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百年前，中国人民在痛苦磨难、山穷水尽之时，迎来并坚定地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辉煌发展和历史跨越，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民的选择何其正确。

如今，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人民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我们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继续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

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丰富的科学理论指导。

(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经济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
四个伟大成就

武 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

线，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四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经济发展是民族复兴的基

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工作主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百年党史，可以

更深刻地理解四个伟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国民经济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重压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多重盘剥压榨之下，不

仅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阻碍，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要推翻

“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彻底解放生产力。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自承担起领导民

主革命的重任。由于抓住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保

护民族工商业，顺应了生产力发展要求，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最终彻底推

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历史越发展就越能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性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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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两国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顶住压力，坚决统一了祖国大陆，废除了帝国主义

在华一切特权，使得中华民族可以真正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这在当时极为难得。纵观二战后

独立的各个国家，或因没能摆脱列强控制而无法独立发展，或因没能彻底消灭本国旧势力而发展处

处受制。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最彻底的民主革命，清除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

近代以来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切外国经济势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独立自主地发

展经济扫除了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足以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

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在工业化道路选择上，如何确定

“农、轻、重”的发展顺序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问题。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需要重工业发展

强大国防来保卫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需要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提供设备和原料。因此，中国共

产党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的特

点，中国当时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唯有举全国之力集中有限资源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而在新

民主主义制度下，分散的小农生产和个体私营经济显然无法胜任，这就需要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因此，原定 10 至 15 年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提前从 1953 年逐步开始，即将

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统一到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上来。到 1956

年，中国基本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万众一心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

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最终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等尖端国防突破，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能更深切地感受其伟大意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具备了内生发

展动力，既有能力学习和消化世界一切先进科技成果，又可以在极端条件下实现经济内循环，从而

掌握了自主发展和应对风险的主动权。同时，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强大的国有

经济，这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主导发展方向和稳定社会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足以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并在发展中

改善人民生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工业化奠基任务后，对于促进生产力更好更

快地发展已经难以发挥作用。如何在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前提下调动发展积极性，考验着社

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从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紧紧抓住“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工作，采取“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一方面，坚持改革

开放，勇于冲破思想和制度教条，大胆采取承包经营、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等一切有

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制度; 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

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确立了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

经济制度，最大限度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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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易。一方

面，中国共产党能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不放松，并且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能坚持扩大开放与融入世界，虚心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经验，同时又能在发展水平大幅落后的情

况下坚定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从而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

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守得云开见月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日益彰显，更加印证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与远见卓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伟

大成就，足以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均发生改变。国内方面，规模速度型

粗放增长走到了尽头，经济必须向着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这需要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和更大

气力的科技创新; 同时，传统发展模式积累下来的绝对贫困、产能过剩、债务风险、环境污染等问题

也亟待解决。国际方面，伴随产业升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关系由改革开放初期

的“互补为主”转变为“竞争为主”，这导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强。面对复杂严峻的

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作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战略判

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

能，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突破制约发展的科技和制度瓶颈，打赢脱贫攻坚、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并实现了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制度，推动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跨越的过程充满风险。产业升级、科技攻关、财

富分配、社会治理、外部冲击等一系列问题复杂交织，大多数国家的执政党都无力应对，致使国家陷

入徘徊状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执政党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强大能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为民族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

的精神力量。这一伟大成就足以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经

济基础。从经济角度深刻理解百年间的四个伟大成就，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

更加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更加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

( 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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