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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既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准确解释中国以往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并有效应对新发展阶段将

会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由此就需要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和系统总结,对中国增长奇

迹、减贫奇迹、跨越式发展等典型事实进行科学阐释和理论梳理,凝练出重大原创性经济理论,从而

为指导中国未来实践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提供重要支撑.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的体系

建构、科学探讨和前瞻布局至关重要.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政策局、数理科学

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双清论坛,专家围绕中

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国家重大需求,回顾了该领域近年来通过学科交叉和协同创

新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凝炼了该领域未来５—１０年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探讨了前沿研究方

向和科学基金资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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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

中国的 GDP年均增速高达９．５％,从封闭落后的低

收入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增长奇迹.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中国经济更是率先实现复苏,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完成.“十四五”时
期,中国将开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中国既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对中国经济

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高度总结,加强中国经济发展

规律与理论研究,凝练原创性经济理论并构建中国

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建设.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教

授,教育部“长江 学 者”特 聘 教 授,国 务 院

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主要

研究领域 为:开 放 宏 观 经 济 学、货 币 政 策

与通货膨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等.至今

发表学术论文近３００篇,出版专著１０本.
曾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奖等奖项.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 学 国 家 经 济 学 教 材

建设重点 研 究 基 地 执 行 主 任、二 级 教 授、
特聘教授,教育部“长 江 学 者”特 聘 教 授,
教育部新世 纪 人 才.长 期 研 究 宏 观 经 济

学,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

济政策 评 价.至 今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近 ２００
篇,主持国家级课题２０余项,出版学术著

作数十部.曾 获 高 等 教 育 国 家 级 教 学 成

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

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客观上看,当前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

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３５卷　第３期 刘元春等: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 ３４７　　 　

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余年的发展实

践已经逐渐展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貌并呈现出鲜

明的形态,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能够提供丰富

的典型事实和独特的研究素材.由此,通过对既有

经济学理论的融合和发展,创新理论研究范式,能够

提炼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经验进行了大

量研究工作,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已能够将

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实现较好

融合,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为加强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三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重大发展战略的

实施将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提供持

续研究的现实素材,有助于持续推动与完善中国经

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与开阔思路,２０２０年９月

２１—２２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政策

局、数理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联合主办主题为“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学问题”的第２５７
期双清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北京大学黄

季焜教授、山东大学陈增敬教授共同担任论坛主席,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２２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３４位专家学者代表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期论坛,研讨内容

涉及经济、管理、数学、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核心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与体系构建”和“中国经济

发展理论应用与政策实践”三个主题进行了专题报

告,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展、热点和趋势等进行

了深入研讨.通过本期双清论坛的举办,专家学者

进一步凝聚了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

共识,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重要

意义、面临的挑战、未来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并
对未来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１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重大意

义、已有基础与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难以用西方经

济理论解释的增长奇迹.未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顺利推进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大概率超

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总结以往历史经

验可以看到,每次大国崛起和新的赶超都会孕育出

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思潮,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和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将会催生重大原创性理论.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

研究时机已经成熟,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具备了较

为坚实的研究基础,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１．１　重大意义

第一,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助

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性的中国经济理论,从而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坚实支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中国经济独创性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的,并在指导实践、推
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巨大威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

规律与理论,进而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是构建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可继承性的理论

体系并完整支撑与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工作.因此,通过加强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准确解释中国以往所取

得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进行深刻揭示

和系统总结,科学阐释中国增长奇迹、减贫奇迹、经
济低波动运行、经济体制平稳过渡等一系列成功实

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将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

性的中国经济理论,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

供重要的支撑.
第二,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助

于扭转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的局面.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需要相互促进,一方

面实践的成功经验能够为理论发展提供素材与依

据,另一方面理论发展能够提炼一般性规律,挖掘背

后的核心机制,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实践.伴随着

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学界也形成了一批有影

响力的研究成果,但客观上系统性与原创性还有所

不足,大多是依托于西方经济理论予以解释.然而,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现有西方主流经济

学理论难以较好解释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理论与

现实相互矛盾的悖论,导致很多学者对中国发展产

生了种种误解.一些国内经济学者和少数西方学者

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逻辑进行初步分析,但迄今为

止的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理论碎片

化现象较为严重.由此,迫切需要通过加强中国经

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有针对性且系统性地研究

和深刻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内在逻辑,用中国

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改变

中国经济理论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

局面.



　

　３４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第三,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可以

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有助于应对一系列即将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经济不再只追求高增长,而是需要在经济增

长、结构、效率、风险等多个维度进行权衡,面临的局

面趋于复杂.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中国还将要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包括如何跨越“修昔

底德陷阱”从而实现无战争的大国崛起、如何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解决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

颈问题、如何超越“明斯基时刻”从而实现无危机的

金融深化、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从而解决科技进

步和前沿创新问题、如何越过“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拐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转型等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要置于迈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一系列即将面

临的挑战与任务进行理论分析,提出有理论基础、系
统化、可操作的经济政策体系,进而更加系统性、前
瞻性地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指引,从而有助于更有

效地应对未来的重大挑战.
第四,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能够

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有助于更好地参

与全球治理并增强国际话语权.当今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长期停滞

风险,除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幅度的经

济波动,落后经济体难以实现突围.这为将中国发

展成功经验推广到世界提供了机遇.要想更好地参

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总结中国自

身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形成原创性的经济理论,弥
补主流经济学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解决落后国家

发展问题上的重大缺陷,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
国智慧”.与此同时,面对中美冲突和大国博弈,必
须有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只有构建“中国经济发展

规律与理论”,才能为应对中美之间的潜在矛盾冲突

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回应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各种

指责,增强国际话语权.

１．２　已有研究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理论分析,及其经济发展规

律的理论探讨不断增多.这些研究为加强中国经济

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增强

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从国外研究来看,Science、Nature、PNAS 三大

综合性国际顶级期刊上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发

展的文献.按研究议题多样性来分,Science刊登的

论文主要集中在城市化、不平等、可持续发展、创新

与研发、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讨论[１３].

Nature刊登的论文主要集中于环境、气候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等领域[４６],PNAS 刊登的论文主要集中

于创新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全球竞争等方面[７９].
这类研究聚焦中国经济增长与多种因素,特别是非

经济因素的关系与互动,吸引了跨学科领域研究者

的广 泛 关 注.国 际 顶 尖 经 济 学 期 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JP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QJE)、Reviewof EconomicStudies(RES)和

Econometrica上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数量也在

增多.比如,AER 刊登了多篇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规

律和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包括渐进式改革策略、增
长与环境污染、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１０１２].RES
发表了关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城市增长的研

究,着重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规律[１３].

JPE 发表了关于中国制造业发展规律的论文,说明

地理区位和国内国际贸易是影响制造业生产规模和

生产率的重要因素[１４].国外顶级综合性期刊与经

济学期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以及相关研究的发

表,有助于构建起中国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沟通机制

和桥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仅靠西方经济理论难

以全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与规律,主要

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

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二是,西方经济

理论难以解释中国“高增长、低波动”的经济运行格

局.三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从未发生典型的经济与金融危机现象.四是,西
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独特地

位.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是十分必

要和紧迫的.
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国社会科学»与«经济研

究»等顶尖学术期刊在中国经济规律和理论研究方

面的发表文章持续增多,研究质量不断提升,相关研

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进行了大量研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

济体制有机结合,既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又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

要作用,为中国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制度优势.
现有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

越性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比如,聚焦于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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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越

性,包括构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基本

制度[１５１７];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及其释放的改革红利[１８,１９];聚
焦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优越性[２０,２１].

二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独特因素

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转变,而且与其他转轨国家采取的激进策

略不同,实行的是增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策略.因

此,在这一渐进式的转轨过程中,在“摸着石头过河”
的改革思路下,诞生了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大量研究

从这一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
比 如,分 税 制 改 革 对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作

用[２２,２３].再如,中国特色的“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２４,２５].此外,中国经济特区

试点、特色的城镇化与区域发展战略、独特的土地财

政模式、全球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与利率双轨制等

中国特色因素[２６２８],都成为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规律所选择切入的重要视角.
三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

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

列成果实践难以用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较好的解释,
所以在用西方理论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时不可避免地

产生了一系列“悖论”,这也成为一些研究突破西方

主流理论局限的突破口.比如,中国独特增长模式

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也被称之为

高储蓄之谜.现有研究就从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
收入差距、预防性储蓄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２９,３０].
类似地,中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还存在着高货币

化现象,伴随着西方主流理论中货币数量论的失效.
由此,已有研究分别从通胀预期、金融深化、高房价

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视角对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

进行解释[３１].

１．３　存在的瓶颈和不足

尽管在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领域已经

形成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研

究成果较为分散化与碎片化,研究范式仍在西方主

流理论框架上进行局部创新,还没有形成一套旗帜

鲜明、逻辑自洽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构建中国

特色理论体系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难以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坚实支撑,也难以充分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需

求.具体而言,现有理论研究存在的瓶颈和不足主

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范式较为老化,技术手段相对落后.

客观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学者在研究范

式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增强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
不过,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过多地拘

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些研究或过度地追

求冗余复杂的数量化模型,或形成了固定的研究范

式进行生搬硬套.由此导致理论研究难以突破西方

的研究范式,对新范式的探索与创新不到位,从而难

以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框架体

系.二是,过多地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规范性研

究,缺乏可实证的科学基础.三是,过多地依赖传统

研究方法,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

的数量化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效运用.
第二,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严重不足.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决定

了该项研究具有多学科、多学派的内在要求,需要不

同的理论视角和学科观点.从西方理论的发展脉络

来看,新凯恩斯、新古典等学派的融合在持续推进,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的

融合实现了跨越式的迈进.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

况,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并深刻剖析中

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既需

要经济学领域之中宏观、微观、计量等多学科进行交

叉,还需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与融合,
更需要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大跨度的交叉与融

合.然而,现有研究中学科之间融合还不够,甚至局

限于特定经济领域,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缺
乏总体整合和全面突破,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规

律与理论研究所亟待解决的瓶颈与困局.
第三,组织方式不力,部门协同不够.近年来,

相关部门一直高度关注和推动理论研究.２０１６年７
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

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个自信”,其中之一即

为“理论自信”.但截至目前,与中国经济理论相关

的研究进展并不顺利,与经济发展实践相比,中国经

济学理论仍然存在原创性不足、解释力不够、标识性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相对缺乏的问题,还没有

构建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重要原因之一

是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和部门协同,各自为政,导致

研究成果存在分散化、碎片化、理论体系缺位等问

题.与此同时,学者的理论研究也与政府部门的政

策实践难以有效衔接,至今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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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国际认可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未来需

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建立激励相容的组织方式,集
中力量加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弥补现

有研究分散化、碎片化的不足.

２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应聚焦的

关键科学问题
　　参加本期双清论坛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

发展取得的成功实践难以用现有西方经济理论解

释,迫切需要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和

基本规律,并突破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教条,提炼可实

证、可计量、可拓展、可传播、可传承、可借鉴的规范

性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

的大量新现象给予正确解释,为全球经济学理论发

展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经验.会议确定了基于大数

据和复杂系统思维的研究思路,提出了基于“典型事

实—发展规律—理论构建—政策实践”策略的研究

逻辑,凝练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关键科

学问题,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２．１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

规律研究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的研

究,需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数据基础之上,这样才能

切实捕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与客观规律.
在此基础上再提炼理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

行推断和预测,进而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支

持.当前中国学界和政府部门已经初步建立起经济

研究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库体系,包括国家统计局传

统的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建立的专

门数据库.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构建了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CGSS)数据库、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数据库、中国家庭能源调查(CRECS)数据库;北京

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国

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北京师范

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西南

财经大学构建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

库、中山大学构建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
据库,等等.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对数据库的构建方式以及

数据分析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一是,大数据时

代下经济模型所需数据的来源将呈现多样化特点,
特别是以图像、文本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也成为

了经济数据的重要来源.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库进行

整合,最大化利用复杂数据结构中的结构化信息,是

数据科学时代计量经济研究领域的必然要求,这将

有助于提升经济研究模型的解释力度与预测精度.
二是,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进

步,处理的数据体量将呈几何级增长.三是,数据时

频显著提高.传统数据需要经过系统性的组织和安

排来收集,常用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数据多为年度、季
度、月度、周度数据,频率更高的数据可得性不足.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频率可以高达秒级,这为高频研

究提供了数据基础.近年来,大数据在经济学和金

融学领域的应用在不断增多.国外学者中,对非结

构化、高频数据的处理方法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经

济分析和预测[３２３４].国内学者基于大数据的研究也

在逐步展开.比如,林建浩等(２０２１)使用文本分析

方法测度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沟通指数,该研究为进

一步利用非结构化的文本大数据提升中国宏观经济

实时预测能力提供了新思路[３５].黄卓等(２０１８)利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采用２８０个月度经济金融变量

构造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７的中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３６].
姜婷凤等(２０２０)基于１００多个网站的高频价格大数

据,对中国商品价格粘性程度进行测定,并识别价格

调整模式,将微观测度结果用于测算货币政策有效

性[３７].总体上看,现有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研究尚处

于摸索起步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

尚未形成有力支撑,是下一步需要聚焦的关键科学

问题.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

律研究应更加重视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中国经济

基础数据库建设并强化数据信息的整合,改善现有

各数据平台之间的系统整合、科学衔接、集成处理能

力不足的问题,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分析

和理论阐释的数据库支持.二是,吸收最新交叉学

科的先进方法,基于经济特征和典型事实数据库,开
展复杂数据的数据挖掘方法研究.由于数据复杂性

的不断提高,传统统计或者计量方法难以满足复杂

数据处理的需要,未来需要借助类似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等新兴技术手段,精确化处理能反映中国经

济基本特征且具有非线性表征的数据源,从而更好

地开展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究.例

如,以SparsePCA、SparseGroupLasso为代表的高

维数据分析方法可以同时考虑大样本经济变量,并
能 从 中 提 取 有 效 的 信 息[３８,３９],而 XGBoost、

LightGBM 等前沿机器学习方法在大数据背景下也

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４０].从具体的研究领域来看,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与发展规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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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必须突破如下关键节点与问题,包括:大数据方法

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基础数据库构建;中国经济发

展奇迹背后的总量、结构与体制特征;中国经济主体

行为特征与规律;超大市场规模下的科技创新与中

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中国资源环境演化特征与绿

色发展规律;中国经济结构特征与演变规律;中国要

素市场特征与发展规律;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

循环规律;金融创新与新经济发展规律;复杂系统思

维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等.

２．２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关键核心是要

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过程

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奇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的制度创新奇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高速增

长的增长奇迹与发展奇迹;兼顾效率和公平、以人民

为中心的分配与福利奇迹.这三大层面的中国奇迹

不仅是建国七十多年以来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奇迹,更
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的典型案例与坚

实的现实基础.
国内学者在探索中国经济理论方面已经展开了

不少研究尝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构

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在经济制度

层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

济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４１４３];中国经济发展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深刻地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内涵和优势[４４４６];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制

度变迁”理论,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

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

特殊作用[４７];开放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研究“双循环”分工格局下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问题[４８],等等.在经济增

长与发展层面,探索形成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理论,
将中国的体制转型嵌入到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中,理
清了二者相互促进关系[４９];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
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

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５０];地方政府

“锦标赛竞争”模式理论,打破了西方固有的市场和

政府关系理论,体现了中国制度的重要特征[２５];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５１,５２],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与结构调整方向进行了阐释;结构性减速理论,对经

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与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凝

练[５３,５４];反危机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框架重构理论

与评价理论,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进行深刻剖

析[５５,５６],等等.在收入分配与福利层面,探索形成

了新时期中国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相结合,形成中国收入

分配的理论体系[５７,５８];精准扶贫理论,混合了革命

成功经验、传统治理资源以及西方先进治理方法的

“行政治理扶贫”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减

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５９,６０].
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已有

一定的积累,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进行

较好的解释与分析,但是各个理论之间的自洽性与

整体性还有不足,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化的理论体系.
同时,一些理论过于强调中国特色,而对于理论的一

般适用性的重要有所不足.因此,未来需要系统性

地构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理论体系,进一步平衡

好中国特色与理论一般性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现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在中国经济学理

论创新过程中,需进一步重视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
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最新进展,加强与数学、信息

等学科的交叉.在研究领域上,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创新与体系构建可以着重聚焦以下方面:政府市场

关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运行

中的地位与作用;接近技术前沿阶段下赋能型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作用机理;高增长—低波动的经济运

行特征与决定机制;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经济制度

与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路径选择;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理论,等等.

２．３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研究

加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与实践,为
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与新发展格局中面临的问题与挑

战提供解决方案,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与中国智慧,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迈向社会主

义现代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国经济发展规

律与理论研究的核心要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

年中,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之间形成了较为良好的

互动关系.比如,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增量改革路径

的制定与设计,蕴含了丰富的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

为基础的政策实践,这为中国经济平稳实现经济体

制的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６１６３].农村的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过程中

包含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论证,也形成了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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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土地制度[６４,６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既是中国经济理论的一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宏观调

控的一大实践,国内学者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

方国家总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差异,以及对于整

个宏观调控体系的效率增进等方面积累了不少

研究[６６,６７].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应用研究

应注重以下几个领域的政策应用与实践.一是,产
业发展与转型的路径、驱动因素与机制.产业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了

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正面临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总结各

行业发展与转型路径与特征,揭示各个行业发展背

后的驱动因素与机制.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厘清

下一步中国产业的发展路径,探索新型产业与传统

产业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构建新的产业政策分析

与评估新框架.二是,关键性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发

展效果的评价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创新性的政策实践,这些特有政策实

践超越了传统理论范畴,如何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

需要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中国特有的理论

范畴.三是,建立政策系统集成与模拟仿真系统,分
析制度与政策等关键因素对经济发展路径、结构与

风险的内在作用影响,总结归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

在规律,从而有助于形成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相互

促进的良性循环.

３　未来发展目标与建议资助方向

３．１　未来发展目标

系统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和基本规

律,提炼可拓展、可实证、可计量、可传播、可传承、可
借鉴的规范性理论体系,突破主流经济学形成的教

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与新

特征给予合理正确的解释,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体系,为全球经济学理论发展提供中国理论,形成

“诺奖”级别的研究成果.
通过多部门协同攻关和大跨度学科交叉研究,

创新研究范式和理论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体系,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实践,为解决新阶

段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基于中国改革转型成功

经验,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特别

是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解决落后国家发展问

题上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

论基础和实操框架.

３．２　建议资助方向

一、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经济发展典型事实

(１)大数据方法下的中国经济特征事实基础数

据库;(２)中国重大经济历史数据库;(３)中国经济

增长奇迹背后的总量与结构特征分析框架;(４)中

国经济快速增长典型事实及理论悖论.
二、基于复杂系统的中国经济发展发展规律

(１)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经济主体独特规

律;(２)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与就业规律;(３)中国

特色创新与科技进步规律;(４)中国产业布局与结

构调整规律;(５)双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对外开放发

展规律;(６)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能源供求规律;
(７)金融科技与新经济发展规律;(８)复杂系统视角

下中国经济发展规律.
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构建

(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２)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３)政府与市

场关系理论;(４)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５)新发

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理论.
四、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应用与政策实践

(１)关键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影响路径与效果;
(２)产业发展与转型政策;(３)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４)政策系统集成与模拟仿真分析等.

４　结　语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

题,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加强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并
且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有助于系统性地凝练原创

性的中国经济理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供坚实支撑.二是,有助于扭转中国经济理论发

展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局面.三是,有助于

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征程,从而应对一系列即将面临的新挑战.四是,
有助于更好地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更
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并且增强国际话语权.

客观上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已取得较为长足

的进步,积累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但也存在瓶颈

与不足.要更好地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
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进行大跨度的学科交

叉研究.以经济科学研究为主线和逻辑起点,同时

充分吸收数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其他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兼容并包地吸收多

学科解决方案,充分应用最新科技成果,从而突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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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程中的瓶颈.二是,加强运用新的研究范式.
以中国发展典型事实作为基础,通过理论研究总结

出一般性经济发展规律,并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验

证理论推断.研究方法上要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对于基本的大方向事件给予定性判断,对于涉及

到政策强度的问题给予定量分析,并采用必要的数

学模型作为逻辑推导工具用以搭建理论框架.同

时,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提供的信息优

势,突破现有经济实证分析所遇到的瓶颈.三是,加
强多部门协同攻关.建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牵头,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等联合开展协同攻关,对中国

经济发展规律与理论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同时,还
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

民银行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数据、案例、政策操作

经验等方面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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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isatthe historicalintersection ofthetwocentenary goals,facing both historic

developmentopportunitiesandunprecedentedchallenges．Thereisanurgentneedtoaccuratelyexplain

Chinas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in the past and effectively respond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challengesin the new developmentstage．Itis necessary to profoundly revealand

systematicallysummarizethelaws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Whatsmore,itisimportantto

scientificallyexplainandtheoreticallyanalyzethetypicalfactssuchasChinasgrowth miracle,poverty

reductionmiracleandleapfrogdevelopment．Thesecanhelp Chinacondense majororiginaleconomic

theoriesand provideimportantsupportfor guidingfuture practice and advancing globaleconomic

governance．Therefore,thesystemconstruction,scientificdiscussionandforwardＧlookinglayoutofthe

lawsandtheories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arecrucial．In２０２０,theDepartmentofManagement

Sciences,theBureauofPolicy,theDepartmentof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andtheDepartment

ofInformationSciences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jointlyhostedtheShuangqing

Forumon“KeyScientificIssuesonLawsandTheoreticalResearches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

Expertsreviewedthemajorprogressandachievementsinthisfield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crossand

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recentyears,condensedthemajorkeyscientificissuesinthisfieldinthenext

５—１０years,anddiscussedthedirectionoffrontierresearchesandsciencefoundationfundingfocusedon

themajornationalneedsoflawsandtheoreticalresearches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　law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developmenttheory;multidisciplinarycross;fundament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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