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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构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袁也是顺应中

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演变趋势的战略调整遥新发展格局构建将通过促进世界贸易平衡发展尧维护全球

产业链安全稳定尧提供超大规模需求市场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式塑造中国与世界经

济关系的新模式遥中国应通过与世界的理念互动尧政策互动尧领域互动促进双循环的高效运行袁以此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袁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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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尧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尧环
境尧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袁是与时俱进提升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袁也是塑造中国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咱1暂遥关

于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已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愿景目标纲要曳中作了重点部署遥构建新发展

格局战略的实施必将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产生深刻影响遥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是中国与世界各国

以及世界整体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袁也
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意

愿尧能力和效应的体现袁具体表现为在贸易尧投
资尧金融和产业等领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联

性和中国的影响力遥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积极融

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袁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袁
中国经济在与世界互动中获得高速增长遥然而袁
金融危机爆发后袁世界经济陷入低迷袁贸易保护

主义尧单边主义开始抬头袁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

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袁对全球生产网

络造成巨大冲击袁全球价值链尧供应链呈现本土

化尧区域化尧碎片化的趋势袁世界经济格局以及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遥从这

一角度来看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世界经济

环境变化需要尧顺应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演变趋

势的一次战略调整遥同时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

仅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袁而
且将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中塑造中国与

世界经济关系的新模式袁从而重塑中国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袁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

出新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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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新发展格局溯源院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

的演进及其新特征

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

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共同特征袁不同的是国内循环

与国际循环的比重结构关系遥一般而言袁在开放

经济条件下袁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进程中会更多地

依赖外部世界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袁加入国际大

循环遥中国的改革开放袁使中国经济从封闭单一

的内循环转向加入国际大循环袁成为开放型世界

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遥
渊一冤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演进历程

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初是中国融入世界经

济的起步阶段袁也是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期遥
在发达国家淘汰产能尧外国投资和技术大量流入

韩国和新加坡等地的大背景下袁中国积极引进外

资尧承接产业转移袁推动野两头在外袁大进大出冶的
国际大循环战略模式袁通过加工贸易和引进外商

投资解决技术和外汇短缺问题袁以国际大循环带

动国内循环遥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袁1980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570.04 亿元袁到 2000 年突破 30 000 亿元袁达到

39 273.25 亿元袁同比增长 31.37%袁出口占 GDP
比重由 5.91%飙升至 20.89%遥同时袁中国外汇储

备由 1981 的 27.08 亿美元袁上升到 2000 年的

1655.74 亿美元淤遥国际大循环为中国进一步融入

经济全球化解决了外汇短缺的难题袁使得中国经

济与世界经济的依赖关系更加紧密和稳定遥
进入 21 世纪后的头十年袁中国与世界经济

的依赖关系进一步深化遥从 2000年开始袁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 GDP 增速持续高于发达经

济体袁包括野金砖国家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开始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遥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袁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内涵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遥市场准入的扩大使中国得以引进

更大规模的外资袁全球市场的持续繁荣与最惠国

待遇使中国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袁贸易壁垒

的大幅减少使更多外国商品得以顺利进入中国

消费市场咱2暂遥到 2010 年袁中国进出口持续扩大袁
对外贸易规模超过 2.9 万亿美元袁逐渐成为众多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袁并成为

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咱3暂遥中国以外循环推

动贸易自由化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袁成为名副

其实的贸易大国和世界野制造工厂冶遥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袁国际大循环所能带

来的收益日渐减少袁加之国内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袁中国将经济增长重心由外循环逐步向内循

环调整遥早在 2006 年袁国家野十一五冶规划便提出

了以内需为主的方针袁也正是在 2006 年中国出

口占 GDP 比重达到了 36.04%的峰值于袁此后就

持续下降遥2011 年国家野十二五冶规划进一步强

调野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袁把扩大消费

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冶遥 2018 年以来袁
外需增速继续放缓袁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袁扩大和畅

通国内循环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遥 2020 年5 月

14日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野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冶袁至此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遥
渊二冤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新特征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考量袁又是顺应

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不断演变的主动作为遥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袁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呈现新的

特征遥
1.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逐渐减弱袁全

球贸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逐步提升

从外贸依存度的角度来看袁近年来袁中国对

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不断下降并逐渐趋于稳定遥事
淤数据来源院中国统计局和 World Bank Data遥
于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遥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中国 48.27 46.74 44.91 39.46 36.89 37.63 37.46 35.68
美国 30.57 30.01 29.96 27.76 26.54 27.18 27.54 26.31
日本 30.64 34.15 37.55 35.64 31.54 34.57 36.82 28.05
印度 55.79 53.84 48.92 41.92 40.08 40.72 43.40 39.55
德国 86.51 85.08 84.62 86.25 84.77 87.41 88.60 87.99
英国 61.12 61.18 58.40 56.68 58.50 61.95 62.62 64.29

表 1 中国与其他经济大国的贸易依存度比较

数据来源院World Bank Data

图 1 1978要2020年中国出口尧最终消费占 GDP比重及 GDP增长率渊%冤
数据来源院World Bank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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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袁中国贸易依存度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达

到峰值之后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袁外贸在

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开始降低袁中国贸易依存度连

续 9年下降袁近年来中国贸易依存度低于大国平

均水平袁但高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和第三

大经济体的日本渊见表 1冤遥从出口尧消费占 GDP
的比重来看袁出口占 GDP 的比重在 2006 年达到

高峰后持续下降袁2019 年中国商品服务出口占

GDP 的比重降至 18.42%袁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

长的作用已经显著减弱遥与之相反袁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 2000 年高于 60%袁其后持续走低袁在
2010 年降至历史最低点后稳步攀升袁消费已然

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渊见图 1冤遥但受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 袁2020 年最终消费率降至

54.3%袁扩大消费需求和进口还有较大空间咱4暂遥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较长时间的高速发展袁中

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已由劳动力优势转化为市

场优势袁全球贸易运行已离不开中国超大市场遥
一方面袁中美经贸关系难以野脱钩冶袁中国重新成

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遥 2020 年袁中美双边贸易总

额达 4.06 万亿美元袁增长 8.8%袁占同期中国进出

口总值的 12.6%咱5暂遥另一方面袁中国超大规模市场

消费潜力日益显现袁全球贸易离不开广阔的中国

市场遥目前袁中国是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

易伙伴袁商品进口份额占世界的比重升至10.79%袁
出口份额占世界的比重达 13.20%渊见图 2袁下页冤遥



图 2 1978要2020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院Unctad Statistics

图 3 2008要2019年中国尧美国尧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

数据来源院World Bank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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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2018 年袁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

市场曰2019年袁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曰中
国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出口市场袁其出口额为

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的 2 倍遥此外袁在过去两年

时间里袁东盟连续赶超美国尧欧盟袁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遥
2.全球价值链进一步萎缩袁中国成为稳定区

域价值链之锚

全球价值链联结世界经济大循环是经济全

球化的主要特征袁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深化了国家

分工与产业转移袁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大

新兴经济体得以发挥其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的重

要原因遥然而袁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袁全球贸易

便陷入低迷阶段袁全球贸易平均增速明显低于世

界经济增速遥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下袁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停顿尧萎缩袁但中国

已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袁成为区域乃至全球价值

链稳定器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变化遥主要原因包括院
一是全球价值链关系具有路径依赖遥长期的生产

关系使得贸易与投资紧密相连袁而金融危机之

后袁国际对外投资大幅下降袁这使得大规模的产

业转移很难发生遥二是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

系遥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遥 2019 年袁中国制造业增

加值占世界的 28%袁是驱动世界工业增长的主

要引擎渊见图 3冤遥 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减少工业



图 4 2010要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与中国经济增速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院World Bank Data渊GDP按 2010 不变美元计算冤

淤数据来源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渊UNCTAD冤的
统计数据整理遥
于数据来源院根据 World Bank Data 整理遥
盂参见 2019 年麦肯锡报告叶中国与世界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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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生产成本袁更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攀升的

重要基础遥三是中国成为推动区域与全球经济合

作的主要力量遥中国参与并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渊RCEP冤涵盖全球 23 亿人口袁制造

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约 44%袁远超欧盟尧北美等

自由贸易区袁RCEP 的签订对推动产业链良性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

力量

近 10 年来袁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生巨大转

变袁低通胀尧低增长成为常态袁全球范围内的贸易

保护主义席卷归来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

全球贸易的深度衰退遥 2016要2019 年袁中国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 30%渊见图 4冤遥据

世界银行叶全球经济展望曳报告预测袁2021 年发

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分别

将增长 3.3%和 5%袁其中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分别

增长 3.5%和 3.6%袁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7.9%咱6暂遥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遥在新的历

史背景下推动经济全球化袁中国仍需进一步改革

开放遥首先袁从贸易壁垒的角度来看袁中国经济存

在较大开放空间遥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袁中
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渊剔除农产品和化石能

源进口冤已经从 2000 年的 13.97%降至2019 年

的 6.23%袁但仍然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有较大

差距遥2019 年袁美国尧日本和欧盟的平均关税税

率分别为 2.96%尧2.07%和 3.45%淤遥其次袁从贸

易构成的角度来看袁中国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

的空间遥最近 10 年服务贸易占中国 GDP 的平均

比重仅为 5.56%袁远低于商品贸易占 GDP 比重

渊39.40%冤于遥此外袁在制药行业袁中国的贸易额仅

占全球药品出口的 4%尧全球进口的 3%曰在汽车

领域袁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 3%尧全球

进口的 7%盂遥最后袁从全球技术价值链角度来

看袁中国技术持续创新离不开全球技术价值链遥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

域的全球大国袁但技术链作为最复杂的价值链之

一袁需要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通力协作遥
上述分析表明袁40 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发

展和国民经济循环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与世界经

济互动关系演变的历史袁得益于开放型的世界经

济袁中国与世界经济在互动深化中不断发展壮大遥
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多极化变化趋势袁中国逐步形

成现有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结构遥从
这一意义上说袁野双循环冶的雏形缘起于中国改革

开放加入国际大循环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



循环结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不断演进的结

果遥在这一过程中袁中国经济体量快速增加袁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袁在世界经济中的份

额逐步上升袁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逐渐下降袁世
界对中国的依赖度相对上升袁中国成为影响世界

经济的关键变量遥
二尧构建新发展格局院塑造中国与世界经济

关系新模式及其路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结构是开放

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演进的结果袁
也是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反映遥随着中国经济体

量的继续增长袁未来这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双循环结构还会进一步强化遥构建新发展格局顺

应了这一规律和趋势袁有助于打通经济堵点尧畅
通国内大循环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遥
这既可以规避与世界再次隔绝的风险袁又可以塑

造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模式遥
渊一冤塑造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模式

构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将通过以下四个

方面塑造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模式院
第一袁在贸易方面袁改善国际贸易收支袁促进

世界贸易平衡发展遥在以往的国际大循环中袁中国

主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袁国际贸易多

年来一直保持顺差遥长期的贸易顺差袁一方面对

外形成高度依赖袁使国内产业链在低端徘徊袁出
现野卡脖子冶技术的瓶颈袁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

不断积累咱7暂曰另一方面不利于大国关系的持续稳

定袁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盛行袁大国间贸易摩擦层

出不穷袁全球价值链由此遭到巨大破坏袁国际

收支失衡是主要原因咱8暂遥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袁主动收缩贸易顺差袁改善

自身贸易平衡袁进而促进世界贸易平衡袁体现了

大国担当遥新发展格局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维护

国际收支平衡袁表现为在稳定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基础上袁扩大进口袁发挥进口对提升消费尧调整

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有

机联动遥
第二袁在产业方面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可控能力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遥各

国产业链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形成上下游交织尧供
需侧交错尧产学研交融的复杂格局遥一旦遇到如

新冠肺炎疫情般的重大公共危机袁全球产业链的

参与者将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遥中国经济发展很

长一段时间内带有野技术要市场冶依附色彩袁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院一是高度依赖外国技术袁缺乏自

主创新曰二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遥这种依附式发

展并非长久之计咱9暂遥 转向自主性发展袁从生产链的

中低端迈向中高端袁才是构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

局的应有之义遥新发展格局下应建立协同发展的

现代产业体系袁摆脱野技术要市场冶依附结构的束

缚袁推进技术驱动型创新和需求引导性创新袁在
全球分工生产中发挥自主性袁为产业链和供应

链安全稳定提供有效保障遥一方面袁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袁解决中国产业链中的瓶颈

和制约问题袁不断完善需求链和供应链的协调

机制遥另一方面袁发挥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

应商的角色袁疏通全球供应链的堵点袁加快国内

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袁推动建立多层次

多渠道的国际供应链体系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优

势互补遥
第三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方面袁发挥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袁充当世界经济

野稳定之锚冶和野动力之源冶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袁并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

费品零售市场袁这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袁世界经济对中国消费市场

的依赖度大幅提升遥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袁中国

企业正在摆脱过去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依附状

态袁不仅如此袁新发展格局下超大规模市场对外

资和国外商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袁成为推动全球

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动力之源咱10暂遥
第四袁在新经济方面袁打造数字经济新业态袁

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遥中国已成为世界



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咱11暂袁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袁在大数据尧云计算尧5G
网络等新基建和应用场景袁交易平台规模化尧细
分化尧国际化袁以及用户数量和规模等方面袁均具

有比较优势遥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要

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尧两种资源遥一方面袁
要立足国内袁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袁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曰另一方面袁要面向全

球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袁加强跨国合

作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治理遥中国正处于数

字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袁要借鉴他国的数字经济规

则和创新经验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监管体

系咱12暂袁同时更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规

则和标准制定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尧数据使用

原则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格局的形成遥
渊二冤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模式的实现路径

构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袁重塑中国与世界

经济关系的新模式袁关键在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水平

开放遥 主要实现路径如下院
第一袁推动野一带一路冶高质量发展与机制化

建设遥野一带一路冶对内带动商品和要素市场流通袁
对外实现野五通冶袁有助于优化配置全球资源袁是
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遥野一带一路冶建
设步入新阶段之后袁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目标袁
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可持续性袁实现可持续

性在于机制化建设咱13暂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下袁野一带一路冶 国际合作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

活力袁为各国抗疫情稳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袁这意

味着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是构建开放型世界尧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平台遥 野一带一路冶机制

化建设袁主要是与沿线国家建立深化合作的内生

机制袁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袁与沿线国家实行

战略对接和规则对接遥作为中国推动的新型全球

化和全球经济治理新范式袁野一带一路冶机制化建

设对世界经济增长能发挥加速器和稳定器的作

用咱14暂遥

第二袁扩容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高标准建

设自由贸易港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

构建野双循环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平台袁发挥

着野引进来冶与野走出去冶的桥梁纽带作用咱15暂遥加快

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容升级袁对接高标准的

国际经贸规则袁创造法治化尧国际化尧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袁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关

键咱16暂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袁需要把制度

集成创新摆在首要位置袁以促进国内国际循环互

动袁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深度融合遥
第三袁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渊RCEP冤

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渊BIT冤的平台效应遥RCEP
的签署和中欧 BIT 谈判成功将进一步促进全球

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袁将有力拉动世界经济

增长和复苏遥 RCEP 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促进中国

与世界的贸易投资往来袁助力于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联通与互动遥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将对全球投资

的复苏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遥 构建面向全球的自

由贸易区网络袁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密切联系的有

效途径遥
第四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遥人民币国际化

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深化的标志遥随着中国对

外开放的深入袁美元避险功能下降袁人民币资产

吸引力提升袁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袁国际认可度

逐步提高袁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条件

逐步成熟遥从长远来看袁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中

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袁取决于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畅通程度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内可以稳定

汇率袁提高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曰对外

可以建立美元尧欧元尧人民币相互竞争尧相互补充

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袁有利于多边层面的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袁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袁
实现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遥

三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院中国与世界经济

的良性互动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是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基本前提袁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

力源遥新发展格局下袁中国通过与世界的理念互

动尧政策互动尧领域互动促进野双循环冶的高效运

行袁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遥
渊一冤理念互动

理念互动是中国智慧与世界观念交流互鉴

寻求共同价值的过程遥中国秉持正确的义利观袁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袁提出建设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遥这些理念体现了开放尧合作尧共赢尧创新的发

展观袁主张携手寻求共同发展并将自身发展经验

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咱17暂遥中国提出的和平尧发
展尧公平尧正义尧民主尧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袁是中

外价值观互动的均衡结果袁兼顾了世界各国发展

的民族性和人类性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

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袁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渊二冤政策互动

政策互动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

政策两个层面的国际协调过程遥就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而言袁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个稳

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袁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宏观经

济国际协调机制袁为双循环顺利运行创造良好的

宏观基础遥这一过程主要是指通过宏观政策调节

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尧结构优化以及内外均衡遥其

原则是财政政策要更注重实效袁货币政策要保持

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袁以谋求稳

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遥鉴于当前外部不确定

性尧复杂性增加袁中国在宏观经济上袁需要完善宏

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袁将中长期规划与经济

周期尧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统筹考虑袁以降低

货币政策的外溢性袁使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遥
同时袁推进并深化国际财政合作袁加强国际财政

政策的协调袁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袁积极参与和

引领国际财政规则制定袁增强内外联动袁为新发

展格局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袁使世界经济走上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袁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尧可

持续尧平衡尧包容增长遥
在产业政策国际协调方面袁推动产业政策向

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袁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袁优化

产业结构袁提升产业链尧供应链的完整性遥促进产

业向高端迈进是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和任

务袁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遥产业政策

的国际协调是针对产业组织尧产业结构以及产业

链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与各国产业政策协调和

联动的过程遥根据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新形势袁中
国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的内外互动袁建设自主可控

安全高效的产业链袁实现双循环的畅通遥但是袁美
国等发达国家极力实施纠偏野去工业化冶的产业

政策袁加速制造业回归本土袁同时由跨国公司主

导的全球价值链在逆全球化的影响和疫情的冲

击下正在发生规模收缩尧范围缩小尧地理变更等

各种形式的变化遥这种情形导致全球产业链在纵

向上趋于缩短态势袁在横向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袁全
球的分工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咱18暂遥新发展格局下中

国的产业政策应以稳定全球价值链尧弥补市场

缺陷尧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袁强化功能性政

策袁优化结构性政策袁促进全球产业政策的协调与

合作遥尤其是在数字产业方面袁中国需在国内大循

环中加速实现数字化升级袁通过优化产业格局袁发
掘数字技术潜力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袁
并延长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咱19暂袁推进

新技术尧新模式尧新业态下全球产业政策国际协

调袁激发全球经济活力遥
渊三冤领域互动

领域互动是指以贸易尧投资尧金融等领域互

动为主导袁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良性循环遥在贸易

领域袁应注重出口与进口协调发展袁服务贸易和

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袁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结

合袁实现贸易均衡遥在投资领域袁应以高水平双向

投资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资源和市场空间遥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袁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袁推进多双边

投资合作机制建设袁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资流

入的双向互动遥在金融领域袁应推进金融开放袁深



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袁坚持法治化尧国际

化尧市场化原则袁建立高水平开放性金融新体制袁
吸引更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遥通过多边尧双
边尧区域等渠道袁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袁使金

融标准和规则与国际接轨袁构建合理平衡的全球

金融治理架构遥
四尧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袁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袁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呈现

结构性变化袁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步降低袁而世

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逐步加强袁形成了现有

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结构袁这种结构

还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强化袁这也是开

放经济条件下大型经济体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遥
内循环为主的野双循环冶结构是中国与世界

经济关系演变的结果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针对国

际形势的变化尧顺应这种双循环结构演变趋势的

一次战略调整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培育

完整的内需体系袁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袁畅通国

内大循环袁同时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袁促进内外

需尧进出口和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袁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咱20暂遥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塑

造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新模式的功能袁进一步凸

显了中国在促进世界贸易平衡发展尧维护全球产

业链安全稳定尧提供超大规模需求市场和推动全

球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贡献遥中国与世

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前

提袁也是推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遥
在新发展阶段袁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尧两种资源袁通过与世界的理念互动尧政策

互动尧领域互动促进双循环的高效运行袁以此重

塑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袁在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袁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袁
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尧包容尧普惠尧平
衡尧共赢的方向发展袁共同维护和完善以多边规

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遥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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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CHEN Wei-guang MING Yuan-peng ZHONG Lie-yang

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is a strategic choic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a strategic
adjustment to conform to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ll shape a new mode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by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world trade, maintain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providing a super large demand market and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lobal digital economy.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dual
circulation"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concepts, policies and fields with the world, so as to give impetu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s well as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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