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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探索阶段的理论创新、

政策践行及绩效分析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理论层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是这一时期深化改革
的思想前提，“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其全局引领，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则是在这一全局引领下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的理论拓展。在践行层面，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思为
指导的“六个体系、一个体制”的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是这一时期深
化改革的关键性政策践行。这些政策践行是理论创新的现实体现，同时又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提供了实践源泉，两者之间动态互动，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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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30多年的“增长奇迹”。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诸多
问题如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失衡、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
大等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局部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也愈
发凸显，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下
行通道，意味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反而逐步成为我国经济
发展的制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转变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2012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显著转变。2013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中首次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且提出了“当前改
革 进 入 攻 坚 期 、 深 水 区 ， 必 须 坚 持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思 想 ； 2014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首 次 提 出 经 济
“新常态”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
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我们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建

收稿日期：2019-05-15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18JZD003）。
作者简介：王

琳（1989—），女，吉林通化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

冯

璐（1987—），女，辽宁抚顺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

皎（1991—），女，山东烟台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42

2019年第4期

设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政策的提出，反映出我国政府对深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判断。
与此同时，理论界也对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全面深化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理
论探讨，一个基本共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亟需并正在进入深化探索时期。
部分学者从现实层面出发，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约束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
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如任保平和李梦欣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支
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体制转轨红利和对外开放红利逐渐消失，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
①

力增强，而且需求与供给结构不适应，亟需构建起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刘伟强调，新常态
下经济失衡出现新特点，表现为潜在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其根本性原因是结构性
②

矛盾。依靠传统改革方式是行不通的，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结构升级。 王一鸣则认为
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日益减弱，需要促进新一轮动力
转换，围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③

还有部分学者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出发，根据新常态、新时代的提出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地位的改变，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2012年以后正式进入全面深化探索阶段。如任保平和段
雨晨指出经济“新常态”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探索期，进一步深化改革能够给中国带
④

来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崔友平强调，从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其中党的“十
八大”的召开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当前改革进入攻坚
⑤

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刘元春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
济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任务表明改革已经步入新时代，需要调整改革思路，用新思
⑥

想指导全面深化改革。 逄锦聚则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由基础性作用变成决定性作用，对
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⑦

可见，无论从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还是从理论界的学术讨论，都可以得
出，从2012年开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深化探索期，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更
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文旨在聚焦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转为深化探索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理论创新、政策践行和绩效分析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分
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期在思想和理论维度上的演变和创新轨迹；其次，考察这一
理论创新在政策践行方面的体现，注重剖析理论和践行之间的互动逻辑；最后，对我国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现实绩效进行考察和评析，以期对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深化探索过程进行立体性刻画，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二、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理论创新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要应对和解
决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就必须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新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
①任保平、李梦欣：《中国经济新阶段质量型增长的动力转换难点与破解思路》，《 经济纵横》2016年第9期。
②刘伟：《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理世界》2016年第7期。
③王一鸣：《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管理世界》2017年第2期。
④任保平、段雨晨：《关于经济新常态研究的评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
⑤崔友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特点及全面深化——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与管理评论》2018年第6期。
⑥刘元春：《新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框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⑦逄锦聚：《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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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进行新的思考，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我国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探索的思想和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一现实需求下逐步展开的。

（一）思想前提：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
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通道，从过去持续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
①

②

这一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形成了“周期性下降论” “结构性减速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③

论” 等不同观点。但随着这一探讨的不断深化，理论界逐步形成了一定共识，即中国经济增速
放缓并不是偶然或周期波动现象，而是蕴含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 考 察 时 首 次 明 确 提 出 中 国 经 济“ 新 常 态”的 概 念 ， 其 后 更 在 多 个 场 合 提 到 这 一 新 理 念 ， 经 济
“新常态”的内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清晰，其本质在于提质增效，其指向在于国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其特点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等。
基于这一基本内涵，理论界进一步围绕“新常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进行了多维度
④

的深化探讨，认为经济“新常态”是客观经济运行（国内生产成本增加、世界经济低迷等 ）和政
策主动调整叠加的结果，其中包含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
⑤

⑥

积极内容， 政府应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自主创新等 。
不难发现，2012年以来我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均是以对经济“新常
态”的基本认识为出发点的，这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前提。

（二）全局引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要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理念上的变革必须先行，对此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必须摒弃单纯的高速增长发展观，转为追求可持续、高质量的新发
⑦

展观。 中国经济“新常态”蕴含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内在结构亟待升级、发展理念亟待转
变的客观要求。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客观要求的积极回应。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并在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强调“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
“新发展理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一个基本共识是，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
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创新发展关乎动力，协调发展关乎平衡，绿色发展关乎
人与自然，开放发展关乎内外联动，共享发展则关乎公平正义，五个维度体现出战略性、可操
⑧

作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纷纷强调，“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回应了中国今后
⑨

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 对于引领“新常态”下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⑩

①陈乐一、粟壬波：《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5期。.
②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③刘伟：《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④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中国银行业》2014年第9期。
⑤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⑥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⑦徐琤、权衡：《经济新常态：大国经济赶超型增长的新经验与新理论》，《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⑧王丽娟：《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溯源》，《探索》2017年第5期。
⑨洪银兴：《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⑩王立胜：《新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齐鲁学刊》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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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集成的有机整体，其不仅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是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结合的条件下，进一步走向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创新；而且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思想主线与
全局引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均围绕这一理念而逐步展开。

（三）内部拓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
“新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改革思想主线，其决定着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构思，即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彻到我国经
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20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中则进一步明确了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目标、内容和重点，且强调了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而是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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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体系、经
济体制等多个维度，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
构成的有机整体”。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构想的提出，也激发了理论界对其科学内涵、理论意义以及具
体路径等诸多方面的深化探讨。部分学者提炼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包括以新发展理
①

②

念为指导， 以实体经济体为基础和主体， 以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现代化国家治理
③

体系为主要内容 等多个维度。部分学者聚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
④

⑤

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拓展性分析。 还有部分学者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⑥

⑦

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 系统化经济学说 等方面阐明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意义。
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践行提供了系统和科学的理
论框架，是“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领域贯彻实施的战略布局和思想拓展。

（四）外部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一国的发展已经无法与
全球发展割裂开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始终主张国
家之间的零和博弈，使得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平等不断加剧、全球治理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在
这一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
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多个场合时均强调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于2018年3月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目光聚焦全球发展而提出
的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关系新思路。这一倡议也引发了理论界对其理论内涵与时代意义的广泛
⑧

讨论和深入剖析。大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 儒
①张占斌、孙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12期。
②何玉长、刘泉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在实体经济现代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洪银兴：《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和功能研究》，《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
④马一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是构建新时代技术创新体系》，《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⑤杨伟民：《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事报告》（党
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第2期。
⑥李程骅：《以新发展理念统领改革发展新实践》，《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⑦顾海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⑧高惠珠、赵建芬：《“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拓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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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家文化中所追求的“君子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思想 、国际主义精神 等不同思想的当代延续
与拓展；这一理念蕴含着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和新的国际合作共赢模式，不仅是对过去“对
外开放”思想的一种突破和升华，也是对马克思国际经济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更是聚焦全
人类前途命运所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和理念的
提出，不仅是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推动我国走向更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保障，是“新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延伸。
综上，2012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取得了多个维度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对经
济“新常态”的基本认识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前提，“新发展理念”
的提出是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主线与全局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想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倡议则是在这一全局引领下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的理论拓展与延伸。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思想演变，正是沿着这一思想前提、全局引领、内部与外部两个方向
这一轨迹和脉络展开，这些新思想不仅对于回答“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我
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如何实现”等重要问题有着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为我国深化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现实实践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政策践行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不断深化的基础上，2012年以来一系列推动深化改革的政
策也逐步出台，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深化发展的直接动力。基于这一时期我国改革
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演变脉络，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阐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政
策践行。

（一）聚焦“六个体系、一个体制”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践行
基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改革思想，我国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方略，并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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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
制七个维度展开了具体践行。
在产业体系方面，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为目标引导，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实践。一方
面，我国从2015年开始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并聚焦产业、区域、要素投入、收
入分配等六个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要素实现最优配置，进而实现质量与数量并重的经
济增长；另一方面，我国推动实施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世界前沿技术为目标，不断
加强我国的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以推动实现我国在原创性成果方面的突破。

③

在市场体系方面，以“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为发展目标，我国进行了诸多改革与探索。一方
面，为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我国进行了清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健全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等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为推动市场的统一开放，我国通过在国际经
济合作中挖掘和激发竞争新优势继而不断增强我国市场活力，并通过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经济交流，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发展。
在收入分配体系方面，我国基于“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核心目标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改革
实践。一方面，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深化改革，并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以实现收入分配体系朝着公平与效率同时兼顾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实施了提高
①彭大成：《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湘论坛》2018年第2期。
②龚群：《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正义维度》，《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
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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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调整等具体措施，
推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现代化收入分配体系。
在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方面，我国以“彰显优势、协调联动”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逐步建立起了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建设为带动，以西部、东
①

北、中部、东部为基础，区域联动、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新形态。 与此同时，在协调城乡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我国推动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对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进
行巩固和完善、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推动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②

在绿色发展体系方面，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我国推出了成体系的改革措施。在
制度层面，通过推动落实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形成激励
③

与约束双管理机制、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等具体举措，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治理体
系；在技术层面，则通过强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
力度、激发高校绿色技术创新活力等核心措施，以推动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在全面开放体系方面，基于“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基本目标，我国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
革实践。为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局面，我国进一步加快实施了“自由贸易区战略”，并通过
④

拓展对外贸易、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扩大服务业开放、保护外商权益 等
具体政策，努力推动形成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与此同时，我国也
十分关注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问题，并通过完善立法、健全监管体系等措施对此进行了
规避。
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也进行了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目标的诸多
改革措施。一方面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
持等具体措施，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市场
⑤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改革举措， 以更好发挥
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两方面改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建设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
经济体制。
以上“六个体系、一个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在“新发展
理念”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探索。七个
方面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我国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迈进。

（二）以“一带一路”为路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践行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现实实践过程，为中国同世界交往
提供了新的契机。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并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在与“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进行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不
①《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2019年2月26日。
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11日。
④《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的若干意见》，201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2019年1月29日，http://www.npc.gov.cn/npc/
xinwen/2019-01/29/content_2071221.htm。
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
见》，2015年10月19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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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成就了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发展的
机遇，同时也带给了世界人民发展的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对沿线国家的大型基础
设施建设不仅帮助了当地的发展，同时也变成了国与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纽带。
中国“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自2013年实施以来，参与的国家不断增加，合
作区域逐渐扩大、经济关系逐步深化。同时，在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过程中，实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在“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新疆、重庆、陕西、甘肃等13个
省份与东南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最终融合，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从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个省份，联通欧亚非三大陆，进
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并形成海上、陆地的封闭环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的联通。
从2014年6月，与科威特签订《谅解备忘录》开始，我国先与哈萨克斯坦、马尔代夫等发展中国家
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在与更多经济带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韩国、波
兰等发达国家也依次与我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在与世界各国进行合作的同时，2015年11月，
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方案全部出台，意味着我国进入“一带
一路”的全面合作时期。随着国内外地区间合作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开始从战略实施
向合作深入方向转移。
在与各国开展合作共赢的过程中，通过高层引领推动、制定签署合作框架、推动沿线国家
项目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发挥国际峰会等平台作用，我国最大程度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并在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各国间更深层的
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利用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优势，
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分享给世界，建立更加平等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以实现世
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以上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践行，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思想的现实表现，
与此同时，政策践行又为思想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源泉，两者之间有着动态
的互动关系。思想如果没有政策实践的依据，便成了空想；政策实践如果没有思想和理论为指
导，便成了盲目。正是两者之间动态的互动联系，使得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理论协同
升级、不断深化。

四、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的绩效分析
2012年以来，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和理论上有了诸多突破，且在新思想的指导下
进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改革思想与改革实践的相互促进、协同升级，使得我国
在经济结构、城乡区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均取得
了显著的现实绩效。
第一，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在协调发展理念的指
引下，我国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方面均有显著进展，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在创新发展的理念指引下，我国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果不断增加，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不断提高，高铁、航天装备、通信技术等均获得国际化发展和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新能源等领域产业的竞争力增加。
从供给侧结构改革来看，我国去产能主要针对钢铁、煤炭等传统过剩行业，通过对僵尸企
业关停并转，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2012年以后，我国水泥、生钢、钢材、平板玻璃
等主要行业从过去产量一直上升转变为相对不变或者下降趋势。去库存则主要聚焦房地产行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48

2019年第4期

业，从图2对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16年提出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后这一数
据逐渐下降，但下降速度缓慢，这意味着房地产去库存仍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取得明显成
果。去杠杆主要是降低政府、企业、个人的负债率，减少宏观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2016年
以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上升趋势不断减缓且逐步转为下降趋势，去杠杆成效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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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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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到。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期，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也发生显著变化，第二、三
产 业 对 GDP的 贡 献 率 相 对 较 高 ， 第 三 产 业 对 GDP的 贡 献 率 从 2010年 开 始 呈 上 升 趋 势 ， 并 在
2013年后超过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如图3所示）。这表明我国经济逐步向服务型经济社会
迈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始终偏低，这意味
着在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促使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仍是重要任务之一。
第二，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城乡区域发展不断协调。在协调和共享发展理
念的指导下，我国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一方面，在精准扶
贫、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实施进程中，农村粮食产量增加，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有
8 000万农村人口转变成城镇居民；另一方面，从区域发展进程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西北地区产业得到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效缓解了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问
题，并推动了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互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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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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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对2001–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整理，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城乡居
民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但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2009年开始超过城镇居民，
并一直持续到2018年。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存在着较大的增长潜能和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呈现
出逐步缩小的趋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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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到。

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GDP增长率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我国区域之间虽然仍存在较明显的
增长差距，但从2007年之后直至2017年，中部和西部的GDP增长率均超过东部（如图5所示），且
这一现象越来越明显。这表明我国中西部的经济潜能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激发，东中西部之间
的差距正在向更加合理、更加协调的范围和状态演变。
第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在共享发展理念
的指引下，自2012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群众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朝均等化方向发展。教育方面，
近几年随着对教育事业的改革，我国不断推动教育起点公平，加强中西部农村的义务教育工
作；就业方面，我国的就业状况得到改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年均超过1 300万人，农村剩余劳
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公共服务方面，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显著加大。
图6展示了2008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2010年开始
这一支出的增长趋势更加明显，这体现出我国对民生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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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整理得到。
17 000
16 000
15 000
14 000
13 000
12 000
11 000
10 000
9 000
年
2017

8 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图6

2008−2017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

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整理得到。

图7整理了1999–2017年我国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就业人数整体呈现稳步上升
的趋势，其中城镇就业人数增加趋势更为明显，农村就业人数则有所减少，这体现出了我国城
镇化进程加快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图8则展示了1994–2017年我国社会保险和城
镇医疗保险基金的收入状况，容易看出，这两类保险均呈上升态势，尤其2012年以后这一增速
万元

进一步加快，反映我国社会保障力度的逐渐加大。
100 000

就业人员（万人）

城镇就业人员（万人）

乡村就业人员（万人）

80 000
60 000
40 000
20 000
年

图7

1999−2017年我国就业人数

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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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整理得到。

第四，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显著。绿色发展理念，是
在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更高层次。在绿色
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并基本形成。一方面，通过大力倡导资
源节约和新能源使用，我国能源资源消耗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在更大力度的环境治理及监
管下，我国工业“三废”排放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从图9可以看出，2012年以来，我国工业废水、
废气、固体废弃物三者的排放量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或增长放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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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库整理得到。

第五，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我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方面发挥了显著
作用。在开放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下，我国不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
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形
成新型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获得不少成效。从数据来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不断
加大对沿线国家的资助并主要以基础建设投资为主，2015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量达
到189.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与相关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926.4亿美元，新
①

增合同3 987份，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的44.1% 。2016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总 额 为 9 535.9亿 美 元 ， 约 占 我 国 与 全 球 贸 易 额 的 1/4。 2017年 ， 我 国 与 沿 线 国 家 贸 易 总 额 增 至
②

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 。
①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
②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大数据中心：《“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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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自2012年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探索期以来，我国经济在诸多领域均取得了显
著绩效和提升，这些成效是我国改革创新思想与政策践行之间有机结合、有效互动的产物，这
不仅是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唯物史观基本逻辑
的现实体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
一，更是进一步应对当前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A Study on the Deepening Exploration Stage of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Lin, Feng Lu, Li Jiao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Summary: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practice. From the re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entered the deepening exploration period since 2012，and it is urgent to change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to a higher qualit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thought trajectory，polic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the
deepening exploration stage since 2012.
At the thought level，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has achieved the multidimens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2012. Among them，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New Normal” is the era background and the thought premise of China’s
deepening market economic reform. The proposal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its main
line of thoughts and overall guidance of China’s deepening market economic reform，while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initiation of“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the thought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respectively in internal direction and
external direction. The thought trajectory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s
deepening exploration is developing along this thought premise，the overall guidance，and the
thought expansion in internal direction and external direction. These new ideas not only have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in answering important questions such as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we want and how to achieve it”，“what kind of world we want and how to achieve
it”，but also provide an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 to deepen the practical practice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At the level of practices，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form thinking since 2012，the
key policy practices for deepening reform in this period can be elaborated from two sides：on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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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ix systems，one organization”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se policy practices are the real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ought
evolution，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 practical source for though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promotes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has made remarkable realistic achievement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development，people’s living standa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the deepening exploration period of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in 2012，the
organic combination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reform thoughts and policy
practices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embodiment of the basic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s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social consciousness，social consciousness counteracts social
existence”，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xperiences of China’s success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urther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seve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matur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reform of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olicy practice;
reali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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