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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判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意义重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脉络进行梳理，厘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
盾的转变过程及内在逻辑，在当下显得尤为必要。现阶段我国人民的需要整体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
多层级交叉共存的态势，“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成为阻碍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制约因素。
文章通过剖析和解读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生成轨迹，以及“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的演变来
揭示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并针对矛盾的化解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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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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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1981年以来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改变，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深刻揭示了我
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和新变化。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面对
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从理论上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逻辑，对
于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深化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明晰
新时代“新矛盾——新问题——新任务”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找准现阶段和下一步的发展方
向和工作的着力点，探寻化解矛盾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脉络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共同推动了事物的
发展。在影响社会发展的众多矛盾中，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次要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主要
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围绕着
主要矛盾来确定工作的中心和重点。社会主要矛盾是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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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对它的认识和判断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
此外，社会主要矛盾会随着国际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发生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转变过程。如今，站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逻辑
脉络，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探寻化解矛盾的现实路径显得
尤为必要。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大众
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
务以巩固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1952年底，随着人民政权的基本巩固
和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
和政治上都已居于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占有很大比重。经济政治形势的转变促使国
内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从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
务、途径和步骤，其实质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1956年 ， 随 着 对 农 业 、 手 工 业 和 资 本 主 义 工 商 业 生 产 资 料 私 有 制 的 社 会 主 义 改 造 基 本 完
成，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因此，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
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
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
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要解决
这一矛盾需要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水平，因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在
如今看来，这是符合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但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
八大二次会议上，阶级矛盾和道路斗争被认为依然是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认识被不断
发展并被系统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很快取代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
决策。后来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认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背离了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影响了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贯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
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也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其进行了新的判
断和概括，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基本延续了八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
认识，但相比八大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了主要矛盾统
辖的时间起点，时段上涵盖了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论断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破除了阻碍发展的思想和体制禁锢，为改革开放初期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促进了国民经
济的加速恢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方面发展迅速。经济总量目前稳居世界第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
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居世界前列，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到2020年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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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
了新的时代动力。我国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特征发生的深刻转变，也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
“新陈代谢”，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得到化解并退居次要地位，新的更突出的矛盾开始显现
并上升为主要矛盾。因此，在对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征进行深刻研判之后，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7年的“7.26”讲话中提出，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把
①

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为制定党和国家下一步
的重大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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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战略判断为新时代我国谋划和推动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不以人的主观选择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由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把握好矛盾转化的临界点，准确、及时
地对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既不能超前或者滞后，也不能脱离实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渐进
式的历史过程，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建设”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中央对主
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是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当下社会
主要矛盾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大对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变化彰显了我们党能与时俱进，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善于抓住并把握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
题的理论与实践品格。

（二）正确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是在矛盾中前进的，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发展是对
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在事物运动发展的现实过程中，矛盾的同一性或斗争性都无法孤立地存在
和发挥作用，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方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十九大报告作出主要矛盾转化的
论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落后的社会
生产”问题已基本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取而代之成为当下更突出的问题。另一方
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在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之后，不再满足于一
般数量意义上的物质文化，而是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在政治、社会、生
态建设方面也有了更高的期望。整体而言，在范围上更加广泛，层次上日趋升级。
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对矛盾当中，“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矛盾的解决起决定作用，也是当前我们要着力解决的
突出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我们当前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也是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内在动力。这对矛盾的同一性体现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
渗透、相互促进，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当中，将共同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矛盾的斗争性体现为在矛盾的量变过程中，也即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更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且在矛盾的
发展和展开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矛盾对立面的差异由隐性变为显性，解决矛盾的
必要性和可能性也由此产生，这为推动事物的质变和飞跃进行了量的准备。在认识层面上，这
一规律要求我们在矛盾的对立中把握其同一性，在矛盾的同一中把握其对立性，只有这样才能
正确认识矛盾的运动规律，推动矛盾的解决。在具体实践中，要求我们把握矛盾内涵的可变性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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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推动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人
民的需要是动态变化的，对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的期望值会随着经济、社会等的不断发展进步
而“水涨船高”。因此，我们要着力推动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和生态的全方位合力发展来推动“不平衡不充分”转向“更平衡更充分”，逐渐化解制约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桎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指明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的同时，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并未改变，这要求我们要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
学分析和对最大国情的认识有机统一起来，把握好矛盾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把
握主要矛盾变化的同时，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立足当前国情和
实际，根据十九大提出的要求，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三、 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内涵的演化
“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它指的是人们在拥有某些生活必需品之后，经过
深思熟虑会选择的生活方式。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
对它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从纵向历时性的维度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趋于高质量和高层级；从横向共时性的维度来看，不同的社会主
体对于美好生活也有着内容各异的理解和阐释。

（一）新时代人民需要层次的升级趋向和现实特征
需要和生产是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把人类的需要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和生产
的历史发展中去进行考察，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从生产生存资料到生产享受资料再到生产
发展资料，依次对应满足的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这三个阶段是不断进步和提高
①

的过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 ，认为人类的本性表现为一系列不同
层次的需求，同时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层次呈现出复杂性。他将人类的多种需要划分为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
需要属于低层次需要。后来马斯洛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扩展和阐释，在自我实现的需要
之前增加了求知需要和美的需要。他认为上述七类需要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从低
级的生理性需要向高级的社会性需要发展。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需要视为最高层次的需要，认
为这一需要极少能够得到满足，这一点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也具有一定
的内在一致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巨大，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的需要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
级共存的特点和态势。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需求是
人的第一需求，只有在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能向精神、文化、社会、尊重等高
层次需求发展。在主要矛盾的表述中，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中也可窥见
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
马斯洛认为，人的不同层级的需要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整体系统，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
和重叠，但次序并不固定。整体而言，它是从低层级到高层级、从外在满足到内在满足的转化。
①[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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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主要受尚未满足的需要驱使，驱动着主体不断地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但高层次的需要
得到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并不会消失，只是对行为的推动作用和影响程度会大大降低。新中
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当时人民的需要主要表
现为基本的温饱需要和安全需要，这二者同属于低层次的生存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
进，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国际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人民脱离了缺衣少食
的贫困状态，在基础性的生存需要解决之后，人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需要的满足，需求
也出现了多样化的态势。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成为当时
党和政府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现实课题。对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
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新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小康，这表明人民的物
质文化需要已经在较高的程度上得到了满足。随着社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进而开始追求
更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求变化的一
般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分析，整体上也同我国的发展实际相吻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新时代。在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的需要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现阶段人民的
需要整体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层级交叉共存的态势。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
益广泛，开始同时追求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呈现出多层级需要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同
一层次的需要中，不同的社会成员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如何提高发展的质
量和总量来满足不同消费者不同层级的需求，成为了新时代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又一个重大
现实课题。

（二）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分析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开篇
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十九大报
告中十四次提及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这是对人民需求的关切和回应，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人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的内涵也不断趋于丰富，正在由基
础性的物质需要向政治、文化等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拓展。综合来看，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应
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生存需要得到更高质量的满足。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文明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发展
的成果能最大程度地为人民共享。社会生产能满足人民的多层级消费需要，分配领域更加公
正，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扩大，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获得感显著增强。除基本的温饱之外，人民能
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生存需要进一步得到保障和满足。安全方面，保持社会运行和谐稳
定，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当前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基本解决，社会公
众和个体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第二，社会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这是一种更高层次
的需要和价值取向，和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程度、社会保障和社会财富分
配水平等方面息息相关。从物质层面上看，表现为人民对于教育、医疗、收入、居住条件、就业
和生态环境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需求能进一步得到满足，生活上更有质量。从政治和精神层面上
看，体现在政治文明进一步得到发展，人民能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公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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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作为价值尺度和制度规范得到维护和推进，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第三，尊重的需要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尊重包括内部尊重（自尊）和外部尊重（他尊）两个
方面，属于精神层面更高层次的需要。在外部尊重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
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内部尊
重上，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营造和提供和谐的外部环境和积极的氛围，促进人和外部环
境的良性互动，提升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尊感。具体而言，主要是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的满足。
第四，求知的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教育是求知的主渠道，教育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之一，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我们应当努力的目标。总体上看，当
前我国教育在规模和普及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基本上满足了人民大众“有学上”的需
要，正在朝着“上好学”的目标迈进。更好的教育意味着要优化当前的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推
进教育资源的供给侧改革，提升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推进教
育公平，缩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只有创造了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更
高层次的求知需要，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更好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还要着力构
建终身教育体系，办好继续教育，建设学习大国和学习型社会，使国民素质得到大力提升。
第五，美的需要得到较高程度的满足。人都有审美的需要，会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丑向美转
化。新时代人民群众最切身的美的需要就是对优美的生态环境的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也是提升人民生活质
量的重要增长点。绿色发展理念下要将保护环境纳入我们的生活，大力改善环境质量，满足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只有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才能基本达成，
只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民的美好生活才能真正实现。
第六，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这是指个人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是最高
层次的需要，被视为人格发展的理想境界，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马克思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人类解放的最高价值追求，而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必须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把握好人的全面发展和
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内在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自我实现的社会目标，人的自我实现是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此外，人的发展还包括人的创造潜能
的充分发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潜能，
这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互相促进，互为因果。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新时代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从其理论依据上
看，这六个方面在层次结构和内在关联上基本与马斯洛对于人的需要的层级结构分析相吻合，
也和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相统一。从其实现逻辑上看，其与党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相一致，也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方向相协调。这要求我
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
本方略，全方位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四、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生成轨迹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从其内涵上分析，这一
矛盾是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与当前的有效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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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约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
间的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解
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反映了我国多年来经济和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进步，也反映了当前发展面临的内在要求和阶段性目标。在这一矛盾
中，“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与现实特征，也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
盾的关键。当前，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形成原因和现实
表现有正确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科学认识和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中找到化解矛盾
的关键与抓手。

（一）发展“不平衡”的成因及现实表现
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匹配、不和谐的关系。不平衡是人类社
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我国发展不平
衡是自然环境、历史、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探索过程中，所秉承的发展理念也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发生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由
于我国过去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几近停滞的状态，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都处于低水平，人民
生活普遍比较贫困。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并强调发展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而且强调快速发展，因
此发展的速度和数量成为当时经济增长的首要目标。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他提出让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的人和地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
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逐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但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非均衡发展的弊端也逐步显现，由于一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
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增长时又往往片面追求数量、速度而忽视
质量、效益，使得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化”
结构的矛盾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差距扩大，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
染”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结构内部
的比例关系失调，人民内部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等，这给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
来了严峻挑战。为此，党中央紧紧抓住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
题，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出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①

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来应
对生产关系领域出现的公平问题。2014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客观准确地看到我国经
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
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由此作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阐释了新常态的
特征和带来的趋势性变化，强调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将共享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和

①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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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宿，强调通过共享发展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进而到现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的转变是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伴生的
不平衡不协调等突出问题的调适性回应，彰显了党对我国国情的理性把握和对经济发展规律
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要遵循的科学方法论。
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城乡、结构和分配上的不平衡。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已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在区域、城乡、分配上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发
展的结构上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区域上的不平衡体现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
展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地区间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拥有财富的水平等指标上差距
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体现为城乡居民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和政府公共投入上差距
较大。此外，在同一区域和城乡内部的发展上也存在不平衡，尤其是教育、文化、基础建设等在
城乡间、区域间的覆盖上不平衡的现象突出。结构上的不平衡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这五个方面的建设还不够协调，其中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成就斐然，文化、政治、社会三方面
的建设正在逐步推进，但和经济发展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更是亟须补齐的
短板。此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方面在内部发展结构上也存在不平衡，“二八
定律”现象普遍存在。分配不平衡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平衡，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
的现象，也是一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要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需要构建公平
公正的分配格局。目前在这一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地区、行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主要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平衡导致的收入格局失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明显，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之城市和发达地区相距甚远；地区之间不平衡，东部发达地
区、特大城市的收入较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较低等。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才能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二）发展“不充分”的成因及现实表现
“充分”常用来形容程度或者限度，表示足够、不缺乏，“不充分”则表明不足、不能满足需
要。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为发展质量和发展总量上的不充分。这里的“不充分”应
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当前在发展的规模和总量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物质基础上有了相当
的积累，经济增长基数增大了；二是发展的总量和质量还不够充分。表现在发展的总量和位居
首位的美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更大；发展所能提供的供给量还不充
足，不能满足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规模体量增大的同时，发展的质量
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3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一是经济
发展实现了大跨越，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外汇储备已跃居
世界第一。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之1978年增加约200倍，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以上，经济总量
占世界的份额由1.8%提高到14.84%，稳居世界第二位。二是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协
调性和可持续性趋于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区域协调性不断增强。城
镇化水平大幅提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7.35%。三是供给能力大提高，工农业产
品产量跃升到世界前列，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商品和服务实现了由短缺到丰富的巨大转变。四
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大发展，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发展迅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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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支撑条件显著改善。五是对外经济大飞跃，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拓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六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改
善，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8 62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
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20年将实现全面小康。七是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大进步，教育、科技、公
共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由相对滞后开始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转变。另一方
面，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质量提升成为发展的难点和焦点。随着近年来我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受经济总量基数增大、国家调控、生产要素状况改变、产业结构变化和环境
约束力加剧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和挑
战。国际方面，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新兴经
济体下行压力加大；国内方面，当前短期面临的“四降一升”是“三期叠加”导致的突出问题，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展质量不高或者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导致的。同样，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发
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也与当前的发展质
量不高是分不开的。这要求我们转变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
升。
当前发展的“不充分”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方方面面。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上“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等红利收窄，经济增速渐趋下行；发展质量
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振；对外开放水平还不够高；环境污染问题
突出；国民素质和社会的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艰
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新情况和新挑战；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等等。以上问题
都和发展的“不充分”密切相关，需要通过提高发展质量以及进一步提升发展总量来解决。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是交织叠加在一起的，不平衡着重体现在发
展的总体结构上，不充分更多体现在发展的“质量”和“总量”上，其中“不平衡”的表述在前，表
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为突出和关键，只有解决好不平衡的问题，才能实现更充分的发展。马
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要
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但同时要更加注重全面和协
调发展，通过各方面的系统发展形成合力来推动矛盾的解决。

五、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路径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需求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
要求。发展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与新矛盾，最终要靠深
化改革和继续发展来解决。要化解当前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从矛盾
的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提升发展和供给的质量
和效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发展中科学把握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时代内涵和动态特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
多层级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抓住主要矛盾的关键，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各方面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愈发突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已难以为继，因此
首先必须转变发展理念。要抓住“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的关键，坚持“创新、协调、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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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靠厚植发展优势来破解当前的发展难题。
第一，坚持创新发展，将其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要不断推进各方面的创新，
破解创新不足这一制约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要着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的经济增
长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构建产业新体系，推动“中国制造2025”，培育一批战略
性产业；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加大定向调控力度；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
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和提高政府效能并举，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第二，坚持协调发展，将其贯穿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着力实现整体、系统和辩证发展，推动平衡发展
结构的形成；要重点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协调
融合发展，促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提升，增强我国发展的整体性和增长韧性，解决发展
不平衡问题。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绿色低
碳经济，促进我国的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创新和绿色并重的新模式转变；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发展；推进绿色惠民，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打造绿色
生命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培育发展新优势。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要顺应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培
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用高水平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使创新发展获得新的动能；进
一步提高我国在制度和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
际社会树立我国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好形象。
第五，坚持共享发展，建设公正社会。要把共享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共同富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重点解决发展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使人
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能够等比例增长，同时也要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人民福祉；要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比例，消除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形成健康的“橄榄型”社会格局，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推进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

（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为广泛和复杂，不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基础性需要，还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多层级的需要。这要求我们认清和适应新形势下的
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坚持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
格局，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逐步缓解并最终化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
矛盾。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夯实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一是继续推动供给
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我国经济由“增长优势”到“发展优势”的
转化。二是要加大鼓励和扶持创新的力度，建立完善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建设创新型国
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
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五是要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市场化改革，创新资源配置方式，要重视消费和投资的重要
性。六是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和依托，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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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个体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机会环境。一是要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要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三是要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四是要全面
坚持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同时加大普法力度。五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政府、
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六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要坚定文化自信，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一是要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
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提升全社会文明程
度。三是要契合人民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四是要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传统文化保护和中国文化通识教育。五是要推
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中国文化的国际输出，扩大和提高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第四，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致力于民生改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一是要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三是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完善分配制
度，坚持居民收入和经济等比例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四是要完善医疗体系，完善人民医保政策，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医疗负担，避免因病致
贫，实现医疗资源均等化。五是要继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引入公众和社会力量，实施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战略，提高人民安全感。六是要加大住房保障，加强对非市场力量房价波动
的控制，避免恶性炒房，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人民住房需求。
第五，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一是加大宣传和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其更加深入人心。二是发展绿
色金融，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绿色产业。三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四是要加强生态保护，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施严格的
环境保护制度，对违规、违法企业或个人进行严惩。五是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使其成为每个人的“标配”和内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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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and Solution Path of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Yang Xiaoyong, Wang Wenjuan
( School of Marxism，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

Summary: In the new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s a
historical chang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which i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profoundly reveals the new features，new connotations and new
changes of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being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 solution to the new contradictions has become a new task，
and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t present，the people’s needs in China show the trend of complexity，diversification
and multi-level cross coexistence，and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principal factor hindering the achievement of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herefore，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reorgan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and clarif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which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e conflict，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present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to further discriminate inner logical associations of “new contradictions-new
problems-new tasks” in the new age，identify the focal point at this stage and the next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work，and explore the real path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anatomy and unscrambling trial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and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good life”，we reveal 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Then based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conflicts and movement rules，we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real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we are supposed to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wo aspects in the new era.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optimize the economic structure，vigor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and supply，and make eff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time
connotation of “good life”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promo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in one”，and better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people in many aspects
and at multi levels. In practice，we should focus on promoting the change in contradictory for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turn “imbalance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to “more balanced and
more adequate development” through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social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ull range of efforts，gradually resolve barriers to people’s increasing
“good life needs”，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new era;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 solu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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