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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从战略高度为我国社会主义建
设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制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对于共同富裕
思想的解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科学的制定发展战略。本文针对共同富裕思想体系的含义以及相关内容
进行分析,然后促使共同富裕的思想能够和青海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使得青海发展战略能够深刻践行
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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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Qinghai
Qicai Guo Le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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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hich has set a clear
development goal for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rom a strategic height, and has set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can help us to formulate a mor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and
related contents of the thought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n urges the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to be further connected with Qinghai's development strategy, so that Qinghai's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deeply
practice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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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正常运行秩序造成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

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能够保持在相对

社会生产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得

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从根本上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富

针对财富的分配成为了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一直将

裕思想体系的重要性。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得社会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要

不同层级之前的差距日益缩小,彻底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且

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1]

紧密相连 。在青海发展战略中明确共同富裕的建设思想,能够

当前阶段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群众的基本生活已

进一步提升青海发展战略的建设成效和建设水平,对于青海发

经具备了保障,加下来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推进共同富

展具有重要意义。

裕建设。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共同

1 共同富裕思想内涵特征

富裕的建设目标是分阶段实现的,通过一部分群体的积极探索,

1.1共同富裕的含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和目

从中得出相应的实践经验为后续的生产活动提供重要的指导。

标要求。共同富裕的含义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和相

在完成发展道路以及发展方式的探索以后,将这种发展方式推广

互帮助从而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社会发展水平,实现消灭两极

到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并不是同等富裕,同等富裕会导致社会形成

分化以及贫穷基础至上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思想在我国传统

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共同富裕思想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是将

思想文化体系中有着广泛的体现,自古就是我国社会文化中的

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缩小,使得社会不同阶层都

重要内容,关于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体现最为著名的当属论语

能够通过劳动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满足自身发展的需

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表述,表示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对于社

要。而在国家层面的体现是通过多种转移支付手段,统筹全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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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降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差

遍的贫困。面对这一现状,我国开始进行多样性的探索,以更好的

距,进一步提升社会整体运行水平,逐步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对于共同富裕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阶

1.2我国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阶段。我国共同富裕思想的实

段的要求,在建设初期党和国家进一步对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建设

践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新

要求进行明确：
“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后续的

中国,为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然后一个阶段

人群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党和国家关于共同富裕观

是通过确立共同富裕的具体内容主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共同

念论述有效的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相较于计划经济的方

富裕思想的应用实践。

式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发展规划,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同富裕提供了重

[2]
社会发展 。在有关领导对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进行表述以后,我国

要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

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通过对于一部分地区的政策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实现国家独立的基础上,我国开始了中国社

促进这部分地区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进而辐射到我国的其他地

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开始践行共同富裕思想。因此新中国的成立

区,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自

成为了我国共同富裕思想实践的重要起点。虽然新中国的成立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升至

我国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起点,但是共同富裕思想

世界第二,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

的实践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当时的国情限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理念实践的成果,但是这也导致了我国

制。经过了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

社会经济逐渐产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对于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

大胜利,但是战争也对于我国的经济运行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

影响。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共同富裕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党

坏。虽然我们拥有共同富裕这一思想目标,但是落后的经济基础

中央对于共同富裕思想实践方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带

难以满足共同富裕思想的建设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

来了一些发展问题,但是相较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言可以接

着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我国社会建设的目

受。应当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展目标,继续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

标主要集中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建设方向上,目标是通过重工业为

[3]
总量的不断上升,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 。

我国国家安全提供重要的基础。在国际环境形势的限制下,我国

2 共同富裕思想与青海发展战略

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主要的经济发展重点集中于国家安全

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将其和青海发展战略深度

战略方面,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共同富裕

融合,继而实现提升青海发展水平的目标效果。青海作为我国重

的目标要求暂时让步于国家安全建设。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思想

要的内陆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落后。从不同

体系还不够完善。共同富裕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

的层面应用共同富裕的发展视角进行分析,青海位于我国的西

重要内容,但是并不能直接照搬至我国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

部,其经济发展资源相较于东部地区更加匮乏,因此导致经济发

结合我国的社会运行实际进行进行充实优化,才能够更加适应我

展状况落后于东部地区。在我国共同富裕建设目标体系中处于

国的社会实际,更好的应用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新中

被带动的位置。近年来我国财政通过统筹规划,应用转移支付等

国成立虽然为共同富裕思想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应用基础,但是由

多样性的方式促进青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共

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的影响导致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心主

同富裕建设目标。除了依靠国家层面共同富裕建设目标体系规划

要集中于国家安全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无法为共同富裕思

促进青海经济发展以外,青海应当通过全面理解共同富裕建设要

想的发展实践经验。经济发展形势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同富

求的重要内涵,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应用这一思想要求。我国

裕的思想无法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但

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系的应用实践表明,这一思想能够有效的促进

是在这一阶段我国人民展现出了十分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社会

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因此应当在青海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受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严重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我

战略中积极应用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要求,促进青海经济发展水

国的社会并未出现较大的差距,人民群众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目

平的提升。共同富裕思想在青海发展战略中的实践应当明确“先

标共同发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富带动后富”的总体原则,即在省域内划分按照发展优势进行角色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我国将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由军事以

划分,通过政策倾斜进一步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然后使其带动

及重工业逐渐转向为社会经济轻工业等,加快步伐开始了我国的

其他战略行业的发展,提升全省总体的发展水平,实现良好的发

现代化建设。此时社会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认识到贫

展效果,并且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在全省经济发展的

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人民都能够过上幸

基础上通过多样性的方式带动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扩展自身视

福快乐的日子。在这一思想转变的情况下,共同富裕思想体系的内

野,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起领头羊的角色,带动区域整

容得到不断的扩展,并且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了多样性的应

体经济发展,帮助其他省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用实践。这一阶段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心已经由军事重工业转

2.1集中优势发展特色产业。青海“四地”建设是党和国家

变为社会轻工业,但是这一阶段实行的计划体制并未有效的促进

按照青海省的优势资源以及区域定位为青海省指定的发展规划

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失去了活力,造成全社会形成了普

战略,坚定不移得集中优势按照“四地”建设规划制定青海省的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7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发展目标,既能够有效地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带动周边
[4]

区域经济的发展,助力区域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 。“四地”战

展。在优势资源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扶持落后产业的
发展,提升青海发展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略中首先是盐湖产业基地建设。青海省拥有丰富的盐湖资源,

青海省虽然具备丰富的农业产业资源,但是农业产业整

依靠这一资源禀赋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实现青海经

体发挥水平不高。在有机农产品高速发展的同时,青海省农业

济的快速发展。针对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一方面要对于现有产业

总体技术水平不够高,制约了青海的总体发展。通过有机农产

链条进行考察,针对其中存在的弱势环节进行有效的补强,提升

品基地的建设,提升青海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更好实现共

盐湖整体产业链的完整性。另有一方面围绕着盐湖基地建设完

[6]
同富裕 。首先要通过政府搭线,为一线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业技

善的配套产业,确保能够提升盐湖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采取多

术企业搭建桥梁,使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可以在一线农业生

样性的方式保障盐湖产业基地的建设完善。由政府牵头设立盐

产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提升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对于农产品

湖产业发展基金,对于盐湖产业上下游产业集群给予重要的资

销售方式的扩展,农业企业应当与种养殖合作社展开合作,为农

金支持。同时要扩展盐湖产业链,提升技术水平,及时淘汰掉落

户建立多样性的农产品销售渠道。通过建立种植、销售全链条

后产能,积极引进一批行业尖端技术,提升盐湖产业综合技术水

的产业帮扶,提升青海农业整体发展水平,实现对于落后产业的

平,围绕着锂电等盐湖产业的下游产业进行发展,推动盐湖产业

不足,践行共同富裕的目标。
共同富裕思想在青海发展战略中的应用还可以使青海更好

基地技术水平不断升级。
青海省蕴含着风力、太阳能以及水能等多样性的清洁能源

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青海省要积极的落实国家制定的相关发

种类,因此要朝着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大踏步迈进。清洁能源

展战略,通过区域协调的方式构建区域发展综合体,实现对于自

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为区域提供丰富的清洁能

[7]
身发展弱势的不足,同时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

源供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转变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

3 结语

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青海省应当围绕着清洁能源的优势资源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坚持总的建设

建设国家高水平的清洁能源综合产业基地。重视风电光伏产业

原则,同时按照发展实际进行及时的调整,深刻领悟共同富裕的

的发展,不断提升太阳能能源转化效率以及风电的能源储存效

思想内涵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青海作为我

率,使清洁能源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要重视对于水力资

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强省,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会影响本地区社

源的应用转化,加快重要水利发电工程建设,使其能够早日为经

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会对于区域经济造成影响。深刻领会共同富

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清洁能源。

裕的思想要求,将共同富裕的建设融入到青海发展战略当中,进

独特的自然风光为青海的旅游业发展提供条件。因此,要充
分利用好青海省独特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国家生态

一步提升青海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且对于区域经济起到良好的
带动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努力。

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游客,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产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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