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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蓝图绘到底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目标和规划演进研究

李 扬 武 力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作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到 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

标；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小康社会”目标和“三步走”设想；到20
世纪末，党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纪战略和“两个一百年”设想。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则进一步规划了未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和设想：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时候，消除

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35年，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把中国建设

成为现代化强国。从新中国68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根据发展阶段和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细化和完善目标、步骤及规划，通过将长期

设想与中期目标和年度规划相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长期、中期和短期目标有机统一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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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开创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

中国制度的过程中，始终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和实施步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共产党既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带领全国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根据形势变化和

发展阶段的不同，及时调整和完善目标与步

骤，从而将远期设想、中期目标和短期规划有

机结合，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实现滚动式向前

发展。新中国68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39年的历史和成就，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

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可

替代的领导力量，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

量”，也证明了“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个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

一、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设想和规划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从1953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到 1978年改革开放之

前的20多年里，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步骤经历

了从两条“总路线”向“四个现代化”的演变。

（一）1956年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改造提

前实现，工业化尚任重道远

1952年 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

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

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p.603)1953年8月，毛泽

东将这一设想完整地概括为过渡时期总路线，

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

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

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

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p.316)1954年 9月 15日，

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时，又确定国家建设的目标是“准备在几个五

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

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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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选择

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它有两个特点：一是

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

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

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加。它成为“一五”

时期中国发展的指导方略。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中国将用10到
15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并用更长时间完成工

业化。但是，“三大改造”的高潮掀起，使中国

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一五计划”的胜利

完成也为工业化实现了良好开局，中国人民意

气风发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然而，“一五”时期的成绩也助长了急于求

成的情绪。1958年中国掀起了“超英赶美”的

“大跃进”运动，甚至提出了提前向共产主义过

渡的口号。“大跃进”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脱

离了中国国情，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

调，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也迫使全党放弃了“大

跃进”的错误战略，正视经济发展规律，重新确

立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1962年 1月

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

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我国，

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

百多年。”[3](p.301)

（二）1964年三届人大：到20世纪末实现

“四个现代化”

从“大跃进”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

识到工业进程中各部门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

系。周恩来在1964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

时说：“一九五七年，苏联提出在总产量上超

过美国，我们作为一个目标，提出赶上英国的

口号。经过这几年摸索，我们依靠自力更生

摸出一套建设经验后，看来这不是一个主要

方向。因为，单在几个工业产品上追求数量，

不能解决我们工业现代化的问题。”[4](p.1619)为改

变单纯追求个别工业指标的做法，1962年 9月

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

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3年 9月，中共

中央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中指出，

工业发展应注意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生产

资料和消费资料密切结合，民用工业和国防工

业密切结合。

这一新的工业化思想，体现在了新的发展

战略中。1964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后全面好

转，“三五计划”也即将制定，在 12月召开的第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新的

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

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

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

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

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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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439)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政府

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两步设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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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内，实

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同年3月为了强调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还特别指出：“从现

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

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

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

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6](p.4)粉碎

“四人帮”以后，中国出现的“大干快上”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热潮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

关注。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

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和周总

理生前提出的计划、设想。由于“四人帮”的干

扰，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受到相当的破坏。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

和破坏的东西抢回来。[7](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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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小康目标”的提出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文化大革命”的 10年，国民经济增长缓

慢，从1967年到1976年（考虑到“文化大革命”

在1966年年中虽已开始，但经济尚未受到严重

冲击，故当年不计入内），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

长 6.8%，其中 1967年、1968年出现倒退，分别

比上年下降 9.9%和 4.7%，1974年和 1976年比

上年分别只增长1.9%和1.4%。工农业总产值

年平均增长7.1%，国民收入（净产值）年平均增

长 4.9%。10年中，国民经济收入总额虽然有

所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和比例失调

使消耗、浪费现象严重，经济效益降低。以

1966年和 1976年的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各项指数相比，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

利润由 34.5 元下降到 19.3 元，减少 44.1%。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

1952年的395斤。[8](pp.604、605)住宅、教育、文化、卫

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化大革

命”前经过3年调整，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

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不得

不恢复甚至增加。住房紧张，老少三代同居一

室，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普遍。与此同

时，中国大陆周边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

经济原本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但它们利用西

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机会，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

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

60—80年代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

著改善，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相比之下，中

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激发了全党的危机感。

1978年 9月 12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同金日成

会谈时就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

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

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

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

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7](p.360)

（一）“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左”倾的思想没

有彻底肃清，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片面追求

高速度的思想又重新抬头。1978年2月，中央

政治局批准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

出今后到 2000年的 23年中，分三个阶段全面

实现“四化”。同年 3月，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

《1976年到 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

要》，这又是一个“跃进”的计划。计划冒进导

致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1977年的积累率达

到 32.3%，1978 年升至 36.5%，成为 1958 年后

最高的一年。这不仅导致财政赤字、外汇储备

锐减，而且加剧了“文化大革命”10年形成的国

民经济比例失调。

为根本解决跃进问题，邓小平开始思考从

战略上进行转型。他认为“四化”目标提得过

高，又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因而在落实的时

候容易产生急于求成、指标过高的问题，而且

该目标偏重强调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而

忽视了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国民经济一

直无法摆脱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有

效提高的重要原因。

于是，邓小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

对“四化”的内涵进行调整。1979年 10月，邓

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坦言：

“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把标准

放低一点。”[6](p.194)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

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

念。1982年 8月 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

总理弗雷泽时又说：“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

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

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

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

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

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

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

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

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

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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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

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

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9](pp.836-837)随后邓小

平提出了“三步走”设想，即到 21世纪中叶，中

国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将中

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

础上。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

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使经济发展速度的

设计和预期更加科学化，既保证了高速度，又

不至于失去理性，陷入盲目和狂热。可以说，

邓小平完成了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由

过去长期偏高调整到切实可行。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全党的认真思考，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将战略目标由“到 20世

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实现城乡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并给出了数量指

标：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工农业的年总产值

翻两番，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

量居于世界前列，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左右。

十二大通过确立实际可行的中期目标解

决了“急于求成”的问题，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

则重新关注远期目标，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三步走”设想：在分两

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

康水平的目标之后，第三步是到 21世纪中叶，

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

不仅实现了国情与战略的统一，而且实现了短

期、中期与长期目标的统一，奠定了新中国一

百年的战略格局。

在“三步走”设想指引下，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事业迅速推进，20世纪整个 80年代国

内生产总值取得了15%的平均增速，到1987年
时已经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从 1978年

到 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 14%，棉花

增长 73.9％，油料增长 176.4％，肉类增长

87.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2.6倍；没有解

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 2.5 亿人减少到 1.25 亿

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 14.8％；贫困人

口平均每年减少 1786万人。[10]全国 11亿人民

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开始向小康迈进。

基于迅猛的发展势头，十四大将 20 世纪

9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由原来的国内生产总值

年增长 6%提高到 8%—9%，到 20世纪末使国

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十四大还提出：我国要在 90年代初步建

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

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

一百周年的时侯，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而为建国一百周年

时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奠定基础。这就为后来的“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勾勒出了轮廓。

十四大确立的改革目标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国内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到 1995
年便提前完成翻两番的目标，农村尚未解决温

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

2000年的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
下降到3％左右。[10]中国基本实现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完成了“三步走”设想的前两步。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提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到

1997年召开十五大时，“翻两番”的目标已经实

现，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将第三步

战略分解成便于落实的中短期目标，十五大对

21世纪的发展进行了部署：第一个十年实现国

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

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

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

21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

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

方面明确了短期的量化目标，另一方面确立了

“两个一百年”的战略格局。

十五大之后，党和国家将战略重点集中于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根据形势不断调整和细

化这一目标。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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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

段。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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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沿用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衡量标准，提

出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 2000 年翻两

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七

大召开之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最快的历

史时期，实现总量快速增长的问题不大。针

对经济中存在的重宏观、轻微观的问题，十七

大强调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十八大基于发展的新形势，

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升级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并规定要实现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这不

仅提高了总量目标，而且将微观目标落实到

了人均收入上，更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社会

的本质要求。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指引下，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从

2000年到 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由 100280亿

元增至 744127亿元，年均增长 13.3%；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由 7942 元（约合 959 美元）增至

53980元（约合826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步入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整体上实现了“富起

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 2011年超过 50%，

达到51.3%，2016年升至57.4%，户籍人口城镇

化率也达到 41.2%。工业化加速推进，三次产

业结构由 14.7∶45.5∶39.8 变为 8.6∶39.8∶51.6，
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化进入后

期阶段。国内基础设施加快完善，在电网规

模、电力装机容量、发电量、公路、高铁和城市

轨道交通里程、内河通航里程、港口吞吐能力、

公路客货运量、水路货运量等方面都达到了世

界第一。对外经济地位也迅速上升，2016年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国、服务贸易

第二大国、第三大吸收投资国、第二大对外投

资国（直接投资）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在总体实力上升的同时，国家开始通过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和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提

高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从 2010 年到

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7年超过城镇

居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消除贫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2013年到2017
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从 394亿增加

到 861亿，累计投入 2822亿元；省级及以下财

政扶贫资金投入也大幅度增长。安排地方政

府债务12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安排地方政府债务994亿元和专项建设

基金500亿元，用于易地扶贫搬迁。从2013年

至 2016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

9899万人减少至 4335万人，年均减少 1391万

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0.2%下降至 4.5%，年

均下降 1.4 个百分点。 [11]区域发展方面，从

2008年开始，除 2010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速略

高于中西部地区之外，其他年份中西部地区均

高于东部地区，从 2012年中央提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 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

值增速平均值分别为8.2%、8.6%和10%。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划分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全党

全国人民科学应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十九大对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

盾作出判断，并根据主要矛盾对第二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进行了阶段划分。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中国已经从整体上摆脱

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在诸多基础设施规模

上位居世界第一，而且是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

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从软实力来看，中国在

科学技术水平上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而且在量子通讯、超级计算机、高铁、移动通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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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电子商务、大数据、共享经济等许多方面已

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断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

居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在整体实现小康的

基础上，正向着追求更美好生活迈进，无论是

屡创新高的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还是中国游客

全球“扫货”的购买行为，都证明了中国已经从

总体上实现了“富起来”。

从国际来看，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人类历

史上第二个经济规模超过 10万亿美元的经济

体，而且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2016年对全

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成为全球经济增

长的第一引擎。在主要发达国家回归本土再

工业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已经从全球化的参与

者转变为推动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成为有史以来覆盖地区最广、受益人口最

多、资金实力最雄厚的综合性开发项目，中国

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也得到

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

的中心。

（二）主要矛盾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划分

确立长远的奋斗目标之后，准确判断形

势，把握主要矛盾，从而制定具体的目标与规

划——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一贯方法。十九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中

国社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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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深刻把握了国情、世情。

从国内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不平衡。当前中

国正面临着中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能不足

的结构性矛盾，国内企业无法有效满足居民

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只能

眼睁睁看着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东北农民

宁可花 10倍高价购买德国犁等现象的发生，

而自身却要面对中低端产能过剩引发的库

存、债务压力和结构性失业。二是城乡、区域

发展不平衡及由此引发的贫富不均。农业现

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面临着艰巨的

任务；东、中、西部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改

革滞后地区的体制性障碍、资源枯竭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与农业主产地区的财

政转移支付等难题亟需破解；在许多人已经

“富起来”的情况下，国家既要考虑全面扶贫

攻坚，又要考虑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和存量财

富以走向共同富裕。三是经济建设与其他领

域建设的不平衡。过去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各项工作都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难免导致经济建设单兵突进，其他领

域建设相对滞后，出现了社会矛盾加剧、生态

破坏、环境污染、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缺失等

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层结构性难题，解

决的关键在于深入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推进供给侧改革，而主要矛盾的转变，无

疑将有助于今后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

从国际来看，各主要国家围绕方兴未艾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同

时，后危机时代的各国又普遍面临着社会矛盾

加剧、国内治理难度增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谁更善于解决国内治理问题，更能调动国

内积极性，更能集中力量实施宏观调控和国家

战略，谁就将更有力地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契机，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可见，国际竞争

胜负的关键在于国内发展和治理的成败。因

此，中国要想抓住外部机遇，必须首先解决好

国内问题，即实现国内均衡而充分的发展，解

决主要矛盾。

确立了主要矛盾，也就确立了战略目标；

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过

程。20世纪80年代，中国确立了主要矛盾，也

由此决定了之后 40年的小康建设都是为了解

决这一主要矛盾。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

成，过去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十九大处

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承担着分解落实第

二个百年目标的责任。而准确判断新的主要

矛盾，是确立新战略目标的前提。根据主要矛

盾，十九大将 2020年之后的 30年分为两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第二阶段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阶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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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2035年的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

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共同富裕迈出坚实

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这些目

标正是针对中国当前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而提出的。实现2035年奋斗目标，将基本解

决当前的主要矛盾；而实现 2050年奋斗目标，

将彻底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

可见，主要矛盾与战略目标具有内在统一

性，立足主要矛盾，着眼战略目标，既可以保证

当前的方针政策不偏离方向，又可以根据理想

与现实的距离对方针政策进行动态调整，科学

把握改革发展的力度和节奏。改革开放前，我

们曾因误判主要矛盾而无法制定适合国情的

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后则因牢牢抓住主要矛盾

而不断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必须牢牢抓住新的主要矛

盾，才能坚定不移地迈向新的目标。

四、中国共产党制定新中国发展

目标和步骤的历史启示

回顾新中国历史，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有着

宏伟而清晰的奋斗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代接着一代干，不忘初心，始终不渝地带领全

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

前行。在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能够坚持

长远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又能够根据国内外形

势实事求是地调整中期目标和短期规划，实现

长期、中期、短期有机结合，滚动式向前发展；

既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

线，又能够根据时代特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布局，丰富战略目标的内涵。尽

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

迷茫、动摇过，反而不断丰富着治国理政的新

经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

之际，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使各项工作由以往的“摸着石头过河”转

变为在前瞻性理论指导下更加自觉的实践。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为国为民的理

想信念，而且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经

济增速放缓和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而出现

民粹主义泛滥、党派间斗争加剧、执政行为短

期化等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凭借着这

种长远规划和分阶段实施的方式，在促进经济

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表现出了独特

的优越性，这也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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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idance on Realiz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eeply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A Guidance on Realizing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eeply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New Era：：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a landmark conference whose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ies in identifying the innovative
theories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as“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establishing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the conclusion, made on the 19th CPC Congress, that the innovative theories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s“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ould grasp its formation and target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theoretical logic constantly reflects practical logic in a scientific manner. The
esse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Uphold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on the 19th CPC Congress is to solve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new
situation that we are facing and better stick to and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Li Jun-ru)
A Thorough and Complete Bluepr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A Thorough and Complete Bluepr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Modernization and Its Plannings Modernization and Its Planning：：After found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pleting the task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PC upgraded its goal as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backwardness and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aders at the core of comrade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achieving“four modernizations”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leaders with comrade Deng Xiao-ping as the core put forward the goal of“well-off society”and“three steps”.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15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he trans-century strategy and the“two centenary”vision.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in
2017, with a core of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urthered the planning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ideas. By
2020,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one hundred, China will eliminate poverty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
round way. We will realize China’s modernization by 2035. By 2050, we will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build China into a modern power. In retrospective
of the 68-year history of the PRC, the CPC sticks to a thorough and complete blueprint by constantly considering realiz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as its goal,
continually refines and improves the goals, steps and planning according to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hift of situation and tasks, and brings into full play
the advantages of the organic unity of socialist long-term, medium-term and short-term goal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long-term vision, medium-term target
and annual planning.(Li Yang and Wu Li)
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A Survey of Xi Jin-ping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A Survey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Ideologys Thoughts on Ideology：：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that“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 Xi Jin-ping brought the significance attached to ideological work by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eaders and
the proletarian party to a new historical height through a series of theories, ideas and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work or the challenges and tests that the party is faced with in the new era, especially the party’s great struggle since the 18th CPC
Congress and the call of the times, the thesis that“ideological work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task of the Party”as the important kernel of Xi jin-ping’s
ideological thoughts, ha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basis, great realistic importance, and tremendous guiding significance, which we should bear in mind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o open our new journey and compose a new chapter.(Zhu Ji-dong)
On Xi Jin-pingOn Xi Jin-ping’’s Diplomacy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s Diplomacy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Innov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has made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gress in disposing foreign affairs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Xi Jin-ping’s new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affairs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oughts o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diplomacy as well as his new ideas, new thoughts and new strategies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Xi’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disposing foreign affairs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include sticking
to the strategy of“the China dream”, focusing on state unification with the complementary support of diplomacy, continually insisting on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grasping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and upholding the people-oriented style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diplomacy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One China”framework maintained and consolid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firm opposition to any form of“Taiwan-independence”separatist activities, Xi Jin-ping’s diplomacy related with Taiwan
issues has gradually gaine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and support to the peaceful unification of China, which will dramatically promot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China’s peaceful reunification.(Yan An-lin)
Resolutely Oppose and Overcome Privilege Thinking and Privilege Phenomenon: On Xi Jin-pingResolutely Oppose and Overcome Privilege Thinking and Privilege Phenomenon: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Anti-Privilege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Anti-Privilege：：Privilege is
the negative product of class societ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rxist ruling party and other exploiting class parties are that the former
opposes all kinds of privilege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privilege phenomenon will thrive rather than automatically disappear in the
proletarian party. The privilege not only affects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but also severely damages the basis and image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times and occasions since the 18th CPC Congress, Xi Jin-ping reiterated resolutely opposing and overcoming privilege thinking
and privilege phenomenon and made rich,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expositions,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guidance of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as well as unifying and leading the masses to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of great revival, and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exploring how the proletarian party strengthens its party construction.(Wang Yong)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s a Multi-Layered System Deserves Comprehensive Studies: The Third of the serious Issues Concerning Socialist Political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s a Multi-Layered System Deserves Comprehensive Studies: The Third of the serious Issues Concern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any society,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people (namely,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re diverse in contents
which involve a multi-level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Similarly, economic relations should be congealed into various economic systems which also constitute a
multi-layered and hierarchical system.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analyz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n socialist
society, illustrate the nature and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t system, and study the specific issues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operation. Establishing Marxist
theories of economic operation, we must elaborate on how the economic operation mechanism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basic
constitution, which is precisely the weakness of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researches.(Zhou Xin-cheng)
On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aradox: A Study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roductivity in AcademiaOn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aradox: A Study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roductivity in Academia：：Many hold th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derives from the concept of“controlling and conquering”nature through productivity and human’s expanding needs However, this perception
is biased since“controlling and conquering”nature and meeting human needs are in essence“original ecology”of productivity in any societies as well as the
bridge leading human beings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The“unified”but“conflicting”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xists in any societies. However, productivity is included in social labor,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a
transformation from nature to into human. As long as we are able to retain the transfiguration of productivity, we can“control and conquer”nature and human
needs, or even let them expand. The antinomy of productivity could be mitigated,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uld be realized, and the Marx’
s idea that“Human beings become the master of society, nature, and themselves, namely liberal men”could come true ultimately.(Wu Jiang-hua)
The Theoretical Purpose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The Theoretical Purpose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responses to the essence,
direction, pathway for human civiliz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Studying the new pathway of ec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China aims at figuring out a gree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way of socialist civiliz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features and focuses lie in unveiling a new scenario for the gree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th the strategy and ultimate mission of
working on the modes and methods of green development.(Fang Shi-jiao and Zhou Qian-ling)
TThe Fundamental Status and Main Requirements of Firm Culture Self-Confidencehe Fundamental Status and Main Requirements of Firm Culture Self-Confidence：：Cultural confidence lays a scientific, profound and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fidence in our path, theories and system. Adherence to“cultural consciousness”,“cultural introspection”, and“cultural self-strengthening”is the
main requirement of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For that purpose, we must stand at the strategic level and do a good job in terms of the top level design and macro
planning. We should push forward the strategy of“cultural education”, solv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we should promote the strategy of“cultural promotion”, solv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problems, and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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