防安全、储备发展要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

贡献。然而，调动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提高经济效

益的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实现。

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

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较低，远未摆脱贫困状态。

从 1957年到 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 20年的时间里

几乎没涨过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

工资 605元，比 1957年的 637元不升反降，（1977

年冬普调工资后）1978年也仅为 644元。② 从消费来看，

新中国成立后，党确立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增强国家实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 2009》，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第 34、64、84 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第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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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粮食消费量由 1957年的 406.12斤降至 1978年的

390.92斤，食用植物油由 4.84斤降至 3.19斤、猪肉由

10.15斤增至 15.34斤，食糖由 3.02斤增至 6.84斤、

棉布由 20.47尺增至 24.11尺、煤炭由 170.19斤增至

210.31斤，生活水平提高有限。① 1978年，城乡居民

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57.5%和 67.7%，城市居民消费处

于温饱阶段，农村居民则处于贫困阶段。按照 2010年

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达 7.7亿人，农村

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了。从 1977年下半年起，国务院安排各部委派团出国

访问考察，考察结果令国人警醒。法国马赛钢铁厂，

从采矿到轧钢，年产 350万吨钢，职工只有 7千人；

而当时武钢年产 230万吨钢，职工 6.7万人。② 丰田汽

车厂，职工 4.3万人，加上直接协作的工厂不过 15万人，

年产汽车 270万辆；而长春汽车制造厂 4.3万人，1977

年生产汽车 4.3万辆；全国汽车行业 70万人，1977年

生产汽车总共也只有 13万辆。在质量方面，中国的汽

车跑 10万公里就要大修，而日本汽车能跑 40万公里。

中国的电视显像管按规定标准可用 1000-2000小时，实

际上有些只能用 700小时，而日本的能用 1.3万小时。③ 

1978年 9月，邓小平谈及出访带来的思想震撼时说：

“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

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④

强烈的忧患意识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年 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大门，邓小平率先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个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创新发展的最重大命题，

中国迎来了活力迸发、财富涌流的时代。在有利的国

际形势下，中国对内“搞活”，通过“放权让利”和

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不

仅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

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不见的手”不

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在招商引资、制度创新等方面积极作为，与市场这只“看

不见的手”协同作用，将资本、劳动力、资源、技术

等要素普遍调动起来。中国还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

市场。这种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国内国外资源

市场“统筹兼顾”的方针政策，使中国创造了经济发

展的奇迹。

1978-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年均增速

接近 10%。1978年，中国的 GDP为 3678.7亿元，居

世界第 11位；1986年突破 1万亿元，居世界第 9位；

2000年突破 10万亿元，居世界第 6位；2010年突破

40万亿元，居世界第 2位。

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1977年，中国内地的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 148亿美元，甚至低于同期香

港的 196亿美元；到 2012年，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额已经达到 38671亿美元，增长 260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推进，中国的产业

结构持续升级。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

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

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 45.5%，首次超

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由 1978年的 17.92%提高到

2012年的 52.57%，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传统发展方式

也存在问题。中国一直在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产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477 页。

② 《谷牧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315 页。

③ 房维中：《访日归来的报告》，《房维中自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3 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372-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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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主要满足于投资和出口需求，最终消费比重长

期偏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出口骤降，2000

万打工者于 10月提前返乡；2009年，约 2500万人找

工作困难，加之 610万应届毕业生，中国面临 30年来

最严峻的就业形势。

在此情况下，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需求刺激政

策，使中国经济在逆境中保持增长，国内基础设施面

貌天翻地覆，民生持续改善，国家在整体上实现了富

起来。

然而，需求刺激政策也使传统发展方式弊端凸显，

难以为继。

首先，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与预算软约束下，基建、

开采、冶炼、机械等行业迅速扩张，出现普遍性产能

过剩，由此引发的利润率下滑使得一些企业不得不加

大债务融资，甚至沦为依赖举债为生的“僵尸企业”。

其次，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而货币充裕的大

环境下，房屋土地作为投资品的功能凸显，大量资

金涌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膨胀与房价暴涨。不

断上升的房价抬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剧了社会投

机心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销蚀着制造业和科技

研发的根基。高企的房价也令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

导致库存积压。

最后，因不同企业和居民获

得信贷的能力不同，信贷资源分配

有失均衡，拉大了财富占有差距。

而强刺激政策导致的投资激增，也

加剧了国内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总的来看，需求刺激政策

使中国经济维持了增长势头，但也

遇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

率攀升的问题。如果放任旧增长模

式延续，终将导致行业亏损加剧，

引发债务违约、破产失业的经济硬

着陆。

强起来：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12-2022年）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至 2022 年的十年，是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实现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与此同时，

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

幻、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冠疫情肆虐，中国

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愿景，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历史观来看，

这十年不仅是新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三期叠加”

问题和必须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及

时把握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这个重

大历史转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确立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

促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就经济领域来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

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政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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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

飞跃。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跃上了新的台阶。2012-2021 年，国内生产总值从

51.9 万亿元增加到 114.4 万亿元，10 年间翻了一

番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39771 元增加到 80962

元；2021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美元，

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的 12500 美元。

2015-2021 年粮食产量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

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20 多种

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高

速铁路、高速公路、发电装机容量、互联网基础设

施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社会发展成绩

显著，人民获得感空前提升。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

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摆脱了几千年来如影随形的绝

对贫困问题。2013-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 18311元增加到 35128元，年均增长 7.5%，形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总量超

过 4亿人。社会保障覆盖面持续扩大，建成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13.6亿

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2亿人。

紧紧抓住信息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加

大对研发和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

2012年的第 34位上升到 2020年的第 14位，是跻身

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 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

济体；并且中国有 17个科技集群进入全球科技集群百

强，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 2位。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为解决主要矛盾，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包含三大转变：一

是推进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增长方

式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推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

体化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

型尚未完成，未来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实

体经济内部结构失衡，传统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

产能供给不足并存；二是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

业关系失衡，“脱实向虚”问题仍然严重，金融风

险隐患尤在；三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失衡，贫富

差距过大，有效需求不足，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

累失衡；四是资源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和外延型扩张受到约束；五是国际经济竞

争趋于激烈，中国经济和科技正从“跟跑者”向“并

跑者”和“领跑者”转变，竞争对手主要转向经济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不断升级，给

中国造成更为沉重的外部压力。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和有利

条件，大大超过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一是中国共产

党的全面领导和自我革命，确保了中国经济始终向

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的方向坚定前行；二是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

的体制优势，有助于避免双重失灵，继续充分利用

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三是中国经济

规模大，创新空间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国人力

资本雄厚，重视教育，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教育资源；

五是中国人民具有勤劳的品质和文化传统，尤其是

高储蓄率传统有助于规避债务陷阱，并在即将开始

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扩大投资生产，最终跻身全球

产业链的高端。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征程中的地位

时代呼唤思想发展、理论创新，而思想发展和理

论创新又指引中国前进。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习

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以世界经济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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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为依据，以中华民族前途

命运为出发点，以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

以巩固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为责任，把人民

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擘画中国梦的宏伟战略蓝图中，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

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系统深刻地回答了关于中国

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思想、制度基础、

发展主线、根本要求、经济体系、发展道路、战略选择、

对外开放、发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问题，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并在

指导实践中彰显出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

这一思想体系以科学、求实、创新、开放的姿态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重大的时代价值和

历史意义，为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提供了经济发

展的实现指南和理论基础，它不仅为推动中国经济治

理现代化标注了新高度，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并

将其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工作中，

是我们今天的必修课。例如，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生产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做好经济工作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

本立场；例如，以“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初

心使命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人民至

上的核心价值，内嵌到经济社会发

展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确保经济发

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还例如，以“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适应发展环境新变化，引领我国经

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如果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是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

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新时代这十

年的辉煌历史则告诉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

时代党和国家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则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由党和人民书写，未来须在开拓中前进。“中

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

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新时

代的这十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

起来”的十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

的十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宏大的目标、更伟大

的成就已经摆在中国目前，航向已经确定、风帆已经

鼓起，中华民族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掌舵下，正在向着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劈波斩

浪、奋勇前行，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一定能够达到。

（编辑   季节）

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