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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谈 “十四五”规划·

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热议。国外学者认为，“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高瞻远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

国内外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局面，为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绘

制的宏伟蓝图，将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应本刊邀约，俄罗斯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

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捷克科学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北思、奥地利维也

纳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约瑟夫·鲍姆就 “发展新阶段”、构建 “双循环”发展格局、“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经济概念与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专门著文阐释。特此刊发。

中国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与经济政策

〔俄〕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著

言 筱 译

［摘 要］ 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并为经济政策的更新作出贡献。国外学

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阐释往往并不符合现实，中国理论的对外传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临阻碍。“双循环”概

念的提出是 2020 年中国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还将影响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应加深对“双循环”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加强中国经济主

权相结合，国内生产和消费优先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保证。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 “双循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2020 年中国经济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在美国实行全面遏制中国政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

疫情的发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考验。然而，及时有效的抗疫举措迅速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

负面影响。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结束了短期衰退的局面，开始步入稳定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政策会一成不变。2020 年最重要的、被载入中国改革开

放史册的事件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这一新理论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并将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首先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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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改革与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经济领域的政策创新紧密相关。习近平于 2016 年提出的要 “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案，强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实践经验为社会科学创新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是实现经济政策创新的重要资源。

中外学者应认真研究 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指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

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①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

年所积累的经验已经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没有改革的实践就不会有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改革不仅成功发展了国家经济、提高了人民福祉，还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2020 年 8

月，习近平与经济学家会面时，列出当前中国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其中包括: 关于社会

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的理论，关于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

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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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

全的理论。

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还对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国外学者产生了吸引

力。这些概念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理论的提出。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新常态”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

经济学理论迈入新时代。这些概念出现的前提是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

增长。2020 年“双循环”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治经济学长期创新发展理念的形成，这不

仅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而且在未来 15 年都将决定中国的发展轨迹。

习近平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预测经济

全球化发展趋势; 在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协调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两个方面。新

的挑战不仅对中国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高要求，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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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也提出了高要求。“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

‘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①。

二、提高中国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 前景与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十分重视提高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可以将中国

改革实践变为理论创新之 “富矿”，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而言均是如此。然而，中国社

会科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西方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方法论难以把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经验

的研究作为理论创新的资源。西方经济学非但没有扩大，反而人为地压缩了科学研究视野。西方

学者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制度的弱点及其与规范自由主义模式的相悖之处，却忽视探寻中国发展道

路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指出，国外对中国改革研究的一个重大弊端是理论上的谬误，即

将西方经济学主流假设套用于中国实践，并用新自由主义教条去解释中国实践②。许多国外研究者

坚持认为，西方式的自由化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必不可少的。中国坚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

道路使这些西方学者感到失望，他们在理论上得出“中国崩溃”的结论，并认为不经过彻底的自由

化，经济改革将失败。还有一种较为温和的解释承认中国取得了成功，但同时强调中国经验的独特

性和不可复制性，这种观点同样不允许根据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并进行一般性的规律研究。国外

学者尝试用“历史偶然性”或“向资本主义隐性过渡”来解释中国改革成就，这并不能作为研究中

国实践的有效工具。中国现代经济学的逐步发展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成果向外推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理论走向世界的尝试将遇到阻碍。出现了新的 “话语

陷阱”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而且不能因此放弃把中国社会科学的成果推

向世界。科学理论必须包含普遍有效的结论，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哪怕是

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创新不得不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抗，在中国与西方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任何从中国经验中得出的普遍有效结论以及对中国道路普遍意义进行讨论的

尝试，都容易被西方解释为中国企图 “颠覆自由世界秩序”和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意识形态影响。

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在其他领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然而，在西方国家竭力捍卫自己 “数字霸权”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利用

领先优势来进行的理论构建，很有可能被理解为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意图打破西方垄断，从而遭

到拒绝。此外，因为发达国家对脱贫这一主题毫无兴趣，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也不会受到

西方的重视。同时，中国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界和学界精英了解这些规划的尝试亦将遭到西方国

家的拒绝，因为在后者看来，这是对其经济理论“霸权”的又一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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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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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 “双循环”发展格局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实践中，对 “双循环”经济政策的理论解读与研究均十分具有前瞻

性。中国正在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阶段转向平衡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国内市场将处于

优先地位，同时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把中国改革的新阶段与先前阶段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

经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双循环”政策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

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劳动力短缺、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

减少等，同时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有选择的合作，压力与限制因素越来越多。提高中国经济免受

外部冲击的防御能力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中国的经济政策体现出“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发展逻辑。起点或正题是 20 世纪 50—

70 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与苏联积极而短暂的合作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对外经济联系水

平较低、自给自足占主导的时期。作为反题的改革开放政策把重点放在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上，

通过参与“外循环”而获得国内发展资源。中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已成为新时代的主要

特征。“双循环”政策是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合题，并把改革开放政策与建立捍卫中国经济主权所

必需的产业和技术这二者结合起来。这并不是回归到经济自给自足时代，又与 1980—2000 年的

“1. 0 版”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同，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阶段。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正在 “倒退”，“十四五”规划将回到自力更生的阶段。这种说法仍

属于教条的、毫无根据的“中国崩溃”论。“双循环”政策是更高级的和更新后的 “2. 0 版”改

革开放政策。在这一阶段，中国将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将大大降低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

外部制裁所受到的伤害。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 ( Ｒana Mitter) 将 “双循环”政策

描述为在保护国内市场安全的同时，保持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参与①。西班牙经济学家艾西亚·

加西亚·埃雷罗 ( Alicia Garcia Herrero) 认为，中国此前曾试图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但是新

的“双循环”政策旨在减少对高科技产品进口的依赖并提高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之所以

把进口替代政策与保持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存在两者结合起来，主要是受中美经济关系严重恶

化的影响。她还认为，中国保护本国免受外部不稳定因素影响的行为，可能对那些从向中国出口

高端产品中获益的国家不利，因为中国很快将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双循环”政策对外

界“有害”，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将产生中期影响②。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不会放弃参与经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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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ana Mitter，“The World China Wants: How Power Will—and Won't—Ｒeshape Chinese Ambitions”，Foreign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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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国的大门也不会关闭，而且会更加开放。同时，中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将比过去增长更

快。不难想象，随着“双循环”政策的实施以及中国新的现代化生产设施的建立，发达经济体

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将会加剧。而新政策对东盟国家和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伙伴的影响问题

需要单独研究。这些国家的工业和科技基础通常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影响了它们向中国市场

提供现代高科技产品的能力。随着中国国内制造商机会的增加，这些国家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的

占有率将逐渐下降。然而还存在另一种双赢战略，即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发展本国高科

技产业的动力与机遇。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指出，“双循环”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

种新模式。这是 2018 年以来在外部发展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尝试建立的模式。“双循

环”模式并不意图从中国驱逐外国制造商，相反，中国为了留住外资，规划建立了新的自由贸

易区，减少了禁止外商投资的部门清单，并允许外国公司参加政府采购程序。新政策旨在提高中

国高科技产品质量、发展金融市场、完善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考虑到北京今天拥有的机会和机制以及掌握的战略资源，可以适度乐观地认为，从短期和

中期来看，中国仍将是经济增长率相当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将保持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但是，这种吸引力不再取决于廉价劳动力，而是取决于强大的内需。”①

可以看出，“双循环”政策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会改变对

外开放政策，而外国投资者将在中国市场获得新的优势和保护。

四、实现 “中国梦”的道路

中国凭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活跃的国内市场，致力于利用内需刺激经济增

长。“双循环”政策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内需，有助于在中国发展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所有必要

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并可以在无需依赖国外市场的情况下将消费和需求保持在适当水平。

中国于 2012 年提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

人民创造幸福生活。而 “双循环”概念提出了经济领域实现 “中国梦”的长期规划。到 2035

年，中国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计划意味着，中国人均 GDP 将在未来 15 年内从目前

的 1 万美元增长到约 2 万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今天约有 4 亿人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在

下一阶段，这一数字将达到 7—8 亿。过去，苏联非常重视提高人民的福祉，但是在经济封锁和

消费品持续短缺的情况下，苏联未能充分展现其经济制度优势。中国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这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其对全球经济的参与以及 “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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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接受外国原材料和半成品，由中国廉价劳动力将其转化为有竞

争力的商品，再重返世界市场。而在新时代，中国将由廉价生产国转变为有消费能力的消费国。

中国不再与亚洲邻国竞争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产品的出口。生产力创新、现代技术、高等教育的

优势以及大量高水平人才的供应正在成为新的竞争领域。

“双循环”政策正成为中国捍卫科技、贸易和经济主权的有力工具。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的保证。中国不会封闭经济，允许外国生产商通过供应高质量产品而

获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产业的建立，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稳步提高。同时，在关

键商品生产和技术供应方面对外国制造商的依赖也将减少。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其政策加快了中国科技走向独立的进程。这是 “十四五”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借助贸易战和制裁手段，企图迫使中国放弃国家参与经济发展的计划，认

为中国为维持与美国贸易的短期利益，将牺牲经济的长期发展。结果，美国失算了。“双循环”

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为了捍卫国家经济安全，中国选择了进口替代路线和国内市场优先的策略。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经济对出口收入依赖性的下降将为抵御制裁或新增关税提供可靠的保

护。美国利用这些手段向北京施加压力的尝试将越来越无效。到 2025 年左右，这些手段将失去

意义。随着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将限制向中国提供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捍卫工业主权

和科技主权将使中国奉行更坚决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如果说 “双循环”政策目前主要引起了

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研究人员的兴趣，那么未来它将引起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者

的关注，对他们而言，这一概念将成为理论创新的 “富矿”。

即使美国在拜登总统执政期间不对中国发动新的贸易战，“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策略对中国

也不会失去战略意义。强劲的内需将保护中国经济免受外部冲击，并有助于 2035 年中国经济总

量或人均 GDP 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中国居民成为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将确保中国经济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坚持技术独立和扩大内需的双重积极效应，将使中国在未来不必担心美国及其盟国

的压力。

2020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对所面临的新问题加以认

识①。这意味着中国在与美国的经济和科技较量中，既不会迅速取胜也不会遭遇失败。在这场较

量中，“双循环”战略是中国取得胜利的关键。

［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 Александр Ломанов) 系俄罗斯科学院教授、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

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 言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晏 如］

·91·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人民日报》202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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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Glorious and Corre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u Jiamu ( 4)…………………………………………………………………………………………………………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PＲC) helps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great，glorious，and

corre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 Adjusting its measures in the changing situation，CPC has always firmly

safeguarded China's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it took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 history of PＲC has prov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ve that CPC w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in the past; although it is now in power，it remains a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uling revolutionary

party，and a revolutionary ruling par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ＲC，CPC has provided its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erequisites，drawn a practical and grand blueprint，and created good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erefore，it is an

active promoter，wise leader and outstanding organizer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the guide，

backbone，and patron sai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 great，glorious，and correct party．

 Foreign Scholars o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Chin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New Era

By Alexander Lomanov ［Ｒussia］ Translated by Yan Xiao ( 14)……………………………………………………

China's reform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have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pgrade of its economic policies． However，foreig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is often not in line with reality;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is hindered by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The proposal of “dual circulation”—domestic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a in 2020．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14th Five-Year”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will have an significant influence up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ies．

Therefore，we should deepen our research on the“dual circulation”，which combines continued expansion of opening-up

with strengthening China's economic sovereignty，and gives priority to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s a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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