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国强，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 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CF40）学术委

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并在对外贸易、 跨国

投资、 经济合作等领

域完成多项重大政策

研究报告。

主编：方岩 编辑：陈英 2018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二

Tel

：(0755)83509452

A2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隆国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中国打开封

闭多年的国门，开启了不断融入经济

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进程。 经过

40

年

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

旁观者变身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

贡献者和受益者。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刻的调整，

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中国对外开

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挑

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内

涵和条件发生着深刻变化，必须深入

分析、准确研判时代特征和变化趋势，

才能把握机遇，趋利避害。

对外开放回顾

中国对外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推

进战略，经历了从试水到自觉的历程。

在不同阶段，决策者审时度势，深入分

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

断调整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

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1979

年中美建交为中国对外开

放提供了可能。 但从长期的封闭式发

展转向对外开放，需要突破思想认识、

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等多方面的束

缚。 因此， 早期的开放是一种自我突

围，从封闭走到今天，中国对外开放可

以分成四个阶段。

1978

—

1991

年是对外开放的启

动阶段。 这一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要

突破长期形成的思想认识的藩篱，经

过一系列考察和研讨， 最终在十二届

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将对外开放作为

长期基本国策。 在此期间，国家以经济

特区为突破口，打造吸引外商投资的环

境，建立与完善外资法律，为推进对外

开放保驾护航。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

要出口初级产品，外汇十分紧张，因此

实现出口创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来一补” 因此成为开放早期实现劳

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并注重

吸引出口型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

易。 同时，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

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

1992

—

2001

年是对外开放的深

化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

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 亚洲金融危机等。 在此阶段，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我国

对外开放的新篇章。 一是利用外资跃

上新台阶，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

不断丰富特殊经济区体系， 基本建立

了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商投资政策

体系； 二是实行汇率并轨与经常项目

可兑换；三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对外

贸易快速增长。

2002

—

2012

年是规则化开放阶

段。

2001

年

12

月， 经过长达

15

年谈

判，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此后，中

国落实“入世”承诺，以大开放促大改

革，按照“入世”承诺和世贸组织规则

修订了

2300

多项法律法规，清理了数

十万份政府相关文件， 一系列重大举

措的实施增强了我国对全球投资的吸引

力， 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迅速发

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跨

境投资大国地位得以初步形成。 此外，积

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是这一阶段

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人民币国际化就

此起航。

2013

年至今，中国迈入大国开放阶

段。 经过

40

年开放，中国在全球经济贸

易体系中已名列前茅，成为世界前三位

的外商投资东道国和来源国。在此阶段，

中国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 重点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 覆盖亚欧

60

个国家，

40

多亿人

口，市场潜力巨大。 此外，中国积极推动

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并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对外开放的经验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

国家如果不开放，就会“死路一条”，但从

各国的实践看，并不是“一开就灵”，对外

开放本身不是万灵药，必须要有合适的

战略与得力的举措。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

的经验，不仅能指导我国在未来少走弯

路，也有利于其它国家借鉴。

一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对

外开放不动摇。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

的基础上，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

的准确判断和对外开放是时代要求的

深刻认识，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

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

略措施，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开放发展成为指导未来长期发展的

重大理念。

二是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 制定

对外开放战略。 实施以“出口创汇”为核

心目标的对外开放战略， 关键在于将中

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优势， 其中一个政策重点是吸

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 另一个政策重

点是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实行进口替代

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

三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时俱进

地调整开放重点与策略。涉外经济体制从

早期“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对标高水平

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

学习、引进、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主动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

四是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 在促进一国发

展的同时，也可能冲击国内产业与市场、

冲击金融稳定，导致资金、人才外流。 因

此，要树立底线思维，防范风险，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

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 另一

个原因在于从开放伊始就注重兴开放之

利、避开放之害。 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制

定开放战略， 确保对外开放有利于国家战

略实施；渐进式开放，不断增强管理风险能

力， 按照管理风险能力渐进扩大和深化开

放，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

制定对外开放战略，要适应国内发展

要求，服务发展战略目标，也要准确判断

国际环境新机遇、新挑战，扬长避短，趋利

避害。 展望未来，国际环境正发生深刻变

化，蕴含新机遇和新挑战；国内经济进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对开放提出了新要

求；对外经济关系加速调整，参与国际竞

争有了新条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国将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经历了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

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与世界

经济深度融合的、日趋开放的经济体。在

这一过程中， 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调整， 世界经

济格局深刻变革， 尤其是不确定因素显

著增加的背景下， 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新形势下，中国经

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深入分析、准确研

判时代特征和变化走势，才能把握大势，

趋利避害。

全球经济面临大调整大变革。 造成

全球金融危机的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根本

解决，应对危机政策措施的后续影响也

逐步显现；短时间内，发达经济体结构性

矛盾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复苏进程缓

慢而曲折；受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

溢出效应、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全球国际贸

易和跨境投资起伏波动，全球经济格局

发生深刻变化。

从中长期看，由于各国结构调整压

力加大、全球需求减弱、新兴经济体增速

放缓、国际金融条件收紧、收入差距扩

大，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处于危机易发、频

发时期。 未来，主要经济体走势进一步

分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跨国公司全球

产业链布局调整，都将推动全球经济贸

易与投资格局不断演变，国际经济金融

风险隐患也显著增多。 危机一旦发生，

不仅将以超前的速度和破坏力向各国经

济蔓延，而且各类风险因素交织联系，危

机应对更趋复杂、恢复期更长，全球性风

险防范能力仍需增强。

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面临新机

遇和新挑战。 一方面，全球经济体制处于

加速变革期，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为我国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机遇；另一方

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频频出

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威胁论”大行

其道， 守成大国遏制中国影响力意愿提

升，外部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蕴含着新机遇与

新挑战，对我国而言，机遇大于挑战，目前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一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

术革命方兴未艾，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

带来机遇；二是跨国公司正加速对华转移

高端产业活动， 对华投资结构不断升级，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

三是高端人才加速向我国汇聚；四是全球

性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带动我国的出口结

构升级；五是世界经济低迷为我国企业提

供了海外并购的机遇，可以大幅提升整合

全球资源与市场的能力，有力促进我国产

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

制定对外开放新战略

未来

15

年是我国竞争力升级的关键

时期，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

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 我们必须制定

对外开放新战略， 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同步推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等

重视增强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 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对对外开放也提出了新要求。 在供给侧，

要充分利用全球的高端生产要素， 包括

人才、技术、管理等，促进国内企业的创

新，提升我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品牌，不

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

位。 在需求侧，要不断提升我国高附加值

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 充分利用

国际市场，支撑我国的企业创新，加速出

口结构升级，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同

时，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促

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提升国际

竞争力。

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 可以概

括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

核心目标有二，一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

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

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

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分

工地位。 具体看来，要培育参与国际竞

争新优势，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

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升我国的

制度性话语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

领，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推进

金融业对外开放，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

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此外还要加强国

际合作， 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与粮食安

全，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

全球影响力。

如何善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承担应有的责任，发

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促进作用，是

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不可或缺

的新内容， 也决定了新形势下我国对

外开放的战略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领

域众多，议题复杂，我们应以下面六个

领域为重点，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使进一步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再

添新动能。

一是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护经济全球

化的大局； 二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 三是

积极参与和影响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

四是为全球性新议题提供中国智慧；五

是主动推进构建高水平自贸区网络；六

是以机制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带

动国际合作模式创新。

� � � � 当前，全球贸易受到保护主义浪潮影响，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对外开放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也显现出了“天花板” 效应。 如何解决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面临

的难题？

在本文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娓娓道来，总结经验，直

陈挑战。 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

刻变化，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必须准确判断时代特征，把握趋势，趋利避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