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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政策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话语。在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密切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践，积极借鉴国外经

济政策经验，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说，在持续“破”与“立”过程中推动了党的经济政策话语体系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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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范围形成人际整合的基本标志。话语活动是人类社

会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们通过话语信息的发出、传递、理解和回应，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对于政

党来说，其话语主要表现为一种“政策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话语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颁

布的各类政策文件，包括会议决议、调查报告、档案资料等；二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关某项政策的讲话和

文字性材料。经济政策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

律”，①不断推动理论创新，进而在政策文件和主要领导人著述中形成了经济政策话语，并用以指导中国

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这些政策话语创新是党通过密切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积极借鉴国外经

济政策经验，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地“破”与“立”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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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经济政策话语

从 1921年建党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 2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事业主要围绕战争工作展开，是服从于战争工作的。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

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是在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产

生的、用以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方针和思想方法。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这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开展大规模经济建

设活动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创新成果是形成新民主主

义经济理论，并在政策上通过“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 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方面，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

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

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

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①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重申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

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

工商业。”②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表述不同，毛泽东将三大经济纲领进一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重点：一

是突出了平均地权的重要性，强调建立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二是把“资本”分为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

两类，并对这两类资本采取不同的对策。

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的鲜活运用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

因素，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必须变革不符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揭示了这样一个事

实：要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就必须瓦解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

解放农村生产力，同时，必须利用资本力量较快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中国特有的经济政治条件又

决定了资产阶级内部存在差异性很大的官僚垄断资本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缺乏领导中国进行深

刻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后者则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

经济上既要利用资本，又要约束和控制资本。因此，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从一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

开始就发生变化，特别是从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再是旧的由资产阶级

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

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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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了。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

党在表述其经济政策话语时，鲜明地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

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纲领，即“两个没收、一

个保护”。这个纲领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

来的理论产物，而作为经济政策话语的创新，“两个没收、一个保护”口号鲜明，易于理解，体现了中国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的显著特点和突出要求，一直被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经济政策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一方面，在经济体制上，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框架内。不仅建立起适应计

划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管理机构，还相应地形成了一整套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执行、检查、修订的规章制

度。另一方面，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整顿期后，从 1953年开

始，我国开展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通过合作

化运动将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通过自愿互利原则引导个体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至

1956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客观上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订和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际而形成的。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出版了《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1955年该书被翻译引入我国后，国内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

潮。1959年 12月 10日到 1960年 2月 9日，毛泽东等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分析了教科书及其反映的苏联经验，肯定

了应该肯定的，批判了需要批判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对怎么样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样制订切

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发表了很多颇具创造性的具体意见，作出了许多具体指导。通过扎实的理论准备，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建设经验，创造性地提出

了诸多经济政策话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一是成立各种计划管理机构。在纵向上，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计划经济管理部门，1952
年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于 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横向

上，建立了分管各种生产活动的计划经济管理机构。譬如，从1952年到1965年，在机械工业领域先后成

立了八个“机械工业部”，分别主管机电工业、原子能、航空工业、无线电工业、兵器工业、造船工业、航天

工业和农机等八个重要的工业领域。二是计划编制和执行方式逐步成熟，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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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其中，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作为重要的统计基础。三是以计划方式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进行统一配置。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制订了生产资料计划调拨、人口户籍管理

和商品统购统销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这些完备的计划经济管理机构、部门以及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把国民经济运行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轨道，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

现实条件。

第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

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

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但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

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

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

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

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

多的资金”。①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炼和总结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的总方针，②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这一总方针。

第三，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民族资本“和平赎买”政策。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逐步推进，

从原来主要的国家资本主义初、中级形式，推进到高级形式，最终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改组合并的条件

下，企业的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国家手里，经营管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私

有制工商业被消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工商业体系，资本家在企业决策和管理中的作用逐渐减

小，仅从企业拿到一定数额的定息，少部分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也是以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为基础的。

“和平赎买”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作出的决策。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进行“和

平赎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以和平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的伟大设想，也是中国共产党政策话

语的重大创新。

第四，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鞍钢宪法。1960年 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

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社会

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

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③当时，为了与苏

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照，毛

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为“鞍钢宪法”，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

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

等，有很多文章可做”。④鞍钢宪法与具体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还产生了很多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建

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41页。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58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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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展的典型政策话语，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

三、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经济政策话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计划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型。在这

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改革领导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具体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理论、中国特色市场与政府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特色宏

观调控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制度改革理论、中国特色区域

协调发展理论、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中国特色对外开放理论等。这些成果汇集起来，构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正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后邓小平所作的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

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实践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些创新

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话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

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②，党的十二大确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的原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

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经过 1988～1991年的争论和探索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明确这一改革目标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

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围绕经济体制

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这一创新话语。其中，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

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

作用”。

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话语创新的重大意义在于突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

经济定性论”和“市场与政府对立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可结合的

“禁区”，也突破了市场与政府的“二分法”。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天然地与私有制特别是资本

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在制度属性上就是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只是作为一个宏观调控执行者、产权制度保护者和国家安全保护者的角色出现的，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

配置资源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政策话语是

不成立的，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不可能协调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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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进入中国，给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较大冲击，也对

当时的经济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在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存在比较

大的争议，陆续出现了板块结合论、双向渗透与有机结合论、“制度-体制”一体化结合论、“主体-非主

体”结合论、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结合论、“市场-政府”二次调节论等很多学术观点，直至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末争论达到了顶点。围绕市场经济与社会经济制度关系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指出：“计划多

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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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的这个阐

述，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作出了一个根本判断，这个判断的核心内容是：计划和市场同属于经济运行

层面，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关于新的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

法，江泽民提出：“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虽然这是

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② 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时，胡锦涛指出：“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

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③

总的来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

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蓬勃发展起来，由此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

政策话语，并为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政策条件。通过贯彻这一政策话语，中

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

管理机构改革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轨。同时，明确了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分工，建立了社

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产业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体系、城乡协调发展体系和对

外开放格局。表现在理论创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话语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定向、

谋篇布局、迎难而上、砥砺奋进，统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

系列重大工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党的经济

政策话语的重大创新，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③《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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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果。从剖析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作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到提出新发展

理念，并以此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到依据实践

变化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这个历程很不平凡，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规律、深化认识、统一思想、正确决策的过程”①。

（一）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

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国也相应地受到波及。从

总体上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已经随着全球经济收缩期的到来而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

针对经济运行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综合

研判，将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从现象层面提升到概念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

影响。”②这实际上是对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

找出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事实。第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 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下降

到 5%～7%的中高速增长率。第二，经济增长率下降是经济新常态的现象，其内在实质是经济体系内部

结构的深刻调整，是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化，是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必然表现。第三，新常态既是经济增长态势的自发性变化，也是经济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需拉动政策在刺激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短期政策效

应的消失，微观经济主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

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更深入思考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双方角色的定位，大力简政

放权，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二）关于新发展理念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发展理念和发展观的提炼和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围绕发展理念的政策话

语。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

题的新探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基础上又先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发展理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经济政策

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发展理念的政策话语进一步创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就是要解决增长动力切换问题，提高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

度，打造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结构调整问题，兼顾发展的系统性和同步

性，实现总体发展的均衡协调和协同带动。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目标定位问题，通过处理好人与生态环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32页。
②《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

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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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经济关系”，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统一起来。开放发展就是要解决市场空间

问题，通过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拓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空间。共享发展就是要解决分配格局问

题，调整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实现全民福祉的共同增进。总而言之，新发展理念的提出，集中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的经济政策话语的创新。

（三）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的方式切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国际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

入漫长的衰退和复苏周期。我国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的

挑战。当前，我国有些本土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比重持续走低，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高。这些问题表明，要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能仅仅局

限在单方面的需求扩张，而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努力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供给需求“低水平均衡

陷阱”。

针对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作出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到供给侧、深

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策实践和政策话语上的重大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

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①2015
年以来，按照“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要求，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并取

得积极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效提高了产品供给质量，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有力推动了

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四）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发

生了巨大变化。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内顾倾向有所上升、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新的形势变化，

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对以往经济政策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考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发展格局这一政策话

语，实现了党的经济政策话语的又一次重大创新。

2020年 4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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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这是对当前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所谓国内大循环，

是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

结合起来；而双循环则是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联动发展。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下适应国内国际复杂经济形势的现实需要，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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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顺利实现

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3页。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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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封闭经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仍是历

史潮流，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只会加深，不会削弱，开放已成为各国的

必然选择和内生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

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

门搞建设。”①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等，连续多次自主降低关税水

平，继续放宽国内市场准入条件，有序推进人民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展望未来，我国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建设贸

易强国统筹起来考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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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

结语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话语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政策表达。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推动理论创新，通过文件、报告以及主要领导人

著述等各种形式，构建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经济政策话语体系，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

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为主的政策话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前三十年”，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计划经济政策话语；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为主的政策话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精髓的

理论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话语体系。随着经济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

的步伐不会停止，经济政策话语体系也将不断丰富和发展。

责任编辑：汪立峰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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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Logic of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Path of the CPC
Xiao Guiqing, Che Zongkai

Abstract: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in the past 100 years runs through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It is a consistent process with unity, continuity and integrity. The Exploration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Marxism i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another sample of moderniza-
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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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PC's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experience summary and generalization formed in the pro-
cess of us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solve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 con-
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formed a wealth of economic thoughts, and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the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economic though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ts keynote highlights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its proposal embodies scientific ideas, its goal focuses on public wellbeing, its content forms a
system, and its realm is getting wider and w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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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ury Changes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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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PC.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PC has formed different economic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 con-
struction, and reform. On the basis of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
ical economics, the CPC closely combines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with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vely draws lessons from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experience, criticizes and absorbs west-
ern economic theories, and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and "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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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ndred year course of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shows the power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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