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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创性贡献

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一是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新要求; 二是提出以稳中求进

为工作总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想; 三是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论

断; 四是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战略; 五是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新举措; 六是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新观点; 七是提

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的新谋划; 八是提出以构建新发展格

局为战略遵循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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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

现的诸多新特点与新挑战，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矛盾与新问题，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与中华民族“强起来”主题相

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原创性贡献。其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首要问题。围绕这一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统筹经济发

展全局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发展理念”，“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

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 ) 。
习近平指出，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

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全党同志一定要提高统

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6) 。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新发展理念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成为

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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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2016 ) 。中

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都进入新阶段，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应

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地回答了新发展阶段我

国经济社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发展理念勾画了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

景目标，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吹响了开

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号角。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切实抓住新发展理念的理论精髓和科学路

径，才能在具体实践中改变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新要求，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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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指出: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

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是由五个要素有机联系构成的整

体。各个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高度耦合，共同支撑新发展理念系统。因此，要从全局、整体角

度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经济发展全局，把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领域和全过程，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会议提

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强调以提高创新能

力作为驱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依靠科技创新转换经济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协

调发展理念，重点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管住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推动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管住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让人

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以共建共享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共享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开

放发展理念，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

开放型经济。
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在当前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要实现怎样的发展目标的问

题，是统筹经济发展全局的新要求，为我国发展问题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可操作性的思想理论指导，

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直面中国现实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发展

理论指导。

二、提出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想

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引领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思

想，是当下中国的“工作总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习近平( 2020) 在 2020 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高质量打赢

脱贫攻坚战，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
力转换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稳中求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变化的必

然选择。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就必须同时注重稳和进，做到稳定大局和不断进取的有机结合。
稳中求进要求经济稳、改革进。“稳”意味着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稳定经

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进”意味着推进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深化

改革，重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稳”和“进”是经济工作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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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运行过程中。
稳中求进是各项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稳中求进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规模和速度的

粗放型增长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增长转变。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坚

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又要在资源充分利用与配置的前提下使价值实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既要推进发展，也要加强

前瞻性思考，规避风险，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

力探寻经济发展“进”的路径，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要完善政府官员考核评价机制，提高经济质

量和效益，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引导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更加注重保障和改

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在宏观层面上，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中观层面上，

推动产业结构创造“中国效益”，从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和做优增量两方面双管齐下为主转变; 在

微观层面上，培育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引领新常态、开创经济发

展新局面的重要观点，是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后党中央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科学判

断，是直面中国现实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

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三、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论断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全局的重要问题。习近平在 2021 年 3 月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推动

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党的十九大

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攻关期”( 习近平，2017) 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具有多方面特征的整体发展，集中体现为发展质量、
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等多方面有机统一，是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实现的最佳方案、最优解。其中质

量、结构、效益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面，是其本质的重要体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加注重提高要素质量，在经济

发展中不断增加新的要素成分，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市场配置助力效率提升，提

高存量要素配置效率，在创新中获得效率补偿。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

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习近平，2020)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这意味着推动实现高质

量发展，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规模效率转向与

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创新效率，就要求经济发展目标从传统的以物为中心转向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十四五”时期，只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供给加快成长、升级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才能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使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论

断，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宏

观调控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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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全方位、各领域统筹规划、协同推进，这将是我

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重要的经济工作，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我国经济发展

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研判基础上所提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发展规划，是对以往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性

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四、提出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战略

习近平( 2017)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大举措，是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对我国未

来经济发展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深刻把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符合科学发展的经济规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规律，符合包容性发展的社会规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引领新常态、开创新局面的

重要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

再平衡，对政府管理的制度和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完善，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等方

面充分运用政府职能。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劳动力资源方面调整人口政

策，实施部署人力资本战略; 在土地与自然资源方面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完善土地流通制度，促进资

源配置从遵循等级规则转向产权规则，从遵循政治原则转向经济原则; 在资本方面深化金融改革，破解

传统金融体系监管弱、管制多的突出问题，逐步降低金融抑制程度，推动市场化改革，解决交叉业务、混
业经营等突出问题; 在制度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在创新方面，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从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发展向

创新驱动发展转变。
总体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大举措和重要

战略部署，要通过简政放权来激发市场活力，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要推进结构性

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创新型经济模式，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互动结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将需求管理和供给改革有效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体制机制，是一种创造

性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把供给管理纳入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体系，

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超越了需求管理和短期调控理论，是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创新发

展，创新了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体制机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方向，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五、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新举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我国“十三五”时期取得的决定性成就，提出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

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新举措，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正确研判。创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赢得主动的关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唯有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才能夯

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因此，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创新步伐，“坚持创新驱

动，以改革创新带动全面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 本刊评论员，2021) 。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中指出，要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挺进，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的关键作用( 本刊编辑部，2021b)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是党的十九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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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改革是具有创新性的改革，创新也是包含了改革特征的创新。改革创新

是从体制机制上破除创新阻力，为创新发展提供前提保障，因此改革创新是前提性的、根本性的、动力性

的。同时，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就必须充分发挥改革创新的活力。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必

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 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必须坚

持扩大开放，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上原则，才能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创新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改革创新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源泉。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是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关键环节。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利

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培育经济新动能贡献力量。改革创新要破除思想障碍，就必须立足新发展阶

段，树立新发展理念，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改革创新要破除陈旧的思想观

念，就要对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和关键技术加强创新引领，改变闭门造车的创新方式，加强合作交流，互

利共赢。改革创新要扫除制度障碍，就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创新激励机

制和创新服务体系，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完善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既是对改革的创新，也是对创新的改革。2021 年 4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技部

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作的通知，对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的统筹规划。
改革创新是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关键，是创造性、引领性、务实性的改革。改革创新必须大胆闯、自主

改，小切口、大作为，易操作、可考核，出经验、作示范。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就

必须抓住、抓紧、抓牢改革任务，构建高效运行的科研体系，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促进技术要素市

场体系建设，包容审慎监管新产业新业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需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

“双轮驱动”，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
提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新举措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理论创新。将改革创新置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遵循中，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发展现代产

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

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其原创性贡献的重要体现。

六、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新观点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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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十四五”
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我国经济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事实而作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的重大抉择。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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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十四五”时期我

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获得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衡量指标。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观点深刻回答了中国的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

展成果归属谁的重大时代问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遵循。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因此，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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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发展为了人民，中国经济发展的推进思路

是发展依靠人民，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 2014) 指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4) 。习近平在 2021 年 3 月参加青海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
得益彰。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立场的不懈坚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最重要的指标。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

展、社会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是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

政的价值追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新观点，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丰

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七、提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走深走实的新谋划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

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习近平，2020)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其

具体内涵包括了七个方面: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体现效率、
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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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以上七个

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中需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其他领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只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实质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转变、效率转变、
动力转变。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就必须紧

扣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传统“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创新驱动的核心动力作用，将创新驱动

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变，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经济大

循环。
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经

济体系。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与中国实际

情况相结合，才能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就必须坚持五大发展战

略，即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战略;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着力发展

开放型经济战略;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五大发展战略的协同推进，统筹规划，直面中国现实，解决中

国问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做好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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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深走实，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的迫切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

战略目标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抉择，也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突出原创性贡献。

八、提出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遵循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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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十

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遵循原则和重点部署。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作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在“十四五”乃至更

长时期，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遵循，探索我国经济发展新路向，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国际环境形势变化的战略选择，也是应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变化的

主动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深刻理解新发展格

局的科学内涵，必须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整体把握新发展阶段、新
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大循环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是新发展格

局中的主体部分; 国际循环是在培育完善内需体系基础上的国际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外延，同时对于

国内循环而言可以注入更多新动力，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国内大循环是实现国际循环的重

要前提，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循

环就是封闭的、内卷的循环模式，而是与国际大循环具有内在关联、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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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部署，并非是我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临时

策略，而是基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深刻变革和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作出的主动战略选择。新发

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是密切相关、有机统一的整体，分别说明了我国当前处于什么样的

经济发展阶段、应当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回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时代问题。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

阶段; 新发展理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原则; 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科学路径。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 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必

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作为思想指南。因此，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定的具体

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状况，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新发展格局则为我国探

索经济发展新路向提供了战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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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遵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新

发展格局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遵循，为我国经济发展指引方向。构建新发展

格局战略遵循从理论走向实践，就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协同推进，共同作用于畅通国内大循

环，同时全面推进开放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从投资的角度出发，就必

须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优化营商环境，引导投资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短板领域基础研

发; 从生产的角度出发，就必须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加强科技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升级，增加高质量有

效供给，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产业体系; 从流通的角度出发，就

必须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现代化的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 从消费的角

度出发，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消费环境，拓展消费领域。另外，促进国内

国际双循环，还必须持续推进自贸区试点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坚

持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第一次系统回答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主体的历史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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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等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解决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新问题与

新矛盾、破解政治经济学若干难题提供了方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开创

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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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Qin Shusheng ＆ Wang Yanyan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Abstract: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1st century，and its original contributions could be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eight aspects． Firstly，it requires balanced eco-
nomic development which regards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ideological guidance． Secondly，it comes up with new ideas to
guide the new normal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regards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le performance as the
generation principle of work． Thirdly，it puts forward a new thesis to change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regard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heme． Fourthly，it proposes a new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macro － control system which regards
deepening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 Fifthly，it proposes new measures to foster new growth driver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which regards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basic power． Sixthly，it starts a new point which regards meeting the
people＇s ever －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fundamental purpose． Seventhly，it makes new plans to promote socialist modern-
ization which regard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s the strategic target． Eighth，it indic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al directions which
regar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s the strategic gist．
Key words: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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