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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关卡,也是塑造和重整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性时间点。而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
来三者之间关系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担当着重任,而经济全球化是我国改革开
放政策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普及,中国可以通过生产方面的全球化、
资本方面的全球化、技术领域的全球化、贸易领域的全球化的一系列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以及资本市
场高速扩张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方面经济区域的改革和发展,并在对外合作和交流中拉动其他发展中国
家以及贫困国家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整或塑造。此文阐释了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现状以及方法,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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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re a special time
point. They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barrier for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ince modern
times, but also a key time point for shaping and reforming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maint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 concrete
embodime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rough the populariz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hina can achieve rapid growth in today's world economy and capital
market through a series of methods such as globalization in production, globalization in capital, globalization in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in trade. On the basis of expansion, it realize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ts
own economic region, and promo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oor
countries in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realizes the reorganization or shaping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influence
前言

验教训的同时,以全面、辩证化的角度去投身于当下的实践,并

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败。其

辅以进一步改革与创新,更有利于加强其自身经济的发展。当前,

中包含着诸多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发展方面最为深刻的经验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必须

教训莫过于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理性与感

在借鉴自身历史经验的同时,顺时、顺势而为,积极投身于经济

性融合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后续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极佳的

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效果。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人民在借鉴历史经
134

1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以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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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近代清政府的统治下,历任皇帝更注

深化,就要求各个国家必须注重对外合作与交流,拒绝固步自封,

重于自身发展经验的传授,而忽略了通过与外国交流对于自身

进而融入到世界市场经济的汪洋,践行经济全球化合作,从而使

经济发展的驱动,以此错过了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经

得本国经济借经济全球化之力得以推动和发展；其二,WTO的成

济、文化赶上世界发展步伐的最佳时期。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吸

立。在美苏冷战结束后,为使各国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世界各

取清政府衰败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有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

国开始商量着重新恢复经济,并推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

政策,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复兴与进一步的可持续

经济贸易往来,达成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初

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政策,在我看来其目的在于实

步形成代表着全球化经济合作有了新的章程,世界贸易组织以

现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最终目的则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借鉴资

此取得了多个国家的信任,从而促使诸多国家加入了WTO,加剧

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从而形成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发

了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其三,科技革命。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

展模式,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市场中,单独

世界的科学技术革命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包括数字化经

性质地凭借自身国内经济的改革以及发展根本不足以形成更加

济技术、航天工程技术、光纤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等,由于这

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获益的良好条件,还包括与一定发展目的有

些技术的发展与广泛的应用,进一步加剧了新型科技革命的浪

关的外来经济的互鉴,以及互利共赢合作模式的形成。而关于经

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全

济全球化,顾名思义,是指结合国家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历史规律,

球化,促使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

经与与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或者商业贸易组织的合作与交流,

下特定场所的经济合作,而是在网络上也可以完成对外贸易与

达成两方交易者之间商业贸易、人才服务、流量、资本的流动,

交流,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更加便捷化、透明化,各个国家

使得本国在合作和实践中获取既得利益,从而重新构建或改善

更加愿意主动地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践行贸易与合作。

经济体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建立跨国公司、实现国家与国

以上这些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网络技术、市场、经济、国

家之间分工、协作的互动合作化经济发展态势。整个世界的经

际交流方面的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之下,世界经济全

济发展模式则更加注重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普遍,它的特

球化的趋势必将逐步凸显,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互利

征是尊重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此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

共赢。

的互利共赢。

3 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次具有战略性优势的策略。与

当今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例如：亚

以往不同的是,它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则体系来引

洲与欧洲)关于经济方面的角逐越发趋于白热化,因此在这种情

导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是各个国家或者区域块之

形下经济全球化的态势非常需要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在全球经济

间的经济发展合作中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运用以及理解更加公正

的发展潮流中不失方向、并且砥砺前行,进一步加快自身经济发

化、完整化、合理化,保护了不发达的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加促

展的步伐和改善我国有关于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方案与措施。由

进了各国之间关于经济、贸易、科技的发展。由于目前经济全

此这一经济发展现象对于中国的经济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

球化建立了一系列通过全球认可的国际市场运行规范和行为准

影响。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经济全球化

则,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之中也得以更好

态势的进一步延伸,拓展了我国市场经济化的界限,使得我国一

地落实,以此做到激活我国各类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的活

系列的大中型企业有了在境内、邻国乃至全球进行合理进行资

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当前经济

源配置的可能,进而使得全球的产业链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

的高质量发展,以此来实现我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

展。为配合众多大中型企业进行跨国际的合作经济合作与交流,

展,逐渐形成以我国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与国际经济双

我国的经济治理体系也随之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整,变得更加开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格局,从而使得我国在经济全球化

放,具有应变性和灵活性,从而对世界经济市场产生更加深远的

态势下进行国际性合作和竞争时更加具备战略性的优势,探索

影响。第二,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

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出路以更好地发展和建

全球化的态势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经

设社会主义国家,造福广大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济合作进一步开展,必然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2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

这是一种正常且无法回避的现象。在有关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其一,以市场经济为引

发展进程中,尽管一系列的大中型企业能够跟上世界经济发展

领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个发展中

的潮流,但是小型企业由于它自身的发展规模与经济指数,限制

国家在获得其国家主权并独立之后,纷纷开始探索一条属于自

了自身在经济方面向对外合作与贸易迈进的步伐,从而越发导

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出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开

致了自身发展先天与后天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中国

始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印入人们的眼帘。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制度

政府需要发行一系列的有关于经济改革的干预措施,做到一系

的支撑下走上了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以更

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微观调整,从而使得我国在经济领域发展一

好地保障本国民生的发展。而要使市场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与

系列大中型公司以及培育一些有竞争能力、有资金、有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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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帮助和鼓励其

济体制变得更加完善和规范。而在后续对外合作中我国的相关

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之中,进行更好的发展。第三,

企业不仅要做到开放性合作,更要做到与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公

对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以及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我国是以公

平性的竞争以及合理性的分配资源,从而推进全球经济化往更

有制为主体,多个所有制与之共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

有益于全球性经济体系发展的方位演进。再之,由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国有制企业也会受到更大的机遇

的影响,我国先当下面临的不仅是国际上经济的竞争,更是体制

和挑战。由于国际上的公司与企业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占大多数,

的竞争。所以我们国内更须分工明确。市场发展经济,政府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国外企业融入中国,对于我国的国有制

体制,从而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具有优势。

企业必将是一次重大的机遇和考验。这就要求我国坚持以混合

5 结语

所有制经济为主导方向,借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制度体系之力发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应该在时代发展的滚滚

展我国的国有制企业,并坚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方向不动摇,

浪潮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结合自身经济的发展规律,引导国

以此来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四,加剧了我国关

内公司与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国际上开展区域化、产业链化

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压力。当前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的角

的经济,以此做到激活我国各类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的活

逐愈演愈烈。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科技之间的竞争。为使我国

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促进我国当前经济

的经济发展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加成,

以及各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以此来实现我国实体经济、创新型

需要我国的教育在培养下一代时注重创新精神的培养、创新理

教育、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以我国内部市场的经济

念的教育。而对于我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做到取其

大循环为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内、外经济相互循环彼此促进的

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应国内现当下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从而更

新发展战略格局,从而使得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进行国际

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性合作和竞争时更加具备战略性的优势。

4 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充当着多面
体一般的复杂性角色,可谓既有须可取之处也有摒弃之处。在发
展中国经济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
挑战。首先,在当今国际社会,一个国家要想参与到经济全球化
的潮流中与其他国家共进退,必须要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当中
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轨,接受国际以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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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这就要求我国既要遵守我国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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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硬性要求,又要考虑国际方面的欧、美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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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硬性条款,从而促进我国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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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个挑战,我国政府更要尽快做到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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