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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与持续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贸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 ，
全球性经济贸易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面对发达国家市场萎缩、新兴市场体量不足、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
一系列持续演变的风险和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不仅是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局势的战略定位 ，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 文章立
足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归纳梳理中国已经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中国当
前所面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 ，探讨创新发展格局必须立足于“内循环 ”的时代背
景及理论机制，分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战略意义，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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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面向未来，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1］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这

是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缓慢、国际贸易市场萎缩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时代选择，也是加快经济
增长内生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国际贸易的发展
为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带来了国际投资、技术进步和世界市场，是中国在 21 世纪初实现持续高增长
的重要推动力，自 2002 年到 2014 年连续 13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长期超过 40%，2006 年高
达64．2%（ 图 1） 。

图1

中国 GDP 和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及对外贸易依存度（ 1991—2019）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过去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国际市场的利好环境，但自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的衰
退以来，国际经济和贸易持续低迷，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贸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波及，近年
来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 GDP 增速（ 图 1） ，虽然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出现反弹，但整体下行的贸易
失速问题依然严峻。从国际市场发展的总体态势看，中国的国际贸易仍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发达
国家一直是中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市场，然而，未来发达国家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的增长空间已经
比较有限，这是由两大客观因素决定的。一是发达国家自身的市场需求增长持续放缓，主要工业化
国家的贸易逆差居高不下 （ 表 1）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9 年高达
6 164．24亿美元； 二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的情况略好于其他发达国家，GDP
增速保持在 2% ～ 3% 左右，而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GDP 增速普遍低于美国（ 图 2） 。
在传统发达国家市场逼近天花板、增长空间有限的趋势下，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国际贸易
拓展的新方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东盟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
力较大，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投资拉动，这些国家在未来有望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居
民收入，从而对进出口贸易和技术投资的需求也就会相应增加。但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发展基础
差、经济体量小、劳动力素质不高、政治风险高等问题，要达到足够的市场规模还需要一定的发展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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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净值（ 亿美元）

美国
－3 615
－4 189

英国
－361

德国
317

法国
179

日本
265

－461

884

276

516

－4 939
－6 099

－453

947

240

725

－615

1 462

942

－7 143
－7 617

－610

1 488

174
－3

－557

1 625

－82

630

－7 054
－7 087

－614

2 321

－185

835

－651

2 295

－419

173

－3 838
－4 953

－391

1 728

－328

233

－496

1 802

－435

－5 497
－5 374

－241

1 847

－567

782
－395

－317

2 170

－378

－4 611
－4 896

－359

2 186

－306

－428

2 577

－362

－4 985
－5 030

－406

2 550

－98

－1 286
－233

－436

2 564

－132

404

－323

2 576

－272

376

2018

－5 501
－6 277

－396

2 451

－307

14

2019

－6 164

－331

2 250

－275

46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699

－1 012
－1 25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

图2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 GDP 增速（ 2001—2019）
www．worldbank．org。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在国际市场增长乏力、
世界各国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无疑将会对全球经贸
发展造成更为深远的破坏性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 4．9% 的负增
长，
只有中国能实现预期为 1．0% 的正向增长，美国、日本、英国、欧元区国家的经济萎缩将可能高达
［2］
6% ～ 13%，
俄罗斯、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等疫情重灾区也将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对于原本就

维持在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的发达国家而言，
新冠肺炎疫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客观上这些国家的进口
需求就会随之收缩； 而与此同时，
美国等国家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也将对其未来的经
济增长埋下更具危险的隐患，
长期不确定性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发达国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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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和市场规模仍然不容乐观。所以，
在短中期内，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贸易
IMF 预计 2020 年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将分别萎缩 13% ～ 30% 和 40%，
2020 年以后，
需求难以维持，
还会
产业链重构的威胁而复苏缓慢。
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供应链、
除了客观上的经济衰退和市场萎缩，
国际关系也可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而变得更为紧张。
出于对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美国挑起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
化”和“去中国化”，
对中国采取围追堵截的态度，
将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演变为科技封锁，
利用政治手段
遏制中国有前途的跨国企业扩展海外市场。而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美国传统的同盟国家，
也会为了
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惜牺牲本国的利益，对中国产生敌视和摩擦。与此同时，为了逃避疫情防
控不力的社会责任，
特朗普政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发现为由，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阴谋
把疫情防控政治化，
鼓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对中国产生更进一步的误解，
甚至故意以之为借
论，
口对中国进行打压，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可能在短期内会比较明显，在中长期内也将充满敌意和不
确定性。
因此，
虽然国际贸易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但是，
过去长期依赖国际贸易和外
商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基于当前
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崛起应当着力于内生增长，逐步减
国内经济发展结构和国际市场大环境的新变化，
轻对国际市场、
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过度依赖。本文将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立足于中国当前所处
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宏观环境，
分析中国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并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发展格局”的内在机理与战略意义，

“双循环”的理论机制及文献回顾
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一理念，
最早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上首次提出，
这是党中央在国内、
国际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发展更高层次的
［3］

开放型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

。基于美国的发展经验，程实和钱智俊［4］认为“双循环”演进的内在深

以产业升级为先导，
以创造消费新场景的大规模投资为辅助，以激活消费升级为目标，在供
层逻辑为，
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步开启“内循环”的自我强化，
并最终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
当前这一逻辑体系的各个关键节点都具备了可观的发展潜力。因此，
未来打通这些“潜力点”
的进程，
就是中国经济创新“双循环”发展模式的质变之途。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
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
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
两种资源，
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也就是要坚持深
［5］
化改革、
扩大开放，
持续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经过 40 多年连续不间断的高速经济
增长，
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
逐步转变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工业门类的工业大国，
［6－7］

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向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大转变，贸易政
［8］

策由改革开放前的进口替代和自力更生逐步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口促进

，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和

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姚树
对外投资成为了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
洁等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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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提高国内生产技术效率的推动器，有利于降低国内生产的非效率，与此同时，
［9］
外商直接投资也是生产前沿的移动器，
有利于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

但是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和技术人员的流动等因素促进国内企
会对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10］

业的技术研发

。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也为中国以
［11］

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

。中国也在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

［12］

，
逐步成为了全球贸易体系、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重要节点，商品贸

值环节进行整合和攀升

［13］

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进口和出口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然而，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全局性、实质性、长期性的新变化，结束了过去长达十年 GDP 增速达到
［14］
两位数的高增长，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步脱离投资和

逐步转向更注重质量、效益、创新，更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更关注民生改善，
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
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轨道； 虽然宏观经济的数量型指标增长有所减缓，但是过去重视不够的质量和
［15］

改革也在稳步推进
效益型指标却在不断得到改善，

。

后金融危机时代，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兴起，
双边、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激增，战后
［16］

多边贸易和国际协调机制不断遭受严重冲击
创立的多边金融、

。王小梅等研究发现，
自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
中国出口开始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影响程度
高于发展中国家，
其中关税措施和政府采购等非关税壁垒是限制中国出口的主要形式，
而救助 / 国家援
这些负面影响对中国的金属、
机械、
矿产品和食品加工行业
助和出口补贴造成的间接冲击则较为突出，
［17］

等的出口阻碍尤为明显

。

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收缩，美国优先”的经贸保护政策，实施了一系
列针对中国的定向打击行动，
对华发起“301”调查，
借由中美货物贸易的巨额逆差，不断挑起中美贸易
［18－19］

摩擦

。虽然中国积极同美国展开了多轮经贸磋商，
但是，
美国最终还是对中国几乎所有输美商品
［20］

增收高达 25% 的关税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对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21］，
贸易战不是基于

［22］
公平贸易的市场竞争，
而是中美两国关于新产业革命的战略竞争 ，
其本质逻辑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和单边主义行径，
是对全球价值链体系国际分工生产网络的粗暴破坏，也是对国际多边经贸规则体系
的肆意践踏，
如果应对不当，在中国自身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全球经济更是面临着陷入“特朗普陷
［23］

阱”的风险

。

在金融危机余震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
世界经济艰难复苏、
增长乏力，
而突如其来的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无疑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
世界经济衰退几
国际市场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最早于 2019 年末在湖北省武汉市确诊了新冠肺炎
乎已成定局，
疫情，
在各级政府通力配合、
全力防疫，
全国人民勠力同心、配合防控，各地医护人员无私奉献、顽强拼
中国在短短不到 3 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灾难的蔓延，确保人民生命和健康
搏的巨大付出之下，
安全。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
中国自 2020 年 2 月底逐步开始复工复产，
稳步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
生活秩序。2020 年 4 月 8 日，
经历了长达 76 天的“封城”后，
武汉迎来了胜利的“解封”，
这也标志着中
国已经取得了抗疫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
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爆发之初疏于防控，错失了两个多月的重要防控窗口
期，
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范围内急速爆发，波及全球 216 个国家和地区。WHO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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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1 日，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多达 2 512 万人（ 表 2） ，
死亡人数多达 84．6 万人。美国、
386 万和 362 万人，死亡人数分
巴西和印度是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三个国家，感染人数分别为 617 万、
12．1 万和 6．5 万。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持续半年以后，还没有看到疫情被根本遏制的希
别为 18．7 万，
2020
望。8 月 31 日一天，
全球新感染人数依然超过 27 万，死亡 5 364 人。印度是全球第二人口大国，
8 月 31 日当
年 8 月份连续 31 天每天新增病例都超过 5 万例，逐渐演变为每天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新增病例突破 10 万例，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印度将有可能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此
天，
外，
疫情在俄罗斯、
欧盟、
墨西哥、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
而它
们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表 2 全球部分国家在部分时间节点的确诊人数（ 万人） 和病死率
2月1日

3月6日

4月4日

6 月 29 日

8 月 31 日

全球

1．4 （ 0．0%）

10．1 （ 0．1%）

107．2 （ 3．3%）

1，
000．3 （ 3．9%）

2511．9 （ 3．4%）

美国

0．0 （ 0．0%）

0．0 （ 5．1%）

24．2 （ 2．4%）

249．7 （ 5．0%）

617．0 （ 3．1%）

巴西

0．0 （ 0．0%）

0．0 （ 0．0%）

0．8 （ 3．8%）

131．4 （ 4．3%）

386．0 （ 3．1%）

印度

0．0 （ 0．0%）

0．0 （ 0．0%）

0．3 （ 2．3%）

54．8 （ 3．0%）

362．1 （ 1．8%）

俄罗斯

0．0 （ 0．0%）

0．0 （ 0．0%）

0．4 （ 0．8%）

64．1 （ 1．4%）

99．5 （ 1．7%）

秘鲁

0．0 （ 0．0%）

0．0 （ 0．0%）

0．1 （ 3．6%）

27．6 （ 3．3%）

63．9 （ 4．5%）

南非

0．0 （ 0．0%）

0．0 （ 0．0%）

0．2 （ 0．5%）

13．8 （ 1．8%）

62．5 （ 2．2%）

墨西哥

0．0 （ 0．0%）

0．0 （ 0．0%）

0．2 （ 3．3%）

21．3 （ 12．4%）

59．2 （ 10．8%）

西班牙

0．0 （ 0．4%）

0．0 （ 3．1%）

11．8 （ 11．2%）

24．9 （ 11．4%）

43．9 （ 6．6%）

智利

0．0 （ 0．0%）

0．0 （ 0．0%）

0．4 （ 0．6%）

27．2 （ 2．0%）

41．0 （ 2．7%）

阿根廷

0．0 （ 0．0%）

0．0 （ 0．0%）

0．1 （ 2．9%）

5．8 （ 2．1%）

40．1 （ 2．1%）

伊朗

0．0 （ 0．0%）

0．5 （ 2．6%）

5．6 （ 6．2%）

22．3 （ 4．7%）

37．4 （ 5．7%）

英国

0．0 （ 0．0%）

0．0 （ 0．0%）

4．8 （ 9．2%）

28．3 （ 15．4%）

33．4 （ 12．4%）

土耳其

0．0 （ 0．0%）

0．0 （ 0．0%）

2．1 （ 2．0%）

19．7 （ 2．6%）

26．9 （ 2．4%）

意大利

0．0 （ 0．0%）

0．5 （ 4．2%）

12．0 （ 12．3%）

24．0 （ 14．5%）

26．8 （ 13．2%）

法国

0．0 （ 0．0%）

0．1 （ 1．5%）

6．4 （ 10．2%）

15．6 （ 19．0%）

26．2 （ 11．6%）

德国

0．0 （ 0．0%）

0．0 （ 0．0%）

8．6 （ 1．3%）

19．4 （ 4．6%）

24．2 （ 3．8%）

中国

1．4 （ 2．1%）

8．1 （ 3．8%）

8．3 （ 4．0%）

8．5 （ 5．5%）

9．0 （ 5．2%）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病死率。
www．who．int。
资料来源： 世界卫生组织（ WHO） ，
［24］
全球疫情爆发严重威胁全世界的经济和贸易发展，
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显著的冲击 ，
中国的国际
［25－26］

贸易也因此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7］

力

，使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面临巨大的供需压

［28］

，
甚至诱发大规模失业风险

。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上指出“如果
没有疫情，
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在 6% 左右”，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
是贯彻新
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
发展理念，
［29］
长的速度。习近平指出，“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放在 GDP 增速上 ” 。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由“量 ”到

“质”的转变和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应运而生。在“双循环”的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以内生增长为核心的“马阵跨阱”和“板链拉
动”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和战略路径，
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跨越“中
［30］
等收入陷阱”、
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战略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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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阵跨阱”，
就是把全国各个城市比作一匹匹骏马，
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禀
赋优势，
努力奋斗，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和科技水平较高的城市犹如跑在前面的快马，
在自己
［31］

通过溢出效应拉动相对落后的城市，也就是慢马，实现趋同发展
发展的同时，

。落后城市可以向发

达城市学习发展经验，
努力提高当地的劳动和资源的生产力，
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追赶走在前面的城市，
实现“快马拉慢马、
慢马追快马”的空间地理增长格局。“板链拉动”中的“板”是城市板块或城市群，
“链”指的是包括高铁在内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数字经济”。经过 40 多年快速的经济社会
中国已经形成了许多城市板块，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等
和城市化发展，
20 多个城市群，
这些城市板块之间发展不平衡，
需要通过经济发达的板块去拉动落后板块实现趋同发
展，
而发达城市板块的溢出作用会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高铁等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及“互联网 +
数字经济”可以压缩城市之间和城市板块之间人员和其他生产要素流通的时空，在物理距离不变的情
况下，
增大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
从而促进全国所有城市板块经济的趋同发展。因此，“马阵跨阱”是
实现全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地理战略布局，
而“板链拉动”是这一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两者叠加
起来则是做大做强“内循环”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
上述理论分析综合全面地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和贸易发
部分学者也探讨了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和全球贸易体
展成就，
系所造成的冲击，
以及外部环境的风险变化对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可能造成的威胁和挑战。本文立足于
前述理论研究成果，
着重关注新形势下推动以“内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并就中国如何推动“内循环”和“双循环”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格局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

“内循环”为主体的时代背景和必然要求
二、
当前我国之所以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
是因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国内因素方面，
在 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
正式向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迈进之后，
未来
而主要的内生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和技术进
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内生动力的支撑，
步。过去通过大量出口中低端产品、
大规模吸引外资来华制造中低端产品以满足世界市场需求的发展
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高污染产业的出口依赖要不断
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减少。因此，
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国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化，
努力发
展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速我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方向发展； 二是提高外贸
改善对外发展区域布局，
摆脱对技术强国、
经济大国的过度依赖，
加强自我技术创新，
突破技
外资质量，
术封锁，
提高外贸外资技术含量和“外循环”的安全性，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有计划有步骤地
实现技术赶超，
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前列，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牢固的体制机制基础，构建高效
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创新体系。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日本和欧洲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05 年，中国 GDP 首次超过英
2010 年首次超过日本。2019 年，中国 GDP 是英国的 5．1 倍，日本的 2．7 倍。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
国，
GDP 是美国的 70%，
2019 年下降到 25%。美中欧日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过去 15 年此消彼长，
引发世
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持续从西向东移动（ 表 3） 。21 世纪初，
美国 GDP 占全
界经济政治地缘的激烈变化，
2019 年下降至 24%。同一时期，
球比重近 1 /3，
中国 GDP 从占全球比重的 4%，
上升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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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全球主要经济体历年 GDP 和年均增长速度（ 现价万亿美元，
年份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英国

欧元区

2010

14．99

6．09

5．70

3．40

1．68

2．48

12．63

2015

18．22

11．06

4．49

3．36

2．10

2．93

11．67

2018

20．58

13．89

4．95

3．95

2．71

2．86

13．66

2019

21．43

14．34

5．08

3．85

2．88

2．83

13．33

年均增长率 / %

4．05

9．98

－1．27

1．39

6．17

1．48

0．60

资料来源： https： / / tradingeconomics．com / ？ ref = ieconomics．com / ＆iis。

2020 年突而其来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加剧了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脆弱性，印度、巴西、俄罗
斯、
南非、
墨西哥、
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也遭受严重冲击。2020 年西欧各国和日本深陷经济衰退，上半
年经济萎缩超过两位数。美国经济第一季度 GDP 增长 0．3%，
第二季度萎缩 9．5%。中国在第一季度萎
缩 6．8% 以后，
第二季度实现“V”型反弹，
增长 3．2%（ 表 4） 。
%）
表 4 全球主要经济体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情况（ GDP 季度增长率，
年份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印度

英国

欧元区

Q1

0．3

－6．8

－1．8

－2．3

3．1

－1．7

－3．1

Q2

－9．5

3．2

－9．9

－11．7

－23．9

－21．7

－15．0

资料来源： https： / / tradingeconomics．com / ？ ref = ieconomics．com / ＆iis。

世界银行 2020 年 8 月最新估计，
全球经济将萎缩 5．1%，
中国经济可能增长 1．9%。此消彼长，
预计
中国的 GDP 和出口额占全球份额都可能提高 1 ～ 2 个百分点。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与
到 2020 年底，
美国 GDP 的比例将从 2019 年的 67% 提高到 70% 以上。
当中国与美国 GDP 比例超过 70% 以后，
有人担心中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走日本之路，
也就是从此
中国不是 20 世纪的日本。一是中国人均 GDP 比较低，是美国的 1 /6，人口规模
走向相对衰弱。然而，
巨大，
是日本的 10 倍，
美国的 4 倍，
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日本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技术进步
缓慢，
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远远落后于美国。当今中国，
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
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
展现出比较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在高铁、
移动通讯、
人工智能、
大数据
等方面，
充分发挥庞大规模经济效应，
实现多方面的追赶和超越。
美国维持其独霸世界的经济科技地位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欧洲和日本，
而是中国。特朗普
政府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根本动机，
就在于遏制中国的持续追赶，避免美国失去获取全球高额垄断
利润的霸主地位。不过，
两年多的贸易战，美国收效甚微，中国经济和贸易则表现出惊人的韧劲。因
此，
疫情期间，
尽管全球经济及贸易面对巨大冲击而走向衰退，美国依然继续打压中国，竭尽全力围堵
华为、
抖音、
微信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及应用 APP 在全球的发展，使中国的技术进步面对空前巨大的困
难和挑战。
在美国的强力打压之下，
中国不改初心，应对内外各种压力及挑战，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
时刻，
提出“双循环”战略，
将是破解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迷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
中国将以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体，
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内市场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奠定了比较强大的工业技术
和科技力量。一是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规模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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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人才基础和科技创新基础。二是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超大、
前景广阔，
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在 21 世纪初仅为 4 000 元左右，到 2019 年已经提高到 3 0733 元 （ 表 5）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
［32］

人

； 与此同时，
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41．2 万亿元，
中国国内消费市场不断增长，
不断逼近

美国的总消费水平。
表 5 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现价）
全国居民人均

城镇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

可支配收入（ 元）

可支配收入（ 元）

可支配收入（ 元）

售总额（ 万亿元）

2010

12 519

18 779

6 272

15．7

2011

14 551

21 427

7 394

18．4

2012

16 510

24 127

8 389

21．0

2013

18 311

26 467

9 430

24．3

2014

20 167

28 844

10 489

27．2

2015

21 966

31 195

11 422

30．1

2016

23 821

33 616

12 363

33．2

2017

25 974

36 396

13 432

36．6

2018

28 228

39 251

14 617

38．1

2019

30 733

42 359

16 021

41．2

2019 /2011

2．45

2．26

2．55

2．62

资料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是中国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这既是过去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产物，也是未来
2019 年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省份（ 北京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空间。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
16．4 万元） ［33］是最低省份（ 甘肃省，
3．3 万元） ［34］的近 5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
倍（ 表 5） ，
地区间、
城乡间的发展差别巨大。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广袤的农村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
间和回旋余地，
这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
中国需要通过“马阵跨阱”“板链拉动”的发
展格局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
通过新基建弥补发展短板，为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投资拉动增长的机
会，
实现均衡增长。
四是中国经过 40 多年的工业化、
现代化发展，
人力资本已经积累到相当大的规模，
根据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 9 878 万人，
受过高
［1］

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超过 1．7 亿人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研究与

试验发展（ Ｒ＆D） 经费支出高达 2．17 万亿元，
约占 GDP 总量的 2．2%，
专利授权量达到 259．2 万件，
按折
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 461 万人年。上述科技人力资源和经费投入表明，
中国已
经具备了初具规模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相对领先或接近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
与此同时，
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能力上，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
力。截至 2019 年，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9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了 3．5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
一，
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 2 /3 以上； 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 501．25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 14．96 万
6 063．46 万米，
1 033．23 万米； 全国港口
公里； 全国公路桥梁达到 87．83 万座、
其中特大桥梁达 5 71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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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拥有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 520 个，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12．73 万公里； 民用航空机场达 238 个

。我国

在 5G 技术、
人工智能、
互联网、
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日趋成熟，
走在了世界前列。
中国巨大的优势在于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市场超大、规模和范围经济巨大，这些优势共同造就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即技术研发的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许多高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越来越
低，
特别是移动通信和移动支付的边际成本不断趋近于零。目前，
虽然中国在科技研发、
技术水平方面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但是中国在研发体量和市场规模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发展的韧
以国内经济“内循环”为主体，就可以为中国的科技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即使出
劲很大。所以，
Tik Tok、
现最极端的情况迫使中国企业无法在海外发展，
例如华为 5G 技术、
微信等正在遭遇的来自美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至少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科技
国的极限打压，
研发成果转化的沃土。
相比之下，
美国人口是中国的 1 /4，
欧洲人口是中国的 1 /3，
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是中国的 1 /10，
任
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愿意彻底脱离中国市场，
中国利用超大市场换取经贸技术合作的优势
不言而喻，
中国国内经济和科技力量越强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就越有优势和底气。因此，打
不是为了闭关锁国，而是为了在对外经贸科技关系中，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和
造高效强大的“内循环”，
把握“外循环”的发展方向，
更加有效地摆脱某些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技术封锁。
综上所述，
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是基于当下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正在面临的内部结构
和外部环境变化，
以及未来发展目标的科学判断，
是充分利用中国过去 40 多年所积累的内部优势实现
未来长期增长的必由之路。

三、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意义
即使中国具备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国内经济大循环仍然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目
的，
而只是一种手段。“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互补的新格局”是中国基于前述研判的各类风险，在当
前形势下所选择的最优战略路径。因为只有以“内循环”为主体，中国才能够把握住可持续高质量发
不是发展目的。中国的目标仍然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实现民族伟
展的命脉。“内循环”只是发展手段，
大复兴，
而仅仅依靠“内循环”是不够的，
因为技术的互补性、
商品的互补性，
以及国际比较优势的动态
演进，
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彻底地封闭发展。例如，不管“内循环”如何发展，中国将长期需要国外
的大豆、
棉花、
铁矿石、
石油和许多国内无法完全自足和生产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和零部件。历史经验
已经证明，
不管是什么国家，
发展到何种水平，彻底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这是因为完全的封闭必然会导
缺乏市场活力和创新原动力，所以说“内循环”不等于全封闭，国内经济大循环仍然必须
致缺乏竞争，
是开放的、
包容的。
全封闭发展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
科技创新的成本将会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将会减缓。这是缺乏
与全球各国的分工协作和科技交流，
单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发展的必然结果，最终也必定会不断落后于
即使当前的发展环境迫使中国必须以“内循环”为主体，
但中国仍然需要内外
世界最先进水平。因此，
“双循环”两手抓，
相互促进，
协同互补。
基于当前国际经贸格局的全新变化，
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结构转型升级，协调国内国际
中国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两个循环的关系，
第一，
中国要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原则，提升开放的质量和效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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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要尽一切可能与全球创新中心保持密切联系，
确保技术、
市场、
信息、
人员交流等方面的连续性。
第二，
即使外部环境恶劣，
中国仍然要坚持大国胸怀，坚持对外国投资和外国企业保持开放的态
让全球跨国公司的企业和资本融入中国市场，
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
依法保护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
度，
的安全，
这是稳外贸外资非常重要的手段。在有必要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时，不要以给对方造成最大
程度的损失为主要目的，
而是要把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作为主要目的，
不要轻易地动用制裁手段，
不
能求一时之痛快。这是大国的担当，
更是一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考虑。
第三，
中国要加强多边技术、
教育和人员交往的合作，把握机遇，防范风险。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体
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的过程中，面对着两种机遇和挑战。一是技术进步的机遇与不能脱钩的挑
战，
也就是说，
中国要不断冲刺全球技术前沿，就必须与发达国家保持合作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技
术发展始终以世界最前沿的水平作为坐标系，
不断进行追赶。二是新兴市场的合作机遇与各类不确定
性造成的挑战。正因为中国当前的技术发展正处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的阶段，
众多发展中国家如
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技术合作和出口产品有很强的互补性，这就为中国的多
东盟、
边技术合作创造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是，
这些国家相对而言体量较小，
需求能力有限，
并且其中很多
都是比较落后、
债务水平比较高的国家，
政治稳定性不够强，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
中国在积极开展国际多边合作、促进国内国际两大循环互
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补发展的过程中，
既要防范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的风险，
也要防范新兴市场、
发展中国家债务
不能偿还、
政治内乱和不遵守合约的诚信风险。
第四，
要注重分化风险，
扩展贸易合作伙伴，在技术创新、国际贸易、投资往来等方面争取主动权，
充分估计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和技术人员交往的中长期风险，摆脱受制于人的一切可能。在国际供应
链、
产业链和技术链体系内，
中国要灵活多变，不能千篇一律，要有充分的备案选择。同时要具备底线
思维，
即使是面临最糟糕的情况，
也要有能够抗住打击的信心和实力。
第五，
要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充分发挥中欧班列、国际贸易新
通道等贸易路径对“双循环”的支撑作用。2020 年 1—6 月，重庆自贸试验区贸易总额达到 2 030．5 亿
［36］
成为西部地区稳外贸外资的“压舱石” 。自 2011 年从重庆开出第一列集装箱班列以来，中欧班
元，

保障全球供应链的重要通道； 2020 年 1—7 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6 354 列，
发送货
列逐步成为稳外贸、
［37］
物 57．4 万标箱，
在亚欧大陆上开辟了新冠肺炎防疫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生命通道” 。中新互联

互通南向通道班列截至 2019 年 5 月已经累计开行 930 列，构建起纵贯中国西部地区的海陆联运新动
［38］
脉，
将“一带”与“一路”无缝衔接起来 。贸易通道运输的安全性、
稳定性为中国打通国际大循环、保

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无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撑。
第六，
外向型企业，
包括外资企业，
产品类型和销售渠道要更加灵活多样，
要有足够的备胎计划，
一
旦外部市场受到冲击，
国内市场要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这样就不至于受到短期的冲击而导致大规模的
企业倒闭和失业，
从而增强外向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韧性。

四、
政策建议
“以内循环为主体，
综上所述，
国内国际双循环互补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
国内国际所产生的激烈变化而提出来的新的战略布局，
是应对国内转型升级、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后，
世界风云变化，
特别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中美经贸和技术摩擦不断升级以后，
党中央所作出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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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
是中国夯实国内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
摆脱霸权主义和技术封锁的路径选择。中国具备了大
力发展国内市场支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强大物质资本、
人力资源、
工业体系和技术创新基础，
庞大
的国内生产消费能力、
庞大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中国搞好“内循环”的底气。只有夯实“内
方能真正搞好“外循环”，
只有“双循环互补”，
方能做大做强“内循环”，不断推进中国国际比较
循环”，
优势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演进，
不断提高“外循环”发展的质量、
空间和安全性，
彻底摆脱外部政治势力、
霸权主义对中国随意的破坏和技术封锁，把握“双循环”平稳发展的主动权和发展方向。为顺利实施
“双循环”战略，
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文提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
中国要有明确的短期和中长期的国家发展目标，
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但也必须要
有一定的发展速度。
第二，
在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这一阶段，中国主要的战略对策应该
是两条腿走路： 一是传统产业要稳固发展，
技术水平要稳步提高； 二是要大力推动创新创造，加强新基
建、
新技术的投资力度，
构建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第三，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要重点关注两个着力点： 一是区域均衡发展，二是城乡融合发
应当采取“板链拉动”的战略，
以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现代通讯设施、人才培
展。要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养和技术创新为纽带，
增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溢出拉动作用，
缩小各个城市集群的发展差距，
实
现协同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要加强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以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作为突破点，
在农村地区不断扩大机械化、专业化、集约化生产规模，兼顾生产与生态效益同
步发展，
逐步提升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水平。更为重要的
是，
要着重推进社会服务高质量发展，
促进医疗、
教育、
养老等各类服务在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的均等化
这些是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被忽视的问题，
是目前和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发展短板，
也是经济长
发展，
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空间。
第四，
在国际经济外循环方面，
中国未来的着力点要放在分化风险上，重点规避两类风险： 一是防
范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风险，二是防范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政治
不稳定以及不能兑现合约的诚信问题等风险，积极进取，稳住经济贸易投资基本盘，提升外贸、外资的
质量和效率。
第五，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要灵活多样、
互为备案，
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在
产业链、
供应链和技术链等方面，
要以自我创新为主，
以外来技术为辅，
在关键零部件、
关键技术领域加
掌握发展主动权。
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第六，
正确厘清世界政治地缘的发展趋势，
坚持四个自信，
维护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长远的奋斗目标，
坚定信念和信心，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排除一切外部的干扰和影响，
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去应对新的挑战，
迎接新的世界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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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ual economic cycles
YAO Shujie，FANG Ji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 Ｒ．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scalation of US － Sino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a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seems inevitable． Faced with a series of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such as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ed markets， the insufficient size of emerging markets， trade protectionism， etc．， it is
imperative to adopt a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mphasiz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to sustain China  s long 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ts long term effort of the great national rejuvenation． Based on China s 40-years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fter the economic reforms and opening-up，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analyzes why China should tak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s the mainstay and
exploit the complementarity of bo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before making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cycle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endogenous growth;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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