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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编制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基本思路，并在实践中不断赋予其发展目标以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逐渐形成全面的现

代化目标。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

世界贡献了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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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梦想。为挽

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近代中国曾尝试过不同的现代化方案，但最终都陷于困境。“现代化道路并

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并强调

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是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断赋予其发展目标

以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逐渐形成全面的现代化目标，为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现代化建设，又希望坚持

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方案。

分阶段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来贯彻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方式和宝贵经验。正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五年规划②成为观察中

国现代化进程、考察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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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2021年7月7日。
② 我国自“一五”计划到“十五”计划一直使用“五年计划”这一表述，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使用“五年规划”这一表

述。鉴于此，本文在特指“一五”至“十五”计划时均使用“计划”一词来表述，而在泛指五年规划时则使用“五年规
划”一词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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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编制五年规划的基本思路

世界现代化进程由西方开启，并在一定阶段取得了重大进展，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化被等同

于西方化，进而遮蔽了现代化的多样性特性。世界各国为了实现发展都要顺应和追赶现代化潮流，但至

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并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既定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目标，而是

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

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并在领导编制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得以

贯彻。“一五”计划的草案是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编制完成的，其基本思路是根据国

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提出的，概括起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国民经

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实现工业化与建成社

会主义同时并举。因此，“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

克服我国现在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而把贫弱的中国变成真正富强的中国。”①中国共

产党的这一思想认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虽未直接使用“现代化”一词，但提

出过人类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理论，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问题，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加之冷战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看作两大对立的经济体系，强调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到 1957年底，“一

五”计划超额完成。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经济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都能以较短的时间赶上经济

发达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更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②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编制“二五”计划、“三五”计划、“四五”计划乃至“五五”计划时提高

了经济指标和发展速度，认为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同向而行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

党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认识到必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

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

的”③，“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④。因此，党在领导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结合起来，逐渐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六五”计划至“八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内改革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主线，

强调改革现行体制机制中的弊端，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因此，“六五”计划是

①《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618页。
②《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5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④《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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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新路子的五年计划”①。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中国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

何解决资金与技术问题，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世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

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

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

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

际条件了。”②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

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③，强调抓住这

一时代机遇，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经验，加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坚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对外开放，在“六五”计划至“八五”计划

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外开放成为另一条主线。此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

放格局基本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④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重要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九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我国坚持深化

改革与扩大开放，以发展为主题，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效

益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成为高频词。从国际形势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

时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传统的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基于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加快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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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成为“十四五”时期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

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

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⑥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合作共赢结合起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近代以来“国强必霸”、靠战争和掠夺推进现代化的陈

旧逻辑，开辟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①《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2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13日。

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
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 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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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编制五年规划的目标指向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理论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

现人的现代化，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也是一个

未完成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内

涵，追求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五年规划发展目标的设定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与实施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核心，逐渐确立

了在 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一五”计划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内面

临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对此，“一五”计划强调，没有大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

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①此外，当时的新中国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

国防建设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

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近代以来我国国弱民穷，受尽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压迫，与我国缺乏重工业的基础而造成国民经济十分落后不无相关。③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一

五”计划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中心。

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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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

国家”。④这是党的文献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并于 1956年写进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1964
年底，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新的“四个现代化”，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⑤。此时鉴于农业

生产的突出问题以及实现工业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农业现代化”被调整到首要位置。此后，在很长

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根据当时

的实际情况，党逐步改变了在 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社

会”。一方面，党丰富了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另一方

面，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建设积累的物质基础，党对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开始由国家建设层面扩展

到人民生活层面。党的十二大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明确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经

济建设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即在分两步

①《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61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③《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618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4、589页。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
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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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之后，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六五”计划正是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来制定的，不仅在内容部分新增了“社会发展计划”，名称也开始

由“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六五”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全面的计划，它既包括建设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精神文明”①。这是当时党对于“全面”的理

解，而“全面”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七五”计划的报告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片面强

调生产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使生产建设的发展受到

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坚决地纠正了这种偏向，今后也仍然要注意避

免这种毛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十分重视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在中国共产

党看来，“全面”的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生产建设层面的，还应该包括人民生活层面。但同时也要注意，人

民生活的改善与国家生产建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生产

发展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八五”计划则开始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在提高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③

经过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原定到 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两番的

任务于1995年提前完成。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建议，将“九五”计划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20世纪末实

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两番。④从“总体”到“人均”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虑到此后 15
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为保持“三步走”战略的连续性，党在“九五”计划的基础上还制定

了 2010年远景目标，强调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十四亿以内，人民的

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整

体素质将有较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将大为增强，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⑤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十一五”规

划首先将名称由“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内容上还新增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篇和“加强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篇，成为较为全面的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统

筹城乡和区域发展，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将“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进一步拓展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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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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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社会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6页。
③《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④《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80页。
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0、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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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①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

局的历史性变化。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由 21世纪中叶提

前到2035年，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三五”规划的完成意味着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中华民族即

将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处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节点，“十四五”规划纲要依

据党的十九大关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对我国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在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现代化”是高频词，共出现了53次。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依

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1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6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现

代化经济体系”（各 4次）。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表述，例如“统计现代化”“管理制度现代化”“监管能

力现代化”“治安防控体系现代化”等。显然，在设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时，党对现代化的

认识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体系化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人民在各方面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全体人

民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念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不仅体现为现代化

目标内容的全面性，还表现为现代化价值主体的全面性，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而最大程度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新型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编制五年规划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向，逐渐探索出一

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实现现代化的新型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要实现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我国建成世界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③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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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亿人。①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些都为持续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奠定了

坚实基础。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将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

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进入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经过几代人一以贯之的接续奋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处

于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

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同时，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

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②为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拓展居民收入增长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再分配机制。2035年远景

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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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突出强调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在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要实现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制定

与实施五年规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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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

全方位、多层次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③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传统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

财富的同时，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生态

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十三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

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

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

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④，这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13日。

②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13日。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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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可持续发

展战略，协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要实现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在此局势下，“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

是时代主题，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

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③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念永不动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必然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于在什么

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怎样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对内，建立起先进的社会制度，从

而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加快现代化进程；对外，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要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中国式

现代化新道路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责任编辑：汪立峰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人民日报》2021年5月2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 3月
13日。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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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Econom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Yang He, Yang Yijia

Abstract: What kind of economic system will be implemented after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t society
to socialist societ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hortly after the found-
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proposed to take the Soviet Union as a mirror and take its own path of develop-
ment. Through painstaking exploration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have established an unprecedented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liberated and developed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made scientific socialism
glow with great vitality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planned economy; Soviet model;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ang Zhengdong

Abstract: From The Draft of the Communist Creed,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sm,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t presents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same line. In The Communist Man-
ifesto, Marx and Engels profoundly expound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struggle and the in-
ternal contradiction move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reveale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class strug-
gle at the level of historical view,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is of the inevitable demise of the bour-
geoisie and the inevitabl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lass struggl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Party's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ve-Year Plan
Ouyang Junxi, Shen Shanshan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basic idea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ive-Year Plan, continuously given new and
richer connotations to its development goals, and formed a comprehensive goal for modernization. The Party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pioneer a new and uniqu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a Chinese approach for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by continuous struggl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 Party; socialism; modernization; the Five-Year Pla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Xu Deli

Abstract: There are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n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
try which is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arxism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ecause the Party adapts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to the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oday,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e must realize the new contradictions and challenges that would bring about
by the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stick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Party
leadership,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o ful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Keywords: fully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Party;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pursuit; practi-
cal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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