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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

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指出，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

争新优势。19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2 这表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

国需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当前中国对外

开放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构建更

高水平开放格局，既要增强机遇意识也要增强风险意

识，既要在危中寻机又要化危为机。

一、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面临的国际

形势

近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举措，

国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坚

实基础。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全球第 31 位，较上年上升 15

位，并且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

前十。3 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倡导的全球共同开放面临了新的阻力。

（一）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加速凸显了世界经济长期累积

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世界经济随之出现衰退，并存在

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可能。各国对外开放的国内经济

基础因此遭受严重削弱。疫情发生后，一些国际机构

均大幅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2020 年 3 月 2 日，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将使全球需求和供应遭受重创，2020 年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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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将创近十年以来最低的水平。43 月 23 日，总部设

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宏

观观察》报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经

济活动停滞、石油价格暴跌及不断累积的信贷压力等

因素影响，2020 年世界经济将出现 2009 年以来的首次

负增长。54 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称，2020 年世界经济将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速将跌

至 -3%。6 与 2020 年 1 月预测值相比，下调了 6.3 个百

分点。这是 IMF 自成立以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世界

经济增速作出的最大幅度的修正。6 月下旬，IMF 发表

《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再次将世界增长率的预测值

下调 1.9 个百分点至 -4.9%。其中，2020 年发达经济体

的经济增速为 -8.0%，较上年下降 9.7 个百分点 ；新兴

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 -3.0%，较上年下降

6.7 个百分点。7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远远超

过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但在冲击的应对上，世界各

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已大不相同，各国政策工具明显不

足。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大规模减税政

策和降息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

间十分有限。而且，这些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

效果正在递减，负面效应也逐步加大。尤其是负利率

的出现与扩散，将不断挤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降低

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弱化抗击风险的能力、扰乱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激励投机者借贷并

投向高风险资产、加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

错配风险等，成为各种风险聚集和累积的温床。8 同时，

全球债务风险不断加大。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

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财政收支长期赤字运行，

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持续上升。为了

应对疫情冲击和促进经济复苏，很多国家推出了大规

模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政府债务水平因此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

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难以得到根

本扭转。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发达经济体已开始陷入

低通胀、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

龄化的“三低三高”局面。“三低三高”反映了发达经

济体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疫情不仅不能改变反而会加

重这一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下行或衰退会

强化低需求和低通胀局面。同时，失业率上升会造成

低收入人口增加和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下降，并进一步

增大收入差距、降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为稳定和

刺激经济增长，低利率和高债务还将持续。而低利率

和高债务会进一步降低增长潜力和加大金融风险，为

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发达经济体将更深地陷入“三

低三高”的恶性循环中。发达经济体的低迷也将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力。

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将难以摆脱长期低迷局面。

（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其列

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性大流

行病”，并将其风险等级提升至“非常高”的最高级别。

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五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只有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疫情也被列为“全球性

大流行病”。但相对 2009 年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更大，并给全球开放带来直

接损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新冠肺炎

疫情扩散蔓延快，各国均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人员出入

境和商品出入港限制 ；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的

叠加风险更多，包括债务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地缘

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等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给很多国

家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对外推责和转嫁危机

的动机更强。这就决定了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

新冠肺炎疫情都将给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的跨境

流动带来严重阻碍。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首先

通过国际贸易的大幅下滑得到了充分体现。2020 年 8

            4   OECD. Coronavirus: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0.
            5   Robin Brooks & Jonathan Fortun. Global Macroeconomic View: Global Recession[R]. Washington, DC: IIF, 2020.
            6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reat Lockdown[R]. Washington, DC: IMF, 2020.
            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 Crisis Like No Other, An Uncertain Recovery[R]. Washington, DC: IMF, 2020.
            8   张宇燕 . 负利率的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1):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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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商品贸易晴雨

表（Goods Trade Barometer）数值为 84.5，比该指标的

基准值 100 低 15.5 点，比上年同期低 18.6 点，创 2007

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与 2008 年至 2009 年金融危机期

间的最低点相当。当前数值与 2020 年 6 月 WTO 发布

的数据基本一致，后者估计 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商品

贸易较上年同期下降 18.5%。晴雨表的所有成分指数均

远低于趋势，尽管有些指数已经开始企稳，但许多指

数都处于历史低位。其中，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汽车产

品和航空货运的指数均创 2007 年以来的最差纪录，分

别为 71.8 和 76.5。通常情况下，商品贸易晴雨表能够

预计数月后全球贸易轨迹的变化。但是，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加大了全球贸易与经济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并导致商品贸易晴雨表难以准确预测未来

走势。早在 2020 年 6 月，WTO 经济学家警告称，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表明，对 2021 年

强劲的“V 型”贸易复苏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鉴于疫

情冲击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基于各国经济和贸

易政策等因素，全球贸易更可能呈现“L 型”复苏。9 其中，

产业链较长的电子产品和汽车贸易短期内的下滑幅度

更大，复苏任务也更加艰巨。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客观上导致的产业链和供应

链断裂，一些国家还借疫情防控或以国家安全为名推

出了同其他国家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脱钩”的政策

举措。一些大国为了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滥用国家安

全审查等手段限制他国资金、商品和人员准入，限制

本国企业同特定国家的正常商业往来和干扰外资企业

正常运行。一些国家开始加大防范对外依存度过高带

来的风险。一些经济上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开始

反思自己的产业政策，并出台新的政策来加强关键产

业的自给自足和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三）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持续升温

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以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为基础，

能够向世界各国传导经济活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机会，

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改善各国

人民福祉。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开放在客观上加剧

了国际竞争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从国际层面来看，

主要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并享受了国际分工

和交换的最大收益。这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此

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潮。从国内层面来看，不同群体

之间的收入分化不断加大，与对外开放相关的部门和

群体享受了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最大收益。这使得包括

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

行，排外情绪高涨和内顾倾向加重，直接推动出台了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危机的冲击下，

这些问题与挑战更加凸显。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与单边主

义日益盛行，全球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屡创新高，

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蔓延背景下更加突出。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统计，

200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全球实施的贸易保护

主义措施累计达 5 380 项。10 分年度看，2009 年新增贸

易保护主义措施 164 项 ；2018 年新增 638 项，比上年

增加 27.1% ；2019 年新增 842 项，比上年增加 32.0% ；

2020 年 1 月－ 8 月增加 922 项，超过上年总数的 9.5%，

为 2009 年的 5.62 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

是全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期，

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778 项，比排名第二的

印度高 63.8%。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外频繁挑

起贸易战，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

贸易投资往来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全球总

需求受到严重抑制。据瑞银集团估计，2019 年全球消

费支出增速创 10 年新低。11 更重要的是，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极大挫伤了各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信心和决心，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

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同期，在

          9  WTO. Goods Barometer Confirms Steep Drop in Trade but Hints at Nascent Recovery[DB/OL]. (2020-08-19)[2020-08-19]. https://www.wto.org/english/
                news_e/news20_e/wtoi_19aug20_e.htm.
          10  Global Trade Alert. Independent Monitoring of Policies That Affect World Commerce[DB/OL]. [2020-08-31]. https://www.globaltradealert.org.
          11  Grady C. Emerging Markets Are Driving the Global Spending Slowdown[N]. Financial Times,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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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共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有 2 324 项对中国

产生了直接损害，比排名第二的德国高 50.1%。12

尽管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持续升温，但全球性问

题并未减少，反而更加突出。这说明，保护主义与单

边主义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引发各种新问

题、新矛盾、新挑战的直接推手。在全球经济高度相

互依存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

性问题面前独善其身，也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解决

自身和全球性问题。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效

果就是最好例证。目前，国际经贸环境的持续恶化，“逆

全球化”挑战持续加大，全球开放合作遭受逆风逆水。

这正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必要、更加紧迫。

二、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

挑战与机遇

从目前国际环境演变的种种迹象来看，新形势下

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既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也迎

来新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一）国际形势变化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影响

的总体判断

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

蔓延，国际社会中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也将

由此增多，中国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将由此步

入爬坡过坎阶段。总体来看，国际环境的可能变化对

未来几年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影响主要有 ：

一是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当前，国际环境加

速恶化的直接诱因是突发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而疫情是通过其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来侵蚀各国对外

开放的国内经济基础。不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

外部世界的发展，都在短期内遭受巨大冲击。这决定

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发展将面临更多的压

力和挑战。

二是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由于世界经济发展

不平衡叠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短期内遭

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国发展规划被迫调整和中断。

在疫情应对上，美国领导力的缺失催生了各种力量分

化组合，并已导致其盟国以及大量处于中间地带的国

家面临新的选择。疫情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

势的更加明朗化，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回归常态，

各国政策将具有更强的可预见性。

三是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从内部看，目前我

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保持向好发展态势。但是，境

外疫情拐点未现，疫情对美国、欧洲、印度、巴西等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还难以评估，美

欧会采取哪些措施化解危机还难以预见。而且，美国

仍保持对华打压态势，干扰中国对外正常经济交往和

开放合作。一些外部因素难以掌控，中国更高水平开

放的外部风险不仅难以避免，还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呈

上升态势。

（二）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风险

和挑战　　

一是推动全球共同开放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加大。

一方面，随着中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期待日益提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

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IMF 数

据显示，2010 年中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 GDP 约为 6.07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 尽管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但相对其他

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表现更加突出，经

济增速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 IMF 估计数据，2020 年

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经

济增速比美国约高 9.0 个百分点，两国之间的经济增

速差距较 2019 年扩大了 5.2 个百分点。14 为此，美国

等发达经济体谋求进一步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

对外经贸合作和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开放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

务。另一方面，在美国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上升的背

          12   同脚注 10。
       13  IMF.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DB/OL]. [2020-08-2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
                2020/01/weodata/index.aspx.
          14   同脚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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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中国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就必须引领经

济全球化和全球开放合作，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全

球公共产品，从而加大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开放是一

种国际互动、双方合作的过程。当前，全球开放环境

恶化、“逆全球化”带来的阻力加大，表明全球治理出

现了严重赤字，并主要表现为全球公共产品缺失。尤

其是享受全球化最大收益的美国大力推行“美国优先”，

不愿意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为各国在对外

交往中只顾自身利益、各自为战、以邻为壑提供了不

良示范。

二是中外经济的“脱钩”风险加大。作为全球制

造业大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国内疫情严重时，一些国家上下游产业

生产经营因中国复工复产延迟或不足受到严重影响 ；

在海外疫情严重时，一些国家因疫情防控不力导致涉

华相关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造成全

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客观”断裂，还使各

国加大防范因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风险，并针对不

同领域推出了不同程度的“脱钩”政策。美国政府更

是公开宣称推动对华“脱钩”。美国一直将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视为其全球领导权的最大威胁，此次借助疫情

加大了对华打压。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将疫情作为中美

经济“脱钩”的测试，并认为在疫情过后美国完全可

以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冲击。在疫情发生后，美国

在经贸、科技、金融、安全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对华

打压措施，并使中国相关产业发展和对外合作面临压

力。为了应对一些国家的“脱钩”政策对中国经济发

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

如何把握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并

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并非是件容易的

事情。为应对“脱钩”并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

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

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从而出现为了规避“脱钩”

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15 这是当前形

势下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过程中应注意防范和

规避的风险。

三是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更加艰巨。海外利益安全

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企业对外贸易、

海外投资和民众出境旅游均保持较快增长。目前，中

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1978

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约为 210.86 亿美元 ；2007 年货物

出口额达到 1.22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货物出口国 ；2013 年货物贸易总额近 4.16 万亿美元，

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2019 年货

物贸易总额近 4.58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16 根

据《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 年

中国对外投资覆盖全球 188 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

投资流量为 1 369.1 亿美元，全球排名继续列第二，占

全球份额为 10.4%。17 从出国（境）人数看，截至 2019

年 底， 中 国 对 外 劳 务 合 作 业 务 累 计 派 出 各 类 人 员

1 000.2 万人次 18 ；2019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55 亿人次 19，保持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全球

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地位。当前，国外新冠肺炎疫

情仍持续蔓延，部分国家还因中国最早公开发布疫情

而出现反华排华情绪，中国驻外公民和华人华侨的生

命财产安全威胁上升，中资企业运营和在建工程施工

也受到各种干扰。

（三）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条件

和机遇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但中国对外

开放并未因此放慢脚步，这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把握逆

境中的对外开放机遇。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构

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主要表现在以

          15   张宇燕，倪峰，杨伯江，等 . 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4):6.
         16 根据 2020 年 4 月 UNCTAD 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参见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sCS_ChosenLang=en.
          17   商务部 , 国家统计局 ,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R].2020-09-16.
          18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劳务合作部 .2019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行业发展述评 [J]. 国际工程与劳务 ,2020(4):40.
       19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2019 年 旅 游 市 场 基 本 情 况 [DB/OL].(2020-03-10)[2020-08-20]. https://www.mct.gov.cn/whzx/whyw/
                 202003/t20200310_8517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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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个方面。

一是相对完善的国内产业链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

工筑牢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制造业特征是“大

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绝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依靠

进口，贸易额的附加值很低。如今，这一状态已发生

很大变化，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主要集中在国内，贸易

额的增加值也有了大幅提升，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但是，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

力还不够强，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还不明显，一些关

键材料、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还受制于外部。中外

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将倒逼企业提升本地化

生产水平、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从而补齐产

业链中的短板，推动完善国内产业链条，并更好地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二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并形成国

际竞争新优势。受疫情防控影响，旅游、餐饮、运输

等传统行业遭受巨大冲击，但网络科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被广泛运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

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还将继续倒逼新业态、新模

式、新产业加速成长。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下，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

数字娱乐等新业态，无人零售、无接触配送、标准化

生鲜套餐等新模式，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

产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产

业不仅顺应了防疫期间的民生需要，也将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开拓新空间，为高水平开放创造新的优势。

三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逐步深化。由于经济

下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更大

的资金缺口，对外资的需求也将迅速提升。在国际直

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直接投资逆势大幅增长。2020 年 1 月—7 月，中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新加坡、越南、泰国、老挝、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和哈萨克斯坦等 54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总额为人民币 721.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2% ；按

美元计算为 10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 ；占同期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17%，较上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20 尽管疫情导致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航班、列

车、船舶进行限制，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将面临考验，

但疫后经济复苏期，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

区）的经贸和投资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四是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逐步提升。当前，

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变乱交织，成为全球治理各领域

的主要特征，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加突出。

但在这些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

无法独自解决和应对。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上，国

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和期待加大，对中国在全球卫生

治理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予以充分认可。同

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国际规则的

制定上，中国将不再是单纯的国际规则接受者，而将

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全球公共产品的重

要供给者之一。

三、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

对策

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与国际环境的

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环

境的内生性显著增强 21。因此，在应对当前国际环境的

变化上，更应立足中国自身，不断夯实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格局的国内基础，以国内高质量发展带动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

（一）总体应对思路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发展与开放主动权，

积极开展合作。中国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越大，越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

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保稳定，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

高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对外合作上，既推进

       20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 2020 年 1—7 月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DB/OL]. [2020-08-25].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
                 date/202008/20200802995596.shtml.
         21   在这里，内生性主要是指，“对特定国家而言，一切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机缘与境况内在于或取决于该国的选择或行为”。对当代中国而
                言，国内环境已成为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因素和组成部分。张宇燕 . 战略机遇期 ：外生与内生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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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发展，也积极挖掘同包括美

国在内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不断推动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二是加强防范各种外部风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

竞争与打压。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高度联动，

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因此，要密切跟踪国际形势发展

变化，建立各种外部风险预警机制，做实做细做好较

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 ；同时，要加强防范

同美国相关的风险，将中美关系维持在总体可控的范

围内，创造条件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

美关系。

三是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承担与自身

实力和所享受的国际权利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坚守发展中国家定位应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成为中国对

外政策的一个基点。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上升以及同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更加密切，在涉及中

国自身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要发挥更大的建设

性作用，并基于“责任与实力相适应”“权责相适应”

原则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和义务，力所能及为全球共同

开放提供务实有效的公共产品。

（二）具体应对策略

一是充分发挥政策调控作用，应对短期和中长期

经济挑战。短期来看，要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各级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复苏和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政策举措，稳定市场对

经济增长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

心。中长期来看，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促

进各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加

有效的财税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充分发挥财税政策

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作用，让所有群体

都公平分享高水平开放的成果。

二是培育新兴产业领域技术竞争新优势，打造产

业链关键环节优势。当前，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力争将疫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降到最小。

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

突破美国等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和制约中

国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以提高外部世界同中国的“脱

钩”成本。同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利用生产规模、

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制度等优势将产品做强做优，

为紧密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三是坚定维护开放贸易体系，促进国内外资源的

优化配置。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波折的形势下，为了确

保自身的市场安全和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国要坚

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短期来看，欢迎所有国家搭

乘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快车”和中国高水平开放的“便

车”，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单方面

开放市场，让更多国家切实享受开放收益。从长远来看，

只有双向开放、公平共享市场与投资机会，才能够让

双方的合作更加持久。目前，很多国家具有强烈的发

展和合作诉求。针对这些国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走

出去”，促进双方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

让双方合作能够长期化和具备战略意义。

四是发挥重点领域务实合作的引领作用。受疫情

和各国政策影响，当前推动与世界各国高水平开放和

全方位合作的难度较大，但很多具体领域仍存在较大

的合作潜力和空间。因此，要充分发挥重点领域务实

合作的引领作用，构建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球务

实合作网络体系，并以此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

系。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优势和特点，确立互补性强、

惠及民生的重点合作领域，并推动重点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显著成效。对于力推“脱钩”的美国，既要在涉

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领域敢于同美国展开竞争甚

至斗争，更要做强做实部分领域的务实合作。

五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引领高水

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来，中国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产业合作取得显著

成就，双方开放水平稳步提升。在推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时，应逐步将“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成更高

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加强同二十国集团

（G20）成员等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合作共建，大

力拓展“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充分发挥这些

国家的地区辐射力，带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开放合

作 ；另一方面，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建，发

挥它们在全球开放合作的重要作用，挖掘双方高水平

合作潜力。

六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与全球经济治理，不

断为更高水平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制度环境。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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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下，各国都推出了大规模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一些大国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已经显现。

为此，必须推进 G20 等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宏观经

济政策协调，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机制改革，奠定全球共同开放的制度基

础。同时，面对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中

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相关体制

的全面改革，形成对高标准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增

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EB/OL].[2020

       -08-20].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4/content_5537091.htm.

[2]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N]. 人民日报 ,2020-09-02(01).

[3]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20: Comparing Business Regulation in 190 

      Economies[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20.

[4]  OECD. Coronavirus: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0.

[5]  Robin Brooks & Jonathan Fortun. Global Macroeconomic View: Global 

      Recession[R]. Washington, DC: IIF, 2020.

[6]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Great Lockdown[R]. Washington, DC: IMF, 

      2020.

[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A Crisis Like No Other, An Uncertain 

       Recovery[R]. Washington, DC: IMF, 2020.

[8]  张宇燕 . 负利率的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1):17-18.

[9]  WTO. Goods Barometer Confirms Steep Drop in Trade but Hints at Nascent 

      Recovery[DB/OL]. (2020-08-19)[2020-08-20]. https://www.wto.org/english/

      news_e/news20_e/wtoi_19aug20_e.htm.

[10]  Grady C. Emerging Markets Are Driving the Global Spending Slowdown[N]. 

         Financial Times, 2019-12-17.

[11]   张宇燕，倪峰，杨伯江，等 . 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0(4):6.

[12]  商务部 , 国家统计局 ,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 [R].2019-09-12.

[13]  张宇燕 . 战略机遇期 ：外生与内生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1.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structing a Higher-standard Opening-up Pattern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Xiujun Xu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building a higher-standard opening-up pattern.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shocks, the continuous rise of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China’s opening-up is facing a mor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standard opening-up pattern is facing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also created 

new condi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chain, promoting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businesses, new models and new industries, deepe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 domestic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pattern of higher-standard opening up, and promote 

a higher-level opening-up with the domest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Higher-standard opening-up pattern  Global common opening-up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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