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70 年回顾与展望
——— “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29 届年会

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 22 次研讨会冶 综述
肖 斌摇 李旭娇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 29 届年会暨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 22 次研讨会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 会议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 ( 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 经
民政部门批准已更名) 和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协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 中国
人民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 高校和国内主流媒体的两百余名学者共聚一堂, 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70 年研究进展与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 政治经济学对各种错误经济思
潮的批判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70 年研究进展与历史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指出, 新中国 70 年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

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应用, 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制度根基。 建设独立完整的国民
经济体系、 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息息相关。 在关于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的理解方面, 他特别强调初级阶段是长期的但不是无限长。 对于初级阶段问题
研究的整体把握, 务必要着眼于探索向中、 高级阶段的过渡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指出, 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者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特点的凝练反映, 绝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需辩证地看待。 三个阶段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只是三者在不同阶段的侧重有所不同。 站起来的阶段包含强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与站起来关系紧密, 富起来、 强起来实际上是进一步地站起来。 同时, 他建议将目
前流行的 “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冶 观点纠正为 “ 只有改革
开放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冶 。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之转变, 提出当社会主要矛盾的一方面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 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随之转到
供给侧。 以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实践中仍行之有效, 但其已不占据矛盾的主要
方面。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矛盾, 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 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周期性问题仍要回归供给侧寻找答案, 绝不是一
时一地的经济政策改变所能改善的。
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文魁教授认为, 将改革开放前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 40 年的经济理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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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位范畴, 即 “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冶 来统筹构建, 这一范畴
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 将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并且能够预设、 展望未来政治
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部王天义教授认为,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探索奠定基础、 开辟道路, 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农业先
合作化后机械化、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共同富裕、 以人民为中心、 两参一改三结合以及党对经济工
作领导的思想等。 这些思想的提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了良好示范和有效铺垫,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遵循, 极具战略眼光和前瞻性。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守正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
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综合学派的 11 个经济理论创新: 一是社会主义三阶段论。 从历史唯物
主义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三阶段, 与以 GDP 为标准的阶段划分可并存。 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较早提
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三是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 四是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论。 五是资源
需要双约束论。 六是公平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 七是公有制高绩效论。 八是市场国家功能性双重调
节论。 九是大文化经济论。 十是知识产权优势论。 十一是新帝国主义论。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刘方棫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之路必须注重经济规律的探
索与运用, 杜绝经济规律研究标签化、 固定化现象, 必须扎根于坚实的实践土壤、 建立在更为坚固
的理论堤坝上。 所有制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只有深入思考这一必修课, 坚决贯彻所有
制对生产、 消费、 交换、 分配四环节的作用才能更好地驾驭经济规律, 让经济规律在中国大地生根、
发芽、 开花、 结果。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教授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 目前诸多领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空泛化、 标签化, 在学科中失语、 教材中失踪、
论坛上失声的情况,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与西方极力鼓吹的去政治化和
去意识形态化错误思潮作斗争, 还需打持久战。 当前要深刻理解市场的非万能性和可操作性, 绝不
能遵从美国的 “ 强盗逻辑冶 , 放弃政府对国内外市场的合理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成勋研究员认为, 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我国凡是取得的成就, 都是因为遵守了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冶 这一规律, 遵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凡是出问
题、 犯错误, 皆因违背了这个观点。
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直面经济建设实际, 提出若干发人深省的经济理论问题: 第一, 关于公有
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并不等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 第
二, 关于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产业结构的优化标准。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高级化不能单纯以美国的服
务业型结构为标准。 第三, 关于加强实体经济与发展资本市场的关系。 目前, 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
脱实向虚趋势。 金融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 允许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中国股市, 对于短期抬高中国股
市有益, 但其本质是助推中国经济加速脱实向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郭飞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四个方面的艰难挑战: 一是面
临着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分配制度的深刻变化, 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挑战; 二是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施行的遏制战略和和平演变战略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三是面临着飞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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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四是面临着国内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教授强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况下,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新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精华, 是中国发
展步调、 发展蓝图、 发展预见的客观映照, 以新时代意识慎思发展之需、 世界之需, 才能让政治经
济学更好地与时俱进。
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李济广教授明确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接
续 《 资本论》 的目标, 即指导公有制确立、 维护、 管理、 发展与提升。 基于此, 他认为当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任务就是建构公有制为主体的合理性、 揭示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公
有制比例的变动因素以及加强对混合市场中公有事业的管控。
3. 用政治经济学评析中外错误经济思潮
厦门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宣恭教授从竞争中性的词源解构、 来源探究, 从所有制概念剖析及方法
论运用等多角度驳斥了 “ 所有制中性冶 论这一错误观点。 他特别强调, “ 所有制中性冶 论绝不仅仅
是理论问题, 其意在否认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 他认为, “ 所有制中性冶 论是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的违背, 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错误解读。 针对传播混合所有制没有公私之分
的 “ 钻空子冶 式言论, 他指出混合所有制有别于单一公有制和私有制, 是源于其出资者的社会性质
不同, 并不意味着混合所有制的主体是中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通过借鉴 《 共产党宣言》 中的四句话, 对 “ 所有制中性冶 论提出

异议。 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 共产党的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
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
里。 他认为, 市场规则适用于所有企业, 但这并不是指所有制的性质, 而是要求在经济运行中平等
对待每个竞争主体。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
制度, 各种所有制享有平等权益不等同于所有制性质、 地位、 作用相同。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对 “ 所有制中性冶 论进行了学理性驳斥和澄清。

认为这一错误认识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一般经济学常识, 同时也违背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极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式的 “ 改革新思维冶 。 他认为, 从规律的必然性出发, “ 竞
争中性冶 “ 所有制中性冶 既然无事实可能, 便难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的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研究员认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落到实处、 有益于

人民的原因, 正是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契合之处, 比如老子的辩证思想对于接受、
理解、 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思想铺垫。 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断是错误的。
会议还颁发了第三届 “ 程恩富政治经济学奖冶 , 颁发了本届年会 10 篇优秀论文证书, 成立并揭

牌 “ 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冶 。

(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 编辑: 黄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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