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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28 届年会冶 综述

蒋永穆摇 朱摇 莉

2018 年 4 月 21—22 日,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和四川大学共同主办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讨会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28 届年会冶 在四川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社会科

学院、 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 吉林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和四川

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四川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教授出席并致欢迎辞,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

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

程恩富教授认为, 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科学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及其理论, 原则性地阐

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及其理论, 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境界,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在

马克思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过程中应做到 “五个高度重视冶, 即高度重视科技引领的生产力

法则、 高度重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高度重视社会基本分配制度、 高度重视社会基本调节制度、 高度

重视经济全球化与开放性经济。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是指导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重要指引, 还将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教授认为,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市场拜物教, 片面夸大资本

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是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崇拜,
其实质是人与物关系的颠倒。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 指出现

代市场、 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 并从十个方面分析了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缺陷。 在任何时候, 坚持公

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砥柱作用, 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要坚决清除新自由主义所散布

的对市场的神化和崇拜的迷雾, 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恢复和树立人在市场上的真正权威, 切实做到

“以人为本冶。
国防大学曹雷教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 “货币职能危机论冶 视角, 分析了目前我国面临的诸多金

融风险问题。 他认为我国金融风险防控对策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分配制度改革、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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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区别对待过剩产能的基础上, 有

针对性地防控债务、 泡沫和外汇风险。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夏副研究员从哲学与经济学对发展的内涵与动力来源进行阐释

的基础上, 对 “新发展理念冶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进行了深入解析。 如在论及 “开放冶 发

展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中指出, 比较优势理论早已不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 提出新时代应坚持 “自主

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冶。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朱方明教授认为, 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但又不仅

仅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 也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进步以及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改

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 是中

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要求

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人与自然的关系, 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
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二、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上海对外贸易大学王朝科教授认为, 发展规律 (原理) 论、 发展道路论、 发展战略论和发展政

策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结构,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的当代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

作为实践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经济始终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障。
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继瑞教授认为, 优等的自然条件有利于活劳动创造更多价值, 绿水青山作

为优等资源和优等土地的组成部分,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能够带来相比一般土地更多的超额

利润和级差收益。 因此,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生态环境越好, 越能够使相关产品更具竞争力,
获得的收益也势必更高。 习近平总书记的 “绿水青山论冶 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为民研究员认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是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化学说。 在历史维度上, 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理论的拓展, 是从中国经济新的事实材料中总结出的科学结论, 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集中

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内涵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两者

作用、 重视民生建设、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认为, 习近平关于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论述, 要求

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思维方式———经济问题, 政治看待; 政治问题, 经济解决。
审视国企问题, 要站在国企作为我党的重要的政治基础的高度; 审视农地流转和集体经济问题, 要

站在夯实工农联盟的高度。 党的领导是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

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认为, 为适应强起来的伟大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相应地就必

须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同时也就必须构建作为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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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构建我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前, 首先应

该明确五个基本前提, 在此基础上阐释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协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开放是经济发展、 强国的必由之路, 共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绿色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 在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西南大学祝志勇教授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为: 在基本立场

上, 它代表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即以人民为中心; 在研究对象上, 它根据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 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 建立解放、 发展、 保护生产力和 “推
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冶 的经济学说; 在基本任务上, 它为了增强替代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
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蒋和胜教授认为, 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就是通过协调平衡、 全面充分的发展, 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四、 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认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需要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 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全面改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要把社会生产

逐步转变到新的科技基础之上; 准确认识各行业在经济与社会中地位作用, 正确发挥生产与流通及

其他社会服务的功能; 加强国家监管, 端正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 继续加强农业这个基础, 杜

绝粮食危机萌芽; 按照健康、 绿色的消费需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建昆副教授认为,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运行特征

的动态有机系统。 从纵向看, 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是以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

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 其中, 经济体系的竞争力是以创新力为基础的。 从横向看, 我国现代化经济

体系包括产业体系、 市场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 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绿色发展体系、 开放体系、 资

源配置体系和产权体系等不同层面的核心子系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应从这些子系统的内在结

构性特点出发进行系统推进。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傅尔基研究员认为, 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为主体、

“农村房地产冶 社会租赁为主途的具有特色优势的综合化产业开发、 商业化市场经营、 生态化环境

治理和田园化社区建设的一个可供选择的乡村振兴战略途径, 具有多产业、 多业态、 多功能、 多主

体和多收入 “五大综合体冶 特征, 必须制定立足新发展理念指导的田园综合体建设方略。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王今朝教授认为,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必

须与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联系起来。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可迷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还有待充实, 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命题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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