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 78.2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6500元
增加到35100元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 1300万人以上

新时代十年

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

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

增长到 114万亿元

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
城镇化率提高 11.6个百分点

达到64.7%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
比重达 18.5%
提高 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2位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
增加到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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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惠平

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

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是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
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
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
学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
式现代化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包括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
内容，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而且在不同的阶
段，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不一样，重点和着力
点也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
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
代化是一个相对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其科
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从路径选择上看，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
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走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突破1.2万美元，基本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门
槛水平，而中国有14亿多人口，未来向更高
层次迈进，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尤其在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美国对华长期保持
遏制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变化的情
况下，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
不确定性仍在上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
期转弱三重压力持续显现，新冠肺炎疫情下
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还不稳固，发展仍是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我

国新时代新征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必须从
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客观分析我国国情和国内外大势，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
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当前
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左右，超过美国3亿总
人口，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市场。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和
数字中国，才能抓住机遇，化危为机，不断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从目标导向上看，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
是现代化的主体，尊重唯物史观和人民主
体地位，要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才能发挥
人的主体作用，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引向
胜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根本前
提。从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来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让老百姓休养生
息，是实现稳定繁荣的基础。从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史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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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
建立新中国，原因之一便是实行了土地革
命，让当时中国人口最广大的农民得到了
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做了主人。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
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一部分
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
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
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纵观中国共产党
百年史，就是一部一切为了人民、推进共同
富裕的波澜壮阔的史诗。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指出，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
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同富裕是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都富裕，但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要把握好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基本经济
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循序渐进等
原则，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2035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
均等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物质和精神关系上看，中国
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
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
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增强文
化自信、将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更高水平，始
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指向。中国
式现代化要使人的生存获得最大解放与最
高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极大提升人类
的文明程度，这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
体地位，为人民谋幸福的必然要求。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重要的
软实力，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中
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现代
化。当前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
不同阶层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价值取向
的碰撞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
中国实施西化分化，这些都要求增强中华文
化自信，继续深化对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
展重要性的认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每个中国公民有
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理念，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新的中华文明，
丰富人类文明形态，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
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中国
方案，作出中国贡献。

从人与自然关系上看，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文明永续发展
的千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
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中国式现
代化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
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必须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文明这个旗帜必须高扬。要稳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
励约束机制，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觉树立节
约能源的理念，逐步推进实现生态文明；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从中国和世界关系上看，中
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是我们最大的
共同利益，也是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
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
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
制度的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
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中国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旗帜，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定推进
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定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
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深化
文明交流互鉴和经济文化合作，创造人类文
明新形态，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南省社科
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科院院长）

从现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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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
表团讨论时强调，“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
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
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
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
斗的时代要求。”“五个牢牢把握”是全体党员
干部学习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遵循。

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
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加坚定必胜信
念。5年来，我们党有效应对接踵而至的巨
大风险挑战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紧紧依
靠人民、团结人民，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
大事要事，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
题，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力
量实施脱贫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
决维护国家安全、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
就，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
进。我们要深刻领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
年发生的伟大变革。10年来，我们经历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
三件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对党和人民事
业有重大意义的大事。10年来，无论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
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历
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推动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过去极不寻常的5年和新
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对于中华民族具有

里程碑意义，只有深刻领悟这个意义，我们
必胜的信念才会更加坚定。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领
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在理论探索和创新中，不断深化对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
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好其中所蕴含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
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
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弄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
理的钥匙。要认真领会这“六个坚持”，做到知
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真正
领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才能在符合中国国
情的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
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特色和本质要求，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切合中国实际，符合
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现代化没有统一的模式，
西方的现代化绝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形态，不
同国家都有权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
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已经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百年大党
总结得出的历史结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只有始终把国家发展
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符
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上行稳致远。

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
会革命的重要要求，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
卷。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
史经验，也是我们党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
的第二个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
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
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党
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既是我们党在
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
也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指南。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
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
号。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
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
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
不但勇于坚持真理，而且勇于刀刃向内，保证
了长盛不衰。新的赶考路上，只有把以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深
入，才能持续自我净化、自我提高，才能团结
带领广大人民不断开创社会革命建设的新局
面，也才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才能把
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
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充分发挥海内外
中华儿女大团结的伟力，把亿万人民团结起
来，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形成同心共圆
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共同奋斗。十八大以
来，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及自然界等各
方面的考验，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新时代的伟大成
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
来的。新的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
下，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确保凝聚起团结奋斗、万众一心、
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只要中华儿女大团
结、共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作者于凌炜系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
海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李冲系中
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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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 年工作
和新时代10年
伟大变革的重
大意义，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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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党的二十大报告）

□ 于凌炜 李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