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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 3个时代从 6个维度研究经济

发展思想演进。其中包括：（1）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从而明确各个阶段的根本任务。（2）不同发

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3）不同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分析，从而产生

不同的现代化路径。（4）不同发展阶段克服二元结构的路径分析，从而产生对农业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农业发展

道路。（5）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调节方向分析，从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不同调节思路。（6）
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格局分析，从而产生不同阶段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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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年起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时，中国不

但有效控制了病毒传播，而且在 2020年世界经济受此影响全面衰退时，中国是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中国经济的奇迹可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的成功，表明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经

济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之际，研

究新中国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的艰难历程，不仅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产生的渊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

的经济发展的新思想对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贡献。

一、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发展任务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

国；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繁荣；多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到 1952
年底，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中央就提出我国进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

改造的进程。在这个阶段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心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毫无疑问

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到 1956年，社会主义

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再加上以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基本建立。

当然，在当时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

粗、改变过快的错误，以致在过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有长期消极影响的问题。

1956年 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基于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

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

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①。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和 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经济发展最好的年份之一。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表述在党的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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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义。

可惜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1958年 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

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

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

主义道路的矛盾。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

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

可避免的。这样，“八大”路线又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路线所彻底取代，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

争被视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生产力被曲解为无休止地追求生产关系升级的不断革命，从而使党的工

作重心仍旧放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上。尤其是 1966年 5月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强调抓革

命促生产，无休止的搞阶级斗争，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真正开始了把党和国家的

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1年 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

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

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决定了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提出了 3个方

面的重要思想。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

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阶段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

回归，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二是 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

断。同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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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三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

产力的任务，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包括利用多种所有

制，利用市场经济，利用要素报酬等，创新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具体体现。总的来说，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市

场化取向的改革引领我国实现了 30多年年均近 10%的高速增长。

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

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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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依据是，在人民需要方面，我国稳定解决

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社会生产力方面，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第一，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观。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谓发展的不充分，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

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所谓发展的不平衡，涉及生态环境

不堪重负的短板，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等等。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

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发展中大国

的地位没有改变。只是表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需要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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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这就是习近平强

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④”相比发展是硬道理，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有特别的要求，就是习近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要坚定不移，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⑤。新时代发展的着力点是解决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发展理念及相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新中国建国之初，经过 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于 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年）。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有计划开展国家经济建设、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计划。当时百废待兴，

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经济基础，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铺新摊子，以苏联援建的 156
项项目为中心，虽然属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但毕竟是从无到有建立现代工业。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关键举

措。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了任务，钢铁、煤炭、

电力、石油、化工、军工等重要工业产品达到了苏联和日本 30年代的水平，更远超旧中国，并开始了向若干尖端

领域的迈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强健了已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筋骨。中国共产党人更在这

一场伟大实践中，认真学习、掌握了许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知识，丰富了自身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和理论。

毛泽东 1956年 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吹响了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角。《论十大关系》中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有 5个，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

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

和地方的关系等。该文实际上是针对苏联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不同的理

念，强调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试图在中国开辟一条同苏联道路有所不同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的成功，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促使党的领导层过分相信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经济上“超英赶

美”的决心。八大后不久，犯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 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运动，经济工作出现了不尊重经济规律，追求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最终受到经济规律的惩

罚，给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毁约、撤走专家，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针对“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否

认商品货币关系等“左”倾思想及其产生的后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

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提出了不仅对

当时而且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起重要影响的经济思想。首先是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强调价值规

律的作用。其次是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建设规模必

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观点。第三

是萌发改革经济体制的思想。这几个方面在当时实际上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虽然还只是局限在速度和

比例关系的调整上。其效应是国民经济从 1962年到 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可惜的是“文革

十年”，“左”的指导思想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常发展，致使许多经济领域处于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更为重视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长方式

上突出一个“快”字。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

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中央及时发现增长不等于发

展，只是靠市场化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发展问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涉及增长方式问题。1995年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自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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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现。

对转变增长方式的思考必然要上升到发展观的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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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明确的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根据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

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一是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二是将科技进步

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三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由“快”字当头转变为“好”字当头，突出又好又快，突出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突出保护生态和环境，突出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突出可持续发展。发展效果是明显的。到 2010年
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2012年人均GDP达 6338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进入新时代后，支持 30多年高速增长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的趋

势，主要表现是：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放慢，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随着人口红

利明显减少，老龄化社会也随之到来，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不可持续。随着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能源、

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成为增长的自然界限。在此背景下，持续 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转向中高

速增长不可避免。这种状况被习近平称为经济新常态。基于经济新常态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发展任务，习近平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规定了由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

创新驱动。作为驱动力的创新包含多方面，其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创新处于国际前沿的核

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既需要以研发核心高新技术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也需要推动占领产业制高点

的产业创新。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

第二，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形态。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

标准和尺度，再比如，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⑥”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的

重要性在于有效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第三，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生

态文明的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

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

是发展生产力。

第四，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联动发展的机制。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

场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就是要根据习近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建立高质量的开

放型经济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第五，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提出的共享发展的理念就是：“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⑦”

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共享发展，首先是发展，即举全民之

力不断把“蛋糕”做大。其次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洪银兴，2018）。

根据新发展理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体现的是

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一种包容性的增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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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发展目

标。对现代化的内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述。

1954年 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经济

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

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这“四个

现代化”写进了总纲。周恩来 1963年 1月在上海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

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1975年 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号召。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就一直

延续至今。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现代化没有成为行

动。直至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仍然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就如 1979年邓小平所说：

“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

十年”⑧。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现代化不仅由目标转为行动，而且有了具体部署。1987年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

薄的国情出发，设计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 1981年到 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 1991年到 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

三步，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邓小平用“温饱”、“小康”、“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使人民能够生动

地、直观地认识和切身感受到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其中头 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动，我国提前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邓小平所

讲的“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已经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

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且绘就了两个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蓝图。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蓝图体现了高质量开启现代

化进程的要求。基于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根据十九大绘就的蓝图，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作了部署，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经济上的目标可以概括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

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

放新格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必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政

治环境，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后，现代化理论所涉及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内容有了新

的发展和突破。

首先是现代化的领域。过去讲的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现在强调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这是经济领域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特别强调“同步”。

其次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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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⑨”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

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

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为此，党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在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

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

第三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

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样，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创新就成为现代化的第一动

力，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

的战略支撑。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去关于现代化的讨论过于关注 GDP的指标，以 GDP指标衡量现代化，以

抓GDP来推进现代化。现在高质量开启现代化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跨越由全面小康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关口”的行动。现代化经济体系根据习近平

的讲话精神，涉及：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可以说是新时代

发展理论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崭新概念。

四、克服二元结构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新中国建国初期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比重很小，谈不上二元结构。这就是毛泽东在

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中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

性的工业占 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

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⑩。因此毛泽东十分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

茶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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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一五”时期党的指导思想是推进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可以说是当时建立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

的必然选择。其效果也是明显的。“一五”计划完成，现代工业体系建立了起来，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二

元结构就此形成。克服二元结构的基本路径是提升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工

业化不单纯是工业问题，也不单纯是重工业问题，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但是，1957年
底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轻视农业，结果是出现连续三年的农业歉收和国民经济的困难。1962年
起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很大程度上是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中央认识到“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钢铁，其结果

是挤压了农业、轻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

总结教训时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

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不久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

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问题是由于农业中人民公社制度压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

刀差剥夺农业等原因，即使明确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变。工农、城

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突出。

我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始了二元结构现代化的进程。在富起来的时代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改革和

发展路径主要在 3个方面。一是以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改革，结束人民公社制度，从家庭财产和经

营制度上调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二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农产品进入市场，农产品价格放开，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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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市，不仅把农民推向了市场，而且增加了农产品的市场收益。三是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了在农村推进工

业化和以城镇化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创造了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的道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

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问题。其效果非常明显，不仅大大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迅速由农

业大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国家；而且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水平也比过去大大提高。四是 2006年 3月 14
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庄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

税，中国延续了 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由此带动，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五是党的十七大

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由此提出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

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其主要路径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

格局。

进入新时代，单纯突出工业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出现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状况，农业、农民和农村

的发展状况成为“四化同步”的短板。对此习近平指出：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 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

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

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这意味着三农现代化需要由非农发展带动转向直面三农发展，即农业现代化（农业

强）、农村现代化（农村美）、农民现代化（农民富）。

根据习近平关于三农现代化的思想，新时代推进的三农现代化可以归结为 3个方面。一是农业供给侧改

革。改变农业发展范式，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已有的农业发展范式可归结为“剩余”范式，即追求农

业剩余，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要转向的农业发展新范式是：追求品质农业，转向“品质和附加值”范式。构

建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二是乡村振兴，以振兴乡村为抓手推动三

农现代化。农村最基层的是乡村，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三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推动城市发展要素通过“化”到城镇

而化到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是城市要素的城镇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城乡发展

一体化涉及城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四是新型城镇化，不只是指农

民进城，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一方面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农民享受城市文明。这就要求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扩

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公共设

施和商业设施的供给。由此解决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五、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调节机制

习近平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

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调控经济发展的机制和政策

既需要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又需要给经济增长提供方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提法只是在进入新时代才提

出，但在实践中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都存在这两侧的调节政策，只是侧重点不同。

建国初期在短缺经济背景下逐步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供给侧管理。表现为从上到

下的指令性生产计划，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基本的方式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指导下以下达的数

量指标调控发展，需要快速发展时调高生产和基建指标，经济出现问题需要调整时则调低指标。针对“大跃进”

的教训，党中央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提出了综合平衡的要求。综合平衡涉及 3个重要平衡：农业本身的农、

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

综合平衡。显然，所谓的综合平衡也是从供给侧入手的。这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计划经济管理的方式。

富起来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建立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也就是转向需

求侧调节：在微观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在宏观上，一方面从总需求

入手建立宏观总量调控机制，明确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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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面向总需求的宏观调控转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机采取紧缩性的、扩张性的或平衡性的财政和货币

政策，宏观经济管理转向需求管理是在告别短缺经济转向剩余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调节方式，目的是更多

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以需求压力和导向提高效益和效率。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发现，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和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

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就涉及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在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号令：“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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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改

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线。与计划经济年代的供给侧调节不同，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剩

余经济背景下的供给侧调控。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习近平从调节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指出：“需求侧管理重

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

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显然，供给侧调节注重长期发展，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调控方式。与一般的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解决发展本身的问

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首先，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现实中存在虚拟经济就出现“脱

实向虚”的现象，其原因，除了虚拟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一夜暴富”的诱人投机现象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实体经

济企业因负担太重无利可图而投资不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还是要实体经济发力，需要足够的对

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实体经济领域培育发展的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

其次，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低的突出表现是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

并存。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进

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

求。而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

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满足中高端消费的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高

端化需求，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产能过剩，中低端产品过剩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中得到解决。改革目标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习近平形象地用加减乘除法来说明结构调整的路

径：“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

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是调结构这个四则运算的

最终目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最后，克服供给侧的动力不足问题，培育发展新动能。首先是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需求侧突出的市

场选择不同，供给侧则突出经济激励，提供发展的动力。已有的改革解决了产权制度的动力问题，但供给侧仍

显动力不足。突出表现是企业的高税负，高利息，高社会负担。企业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也就缺少发展的动

力和活力。供给侧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一是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轻装上

阵。二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洪银兴，2016）。其次是培育新动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同发

展是硬道理一样，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发展政策，有着长远的目标。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取得明显进展的

同时，需要进一步转向培育新动能。关于新动能，习近平指出：“既要紧盯经济发展新阶段、科技发展新前沿，

毫不动摇把发展新动能作为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又要坚定不移地把破除旧动能作为增添发展新动

能、厚植整体实力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明确在现阶段所要培育的新动能主要涉及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

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和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

在习近平看来，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调节，“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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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推进。”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在世界流行从而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

展同样面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及时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和“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

转）的任务。这时刺激需求，在需求端激发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不仅如此，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民经

济的内循环为主体也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配

合的思路。这两者的结合体现调控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结合。

六、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

发展格局涉及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及相互关系的布局。

改革开放前的 30年除了“一五”计划期间引进苏联 156个重大项目外，我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内循环状

态，主要原因是国际上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把对外开放明确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由此打开了国门，1980年党中央决定建深圳

经济特区。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开放，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

是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

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特别是强调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大关于协调发展的五个统筹包括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十七大则

明确提出了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的要求。这样，我国不仅能够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竞争中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作为我

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对外开放也进入新时代。2013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在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根据习近平开放发展的理念，新时代的开放发展具有

如下特点：首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政策相反。习近平扛起了

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明确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其内涵就是他所说的：坚持对话协商，建

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根据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思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深化

与沿线国家多层次经贸合作，带动我国沿边、内陆地区发展。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 4月，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体现

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快向西

开放步伐，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第二，进口与出口并重。2018年在上海举办第一届进博会，2020
年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第三，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和深度。不仅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进入

中国的领域，而且进一步放开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第四，建立对外开放的新载

体。为推动资源和商品更为便利的国际流动，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设立自由贸易试

验区、自由贸易港。

当今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某些发达国家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保护主义盛行，特别是美国特

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企图与中国在科技、产业等领域脱钩。再加上 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导致

世界经济衰退，使一系列全球产业链断裂。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要扛起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还要根据自

身发展的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如习近平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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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

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

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

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实际上我国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转变。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

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适应开放发展的需要及新发展格局，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生战略

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需求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开放服务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特

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推动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需

求导向的核心是创新为导向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具有 4个特征。第

一，以出口高科技的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特别是要替代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产品出口。第二，以进口

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替代进口一般的最终产品。第三，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同时，注重

外资质量。引进的外资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

研发新技术；进入的产业是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第四，着力引进创新资源，尤其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

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我国的产业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关键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面对我国多个产

业的全球产业链中断，不仅需要疏通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要建立自主

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的产业现状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

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因此习近平提出：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真落到产业发展上。在产业链上部署创新链有两个方向。首先，依托所拥

有的高端技术布局以我为主导全球价值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需要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建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链；其次，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攀升也要布局创新

链。其路径就是对处于高端环节的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边干边学，掌握中高端环节的核心技术。

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习近平指出：

“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具体要求：一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

较过去的出口导向，更为重视进口，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

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较过去的突出“引进来，更为关注走出去，尤其是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进入“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举。较过去突出引进外资，更为重视引进创新要素，包括升级外商

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同时，注重外资质量。引进的外资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是高

新技术研发环节，鼓励外资在中国本土创新研发新技术；进入的产业是国际先进的新兴产业。引技和引智尤

其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

七、结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不只是知道今日之经济成就是从

哪里来的，更要知道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往哪里去，也就是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

这个重大问题。

（1）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

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演进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各个时期，每一代人都有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人民群

众的最大利益出发，依据经济规律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践行其历史使命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演进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 10



《管理世界》

2021年第 4期
败的教训；虽有曲折，但最终是前进的。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创造了发展中农业大国在不太长的时

间内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党的经济发展思想也日臻完善和成熟。研究不

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思想，不仅可以知道今天的经济成就来之不易，还可以加深理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要意义，既明确新发展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又要明确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任务。

（2）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及经济成就已为世人所认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思想，就是要指出，每个

阶段发展的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发展思想来引领的。党的经济发展思想非常丰富。本文

择 6个维度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演进，从而明确进入新阶段后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社会主要矛盾分析

明确新阶段发展任务是要根据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发展理念分析明确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现代化分析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及各个领域现代化的内容；二元结构

分析明确解决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问题的中国路径，尤其是继解决农民绝对贫困现象后明确三农现代化问

题；经济发展调节机制分析明确推动经济增长并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调节机

制；发展格局的分析从畅通国民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角度明确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几个方面

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被成功的中国发

展实践所证实。将这 6个方面创新的经济发展思想学理化、系统化，就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干。

（3）正确的发展理念源于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

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进程就是认识和研究经济规律的

过程。在实践中什么时候遵循经济规律，经济就平稳健康发展，什么时候违背经济规律经济就要受挫折。我国

曾经为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指导思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也因遵循经济规律而获得发展的红利。探索经济规律不

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探求新规律，尊重并遵循规律，以在实践中少犯错误，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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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of the
CP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Hong Yinxing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Summary：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of the CPC in leading Chinese people to build a
new China from six perspectives in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stage of standing up, of getting rich, and of becoming
strong. (1) How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s defined. In the stage of standing up,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was de⁃
fined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thus the main task was to fight for class struggle. In the
stage of getting rich, it was defined as the one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and backward
social production, thus the fundamental task was to develop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stage of becoming strong,
it is defined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an unbalanced and inade⁃
quat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first priority of the party in governing and reju⁃
venating the country. (2) Analysis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stage,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was basically an expansive one. In the second stage, not only the productive forces were liberated through re⁃
form, but growth mode was transformed. In the third stage, CPC puts forward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fo⁃
cusing on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and sharing. (3)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four modernizations" was first proposed in Stage one and then put into practice in Stage two. Deng
Xiaoping designed the grand blueprint of "three steps"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After entering Stage three, CPC has
defined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starting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4)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Dual Structure. When a new China was founded in 1949, it was a backward agricul⁃
tural country. There was no so-called dual structure. After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he dual structure of modern in⁃
dustry and backward agriculture began to surface. Although it was agreed that the general policy of developing was

“agriculture-based and industry- led”, the problem of dual structure became very prominent. Rural reforms largely
improved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income.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initiated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s. In the new stage, the paradig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urns to the paradigm of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dded value development". (5) Adjust⁃
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New China adopted planning economy, which was a supply side man⁃
agement. In the second stage, China started a market-oriented reform, wher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as deter⁃
mined by the market. In the third stage,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is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quali⁃
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recess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s a
new mode of a deepening coordination of demand side and supply side reform. (6)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Pattern. Before 1978, China's economy was basically in a closed state. After 1978,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ecame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Today we are facing a great challenge unseen before.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being formed,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mode, supplemen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
tions mode.

Conclusion: The studi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 par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not only shed light
on the origin of Xi Jinping's new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s, but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
butions of Xi Jinping's new idea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entering the new stage.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s; evolution
JEL Classification: E11, E60,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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