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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研究

《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

及其历史贡献

贺全胜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

《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

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战略策略方针。《不要四面出击》

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南；取得了伟大成就，建树了卓著

的历史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

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实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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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

斗争》的书面报告（简称“书面报告”），共同构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主

体内容，成为我们党领导和指引新中国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及总动员令。《不

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关涉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的全面解释及深刻阐

发，创新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

整工商业、努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战略策略方针。这些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为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建构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思想资源、经

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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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要务

1950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中央全会。毛

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要

务，补益和拓展了他“书面报告”关涉国民经济思想，共同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

发展，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先行探索，积累经验，奠定坚实经济基础。

毛泽东从来就重视国民经济发展。早在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明确

提出全党“要向着”新中国“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

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428 重要思想，彰显恢复生产建设、发展

国民经济的光辉思想。新中国伊始，毛泽东就警示全党，“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

已摆在我们面前。”[2]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就提出“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

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尤其省以上各级党委“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

工作”[3]59。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不仅成为全党的中心议题，而且在新中国社会形

成研讨经济建设、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良好氛围。因而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恢复

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议题提出来，是顺应党心民心之策。

1950 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新年，也是恢复国民经济开局之年。国民经济能不能恢

复，如何恢复和发展，我们党面临严峻考验。拿出恢复国民经济的显著成绩，不仅展示

我们党既能革命斗争亦能建设国家社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能力，而且以雄辩有力事实抨

击和挫败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企图以经济困死新中国的罪恶阴谋。新中国国民经济

快速向好发展，历史见证了新中国人民“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1439 的喜人形势。

开局年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这样

的时政形势，决定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和根本

要务，是切合党威国情民意的大事。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就是在这样的国情民意背

景下诞生的，强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他

指出：“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

翻整个地主阶级。”[3]73 这个论断的实际要义，一是在约占新中国总人口 80% 以上的广

大土地上进行土地改革，使恢复国民经济获得新中国总人口 80% 的广大人民群众支持

和参与，推翻旧中国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就具有了坚实经济基础和深厚群众

基础；二是新中国初期土地改革好坏优劣，反映和体现了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水平和程

度。土改工作越是全面铺开，越是深刻彻底，恢复国民经济就越具有更多有利条件，就

越利于营造经济建设健康运行的社会气候；三是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本

目的是推翻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把持土地资源的反动所有制，实现土地公有、“耕者有其

田”的民本经济思想。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农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景才能

实现，才会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农民阶级终年辛劳而生活苦难的悲惨命运，彻底颠覆旧中

国经济制度以及整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政权，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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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卓远地提出，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绝非轻轻松松、简单容易之事，仍

有许多困难条件、因素，试图一蹴而就很不现实，对此全党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

困难情况，也就构成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工作考量“不要四面出击”的

基本动因，必须讲究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推

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新中国经济建设坚实群众基础。毛泽东认为，全国范围的

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3]73-74

这就揭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难性群众性，全党必须严肃认真

对待，决“不要四面出击”，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克服，争取伟大胜利。

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概说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主题及根本要务，着重从

战略策略方针上深刻阐论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指

导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着重阐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战略策略方针，探索经验，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基础

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总是从长远全局战略视域思考问题，探索解决经济

社会问题的方策。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确立战略目标，制定方针策略原则，更

是他萦绕心怀的至高大事。他指出：建设新中国，“我们当前总的方针 , 就是肃清国民

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土

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扫清路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造转化消极因素，“把

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3]74 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必行战略方针，“不

要四面出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

事业，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泰民安的美好境界。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的重

要讲话，初衷就在此，“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党的

“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3]76 这三个“就是这样”，概说起来集中到一点，就

是“不要四面出击”，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共赴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的伟大事业，以发展强大的经济实力迎击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颠覆破

坏活动，捍卫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新生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设条件，探

索经验，奠定基础。

（二）实行社会经济改组的发展战略，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精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的基本原理。在新

中国社会时代条件下，我们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执政地位意味着什么，如何提高国计

民生水平，严峻挑战在何处，这些问题，毛泽东当然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和

思想认知自觉。因此，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全会即七届三中全会，就把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摆到重大战略策略方针上面来。他

认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策略方针，就要实行社会经济改组，合理调整工商业，推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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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深刻阐论了社会经济改组和调整工商业的

要义和原则性内容。关于社会经济改组，毛泽东指出：“这种改组是必要的”，是“革

命胜利”后的必然要求。虽然这种改组，“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造成民族

资本家、失业工人、旧知识分子和一切小手工业者“不满意我们”，尚未土改的农民要

上交公粮“也有意见”。正是这些“不满意”因素，促使我们党改进工作方法，深入推

进土地改革，全面调整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改善民生，变“不

满意”者为拥护者支持者。关于调整工商业，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的

基本方针、实施步骤和基本内容，一是工厂恢复开工，解决开工不足、工人失业问题。

工厂开工、工人上工，扭转经济萧条局势，稳定社会秩序，对工人、社会、国家，都大

有裨益；二是开仓赈粮救济失业人员。失业工人家庭生活无着落，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拿

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缓解失业工人生活困境。我们党的经济政

策着实温暖、感奋了失业工人，他们自然地“拥护我们”，并转化为建设新中国的实际

努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献策出力，焕发精神；三是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剿匪

反霸、土地改革”。彻底改变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广

大农村改写了历史，农民阶级改变了苦难命运，成为土地的主人，“分田分地真忙”；四

是发展手工业经济，“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手工业经济是重要

的经济类型，投资少，生产规模小，点多面广，经营机制灵活高效，生产加工产品丰富

多样，能够满足社会人们生活多样化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帮助手工业者，就会赢得他

们的信任和拥护，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五是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是新中国社会的构成元素，是

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社会成分，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

经济具有客观必要性。合理调整工商业，调节税收，改进生产设施和劳动条件，有利于

改善同工商业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调动他们助推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对

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快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六是教育和改造旧知识

分子，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指出：关于旧知识分子，“对

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是必要的、有益的，使他们在思想上认同党和人民政府，在感情

上接受党和人民政府，在行动上拥护支持党和人民政府，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知识

分子掌握新知识、科学技术、先进工艺，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

效益的重要群体。对于多才多艺、资深年老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

把他们养起来。”[3]74-75 营造善待知识分子的影响扩散效应，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

这些战略策略方针，构成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恢复国民经济思想的根本内容，深化

和进一步完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中心议题，推进新

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行稳致远，奠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实经济基础。

（三）推重团结“可能团结的人”的策略方针，弘扬伟大团结精神，为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着重阐论了大团结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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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有利条件。一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可能团结的人”。毛

泽东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致

力践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团结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建设新中国。做

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工作，实质上就是要做好团结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

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

结起来。”这是攸关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现实问

题。“这个道理”要在全党“讲明”说透彻。同时，以团结促发展的事实，证明我们党“团

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争取“这些人”

站“到我们这边来”，极“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有利于

改进国计民生。这是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这

个方针。二是推重团结少数民族的方针策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为

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是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贯彻落实我们党关于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方针政策的实体力量。我们党

和毛泽东一贯重视和关怀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他们物质利

益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团结他们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约

有 3000 万人，占国民总人口的 8% 左右，民族地区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大

物博，资源富集，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军。因此，毛泽东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

团结和帮助少数民族的具体措施，就是“必须谨慎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不

能急躁鲁莽，时机和“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否则会引发少数民族反感和敌对

势力乘机破坏，把事情办糟搞杂了。他强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要发挥少数民族

干部的作用，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这种

改革，实际上“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来推动 [3]75。我们党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得到了全国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为新中国国民

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四）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的策略原则，营造“缓和”稳健

的社会氛围，推进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的精要，就是根据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集

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

本好转，推进新中国建设，必须实施“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有所“缓

和”、有所“进攻”的基本策略原则。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来看，实施这一策略原则，有

四大要因，一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积累和创制的“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经验，对于

新中国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斗争面扩大了，四面出击，损害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

积极性；二是新中国伊始，我们党对国家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知识尚付阙如，经验不

足，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本领”和能力，帮助我们建设新中国，发展

经济文化事业；三是减少“斗争”对象，分化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以便“集中力

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反对和准确打击真正的反动派和敌对势力，推进新中国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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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四是治国理政，张驰有道，循序渐进，讲究策略，“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稳健有序发展奠定基础。这就是新中国建设、恢复国民经济的“战

略策略方针”政策、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3]75-76 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义。总之，“不

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太多”，精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分化瓦解中间派和敌对

势力，打击真正的顽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共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伟大事业，建设伟大的新中国，以生产发展、丰实的物质财富精神产

品，改善民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

定基础，探索积累经验，提供有益借鉴。

（五）从战略策略上补益和完善发展“书面报告”的国民经济思想，奠定《不要四

面出击》重要讲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是对他《为争取国家

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补益和完善发

展。这一点，《不要四面出击》的题注，已是解读得很清楚了。这样写道：“这是毛泽

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3]76

这个题注，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定义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性质，是讲

话形式的重要报告；二是明确指出《不要四面出击》是对“书面报告”的说明、补益和

完善发展，具有不可缺少的“解释性”意义；三是进一步解释阐发了“书面报告”尚未

明示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策略思想”。可以说，《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是

对“书面报告”关于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具体深化发展。从《不要四面出击》

整个文献内容和表达方式来看，也明确地彰显《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对“书面报告”

补益、完善发展的基本特征；从《不要四面出击》的行文动机来看，它起着对“书面报告”

恢复国民经济战略策略思想的说明、补益、深化发展的作用。总括起来，党的七届三中

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昭示毛泽东作为新中

国建设伟大领导人付出了艰苦探索努力和尽快改变战乱凋落经济面貌的迫切心情、时代

担当精神。毛泽东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中国的指导

纲领和伟大决策书，毋庸置疑地奠定了这两部经典著作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

三、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艰辛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推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创

造物质财富、精神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成就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基础

性事业，建树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卓著历史

贡献，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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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领导和指导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思想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和指导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伟大工作，到 1952 年底基

本结束，史称“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书面报告”和《不

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为推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

转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奋进方向，提供了战略策略方针指引和根本遵循。毛泽东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3]312，是有成就有贡

献的。一是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三年年均递增率为 21.1%；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旧中国最高水

平，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二是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经济结构改善，文

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国民收入增加，民生大为改善。1952 年同比 1949 年，全国

职工总数由 800 万人增加到 1600 多万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 70%，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公教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

由 140 元增加到 189.5 元，农民收入一般增长 30% 以上。三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

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都得到

发展。1952 年同比 1949 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含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

重由 34.7% 提高为 56%；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由 30%

提高为 41.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比重由 26.4% 提高为 35.5%，新中国恢复

国民经济取得伟大成就，新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瞩目于世的历

史性跃进。

（二）为创制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奠定了理论政策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基本结束，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和创制社会

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

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389 这就阐明了三年恢复国民经

济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历史逻辑和政策设计要因。1953 年 12 月，毛

泽东全面完整地阐论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科学内涵，指出：从新中

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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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

工作的灯塔”，并深刻揭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

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3]316 他这两个论断综合起来，一是

阐明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核心内容是“一化三改”；二是划定了过渡

时期的时限，是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七个年头，六年整；三

是揭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使社会主义所有

制成为新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四是考究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

线的内在逻辑关系，没有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作及其伟大贡献，就没有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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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历史阶段和取得“一化三改”的辉煌成就。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奠定

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坚实的思想理论底蕴和经济政策基础。

（三）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准备了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据

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来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实施国民经济“一五计划”，几

乎是同步进行的，国家建设任务内容、发展政策设计、实施时机等交织在一起。1951 年

12 月，毛泽东指出：恢复国民经济“准备工作”一结束，“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

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必须发展农

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3]207 这个论断，阐明了恢复国民经济与社会主义改造的

内在逻辑。1953 年 10 月，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就阐明了恢复国

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五计划”实施的历史逻辑关联，指出：“在国家经济恢

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

工业就建立起来了。”[3]312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就

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创造较好条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努力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

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根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建构社会主义所

有制基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稳步提高；处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改

善民生，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一五

计划”基本结束，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私有制已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公有制在新中国国民经济中占领主

导地位。1956 年同比 1952 年，国营经济由 19.1% 提升 32.2%，合作社经济由 1.5% 提

升为 53.4%，公私合营经济由 0.7% 提升为 7.3%，个体经济由 71.8% 降为 7.1%，公有

制经济总计达 92.9%，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了。

（四）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

辟了道路，提供了实践参照

毛泽东总结提出新中国伊始我国生产力落后，工业不发达，国民经济体系不齐全、经

济结构不完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样的国

情条件，决定了“我们的总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329 他

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

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3 年 8 月下旬，毛泽东修定《关于工业

发展问题》（初草稿）提出“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最前列。”[4] 这个论断，实质上阐明

了“三年”恢复国民经济与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在 1964 年 12 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 1975 年 1 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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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完整地阐论我国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内容，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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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

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到 1979 年，经过 30 年艰辛探索，“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

‘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我国

建立了冶金、机械制造、汽车、石油、煤炭、通讯、化学、电子、国防等门类比较齐全

的基础工业项目；铁路、交通运输、农田基本建设较快发展；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

种田；成功试验“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我国建构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实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独立，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努

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先行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实践参照，奠

定了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鉴戒意义。1979 年 3 月，邓小平高度

评价了毛泽东领导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及其辉煌成就，指出：

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

方面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

得过的进步。”[7] 历史的评价，如真如实如铁，科学深遂高昂。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

出击》的重要讲话，闪烁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思想光辉，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局面，建树卓著功勋，永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典籍里，气贯长虹，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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