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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开启中国经济新征程

金 碚

摘 要：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事实，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从效率和公平、零壁垒和零关税向安全的调整。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

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关切是效率和公平。当考虑到国际关系时，国际自由竞争的经济学逻辑，就是没有贸易壁垒和

低关税，最好是零关税、零壁垒，那么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就可以一体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

的基本逻辑。从根本的理论逻辑来说，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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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

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安全因素。由于对安全的深度关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必须形成更具安全关

切性的新发展格局，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内循环为主体基于规则博弈的纵深化。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一样，

各国所构建的市场规则体系也很不一样。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将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

性，二是畅通性。只是安全而不畅通就没有效率，只是畅通而失去安全则难以可持续地循环畅通。构建经济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判断中美之争的实质是规则之争，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经济全球化已不再遵循英国美国曾经

主导的那个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不再是把全世界的规则变成同质化（西方化），而是要解决不同国家如何形成适

应国情的规则，以及不同的规则空间如何进行衔接的问题，这就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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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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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格局。国内国际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也体现了

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是规则博弈的纵深化。这是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于对世界形势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所做出的战略判断和方向指

引，以此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征程。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经济发展态势，其实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性

事实。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较封闭

的发展模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
代上半叶，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民经济的内循环体

系，进出口比重很低，国际资本很少。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之后，开始发展国际大循环，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

资和技术，进出口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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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到 2006年，出口占

GDP的比重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都达到较

高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态势到2006年前后已经

开始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贸进出口受到了

很大影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 2006年的 36%以

上，一直下降到2019年的17%左右。进出口占GDP
的 比 重 从 2006 年 的 64.5% ；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35.7%。经常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 2006—
2007年的 10%左右下降到 2019年的 1%左右，这个

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一个经验性事实，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的

发展道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实行较自由

的市场经济。按照主流经济学思维范式，市场经济

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具有增长的无限性。增长的无

限性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工具

理性所追求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格。交换

价值以货币形态来表现，企业追求以货币单位计量

的利润最大化。世界各国由市场经济主导，无限地

追求交换价值，其逻辑结果和现实表现就必然是经

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具有扩展至全球的内在冲

动。那么，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然要在国

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发展，追求无止境的经济

增长。

就某一国家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比

重，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规模。小国经济的增长更大

部分要进入国外市场，进行国际循环。例如，新加

坡的国际经济循环部分就非常大。而大国的国内

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大，一般来说国内循环的回旋

空间大，有更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国内市场中完成

循环。例如，美国尽管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庞大的

国内经济，它的国际经济比重就相对较小。2019
年，中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 17%左右，而美

国这一比重还不到10%，尽管它的经济开放度和自

由度比中国更大。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

结构与双循环格局也有密切关系。各类产业的产

品可以分为可贸易产品和不可贸易产品两类。农

产品比如粮食、玉米、大豆等大宗商品是可贸易产

品，矿产、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是可贸易性很强的产

品，工业制成品也是可贸易性较强的产品。而另一

类经济活动或其成果（产品）的可贸易性就较小，例

如房屋、电力等，大部分是国内消费，只有极少量会

售出到国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贸易产品

的增长加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通常会提高，不

可贸易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中尽

管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进入境外，形成服务贸易，

但和制造业、农业相比，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一般比

较小。所以，服务业比重提高，国民经济中的可贸

易产品比重通常会下降，不可贸易产品比重上升。

最后，影响国内国际市场比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经济学特别关注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及

其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关系，以及各国间的资源差异

所导致的国际分工状况。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

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受到国际分工的深刻影响，反

之，国际分工的深化也使得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更

加融合。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国内国际双循

环就是一个趋势性事实。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主

要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双循环，而是要形成新发展格

局。要认识“新”在哪里？现在提出以国内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含

义是深刻的，不仅仅是指出一个经验事实或趋势性

事实，而且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

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关切

分别是效率和公平。经济学的第一个重要关切点

是效率。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

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可以实现高效率。只要

允许自由竞争，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就可

以（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因而效

率很自然就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关切

点。经济学的第二个重要关切点是公平。但市场

经济有其局限性，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公平

问题。公平分为事前的公平和事后的公平。事前

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秩序（产业组织）是否能保证

公平竞争；事后的公平主要是指市场竞争所导致

的结果是不是公平，也就是收入或财富的分配是

否均等。当然，经济学和经济发展还有一些其他

的关切因素，比如不确定性因素、风险性因素等，

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大多归结到效率。而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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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国际关系时，还要考虑国际经济循环时的两

个主要关注点，即各国间的市场是否存在贸易壁

垒，是否存在关税。因而国际自由竞争的经济学

逻辑，就是没有贸易壁垒和低关税，最好是零关

税、零壁垒，那么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就可以一体

化。如果达到零关税、零壁垒，国际和国内循环也

就没什么区别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内循环与

国际循环的基本逻辑。

从根本的理论逻辑来说，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一个重要的关

切因素：安全。也就是说，当强调新发展格局时，实

际上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变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中也有安全因素，主要是

指财产安全和人权保障，假定每个人都是人身独立

的“经济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胁，私人财

产得到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市场经济底层逻辑的

假定，是一个制度前提，没有安全就没有市场经

济。但这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本身所研究的主要

问题。

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安全

的关切甚至超过了效率和公平。在许多情况下，宁

可牺牲效率和公平，也要保证安全。于是，安全成

为经济思维和战略取向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

因素，但是安全很难定义。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所

要求的最基本的安全是经济主体的安全，特别是财

产安全。而企业层面的安全是供求关系的安全。

从需求来看，生产出的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是如

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跳跃”，如果有了障碍卖不出

去，就是需求环节的安全风险。而从供给来看，如

果发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例如所需要的

“卡脖子”技术无法获得，就是供给环节的安全风

险。供求关系的安全性是经济安全。除了经济安

全，还有其他多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社会秩序安全等。当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发展，

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国际化，表现为诸如疫情国际

化、恐怖组织和活动国际化，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

带来的“副产品”。再进一步是更复杂、更难定义的

国家安全。而且各个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非

常不同，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和政府治理体系

可能很不相同，或各具特色。

正是由于对于安全关切的提升，使得新发展格

局体现了战略关切取向的调整。换句话说，由于对

安全的深度关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必须形成

更具安全关切性的新发展格局，并使之成为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三、国内循环为主体以规则博弈的

纵深化为基础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

全球化的格局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得新

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态势，特别是对于大国而言，应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作为基础。这是由当今世界正

在展开和不断深化的规则博弈变局所决定的。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第一是微

观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即假定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

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表现就是追求利润最

大化。第二是空间的匀质的，如同空盒子一般，经

济主体和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想象的经济空间中

进行互动。如果按照这样的微观——宏观经济的

范式思维来想象经济全球化，那么各国都门户开

放，各国的企业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

一般的企业均为私有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自由竞

争，最理想的是零关税、零壁垒，就可以实现最高的

经济效率和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坚信这一经济学传统范式的人认为，如果现实

世界离开了这个想象中的经济全球化格局，那就不

合理了。但现实世界恰恰非常不同于经济学传统

范式所想象的世界。世界各国经济主体的行为不

一样，各国所构建的市场规则体系也很不一样。放

眼世界，当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为什么各个国家

应对疫情的方式各不相同呢？中国的抗疫效果很

好，而其他国家不能实行的原因就是，各国的价值

理念不同，对于安全的定义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

顺序不同，所采取的抗疫方式当然难以相同。按照

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看

到：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性，第一，经济

主体（企业）的性质和行为目标并不是一样的。中

国还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尤其是金融业及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产业），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跟民营企

业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二，规则空间不一样，我的

方法对我很适合，但对你可能不适合。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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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所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暗

含着这样的学理考虑：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

规则空间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在不一样的规则空

间中，哪些空间更加有效率，更加安全，各国企业就会

倾向于到更有效率、更安全的地方去进行经营活动。

现在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

在今天的世界，至少是在相当一部分领域中，国内的

规则空间有效性和安全性可能要比国际的规则空间

要更好一些。也可以反过来说，在国际规则空间，企

业经营的安全保障可能不如国内。所以以国内循环

为主体，可以保证更大程度的安全性。各个国家在

关切安全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大国，都会考虑怎样把

跟自己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重要环节掌控在自己手

里。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国际循环，而是要考虑

到产业供求关系的安全性，希望在国内构建更加完

整安全和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取向将突出两个问题：一是安全性，另一个是畅通

性。只是安全而不畅通就没有效率，只是畅通而失

去安全则难以可持续地循环畅通。每个国家的政

治体制不一样，文化和历史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

社会偏好不一样，所以应对安全性和畅通性的关系

必然有不同的国情特色。

那么，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几个关键

问题。首先要判断中美之争的实质。中美冲突根本

上是规则之争，美国人认为他们那套规则是唯一合

理的，基于微观——宏观经济的范式承诺，具有毋庸

置疑的正确性。在那个范式承诺下所构建的经济学

和经济制度，是唯一最优的。如果离开那个经济学

范式，就是错误的异类。美国人现在就是坚持这个

思维框架，因而认为世界上没有第二种经济科学，也

没有第二种有效规则体系。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范

式框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现实，连一些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都承认，在人类经济发展的版图中存在着“另

外的世界”，而且可以取得不次于美国的发展成效。

在20世纪之前，由于没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

发展成功案例，可以说，那时的经济现代化就是西

方化。但是 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昭示世界，人

类社会现代化确实还有其他的成功经验和可行道

路。在这个“另外的世界”，不同于西方化，也能够

实现很高的发展效率，其公平性和安全性与西方化

相比，也不差。深刻的思考可以揭示，世界确实发

生了极大改变，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底层逻辑已经发

生动摇，关切点发生了改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主

体和空间秩序也发生了变化，微观—宏观范式承诺

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已经不是现实的图景。

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经济全球化已不再遵循英

国美国曾经主导的那个发展格局的基本逻辑，不再

是把全世界的规则变成同质化（西方化），而是要解决

不同国家如何形成适应国情的规则，以及不同的规

则空间如何进行衔接的问题，这就是“新发展格局”。

现在大家都在说世界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根子就是规则博弈和规则重塑。由于现

实世界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所认定的

全球规则一元化世界，而是一个域观世界，即世界

经济是以不同域态域境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主权

国家拥有规则安排的主导权。以域观范式承诺的

思维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

的方向，体现了中国制度性质和价值文化特征，能

够适应中国国情。当中国经济大规模进入经济全

球化的世界，当然会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规

则博弈之势。

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规则博弈表现为破

坏性过程，拜登上台以后，可能表现得较具建设

性。所谓建设性，就是以对话谈判方式进行规则博

弈。其实这对中国的压力并不会更小。国内国际

双循环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即在以国内循

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必然地将更

加突出安全性和畅通性，所以各国之间，特别是中

美之间，如何既要承认各国制度规则的域观性，即

“特色”和安全关切，又要实现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

有效衔接，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将成为

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的艰难历程。特别是，当我

们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时，实际上意味着一系列

规则安排和政策设计的预想。例如，采取国家补贴

方式促进国产化、以举国体制克服“卡脖子”技术

等，都要体现为具体的规则和政策，这些规则和政

策能否有效？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原则？能否得到

国际社会的认同，妨碍国际竞争的公平性？都是非

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份

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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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and Opening a New Journe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Jin Bei
Abstract：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is the main body，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is a trend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rge countries，which is not transferred by human will.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reflects the adjustment of strategic concern orientation from efficiency and equity，zero barrier and zero tariff
to security orientation. The two most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cerns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efficiency and
equity. When conside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economic logic of international free competition is that there is no trade
barrier and low tariff，and it is better to have zero tariff and zero barrier，the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 can
be integrated. This is the basic logic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logic，to gradually form a“new”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big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promoting each other，is to add security factors into the original theoretical logic. Due to the
deep concern for security，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more security concerns must be formed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And make it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inally，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is the main body，and the vertical deepening based on the rule game. The background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is economic globalization，and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self is also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entities in the world is different，and the market rule system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is also
very different. After China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highlight two
problems：first，safety and first，unimpeded. If it’s safe but not unblocked，there’s no efficiency. It is difficult to keep the
circulation smooth without safety.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ual cycle development，we should first judg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dispute over rules. After China’s economic ri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o longer follows the basic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nce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 longer to turn the rules of the whole world into homogeneity（Westernization），but to solve how
different countries form rules to adapt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ow to carry on the connection in different rule space. This is
the“new pattern”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Key Words：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ttern；Economic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平 萍）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开启中国经济新征程

第十九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
“十四五”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2020年11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主办，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承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年会暨“十四五”区域经

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十四五”

区域经济发展，来自全国各地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高新才主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杨宏志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分别致辞。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李小建、兰州

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郭爱君、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兰冰、北京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院长滕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久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邓宏

兵等，分别就人地协调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古代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及其协调、新发展格局与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疫后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结构性风险及应对、“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与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流域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研究等主题作了热情洋溢的报

告，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反响热烈。本次会议极具权威性和前瞻性，是一次理论与实践、创新与发展

完美结合的学术盛会。

（文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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