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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经济界人士热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是在
把握世界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和我国经济
发展新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创新性
理论结晶。”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综合
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在接受经济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杨长湧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的背景下提出的，无经验可循无案例
可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重大创新，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
发展。“其中一些论断，如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凸显了理
论自信。”杨长湧说。

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
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随
着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
真理。

杨长湧表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不少新思想新要求，成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
容。比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强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

“破”“立”“降”上下功夫。这既保持了
去产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增加了

“立”新动能的主动性，同时针对全球正
在兴起的营商环境竞争突出了“降”成本
的重要性。

“再比如，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任务中，强调要在开放的范围
和层次上进一步拓展，更要在开放的
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进
一步拓展。”杨长湧认为，“更要”的
提法，是对开放发展理念的丰富与深
化，直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
机 制 ， 具 有 鲜 明 的 问 题 意 识 和 实 践
导向。

杨长湧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兼具科学性、时代
性和人民性，不仅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也将为
世界经济繁荣发展和人类经济理论贡献
中国智慧。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
——访国家发改委外经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

本报记者 顾 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发各界热烈反响。经济界专家学者表

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问题导
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此，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济
思想本身就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炼出
的有针对性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李佐
军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
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
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
展的必然要求。

李佐军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
例如，针对城乡区域发展和不同群体收
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教育、医
疗、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等问
题，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之中；针对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问
题，提出要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
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等。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指导
2018 年经济工作，而且也将对未来几年
经济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李佐军表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组成要素不可或
缺，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全面
把握，深入贯彻，系统推进，必须长期坚
持、不断丰富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发展战略
——访国研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
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
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
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在
灵魂。”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
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
晶，将成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
指导思想，也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不断丰
富发展。

会议指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
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
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
工作的主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就是供给
和需求的不平衡。”王军表示，作为调控宏

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
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
理则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
增长动力，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把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是
我国宏观调控的重大创新和伟大实践。

王军认为，经过努力，以“三去一降一
补”五大任务为抓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说，工业企
业的产能利用率有了较大改善，企业利润
和上游原材料价格有了明显提升，许多制
度性的成本明显降低。

“应该说，我们解决了许多短期的突出
问题，但一些与供给侧有关的深层次改革
才刚刚破题，比如要素市场、土地、户籍等
改革。”王军表示，未来五年，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将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刚刚闭幕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
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这一新的部署，意味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并进一步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开准药方把脉经济发展大局
——访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本报记者 熊 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经济改革发展成果经验的梳理，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
论成果，也是当前和未来指导我国经
济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长期坚持，
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对此陈文玲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反映了世界经济发
展的共同规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突出了问题导向，比如说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一种问题
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也体现了问题导向，解
决这些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按照问题导
向部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要义。”
陈文玲说。

陈文玲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还体现出底线思维。比
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体现出

“稳”这一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显现了“为人民”这一主线；坚
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出
了“引领”这一主线。坚守底线思维，使
我国的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劳动力
素质不断提升，国民收入也逐渐从中低收
入迈向高收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比如说，商事制度改革近年来就取
得了巨大成绩，证照合一不断取得突破，
有些省份甚至实现了‘三十五证合一’，
政府简政放权逐步深化，这是非常了不起
的成绩。”陈文玲说。

此外，陈文玲还表示，中国的和平
崛起，也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比
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很
多国家不断加入进来，就是全球共享的
机会。

立足实际不断解决发展难题
——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

本报记者 郭存举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
持战略定力、坚定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
印向前迈进。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
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这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论
述内容之一，“稳”和“进”是辩证统一
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更要把握好
工作节奏和力度。

潘建成认为，把握稳中求进，首先
应知道“稳”指什么，“进”指什么。

“稳”主要是指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在当
前经济形势下，首先要看与民生最密切
的就业和物价是否平稳，其次再看经济
发展是否平稳。“进”主要是看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是否有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是否有力。

稳中求进是一个基本的辩证关系。潘
建成表示，保证经济基本平稳，是为

“进”奠定基础。只有“稳”，社会才能稳
定，民心才能稳定，大家才有信心，才有
基础继续前进。“进”则是为了未来长期

的平稳。从长远看，如果不“进”，“稳”
也是暂时的。只有持续的“进”，经济发
展的效率、动力和质量才能提升，经济运
行才能更加平稳，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
抗风险能力才会持续增强。

“但是，也不能过度追求‘稳’。”潘
建成说，过度追求经济增速，也会阻碍

“进”的进程。稳妥把握稳中求进，关键
是把握好度，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
精准性。

此外，潘建成提出，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点还要
推动高质量增长。他认为，高速增长主要
是指经济数量的增长、经济总体的增长，
是单一指标概念。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
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客观要求。

“具体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形
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建立完善的高
质量标准体系和考核体系，还需要一系列
政策配套，诸多因素相互配合、互相促
进，才能将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落实在实践
中。”潘建成说。

“稳”和“进”是辩证统一关系
——访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

本报记者 孟 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胡家勇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全
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
的最新发展，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客观规律。

胡家勇认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
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最重大的理论贡献
是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命题。例如，在经
济发展的性质和目的上，提出了“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贯穿到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的判
断，从而为我们把握新规律、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遵循；适应我
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新变化，提出了完善

宏观调控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原则，把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等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踏上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科学指
南。”胡家勇说。

他表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
方向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中蕴含的一条重要原
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巨
大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基于中国国
情的科学运用。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
其他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社会主
义生产目的，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制度保证。”胡家
勇说。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家勇

本报记者 郭子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