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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创新发展与中国自贸区建设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5年会暨 2015新兴经济体论坛会议综述

李景睿 蔡春林

（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520）

由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工业大学主办广东省新兴经济

体研究会等位承办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 2015年会暨 2015新兴经济体论坛（国际学术会

议），于 2015年 12月 4日至 12月 6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巴西、俄罗斯、

印度、智利、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共和国、韩国、孟加拉国、东南非共同市场、

美国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代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 60多所大学、研究

机构的近 2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

研究所副所长 Svetlana P. Glinkina，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馆代总领事 Jose Alberto Limas

Gutierrez，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教授 Badar Alam Iqbal，孟加拉政策宣传与治理研究所

主席 Syed Munir Khasru，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陆南泉，复旦大学金

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欧阳峣，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商会荣誉会

长罗蔚做了主题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关雪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唐宜红

教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庞中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宇燕研究员分别做了专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兴经济体创新发展与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建设”这一主题分五个专题展开讨论，分享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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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经济体结构改革与合作机制创新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新兴经济体难以独善其身。如何进行结构改革与合作机制

创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成功转型，将是新兴经济体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新兴经济体结构改革

1.新兴经济体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指出，

过去的 5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一路下滑，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发展存在着 5个风险：制度，

人口结构，基础设施，结构转型和宏观经济因素。当前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对新兴经济体

的发展是不利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发展和包容发展。湖南师范大学欧阳峣

探讨了大国复兴战略和经济转型，认为科技创新和协调发展是金砖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小琪，盛夏以“E11”经常账户与出口产品特点视角，研究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对新兴经济体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经常账户盈余且出口以制成品为主的新兴国家的

贸易情况受经济环境的冲击影响最小，经常账户赤字且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的新兴国家受的

贸易受冲击影响最大。因此，要通过解决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发展的结构问题以及加强他们

之间的国际合作来保持贸易发展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枝仲呼吁学者们应该更加集中的

研究三大类的问题：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问题，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引起了全球秩序变化的问题，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问题。

2.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结构改革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从单个经济体来看，不少与会代表

关注金砖国家的结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以巴西为例探讨了新兴经济体创新的有利

与不利因素，发现经济因素（如研发投入量不大、技术转换渠道不畅、宏观经济环境欠佳以

及地区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创新，教育事业不发达和人才外流也不利于巴西的创新。中国人

民大学关雪凌从国情咨文解析普京政策未来走向，认为俄罗斯的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和人口

老龄化是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黑龙江大学戚文海和齐琪以俄罗斯为例解析新兴

经济体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关系，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

整体协调发展是俄罗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突破口，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

海南师范大学田中景，彭越对印度莫迪经济改革的成效及遇到的阻力进行了分析，其经济改

革成效明显但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从印度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还有很大释放空间来看，其

经济发展潜力还相当巨大。关于中国怎样能够实现无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浙江大学赵

伟指出我们目前强调效率的同时，可能应该更多的强调公平分配，尤其是要增加中等收入群

体的比例，这样能发生诱致性的产业升级。中国人民大学黄卫平、黄剑基于对“新常态”经济

的内涵、特征及增长桎梏分析，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紧随工业 4.0智能化趋势的增长

路径选择。广东工业大学李景睿针对中国当前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对出口

产品技术升级作用式微的背景下，提出顺应非技术工人工资相对技术工人工资差距缩小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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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是激发企业提高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内在驱动力。

（二）新兴经济体合作机制创新

1.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格局与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北京大学王正毅基于当

前国际关系中全球权力转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指出走出分享权力转移困境的 4种未来的秩

序安排：基于多边主义的相互依存；在某些领域形成某种国家机制；无需霸权国家，经济制

度和跨国公司起主导作用；相互竞争的地区贸易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黄薇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份额与投票权 2008年改革前和 2010 年改革后两种投票权分配方案为基础数据，采用

Banzhaf指数和 Coleman指数，测算了主要国家的权力大小及其变化。通过对比不同获胜规

则下改革前后的权力分布，研究发现 70%多数票规则更加有利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

权力提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范洪颖认为 G20 这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可以为新兴经济体提供

一个塑造国际规则的平台，使新兴经济体国家逐渐熟悉国际制度规则和决策程序，也是中国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得机遇。美国食品与营养服务基金会 Monica Thiel 探讨了信任作为

一种合作创新机制在跨国跨部门社会互动和合作中的作用。俄罗斯科学院 L. N.斯米尔诺娃

以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认知和实践为基础，探讨了欧亚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构想。全国人大外

事局孙铭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人民币走出区域

化困境提供转机。巴西圣保罗州州立大学Marcos Cordeiro Pires 探讨了金砖国家和中国在构

建世界新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2.新兴经济体的区域合作作机制向多元化和纵深发展。复旦大学樊勇明认为金砖银行实

际上是代表了一个金砖合作发展的方向，一方面说明金砖合作是从讲坛变成了采取实际行动；

第二方面表明金砖国家之间是一种互补、互利、互助、互动的国际发展伙伴关系。上海交通

大学郑华等以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四国主流印刷媒体 2013-2014年间对金砖国家的报

道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各国媒介话语设置的议程，探讨四国对金砖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中包

括各国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对金砖的战略诉求，以及对金砖未来发展的期待等。研究发现伴

随金砖峰会的机制化运行，金砖银行运作细节的逐步理顺，以及金砖国家间公共外交活动的

频繁，金砖成员国对金砖的集体认同感将呈上升趋势。上海交通大学 Renata Thiébaut探讨

了金砖国家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策略。俄罗斯科学院 Svetlana P. Glinkina指出当前金砖国家

正面临经济下行，金砖国家内部有更大的合作潜力和合作空间，我们需要建立互信，也要建

立经济上的互联互通。俄罗斯科学院 Artern Pylin探讨了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问

题，强调了俄罗斯在这种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广东工业大学蔡春林，郑双双探讨了 2015金

砖国家峰会的俄罗斯战略。鉴于国内经济困境、外部制裁、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等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下，俄罗斯对金砖国家机制的态度进行了重大战略调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探

讨了中俄蒙经济走廊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朱宇探讨了“一带一路”

构建与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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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李建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会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丁奎淞，广东工业大学经

贸学院陈原，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 Natalia Kolegova和Marina Tsikun，墨西哥驻广州总领

事馆 Jose Alberto Limas Gutierrez，吉尔吉斯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Tentimishov，大韩民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崔然禹分别做了精彩点评。总体而言，当前全球经济、产业、技术正处于

转型的阶段，发达国家仍旧存在各种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素，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

也逐渐放缓。适当的结构改革和合作机制创新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利

于强化其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有利于调整其经济增长方式。

无疑，新兴经济体仍然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经济体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依然广阔。

二、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开放与金融合作

全球服务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业开放速度也不可

小觑。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全面务实的合作需要金融合作来保障和推动。

（一）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开放

1.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贸易成本与效率存在显著的国别异质性。西南财经大学龚静，陈

丽丽基于 11个代表国家的服务贸易成本测算及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服务

贸易成本、出口贸易效率与贸易促进体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995-2011年间新兴经济体

国家平均的服务贸易成本关税等值为 126.20%，大多数国家具有贸易成本下降的演变趋势，

且同各贸易伙伴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显著的国别异质性。上海大学杨海悦借助金砖国

家 1995-2011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中的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从制造业投入服务

化和产出服务化两方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金

砖国家在实现本国制造业服务化升级过程中，发挥正向作用的生产要素是投入到制造业中的

国内生产性服务、人力资本，增加劳动力投入只会阻碍制造业升级进程。而资本对制造业服

务化的效应并不明显。上海大学何树全，闫虹汝运用 OECD-WTO增值贸易数据库评估中国

服务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发现在中国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国外服务增值中，欧盟已经超越东

亚和北美，向中国出口的服务增值比例越来越大。

2.新兴经济体应该努力提升本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大连财经学院的李辉，

吴笛对中美服务贸易不平衡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美两国服务贸易的不平衡反映在

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失衡，这是由于两国服务业增加值在经济中比重和两国人力资本数量

和质量的差异所致。中央财经大学唐宜红研究了 TPP 国有企业条款，竞争中中立规则及其

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中山大学庞中英探讨了 RCEP、FTAAP、TTP、OROB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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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方向。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最大的经济体却

是被主导，被领导，被和谐，被协调的。中国应该努力主导世界新的秩序，贡献国际规则，

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东北财经大学孙玉红从 TPP 服务贸易规则体系架构、服务贸易市场

准入模式、服务业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投资保护措施强化四个维度揭示了 TPP 服务贸易

规则的高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 TPP 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的对策。福建社会科学

院全毅从中美博弈的视角提出中国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应

该调整立场和策略，制定一个清晰的 FTA战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应对。香港华菁会刘宾

认为根据 TPP 协议中全覆盖、高标准、以及特别不利中国条款等特点，我国应该内外兼修，

对内通过自贸区建设等积极推动改革，对外通过“一带一路”等开展联盟制衡分而治之。

（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合作

1.面对金融冲击，新兴经济体应该巩固宏观经济基本面，降低经济脆弱性。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于宁以 G20国家为样本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发现资本账户开

放会给很多国家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那些资本账户开放后出现危机的国家都是没有跨越过

一定“门槛”的国家。“门槛”主要包括：制度完善和金融监管，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金融市场

发展，贸易自由化。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谭小芬，殷无弦以 11个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

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公告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结果

发现：（1）美联储有关 QE退出的公告事件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主要股指下跌、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不同国家受影响程度不同，巴西、土耳其等国受到的不利影响较大；

资产价格变动与各国经济状况有关，对于经济基本面更好、金融市场更完善的国家，受 QE

退出的不利影响较小。因此，新兴市场应努力巩固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长期稳定态势，降低经

济脆弱性，各国应该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东民

研究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安全资产的条款。

2.进行金融合作，有助于促进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展与国际金融治理权提升。辽宁大学刘

洪钟、周帅从中日两国货币国际化之争和东亚货币合作领导权之争者两方面揭示了中日货币

竞争只是在狭小空间内的零和博弈，任何一方取胜也难以动摇美元的主导地位。东亚货币合

作并非危机驱动型，而是内生驱动型的，中日货币竞争是合作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沈铭

辉、徐超则从全球金融治理供给维度出发，分析了国际金融体制的弊端及其以往改革思路与

困境，当下改革的新推手及新思路，剖析了金砖开发银行成立的基本逻辑，以及金砖开发银

行将开启国际治理改革新面貌等多重效应。广东工业大学蔡春林，黄慧探讨了金砖银行与亚

投行的战略目标及我国对策。由于现在各主要国家对“两行”持不同态度，俄罗斯更多的享受

权利，印度则在期待中带着焦虑，而美日持观望立场，中国一方面作为倡议方要建立健全“两

行”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以及各种所需人才招聘和培养机制；另一方面要与美日等国家进行对

话，尽快促成“两行”与亚开行和世行战略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在分析金融合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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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经贸投资以及经济发展驱动功能基础上剖析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必要性、面临的挑战

以及深化合作的努力方向。云南财经大学周文，王红红分析了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现状、问

题与未来路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肖鹞飞，广东盛林金控集团有限公司罗志坚，广东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周松兰，云南财经大学周文，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刘德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

商研究中心申明浩分别做了精彩点评。总而言之，当前国际经济动荡加剧、西方主导的服务

业开放和国际金融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倡服务业开放，希望通过增加服务

供给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通过引入竞争刺激服务业的活力，通过与外资合作来学习先进经验。

但是，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服务业优势是不对等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何利用

在服务业某些领域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服务业竞争与合作，影响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是我

们亟待研究的话题。同时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加强彼此间的合作，通过建立包括本币结算、

货币互换、发债以及信贷服务等在内的金融支持与服务体系，以稳定金融、经济以及推动变

革旧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国际金融秩序。

三、新兴经济体贸易与投资合作

新兴经济体因外部环境不佳和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的双重冲击而出现增速减缓。努力扩

大贸易与投资合作是其增强发展动力、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

（一）新兴经济体贸易合作

1.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呈现多元的特征。上海财经大学林珏通过对中

美双边贸易现状的分析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但是双边贸易摩擦依然存在，政治摩擦

也不断。美国对华政策常常在“理念—现实”中摇摆，未来中美关系仍将继续在“摩擦—合作”

中推进。深圳大学陈能军探讨了中美两国金融深化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互动关系，结论表明中

国金融深化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应更为明显，金融深化促进初级产品出口的效应大于对工

业制成品出口效应；美国对外贸易发展促进金融深化的效应更为明显，且初级产品出口促进

金融深化的效应大于工业制成品出口效应。北京邮电大学陈岩，郑江，李宏兵探讨了对外投

资与出口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东道国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同时开展投

资和出口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创新绩效，美国的东道国效应仅在低技术机会行业和高资本

密集度的行业中对我国企业创新有积极作用，亚洲发达经济体的东道国效应仅在高技术机会

行业和资本密集度低的行业中有显著阻碍作用；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并不显著。广东工业大学

姜新海探讨了低碳经济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国际贸易中围绕低碳经

济争论的实质，提出从发展权的角度捍卫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法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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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分析了中印经贸合作的总体原则与重点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志伟分享了中巴贸易关

系方面的问题。

2.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战略应该着眼于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万瑜通过拉

美国家的案例研究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增长的对外贸易战略选择。根据拉美国家对外贸易

战略选择的经验教训，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和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的出

口导向发展战略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增长的最优选择。因此，实施以竞争优势为导

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规避贫困化增长的现实选择。上海财经大学林珏，

彭冬冬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出口退税对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田慧芳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气候关税措施对一国经济和贸易影响。

作为价格的接受者，贸易小国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往往会导致其经济福利受损。而作为贸易

大国，碳边境调节税征收到本国经济的影响含有不确定性，依赖于出口方的贸易规模和经济

影响力。广东海洋大学廖泽芳，毛伟以WTO-OECD发布的 TiVA统计数据为基础，从附加

值贸易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外贸失衡的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易行健，

左雅莉，杨碧云使用 43个国家 1980-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进行

国际比较。福建社会科学院林发彬提出中国在提高出口依存度的同时，要从抗跌性的角度考

虑其背后经济风险的防范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万灵，吴旭梅运用 CMS 模型探讨了新

兴经济体商品进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发现在总体出口增长中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占

主导作用，结构效应潜力有待发掘。

（二）新兴经济体投资合作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第三国的影响与经济基础有关。华南师范大学杨清，吴

梦婷基于 2003-2012年 23个母国和 72个东道国双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面板数据研究中

国 OFDI对发达国家 OFDI在第三方市场挤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

投资在整体上并未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资源丰裕的东道国，特别是在非洲

和南美洲，挤出效应不显著；而在制度质量较好、资源并不丰富的东道国以及在亚洲、欧洲、

北美洲及大洋洲地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挤出效应显著。实证结果不支持一些西方学者提出

的“中国对外直投资威胁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殖民主义论”。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

院苏杭地区企业对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和非洲国家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

由于最优技术差距的存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促进了非洲国家的效率改进，提升了非洲国

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暨南大学张珺，张娟娟研究发现中国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技术进步

促进非洲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直接投资比直接援助对于非洲经济增长更具有长效正向效应。

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Badar Alam Iqbal指出近 5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

国往印度的投资占印度 FDI的比例不足 1%。认为政府应该消除一些障碍因素，中印之间的

贸易往来应该更为平衡和投资合作应该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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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但也应警惕风险。北方工业大学潘素

昆基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进行研究。从产业层面来看，第

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更能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从行业层面来看，

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排名相对落后，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未来应将

第三产业作为投资重点，并加快发展国内金融业、进一步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以提高

其产业升级效应。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殷梅华，吴剑辉基于国际技术传递渠道的视

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实际有效汇率、国际贸易、国

际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会产生显著的

正向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丁一凡研究员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五大风险：资源换投资

风险、货币错配造成的债务风险、外部冲击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地区与民族差异造成的

摩擦给投资造成的风险。我们只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些投资中间的风险，才能够更好的规避风

险，更好的化解风险，从而使这种中国对外投资有一个比较可持续的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王玉荣，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期刊部崔鑫生，中国社会科学

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周志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胡玫，商务部《国际贸易》编辑部刘建昌，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黄荣斌，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于宁分别做了精彩点评。概括而言，随着多边贸易体制WTO多哈回合谈判受

挫，全球经济区域化出现空前活跃，高标准、广覆盖的广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潮流。特别是美

国主导的 TPP、TTIP 以及 TISA谈判，试图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新规则，将改变世界经济格

局。面对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以及区域集团竞争的挑战，新兴经济体重启增长动力、实现

快速持续发展，以及提高全球发展与治理话语权是其共同挑战。努力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

特别是加强新兴经济体内部务实合作是其增强发展动力源泉、实现持续赶超的重要路径。

四、新兴经济体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使相关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

阔，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1.新兴经济体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产业升级存在差异化影响。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和肖

园园基于“一带一路”国家 1995-2011年WIOD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研究制度质量对

产业链提升的影响。分区域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

对发达地区的影响较大；分产业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显著，对劳动

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依次增强。广东工业大学李军，华南农业大学

杨学儒以茧丝绸行业的“龙头”企业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作为代表，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探讨

了丝纺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华南师范大学梁莹以“成长要素

—成长机制—成长演进”作为逻辑主线，研究面向集成创新的海上丝路产业带的成长机理。

上海经济大学的沈华夏指出，沿海地区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劣于西部省份，而劳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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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产业的优势非常明显，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密切关注西部省分增加值潜力的开发。上海大

学经济学院杨玲，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候维忠基于“一带一路”18省份区域异质性研究生

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及其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2.新兴经济体的“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贸易发展。中央财经大学孙瑾，杨英俊测度了

1994—2013年“一带一路”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

与“一带一路”十四国的双边贸易成本在二十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贸易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和

贸易开放度与双边贸易成本负相关；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实际 GDP差额、两国地理距离与

贸易成本正相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孙楚仁，张楠利用 1998-2014年期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

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战略是否能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及其

渠道问题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

家的出口增长，且对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价格上升的影响，对差异化产品出口增长

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产品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媛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研究优势产业、

产业同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优势产业越大，当地出口水平越高；产业同构程度

越强，当地出口水平越低。贵州财经大学胡剑波，张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运

用出口商品市场占有率、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力指数等外贸竞争力评价指标，研究西

南四省区（广西、云南、西藏、重庆）的外贸竞争力状况。

3.新兴经济体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金融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明从基础设施投资角

度研究了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尽管全球范围内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的旺盛需

求，但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然而，

沿线国家资金缺口能否根本性缓解，关键是看具体项目设计能否保证投资收益率与投资安全。

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和王少楠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四川大学马德

功，宋博雅基于私募股权基金视角探析我国西部“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姜英

梅从“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视角探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新契机。

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商会罗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会明，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

究所陈章喜，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刘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鸣鸣，

广东工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谭蓉娟分别做了精彩点评。综合而言，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

掀起的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亚太国家

经济合作上新的战略构想。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包括主导构建了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全新的多边投融资机构。“一带一路”沿

线国涵盖亚洲，北非和欧洲等地区 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

各异。“一带一路”战略能否顺利实施，最终取决于能否取得共贏。

五、中国自贸区建设

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在面临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新安排，以及国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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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并形成“新常态”的背景下出台的，自贸区在扩大国际贸易规模、便利国

际物流运作、实施新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着突出的带动作用，影响着国际经济合作与区域贸

易格局的未来走向。

1.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制度与绩效问题引发关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刘斌，王乃嘉对全球

典型自贸园区政策进行了对比，并探讨其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借鉴意义。东北财经大学

王绍媛，曲德龙使用 GTAP模型，对金砖国家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

并依据分析结果提出以金砖金融体系稳定为框架、以重点城市产业园区为先导、以金砖各国

战略性发展产业为合作契机、阶段性建设金砖国家自贸区的建议。湖南大学王跃武认为中国

自由贸易区现有的制度状态与所需的目标状态还相去甚远，既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

变迁来做减法与除法，也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做加法与乘法。二者的有效结

合才可能趋近有利于自由贸易区战略定位实现的制度基础。暨南大学陈章喜对世界自贸园区

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广东自贸园区横琴片区的模式选择提出了建议。广东工业大学蔡春林

指出广东需要增强自贸区辐射带动功能，实现珠三角和东西两翼及山区的双赢发展。倡导建

立现有四个自贸区之间开放式合作机制，实现差异化竞争、共赢性发展、开放式合作。

2.中国自贸区发展中的贸易与金融问题得到诸多探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孝柏以自由

贸易试验区为视角，探讨了我国加快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路径选择。他认为国际条约是推动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国际法基础，良好的国内政策环境与法制保障是各国教育

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制与政策环境制约了教育服务贸易的健康

快速发展，不过自贸区为我国加快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政策试验平台。贵州

财经大学任亚运，胡剑波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接服务外包竞争优势

进行研究。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袁志田研究了亚太自由贸易区中的海洋金融合作问题。天津商

业大学刘辉群探讨了自贸区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融资租赁业税收制度创新。广东省商务厅田鑫

对我国在 CEPA项下和自贸区内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博鳌亚洲论坛姚望，华南农业大学熊启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袁志田，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国际商务研究》编辑部金孝柏，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戚文海，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王跃武分别做了精彩点评。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园区是承载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和改革

攻坚的新的战略平台，迎合了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

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这一新的战略要求。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

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贸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

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服务全国的积极作用，促进各地区共同

发展是自贸区的建设目标，也是我们应该着力探讨的问题。

六、总结

此次会议围绕新兴经济体创新发展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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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和交流。会议的议题高度契合了现阶段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了许多前瞻性的思考和研

判。各位学者的真知灼见为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凝聚了行动共识。

此次会议凝聚着国内外众多学者心血和智慧，反映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全方

位解读和剖析了新兴经济体改革创新、战略调整、合作互动、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向世界

清晰传递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真实信息和积极声音，为推进理论创新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

新的发展思路，为推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和人民福祉提升做出了贡献。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兴经济

体经济增速出现分化，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

待发，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在此

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需要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强化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以合作助推增长，

加快增长动力转换，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开拓新兴经济体合

作与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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