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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

崔友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３２)

　 　 摘　 要:在梳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的基础上ꎬ得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阶级性很强的

科学ꎬ不同阶级、同一阶级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的结论ꎮ 当代世界存在着政治经济学与经

济学之争ꎬ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争ꎮ 我国在经历引进“苏联范式”
“美国范式”之后ꎬ进入了理论创新阶段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ꎬ开拓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ꎬ为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ꎬ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复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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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进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ꎬ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ꎮ 从理论上概

括、阐述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生ꎬ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ꎮ

(一)“经济”一词的最初含义与经济学的出现

在我国古籍中ꎬ早有“经济”一词ꎬ它是指“经邦济世” “经国济民”ꎬ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ꎮ 但我

们现在讲的政治经济学却来源于西方ꎮ 据西方文献记载ꎬ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ꎬ是古希腊奴隶主思想家色

诺芬(约公元前 ４３０ －公元前 ３５４ 年)ꎮ 他著有 «经济论»ꎮ “经济” 一词由 “家庭” 和 “管理” 两词组成ꎮ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一词ꎬ就是从希腊文“家庭管理”演变而来的ꎮ 可见经济学的出现是在奴隶社会ꎮ 在色诺芬看来ꎬ奴
隶主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的主要标志就是使他的财富得到增加ꎮ 而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ꎮ 当时农业

是最主要的产业ꎮ 按照色诺芬的说法ꎬ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ꎬ它的研究对象是优秀的主人ꎬ如何管理好

自己的奴隶ꎬ从事农业生产ꎬ以增加财富ꎮ
后来ꎬ古希腊杰出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３８４－公元前 ３２２ 年)ꎬ进一步发展了色诺芬提出的关于“家

庭管理”的理论 ꎬ他把“家庭管理”包含在政治学之内ꎮ 他著有«政治学»ꎬ把“家庭管理”作为政治学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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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ꎬ并比色诺芬更加精确地规定了“家庭管理”的研究对象和任务ꎮ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ꎬ家庭管理包

括两个方面的内容ꎬ一是研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ꎬ即主奴、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ꎻ一是研究致富的技术ꎮ
由于最早的经济学出现在奴隶社会ꎬ所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便是奴隶主阶级的经济思想ꎬ是以农

业和家庭管理为对象的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学ꎮ
西方的封建社会是黑暗的中世纪ꎬ教会垄断了文化思想领域ꎬ因此ꎬ经济科学也停滞不前ꎮ

(二)科学获得名称

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首次引进社会经济文献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徒安德孟克列

钦(１５７５－１６２２ 年)ꎮ 他在 １６１５ 年出版了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ꎬ第一次提出了“政治

经济学”一词ꎮ 在“经济学”前加上“政治”一词ꎬ其目的就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的

经济范围ꎬ是涉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ꎮ “政治经济学”一词此后逐渐被广泛使用ꎬ表示对整个社会经济问

题的研究ꎮ 因此ꎬ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科学ꎬ而是研究整个国家或社会致富

的科学ꎮ
从 １４ 世纪末到 １６ 世纪末ꎬ西欧封建社会开始解体ꎬ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ꎮ 当时ꎬ随着商业和海外贸易

的涌现ꎬ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ꎬ商业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ꎮ 重商主

义作为体现商业资本家思想和要求的思想载体就应运而生ꎬ并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第一个学派ꎮ 重商主

义者认为ꎬ财富就是货币ꎬ货币就是金银ꎮ 一切物品只有能够实现为货币时ꎬ才是财富ꎮ 他们认为ꎬ一个国家

所拥有的金银量是衡量其富裕程度和经济实力的标志ꎮ 因此主张ꎬ在对外贸易中ꎬ必须坚持多卖少买的原则ꎮ
可见ꎬ重商主义是以国家管理和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的ꎮ

重商主义者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ꎬ并开始研究一些经济现象ꎬ但他们认为财富和利润来源于流通

领域ꎬ而不是生产领域ꎬ因此ꎬ重商主义者未能揭示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ꎮ 所以ꎬ重商主义理论体系只是资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ꎬ只是使这门科学获得了名称ꎮ

(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 １７ 世纪中叶开始ꎬ工场手工业先后在英法等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ꎮ 在思想理论上ꎬ 资产

阶级急切要求冲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ꎬ兴起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ꎮ 于是ꎬ代表产业资本家利益的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应运而生ꎮ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由英国人威廉配第(１６２３－１６８７ 年)创始ꎬ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年)集其大成ꎬ大

卫李嘉图(１７７２－１８２３ 年)最后完成的ꎮ 他们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ꎬ认为货币(金银)饥不可食ꎬ寒不可

衣ꎬ财富来源于生产领域ꎮ 于是ꎬ他们又从流通领域转到对生产领域的研究ꎮ 研究企业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创造更多的实物产品ꎬ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时最好的方法是加强劳动分工ꎬ结果出现了以企业管理和分工

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ꎮ 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ꎬ并在一定程

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ꎬ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ꎬ并阐述了剩余价值的一些具体形式ꎮ 但

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ꎬ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ꎬ从而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

实质ꎮ 并且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许多问题上其理论都具有二重性ꎬ既有科学的成分ꎬ也有庸俗的成

分ꎮ 一方面ꎬ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ꎬ为了反封建的需要ꎬ古典经济学家不失为资本主义实际情况的研究者ꎬ对
经济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其阶级局限性ꎬ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和永恒的

社会制度ꎬ不能正确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ꎬ因而在理论上的缺陷和错误是难免的ꎮ

(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演变中ꎬ经过了两个基本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ꎮ 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尚未发展时期的产物ꎮ 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ꎬ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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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愈来愈与资产阶级利益不相容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完全抛弃了科学的研究ꎬ转而为资

产阶级进行辩护ꎬ于是庸俗政治经济学代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占统治地位ꎮ
庸俗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ꎬ它的最早代表是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尔萨斯ꎬ以及后来

的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ꎮ 庸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辩护经济学ꎮ 庸俗经济学进一步演变发展为现代

西方经济学ꎮ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继承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庸俗成分的同时ꎬ１９ 世纪中叶ꎬ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

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ꎬ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ꎮ 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搜集和研究了资本

主义发展历史的大量材料ꎬ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关系ꎬ揭示了资本

主义经济运动规律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ꎬ首先通过分析商品与货币建立了科学的劳

动价值论ꎬ并以此为基础ꎬ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ꎮ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ꎬ它彻底

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ꎬ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

人阶级的圣经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指路明灯ꎮ
可见ꎬ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阶级性很强的科学ꎮ

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在西方变得不时兴了ꎬ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ꎮ “经济学”一词

就知识领域的意义来说很像经济科学ꎮ 它包括了关于经济运行过程中涉及的众多知识门类ꎬ如生产和劳动组

织、原材料的购买、产品销售以及企业财务管理等都是经济科学的对象ꎮ 这种“经济学”在拒绝承认劳动价值

论的基础上ꎬ企图使政治经济学丧失其社会锋芒ꎮ 它的核心是某些毫无社会和历史内容的一般原则ꎬ如边际

消费倾向递减的原则、经济均衡的原则等等ꎮ 实际上这种经济学的对象已由社会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ꎬ
即生产力问题ꎮ 这样ꎬ经济科学的主要问题就成了没有社会内容的纯“技术”问题ꎬ即在现有财富的各种使用

之间做出最终抉择的问题ꎮ 毫无疑问ꎬ最优的利用有限的资源ꎬ并将其纳入经济科学之内ꎬ对任何一个社会都

是重要的ꎬ但它不能完全决定政治经济的对象ꎮ 于是ꎬ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瑞士的瓦尔拉斯和美

国的克拉克等人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ꎬ而直接用“经济学”一词ꎮ
２０ 世纪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发展了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技术ꎬ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献ꎬ他们

自称新古典主义者ꎬ借助于新方法ꎬ有意无意地削弱了经济科学的社会锋芒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相对于老

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讲的ꎬ它是适应当代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

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思潮ꎮ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ꎬ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ꎮ 它由

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ꎬ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ꎬ以奈特、科斯等为代

表的芝加哥学派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ꎬ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ꎬ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

表的供给学派ꎬ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ꎬ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ꎬ以萨克斯为代表的

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ꎬ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ꎮ 它们传承和发展

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ꎬ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ꎬ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ꎬ“市场统治”“贸易自由

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其反复强调的信条ꎮ 众所周知ꎬ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ꎬ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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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ꎬ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

供了契机ꎮ 因此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够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ꎬ其主流价值

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ꎮ
现在ꎬ西方的许多人已经对这种经济学感到不满ꎮ 这种经济学在技术上十分考究ꎬ然而ꎬ面对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各种尖锐的问题ꎬ它却显得一筹莫展ꎮ 可见如果经济科学要成为科学ꎬ它就不应当忽视社会问题ꎮ 特

别是新世纪以来ꎬ随着新自由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ꎬ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ꎬ越来越多的

西方知名学者、政要甚至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并肯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ꎮ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

２０１１ 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一书ꎬ引起了热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法国经济学家、巴
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分别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著作«２１ 世纪资本论»ꎬ引起广泛关注ꎬ迅速成为

畅销书ꎮ 在西方ꎬ“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又大量在文献中重新出现ꎬ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公共经济学、政府

经济学等ꎬ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了复兴ꎮ
在我国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ꎬ经济理论界受苏联影响大ꎬ基本上照搬“苏联范式”ꎮ 主要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ꎬ中
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ꎬ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

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ꎬ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随着改

革的不断推进ꎬ经济改革的“硬件”是引进市场机制ꎬ而相应的“软件”是西方经济学ꎬ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的霸权地位在我国逐步得以确立ꎮ
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ꎬ经济学界对

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

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ꎬ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ꎮ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仍然得到官方认可ꎬ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受的公众信任度已经受损ꎬ甚至被许多中国的西方经济

学者完全排斥ꎮ
可见ꎬ历经 ３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后ꎬ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ꎬ传统的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ꎮ 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ꎬ
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ꎮ 当时提出这一问题ꎬ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ꎬ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

包医百病ꎬ包括中国问题ꎮ 然而ꎬ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ꎬ使新自

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ꎬ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ꎮ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一直依靠“进口”而生存ꎬ改革开放之前从苏联舶来ꎬ改革开放之后从美国舶来ꎬ事

实证明都具有不可持续性ꎮ 因此ꎬ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ꎮ

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复兴

诞生于 １９ 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ꎬ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主要由

马克思创立的ꎬ并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度分为政治经济学资本主

义部分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ꎮ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缩写本ꎬ或者说是简写本ꎮ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

系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ꎮ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诞生的时间还不长ꎬ而且现

实社会主义是在马恩理想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ꎬ结合各国具体实际而建立、建设的社会主义ꎬ它与马恩设想的

理想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ꎮ 社会主义发展的不成熟性以及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挫折和曲折ꎬ使我们目前还不具

备从研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经济一般规律的条件ꎮ 由此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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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应运而生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由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提出ꎮ 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话题ꎮ 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

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ꎬ并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ꎬ深入研究整个世界经济和我

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ꎬ揭示新特点新规律ꎬ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ꎬ丰富完善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ꎬ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ꎬ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①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大创新之处ꎬ就在于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崭新的中国因

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ꎮ 其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过程、途径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殊性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ꎬ逐步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ꎮ 如今“经过长期努力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１]ꎮ 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ꎬ进行了

艰辛的理论探索ꎬ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系统

回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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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全面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发展方向、
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ꎮ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ꎬ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ꎬ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ꎮ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ꎮ 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ꎬ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ꎬ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ꎮ 必须毫不动摇鼓励、
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ꎬ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ꎮ” [２] 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

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ꎻ国有经济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ꎮ

(三)树立新发展理念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体现在社会生产的目的、根本任务和手段上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

的、根本任务、手段和社会主要矛盾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ꎬ
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ꎮ 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ꎬ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ꎬ
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的主要内容ꎮ 坚持创新发展ꎬ就是要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ꎬ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

平ꎻ坚持协调发展ꎬ就是要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ꎬ增强发展的整体性ꎻ坚持绿色发展ꎬ就是要注重解决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问题ꎬ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ꎻ坚持开放发展ꎬ就是要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ꎬ进一

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ꎻ坚持共享发展ꎬ就是要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ꎬ不断增进人民福祉ꎮ 同时坚持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ꎬ发
展为了人民ꎬ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就是要把增进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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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ꎮ” [３]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ꎮ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

求ꎬ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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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１]同时ꎬ“必须认识到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ꎬ
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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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ꎮ” [１]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总任务和战略步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这就要通过进行伟大斗争ꎬ进行伟大工

程ꎬ推进伟大事业ꎬ实现伟大梦想ꎮ 我们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ꎬ分两步走ꎬ在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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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战略步骤是

从现在到 ２０２０ 年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ꎮ 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ꎬ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ꎬ从 ２０２０ 年到 ２０３５ 年ꎬ奋斗十五年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ꎻ第二个阶段ꎬ在基本实

现现代化的基础上ꎬ从 ２０３５ 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ꎬ再奋斗十五年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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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建立现代经济体系

我国经过长期探索ꎬ提出了要由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按市场经济运

行的一般规律办事ꎮ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ꎮ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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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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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１]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ꎻ必须加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

设ꎻ必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ꎮ 为此ꎬ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这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措施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ꎬ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ꎻ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ꎬ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ꎬ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ꎬ这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ꎮ

(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发展农村经济ꎬ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主要包括国家、企业和城乡居民ꎮ 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目前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ꎬ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ꎬ
使农村经济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ꎬ表现出生机活力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主要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ꎬ培育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ꎮ 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ꎮ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ꎮ “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ꎮ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ꎬ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ꎬ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ꎮ” [１]

(七)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ꎬ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ꎬ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ꎮ 为此ꎬ要全面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ꎬ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ꎬ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

竞争ꎬ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ꎬ商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ꎻ深化商事制度改革ꎬ打破

行政性垄断ꎬ防止市场垄断ꎬ清除市场壁垒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ꎬ放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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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准入限制ꎬ完善市场监管体制ꎮ

(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坚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ꎬ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ꎬ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ꎮ 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分配理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ꎮ 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ꎮ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ꎮ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ꎻ推进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ꎻ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统筹发展ꎻ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ꎻ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政策ꎬ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ꎻ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

系等等ꎮ

(九)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ꎬ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ꎬ做好经济工作ꎬ必须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这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ꎮ 只有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ꎬ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

制机制ꎬ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ꎮ 只有我们党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ꎬ才
能让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行稳致远ꎮ

(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ꎬ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为前提ꎬ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三者的关系ꎮ 经济

发展新常态ꎬ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做出的重大判断ꎮ 这一重大判

断ꎬ高度概括了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深刻的趋势性特征ꎬ为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战略指导ꎬ是当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ꎮ 新常态下ꎬ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

三大新特征ꎬ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ꎬ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ꎬ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

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ꎬ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ꎮ 另

外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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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我们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ꎬ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ꎮ 宏观

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ꎬ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ꎬ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ꎬ
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ꎬ稳定市场预期ꎬ实现经济持续稳健发展ꎮ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ꎬ以稳中求进为

工作总基调ꎬ把握宏观调控的度ꎬ坚持底线思维ꎬ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ꎮ

(十一)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ꎬ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ꎬ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设

战略等ꎬ这些战略的实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开放带来进步ꎬ封闭必然落后ꎮ 中国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ꎮ 我们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ꎬ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ꎬ遵循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ꎬ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ꎮ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ꎬ加大西部开放力度ꎮ 赋予

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ꎬ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ꎮ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ꎬ促进国际产能合作ꎬ形成面向全

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ꎬ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ꎮ” [１]

(十二)引领经济全球化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ꎮ 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ꎬ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

民族ꎮ 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ꎬ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ꎬ讲求效率、注重公平ꎬ让不同国家、不
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ꎮ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始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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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ꎮ “我们呼吁ꎬ各国人民同心协力ꎬ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ꎬ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ꎮ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ꎬ坚决摒弃冷

战思维和强权政治ꎬ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ꎮ 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

分歧ꎬ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要同舟共济ꎬ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ꎬ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ꎮ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ꎮ 要坚持环境友好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ꎬ保护

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ꎮ” [１]

总之ꎬ历史上任何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都形成过自己的经济理论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特别是十八大以来ꎬ我
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顺势而生ꎬ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

结晶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最新成果ꎬ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ꎮ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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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１－５).

[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１１－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１１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２８１７９.ｈｔｍ.

[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０－２９].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１０ / ２９ / ｃ＿１１１６９８３０７８.ｈｔ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ＣＵＩ Ｙｏｕｐ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ｆ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ｔｈｅ " Ｕ. 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ꎬ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ｏｐｅｎｓ ｕｐ ａ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ꎻ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责任编辑　 时明芝)

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