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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根本保障

武 力

【摘 要】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

实践之一，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的智慧

和方案。 本文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的性质、衡量标准和历史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目

标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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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是决定当

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

以具有蓬勃生命力， 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

会主义。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

革开放， 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

开放。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

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

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 ”［1］改

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1978 年以来，

中国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才调动了国内各种积极因

素、优化了资源配置，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实现了高速发展。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中国就没有

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但是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的发

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

没有解决，例如发展方式转变还没有完成，共同富

裕还没有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国际

环境复杂多变。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

推进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效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 对前 30 年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

67· ·



济、文化、社会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的

历史，也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充分利

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受当时国际环境

和国内资金匮乏的约束， 为了国家安全和尽快突

破“贫困陷阱”，中国向苏联学习，采取了社会主义

工业化战略， 并很快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单一公

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保证了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

是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不利

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

资源，也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因

此，当国际形势缓和、国家安全问题解决、独立工

业体系基本建立后， 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

衡和高积累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矛

盾就突出出来，特别是“文革”10 年动乱带来的破

坏，又扩大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这些

都导致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

反思和进行改革开放的愿望。 正如邓小平在 1977

年 12 月尖锐地指出那样：“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

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 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

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2］

因此，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

别是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

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1978 年

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 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

力。而 1978 年春天开展的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

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则为 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做了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一再强调

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 1980 年 4 月

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

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表

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

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 人民收入是否增

加。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3］随着改革开放的成

效日益增加并且各个阶层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

者，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 改革开放

从局部走向全面，到 1987 年中共十三大上，则形

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则进

一步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建设“小康社会”的三步走战

略，在国内方面，加快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在国际，则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 中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走上了令世界称奇羡慕的快车道。

到 2000 年 ， 中 国 提 前 实 现 了 人 均 收 入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小康社会目标。 但是在实现这

个目标的过程中，1997 年中国首次出现了 “买方

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

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个阶段

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完整地表述

了邓小平理论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

这个阶段，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东

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

大，内需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三农”问题突

出。因此中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阶段。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

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

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特别是实行了 “工业反哺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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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政策，取消了实行了两千多

年的农业税， 这是中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重

大标志。 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又从“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转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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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扩大对外开放来保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抓住

供给侧改革这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打好防范

金融风险、整体脱贫和治理环境三大攻坚战，确保

到 2020 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基本实

现工业化。 2017 年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了中国特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

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将

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将“摸着石头过河”

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统一， 始终坚

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过四十年年均接近 9%的经

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 1978 年的 3679 亿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122 亿元； 中国人民已经

告别了贫困， 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

200 美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8800 多美元，进入世

界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

经 由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的 17.9%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58.5%， 已经由一个传统乡村居民为主的国家转

变为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

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已

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数量;1978 年中国经济总量

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 年以来持续稳居世界第

二，2017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排在第三至第五位

国家经济总量之合，最近 10 年来，中国每年对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三分之一， 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中

国首倡和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改变着

世界经济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人均资源匮

乏的条件下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也

因此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赞叹。毫无疑问，上述成就

的取得应归功于改革开放。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

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说：“回顾改革

开放以来的历程， 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

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

推进的，就是在改革试点向推广拓展、从局部向全

局推进中不断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

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

二、改革开放的性质、标准和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最

深刻、也是最伟大的变革，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的最成

功实践。但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

性质、目的和检验得失的标准是什么，对领导改革

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明确的。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和检验标准

第一， 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1978 年开启改革开

放，就是以此为目的的。 1992 年初，因国内“北京

风波”、治理整顿和国际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

69· ·



国的改革开放在认识上出现迷茫时，邓小平在“南

方谈话” 中明确提出了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应

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后，三个“有利

于” 标准就成为检验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制度、 理论以及各项政策的根本标

准。

第二， 改革开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

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国家治理

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

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

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

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5］

第三， 改革开放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 而不是照搬和模仿其

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简单

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

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

为了继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还

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 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

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

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5］

第四，改革与开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正

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四十年来，以开

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才成就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和新

时代。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三十几

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

的，发展不起来。 ”［6］“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

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7］改革

开放以来， 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目前石油的对外

依存度接近 70%；就国防来说，以第三代战机为代

表的航空装备发展、 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代表的

海军装备发展，都离不开对外开放和技术引进。 ［8］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

中说的那样：40 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

抱世界，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打开国门搞建

设， 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

转折。

第五，对外开放的目的、开放程度和得失的检

验标准依然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

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中国的发展

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随着国际形势的经济全

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格局的形成，以及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旧

的规则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

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

大的国家， 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开始承担起推动世

界经济发展、实现公平和合作共赢、建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责任。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丰

富的历史经验

这些经验，概括地说，关键在于领导改革开放

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处理好了以下重大关

系：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好坚持马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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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

关系， 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理好坚持改

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使得中国的

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

第三，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处理好发展

与改革、稳定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和

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处理好加强党的建

设、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关系，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

理体系现代化。

第五，实现全面发展，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 但是绝不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和商品化，更需要

提倡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第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前无古人的

创新型伟大事业，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

“顶层设计”， 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鼓励大胆探索

创新、反对满足形状和停滞不前，上下齐心协力，

共同探索、及时总结经验，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又

一条基本经验。

第七，统筹全局、审时度势、稳步前进，处理好

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

放，是一场深刻急剧的社会变革，工业化、市场化、

城市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加上发展的

不平衡，使得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错

综复杂，处理方法和步骤也必须因时、因地、因事、

因人制宜，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胶柱鼓瑟。

第八，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

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政府层级多，注意处理好中央

与地方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实

现了“统而不死、放而不乱”，全国一盘棋。

第九， 在实行与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按要素分配条件下，注意处理好“先富”与

“共同富裕”的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缩小收入差

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第十， 注意处理好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的关

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和平发展、互

利共赢。

三、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依然要靠改

革开放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从 2017 年到 2049 年中国

发展的宏伟蓝图，起到了指引未来中国走向、凝心

聚力的巨大作用。而要实现奋斗目标，关键是走好

当下的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从而为实现 2035 年目标乃至 2049

年目标奠定基础。

当前， 中国正处于新旧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

瓶颈期。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我们依靠快速工业化

和粗放型增长不断对全社会进行普惠式的帕累托

改进， 从而使矛盾在尚未根除的情况下能够得到

不断缓解。而当下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型，新

的道路尚未打通， 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走上高质

量的快车道，不仅旧有问题尾随而至，而且新问题

也扑面而来， 国际经验也表明， 当工业化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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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均收入在 5000 至 10000 美元之间时，也是

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因此，党的十

八大以来，经济、社会、生态、价值观、国家治理等

方面呈现出矛盾集中的态势， 使得我国在进入新

时代后确实面临着完成产业升级、社会转型、恢复

生态、共同富裕，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

挑战。一方面，国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产业

结构升级、缩小贫富差距、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

合理界定党政关系、 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权

力、生态环境恢复、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消除

权力寻租腐败、实现祖国统一等传统任务，都还没

有彻底完成；另一方面，经济脱实向虚、金融风险

加剧、生育率下降、产业工人老龄化、互联网时代

舆情引导、美国遏制中国等新问题又不期而至。新

老问题复杂交织，彼此强化，日益突出和紧迫地摆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要求我们去解决。

相比之下，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同时，我们党在新的条件和环境下，确实存在

着明显的本领恐慌问题：不仅在经济领域，传统的

发展模式和刺激手段已经再难奏效，而且在政治、

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其他领域，也都存在着老办法

“不灵光”的问题。 拖延多年的老问题亟待破解以

及应接不暇的新问题都需要我们掌握新本领。 此

外，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当资本主导市

场、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作用的环境中，如何保

证广大党员干部既不主动“寻租”、也不被资本“俘

获”，即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

决的问题，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 因此，能否适应

复杂情况、锤炼真实本领、解决新老问题，关乎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实现， 更关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为此，我们党有一系列

问题需要解决，有大量困难需要克服。

第一，要在体制机制上解决如何驾驭资本，必

须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多种

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 就市场主体而

言，主要存在着三种资本，及国有资本、私营资本

和境外资本，就企业而言，还存在着混合所有制企

业（包括上市公司）。在这种条件下，党和政府如何

驾驭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最重大

的问题之一，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

借鉴，需要改革和探索。例如：国有企业如何做大、

做强、做优，真正发挥其公有制经济的作用？ 就目

前来看，还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从外部

看，企业与政府、社会、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从内

部看，党委与董事会、经理层关系、企业与职工关

系， 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都还需要

改革、创新和完善。 又如：对于现在数量两千多万

家、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均超过 60%、城镇

就业超过 80%、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 90%的民

营企业［9］，如何驾驭，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

用，改造和消除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在党的

领导和政府规制方面，还没有完全解决，不仅是政

府的“放、管、服”职能和体制机制需要改革完善，

更主要的是市场监管还很不完善，最近出现的“疫

苗” 事件就充分说明了政府监管体制机制存在很

大缺陷。又如：目前不仅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外资企

业和外资控股、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随着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甚至我们的金融企业也会

取消对外资占股比例的控制，对于经验丰富、资本

规模庞大的外国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 我们在管

理能力和体制机制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创新空

间。 此外，随着我国在海外投资不断增加，特别是

“一带一路”带来的国内大量企业“走出去”，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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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有效监管和保护这些企业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 都是最近这

几年遇到的新事物， 原有的体制机制必须要适应

这种新问题而改革发展。

总之，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把双刃

剑，资本也具有两面性，党和政府必须建立其能够

趋利避害、驾驭资本的体制机制，保证在发挥其积

极作用的同时，不被其左右，从而使经济和社会发

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二，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城乡一体化。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69 年，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是中国从落后的传统农业文

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最快的时期，工业化、市场化、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不仅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化率已

经从 1978 年的 17.9%上升到目前的 58.8%。 但是

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

差距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城乡收入差距

从 1978 年的 2.57：1 经历了缩小、扩大、再缩小的

过程，到 2017 年依然为 2.71：1。 附加了社会福利

和公共服务的户籍制度依然需要改革， 目前城市

化率虽然达到了 58.5%， 但是按照户籍统计则不

到 40%。 可以说，按照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央制定

的“乡村振兴”规划设想的到 2035 年实现农业现

代化、完全解决“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体制机

制还需要改革。

第三，充分实现两个“利用”，引领建设人类命

运共同体，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中国占世界人口的

五分之一， 又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中国应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新

中国几代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今天，中国从

来没有如此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舞台

的中心。 但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

国的人均 GDP 还不到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四分

之一， 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不可能再支撑中国按照

过去的发展方式持续下去了，因此，中国必须充分

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

合作共赢来实现现代化。就国际环境来看，随着中

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中国经济结构在世

界产业链的地位，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

国 的 供 给 侧 改 革 和 2025 年 工 业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2035 年目标即反映了这个趋势：中国正从过去的

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因此中国出口产品

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从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

国家， 加上中国经济规模庞大、 具有产业门类齐

全、人力资本雄厚和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优势，

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

从而在客观上引起了发达国家的不安， 加上新一

轮工业革命的来临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不确定性增加， 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所面临

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因此改革国内不适应经济

全球化和两个“利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势在必行。 正如习近平 2014 年 2 月接受

俄罗斯索契电视台采访时所说：“1978 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至今已

经 35 年多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

还要继续前进。 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

目标。 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

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认为，中国要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从根本

上还要靠改革开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

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0］

第四，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体制机制

改革和创新。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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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是党、政府和人民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

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表现。但是应该看到，在多种

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下， 在市场经济

体制下，必然会存在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这

种差距会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 “马

太效应”而呈现扩大的趋势，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在《21 世纪资本论》中用长时段、发达国家的大数

据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也证

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和财富

占有在阶层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

基 尼 系 数 由 1981 年 的 0.288 上 升 到 2016 年 的

0.465，虽然最近几年有所缩小，但是自 2001 年以

来始终维持在 0.45 以上的高位①； 而从财产分配

的基尼系数来看，不仅差距更大，而且还呈现出继

续扩大的趋势。 ［11］中国在未来要改变这种因资本

主导分配和“马太效应”导致的差距扩大趋势，实

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来

保证， 显然不可能回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

制去， 只能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基础

上建立起“发展成果共享”、中等收入阶层占绝大

多数的体制机制，这将是一个新的体制机制，需要

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

第五，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生态文明建设，也

要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充分发

挥了人力资源丰富和自然资源低成本的优势，发

展最快的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这一方面实

现了小康，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富裕迈进，但是另

一方面也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水、空气污染

严重。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现发

展方式的转变，彻底淘汰“三高一低”（高投入、高

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和企业，实现产业结构

升级，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是，这必然带来资本沉没、职工转业、经济增长

速度降低、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阵痛，这也是供给

侧改革推进的阻力。例如：“还北京蓝天”行动不仅

要淘汰北京地区的落后产能和大气污染企业，还

要淘汰周边河北省的大气污染企业， 这就需要从

体制机制上不仅要解决企业本身的“负外部性”问

题， 还要协调京津冀区域治理污染的区域合作协

调体制机制，这就要依靠改革和创新。

总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就必须继续

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面向未来，要破

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

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

放，别无他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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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Opening-Up Guarantee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WU Li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ed in 1978 is the greatest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and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racti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ts achievements have not only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provided China's wis-

dom and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e article has mainly discussed

the nature,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mphasized

that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ust be in-

sisted on.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ee favor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Centenary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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