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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
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何召鹏 卫兴华

[摘 要]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在概念表述还是内涵上，都随着40年来中国改革

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中共中央文件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去掉一个“有”字，既在表述上更加简洁，又加重了“中国特色”的涵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本

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引领我国改革开放与

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指导思想。习近平在这些理论问题上都增添了新的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的指导思想，对这一理论的误解和错解应提出辨

明理论是非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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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提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邓小平最先

提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这一理论是

在总结我国改革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失成败

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具有重大理论

和实践意义的根本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

观点最早是在 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

中提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

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

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

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

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

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p.2-3)这段话

包括三层意思：其一，无论搞革命还是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

道路，这并不排除对外国经验的借鉴，但不能

照搬。举例说，苏联曾长期把“优先发展重工

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不容置疑的客观规

律，将其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

规律相混同，结果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

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优先发展重工

业是必要的，但后来从实际出发，我们强调工

农业并举，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经济发展。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

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p.139)由

此，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邓小平在后来多

次讲话中，一再讲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时，往往会提到我国曾照搬外国经验，结

果并不成功。例如，他在 1987年 7月 4日与外

宾谈话时说：“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249)其二，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搞教条主义，又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

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出希望，

要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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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

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

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p.147)就是说，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坚

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

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

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脱胎

于生产力极端落后、广大人民绝对贫困的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增添了中国建设社

会主义的特殊性、曲折性和困难性。只有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依据中国

国情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真

正用科学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

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无论在概念的表述还是内涵上，都随着 40
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

丰富。中共中央文件已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掉一个

“有”字，既在表述上更加简洁，又加重了“中国

特色”的涵量。

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

多方面内容。从经济理论方面看，有社会主义

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改革与开放理论，分“三阶段”建设现代化

国家理论等。

习近平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创新思想。他提

出：邓小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

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成功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p.23)并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

的。”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

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2](p.25)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上，学

界曾存在多种不科学的观点。有人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

立起来，提出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传

统社会主义”。有人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否定

“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人提出中国应实行“民

主社会主义”，等等。习近平反复论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

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实际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

系。”[2](p.26)“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

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2](p.10)并强调说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

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

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2](p.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

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

义。它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这

两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

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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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

全面深化改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地发展

中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坚

持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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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

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现实中有些人

容易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范畴，不属于经济理

论内容。但是应当明确：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的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也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成功，有赖于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制度和道路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理论基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包括多方面内容，其制度

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本

文主要从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结合上，从

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统一

中，研究、评析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三个重大经济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

提出和发展

搞社会主义，应首先弄清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首先弄清为什

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弄清这些内容才能厘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

的特点。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还没有将

共产主义区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哥达

纲领批判》才明确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因

此，《宣言》所阐明的首先是共产主义低级阶

段的本质规定及其根本特点。“共产主义”“共

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生产资料之产，也

就是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为什么要搞

“共产”，实行公有制？因为从历史事实看，凡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都会产生贫富

分化，形成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压迫的制度。

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使广大劳苦群

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困苦境地中解放出来，

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

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3](p.546)

过美好幸福的生活，需要有充分的物质文化

财富，这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出来。

《宣言》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且尽可

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表明了三层意

思：要建立社会主义，首先要由劳动人民掌握

国家政权；其次，要建立国有经济；再次，要快

速地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品总量。但这都不

是根本目的，而是达到目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无论取得政权、建立国有经济，还是尽可能快

地发展生产力，都服从于一个根本目的：不断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宣言》也讲，

这是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马克

思在 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提

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

裕为目的”。[4](p.22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政治经济学的论

著和教材中，一般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

生产关系，包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其实，应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分开

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重在研究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发展规律，尽管马克思

是紧密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本质和发展过程的，但他没有义务为资

产阶级提供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与对策，他只是

考察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怎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怎样由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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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展为实际隶属，特别是

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以

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但马克思、恩格斯和

列宁讲到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时，都

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因

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怎样更快更好

地发展生产力。过去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区

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准主要是生产关系，而不

是生产力，也有其事实和理论依据。我国和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远落后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因此，只能以生产关系作为划分标

准。再者，任何社会制度都要发展生产力，任

何新社会制度生产力的发展都快于旧社会制

度时期。因此，不能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

义的特征，更不能作为本质规定。这样讲看起

来也颇有道理。但是，在理论与事实上，这一

观点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

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其最本质的特点和

优越性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任何

私有制社会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共同富裕必

须以生产力的快速和高度发展为条件。马克

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原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的

任务，而我国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

立社会主义的，更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首先

要在发展速度上快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在生

产力的绝对高度上赶上和超过它。如果搞社

会主义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将重视发展

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结果只能是贫穷

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但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正是

针对这种认识和实践的误区，邓小平通过总结

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得失成败，反复强调

并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并在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后

来又提出作为经典论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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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

的继承与坚持，又是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

发展。过去一般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

会主义建立后，是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也存在生产关系的原有实现形

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

经过百年以上发展达到的水平，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体上显著提高。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

规定的两大原则，即快速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提

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走向共同富裕。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的观点。他指出：“改善民生是推动发展的根

本目的。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

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2](p.213)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提

到了更加突出和很高的位置，强调“必须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

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必须坚持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根本原则。”[5]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

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6](p.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从基本原理上

提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的本质规定

和基本经济特点。但究竟怎样和通过什么途

径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和采用什么方法快

速发展生产力？怎样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怎样消除两极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他们不可能在一百年多

前就提出具体意见。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后继

者来探索和实现。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

学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坚持、继承、发展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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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化、中国

化与现代化。

在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时，有一个应当面对而不

应回避的问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

还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规定。可以

从三个角度把握这一规定。第一，这是讲马克

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重要内容，实

现共同富裕就要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

为前提，为了做到这点，就要以公有制取代私

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不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或为主体。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全部内

容完全适合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代

人以后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

达，公有制经济充分表现出完全超越于私有制

经济的优越性，私有制经济已完成了在中国历

史上的任务，不会再存在了。第三，我国现在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应坚持以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鼓励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并不违反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是

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剩

余产品出现的条件下，不会产生私有制和剥削

制度。而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

的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明了

这一问题。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

才能消灭私有制。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个

体经济在旧中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发展生产力、满足人

民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积极作用。但也应

强调，必须是在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

体的制度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我们还应注

意到：我国在改革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这

是在中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出

现的分化，我们把它称作相对两极分化，而不

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绝对两极分化。我

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现在实行扶贫攻坚

战、精准扶贫，在2020年要消灭贫穷，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问题。由

于分配不公平，我国存在财产积累和个人分配

收入过分扩大的差距。有的富豪资产几十亿、

几百亿、上千亿元，年收入几亿、几十亿元，不

少演艺人员年收入几千万或上亿元，为社会舆

论所诟病；而低收入群体虽然解决了温饱问

题，但年收入只有几万元甚至更少。这是实现

全民共同富裕需要跨越的一个难点，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肌体上的一个痛点。我们

必须通过调节和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但应明确，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实行公

有制的经济中是不会产生贫富分化的。缩小

相对贫富分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国有经济

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也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马克思在《宣言》中还没有把取代资本主

义的共产主义区分为两个阶段。他在《资本

论》中初步提出了未来“自由人的共同体”会有

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

取代资本主义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

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

期结束后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称之为

低级阶段；三是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的这种区分，是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而言的，他所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就是我

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没有再把社会主义区分为不同的阶段。毛

泽东曾根据旧中国是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中国首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

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经过一个较长时期

的发展，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理论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与创新。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和经济

恢复发展得比较顺利，产生了急于求成、脱离

-- 5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年第7期

实际的过激观点。不但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

制度急于建立消灭一切私有制的“一大二公”

的社会主义，还接着刮起共产风，“共产主义

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试图通过人民公

社，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结果给国家人

民带来巨大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

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思想，重新

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在总结以往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理论判断。这个判断也是经历一个逐

步加深和系统化过程的。先是在党的十一届

四中全会纪念新中国成立 30周年的会议上，

叶剑英发表讲话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

处于幼年时期”，接近于“初级阶段”的提法。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

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

段。”[7](p.208)以后的中央文件也多次提出这一论

断，但没有具体和系统的论证与论述。直到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并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首要问题，并将它作为我们党制定基本路线、

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多方面

的重要意义：一是，它有利于防止再做超阶段

的错事；二是，它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了

理论和实践依据；三是，明确我国是在经济、社

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

会主义的，这就需要经历长达百年的时间建立

起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生产力大幅度提

高、具有自己雄厚的物资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

强国；四是，有利于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例如，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

济内容与特点，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特点。习近平在 2017年 7月 26日的讲话中

要求“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最大国情，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

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8]由此可见，把握和立足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是更好

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既紧密联系，内涵上有所交叉，又有

所区别。从时间起始点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理论是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建立起社

会主义制度算起，经历一百年时间，到 21世纪

中叶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

起的。我们认为，即使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

和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依然会具有中国特

色，依然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公有制的

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途

径和方式等，也会根据当时具体的实际情况而

定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基于我

国生产力的落后和人民群众的贫困状态。提

出这一理论，正是要着力于解决和消除这种落

后与贫困状况。更明确点说，落后与贫穷，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而不是整个阶段的

特点。在初级阶段发展的一百年中，生产力在

不断提升，财富在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不断提高，因而落后与贫穷的状况在不断变

化、不断消减。因此，习近平要求要“更准确地

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

点”。[8]“不断变化”，表现在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以及

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上。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

的直接表现。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为消费

需求的变化。习近平在 2014年 12月 9日的讲

话中指出：目前，消费需求中的“羊群效应”没

有了，“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

费拉开档次，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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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结构变化，供给体系进行一些调整是

必须的”。[9](p.7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这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指导我国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创新思

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以前关于主要矛盾的论

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

两种相对立的矛盾的转化，而是一脉相承的需

求侧与供给侧内涵提升的转化。生产力发展

达到一定高度、生产供给提高了档次和质量，

人民的需求总体上也相应地提高了档次和质

量，要求质量和安全度更高，更个性化、多元

化、方便化，具有新科技含量，能够适应自己美

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化产品，而且消费需求拓宽

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要求也日益增长。但是，我国的生产供给还

不能充分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因此，不平衡

不充分的短板是直接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而言的。不少解读新社会主要矛盾

的论述离开了这一根本关系，大谈区域、城乡

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生产力落后，还存在原始

的生产力，“老少边穷”地区落后等，偏离了党

的十九大报告有关论述的原意，也不符合习近

平多次讲话的有关说明。如果对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的解读与原意相悖，那么，解决矛盾的

途径与方略就会“失之千里”。这里只是略论

几点，以辨明理论是非。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先讲了过去 5年来巨

大变革与成就，又一分为二地讲到还存在的

诸多不足，并将其概括为七点，用分号明确区

分开。第一个不足就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

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

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这段论述明确

说明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指什么，同时

也表明了解决这种“不足”的途径是什么。首

先是要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实

体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等。紧接着后面又讲：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

史性变化，……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

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日益增

长的需要”。[6](pp.11-12)这再次表明，解决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短板，首先应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

2017年 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坚持发展新理念，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10]这里将解决主要

矛盾的具体途径拓宽了，但首先强调的依然是

发展“质量”，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必须以供给侧

改革为主线。2018年6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

时强调，要“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

取得高质量发展成就，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这里再次强调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

是个广义概念，既包括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端

产品，也包括安全、绿色、方便、高质量的非高

端产品。至于在政治、安全、公平、正义、生态

等方面的需要，更与区域城乡等发展不平衡无

内在关系。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行“公有

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

义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1](p.18)这里加

“一项”二字，是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所有制

为基础的多项制度，如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

关系制度、交换制度、分配制度等，无论公有制

或私有制只是其中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后来

为论述简便，取消了“一项”二字，只讲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有两个涉及理

论是非的经济学概念必须区分清楚，既不应混

淆，也不要模糊。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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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另一个是“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必然要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已写入我国宪法。

我国宪法修改多次，但这一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直坚持未改。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与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以公

有制为基础，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外资企

业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私营企业是民族资

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不具有特定社会性

质的小私有制经济，它存在于多个社会制度。

因此，决不能将这类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私有

制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构成部分。有学者断言：只把公有

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承认私营经济和个

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构成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那是应当“摒弃的传统社

会主义”。他们所要摒弃的正是科学社会主

义。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经济制度后，我国将其纳入宪法作为一项

新的规定。这样，我国宪法就有两种“经济制

度”的并列规定：一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

济制度”，泾渭分明，不容混淆。我们也应明

确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经济制度中，表明非公有制经济由体制外

进入体制内，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长期的、毫

不动摇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

发展。问题在于要把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与其所具有的

社会性质区分开来。

还有类似的一个问题。我国改革的一个

重大举措，是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习近平指出，要使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198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论

断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市场和市场经济是全

国统一的，所以不能按不同的经济成分区分为

不同的市场和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市场和市场经济，都

相互连接共同起资源配置的作用。但在统一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社会主义

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分，而有学者混

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断言肯定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就是肯定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再存在“资”与“社”的区分，多种

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应知道，社会主义

经济是经济制度范畴，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经济体

制范畴。二者在概念、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明

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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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veral Economic Theoeveral Economic Theories Concern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Forty-Year Reform andries Concern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Forty-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Opening up：：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posed by Deng Xiao-ping has been continually enriched in terms of conceptual
expressions and connotations through the forty-year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PC central committee documents decided to
change“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o“Chinese socialism”, which presents conciser expression and accentuates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heories of Chinese socialism,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make up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Marx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as well as the indispensable guidance on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Xi Jin-ping added new contents to these
theories and his thoughts on Chinese socialism in a new era are undoubtedly the guidance on leading China to fully build up a well-off society and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hich requires critical review of all mistaken and biased interpretations of Xi’s thoughts. (He Zhao-peng and Wei Xing-hua)
The Micro Pivot of Improving PeopleThe Micro Pivot of Improving People’’s Life: A Reality-Based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xs Life: A Reality-Based Re-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rx’’ss““Individual OwnershipIndividual Ownership”：”：To better people’s life
(mainly referring to consumption) entails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and family aspec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their foundation. The micro pivot of socialist
individual families chiefly lies on the consumption for“individual ownership”economy. The years long discussion of“individual ownership”requires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classical theorists and new judgment in accordance with reality of all sides.“Individual ownership”in essence
refers to consumer economy in terms of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nd more acts as the economic support for socialist social families than relates with th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micro pivot for meeting people’s increas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ar and belongs to the sphere of individualistic consumption. Thus, we shall substantially analyze, manipulate, and optimize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included in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to ref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exert the pivot’s positive role of neutralizing chief proxies , especial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Yang Cheng-xun)
The Pathway Guidance on the Macro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inThe Pathway Guidance on the Macro Reg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in Das KapitalDas Kapital：：Marx’s
reproduction theory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his economic theories. The reproduction theory in Das Kapital includes the reproduction of individual capital and
total social capital, while the latter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macro regula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Marx exposed the conditions fo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rules of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re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otal social capital. The l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itnessed not only the stunning achieveme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problem of partial
disproportion and consequential structural imbalance. Therefore, we should abide by the rules of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continually optimize economic structure with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its pivot. (Zhang Xia and Li Cheng-xun)
The New Development for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in a New EraThe New Development for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in a New Era：：Any social production is bound for some goal, since the purpose of
production exhibits the ess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Studying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pressing need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nce, we shall face up to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goal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in terms of guiding ideology, and figure out related issues such as why to develop, from whom to produce, and how to develop, etc. A new era
also endows the purpose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with new connotations: to continually satisfy people’s increas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on basis of
product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alth growth, promot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bring about common wealth for all the people. It is
further clarified that socialist production is“people-centered”to meet the needs of real people, satisfy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ealth through new approaches in a new era.(Huang Jin and Li Jian-ping)
Finance Calls for Restoring Its Original Duty: A Study of Xi Jin-pingFinance Calls for Restoring Its Original Duty: A Study of Xi Jin-ping’’s Statements on the Thought of Financ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s Statements on the Thought of Financ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Highly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work,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measures, profoundly
exposed the important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finance in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built up a system of supporting finance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Theoretically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financ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forge and matur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 of Xi’s
thoughts that Finance should restore its original duty of serving real economy; it is the new concept of his thoughts to optimize the comprehensive mechanism
for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prevent systematic financial risks; and balance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orientation represent the new
thinking of his thoughts. These three parts constitute the cor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financ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full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methodology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at Xi pays attention to practice and steady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thoughts also
contains rich significance for theories , rea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coping with marked issues in current financial field
in China and improving financial work. (Han Han-jun and Wang Yu)

““People-CenteredPeople-Centered””Ideology: The Inheritance and Advancement of TraditionalIdeology: The Inheritance and Advancement of Traditional‘‘People-OrientedPeople-Oriented’’ThoughtsThoughts：：“People-centered”ideology as the utmost
principle for Chinese socialism in a new age is never a tree without root or water with no sources. On the contrary, traditional Chinese“people-oriented”
ideology is shap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emperor and people”as well as that between“official and people”in the long evolution of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then incorporated into our national personalities and mentalities in the form of cultures. Characters of“mass practicality, real func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accumulativity”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people-oriented”ideology offer possible cultural origin and modern improvement for“people-
centered”ideology. The latter not only embrac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in a problem-oriented style brings about a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people-oriented”ideology from“people of the kingdom”to“people of the nation”, from“ruling”to“developing”, and from

“utilizing people”to“serving people”, which constitutes a philosophy of inheriting, deepening, reconstructing and surpassing traditional“people-oriented”
ideology. The“people-centered”ideology is both a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basic Marxist principles and the Chinese era and that of the quintessence of
Marxism and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Wu Hai-jiang and Xu Wei-xuan)
The Forty-Year Glorious History of ChinaThe Forty-Year Glorious History of China’’s Continual Expansion of Opening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Trades Continual Expansion of Opening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Trade：：China’s forty years of foreign trade
has gone through four major phases: promoting export for earning foreign exchange, introducing technology prioritized by FDI as the major channel,
synchronizing with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nd building up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led by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trade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tressing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s well as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e nation to trade power. The history of China’s opening up
experienced the interaction among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continually brining about the structural improvement, pattern modifi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modernization of foreign trade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accelerating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by the upgradation of foreign trade and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In a
new era,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ee trade and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shall construct a new institution of open economy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on the mission of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n the platform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 Ke-wu and Ma Xiao-li)
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Driving Force for Ethnic Sustainability and National ProsperityRevolutionary Culture Is a Powerful Ideological Driving Force for Ethnic Sustainability and National Prosperity：：Revolutionary cultures accumulate relevan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factors concerning revolutions in specific chronological sequence and demonstrate them in some form. Besides, these cultures could also
transform social heterogeneous factors into homogeneous force during the course of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generating a powerful spiritual system for ethnic
sustainability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Since the entrance into a new era, Chinese nation has experienced two major historical stages from“standing u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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