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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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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文章简要介绍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经

验，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分析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选择。未来30年，中
国将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采用综合现代化的 “运河战略”，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向生活质量进军，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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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

一词产生于 18 世纪中叶（ 1748 — 1770 年）；在中文

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

里，“现代化”一词出现于 20 世纪初。 20 世纪 50 年代

[1]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它吹响了我

以来，世界现代化研究出现了三次浪潮，分别是现代化

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号角，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

研究、后现代研究和新现代化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理

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蓝图。

论成果。其中，新现代化研究与知识化、信息化、绿色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中国距离现代化有多远？现

化、智能化、高技术和国家创新体系紧密相关，属于跨

代化强国之路如何走？这些跨学科的命题，需要多学科

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通力

的综合研究和集思广益。根据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合作，而后现代研究和现代化研究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

现代化建设需要尊重规律和尊重国情，需要选择合适的

畴。在新现代化研究中，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

目标、路径、模式和重点，并与时俱进坚持不懈。

是一种文明进步，还是一个发展目标。

1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
在英文里，
“现代化”（modernize 或 modernization）

1.1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客观现象，大致起步于 18 世

纪，扩散于 19 世纪，流行于 20 和 21 世纪。从 18 世纪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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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 世纪，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目

区扩散。今天它已覆盖全球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只

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现代化

有少数的地区和民族没有参与现代化进程。
目前，现代化是一个多义词，大致有 3 种解释：①

建设，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发展目
[2]

标 。

基本词义，对应不同词典对现代化的解释，属于生活用

从历史角度看，先有现代化现象，后有现代化一

语。② 理论涵义，指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特征和规律

词。作为一个世界现象，现代化是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的系统阐述，属于学术语言。③ 政策含义，指不同国家

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前沿

推进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属于政策语言。

水平的行为和过程。其中，发达国家要保持世界前沿水

1.2 现代化是一种文明进步

平，发展中国家要追赶世界前沿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前

从学术角度看，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

沿水平的部分要继续保持，没有达到世界前沿水平的部

一种文明进步。前者是表象，后者是本质。作为一种文

分要继续追赶。

明进步，现代化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范式转变，

形象地说，现代化犹如一场人类发展的国际马拉松

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它发生在政

比赛（图1）[3]，跑在前面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跑在后

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面的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可以掉下来，发展中

同时，文化多样性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3]。通俗地说，现

国家可以赶上去，位置转换有一定规律性。《中国现代化

代化至少包括 4 种转变，即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从

报告 2010》[4]发现，在 20 世纪后 50 年里，发达国家掉下

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以及从

来的比例约为 10%，发展中国家赶上去的比例约为 5%。

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现象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英
[5]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现象，发生在人类文明

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早在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

的所有领域，而且不同领域有不同特点。不同领域的

兴进入尾声，欧洲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航海大发现激

学者，对现代化现象进行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现代化理

发了人们的空前热情，许多欧洲人相信，一个新时代已

论，犹如“盲人摸象”。目前，10 种理论受到比较多的

经来临，那就是“现代”。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关注，分别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

如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强化了这种观

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反思性现代化

念。到 18 世纪中叶，欧洲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们相信，

理论、全球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

“成为现代的、满足现代的需要”代表了时代潮流。

论和综合现代化理论，它们从不同角度解释现代化的特

于是，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新词“现代化”，用来描

征和原理[3]。这里简介其中的 3 种理论。

述这个新现象。随后，“现代化”走出欧洲，向其他地

（ 1 ）经典现代化理论。 该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50—

人类发展

欠发达国家

初等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等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图 1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犹如一场人类发展的国际马拉松比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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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的美国。它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关于现代化

有 3 个[12,13]：① 定量标准，即国家现代化指数达到发达国

现象的一个理论集合。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社会

家水平；② 排名标准，即国家现代化指数的排名处于世

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5,6]；现代性是现

界前 20 位（表 1）；③ 定性标准，即六个领域（经济、

代化结果的抽象表述，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

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人的现代化）都达到世界先

[5-7]

城市化、文化理性化、现代科技和普及义务教育等

。

进水平。
表1

（ 2 ）后现代化理论。 该理论活跃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主要来自欧美学者的贡献。它并不是一个完整

国家分类

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

发达国家

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该理论认为，现代化是非线
性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现代
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8]等。
（3）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诞生于 20 世
纪 90 年代末，是笔者提出来的

[9,10]

。该理论认为，

在 18 世纪—21 世纪末期间，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两
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经典现代化，是从农业
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主要
特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社会福利
和重视经济增长等；第二次现代化是新型现代化，是从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
目前主要特点包括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
创新驱动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没有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

国家水平
（现代化指数和80%现代化指标）

国家水平
的排名

国家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 80% ，但
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50%和世界平均值

21—45

国家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80%

中等发达国家
初等发达国家
欠发达国家

国家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 50% 和世
界平均值，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30%
国家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 30% （或
世界平均值的60%）

二次现代化的未来世界前沿。这种模式被称为“综合现
代化”，即从半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从半工业社会向
[11]

知识社会的转变（图 2） ；目前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
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绿

1—20

46—80
81—131

注：国家水平的排名为2005年国家现代化指数的排名，指在人口超过百万和
统计数据比较齐全的131个国家中的排名，不同年份排名有所差别。发展中国
家包括3组国家，即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

目前，国家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大致有 3 个 [3]：① 实
现第一次现代化，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② 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完成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
变；③ 追赶、达到和保持人类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其
生产力水平

文明发展

国家和地区，可以推进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集聚两
次现代化的精华，降低现代化过程的失误，迎头赶上第

发达国家的分类标准

知识社会、知识经济

综合现代化
从半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
从半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工业革命
农业社会、农业经济

第二次现代化
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
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
知识革命
工业社会、工业经济

第一次现代化
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

色化的协调推进等。

1.3 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目标

从政策角度看，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被作为
一个发展目标。其中，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
其目标是保持现代化水平；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
区，其目标是早日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科学认为，现代化国家的分类标准主要
276 2018 年 . 第 33 卷 . 第 3 期

工具制造革命
人类诞生

图2

农业革命
原始社会、原始经济
生产力结构

国家现代化的路线图（示意图）[11]

综合现代化是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坐标横轴刻度：原始社会为
非狩猎采集与狩猎采集劳动力之比，农业社会为非农业与农业劳动
力之比，工业社会为工业与非工业劳动力之比，知识社会为非知识
产业与知识产业劳动力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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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 2 个目标是阶段目标，第 3 个目标是水平目标，

化和科技现代化；80 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发

也是动态目标；第 3 个目标的实现，大致有 3 种情景

展战略；2012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表2）。

国梦等。

目标

高标准
实现现代化
全国平均
实现现代化
基本实现
现代化

表 2 国家现代化的 3 种情景

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屡有波

国家现代化水平（国家现代化指数）

国家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进入世界前
列

国家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80%，但低
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国家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50%和世界
平均值，但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80%，进
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世界排名

折和失误，但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改革开

约1—10

放以来。例如，1950—2014 年，第一次现代化指数提高

约11—20
约21—40

了 73 分；1970—2014 年，第二次现代化指数提高 24 分[16]。
中国已从欠发达国家升级为初等发达国家，下一步是升级
为中等发达国家，再下一步是升级为发达国家。
2.2 中国现代化的现状

2014 年中国属于初等发达国家，大致处于发展中

2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

国家的中间位置，世界排名大致是第 60 位左右，不同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有几千年历史。在 18

指标排名不同[16]。例如，2014 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进程

世纪以前，中国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完成 99% ，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在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约公元 500—1500 年），中华

45%，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7 520 美元，大约相当于发达国

文明领先于西方，中国古代科技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家平均值的 17% 和世界平均值的 69%。

18 世纪是世界现代化的分水岭。随着世界现代化的兴起，

同时，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2014 年中国内

中华传统文明走向相对衰落。在 19—20 世纪，中国成为世

地部分地区的部分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下

界现代化的落伍者和追赶者，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线。例如，北京和上海的部分发展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

19 世纪中叶以来，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民

意大利、西班牙的水平。2014 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族复兴而上下求索、前仆后继。 20 世纪中叶以来，新中

是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发达国家都处于第二次现代

国历代领导人都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目标，激励国民奋

化（图 3）[16]。

发向上。1987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三

社会发展

步走”发展战略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21 世纪
[1]

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
2.1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现代化大致是 19 世纪中叶起步的，比主要发达

国家大致晚了约百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可以
分为三个时期，即清朝末年的现代化起步、民国时期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现现代化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15]。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建设工业化
强国；60 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
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

原始社会

局部现代化、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知识社会 工业社会 农业社会

[14]

第二次现代化
第一次现代化
过
成 渡
发 熟
起 展
乍
步
得

文明化、农业化
过
成 渡
发 熟
起 展 部分原
步
住民族
社会化

原始经济
原始文化
工具时代

图3

许多
农业
地区

农业经济
农业文明
农业时代

等
3
国

起
步

海
地
等
18
国

过
成 渡
发 熟
展
波
中 兰
印 国 等
度 等 14
等 38 国
29 国
国

工业经济
工业文明
工业时代

过
成 渡
发 熟
起 展
步
日
本
等
16
国

美
国
等
13
国

知识经济
知识文明
知识时代

时
代

2014 年世界现代化的坐标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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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现代化的特点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可以有多种表述，这里介
绍比较关键的 4 点。

3.1 尊重现代化的客观规律

规律一是阶段性——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 [ 3 ] 。

其中，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为基础，经

（1）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在过去 300 年里，大

常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经济和知识

约有 20 多个发达国家 10 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目前中国

社会为基础，物质生活趋同，精神生活多样化，经常以

人口超过 13 亿。中国人口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中国现

生活质量为中心。两次现代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

代化的任务也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

化、生态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既有所继承，又有本质

（2）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大致

差别。

起步于 18 世纪中后期，中国现代化大致起步于 19 世纪中

规律二是非线性——世界现代化包括三个转变 [ 3 ] 。

后期（不同领域起步时间不同），中国现代化起步比主

第一个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

要发达国家晚了约 100 年。

化；第二个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是第二次

（3）不平衡的现代化。例如，国家发展不平衡，工
业化优先，城市化和民主化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较

现代化；第三个是从半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是
综合现代化。三个转变的路径和模式是不一样的。

大，社会问题较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收

第一次现代化路径的主要特点是：以工业经济和

入差距较大；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发展相对滞

工业社会为导向，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工业化和市

后，工农收入差距较大等。

场化，工业比例上升，农业比例下降；社会城市化和福

（4）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2010 年，中国人均工业

利化，城市人口比例上升，普及义务教育，社会保险覆

资源大部分低于世界平均值。目前，中国现代化的环境

盖率上升；政治民主化和职业化，文化理性化和世俗化

压力非常明显。

等。第一次现代化路径的发展模式有 10 多种，不同国家

3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

可采用不同模式。
第二次现代化路径的主要特点是：以知识经济和知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

识社会为导向，以生活质量为中心；经济知识化和绿色

部署，即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 2035 年

化，知识产业比例上升，工业比例下降；社会郊区化和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智能化，郊区人口比例上升，普及高等教育；政治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用 30 多年时间，把

化和网络化；文化信息化和产业化；环境质量改善等。

一个 13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第二次现代化路径有 20 多种发展模式，不同国家可选择

国，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

不同模式。

全面落实十九大报告的战略安排，需要集思广益

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主要特点是：两次现代化的协调

和建言献策。因为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发展，并迎头赶上未来世界前沿水平，大约有 30 多种

国，是一个跨学科的重大课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

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图 4 ） [12]。第

究。从新现代化研究和现代化科学角度看，建设社会

一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以经济增长为中

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重点关注 3 个方面：尊重规律和

心等；第二阶段，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两次现代化并

尊重国情；选择合适目标和路径；选择合适模式和重

重；第三阶段，第二次现代化和知识化为主，以生活质

点。

量为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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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
知识化并重

知识化为主
生活质量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国情，前面已有介绍，这里
知识文明要素

文明要素比例

工业化为主
经济增长

工业文明要素
农业文明要素
文明时间

图 4 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三个阶段（示意图）

不再赘述。

3.2 选择合适的目标和路径

3.2.1 目标选择：全面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战略安排
30 年前（1987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发展

战略，30 年后（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两者一脉相承，后
者有所创新（图 6），其创新点主要有 3 个：① 把“三步

规律三是创新性——创新是国家现代化的源泉和动

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细分为 20 年、 15 年和 15 年三个

力。 其中，知识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产生新科技，新

阶段；② 把原第三步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科技通过技术创新产生新产品和新产业，新产业导致新

提前到2035 年（提前了15 年）；③ 把 2050 年目标提高到

经济，新经济导致新社会，新社会导致新现代化。从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到现代化的全过程，每个阶段都有信息反馈，从而形
成从创新到现代化的正反馈循环驱动（图5）[17]。
制度创新

知识创新

《中国现代化报告》完成全球 131 个国家 1950 —
2014 年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定量评价，发现 2000 年中国是

一个初等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第 70 多位[16]。按照 1990—
技术创新
新科技

2014 年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中国有可能
新产业

新经济

新现代化

新社会

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国
家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 60 位；在 2030—2040 年期间达

信息反馈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水平进入世
[17]

图 5 现代化过程的创新驱动模型（示意图）

知识创新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知识创造和新知识首次应用等

界前 40 位；在 2060—2080 年期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全
国平均实现现代化，国家水平进入世界前 20 位；在 21 世

规律四是现代化与科技革命紧密相关 [ 18 , 19 ] 。 在过
去 300 年里，世界现代化前沿的每一次浪潮，都是由科

纪后期进入世界前列，高标准实现现代化[15,16]（表 4）。
3.2.2 路径选择：采用综合现代化的运河路径

技革命推动的。前五次科技革命分别推动了机械化、电

《中国现代化报告》发现[3]，2000年中国处于第一次

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浪潮；未来的科技革命将推动新

现代化的发展期，而美国处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期。

的浪潮，其中，“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将推动仿生再

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先做第一次现代化，后做第二次

生和生物经济的新浪潮等。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可加速

“两步走”战略部署：30年（2020—2050年）

国家现代化。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规律五是国家发达的科学原理[12]。例如，在其他条件
相同时，国家发达水平与创新价值比例成正比，与劳动价值
比例成反比；与物化劳动比例和高效劳动比例成正比，与活
劳动比例和低效劳动比例成反比；与优质资产比例和高效投
资比例成正比，与不良资产比例和低效投资比例成反比；与
先进技术比例成正比，与落后技术比例成反比。

1980 1990

温饱水平

2000

2020

基本
实现现代
2035

小康水平

全面建成
现代化强国
2050 年

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70年（1980—2050年）

图 6 “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步走”战略部署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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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表4

目标内涵

21 世纪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一种定量测算
目标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 第一次现代化指数：达到100分
近期 会，基本完成第 关键指标水平：达到1960年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目标 一次现代化，处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60名
于初等发达水平 关键指标水平的排名：进入世界前60名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50%
基本实现现代
中期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
化，达到中等发
目标
关键指标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50%
达国家水平
关键指标水平的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
全国平均实现现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80%
远期 代化，进入发达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
目标 国家行列
关键指标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80%
关键指标水平的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值
高标准实现现代
最终
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
化，进入世界前
目标
关键指标水平：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列
关键指标水平的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

注：本表为按照1990—2014年国家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计算的测算结果

现代化，那么在 21 世纪中国很难赶上美国。
《中国现代化报告》认为，中国可以采用综合现代
化路径（图 2），以未来世界前沿水平为目标，开辟一条
“现代化运河”，两次现代化协调发展，迎头赶上未来
[3]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新
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全面提
升五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和生态文明），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新途径，为人类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在新的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模式选择，既要尊重现
代化规律，又要尊重中国国情。从规律角度看，综合现
代化路径分为三个阶段（图 4）。从政策角度看，“三步
走”发展战略全长 70 年，覆盖综合现代化路径的三个阶
段，其后 30 年将进入综合现代化的第三阶段。
三步走战略前 20 年（1980—2000 年）。属于综合现
代化的第一阶段，以工业化和第一次现代化为主，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并启动信息化和环境保护，已顺利完成
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
三步走战略中 20 年（2000—2020 年）。属于综合现

的世界前沿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运河战略”，通俗地

代化的第二阶段，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同步推进新型

说是一种“弯道超车”或“跨越式发展”。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高等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皆是“两步走”，即先完成第

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取得巨大成就。至 2020 年，我国将

一次现代化，后开始第二次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完成工业化，第一次现代化指

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积聚两次现代化的精华，避免

数将达到 100 分，相当于发达工业化国家 1960 年的平均

现代化过程的失误，走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现代化新

水平。

路，迎头赶上未来的世界前沿。中国的综合现代化路径

三步走战略后 30 年（2020—2050 年）。全国平均将

和运河战略，将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一条新道

进入综合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将以知识化和第二次现代

路，树立一个新标杆。

化为主，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按照综合现代化路径和运河战略的原理，《中国
现代化报告》先后研究和提出了 9 个现代化路线图，分

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可因地
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别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

从现在到 2020 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

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城市现

也是综合现代化第二阶段的“收尾期”。十九大报告指

代化和健康现代化的路线图[3,15]。

出，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

3.3 选择合适的模式和重点

3.3.1 模式选择：以人民为中心，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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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各项要求，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1]。
从 2020 年到 2050 年，既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分析

的 30 年，也是综合现代化第三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计划。建议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科技创

“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图 6 ）。在此时期，我们将完

新特区”，抢占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全面建设创

成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和一个升级。 一是目标转变 ——

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深化改革，加大系统性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

改革力度，提升社会治理质量，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

国。 二是模式转变 ——从第一次现代化为主到第二次现

化。扩大开放力度，促进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建

代化为主，从工业化为主到知识化为主。 三是工作重心

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转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

（ 3 ）六化协同，共建共享，绿色发展。 所谓“六

题，即从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主题到以满

化”是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主题。 一个升级是战略升

代化、生态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六化协同，指协同推

级 ——战略目标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升级为全面建成现代

进“六化”建设。共建共享，指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化强国，国家水平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升级为

绿色发展，指把绿色理念融入所有政策。
（4）做好四个选择。一是价值选择，提高人均创新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伟大复兴。
3.3.2 重点选择：向生活质量进军，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价值，提高人均劳动价值，提高创新价值比例。二是劳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特色中国社会主义的基

动选择，提高人均有效劳动和人均高效劳动，减少无效

本方略“十四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劳动和低效劳动。三是资本选择，提高人均有效投资和

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提出了当前工作的“九项任

人均高效投资，减少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四是技术选

务”，包括：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民主政治，推

择，增加先进技术比例，降低落后技术比例。

动文化繁荣兴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建设美丽

（5）把握三个关键。一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议技

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祖国统一，推

术进步采用 50% 的创新和 50% 的学习，提高人均资本、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人均技能、人均技术和管理水平。二是促进社会公平和

水平等[1]。这些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工作指针和重点。

进步，建议实行按贡献分配和按需要调节，社会分配采

十九大报告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用 80% 的竞争和 20% 的调节；建议实施“家庭小康工

作为奋斗目标” [1]。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程”，向人均收入低于小康标准的家庭提供爱心帮扶。

要，建议在未来 30 多年里，全国各地特别是比较发达地

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倡各尽所能、平等互利、公

区，要把“向生活质量进军”作为一个发展主题和工作

平竞争和凭业绩晋升，普及高等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

[20]

重点，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

和信息化，尊重个性和民意选择。

（ 1 ）以生活质量为发展主题，实现战略转型。 向

（ 6 ）因地制宜，梯度推进。 2013 年我国地级行政

生活质量进军，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生活质量

地区中，169 个为较不发达地区，125 个初等发达地区，

为主题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全面满足

42 个中等发达地区。建议中等发达地区以提高生活质量

美好生活需要。建议适时研制和启动“中国质量十年议

为发展主题；初等发达地区则采用生活质量和经济建设

程”，以生活质量为中心，以经济质量和环境质量为支

两者并重的发展模式；较不发达地区仍以经济建设为中

点，三个质量一起抓。

心，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 2 ）以创新和改革为动力，实现双轮驱动。 坚持

人既是现代化的行为主体，也是现代化的受益者。

创新驱动，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和“互联网 + ”行动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中国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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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项伟大事业。这不仅将惠及
全体人民及其子孙后代，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
重大贡献。让我们积极投身其中，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
任，每个人都做出一份贡献。众人拾柴火焰高，众志成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何传启. 第二次现代化: 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 北京: 高等教育

出版社, 1999.
10 何传启 . 第二次现代化理论: 人类发展的世界前沿和科学逻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城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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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分析

Route and Model Towards a Great Modernized Country
HE Chuanqi
（1 China Center for Modernization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hina will become a well-off society in 2020 and take a new approach to a great modernized countr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short history and experience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e history and situation of China modernization, and recommends the route and model
towards a great modernized country for China. In the coming 30 years, China will follow the “two-steps” strategy introduced by the report
of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dopt the Canal Route of Integrated Modernization and catch-up with world
advanced level, and pursue people-oriented and new ideas of development, while march towards high quality of life and fulfill the huge needs
of better life of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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