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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讲
了多次，今天换个角度，从历史和现实的
角度讲讲。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
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
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
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
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
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
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
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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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
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谋
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
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
逻辑。

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
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
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
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
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
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

从时间上看，我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
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
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
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
城面积超过 80 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100

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
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
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
到 1.6 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
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
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伍
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
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
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
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
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
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
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
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我
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
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
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
防”。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后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

“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
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
续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
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
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
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
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 年超过法

国，居第五；2006 年超过英国，居第四；
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
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
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
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
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
至 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
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
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
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
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
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
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
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

从空间上看，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
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
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踏步发展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
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
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
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79年
至 2012 年，我国货物出口保持 20%左右
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
国。

我国出口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西方国
家黄金增长期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效需
求。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
家结束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

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
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
口需求增速放缓。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
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
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
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
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
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
多。我国近 9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与此同
时，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
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
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
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
剧。

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
态势。据统计，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增
速一直保持快于经济增速的态势。近年
来，贸易增速明显下滑，连续4年低于世
界经济增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
国、日本都经历了出口快速增长期，成为
世界贸易大国。从他们的实践看，当货物
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就
会出现拐点，增速要降下来。我国货物出
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不足
1%，2002年超过 5%，2010年超过 10%，
2014年达到 12.3%。这意味着我国出口
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
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是不
大可能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
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

别是消费需求上。
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

注意克服几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
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有人问，
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
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
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
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
势而动、因势而进。其二，新常态不是一
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
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
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
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
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其三，
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
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
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新常态
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
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这个道
理，我讲过多次了。

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
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
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
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
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
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
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
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
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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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突
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引起了
热烈讨论，国际社会和国内各方面比较认
同。但也有些同志向我反映说，对供给侧
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
看了也不是很清楚。这里，我再讲讲这个
问题。

首先，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
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
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
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
制造负面舆论。

西方供给学派兴起于上世纪 70 年
代。当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
效，西方国家陷入经济“滞胀”局面。供给
学派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
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
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
和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
弗提出的“拉弗曲线”，亦即“减税曲线”。
此外，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需要有两个
条件加以配合：一是削减政府开支，以平
衡预算；二是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
价。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
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
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
而忽视政府作用。

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在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结构性”3个字十
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

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
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
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
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
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
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
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
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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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
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
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
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
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
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
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
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
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
新的需求。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
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
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
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
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
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
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
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
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
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

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
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
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
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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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国一些
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
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国
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中。再比如，我国农业发展形势很好，但
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牛奶就
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
求，大豆生产缺口很大而玉米增产则超过
了需求增长，农产品库存也过大了。还比
如，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
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
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
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
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
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据测算，
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1万
亿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
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
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
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
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
给侧改革。

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
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
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
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
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
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
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
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

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
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
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
市场上的定位。

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
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
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
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
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
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
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
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
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
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
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
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
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
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在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比如，
前些年我国市场上各类手机争奇斗艳，既
有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外品牌，也有国
内厂商生产的手机，竞争十分激烈，一些
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
企业从生产端入手，坚持自主创新，瞄准
高端市场，推出高端智能手机，满足了人
们对更多样的功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
晰的图像、更时尚的外观的要求，在国内
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世界手机市
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名噪一时的摩托罗
拉、诺基亚、爱立信手机如今已风光不再，
甚至成了过眼烟云。元旦过后，我到重庆
看了一家公司，他们生产的薄膜晶体管液

晶显示器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案例。
这几年，重庆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
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成长也很快，形成了
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国内最大
汽车产业集群，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
有1台来自重庆制造。这说明，只要瞄准
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的路
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
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
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
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
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
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
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我看了一份材料，
说在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新兴技术跨界
理事会上，18位科学家选出2015年十大
新兴技术榜单，包括燃料电池汽车、新一
代机器人、可循环利用的热固性塑料、精
准基因工程技术、积材制造、自然人工智
能、分布式制造、能够感知和避让的无人
机、神经形态技术、数字基因组。我去年
访问英国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国家石墨烯
研究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教授和安德烈·海姆教授
给我介绍了石墨烯研发情况和开发利用
前景。石墨烯是一种新材料，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所以英国政府和欧洲研究与发展
基金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科技创
新带来了科技的飞跃，也将为经济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必
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 年 1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