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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苦练内功 一手坚持开放
——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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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经济全球
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中
国经济发展态势引人关注。

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环，做强市
场，成为中国在更复杂多变环境条件下谋求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34.8%!
这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此

数据十几年前曾达到67%。
与这一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内需对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保持高位，甚至有7年超过100%，
国内需求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下降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
护主义蔓延。进入2022年，全球疫情持续，俄
乌冲突又加速世界格局变化。

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深度融入世界的中
国如何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
“面向未来，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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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
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这是中国针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应对之策，
更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

律的反映。”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
长林毅夫认为，国家的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
环的比重就越高。

历史数据表明，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
为主导、内部可循环。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
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
也在持续调整。

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畅通国内大循
环，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不仅有利于化解外部
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
情况下保证中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
局总体稳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只有立足
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
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
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
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对接“供给”和“需求”畅通经济良性循环

3.3%——这是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
前两个月，这一数据达到6.7%，创下去年8

月以来的新高，但受国内疫情多发影响，3月份
出现负增长。

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对接好供给和
需求。

疫情之下，投资、消费增速乏力，产业链供
应链堵点突出。如何扩大有效供给，稳住内需
基本盘？

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超过1.3万亿斤，22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
形成强大生产供给能力，这是中国经济良性循
环的坚实基础。

拥有超过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
的超大规模市场，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抵御
外部风险的底气。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释放供给能力，是供
给侧发力的关键。

搭建汽车芯片在线供需对接平台，引导整
车和零部件企业优化产业链布局……针对汽
车行业“缺芯”等问题，有关部门出台多项措
施。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120万辆，
同比增长均为1.4倍。

以创新提升供给水平，让产品更加适销对
路，以有效供给拉动需求，是供给侧发力的方向。

压减粗钢产能，布局高端装备、汽车、新材
料等先进制造业；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55.9
万个，在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2400
个，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加速跑”……一系列
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让中国制造
“骨骼”更加强健，推动供给向高质量迈进。

开年以来，中国消费市场总体保持恢复发
展态势，但近期本土疫情点多、面广、频发，令
回暖的消费再度承压。

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加大社区养
老、托幼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发展农村电商
和快递物流配送……针对消费乏力问题，新的
促进政策加快部署。

从当下看，刺激消费政策是有力抓手。从
长远看，扩大消费需求，核心是增加消费主体
的收入。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

新的大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等内容
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扩大有效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另一重
要发力点。

“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
将推动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有利于国
内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解决堵点卡点 让要素流动更加顺畅

4月10日，一份关乎国民经济循环的重磅文
件亮相。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
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形成统一大市场，要打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全国一张清单”，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

仁，完善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制度
体系……一系列措施将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形成统一大市场，要有统一标准和规范。
今年初，《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

见》《“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对外公
布，标准建设都是其中要点。
形成统一大市场，要“物畅其流”。

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拥
有世界级港口群、240多个民用运输机场，快递网
络乡镇网点覆盖率达98%……近年来，中国交通
物流体系建设“加速向前”。

物流关乎国计民生。3月以来，国内疫情多
发，人流物流畅通受到影响，大量生活、生产物资
“困”在路上。

不得以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为由限制通行，足
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逐个攻关解决重点
地区突出问题……4月18日，一场电视电话会议
在北京召开，针对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部署10项举措。多部门也发出通知，严禁
擅自阻断或关闭高速公路等，确保货运物流通
畅。目前，全国物流不畅问题正在缓解。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市场，将从很大程度上
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面貌。
拆除“路障”、扫清“壁垒”、打通堵点，只有国

内市场高效联通，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
互动，才能更好发挥中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全
面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

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曾几何时，外界曾有疑虑——畅通国内大循
环，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发生逆转？
“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

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
“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
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
开幕式上，向外界宣示中国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
开放的坚定决心。
以外循环提升内循环效率和水平，利用两种

资源、两个市场的力量带动中国经济成长——
从原油到芯片，从消费品到新技术……中国

进口“购物车”更丰富，“朋友圈”越来越广。
以内循环稳固基本盘、争取主动权，走向更加

波澜壮阔的经济大循环——
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随着中欧班列“跑”出

“新里程”，重庆、长沙等地崛起为开放前沿。
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更高质量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以国内经济循环为支撑，推动制度型开放，在
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中国正致力
于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争取新型全球
化中的发展主动权。
一手苦练内功，深挖内需潜能；一手坚持开

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只有以“一盘棋”的思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不断畅通内外经济循环体系，才能不惧风雨，
迎来海阔天空的崭新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河北省迁安市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2021年12月26

日摄）。 新华社发

在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

生产中的车辆穿过办公区（2月

16日摄）。

在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智能化设备在作业中（4月15

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