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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发展政策的演进和启示 

江飞涛* 

摘  要：实现工业化、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一

百多年以来中国民族及众多仁人志士奋力以求的伟大梦想。中国的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是在

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实践与发展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特征与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顺应

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及时制定、部署与调整工业化战略，不断调整与完善工业化相关政

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经验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工业化战略。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工业

化的深化发展带来持久动力。三是在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坚持开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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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化、建设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一百多年以

来中华民族及众多仁人志士奋力以求的伟大梦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

国特殊国情相结合，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化

进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已经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建立了全

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与国防力量，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集曲折过程与辉煌成就于一身，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历史经验（黄群慧，2019）。

因此，回顾新中国工业化思想与工业化政策的演进脉络，系统总结宝贵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建设制

造强国，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新篇章。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工业化方面的思考与初步实践 

尽管启动并推进工业化的实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但对中国“变落后的农业

国为先进的工业国”问题的认识与探索，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开始了。党自成立之初就

认识到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是实现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在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社会曾就“以

农立国”抑或“以工立国”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旗帜

鲜明地指出，中国若不发展工业，将成为一个“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的殖民地”①。毛泽东在

1944年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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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8 年，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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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口号
①
。同年，刘少奇也指出：“我们中

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

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
②
1949年 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使中国逐步由农

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任务
③
。 

党在民主革命探索与实践发展中，对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地认

识到，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之后，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扫清政

治上的障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

能发展工业。”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

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

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关

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工业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

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

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是否有利于中国工业发展

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实施了保护私营工商业和发展公营工商业

的政策
④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主解放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发展工业

的初步尝试。1931年 10月，官田兵工厂在江西建立；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制定了工

业政策和劳动政策。王新哲（2021）的研究指出：“根据不完全统计，到 1934年 2月，中央革命

根据地 17个县的手工业合作社有 176个，规模较大的国营工厂有 33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

应抗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制定了相应的工业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满足军事斗争的需求；

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民用工业，满足边区及根据地军民生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

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8 年边区产业工人为

700人，五年后边区工人已发展到 12 000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开始没收官僚资本，建

立国营工业企业，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进行准备工作
⑤
。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深入

的思考与大胆的探索，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思考。概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

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工业化发展

创造必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通过工业化建设，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第三，吸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新

民主主义模式，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⑥
。 

 

① 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4.5.22），《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146 页。  

② 刘少奇，《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4.5.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302 页。  

③ 高伯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P17. 

④ 朱佳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年第 8 期，P71-83. 

⑤ 王新哲：《党的领导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证》，2021，形势政策网。  

⑥ 朱佳木：《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 年第 8 期，P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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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发展政策：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发展模式的引入与调整 

（一）1949-1965年：从借鉴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工业发展政策的探索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我国拉开了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

建设的历史序幕。建国初期，正值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国内经济经历长期的战争耗损后百废待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高度重视工业化政策的推行，在

为新中国制定的建国纲领中，从一开始就将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作为非常重要的目标。在

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总纲》明确提出我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

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而关于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问题，则强调“应有

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

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①。 

经过三年的初步调整，1952 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之后，党中央针对大规

模经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个具体问题②进行多方论证，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综合考

虑，我国在工业化路径上选择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致力于发展完备的重化工业体系，确定走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1953 年，在党和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

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

单位组成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从而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③。在将重工业发展

作为首要任务的“一五”计划（1953-1957 年）中，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思想得到充分体现，

在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中，由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组成的重工业就占到 147项，

而轻工业只占 3项。在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的 427.4亿元中，工业投资为 248.5亿元，占到 58.2%；

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重工业又占到 88.8%④。从计划的执行效果来看，从 1953-1957 年间，社

会总产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 41.1%下降至 33.5%，第二产业比重由 43.1%上升到 51.2%，第三

产业比重由 15.8%下降为 14.3%。其中，重工业的发展最快，对第二产业增长的带动也最为明显，

重工业产值从 168亿元增加到 317亿元，增长了 88%，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从 37.3%上升至 45%；轻

工业产值从 282亿元增加到 387亿元，增长 37%，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下降至 55%。⑤“一五”计划

期间，重工业的快速增长初步扭转了我国长期以来重工业比重过低、基础薄弱的情况，然而，仍存

在不少缺陷。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造成轻工业发展缓慢，轻重工

业比例失衡越来越严重；其次，对农业的忽视，导致工农业比例开始失调。在 1956年党的八大前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部分。见汪海波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

理出版社，P95-96。  

②  建国初期，党中央内部针对工业化途径曾经存在一定分歧，毛泽东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的同时提高效

益；刘少奇则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利用积累下来的资金进行重工业建设。《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研究》，

P15-16。  

③ 王思华，《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国家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相互适应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6，P6。  

④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P486。又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

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 23-24。  

⑤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P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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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在“一五”计划期间执行苏联工业化模式中暴露的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要寻

找一条既中国国情又能避免苏联弯路的工业化道路①。自此，我国开启了一段自主探索工业化道路

的时期。 

1958年，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时期。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并没有坚

持落实八大对“二五”计划基本任务的切实设定，即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

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而是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

努力的作用，错误地发动了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这使得我国刚刚恢复起

步的国民经济遭遇重创。长期来看，还给我国的工业生产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具体表现在：第

一，工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例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建设“大跃进”对资金、产品和人力的

高指标超过了国家财力的合理范畴，破坏了财政应有的平衡，挤占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空间，

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特别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衡，农业产值急剧下降，农业部

门无法继续为工业建设提供应有的产品和人力支持；第二，工业部门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失衡。（1）

在“以钢为纲”方针指导下，着重发展钢铁、电力、机械等部门，轻工业所需原料供给不足，导致

其产值严重下降，发展过分落后于重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衡②。（2）重工业内部投资

大、周期长的采掘工业严重落后于冶炼等加工工业，表现为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3）加工工业内部各环节之间也存在各种矛盾，表现为配套设备转产主机，不能成套供应，维修跟

不上生产需要等；第三，工业生产建设经济效益极其低下。“大跃进”中片面追求多、快、高指标，

工业生产秩序混乱，企业管理制度废弛，不仅导致工业产品的质量低下（如当时生产出来的大部分

钢材和生铁不合格），此外，各项工程建设使用劣质材料，存在严重的质量和安全隐患，经济效益

大幅度下降。 

三年“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以及工业部门内的各种比例关系，导致国家经济秩序紊

乱，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党中央在 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调整”的中心在于努力加强农业

战线，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路线。1962年 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最终将“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从 1963 年到 1965 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

段，到 1965年，工业生产建设基本完成了八字方针的任务，走上正轨。工业生产能力有了新的增

长，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不仅包括石油、化工、电子、原子能、导弹工业在内的重工业和国防工

业有了突出增长，而且如棉纺等轻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产品质量普遍提高，1965 年生铁

合格率达到 99.85%，钢材合格率达到 98.39%，棉布一等品率达到 97.4%③。工农业比例和工业部门

内部比例得到改善，如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关系从 1960年的 78.2:21.8调整为 1965年

的 62.7:37.3；工业部门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占比从 1957年的 53.1:46.9，下降为 1960年的 33.3:66.7，

恢复到 1965年的 50.4:49.6，基本达到可以适应客观需要的比例关系水平。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经历了从一

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恢复阶段，到借鉴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再到进行中国自主的工业化

 

① 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 1期，P48-53。  

② 据统计，轻工业总产值与重工业总产值比例，从 1957 年的 55:45，变化成 1960 年的 33.4:66.6，轻工业生产发展过

分落后于重工业生产发展。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196。  

③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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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探索，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在整体上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我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1966-1978年：工业发展进程中的艰难探索 

1966 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中，确定我

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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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个五年计划

开始分两步走实现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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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但是，自 1966年

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进入了特殊的十年政治动荡时期，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政策

持续遭到破坏，对于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比较混乱，这期间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再次遭受巨大的挫折，

国家经济秩序相当紊乱，我国的工业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1977年，我国开始着手对工业企业进行恢复性整顿。1978年 4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加快

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紧接着在 1978年 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

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出了把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工业化政策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随后，中国开始逐

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投资主体与经济决策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急需提出一种新的经济管理体制。②自此，我国工业化进程在尊

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开启了一段新的探索。 

三、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发展政策：走向市场与开放的工业化道路 

（一）1979-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发展政策的调整 

1979 年 4 月，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方针”，着手对工业经济进行调整：降低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压缩削减国家预算中的基本建设项

目；加快发展轻工业，调整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78年

的 42.2%上升到 1980年的 46.9%③；调整重工业内部结构，减少一些消耗高、质量差的产品，增产

一些适销对路的产品，这些产品多为人民生活急需的产品。在 1982年 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我国明确“六五”计划（1981-1985）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继续贯彻执行八

字方针的前提下，保持工业生产适当的发展速度，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把发展消费品

生产放在重要地位，注重轻纺工业增长在调整重工业结构的同时，使重工业生产从下降转为上升。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伴随着开放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引入市

场机制的改革开放举措，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的同时，也给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也带来挑战。

如何调节体制之外的经济活动，成为当时经济管理部门重点考虑的问题。三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布局

 

①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259。  

②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P73-85。  

③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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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国提出逐步放开的外贸管理方案，如外贸进出口经营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再逐步向非外贸

系统的制造业企业开放。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也有所下降，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国家计委提出

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意见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受，在当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

“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

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

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①。中国开始

进入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取向的工业经济建设起步和全面展开阶段。 

然而，在 1984至 1988年期间，处于体制转轨初期的我国政府由于经验缺乏，经历了一段放权

过度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失控的阶段。1984年国务院授予银行信贷自主权，银行为了扩大 1985年的

信贷限额，在 1984年年末过度发放固定资产贷款，造成投资失控。作为应对，1986年我国执行了

财政、金融双收紧政策，从而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发展过热状况有所缓解，但是 1987年我国对经

济调整工作估计过于乐观，工业建设在 1988年再次出现高速增长，进而国民经济发展过热导致工

业结构的失衡以及经济秩序的混乱。 

1989年 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开始

对工业经济相关总量进行控制，同时对工业经济内部结构进行调整。首先，大幅压缩投资的需求，

进而削减投资规模；其次，通过调整投资结构，进而调整改善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具体表现为加

快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增长速度，抑制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对工业及相关产业的比

例结构进行调整②。1992年，我国工业经济建设调整初见成效，工业增加值和主要产品产量高速增

长，轻重工业比例保持相对协调的发展趋势，职工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消费品市场得到发展。 

这个阶段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在宏观经济上有助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

促进了工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提高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市场活力，我国从 1985年至 1992

年间，出台了一系列突破传统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政策措施。1985

年 9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6年 12月，国

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1991年，国务院提出增强国营大中

型企业活力的 11条政策措施；1992年 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③。这些政策措施为工业企业等微观主体营造了良好的市场营商环境，有助于工业企业进一步改进

经营管理机制，增强市场活力。 

（二）1994-2001年：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业发展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1992年 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3年 11月，党的十四届

 

①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P73-85。  

② 1990 年，基础工业比 1989 年增长 6.5%，加工工业增长 4.1%，基础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21.2%上

升到 21.5%，加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46.9%下降到 46.4%。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

理出版社，2017 年，P389。  

③ 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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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

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

针下，推动我国的工业经济建设。1994年 4月，国务院发布《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简称

《纲要》），这是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政策。《纲要》明确提出，制定国家产业

政策必须遵循“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

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原则。《纲要》中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措施重点包括：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和基

础工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特别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等；积极发展对外经

济贸易，调整贸易结构，大力提高出口效益，鼓励进口新技术和相关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产

业组织政策旨在促进企业合理竞争、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产业技术政策旨在促进应用技术开发、

鼓励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推动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产业布局政策旨

在逐步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形成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协作①。 

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总体开放的格局形成。从国际上来看，对外

贸易迅速增长②。开放格局下对外经济的增长成为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力，这不仅促使我

国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推动要素结构升级，而且通过出口规模的提高，拉动社会需求结构的升级，

为我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加入WTO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从国内来看，我国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成功实现“软着陆”③。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出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是我国工业

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产业结构升级取得进展，一方面，重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早期由于基础设

施和基础工业发展滞后所产生的“瓶颈”制约得以缓解④。200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从 1993年的 53.4%上升到 60.2%，轻工业占比从 46.6%下降到 39.8%⑤。另一方面，工业政策对高

新技术开发的重视，使得高技术产业有了较快发展，比重上升，2000 年，高技术产业增长值占制

造业产值比重从 1992年的 1%上升到约 9%⑥。  

（三）2002-2011年：全面对外开放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 

在 2002年至 2012年的十年之内，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以

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新时期。国际上，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

外开放进程加速，工业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分工，逐渐融入制造业全球生产体系。中国企

业在引进国外资源和技术的同时，在国内市场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或产品的竞争。国内

来看，我国在这个时期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工

业政策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并且开始注重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①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P73-85。  

② 李博，《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和类型：新中国 60 年工业化历程回顾》，《经济评论》，2010 年第 1 期，P50-57。 

③ 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457。  

④ 1993 年 6 月，工业增幅达到 30.2%，交通运输只能满足 30%-40%的运力，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供需矛盾

突出，价格上涨过猛。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P444。  

⑤ 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458。  

⑥ 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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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2003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其中明确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①，对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行了系统规划。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经济的快

速发展使得我国工业化以及工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发生重大变化，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以及外商投资

的上升促使我国新一轮工业结构快速升级，出口工业产品中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显

著上升，工业经济内部重工业比重大幅提升②。 

20 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确立了信息

化和工业化并举的发展方针③，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1997年 9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十五大会议上，

报告中提出坚持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重视科技创新在工业经济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2002 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

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

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

变。”我国在加强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致力于从以劳动

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进行转型。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过于依赖技术引进与技术模仿的工业技术发展路径的弊端

开始显现，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之中。进入 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发生重大突破，新一轮科技革命引起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创新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的主

要动力，成为国际竞争博弈的主要焦点。而此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弱，国际

上面临发达国家在科技与新兴产业方面占有巨大优势的压力。因此，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工

业化深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把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提出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党中央在 2006年 1月做出《关

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 年 2 月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用 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坚

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方针下，继续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为构筑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国际竞争优势，

开始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规划和投入。2009年 1月 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先审议通过

了汽车、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随后国务院又先后通过了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

化、轻工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等八个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2010 年 9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

 

①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P73-85。  

② 李博，《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和类型——新中国 60年工业化历程回顾》，《经济评论》，2010年第 1期，P50-57。  

③ 肖健，《党对工业化现代化的认识历程及其启示——访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瀚教授》，《西安郑

州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P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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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选择了节能

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 年 7 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重点发展领域及其重点发展方向、主要任务、重大工程进

行了部署。①这个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整体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一步加深，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2002年的不到 9%上升到 2011年的 10.5%②。 

四、新时代工业发展政策的新发展：向工业强国迈进（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政策尤为注重工业的发展质量，更为突出工业由大到强转变的

重要性，开始制定并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2015年，《中国制造 2025》发布，其以“创新驱动，

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基本方针，将创新置于重要位置，明确了需要扶持

的重点领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

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等 10个领域。《中国制造 2025》的发布，表明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为全面推进制造

强国战略，中国设立了国家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并相继发布了 11个配套的实施指南、行动指南和

发展规划指南，包括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

五大工程实施指南，发展服务型制造和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 2个专项行动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

产业、医药工业和制造业人才 4个发展规划指南。 

围绕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近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

科技与产业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形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深化了制造强国战略，并加强了部署，在其第八章“深入实

施制造强国战略”中，从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优化

升级、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创新仍然是中国工业化政策的重要组成。我国相

继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

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等一列政策。《“十四五”规划纲要》则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一方面提出“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提出要“在类脑智能、量子

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

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后者的提出，意味着在新兴产业、高新技术领

 

① 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管理世界》，

2018 年第 10 期，P73-85。  

② 汪海波等，《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年，P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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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国将采取更为主动、更为前瞻性的战略，力图未来在新的关键性领域实现超越与引领。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构成主体，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成为进入新时代工业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十九大报告进一

步指出：“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

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十四五”规划纲要》则强调：“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

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更为强调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二是更加强调满足创新驱动、包容和可持续

的工业化要求（黄群慧，2019）
①
；三是更为注重产业融合式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推

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19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

比重进一步上升至 28.1%，连续 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 220

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工业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

强度已达到 1.32%，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形成；2020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

名中中国已上升至第 14位。而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分别上升至 14.4%、32.5%，内部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工业品在

全球市场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工业产品出口覆盖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

金额的 71%，高铁、核电、卫星等成体系走出国门
②
。 

五、启 示 

中国的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进程，是在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

断探索、实践与发展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主

要特征与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顺应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基本规律，及时制定、部署与调整

工业化战略，不断调整与完善工业化相关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工业化战略。在中国工业

化进程中，领导全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构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工

业恢复阶段，开始借鉴和模仿苏联工业化的模式，并逐渐转到探索中国自主的工业化模式。1966-

1978年期间，中国工业化政策的持续性遭到破坏，工业化建设遭受巨大挫折。1978年，中国拉开

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调整了工业化政策，更加注

 

① 黄群慧，《新中国 70 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光明日报》，2019 年 07 月 09 日 11 版。  

② 《工信部：“十三五”目标将完成  五点归纳制造业成就》。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auto.ce.cn/auto/ gundong/202010/ 

26/t20201026_359335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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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并开始推行开放发展的工业化战略。1993年 11月，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下，推进我国的

工业建设。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工业化进程嵌入全球价值产业链，对外贸易额的增长

以及外商投资的上升推动我国工业结构快速升级。而“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使中国

更为注重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工业结构的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政策的侧重

点逐渐转变为推动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更加重视以创新推动工

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带来持久动力。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体制，着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极大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

的活力与企业家精神，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全面、多元化与持续的动力（黄群慧，2019）。

中国政府还不断建设与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建立并不断完善工

业技术研发与扩散公共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为中国工业化深入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第三，在自立自强的前提下，坚持开放发展。20世纪 50年代，苏联援建项目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吸引外国企

业投资，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大大提升了自己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与

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

术合作，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提供了广阔市场和强大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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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striving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s a process to develop a road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ombing 

Marxism with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rough proactive exploration and hard work. In this process, the Party promptly 

formulated, deployed and adjusted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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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by constantly adjusting and improving industrialization policies, the Party have 

embarked on a path of new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hat suit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immense historic significance. The main experienc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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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differ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Second, the Party is committed to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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