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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0-15 年中，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对外开

放获得了快速发展。那么，未来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国内外环境、是否还有新的战略机遇期呢？本文的研究

发现：在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的未来 10-15年中，由于构建了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并拥有巨大发展

潜力，同时还可以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冲击，因此，我国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利用好

这种战略机遇期，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升级，甚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自主发展 国际环境 国内能力建设 有效政府 

 

一、引论 

 

有关贸易价值增值的研究是最近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OECD 和 WTO 的最新研究，除了显示中美之间的贸

易差别没有传统的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用价值增值表示的贸易依存度大幅度

降低。以 2009 年为例，最高的国家也只有 60%左右。一些大国，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则非常低，

分别只有 8.65%、10.24%和 11.12%；中国和印度也不例外，也只有 16.6%和 14.6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一个道理，即：对外贸易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因此，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发展必须建立本国

的产业体系，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和产业。 

 

那么，落后大国的产业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通

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来逐步推进的。从几个成功发展起

来的大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建立出口创汇能力、引进国外技术以及本国产业发展之间

的良性循环机制非常重要。而这种机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以及较强技术吸收、消化能

力。其中，本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图强抱负以及强力政府的有效运作最为关键。因为，即便最初没有技术的

消化吸收能力，一国政府，短期内也可以通过引进外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功能性地帮助当地的企业和产

业吸收和消化这些进口技术；中长期则可以通过兴办教育，大批量地培养当地人才等来实现。 

 

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国内部的能力建设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机遇及其互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遇到了

好的战略机遇期，并利用得好，那么，整个经济就可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战略机遇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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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利用好，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减缓。 

 

以战后日本的发展为例。在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进国民教育、精英们励精图治的基础上，二战后，日本，

首先，充分利用了 1950 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建立了盟国关系，并实现了经济恢复。其次，1955

年以后，利用相对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大规模引进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尤其是进

行大规模的临海重化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60 年代，则着重引进和发展当时的新兴产业，比如，电子和喷

气式飞机制造等产业（ozawa, Japan’s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o the west, 1950-1974,1974,P20-21）。到 1970

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国内产业体系的建设和现代化，并成为一个中等收入

国家。最后，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及 1980 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广场协定的国际动荡时期，在欧美国家纷纷

陷入“滞胀”状态之时，日本经济却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自主发展，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

长。 

 

二、战略机遇期与一国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国家在它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所拥有的、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很大程度

上，这种机遇期，是由一个国家的能力（利用外部条件的能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所提供的

机会来共同决定的，是一个国家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 

 

在一个国家发现和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很弱的时候，即便是具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也很难获得较快的发展。

在历史上，我们见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脱颖而出，发展

起来，大部分国家则坐失这样的机遇。在另一个极端上，如果国际环境恶劣，或者国际机遇有限，那么，

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时，即便是一个国家具备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发展。

只有内外部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够获得快速的发展。这时，我们会说，该国的发展

拥有良好的战略机遇期。 

 

给定国际环境，根据把握、利用和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可以区分这样几种情况：其一，国内的能力薄弱，

无法把握和利用外部提供的战略机遇的情形。当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国内发展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

需要大力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又不具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这时，

国内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该国也不能够充分利用。 

 

其二，国内的能力达到了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战略机遇的水平时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实力大大增强，

并具备了一定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之后，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时的战略机遇期，就主要依

赖于外部环境，比如，有没有良好的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外部环境等。如果利用得好，一个国家就可

以获得快速发展。 

 

以建国以来我国的发展为例。建国初期的 1950 年代，我们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

前苏联 156 项工程援助，经济快速发展，并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随后的 1960 年代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对内，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困难；对外，和苏联的关系破裂，而和西方

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孤立无援。这一时期，我们的技术引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仅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

些急需的民用项目。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绩效甚差。1970 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西方国家

的关系开始改善，并为技术引进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加上这个时候，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也

发生经济危机。利用这些机会，我国加大了技术引进的力度和步伐。比如，1972 年，我们先后从法国和日

本引进了 4 套化纤和 2 套化肥装备等。1973 年，进一步提出在 3-5 年内，引进 26 套大型项目，支持农业、

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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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是在引进而又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一段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限制了吸

收消化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一，没有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缺乏自主

研发能力，容易陷入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引进”的重复之中；第二，受困于恶劣国际环境的限制，

没有对外开放，缺乏国际竞争压力，也和国际产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前沿发展相脱离，从而陷入到“引

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国内能力的建设大大加快，国际机遇的利用能力也大

大提高，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78 年，我国和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签订了 1230 多个项目，成交额达到 78 亿美元，合同数量和金额比建国以来的总和还要多。不仅

如此，还建立了“出口创汇、引进技术和外资，以及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促进机制，并获得

了快速发展。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甚至逐步获得了抵御不利国际环境冲击的能力。比如，1998 年亚洲金融

冲击下，我们采取的国内刺激措施，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采取的大规模政府刺激政策等。 

 

其三，对外依赖减弱、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时的情形。一个国家，随着内部发展的自主动力逐渐增强，以及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逐步提高，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掌控内外

部的冲击，可以获得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以 1997 年和 2008 年两次大危机时候的我国刺激政策为例。实际上，这些政策都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

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果。当然，从机制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更多鼓励民营企业和市场机制的加入，也可

以通过招标、提高透明性等措施减少建设中的腐败现象出现，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或者否认

一个事实，即：我们有能力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国内也有巨大的需求。这正是自主发展潜力的体现。 

 

最后，当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进入到发达国家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创造自我

发展空间，或者战略机遇期。 

 

三、我国所处的阶段和所拥有的新战略机遇期 

 

我国目前处在如上的第三种情形下。 

 

首先，经过建国 60 多年，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自主发展动力。我们已经建立

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 年我国制造业

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 17.6%。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22 个大类中，我国在 7 个大类中名列第一，

钢铁、水泥、汽车等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迅速成长起来。2013

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达 89 家(含香港)，比 2002 年增加 78 家，总数位列美国之后居世界第

二位。1以进出口产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完备性，我国很早就和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一起，

成为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以 1992－2008年的出口产品数量
2
来分析，17年中，我国平均每年出

口产品的数量为 4742.12 种，仅次于美国的 4871.18 种，高于德国和日本的 4729.24 种和 4550 种。而据

Carrere el.(2007)的研究，1988－2004年间，世界 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出口产品数量仅仅只有 2492

种。进口产品数量方面，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相比，1992－2008 年间，我国进口产品的年平均数量（4798.76）

处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4881.88)和德国(4864.59)，而高于日本(4774.18)。 

                                                             

1
 “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6 日。 

2
 即：出口价值大于零的出口产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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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钢铁、水泥以及设计等等我们都

能够自我满足。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招标中，我国连续多年都保持第一位。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工程建设以及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系也能够支

持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我们可以以世界上最有效的设计、施工和成本建设成世界最好的高铁系统、

高速公路网络，机场、车站，建设世界上最漂亮的桥梁和隧道等一个个人间奇迹。简言之，我们已经具备

依靠自身的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 

 

其次，我们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大家庭之中，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尤其

从 1990 年代开始，利用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会，我国成功地融入到东亚经济体系、甚或世界经济体

系之中：一方面，我们联系着中间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并和这些经济体长期保持

巨额逆差；另一方面，我们联系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并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作

为中介，我们既是亚洲工厂，也是世界工厂。通过以我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从 2003 年以来，我们

也将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纳入到这种国际生产和消费体系中来。 

 

这样，我们一方面建设和积累了利用世界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的强大能力和网络，另外一方面

也积累和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和金融基础，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冲击。比如，外汇储备，至少可以使我

们免受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的冲击，庞大制造网络体系也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经

济波动的冲击。这种既融入世界，同时，又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这也是目

前和 30 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决然不同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次，我们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2 年，

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 6000 多美元，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国内的

很多硬件，比如大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卫生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建设还需要 10 多年时间才能够完

成，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差距更大。从最新公布的城镇化规划来看，我们的发展仍任重道远。软件方面，服

务业部门的发展仍然滞后，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中的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等等。在 18 届 3 中全会的

《决定》中，已经提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开放，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和举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坚强而有效的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够排除各种内外干扰，一心一意谋发展，

全心全意搞建设。 

 

总之，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到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并且，随着发达国家的宏观经

济政策剧烈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动荡。在低速增长、金融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冲击，并

保持稳定就很不错了；而同时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国家，则是凤毛麟角。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只有这类国家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就是这类国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我们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一种外部机遇的话，那么，未来 10-15

年中，我们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一种在开放条件下的自我发展机遇。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相

对开放的国家，我们既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具有巨大的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因此，在未来

相对较长的、全球经济低速成长时期中，我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善其身，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这就

是我们所拥有的新的战略机遇期。风景这边独好！ 

 

四、威胁我国新的战略机遇期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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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0-15 年中，有不少风险会冲击我们，并有可能使我们丧失新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国内的各种矛盾激化，并导致自乱，从而丧失这种机遇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尤其是伴随着经

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一些产业被淘汰，工人要重新就业。调整过程中，不少人会失去工作，收入也会相

应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长期鼓励创业和发展的政策使得一部分人、一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并

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这种转型中，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不公、腐败等矛盾激化的风险会加大，并

有可能危及稳定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果国内不稳定，自己乱了，那么，新的自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会白

白丧失，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由领土争端，或者周边敌对势力的挑衅所引发的战争，导致西方国家，或者周边国家对于我国的群

起攻击。 

 

随着我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影响的扩大，一些国家、尤其和我国有领土争端，或者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国家，

感到了压力，蠢蠢欲动，试图组建各种反华联盟。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所谓“共同价值外交”，明

目张胆地包围中国，遏制中国。最新通过的防卫大纲也赤裸裸地针对中国。如果这些国家太出格，超出了

我们的容忍限度，或者我们决定在领土争端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等，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局部战争，甚至

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结果，西方国家趁火打劫、群起攻之，使得我国建设进程被打断，并受到西方国家

的封锁和孤立。战略机遇期丧失。 

 

针对如上情况，我们要特别注意，并预设相应的应对战略。总体上，虽然，小规模的冲突是我们可以容忍

和承担起的，但是，大规模的冲突以及被孤立、封锁的情形，却有可能使我国的发展陷入困境。 

 

五、结论和启示——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1）一国发展中的战略机遇期，既受该国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限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内外条件

都契合的时候，一国经济会获得快速发展。 

 

2）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

力，加上国内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形下，未来 10-15 年中，我们仍然

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 

 

3）这种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也面临着很多风险。其中，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内调整以及国际范围内对

于我国崛起的担心和误解尤其值得关注，并预设防范议案。 

 

我国现在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是拥有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即：现有技术积累与国内建设和发

展需求之间所形成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是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更加迫切——进入到产业前沿以后，很多技

术不能再通过引进获得：要么是现有的技术拥有者不愿意提供，要么是我们需要的很多技术，也许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需要独立探索和突破。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并促进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呢？ 

 

利用好新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要大大加快国内的建设和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改革各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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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机制体制，释放和调动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要在对外开放中，适度、谨慎推进，

保证国内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 

 

未来 10-15 年中，我国面临的迫切发展议题包括：1）全国范围内，顺利、彻底完成工业化进程。比如，建

设和完善全国性的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二三线城市的地铁网络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和公共

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城镇化。2）从事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技术攻关，顺利完善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

和升级。目前，我们一些欠缺的技术和人才，很难从国外引进，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尤其是针对性的技术

大攻关来培养。3）建设和升级全国性的宽带网络等，实现信息现代化。4）随着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广

度和深度的扩展，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们也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备基础。

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大建设。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段难得的机遇，我们就可以顺

利、快速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 18 届 3 中全会《决定》的落实执行，大刀阔斧地推进国内的改革：1）在医疗、

卫生、教育以及金融、电信、交通重点领域中，改革现有的经营和管理体制，促进竞争，增加供给；2）

加快建设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3）促进国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改革不合理的定价体

系。通过这种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既需要谨慎、适度推进，以我为主，切忌急躁冒进，也需要高瞻远瞩，长远谋划。

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要特别注意维护企业和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开放过程中，以它们的竞争能力

来决定开放的程度、速度和范围。我们不能够盲目跟进美欧国家最近通过区域合作大力推进的所谓“高质

量、高标准”的大开放。开放并不是越大、越宽、越彻底越好，一定要和我们的能力相匹配。目前，我们

可以推进的开放有：1）在多边贸易的框架下，建立我国自己的普惠制体系，对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

国家进行系统性、规范性的开放优惠。2）建立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体系。建议主要和

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小发达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并根据我国企业和产业能力的成长不断

拓展。3）密切观察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研究、甚或参与这类谈判，利用 10 多年、

甚或是 20 多年之后的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以及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并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贸

易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总之，在这个战略机遇时期，我们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改革，打破垄断，增加竞争，但总体上，更需要在

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中进行高瞻远瞩的指导和干预，以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以

及由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 

 

 

Abstract: 

 

Thanks to the very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developed very quickly by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since adopting the opening up policy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late 1970s. In the next 10-15 years, does China still have some good chances internationally to grow quickly?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China does have such a good chance to develop quickly, even becomes a new rich 

country in the next 15 years. The reasons behind it are as follows: 1) China has got the very good momentum to 

develop, and cumulated a very good capacity base to absorb foreign technologies, know-how, and to perform 

indigenous innovation; 2) China has built a very sound financial, human capital, and manufacturing and 

engineering bases to resist the risks of various global changes, even turbulences. In short, China now is in a 

unique position to indigenous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it has the ability to develop itself,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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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t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has a very good potential to develop. So, if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is 

strategic period of time to develop, China not only may grow fast, and finish the fin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upgrade its industries and economy, but also may go through the middle income trap smoothly, and 

become a rich country.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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