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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从落后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的不懈追求。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将中

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大致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

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经济治理基础、外部环境、目标、理念和步骤，既有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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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从落后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实现经济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 100 年。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经

济治理的演变，总结和把握经济治理规律，可以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经验

启示。

一、百年经济治理演变与成就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经济治

理基础、外部环境、目标、理念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见表 1) 。

( 一)“夹缝中谋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础，大力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在夹

缝中谋发展。经济治理基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

矛盾。“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 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 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

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①，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致力于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战争经济”是面临的主要环

境。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于 1918 年结束，但全球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依然存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

球的主要环境是“战争经济”，即一方面是战争对参战国的经济破坏，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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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迹于“战争经济”。1840 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饱受战乱之苦，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

临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割据、封建残余势力造成的混乱。经济治理目标方面，“经济服务于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贫穷落后与经济封锁双重冲击下，随着苏维埃

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经济治理。对于经济治理和革命战争的关系，当时有两种错误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

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1991a) 。毛泽东对这

两种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目标，即“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

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毛泽东，1991a) 。经济治理理念方面，以土地革命为核

心。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介入农村( 黄道炫，2005 ) ，将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

位( 余伯流，2008) ，核心是进行土地革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没收哪些群体的土地，1927 年

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1928 年《井冈山土地法》确立了农民以革

命手段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利; 二是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1929 年《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按人口

平均分配，1930 年毛泽东提出“抽肥补瘦”的思路，在《苏维埃土地法》中得到了落实( 刘祥，2019) ，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不论身份如何，均按人口平均分配; 三是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国有是总体思

路，虽然允许有条件地流转，但土地国有的性质始终不变。经济治理步骤方面，没有设置明确的步骤。
由于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当时战局不稳，因而经济治理尚未设置明确的步骤，而是顺应当时需要，

制定适合的经济政策。

( 二)“改造后的尝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摸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要大事是恢复经济。为适应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 1956 年

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此后，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起点，开启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治理的摸索。经济治理基础方面，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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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战前，1949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当时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 2 /3( 邱

霞，2013) ，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体现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治理基础。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封锁成为常态。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一系列封锁、禁运措施，甚至专门在巴黎成立针对社会主

义国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展开“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短期内抢运物资、增加外汇收

入、快速调整贸易方式，长期内加强外贸制度建设，在被封锁的外部环境中谋求对外合作( 周红，2015) 。
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多年受困于物质匮乏、贫穷

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经济十分紧迫，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

业”( 毛泽东，1991b) ，甚至提出在工业化上“赶英超美”，力求数量上“多”、速度上“快”、效益上“好”、投
入上“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同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①的目标。经济治理理念方面，要求“在综

合平衡中前进”。尽管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强烈，但考虑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

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 王志林、郭广迪，2013 ) ，党的八大仍提出“要坚持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因为“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

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毛泽东，1999) 。不过，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综合平衡

中前进”的经济治理理念被急于求成的思想取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 ，经济治理逐步脱离经济规律。经济治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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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将实现“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提出最初版本的“四个现代

化”( 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 。后来经过实践和演变，提出最终版本的“四个现代化”( 现代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

术) 。



方面，提出“两步走”设想。为实现经济治理目标，毛泽东提出用 15 年左右时间打下基础，再用 50 年左

右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三大改造”过程极为短暂，只用了 3 年时间便完成，但对实现

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仍保持清醒认识，1963 年提出“两步走”设想，即第一步用 15 年

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力争在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 三)“历史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腾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治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此基础上，1978 年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这是一次历史性转折，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经济治理

基础方面，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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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党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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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阐述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相一致，说明此前经济

治理并未解决基本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随着中美建交、中苏关系缓解，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

趋突出，经过长期观察与科学分析，邓小平于 1985 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我国

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现代

化。1979 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到 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1993) 在继承“四

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明确“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 邓小平，1994) 。说明经济治理的目标是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并且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经济治理理念方面，“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1993 )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邓小平，1993 )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具体

来说，要实现有速度的发展，要实现讲求效益质量和稳步协调发展，要实现“两个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 一起抓的发展，要实现发展成果属于全体人民，还要在对外开放中求发展。经济治理步骤方面，

“三步走”战略成为重要安排。从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我国要在生产力相

对落后、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具体可分为“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

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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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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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新时代的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吹响了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新征程的号角。经济治理基础

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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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社会主要矛盾不再

单纯地聚焦于物质文化数量上的需要，而更聚焦于质量上的提升和平衡充分的发展，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新发展阶段面临深刻复杂

变化。国际层面，尽管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经济、政治、科技和产业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势头不减，“黑天

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 国内层面，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基础

较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各类因素叠加，使得经济治理面临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经济治理目标方面，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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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实现腾飞，年均实际增长 9. 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①。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说在物质资料不丰富的情况下，需要追求数量的增长，那么在经济

到达一定水平后，就需要追求质量的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这是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各国发展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作出的科学研判。新时代的新征程，经

济治理的初级目标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

线; 经济治理的高级目标，同时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目标，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

治理理念方面，新发展理念指明了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的成效甚至成败，关于用什么样的理

念指引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突出了全局核心地位下的科技自立自强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可控能力，协调突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绿色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开放突出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更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共享突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本质下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和人的全面发展( 张占斌，

2021) ，这是对中国社会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历史任务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回

应，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张占斌，2019) 。经济治理步骤方面，作出了“两个阶段”战略安

排。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党的十九大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即第一

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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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两步走”设想、“三步走”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表 1: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演变

阶段 基础 外部环境 目标 理念 步骤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
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
众的矛盾

“战争经济”
“经济服务于战
争”

以土 地 革 命
为核心

无明确步骤

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

社会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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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经济
封锁

“多 快 好 省”地
发展 国 民 经 济，
实现“四个现代
化”

“在 综 合 平
衡中前进”

“两步走”设
想

改革开放至党的
十八大时期

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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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与“发
展”是 两 大 时
代主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全 面 实 现 现
代化

“发 展 才 是
硬道理”

“三步走”战
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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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阶段
高质 量 发 展，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新发展理念
“两个阶段”
战略安排

资料来源: 根据各阶段党的重要会议、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等总结得到。

( 五) 百年经济治理成就

1840 年之前，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创造的 GDP 约占世界 GDP 的 1 /3，

中国人均 GDP 长期高于世界人均 GDP。但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饱受战争

侵害，经济治理形同虚设，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到 1952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比重仅有 5. 2%，中国人均 GDP 与世界人均 GDP 比值仅有 23. 8%。
中国共产党不断尝试、摸索、试验、改革，冲破外部经济封锁，解决内部基本矛盾，经济治理卓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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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到 20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比重达到 17. 4%，较 1952 年增加 12. 2 个百分点，从 2011 年开始

便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人均 GDP 与世界人均 GDP 比值，从 1952 年开始有所下滑，最低只有 7. 3% ( 1987 年) ，但伴随改革

开放带来的重要契机，中国人均 GDP 快速上升，到 2020 年中国人均 GDP 与世界人均 GDP 比值达到

95. 2%，基本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就对全球人口第一的国家来说实属不易( 见图 1 ) 。特别是，中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当然，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成就不仅如此，还体现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基础

设施逐步完善、健康医疗不断提升、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等方方面面。

资料来源: 1700 年、1820 年和 1952 年数据来源于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相对地位的演变( 公元 1000 ～ 2017 年) ———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1960 ～ 2019 年数据来

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WEO 数据库; 2020 年中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世界数据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其中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 5%，进行折算得到。

图 1: 中国 GDP 和人均 GDP 的演变

二、百年经济治理规律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步骤有过设想，即从“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再到

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苏联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不断

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纵览历史，可以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规律。
( 一) 始终坚持党对现代化的领导

中外历史实践表明，推进国家现代化，离不开有判断力的决策者和有执行力的行动者。中国共产党

通过实际行动和效果，证明了其完全具备领导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能力。从马克思政党领导思想看，全面

领导是核心要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和全面发展，也需要实行全面领导。政治领导是根本，通过制定政治纲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得

到明确，“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

碑。”( 马克思、恩格斯，1963)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治理过程中，制定过诸多决议、法案，连续制定“五

年发展规划( 计划) ”，不断确立经济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思想领导是关键，无产阶级政党十分重视理

论武装对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特别加强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

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或理论在不同阶段都对经济治理起着引领作用。组织领导是保障，在革命年

—5—

·特别策划: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张占斌 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 演变、规律与启示



代，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组织领导与资产阶级相斗争; 在建设年代，同样需要组织领导来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治理需要，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保障。从列宁

执政党建设思想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杨煌，2019 )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

领导者，列宁提出了执政党的阶级性、革命性、先进性，构建了全面系统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为

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夹缝中初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尝试摸索，抑或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转折腾飞，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征

程，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始终不可动摇。从中国实践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

最大优势。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

功，核心要素便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两个全新论断，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有机统一的必然结论( 丁俊萍，2017; 韩冰，2018; 吴家庆、瞿红，2019) 。

( 二)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不断创新

在百年经济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优秀理论成果，指引中国经济治

理方向。用理论指引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归纳理论，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

年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思想为经济治理奠定良好基础。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以及吸收苏

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

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甬军，2004)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立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

条件思路，依靠工人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实施了人口政策、经济增长政策、农村机构政策

和国际经济政策等( 翰·伊特韦尔等，1996 ) 。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新中国经

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得以恢复并走上正轨，用不到 30 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

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 杨琰，2019) ，为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经济腾飞，以及新时代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治理确立基调。
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经济治理内容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传统

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属性，计划经济则带有社会主义属性，邓小平认识到市场经济完全

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

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①此后，他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

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就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1993)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和启发下，党的十四大正式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治理的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经济治理迈向更高阶段。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要素

投入效率下降和环境约束成为经济增长的痛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战略性方向，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

发展等策略性方针，指引经济治理迈向更高阶段。

( 三) 紧紧围绕和积极破解社会主要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社会的基本属性，属于社会基本矛盾。在不

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存在差异，由此形成社会主要矛盾。社会

主要矛盾是一个政党开辟道路、形成战略、制定路线的基本依据 ( 颜晓峰，2019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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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实施服

务于战争的经济治理;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建设开始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

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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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主要矛盾，亟须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 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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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政策都要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当然，党的八大后一段时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

识出现了一定偏差，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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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占据主流，导致当时的经济治理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从正反两方

面的实例可以看出，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经济治理，错误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将造成巨大损失。
即使有过短暂的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也能够很快调整，始终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制定经济治理的

战略、规划、方案。特别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在横向维度方面，将物

质文化生活，扩展至民主、公平、正义、安全等; 在纵向维度方面，将数量的增加，扩展至质量的提升( 高培

勇等，2019) 。

( 四) 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总的看法和系统化观点，反映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中国共产党学

习吸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关于发展的实质，发展是新事物不断产生和

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发展，其间伴随着新旧事物的螺旋交替，这在百年

经济治理中多有体现。以经济治理基础的变化为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三座大山”的旧矛盾基本

灭亡，但产生经济文化或物质文化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新矛盾，伴随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经济文化或物质文化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变成了旧矛盾，又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再以经济治理外部环境为例，从战争和封锁，到和平

与发展，再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体现出交替出现的新旧矛盾。从社会主义本质看，发展的实质也蕴藏

着新旧事物交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这个本质中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产生新事物，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为了消灭

旧事物。关于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决定。外部对事物发展固然存在一定的影响，但

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部的矛盾性。经济治理百年，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但内部才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

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要发展，最终靠自己，走自

力更生的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排斥外部，相反会充分利用好外部，从争取国际支持到实行改革

开放，再到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是用好外部来发展内部的最好例

证。关于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历史唯物主义群

众史观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一次彻底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问题。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紧紧依靠人民，许多改革都来自基层群众的自发推动，属于自下

而上形成的改革。

( 五) 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动态调整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将国家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

演变，也是对国家现代化追求的具体实践。不论是“经济服务于战争”，还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

济，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目标

导向。从经济发展水平看，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多次工业革命，较早地实现了诸多领域的现代化目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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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并非唯一。中国对现代化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反复过程，也经

历过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交错的过程( 胡鞍钢，2015 ) ，但中国的确走了一条与众不同

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经验( 马敏，2016 ) 。并且，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

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百年经济治理中能够动态调整。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

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

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

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2009) 。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指南，而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的。以经济治理理念为例，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经济治理理念也会作出调整。革命

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工人、农民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时土地问题是经济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因而需要以土地革命为核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需要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但又不能超越经济

规律，因而确立了“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理念; 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资料仍不丰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只有通过发展，才可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因而将综合平衡的理念转变为“发展才是

硬道理”;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数量问题依然重要，但质量问题更为突出，所以确立了新

发展理念。再以经济治理步骤为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治理不存在明确的步骤，经济完全为战争服

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是 20 世纪末，但在改革开放后确立

的“三步骤”战略认为，到 20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 党的十八大后，基于我国发展实际和国际

国内环境变化的综合研判，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前了 15 年，即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目标，而到 2050 年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

理方面既能坚持目标导向，又能根据发展变化动态调整发展思路和目标。

三、百年经济治理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把握百年经济治理规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

( 一) 立足新发展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这是我

国的新发展阶段。与过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发展阶段主要“新”在五个方面。一是“新”发展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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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

发展阶段的主要基础。同时，我国 GDP 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拥有雄厚的物质基

础; 已经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劳动年龄人口约 9 亿，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 8
年，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善的

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二是“新”发展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国际层面主要表现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层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叠

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三是“新”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成为主

题，供给有质量，需求有品质，投入有效率、产出有效益、流通有循环、分配有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成为追求。四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着改革开放

以来的发展经验，反映着深化认识发展规律，为“十四五”时期甚至未来更长时间发展思路和着力点指

明方向。五是“新”发展步骤。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到 2035 年，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 2050 年，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基

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二) 贯彻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十四五”时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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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需要贯彻的新发展理念。其一，坚持创新发展。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

创新这一核心关键要素，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是依赖各领域创新。要抓住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动力的“牛鼻子”，通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等改革措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其二，坚持协调发展。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

样性，整个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目标，还是发展的评价标准和尺度。
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充分发展。其三，坚持绿色发展。人类发展活动要以尊

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为前提，这是必须遵守的规律。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四，坚持开放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时代潮

流，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充分吸收借鉴先进发展经验、学习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要在更大范围、更宽

领域、更深层次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合作共赢。其五，坚持共享发展。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以共享理念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完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机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 三) 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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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
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①。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体

现在规模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数量、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超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和技术产业化应用场景、
体系多元的金融市场和超大纵深的区域优势等方方面面。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要“破堵点”，目前我

国还存在一些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这是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要着力打破不合理的垄断，强化反

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要“改痛点”，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因素依然存在，要

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统筹跨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顶层设计; 要“连循环点”，生产、分配、
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作为循环的节点，尚有不畅通之处，要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

率。二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建设国内国

际统一的制度，促进内外经济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标准认证等衔接统一; 要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

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

投资协调发展。三是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传统消费转型升级，推

进新型消费创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消费;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向基础设施、农业农

村、生态环保等短板领域倾斜，将投资向重大战略项目倾斜，发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双重牵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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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PC's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Past Century:
Evolution，Law and Enlightenment

Zhang Zhanbin1 ＆ Wang Xuek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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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its ambition has been to make China change from poverty and weakness to prosperity
and strength，and from backwardness to modernization． Under leadership of the CPC，China has stood up，grown rich，and is be-
coming strong． According to changes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economic governance of the CPC in the past centur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period of new －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period from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and the new perio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
gress of the CPC，in which the basis，external environment，goals，ideas and step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have both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the centennial economic governance by the CPC reveals the law，that is，persisting in leadership of
the CPC over modernization，innovat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grasping and solving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looking at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nd insisting on goal orient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Looking to the
future，the CPC will recognize a new development stage，implement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and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o strive fo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 words: Economic Governance; Evolution Progress; Governance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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