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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为今后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也为进一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滋养和理论源泉，提出了新的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拓展

研究对象范围，在着力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的研究，充分阐释新

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加强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研究，为引领世界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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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做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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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政治论断，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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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全面部署。报告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我们党进

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书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不仅为今后的实践指明了方向，也为进一步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滋养和理论源泉。
一、要充分阐释新时代、新矛盾、新思想、新目标和新举措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这五年的时间里，在过去长期探索的基础上，理论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迈开实质性步伐，一批高水平成果出版和发表，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做出了有益的理论贡献。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十九大取得的一些重大理论创

新成果吸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和发展中，同时以十九大提出的新课题为主攻方向，实

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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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反映时代

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在全面准确阐释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决
定因素、历史必然性、与所处时代的关系、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及深远影响等加以深刻阐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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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

大报告进行了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回答: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关系? 怎样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

的时期，要不要再划分为若干个历史阶段?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社会主要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与当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什么关系? 如何在实践中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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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代产生新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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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进行艰辛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是党和人民实践经

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灵

魂。从“八个明确”到“十四条坚持”，为全党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行动

指南，也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要进一步阐释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并将其贯穿于整个理论体

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中。
新时代、新目标、新举措。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新的战略安排。第一个

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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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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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出实现目

标的战略措施。这些战略安排，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提前实现原定的第二个百年

目标，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呈现崭新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充分阐释确定和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对实践中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进行前瞻性、
战略性研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

二、要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始终。大会的主题就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实现新时代新目标的重大举措也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保障水平和改善民生水平。必须始终把人

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

标不断迈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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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一门科学，一门学科，要有它的主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理论界曾进行了

长期讨论。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主线应该为: 着力发

展，满足人民需要。发展包括经济发展，这是基础，也包括社会发展; 需要包括物质文化需要，也包括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需要。
把“着力发展，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所决定，也有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缓解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两个重要的矛盾方面: 一方面，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经济

社会发展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相当突出。经过多年奋斗，我国的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以经济发展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 2016 年，我国经济年均

增长率为 7. 2%，明显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 2. 5% 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 ～ 2016 年，我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 31. 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第一引擎。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数据计算，2016 年我国 GDP 为 11. 2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 14. 9%，比 2012 年提高 3. 4 个百分

点。2012 ～ 2015 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 出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 12%，2015 年

达 1. 2 亿人次，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市场; 出境旅游支出 2015 年达 2922 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世界经

济论坛《2015 － 201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28 位，

比 2012 年提高 1 位，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2016 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10. 4%提高到 11. 5%。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跃居世界第二位，创历史新高。［4］对于这样的生

产力水平和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再以“落后的生产”概括已经不能反映客观的事

实。但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生产力

发展多层次，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供需结构、分配结构、产品结构不协调; 生产方式需要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深化，国民经济的总体质量和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后发潜力需要进一步发挥。
另一方面，由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也发生了新变革，人民日益增

长的需要不仅在质和量方面都达到新层次，而且内涵大大扩展，从物质文化需要扩展到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对于人民的需要的这种新变化，再以“物质文化需要”概

括也不能反映客观事实。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反映了经济社会发

展的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
表 1 2015 ～ 2016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前 30 位的国家和地区

国家 /地区 排行 得分 国家 /地区 排行 得分

瑞士 1 5． 76 新西兰 16 5． 25
新加坡 2 5． 68 阿联酋 17 5． 24

美国 3 5． 61 马来西亚 18 5． 23
德国 4 5． 53 比利时 19 5． 20
荷兰 5 5． 50 卢森堡 20 5． 20
日本 6 5． 47 澳大利亚 21 5． 15

中国香港 7 5． 46 法国 22 5． 13
芬兰 8 5． 45 奥地利 23 5． 12
瑞典 9 5． 43 爱尔兰 24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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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国家 /地区 排行 得分 国家 /地区 排行 得分

英国 10 5． 43 沙特阿拉伯 25 5． 07
挪威 11 5． 41 韩国 26 4． 99
丹麦 12 5． 33 以色列 27 4． 98

加拿大 13 5． 31 中国 28 4． 89
卡塔尔 14 5． 30 冰岛 29 4． 83

中国台湾 15 5． 28 爱沙尼亚 30 4． 74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2015 － 2016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能把经济发展好、社会发展好，能够满足人民

的需要，就会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五位一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也将充分彰显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将这一主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利于对为什么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怎样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为什么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要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等

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党的十九大在

十八大以来创新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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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

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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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

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

略目标相匹配的。过去我们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这既是新的任务和措施，又是经济范畴的创新。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怎样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开展深入研究。十九大报告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加以论述，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六项重大措

施。这些论述既有对已有理论创新的延续，也有如“乡村振兴战略”等新概括，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主

要内涵的新表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加强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并为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做

出理论贡献!

四、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在着力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发展和上层建筑

的研究

马克思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曾把他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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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长期探索中，出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坚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交换关系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不仅研究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而且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
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再生产中表现的规律性。但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还需进一步拓宽。
在包括十三个部分内容的十九大全部报告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阐述经济发展内容的同

时，有多个部分阐述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走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

导水平等内容，涉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的方方面

面。同时，在阐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时，把“生产”拓展为发展，把原来矛盾的一方由“落后的生产”拓

展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把矛盾的另一方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拓展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需要。
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研究范围从经济拓宽到社会，从生产力、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拓宽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成为真正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包打

天下”，完全没有学科研究对象的边界。实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

共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可自我封闭，而一定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

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重点，与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

成果，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理论。
五、为引领世界前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进入新时代，是中国新征程的开始，也是世界的新曙光。自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经济

总量第二位以来，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增长，但 2012
～ 2016 年仍保持年均 7. 2%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保持在 30% 以上，2016 年达到

34. 7%。党的十九大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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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目标，是新时代的进军令。随着新目标的

实现，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上新台阶，与世界的联系将更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给世界人民带来的

福祉将更大。
党的十九大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的相

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

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中国将高举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5］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为走向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中国智慧。要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规律性的同时，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第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映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第二，致力

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第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重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着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作用，着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着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着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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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等等，揭示发展中国家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第四，致力社会和谐，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方向。第五，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致力和平发展，强调互利互

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人类和平发展、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的共同心声。
总之，随着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将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应该为此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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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opics in New Era and New Miss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ng Jin － ju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 Economy，Tianjin 300071)

Abstra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practice，but also pro-
vides a rich source of nourishment and theory to further build the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proposes new top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practice，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ra and
practice，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research object，and make effort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uper-
structure． It should fully explain the new era，new contradictions，new ideas，new goals and new measures，
further implement the people － centered vision，strengthen the study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
losophy and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so as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lead the world forward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New Era; New Topic;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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