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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变化，认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

挑战都面临着新的发展和变化。全会强调“十四五”要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并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目标，即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

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

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

研究中心举办了“十四五”规划讲座，共同讨论全局战略和劳动力市

场问题。                                                             



 

 

1 

 

“十四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起点。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规划作了纲领性介

绍，学习领会其精神对了解国家政策的走向至关重要。11 月 20 日，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举办了

“‘十四五’规划：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专题讨论会。劳

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教授主持会议。会

议邀请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教授、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

教授、经济学院郭杰教授以及经济学院孙文凯教授。王小广教授作了

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就“十四五”规划内容进行了讨论。 

一、“十四五”规划振奋人心，风险与机遇并存 

王小广教授认为，“十四五”规划目标高远、振兴人心。我国从

1953 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到现在共有十四个五年规划，根据

其内容和特点，这些规划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

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的“一五”到“五五”，这五个规划可以被认

为是建设初期的规划。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学者还是国家，都追求重

工业，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其他区域的战略则是“三线”。这些规划

的特点就是重视工业、重工业的发展。第二个阶段是从“六五”到“十

二五”，第三个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时代。在发展模式上，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以内需为主，改革开放之后的 30 年则是内需为主、

外需牵引，外需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外

需难以驱动中国这个大体量经济，中国的发展模式再次回到以内循环

为主。实际上在 2008 年之后，我国经济已经变成内需为主、内需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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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是一个驱动力的重大转变。 

“十四五”规划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第二个五年规划。新发展理

念的源头应该是“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则是深入攻坚，提高

创新能力和释放巨大需求潜力是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对此，有三个

认识要到位。 

第一，当前我国处在大机遇期，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100

年前是美国在改变世界，是按照美国的意图来构建世界格局，如今，

虽不能说中国主导世界，但是中国的经济愈加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总

书记所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在改变世界，中国在发

挥关键性作用，最后要起到领袖作用。当前，中国也抓住了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新机遇，取得了较好成绩。 

第二，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风险期。未来 5 年或 10 年，中国经

济面临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会使我们难以达到设想的目标。虽

然中国搞工业搞出了发展奇迹，但现在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正面临报酬

递减的问题。很多国家（如泰国、墨西哥、土耳其）因制造业做的不

够好，而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2010 年，中国工业位居世界第一，现

在连续十年第一，但是“大而不强”。从回报来讲，中国经济正处在报

酬递减的持续过程当中。2008 年以来，我国经济仍然有下行趋势。用

企业利润增速除以销售收入增速，得到的比例大于 1 为报酬递增，小

于 1 为报酬递减，等于 1 为报酬稳定。报酬递增或稳定是比较好的，

如果报酬递减，说明增加投入对经济的刺激效用较小。2002 年到 2011

年是中国重工业最繁荣的 10 年，在这期间该比值平均为 1.19；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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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 GDP 增速跌到 8.0%以下，此比值降到 0.35。从行业看结果也

是类似的。解决此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高创新

的能力。这就是“十四五”规划把创新放到那么高的地位的原因。五

年前提出的新发展理念表明创新是第一，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

创新。 

第三，当前处于外部强干扰期。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国都

会对中国采取一种长期的遏制性战略，外部环境是恶化的，因此不利

于我们发展。总书记提出的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临许多逆风逆水，

这个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签署

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和整个西方对我

们的“围剿”态势，所以形势仍然严峻。 

关于“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有三点需要注意。第

一，2035 年远景目标提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梦进入决

胜的中场”，其中大多数指标都是“基本”。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有

人没实现，有人超前实现了，大多数人是实现了。第二，2035 年远景

目标中的有些指标需要率先完成：（1）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的指标要提前，这里提到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

型国家前列”也必须实现。目前，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要在 15 年

的时间内实现追赶，实现在技术上、科技上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中国制造 2025》也是这个目标其中的一部分，到时中国制造业应达

到日本或德国的水平。（2）“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提前。现代化

经济体系十分重要，产业基础或产业链的现代化是制造强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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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是 2035 年要完成的，并且它不是“基本”完成，更加突出

了这个目标的重要性。第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基本

公共服务没有说“基本”实现均等化，而是要求实现均等化，即 2035

年完成。将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基本，一个是超

前，这个超前就显示了未来我国要在哪方面下工夫。 

“十四五”规划是未来五年的规划，有更丰富的指标。第一个指

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这一

表述中的重点有三个，即需求、供给及创新能力，最终的结果是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第二个指标，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

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

的改革明显比“十三五”期间更深、更快，要求未来五年基本建成与

基本形成，说明这两者的完成要早于 2035 年。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面临多方面的优势和有利条件。我国经济

长期向好，发展潜力巨大，发展韧性强劲，物质基础雄厚。我国人均

收入达到 1 万美金，2019 年的 GDP 近 14 万亿美元。美国的 GDP 约

为 20 万亿美元，其 70%的消费率对应的是 14 万亿美元的大市场。但

我国的消费率较低，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是美国总市场的 37.6%，人均

消费只占美国的 8.8%，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还有

19 倍的空间，这说明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此外，人力资源丰富也是我

们的优势。当前，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总人数为 1.8 亿。按照现在平



 

 

5 

 

均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为 800 万，15 年后就有 1 亿多人。到了 2035

年，大专学历以上的人数将达到 3 亿人。我们拥有的雄厚的人才资源

也能够保障我国的创新。 

“十四五”规划也是一个战略集成。首先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大

国肯定都是以内循环为主。虽然日本这十年的外部依存度提高，但是

总体仍不到 30%。而中国比较特殊，经济体外贸依存度达到 60%，全

世界只此一家，不可复制、不可持续，以后会继续向内需发展。如果

把对外依存度分解为总依存度、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

那么在 2006 年之前，不断提高的加工贸易依存度就是对外贸易依存

度上升最主要原因，但是在 2006 年之后这一指标下降了，反映了国

内与国外经济循环的结构变化，内循环渐渐占据主导。 

现在国家高质量发展面临四大难题：一是动力问题；二是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安全问题；四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要

使资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可持续的高效循环模式。

如果新发展格局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就不会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 

我们大战略有五个方面。一是战略出发点，新发展阶段下的新背

景、新条件、新挑战要求全面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战

略方向，要创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共享，要在开放中发展。三是战略目标，十九大确定了新的“两

步走”战略目标，第一，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到本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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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富”到“强”的转变。四是战略手段，要通过改革开放驱动、

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九五”到“十二五”都是以结构

调整为主线，到“十三五”时期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体制改革为

主线。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快体制改革。五是战略

途径，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包括：第一，创新发展、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是关键。第二，扩大内需，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是战略

基点。第三，促进城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是战略支撑。第四，改革开放是根本动力。第五，统筹发展

和安全是最根本的战略原则。第六，体制与治理现代化是战略保障。 

在“十四五”规划中，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总共有 12 个部分。除了国防等问题之外，

我们将其概括为九点：一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二是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形成强大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三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扩大内

需，主要是通过消费；四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五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六是加快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七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

建设水平；八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九是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 

关于劳动力就业方面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分析：一是作为加快科

技强国建设的重要部分，人才强国战略主要针对人才利用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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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十三五”，这部分没有特别新的内容，产学研深度融合也不是

第一次提。二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我国主要是结构性失业，面临大

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以及国企就业体制这三大问题。当然最主要的

问题还是大学生失业，但是农民工二代问题也比较突出，所以“更加

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问题”是有深刻意义和所指的。规划中提到的“完

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对灵活就业给予

了充分的重视。新经济、平台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机会，并带来就业的

多元化。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可能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

就业。预计 2035 年我国 GDP 将翻一番，劳动力数量会下降，虽然劳

动力可能会出现短缺，但就业形势相对乐观。 

二、各项战略目标尚需建立完善的指标体系 

曾湘泉教授认为，从劳动就业的角度研究“十四五”规划，其实

仍有较多内容。从国家人口战略的层面讲，“十四五”规划中有很多

的内容有新意，也有很多内容承接了“十三五”规划，特别是高质量

的提法，“十三五”讲的五大理念及以创新为核心的理念，和“十四

五”是一样的。但是，高质量的代表是什么，哪些指标体系能够反映

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GDP 的增长跟财富的增长不一

致，这可能就不是高质量增长。 

过去我们为达到高质量发展而进行供给侧改革，主要是从去产能、

去库存的角度，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没有起到作用。目前蓝领市场供

求比为 3.0，已创历史新高，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依旧突出。大

学毕业生供给过多，就业困难，人才培养没有在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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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外，应该重视科技强国战略，将来应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包括如何解决教育问题比如中国新生代过度教育比较突出的问题。从

今年智联的数据来看，虽然招聘的工资是上升的，但企业想招的人招

不到。我们必须对教育体制如何改革加大研究。 

第二个是老龄化的问题。“十四五”以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将会

十分突出。近期调查发现，从事家政的都是 50 岁以上的人，从事家

政行业的年轻人比例低，而 50 岁以上的这些人本身就是要被服务的。

老龄化急速加剧、岗位总量在下降，这些对于就业增长而言挑战非常

大。 “十四五”中提到的提高参与率、开发老年资源是需要我们高度

关注。 

三、需要更加明确地研究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郭杰教授认为，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新发展格局的内涵，新发展格

局并不全部指向经济问题。郭杰教授认为，中国的失业不是问题，中

国没有明显被迫失业，而是以自愿失业为主。年轻人对就业态度发生

了变化，劳动参与率下降。因此，要正确认识就业问题、对于如何做

到促进就业也需要斟酌。 

四、需要更深入研究就业质量、教育和创新 

孙文凯教授认为“十四五”规划内容非常丰富，共六十条，每一

条内容也都很丰富。其中第 9 条“激发人才创新活力”、31 条“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43 条“强化就业优先政策”、44 条“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45 条“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46 条“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47 条“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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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劳动经济领域要深入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些内容确实在“十三五”

规划中多有提及，“十四五”规划在文字上进行了适当修改。但仍然

需要深入贯彻学习“十四五”规划的内容。这些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内

容彼此关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对政策制定有重大帮助。比如，有

效的教育体系能够提供更适合市场需要的大学生，从而缓解就业压力，

提高就业质量，并且提升创新能力，提高效率从而应对老龄化问题。

要加大力度将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更好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兜底，

也为创新和老龄化提供保障。 

“十四五”规划在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中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就业

质量”，这一目标虽然在这之前也有所提及，但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

场形势下更为重要。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和就业形态变化对就

业质量构成了挑战。劳动者可能会面临收入极化、过度劳动、过度教

育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亟需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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