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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切都在变，只有变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 中国经

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
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

续时间最长记录的经济体， 正面临速度换挡
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
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
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 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
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态
新方位，“怎么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7.7%、7.7%、7.3%、6.9%、6.7%……这是2012

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 这条略
微下行的曲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图中
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有3
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
第二次是1989-1990年， 第三次是1998-1999
年， 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扰，过
后都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第四次，究竟
是短暂探底还是长期换挡？经济增速能不能“回
得去”？降速会不会演变为失速？

面对种种质疑忧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对中国经济
形势作出新的重大战略判断———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
要增强信心， 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
态。”2014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的概念。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
辑。”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新常态做出系统阐述。

新常态，新变化。
新常态带来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

动力：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
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
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
动能。一句话，中国经济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一
系列重大变化。

新常态，新坐标。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 农耕文明一直领

先世界。及至近代，错失工业革命宝贵机遇，
在时代潮流中长期掉队。新中国成立后，开始
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用几
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
历程，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1位跃升至第2位。

就这样， 中国经济在奋力追赶中进入了
新常态。我们的身后，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
入侵、战争”，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呐喊和探索；
我们的前方，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就是新常态在
我国发展长过程中的历史坐标！

新常态，新认识。
这是一个必然阶段———新常态的到来是

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什么会有速度变化？
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做不

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按照经济学原理，
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和全
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
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
对下降，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
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
被抚养人口增加， 抚养支出上升， 储蓄率下
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而代表效
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

因为，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
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
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

还因为，资源环境“受不了”像过去那样
高速增长。

为什么会有结构优化？
随着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

境约束强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
业脱颖而出，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要素
价格上涨、储蓄率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
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需求结构将不断优
化；随着城镇化提速、产业转移，城乡区域结构
将不断优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源
稀缺性凸显，收入分配结构也将不断优化。

为什么会有动力转换？
过去， 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

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今
天，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
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
家行列，必须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

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
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
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其间压力与希望共生，
挑战与机遇并存。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
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中等
收入陷阱”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考题。而1960
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
济体中，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13
个国家中人口超过2500万人的只有3个。

聚焦当下，尽管企业经营分化加剧，但过
剩产能出清加快，新兴业态兴起，市场活力增
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尽管就业仍有结构性压
力，但总体依然稳定；尽管部分地区和领域财
政金融风险累积， 但不会发生全局性系统性
风险；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但全球经
济正在缓慢复苏。

展望未来， 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
更不可能是V型， 而是L型的走势。 经过调整
后，中国经济将进入质量更高、效益更好、更
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 一家财经媒体对权
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 对于今年三季度的
中国经济，54%的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达到L型

“竖杠”末端，38%认为已经进入“横杠”，只有
8%认为尚未到达“竖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么想”？脑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如同大脑，指挥着脚

往哪儿迈、劲往哪儿使。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
展是硬道理， 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从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发展的进程也正是思
路升级、理念更新的过程。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
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
场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
展理念，为经济新方位标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针对新常态
下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新常态下，“后发优势”“比较优势”
等红利渐趋用尽， 亟需寻求新动力。 创新发
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算过这样一笔账： 世界发
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 而我
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
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 不能想象我
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
来生产生活， 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
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
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
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重要，
防止“木桶效应”更迫切。协调发展，注重的就
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把握经济新方位， 必须
谋划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增强发展的平衡
性，不让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态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
或接近上限。绿色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人与
自然和谐问题。

明天是“雾霾灰” 还是“天空蓝”？ 眼下，
PM2.5的数值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目光。 从盼温
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民众对绿色发展
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有绿色发展，才是永续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
传统竞争优势减弱，亟需通过进一步提升开放型
经济水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放
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深刻变
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面临重大调
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
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
性，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形成对外开放
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
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新常态下， 要调动所有人谋发展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对下行压力，保持中高
速，迈向中高端，就要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享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新常态下，百
姓追求的不仅是吃饱穿暖， 更渴望活出高质量、
挺起精气神； 百姓在乎的不仅是看得见的好处，
更期盼公平的社会环境、人生出彩的机会。这就
意味着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 统筹好利益关系，
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所谓“陷阱”，大
多是源于资源禀赋变化之后， 过去所依赖的
发展路径走不通了，新的发展路径又没找到，
发展被锁死。新发展理念，正是中国化解发展
风险、跨越发展陷阱的钥匙。五大发展理念彼
此支撑、相互促进，回答的是新常态下最为紧
迫的现实问题， 着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强发展
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
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新
状态，要有担当。

新方位下的探索，没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
理解：处置僵尸企业，一些企业会关门、不少员
工会下岗，要不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一些
若干年后、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感知其意义的改
革，是不是一定要马上就办？愈是不易，愈见担
当。 以新理念适应新方位， 需要冲破羁绊的闯
劲、久久为功的韧劲。

“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趋势性特征， 保持战略定力， 增强发展自
信”———新状态，要有定力。

定力来自洞察力，既密切关注经济走势，
见微知著，又坚持底线思维，做足应对预案；
定力就是意志力， 为了长远发展而管住眼前
的“有形之手”，不为亦是有为；定力源于自信
力，相信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大韧性，相
信基本方针和政策储备， 不能速度一慢就着
急，把新理念抛在脑后，改革遇难就想回头，
把发展目标放在一边。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
力， 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
本领”———新状态，还要会作为。

过去谋发展的许多老办法不能用也行不通
了，今天面对的多是“两难问题”。遇到问题，多个
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处理问题，牵住“牛鼻
子”，找准突破路径。

新方位，新实践
新方位，“怎么干”？脚下要有新实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
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
择， 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
求。”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
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
方面，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
的两个基本手段。 站在新方位上的
中国经济，为何在关注“需求侧”的
同时更多将目光对准“供给侧”？

从速度维度看———
新常态下速度换挡的背后，本

质上是结构调整。 需求侧政策空间
越来越小，挤出效应却越来越大。实
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必须从长
期入手，立足于结构调整，把政策重
心转向供给侧。

从结构维度看———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

问题， 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一方

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一方面却要大量
进口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一方面消费者对质
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越来越大，一
方面却是国内供给无法满足， 导致境外购物
热度不减、“需求外溢”。解决这些问题，必须
从供给侧发力， 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
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从动力维度看———
从世界经济的坐标系中看， 中国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既突
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绝不
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相反，“中国以其较
早的认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强的体制优势
等正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

2016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的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
年。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
策、社会政策“五大政策”，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都融入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热的“四则运算”中。

瞄准过剩产能做减法，“减”出新空间。宏观
政策“稳”的同时，产业政策要“准”。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坚定地去是为了更好地进。今年钢
铁、 煤炭行业去产能超额完成任务已成定局。产
能减了，利润增了。煤炭业利润涨了一倍，钢铁业
扭亏为盈，摆脱了“卖煤球不如卖土豆，钢价跌成
白菜价”的苦日子，打了一场“翻身仗”。

瞄准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业援助、
内部分流、转岗就业创业……社会政策托底，保
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完
成全年预期目标；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整合涉农
资金使用、 产业扶贫长短结合……脱贫攻坚补
短板，确保贫困老乡同步奔小康。

瞄准创新做乘法，“乘”出新动能。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让生活更智能，工业与互联网的深度
融合让产业更智慧……新技术引爆新产业，新
模式缔造新业态。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技术产业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准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观政
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日益
宽松，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401万户，同
比增长27%。改革政策要实，减轻企业税费等
成本负担，释放减税红利。

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中高速增长， 在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让世界五分
之一人口同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国经济的
新方位，正是复兴之路上的“关键节点”。

辨识洋流，认识新常态；扬起风帆，明确新理
念；开足马力，投身新实践。在这个重要的发展新
方位上，中国经济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3日电 原文载
12月14日 《人民日报 》 ）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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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方位
人民日报记者 田俊荣 白天亮

朱 隽 刘志强

治国理政
新思想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