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 的 文 献 2 0 1 9 年 第 6 期                                           

 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19）06 - 0097 - 05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奋斗目标的历史演进

■ 张金才

 [ 摘 要 ] 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

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入手，在推动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到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内涵标准和发展步骤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和“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

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进而逐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进程中，丰富了“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内涵，对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一更高目标，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 关键词 ]“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

 [ 中图分类号 ] D232                                                [ 文献标识码 ]A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把

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

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际进程，提出了一系列接续奋斗的具

体目标，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

前推进。回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

标的历史演进，展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

程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总结我们党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继续团结奋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实现                    

“四个现代化”

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

以求的梦想。但这一梦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变成现实。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

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

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在新中国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以

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一

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出发，决定先从实现社会主

义工业化入手，并在推动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中

逐步提出了到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奋斗目标。

早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我们党就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

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

济恢复，获得了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

件。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 1953 年正式提出了

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实现“一

化三改”特别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

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估计大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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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的时间。但后

来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

业为主要特征的“一五”计划也取得巨大成功。

这在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的同时，

也一度助长了急于求成的情绪，所制定的发展

战略逐渐脱离了中国实际。“大跃进”运动使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遭受了曲折，也促使中国

共产党人从挫折和教训中开始重新确立更加符

合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

代化发展战略。

1963 年 9 月 6 日至 27 日，党中央召开工作

会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这份

文件提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

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

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

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

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该文件

改变了之前单纯追求个别工业指标的做法，提

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体现了

我们党对工业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文件中

还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

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2］。这个文件虽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

但它对我国工业发展提出的“两步走”设想，

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初步表述、

“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及发展步骤的提出

作了重要准备。

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

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

提出这一目标，是因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

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

［1］三年过渡阶段指 1963、1964、1965 年。这次中共

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把这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

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继续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方针。参见《邓小平传（1904-1974）》（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85 页。　

［2］《邓小平传（1904-1974）》（下），第 1285 页。　

新的发展时期。”［3］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不

仅要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更要为此后一个

时期的发展确立目标，指明方向，以统一人们

的思想，提振人们的信心，步调一致继续前进。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将“四个现代化”

的具体内涵正式表述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并提出了从“三五”

计划开始，分两步来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战略

安排，即：“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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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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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列”［4］。这是我们党

首次正式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在全国人民中留下了强烈印象，产生了深远影

响。

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重

申了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而且对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两步走”设想作出了具体的时

间安排。第一步，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

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

二步，至 20 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

世界的前列。［5］

二、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立足中国

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国情，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标准和发展步骤

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98 年版，第 456 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39 页。　

［5］  参见《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9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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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制定了“三步走”

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根据小康社会

的建设进程，逐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奋斗目标，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进程。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党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

代化”建设。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

程中，邓小平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

情以及与西方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具体实

际出发，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作了

丰富和调整。1979 年 3 月 21 日，邓小平在会见

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麦克唐纳时，首次提出了“中

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定的目

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

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

的四个现代化。”［1］“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

法为调整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赢得了主动

和空间。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共省、

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开了大口，

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

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2］

两个月以后，即 1979 年 12 月 6 日，邓小

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回答他关于中国

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

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

并将我国现代化的标准进行了具体化。他指出：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

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

平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说明了“小康之

家”的具体内涵。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

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

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96 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94 页。　

努力。”［3］后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又把这

一标准放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争取达到 800 美

元的水平上。

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是新中国 70 年现代化建设一以贯

之的鲜明特色。小康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这

一点。这一目标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克服了之前的

现代化目标偏重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忽

视个体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因而一经提出就

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极大地调动了人民

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对此

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小康目标提出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三步

走”发展战略，简而言之即分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基本实现现代

化三个步骤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安排把“到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人民生活总

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

间推到了 21 世纪中叶，避免了急于求成、指标

过高的问题。

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指引和全国人民

的积极努力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迅速推进。到 2000 年，国内生产总

值已达 89404 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4］由此，我

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

步目标顺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

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小康目标的基本实现，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此时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

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实现工业化和现代

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巩固和提高此时达到的

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因

此，2000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

［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7 页。　

［4］  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

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54-7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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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了从新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具体目标，提出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

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

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

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

强。［1］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

标，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符

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意义十分重大。

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提出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在优化

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

两番，将经济发展指标落实到了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上。［2］党的十七大同样注重发展目标的全

面性，对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等提出了明

确要求。这些目标要求对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

势特别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实际进程，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

经济方面，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发展平衡性、

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

番。［3］这不仅提高了总量标准，而且落实到了

人均收入上，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本质要求。

［1］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15 页。　

［2］ 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16 页。　

［3］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14 页。　

党的十八大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

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

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基础上，提出

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召，

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既与时俱进、鼓舞人心，又立足现实、

切实可行，为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树

起了一面新的光辉旗帜，向世人清晰地勾画了

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和充实了“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对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在党的十九大

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更

高目标，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

历史作出的郑重承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期

盼。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标志着我们向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2020 年，我们将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将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

历史上一个令人激动的重大时刻。当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战大力

推进，贫困人口脱贫明显加快。2018 年末我国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1660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

率下降至 1.7%。［4］截至 2019 年 5 月中旬，全

国共有 436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

的 52.4%，贫困县摘帽进程过半，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步伐加快。［5］正如习近平所说：“从

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

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

［4］参见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

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

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9 年 7 月 1 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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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现。”［1］

党 的 十 九 大 综 合 分 析 国 际 国 内 形 势 和 我

国发展条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提出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分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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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战略安排，

把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 15 年，是我们未来

30 年乘势而上、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关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九大从经济、政治、文化、

民生、社会、生态等 6 个方面进行了谋划；关

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党的

十九大提出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些

目标和要求，体现了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

排的全面性和前瞻性。这些目标只有原则性发

展方向，没有具体翻番指标，体现了我国现代

化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的发展要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

［1］《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 页。　

［2］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 页。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

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在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的基础上，专题研

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对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总结，提出了与时俱

进完善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

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于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 70 年的不懈努力

和接续奋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

大成就，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信心和

能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要我们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韧不拔，锲而不舍，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不懈奋斗，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

伟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作者张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茅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