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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张雷声 *

［摘

a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

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 ；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五个重大原则，
即以人民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
从研究立场、制度特性、发展路径等不同层面，体现其理论原理的内在特性和根本精神，呈现出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道路的理论逻辑，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崭新创造。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
经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传承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精髓，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
和总结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原则贯穿于这一理论发展的过程之中，体现了其独特的内在特性和根本精
神，呈现出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道路上的理论逻辑，是我国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崭新创造。本文着重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蕴涵的五个重大原则。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的宗旨和目标，是支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理论原则。它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本
身，而是从理论原理中概括出来的抽象性准则，汇聚了理论原理的“精髓”和“灵魂”
。这一重大原则，
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
研究立场决定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价值取向。在我国学术界，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研究中，提出了研究“去政治化”问题，强调研究应停留在资源配置层面，而不必考虑制度变迁和
世界性革命问题。说到底，就是个研究立场问题，即研究到底是“为了谁”，
“替谁说话”，
“为谁代言”。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
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
（15ZDA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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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的研究只是追求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满足，那么，这种研究就会远离实际，失去其应有的
意义和价值。任何社会的观念的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及由它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
a

映，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能
“去政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它的研究不
仅反映着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反映着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应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的研究之中，彰
显其内在特性和根本精神，反映其发展方向。在理解和把握这一原则时，必须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中关于“人民”的理解。毛泽东指出 ：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
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
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
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 ；一切反对这些敌
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
b

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 毛泽东的话对我们理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人
民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政治代名词，包含了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
广大劳动群众。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中心，
就是以这些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体现在基本理论、结构
体系、现实问题等方面，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规定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
中有更多获得感的根本宗旨和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把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通过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
学解答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也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把人民群众
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出中国经济
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过程。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
则，其科学性就在于它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具体化为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和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开
人民，就没有意义和价值。2014 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
时指出 ：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c

躯壳。
” 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规定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学，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
d

谁、我是谁”的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人民至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提醒过
全党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路线。在中共七大的闭幕式上，他还特别强调 ：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 页。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第 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05 页。
b《毛泽东文集》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28、131 页。
cd《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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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上帝”
。 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要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其
b

次要为民谋利。
“人民性的重点就是人民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人民性，就是基
于人民，为了人民，向着人民，对人民负责，让人民获益。一方面，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态度，
关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期待，研究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人民的思想
感情和世界观、人民的精神渗透在研究之中 ；另一方面，要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坚持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三要以人民满意为唯一标准。人民是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主体力量，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之谋利益的主要对象，因此，把人民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效的最终评判者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必须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
“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
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满意与否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根本尺度。人民至上、为民谋利、以人民
为衡量标准，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重大原则的具体表现。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根本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原则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的
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和总结的规律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实践进行探索，在理论认识上的一个重要飞跃。讲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必须讲解放生产
力，要把这两个方面都讲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与正确处理公平
和效率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讲效率，即“讲
c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
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
d

生产力”
，
“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开
放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蕴涵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注重公平的意义。就我国现实的经济关系而
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平必须是与效率相一致的公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明了
在追求效率中要注重公平，即在发展生产力中，必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经
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一方面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说明了只有
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
须既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注重生产力的解放，这更利于人们自觉地运用它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重大原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既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经济关系系统，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也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
展。经济关系和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经济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改革
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又
是为研究经济关系服务的，是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当代中国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01、1102 页。
a参见《毛泽东选集》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21 日。
b习近平：
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14、149 页。
cd《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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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出发，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着力探索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
济运行的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实际意味着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曾经走过弯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不仅仅存在着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同时
还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
a

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就解放生产力而言，在现阶段
讲的是改革问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习近平强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
b

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这就是
说，解放生产力就是要解决好改革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经济社
会关系整体相联系的问题。就发展生产力而言，讲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尽管通过改革解放了被束缚的
生产力，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和提升，但它不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发展生产力有自身的规律。因此，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不仅要研究经济关系本身，也要研究
生产力，不仅要研究发展生产力，还要研究解放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
的：
“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
c

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 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这一根本任务
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习近平指出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
d

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新中国 6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改
变了一穷二白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
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新中国 60 多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说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
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思维逻辑和历史逻辑。

三、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原则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曾多次强调 ：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
e

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 公有制为主体在体现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反
映了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即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必然要求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败
标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
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基于我国的具体实际而产生的。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实际，作出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单
一的公有制认识的思想突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公有制为主体，首先说明了公有制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中所居地位的主体性质。积极探索公有制
为主体的有效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公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0、370、111 页。
ace《邓小平文选》
（上），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49、549 页。
bd《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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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为主体，也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存在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之中。在公有制为主
体的条件下，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
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是受公有制经济引导、制约的。因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 ：
“要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产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
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
a

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两个毫不动摇”说清楚了公有制为
主体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重要性。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标准。改革开放之
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 ：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
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富
裕也不是同步富裕，它是指全体人民在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的本质意义
就在于，它不仅强调“富裕”
，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而且强调“共同”，即全体人民通
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富裕的普遍性。没有富裕的“共同”
，是贫穷的社会，没有“共同”的
富裕，是不公的社会，贫穷的社会和不公的社会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习近平明确提出 ：
“共同富裕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与方向稳
b

步前进。
”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
公有制为主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离开这个经济基础来谈共同富裕，不仅不能正确理解
共同富裕的科学意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谋发
展、谋利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
一重大原则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
一重大原则，贯穿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的研究之中。在我国改革开
放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这两大理论，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活力，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着力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避免两极分化，使发展成
果真正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通过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
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通过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保证我
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方向。其次，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
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发展理念理论的研究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经济发
展实践，才会坚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
出问题，消解发展方式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等现象，破解城乡区域发
展差距、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经济发展难题，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第三，必须将公有
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的研究之中。经济发展新常态意
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率，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切实完成转方式、
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有效维护公平正义，有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
同富裕，何以可能。第四，必须将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

（上），第 16 页。
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13 页。
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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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理论的研究之中。
“四化”发展是一个深度融合、整体互动的复杂
的系统工程，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关联中发展的，它们的作用也不是单独发挥的，而是在融合、
互动、协调中实现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四化”道路，坚持“四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就必须处理
好“四化”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系，处理好“四化”与政府治理的关系，处理好“四化”与人民共
享发展成果的关系。对“四化”理论的把握和研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第五，必须将
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一重大原则，贯穿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研究之中。当前中国经济放
缓，看似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是有效供给不足。积极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在于着力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在实践
中，要深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但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这一重大原则。
总之，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重大原则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性质、
过程和落脚点，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一
定的指导和规制作用的。丢了这一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迷失了方向。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重大原则，这是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
它必然会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和时代进步的理论逻辑力量和思想理论动力。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前无
古人的伟大革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创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
证统一。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原理的“灵魂”，开拓了理论原理发展的新境界，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重大原则，关键就在于，它反
映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播撒进社会主义的土壤，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增强
了国民经济的生机活力，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
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邓
小平就曾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有所论及 ：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
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
a

义。” 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揭示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法”所具有的体制性的规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更为清晰、简洁地阐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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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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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后来成为名
言被人们反复引证的论述，对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规定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第 2 卷），第 236 页。
a《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第 373 页。
b《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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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论述，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离析，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
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观
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
在一起，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显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
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对我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要求，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规定性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径。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2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依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做出了科学定位，从市场的“基
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这必将对我
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
“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
，这是坚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
用，才能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而且也进
一步提出了完善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
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上研究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把握好政府和市场
这两方面的优势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问题，特别强调，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不能相互否定，更不能把二者割
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可以说，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
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其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
a

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
”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说到
底就是政府和市场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就市场而言，如何将它的职能定位在提高经济效率上，以价
格决定机制、竞争机制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经济效率 ；就政府而言，如何
将它的职能定位在宏观经济引导上，从顶层设计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宏观调控角度引导市场
经济良性发展等，既不缺位也不越位、错位。只有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能够发挥其
配置资源的应有作用，使政府发挥其宏观调控和监管的积极作用，才能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
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
标的重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又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推进，也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诸如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不仅如此，还必须在对新发展理念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驱
动创新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问题的研究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保证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牵引着我
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形成的科学性、准确性。
遥望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前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原则，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引
航之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路明灯。

（上），第 499 页。
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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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开放原则
坚持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点到面的全面而深入的展开，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
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5 年底，中国共设立 219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 149 个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3 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45 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和 17 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和对外开放的
发展。2013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达 4.16 万亿美元，增长 7.6%，一举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也是首
个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4 万亿美元的国家，创造了世界贸易发展史的奇迹。其中，出口 2.21 万亿美元，增长
7.9%，占全球比重为 11.8% ；进口 1.95 万亿美元，增长 7.3%，占全球比重为 10.3% ；贸易顺差 2597.5 亿美
元，占GDP比重为 2.8%。2013 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5396.4 亿美元，比上年同比增长 14.7%。居世
界服务进出口的第三位。其中服务出口位列世界第五，服务进口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外贸发展不仅有力
促进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全球贸易增长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经
济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一国的强盛之路，它的涵义已远远超出“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
a

b

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而扩展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一个“战略问题” ，成为“决定当
c

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
“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外开放原则是根源于事实和发展过程的，是从我国基本国情
和经济发展实践中提炼和总结的规律性成果。在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转变，国内部分行业
产能过剩，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依靠拼优惠、拼资源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模式已经不适
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现在已经站在了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上。中国对
外开放的着力点已在于 ：全面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
合，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
有利于合作共赢、同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 ；秉持亲诚惠容，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
济议程，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就在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
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
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中。改革开
放之初，邓小平就曾反复强调，我国自己的实践和别国的实践都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今天，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更是矢志不
渝地坚持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地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习近平进一步指
出：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d

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在这样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71 页。
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
（第 3 卷）
，第 32 页。
b《邓小平文选》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7 — 68 页。
c《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
，
《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29 日。
d《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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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环境下，中国“将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a

“一带一路”
“自由贸易区战略”等成为中国实
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中国需要世界，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秘
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世界也可以
为中国提供所需商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盈利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深刻说明了对外
开放已经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国对世界的
贡献，都和实行对外开放分不开。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真正发展，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才有可能。对外开放作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其理论原理之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指导。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使中国在聚精会
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在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打开大门，更好地学会
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
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结构与核心
竞争力，从而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中，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重大原则，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理，才能使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新发展理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
“四化”相互协调理论，以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共同富裕理
论等，真正具有以实践发展为依据而得以完善，并使实践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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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Lei-sheng
Abstract：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Resulting from the CPC’
s practices based on China’
s national condition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economy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five principl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pecifically，centering on the masses；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giving public ownership a dominant role and pursuing common prosperity；implementing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and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opening up. Furthermore，the spirit and inner logic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law and development path
for China can be seen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standpoint of research，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n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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