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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内在规定性及其启示∗

丁 帅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

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展现了工业化的社会主义规定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政治保障；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是现实根基。正以此为基础，新中国实

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嬗变，开启了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跨越。对此，我们应始终坚持

工业化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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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工

业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开始探索由

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更致力于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出了“重工业优

先发展”的战略构想。由于世界性的难题、特

殊的国情、实践的局限以及“左”倾思想干扰等

种种因素，探索过程中成功与挫折交织。1978
年底，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决策的

实施，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推

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相继以全新的世界眼光，审视时

代发展主题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

命的发展趋势，对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及中国与世界工业化发展关

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探索

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逐步探寻

到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双重任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探索过程中，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

1950—2019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年 均 增 长 约

8.7%，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约

为 14.1%，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

史飞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全

面小康的转变。我国人均收入由 1978年不足

200美元跃升为 2019年超过 1万美元。依照

2010年的国际标准，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由

1978年的 97.5%降至 2019年的 1.7%，2020年
将实现全国整体脱贫。①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

理论的指导下，新中国70多年工业发展取得了

伟大成就，以历史视野、世界眼光研究新中国

70多年工业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和主要成就，探

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在规定性，可以为建设

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发挥历史启示作用，为实

∗本文系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地项目“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SDSZJD202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帅，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1950年、1951年、1952年GDP数据，因此用《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2页、第23页国民收入数据代替

GDP，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2019，以及《2019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整理。其他数据根据《中国
贸易外经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整理。

--100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年第9期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奠定坚实的实

践和理论基础。

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演变历程和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

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即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初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的开创、走新型工业化以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型工业化的演变历程，新中国实现了从贫穷

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大国的嬗变，开启了向工

业强国迈进的历史跨越。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发展（1949—

1978）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致分为

三个小阶段。一是1949—1952年，根据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即

以工业化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以建

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二是 1953—
1957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工业化建设和制

度变革同时并举、现代化工业是实现四个现

代化首要任务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别于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反映了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体

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模

式转轨的鲜明特点。三是 1958—1978年，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

革开放前，我国建成了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工业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开始

走上了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和社会主义工业化

道路。1952—1978年，GDP增长了 3倍，人均

收入提高了 80%。经济结构被改变了。工业

占GDP的比重由 1949年的 19.5%增长到 1978
年的46.7%。[1](p.750)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开

创（1978—1997）

1978—1997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

化道路的开创时期，“纠正”当时结构失衡的工

业结构，使之均衡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的首要任务。在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走出一条中国

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工业化

道路模式发生了历史性转换，走向了市场化和

开放型的工业化道路，解决了经济全球化时代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世

界经济接轨的难题。到1997年，中国主要工业

制造设备技术达到国际水平的占30%，工业总

体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缩

短到 10—15年。 [2](p.42)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

贸易总额的比重到1997年达到86.9%，初级产

品比重则由50.4%降至13.1%。①

（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998—2012）

针对多年来粗放型发展的资源约束和环

境压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中国

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10年，中国制造业

增加值高达 1.92×1012美元，超越美国 1.79×
1012美元，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工业制

成品在出口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 1998年的

88.8%增至 2012年的 95.1%，中国已成为世界

工业品贸易大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

2011年中国互联网宽带用户超越美国，占世界

比重高达 26.2%。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从

2003年的 40.5%增至 52.6%，超过世界 52%的

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镇化滞后于工

业化的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

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

发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发展。[3]这是中国共产

党人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对

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为了避免我国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以实现共同富裕。②

（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2013

年—）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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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历史性的巨

大成就，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定了

坚实基础。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素质逐

步提高，人口红利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变，是工业发展质量的内生动力。 [4]2013—
2018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R＆D人员全时当

量由55.9万人/年增至85.2万人/年，R＆D经费

由 1734.4亿元增至 3559.1亿元，分别增长了

52.4%和1.1倍，科技创新已成为实现工业化的

决定性因素。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

著。2014—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和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11.2%和8.8%，

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 4.7个和 2.3个
百分点。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

1.6 倍，占世界比重为 27.1%，2018年增至

28.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建共享”理念

指导下，2014—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

口贸易年均增速达 6.1%，成为 25个沿线国家

最大贸易伙伴国。尤其是沿线国家在高铁、核

电、工程承包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短板，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为解决

制造业结构性矛盾提供有效途径。①

二、我国工业化道路的

社会主义规定性

新中国70多年工业化发展演变历程，充分

展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这

一内在规定性，保证了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层面

取得了巨大成就。笔者认为，我国工业化道路

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与

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

所有制结构探索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

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保障。通过国有化

改造，至 1957年，公有制经济在工业领域中的

占比超过七成。通过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建设，

我国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了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1958—1978年，

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

行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社

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也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引发周期

性的经济波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以来，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党的十五

大报告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

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这一制度规定被明确

写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

“两个毫不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

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

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

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经济力，有

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②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迁是符合中国经

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深化改革，我国创新推出“一带一路”倡议，

成立“亚投行”、加快自贸试验区试点，实行负面

清单管理等对外开放新的战略举措，党的十九

大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是对世

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重大突破。[3]

1978—201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4237亿
元增至 317109亿元，增长了 73.8倍，实现了由

工业弱国到工业大国的嬗变。工业国际竞争力

显著提高。1980—2018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

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49.7%增至94.6%，而初

级产品出口的占比由50.3%降为5.4%。③

（二）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2019年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2018）、世界银行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参见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html。
③根据《2019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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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5]新中国 70多年

工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是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由农业弱国到

工业大国再到工业强国的政治保障，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国工业化的

道路”的最初探索，到“大跃进”期间“以钢为

纲”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再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

路的开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

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每一关

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都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

世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

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略目标和战

略任务，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新路径。

第二，从中国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国情和经

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实际出发，选择协调发展的

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创新。新中国成立以

来，伴随着经济体制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社

会主义工业化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

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最后走向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均衡

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为实现均衡发

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

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

党人提出了“部分先富带后富”政策、“两个大

局”构想以及产业协调发展思想等，不断促进

工业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趋向均衡发展。世纪

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

略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揭开了市场经

济条件下均衡发展的帷幕。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提出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

和效率，解决工业结构性矛盾；深入实施区域

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

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等等，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正是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才使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经受住了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严峻考验。这反映了中国工业经济强大的

韧性，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所固有的经济

增长动力机制的强大，能够有效应对全球化背

景下的外部冲击。

（三）核心动力：科技创新与创新驱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

理论指导下，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经

历了技术引进起步探索、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

起步、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加速以及创新驱动

五个阶段，成为快速推动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

的核心驱动力。1949—1978年是技术进步起

步探索阶段。通过从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

技术引进、积累，我们国家初步建立了相对独

立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了工业现代化建

设。[6]1952—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8.2%，工业年均增长 11.4%，特别是以“两弹一

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尤其是国防领域取

得了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改革开放后技术加速发展

奠定了重要的能力基础。[7](p.137)1979—1991年是

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起步阶段。在邓小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

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思想指导下，我们国

家开始重视技术消化吸收，工业生产能力快速

提升。1979—1991年，以技术为主的合同金额

比重为20.3%，同新中国成立30年来成套设备

和关键设备合同金额占90%以上相比，有较大

改进。1992—2005年是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

的加速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加入WTO，
中国技术引进逐步从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

主转向以技术为主，技术进步快速发展，已经

初步具备研发设计能力。2005年，关键和成套

设备的合同金额占所有技术引进项目的比重

从 1979年的 97.7%降至 28%，技术许可和转

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的合同金额比重从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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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4%增至 58.3%。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2000
年到2005年为43.2%。①2006年至今是加速创

新驱动阶段，研发设计能力快速提升。随着建

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

确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

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企业原始创新能

力稳步提升。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从 2006年的 1630.2亿
元增至 12954.8亿元，年均增幅高达 12.9%；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与2004
年相比，增长了4.5倍。二是工业企业技术消化

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

引进外国技术经费支出比由2008年的0.26%增

至2017年的0.29%。[7](p.145)三是企业技术依存度

显著下降。2013年到2018年，中国高科技出口

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的年均增速为 25.4%，超

过美国17.7%、世界17.3%的水平。②目前，我国

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的差距不断缩

小，在个别领域已经成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

跑者”“领跑者”的角色转变，为中国由工业大国

向工业强国转变增添了新动力。

（四）现实根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化大生

产理论指导下，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

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逐步形成了在国民经

济发展中占主体地位的国有工业体系，推进了

国家工业化进程。1949—1957年，中国全部工

业总产值由 1949年的 140亿元增加到 1957年
的 704亿元，年均增长 22.4%，国有企业、集体

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从1949年的26.3%、0.5%和73.2%变为

1957年的53.8%、19%和27.2%，公有制经济在

工业领域中的占比超过七成。1958—1978年，

在高度集中的所有制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呈现

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国有工业企业是

绝对的中坚力量，产值占比均在 77%以上，个

别年份甚至高达90%。1949—1978年，国有工

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不足 30%增

至近80%，说明新中国成立30年来国有经济在

工业化中占绝对主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79—1996年，国有企业

进行了以放权让利和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国

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77.6%降至 36.3%。1997年以来，党的十五大

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提出国有经济战略性

改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经

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1998—2017年，国有

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49.6%
降至19.8%。经过70年尤其是40余年的改革，

国有企业已经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独木支撑”物，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下的现代企业转变。[8]在这一转变历程中，

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并未减弱国有工业企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仅意味着国有

制实现形式的转变，转变后有助于增强国有经

济的控制力和运行效率。2018年，世界《财富》

杂志 500强榜单中，中国（含港澳台）上榜企业

的80%是国有企业，[9](p.14)这些国有企业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顶梁柱”。

而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实质是“大私有化”，

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服务。③

三、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

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之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但也有不足之处，深刻

总结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经验，能够为最终

①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2018年版）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整理。
③相关数据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2017年版）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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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是实现社会

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学术界，少数人长期以来一直追捧

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西方工业化理论，以至

于用西方工业化理论来研判中国社会主义工

业化道路的合理性与正确性，甚至全盘否定中

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

的成就，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导向。新中国成

立的前30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理论，与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贫穷落后的中国国

情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逐步从新民主主义工

业化道路、转变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道路，整体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

步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

下，中国工业化由片面发展重工业模式转到了

产业协调发展模式，走向市场化和开放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道路。21世纪以来，针对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

源压力，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

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

化”以及“技术压制”等巨大挑战以及中国经济

结构性矛盾凸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

化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70余年，在马克思主义工业化

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历史

性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一大

国，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正

迈向工业强国的历史跨越，完成了西方发达国

家二三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以“资本

功利性”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理论，

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服务，只代表一小撮垄断

资产阶级的利益。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就不断经历周期性经济危机，如1929—1933年
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96年爆发的

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

融危机。近年来，随着金融短期化、杠杆化和

经济过度虚拟化，西方国家金融风险越来越

大，“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断暴发。在

西方工业化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工业化进

程不断被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断。经济危机对

资本主义工业化最致命的打击是大量企业倒

闭、大规模民众失业。以“资本利益”为导向

的工业化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发

展的实际，更不能成为指导中国工业化的指

导思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常常

呈现出先“去工业化”、后“再工业化”的基本

特征，例如拉美国家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

产业结构早熟，经济发展失去产业支撑，最终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

化的前提条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发生了

巨大变革，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创新促进了中国

从农业弱国到工业大国、并迈向工业强国的飞

跃，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完成，中国随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

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加快转变。

中国工业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为社会主义工

业化创造必要的社会制度条件以及物质基础。

1958—1978年，依靠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经

济体制，整合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维

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效益大于经济

效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优越性。

1978—2001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推进中国工业化建设，

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把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理论的层面，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

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进入21世纪，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面改革和全方

位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化的融合发

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嵌入全球价值链、产业

链，对外贸易额的增长以及外商投资的上升推

动了我国工业结构的快速升级。高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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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2002年的 9%上

升到 2011年的 10.5%。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阶段，面临国际竞争的“双重挤压”和国

内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挑战”，必须依靠制度创

新，构建全面开放型工业化战略，培育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巨大动

力机制，跨越阻碍高质量发展的各种“沟坎

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

面向新时代，通过工业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

产权制度改革，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三）自主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现代

化的核心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工业发展取得了令

人骄傲的成就，建立了全球唯一、门类齐全的

工业生产体系，而工业技术自主创新、自主发

展是完整工业化体系的核心支撑。回顾过去

70多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的辉煌历程，中国从

最初几乎全部依赖国外技术支援到依靠归国

科学家和自力更生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创

新体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引进到本土企

业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在市场应用过程中

不断形成再创新能力，再到自主创新战略驱动

下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形成，中国逐渐形成了

内生、自主的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新中国成

立的前30年，在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严峻的国际

政治格局下，1949—1978年，我国开始了“独立

自主”导向的工业创新体系建设的艰苦探索，

通过技术引进、积累和自主研发，无论是技术

能力还是创新体系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

突破，建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

开放后，我们更大范围地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形成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良性

循环，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1978—2012
年，我们工业持续保持 10%以上的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部分工

业的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行业，部分行业

技术领先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以互联网、大数

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为

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提升增添了新动

力。然而，目前我国关键材料的 32%仍为空

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
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

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

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

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约95%制造

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10](p.613)这说明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任务依然艰巨。面向新时代，中国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面临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

业加速变革、国内工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逆全

球化”的新挑战，亟待以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

目标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坚持创新在工业现

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人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

工业化道路模式，其基本内涵包括既要重工

业，又要人民；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农业就是工业等三个方面。这

就体现了工业化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目

标的辩证统一，从指导思想上正确解决了中国

工业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同时

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方针，这就意

味着调动一切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

动全国工业化高速发展。1978年，中国人均国

民收入 385元，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

工资比1957年增加7元，全国8亿农民中，尚有

3亿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0元；全国居民平均

消费水平为184元，仅比1957年增加76元；②改
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的恩格尔系数始

终在55%以上，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更高

达 65%以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处于温饱阶

段，住房和生活设施落后，而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则普遍处于贫困阶段，中国整体仍未摆脱贫

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改变贫穷落

①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相关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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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貌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顶梁柱”，它的发展壮大带动我国

跨越了“贫困陷阱”：由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

不到200美元的贫困国家，到2019年人均收入

首次超过 1万美元，中国上升为上中等收入国

家。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到整体小

康再到全面小康的跨越。中国城乡居民的恩

格尔系数由 1978年的 57.5%、67.7%分别降低

至 2019年的 27.6%和 30%。农村贫困发生率

从 2012 年末的 10.2% 下降到 2019 年末的

0.6%，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

国农村平均水平。联合国将一个国家平均家

庭恩格尔系数为 20%—30%，划分为居民生活

水平富足的标准，说明目前中国已经达到富足

状态。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功

实践，中国人均收入在 1978年至 2019年间以

每年 8.4%的速度增长，超过了其他任何亚洲

国家，大大快于欧美国家每年 1.7%的增长速

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 5.6倍。1978—2019
年，中国人均GDP占世界的份额从 5%上升到

74%，它在世界GDP中的份额由 1.1%上升到

13.6%，①这使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以人

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农村扶贫开

发创造了中国贫困人口成功脱贫的历史奇迹，

实现了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如期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制度、理

论成为全国人民共识，中国得到世界称赞的根

本原因。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1](p.40)社会主义在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

快、更好，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本质要

求，也是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担负

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时代重任。生

活质量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质量表征，是提

高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020年，

我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

全面小康，基本具备了向生活质量进军的条

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到 2035年，我国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

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实现生活质量现代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

业化建设中坚持“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

要体现，我们应始终坚持，动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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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sation, President Xi Jin-ping’s assertion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a“community of life”embodies profou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that
transcend the debate between nature-centr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confirms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Unlike capitalism, socialism aims at the emancipation of
all mankind. Therefore, only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take up the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t the moment, we should
alway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thought. In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we always believe that capitalism is bound to end and that socialism is bound to triumph! (Liu Ya-
lan and Bu Xiang-ji)
How Is the““Beauty of Labour””Possible: Its Contemporary Value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Aesthetic Thought: SMarx revealed the secrets of
beauty through productive labour and explaine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and beauty, namely beauty comes from productive
labour, and the latter can also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former. On this basis, Marx criticis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of private ownership for
weakening the aesthetic capacity of workers, resulting in the paradox of alienated labour and beauty. At present, although there are chronologic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ra in which Marx lived, Marx’s idea of the“beauty of labour”still
has historical penetrating power and realistic interpretative strength.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beauty of labour, eliminate all kinds of
wrong comments that denigrate labour, restore labour to its ow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nd enable workers to realis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rocess of value creation.(Xiang Ya-fa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Critique of Bourgeois Ideology：：Marx,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the premises of ideology, fully revealed the instrumental and hypocritical nature of bourgeois ideology and finally came to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at capitalism was bound to perish. The present world is still capitalist-dominated, and the bourgeois ideology is the general
source of contemporary global chaos, whose attempts to infiltrate, penetrate and subvert socialist countries remain unchange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critique of the bourgeois ideology lies in enabling us to maint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complex and severe
nature of the struggle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to realise the“Two Consolidations”in the struggle, and to grasp through comparis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its system will
be manifested, and the“Four Confidence”will be firmly established.(Liu Yan-ning and Chen Zhi-qiang)
From““On Coalition Government””t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that Unite

the Xiangshan Spirit：：President Xi Jin-ping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requiring that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CPC be buil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character, ideological methods, value
orientation and willful style, so as to form the 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CPC, namely staying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inspiring future
generations, and moves forward in unity. Today, by re-reading Mao Ze-dong’s articles“On Coalition Government”and“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we aim to find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Xiangshan Spirit from its formation, and to learn
how to identify the direction, clarify tasks, set goals and introduce correct policies at this historical juncture, so as to profoundly reveal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pirit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rty’s democratic founding in Xiangshan period into
the ideological power and wisdom source of state governance in a new era.(Liang Yi)
The Politics of Trust: On a Survey of Mobile Medical Service in the PRC by the People’’s Daily：：The formation of a cohesive sense of trust
in a political community is a key step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a country. As we reviewed the eventful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mobile medical service provided timely relief to areas in shortage of medical care, potentially connected people’s emotions and percep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especi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nsolidated the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in the state and the collective. The
backdrop of the system lies in the credibility and direct support of the CPC and the country, oriented to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socialism. In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with serving the peopl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can be better explored, only whe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people is clearly defined and when there is sympathy and empathy for the people.(Hu Tian-jiao)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hina’’s 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industrialisation theory, the CPC has successfully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a path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 demonstrating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industrialisation: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the new China has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a poor and backward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industrial power
and begun the historical leap towards an industrialized na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constant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the road to
industrialisation, uphold Marxist theory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continually promot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ling to the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realise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Ding Shuai)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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