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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响应，以疫情防控

为最优先任务。伴随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

署下，中国各地开始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推动中国经济

复苏和增长，也将为世界经济稳定注入信心。 

中国是抗击疫情的“先行者”。中国政府采取诸多精准有效的疫

情防控举措，包括统筹联防联控、分区分级防控、加强科研攻关等。

疫情使中国经济承受了一定压力，服务行业首当其冲，消费、投资和

出口都出现下滑，民企和中小企业遭遇困境。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

以短期国内经济受损为代价，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本国人民的生命

健康，更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赢得宝贵时间。 

中国是全球产业的“中转者”。中国采取停工停产等疫情防控措

施对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带来一定压力，但中国有能力维护国内供

应链和产业链稳定，通过减轻企业税负负担、提供资金流保障、打通

物流运输堵点、推出稳外贸外资政策等举措，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紧张态势逐步得到缓解。一些西方国家借疫情

鼓吹中国与世界“脱钩”，认为疫情会加速产业链转移出中国大陆，

这种说法不符合经济及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是金融市场的“稳定者”。中国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果，同

时密集出台经济支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全力做好“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对冲疫情造成的

负面影响，对缓解投资者恐慌情绪、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

用。中国经济稳定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压舱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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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动能强劲，投资潜力和空间巨大，对外贸易优势稳固，坚持改革开

放，中国经济韧性为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注入信心。 

中国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无论是过去改革开放，还是今天

的全球抗疫，中国始终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攻克“新冠”。中国

稳步扩大对外开放，增加国际投资合作，推出稳外资政策，帮助外企

复工复产，同时，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中

国坚持扩大对外贸易合作，为国际贸易稳定发展贡献力量。中国还积

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助力国际经济增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为国际经贸投资稳定增添动力。 

中国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在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供应链、

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受到一

定冲击，但不会中断。中国疫情防控得力，或将率先引领世界经济复

苏，成为维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力量。在全球疫情加速蔓延的背

景下，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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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进入 2020 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并在全球范围

内加速蔓延。中国政府采取停工停产、人员管控等史无前例的防控措

施，以短期内牺牲本国经济增长为代价，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

间，成为全球疫情防控的“先行者”。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重大冲

击，作为全球产业的“中转者”，中国积极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维

护全球产业链稳定。随着疫情影响日益“国际化”，全球股市发生剧

烈震荡，中国股市却走出独特行情，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者”，

这不仅得益于中国采取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经济政策，也源自

中国经济的内在韧性和优势，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疫情将冲击经济全球化进程，但经济全球化具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不

会中断，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将继续做全球化的“推

动者”，促进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

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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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击疫情的“先行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立即启动国家应急响应，以疫情防控

为最优先任务。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时期，中国毅然采取了“封城”等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统筹联防

联控、分区分级防控，慎终如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严控措施使中国

经济承受了一定压力，服务行业首当其冲，其他产业均受影响。中国

的防疫举措有效抑制了疫情蔓延，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本国人民的

生命健康，更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2020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

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时间紧任务重，能否做好全年经济工作，

关系到能否兑现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但在内有“三期叠加”、外

有“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但与此

同时，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三期叠

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比如：

2017-2019 年我国消费增速持续放缓，分别为 10%、9%、8%；有效投

资增长乏力，新开工项目不足；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放管服”改革仍需进一步做细做

实，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政府举债较

多，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业脱实向虚还未彻底扭转，风险隐患依

然不容忽视。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增速总体放缓，2019 年进一步降至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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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需求不足，全球贸易增速持续放缓。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思潮蔓

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经贸

秩序加速重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正在

遭到冲击和破坏。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变量，两国

经贸谈判虽取得阶段性进展，但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尚有距离。石油等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 

面对内外部一系列困难挑战，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 2019 年 12 月 10 日-12 日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总结了 2019 年经济工作，分析

了当前经济形势，对 2020 年经济发展作了重要部署。会议明确 2020

年的六项重点工作：一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二是坚决打好三

大攻坚战；三是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

善；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五是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六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此次会议为 2020 年中国经济

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精准措施。① 

正当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准备扬帆远航、破浪前行时，新冠疫情突

然在国内肆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② 对减贫进程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挑战，如何防控和应对，不

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更能体现中国对全世界公共卫生安全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13 日，第 1版。 
②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24 日，

第 2版。 
③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7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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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和担当。 

（二）采取强有力防疫措施延缓疫情蔓延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对防疫工作统一部署、统一指挥，采取了最全面、最严

格的、最彻底的防控措施。以巨大的自我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保

护了本国人民，也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疫情暴发以

来，中国政府将防控疫情阻击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国上下一盘棋，

采取了诸多精准有效的举措： 

一是发挥制度优势，统筹联防联控。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局部出现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就对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要求，此后在疫情迁延的不同阶段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

会议，对疫情防控做出全面部署。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将新冠肺炎纳入

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大政策协调和物资调配力度，各省市对口支援

湖北市州，派出医疗队，

调配防疫和生活物资。国

家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建

立疫情定期研判机制，加

强溯源和病原学检测分

析。各省、市、自治区也

纷纷成立了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设

立了疫情防控指挥部， 河北滦南：全力保障医疗防护手套生产 



“中国与世界”系列报告之三 

 

8 

加强统一领导，依法依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分区分级防控，措施力度空前。针对疫情发展的实际情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科学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湖北省和武汉市继续实施“严格管控、外防输出、内防扩散”

策略。1 月 23 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一号通告，宣布“封

城”，要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

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次日，武汉全市网约出租车暂停运行，巡游出

租车实行限行。拥有 1108 万人口的中部最大交通枢纽城市“停滞”。

随后，除神农架外，湖北城市地区全部进入“封城”状态。中国政府

采取的“封城”措施最大程度延缓了疫情在国内其他省份蔓延的势头，

也一定程度阻止了疫情向国外的传播。但中国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民因

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政府也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湖北周边省份及浙江省、广东省、黑龙江省等重点省份按照“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和局部暴发、分类指导”策略，遏制疫情上升势头。

全国其他地区以县域为单位，实施“预防为主、外防输入、内防局部

扩散”策略，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采取

“网格化”防控。浙江温州、吉林松原、贵州遵义等地区实行人口出

行管控措施。北京市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各省纷纷发布延长假期、推迟企业复工、学校开学等强

有力举措，对复工企业严格制定防疫措施，落实防疫责任，加强监督

检查，对跨地区流动人员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这些举措彰显了中国

政府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 

三是加强科研攻关，深化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不仅在防控疫情上

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还从疫情暴发初期，就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由科技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发改委等部门和单位成立科研攻关组，组



全球“抗疫”中的中国角色 

 

9 

织协调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全力开展科技防控攻关战。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科研工作者深入研究病毒致病机理，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

厘清病毒传播途径；开展疫苗研制和快速检测技术创新，提升检测试

剂的精准度和检测速度；推进药物筛选和研制，加快药物研发进程，

筛选有效治疗药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WHO）

合作，积极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交流疫情防控

进展，分享疫情防控经验。中国科学家短时间内完成了基因测序工作，

成功研制快速检测试剂盒，积极同国际社会分享，为世界各国防控疫

情提供了智力支撑。 

（三）以国内经济受损为代价为世界赢得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正值春节假期，病毒传染性强、致病率高，对

中国社会各层面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各地政府以出行管制、

取消群众性活动、停工停产等雷霆措施构建了阻止疫情全球扩散的第

一道防线。史无前例的防控措施以中国国内经济受损为代价，为世界

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 

第一，疫情对三大产业均有影响，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

几乎处于停摆状态。服务业对中国 GDP 贡献率超过 60%，吸纳了最多

的就业人口。疫情严重冲击交通、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根据

交通部数据，2020年春运全国交通系统累计发送旅客14.76亿人次，

同比下降 50.3%。2020 年春节假期旅游业更近颗粒无收，中国旅游研

究院通过仿真测算，认为 2020 年全年我国旅游总人次将较上年减少

9.8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减少约 1.55 万亿元。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业影响报告》显示，疫情期间 78%

的餐饮企业营收损失达 100%。1-2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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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3%。① 延迟复工复产叠加服务业需求下行，第二产业尤其是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也受到冲击。严格的防控措施导致劳动力资源大量减少、

物流受阻成本上升。制造业从 2月中旬才开始复工和复产，湖北省和

武汉市直到 3月中旬才开始逐渐复工复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5%，创历史新低。② 部分产业减

产停产，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或使经济恢复阶

段更加漫长。此外，随着春耕来临，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农业用品、

化肥、农药等物资。交通管制措施和物资供应不足或拉高成本，对第

一产业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二，疫情对中国一季度消费的冲击立竿见影，对投资和进出口

贸易亦有影响。2019 年，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

献率 57.8%，连续 6 年

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

力，中国经济逐渐从出

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

向型。但在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多数经济活

动接近半停摆状态。“封

城”等严控措施使居民大幅减少外出，消费意愿严重不足，抑制了中

国春节期间的旺季需求。短期内消费增速大幅放缓甚至腰斩。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5.2%，其中，食品烟

酒价格同比上涨 15.6%。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

                                                             
① “1-2 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2.html。 
② 同上。 

2020 年 1-2 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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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20.5%。① 由于停工停产、物流受阻等，疫情对国内制造业、房地

产、基建等投资的遏制作用逐步彰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 月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4.5%。此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带来

了负面影响，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1-2 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9.6%。WHO 将本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部

分国家加大入境人员限制和中国出口商品检疫力度，甚至停止进口中

国部分货物，相当数量的货物到了目的港也无法正常通关、卸货。 

第三，疫情使部分民企和中小企业遭遇困境。近年来，国内外环

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

发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中

小企业发展面临瓶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短期内恶化了民企和中小企

业的生存环境，民企和中小企业对抗风险能力弱，部分资金紧张的中

小企业遭受重大打击。相当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短

缺、资金紧张、原材料缺乏和供应链不畅等实际困难，恢复起来存在

困难。中小企业提供国内 80%以上的就业机会，关系国计民生，亟需

政府和金融部门支持，以渡过疫情难关。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一直将疫情防控当做头等大事和最重要的工

作来抓，加强疫情防控慎终如始，以必胜的信念和科学果断的措施阻

击疫情。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非常明显。多

数研究认为，若中国疫情不再复发、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剩下 3个季

度增速将随疫情结束逐步回升，全年 GDP 增长将呈现出“V型”形态，

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不过，总体来看，中国牺牲了一

季度经济增长，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但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为

全球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宝贵经验。 

                                                             
① “1-2 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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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产业的“中转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承接全球及亚太产业转移，逐渐成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生产链的核

心，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经济受到直接冲击，

中国采取停工停产等疫情防控措施对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带来一

定压力，这也从侧面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地位。伴随中国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为推动复工复产采取多种措施，包括综

合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推出稳外资稳外贸政策、持续扩大开放等，

企业有序推进复产复工，中国将迅速恢复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输送

制造业原材料、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助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和稳定。 

（一）疫情凸显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地位 

当前，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已超过 1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 30%，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是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全球和亚太价值链中

最大的中间品提供者。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中国作为全球

生产网络的枢纽国家之一，全球制造业对中国供应链及市场的依赖程

度与日俱增，2018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 28.6%。① 中国

经济发展关系全球经济增长，中国采取封城、停工、限制人员流动等

史无前例的防疫举措，使国内制造业短期停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

受到直接冲击。 

第一，疫情直接冲击中国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全球供应链

正常运行。中国为防控疫情，采取了企业停工停产、人员管控等措施，

对制造业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了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① 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MAN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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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 13.5%，制造

业下降15.7%。① 中国工业活动短暂停摆对全球供应链也有不利影响，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报告，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贸易

中约有 20%来自中国，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

降至 37.5，为 200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年度产出将收

缩 2%，且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迄今已导致各国产出下

降约 500 亿美元。② 

第二，疫情使处于全球尤其是亚太供应链上、中国参与程度较高

的制造产业及相关国家受到负面影响。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严峻、贸

易保护主义蔓延等已使亚太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疫情或将成为拖累亚

太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亚太供应链上的核心国家，与周边国

家经贸往来密切，疫情导致周边国家旅游业等服务业以及出口贸易受

挫，引发日、韩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不足。中国湖北、江苏、广东尤

其像武汉、苏州等城市为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制造业重地，疫情防

控期间停工停产政策对相关行业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带来了冲击。例

如，疫情期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华工厂停工，而由于汽车零部件

供应不足，日本国内汽车工厂也不得不暂时关闭。③ 

第三，国际贸易受到负面冲击。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重要

地位，是全球贸易运行的“稳定器”，WTO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占

全球出口、进口的份额分别是 12.8%、10.8%。短期内，新冠肺炎疫

情导致中国消费需求降低，可能会使货物贸易进口受到限制，拖累世

界经济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2020 年 1-2 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
                                                             
①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 13.5%”，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3.html。 
② UNCTAD, “Global trad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COVID-19) Epidemic,” March 4, 2020,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tcinf2020d1.pdf?user=1653. 
③ “疫情向全球蔓延，多家跨国车企生产被阴霾笼罩”，第一财经网，2020 年 2 月 27 日，

https://www.yicai.com/news/1005247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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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9.6%。其中出口下降 15.9%，进口下降 2.4%。① 中国外贸活

动降温对全球贸易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国际能源署预计，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增加 82.5 万桶/日，远低

于最初预期的 120 万桶/日，年增长速度将降至 2011 年以来的最慢水

平。② WTO 表示，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在 2020 年初维持疲弱，新冠肺

炎疫情可能进一步冲击贸易前景。 

（二）中国有能力维护国内供应链和产业链基本稳定 

伴随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下，中国

各地开始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③，推出货币和财政等宏观

经济政策工具助力企业复工复产，通过减轻企业税负负担、提供资金

流保障、打通物流运输堵点、推出稳外贸外资政策等措施，企业逐步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紧张态势逐步得到缓解。

在全球疫情蔓延加速的情况下，中国正在成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

链稳定的积极力量。 

中国政府采取封城、停工、人员管控等防疫措施，在短时间内有

效遏制疫情快速蔓延，而企业复工则面临劳动力短缺、资金流不足、

交通运输受阻等难题，资金、物流、人员成为困扰产业链正常运转的

主要因素。为此，中国使用多种政策调控手段为企业复工复产纾困解

难，有能力解决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停摆危机。 

一是推出针对性财政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财政部、人社部等

五部委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

                                                             
① “商务部介绍 2020 年 1-2 月我国外贸运行等情况并答问”，中国政府网，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12/content_5490606.htm。 
② “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 10 多年来首次季度下降”，金融界网站，2020 年 2 月 14 日，

http://forex.jrj.com.cn/2020/02/14091328827803.shtml。 
③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0 年 2

月 2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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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单位缴费，减征基本医疗保险费，预计可减少三项社保企业缴费

5000 亿元以上，以此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增强其复工复产信心。① 

二是使用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为制造业企业等提供流动性。中国

人民银行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

域信贷支持②，包括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2.5%③，实

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 0.5 至 1 个百

分点，将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鼓励银行对实体经济贷款等等。④ 

三是打通物流运输堵点难点。交通运输部等多部委为交通运输业、

物流快递企业制定政策“红包”，

通过阶段性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等

十项举措，减轻快递、仓储、港

口、货运等运营成本和压力⑤，助

力全产业链复工复产，畅通企业

上中下游循环运转。 

四是解决企业劳动力不足难

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

鼓励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

岗复工，采取“点对点、一站式”

                                                             
① “五部门社保费减免规模将超 5000 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20 年 2 月 21 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601/c5145094/content.html。 
②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1 月

31 日。 
③ “人民银行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77820/index.html。 
④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3 月 13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89112/index.html。 
⑤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部署完善‘六稳’工作协调机制”，中国政府网，2020 年 3 月 3日，

http://www.gov.cn/premier/2020-03/03/content_5486442.htm；“应对疫情影响 支持交通运输业和物流、快递

领域发展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0 年 3 月 6日，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2311/4266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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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运输服务。① 铁路、公路、民航等都采取点对点运输方式，助力

农民工安全返岗复工，截至 3月 5日，公路运输已经通过点对点实现

了 170 万人的运输，推动劳动力市场恢复有序运转，为企业复工及产

业链复苏提供人员支持。 

国外疫情蔓延冲击外部市场需求，对跨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负

面影响，中国政府除解决国内产业链正常运转的人员、资金、物流问

题外，还致力于通过稳外资、稳外贸，减轻和缓冲地区及全球产业链

遇到的不利冲击。3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要坚持扩大对外

开放，多措并举稳外贸稳外资，国家发改委、中国海关总署等多部门

出台相应政策，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定心丸”。 

（三）西方鼓吹中国与世界“脱钩”论站不住脚 

中国疫情防控以及企业停产停工等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

一定冲击，西方国家媒体及政客借疫情鼓动中国与世界“脱钩”，美

国商务部长罗斯甚至表示，疫情有助于美国在华企业回归本土，促进

美国制造业振兴和经济增长。有评论认为此次疫情凸显了全球经济对

中国的依赖性，将推动跨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大陆以此来

分散风险，或将成为继中美贸易战之后又一个重塑全球产业链的重大

节点。这些说法凸显出部分企业对其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但是疫情对

经济和产业链带来的短期冲击，不足以成为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充

分论据，借疫情鼓吹中国与世界“脱钩”也不符合经济及全球化发展

的基本规律。 

第一，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有限的，转移产业链并非企

业第一选择。疫情凸显出部分企业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依赖的风

险，一些企业甚至考虑将生产转移至泰国、越南、印度等国。企业出

                                                             
①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0 年 2

月 2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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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散风险角度考虑转移生产线存在合理性。此前，由于中国土地和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关税效应，全球尤其

是亚太地区供应链已经发生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从中国大陆转

移至东南亚、南亚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日韩、欧美等

国家或地区。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疫情对人类的

侵害总是短暂的，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世界经济的冲击是阶段性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是短期且有限的，伴随中国疫

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企业复工复产后产能会迅速恢复，不会对全球

供应链产生破坏性冲击，而企业调整和转移产业链需要进行海外投资

考察，充分考虑劳动力、土地等综合成本因素，耗费时间远超中国的

疫情防控时间。从现实情况来看，短期内转移生产链并非大多数企业

的第一选择。根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司（87%）预

计疫情将对企业收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55%的受访企业认为目前

判断疫情对 3 年至 5 年经营战略的影响为时尚早，34%的企业认为不

会有影响。 

第二，中国经济及

制造业发展具有比较

优势，对外资仍然具有

吸引力。伴随中国疫情

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以

及企业复工步伐加快，

中国正在成为维护全

球价值链运转、推进世

界经济复苏及经济全

优质市场在哪里，外商投资就在哪里 

——蒂森克虏伯发动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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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并未引发产业链供应

链从中国大陆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大规模转移，凸显出中国对跨国企业

的超强吸引力。中国拥有全世界工业门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规

模庞大、功能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助力制造业企业快速规模

化生产；中国“中产阶级红利”逐渐显现，具有超大规模多层次的国

内市场，庞大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成为吸引外

资的重要因素；中国坚持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推动改革开放，持续优

化国内营商环境，不断增加对外商来华投资的吸引力。因此，无论是

中美贸易战还是此次疫情，许多跨国公司或许试图改变投资战略减少

对中国制造和市场的依赖，但仍可能无法完全做到与中国“脱钩”。 

第三，中国尽自身责任和担当维护供应链稳定，同时积极推进国

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引发的全球产业链风险。经济全球化时代，各

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深知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融入

国际经济体系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疫情国际化将使海外产业

链中断及需求减少的危机由外向内传导至中国本土，因此在中国疫情

得到控制而全球疫情加速蔓延之际，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经贸合作共同

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而非与世界“隔离”。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需要

供应方、需求方、企业、国家等共同出击，中国已开始利用多边、双

边等经济合作机制推进产业链稳定，例如中国与东盟共同举行了关于

新冠肺炎问题特别会议，表示将致力于减轻疫情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共同维护本地区人员往来及贸易投资活动；中国参与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第二次协调人会议，会议也表示将共同应对新

冠肺炎大流行对国际贸易和市场稳定造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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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市场的“稳定者”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对内坚决抗疫，以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冲疫情负面影响，对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抗疫做出

巨大贡献。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抗击疫情的必胜信念和积极成效，为缓

解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考验，

稳定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为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注入了强劲信心和动力。 

（一）抗疫举措与成效有助于消除市场恐慌 

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措施，使疫情蔓延态势得到快速

有效遏制。在国内抗疫期间，中国始终不忘在第一时间与其他国家分

享信息、共抗病魔，对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中国控

制疫情的措施和成效令人鼓舞，中国经济稳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有助于消除国际资本市场恐慌情绪，助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中国以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措施开展疫情防控阻击战，很

多举措远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中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相关要求。

国内抗疫很快取得阶段性胜利，防控形势持续积极向好，治愈率不断

上升，生产生活秩序逐渐回归常态。截至 3 月 12 日，全国除湖北外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 95%，企业人员平均复岗率约为

80%，中小企业开工率已达到 60%左右。① 湖北也开始根据有关规定

划分低、中、高风险区，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推进企业分类分

时有条件复工复产。 

                                                             
①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发布”，中国政府网，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gov.cn/xinwen/gwylflkjz5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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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疫成效显

著对市场构成重要利

好，使国内投资者信心

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不过，疫情在全球多点

暴发并扩散蔓延，其规

模、持续时间以及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充

满不确定性，使全球投

资者的恐慌情绪不断升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3月 8 日以

来，海外股市大幅下挫，美国、加拿大、巴西、韩国、泰国、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股指触发熔断。在此背景下，中国股市却可以

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彰显相对韧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投资

者传递出积极信号，使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回暖，避免金融市场出现

进一步剧烈动荡。 

此外，中国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

作，向多国提供医疗物资、派出专家组，还在第一时间同 WHO 及其他

国家分享疫情信息和病毒基因组序列。中国抗疫模式得到 WHO 高度评

价，向世界展示了抗击疫情的必胜信念和积极成效，为打赢全球疫情

防控战注入了信心，有助于缓解投资者恐慌情绪、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二）宏观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疫情不可避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对此，中国政府密集

出台各类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全力做好“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 

纽约股市 3月 18 日午间暴跌再度触发熔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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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第一，加大资金投入，切实保障疫情防

控经费。截至 3月 4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104.8 亿元，

已经使用 714.3 亿元①；第二，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为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贷款提供财政贴息。在中国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

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

利率的 50%进行贴息，这是首次实施专项再贷款与财政贴息进行捆绑

发力的政策②；第三，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纾困解难。财政部会同人

社部、税务总局等部门，为企业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实施缓缴住房公积金，预计社保费减免规模将超 5000 亿

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减征措施最大可为企业减负 1500 亿元。③ 

货币金融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④，提出 30 条具体举措，包括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强化对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的金融支持，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前期已经设

立 3000 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

额度 5000 亿元，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至 2.5%，

保证低成本资金快速精准流向重点保供企业⑤；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

作中标利率⑥、1年期和 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①，引导市场整体利
                                                             
① “对冲影响，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经济日报》2020 年 3 月 10 日，第 1版。 
② “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政部网站，2020 年 2 月

1日，http://jr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2/t20200202_3465014.htm。 
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等情况：免、减、缓 预计规模将超 5000

亿元”，《经济日报》2020 年 2 月 21 日，第 2版。 
④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1 月

31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65911/index.html。 
⑤ “人民银行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77820/index.html。 
⑥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 [2020]第 29 号”，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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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② 

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2 月 18 日，商务部印发《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强调通

过简化对外经贸管

理程序、加快实行

无纸化管理、加强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等措施，把疫情对

商务发展的影响降

到最低。③ 3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推出 6项“稳外

贸稳外资”新举措，

包括对除“两高一

资”外所有未足额

退税的出口产品及时足额退税，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短期出口信用

保险业务并降低费率，抓紧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等。④ 

中国政府宣布因疫情而出台的企业优惠、扶持政策同样适用于外企，

国家发改委出台 11 条稳外资举措，积极帮扶外资项目和外资企业复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13/125431/125475/3971702/index.html。 
①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告”，中国人民银行

网站，2020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13/125440/3876551/3974469/index.html。 
②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

年 3 月 13 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89112/index.html。 
③ “商务部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商务部网站，2020 年 2 月 18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2/20200202937069.shtml。 
④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3 月 11 日电。 

商务部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工作的通知》，推动把疫情对商务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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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产，多地还推出了适合本地外企的细化政策措施，解决其面临的

物流、人员返岗、融资等实际经营困难，力保其投资按原计划进行。 

各项新政精准有效落地，使国内人流、物流和生产秩序快速恢复，

在支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中国作为全

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宏观经济政策及其

执行效果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金融稳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三）中国经济韧性为国际金融市场注入信心 

市场信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对疫情

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经济韧性好、底气足、活力强，是

众多“不确定性”中的“相对确定性”，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信心，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 1位，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之一。1979-2012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2位；2013-2018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 28.1%，居世界第 1位。① 即

便疫情造成短暂冲击，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

有改变，未来将继续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压舱石”消费动能强劲。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

过 50%，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中国拥有超过 14 亿人口的大

市场，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2019 年，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首次突破 3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上

年增长 5.8%，连续 7 年减贫 1000 万人以上②，这些决定了中国消费

                                                             
①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 年 8 月 29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9_1694202.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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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盘稳、势头强、前景不可限量。2019 年“双十一”当天，阿里

巴巴共成交价值 2684 亿元的商品，较去年的 2135 亿元增长了 26%，

连续 10 年成交额破纪录①，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动力深厚的有力证明。

在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国内也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消费潜力有

望得到进一步释放，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投资潜力和空间巨大。一方面，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仍有巨大红

利。2019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4.38% 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

实施，能源、交通、建筑和通信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增长空间。另

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加之疫情引发对“新基建”的强烈

需求，医疗卫生、5G 商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

等高技术产业有望引领新一轮的投资高潮，成为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

主要抓手。中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潜力得到外资的充分认可。尽管存

在疫情干扰，今年 1-2 月国内高技术产业的实际使用外资仍同比增长

2.2%，其中，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6.7%、139.7%、30.5%

和 449.8%。③ 

对外贸易优势稳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

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生产体系规模大、门类全、配套完备，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一环的重要地位是疫情难以撼动的，也是其他

国家难以取代的，这是中国的独有优势，是维持对外贸易增长势头的

                                                             
① “‘双 11’折射巨大消费潜力”，《经济日报》2019 年 11 月 12 日，第 5 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2 月 28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发布”，中国政府网，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www.gov.cn/xinwen/gwylflkjz5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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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障。此外，中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目前已成为 1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外贸抗

压能力越来越强。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亮点。2019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进

出口分别增长了 10.8%、14.1%、6.8%和 8%。① 近期疫情蔓延导致进

出口环节受阻，尽管如此，中国与不少国家的贸易却实现了逆势上扬。

今年前 2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5941.1 亿元，同比增长 2%，占

中国外贸总值的 14.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② 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贸易伙伴越

多、出口市场越多元，中国外贸稳定增长也就越有保障。 

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中国坚持以更大力度、更强决心

和更实举措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仅持续释放国内经济发

展动能，也与世界共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为世界经济提供增长机遇。

总而言之，中国是前景不明世界经济中的“稳定器”，中国经济的长

期稳定发展将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信心和动力。 

 

 

 

 

 

 

                                                             
①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谈 2019 年全年我国对外贸易情况”，商务部网站，2020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1/20200102930414.shtml。 
② “前 2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4.12 万亿元”，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20 年 3 月 7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287913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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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合作的“倡导者” 

 

近年来，世界经济依然未能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完全复

苏，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疲弱，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加速蔓延为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幅

震荡，凸显投资者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缺乏信心。在此背景下，中

国作为疫情防控的“先行者”愿同世界一道，在提供医疗援助、共同

抗击疫情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稳步推进对外开放 

短期内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突出表现在世界

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萎缩、全球制造业产出大幅下降、

全球服务业受到拖累，人员流动、货物贸易、全球供应链、全球金融

市场等都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最新研

究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 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FDI）将下降 5%至 15%。虽然中国也会受到全球投资大环境的影响，

但疫情不会改变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面。①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

会因疫情大幅下跌的情况下，中国保持开放合作姿态、积极改善营商

环境，不仅有利于维持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对国际投资发展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方面，中国推出稳外资政策，增加国际投资合作。中国疫情防

控对外资在华经营产生冲击，也影响了外国对华投资项目的落地实施，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中国正在实行多种措施推进外资复

                                                             
① “联合国：疫情将使全球 FDI 下挫 但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不变”，第一财经网，2020 年 3 月 11 日，

https://www.yicai.com/news/100539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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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复产，稳定外商投资信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为国际投资合作增

添信心。我国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帮助外企复工复产，推动外资项

目落地。在国务院 6 项“稳外贸稳外资”新举措、发改委 11 条稳外

资政策等政府支持下，截至 3 月 12 日，除湖北外全国六成的制造业

重点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率达到70%以上。商务部分别与中国美国商会、

中国欧盟商会召开电话会，推动解决商会会员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

的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组织外资重点项目“云签约”，涉及 21 个项

目，总投资额超过 17 亿美元。① 中国的稳外资政策对外资项目落地

发挥积极作用，一些跨国企业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布局。宝马、丰

田等跨国企业表示，将继续推进在中国的新厂区建设及电动汽车制造

等项目。② 

近些年来，中国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实施减税降费、提升服务效

率等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报告，2019 年上半年中国吸引外资 730 亿美元，继续成为全

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 31 位，较去年提升 15 位。习近

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中国将不断完善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

负面清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期间，中国仍将继续加大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努力，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吸引力。例如，深圳已推出 210 项优化营商

环境任务清单，以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和精准度，推进资源要素

                                                             
①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 中国将扩大重要原材料货物进口”，路透中文网，2020 年 3 月 12 日，

https://cn.reuters.com/article/china-moc-foreign-trade-production-0312-idCNKBS20Z12G。 
② “一系列举措坚定外商投资中国信心 外企复工复产众多项目加紧推进”，中国新闻网，2020 年 3 月 15

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3-15/91258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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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高效配置，增强公开透明市场化环境和法治保障水平。①  

另一方面，中国

将继续扩大外资市场

准入，吸引外商来华

投资。在世界经济增

长前景阴云笼罩之际，

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

放，相关部门不断推

出扩大开放的利好政

策，为保障中国和全球经济稳定提供支撑。国务院推出的 6项“稳外

贸稳外资”新举措中，包括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使更多领域的外商投资能够享受税收等有关

优惠政策。② 今年以来，我国按照既定步骤推动扩大开放，尤其是金

融业开放有序推进，成为疫情期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大亮点。近期，

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多项新举措，加快推动更高水平金

融开放。2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批准了万事网联公

司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筹备申请；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

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意见，包含 30 条具体措施，其中有 11 条涉及推进高水平金融

开放；2月18日，全球知名投资管理公司橡树资本（Oaktree Capital）

的全资子公司 Oaktree（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华落地；中国证
                                                             
① “深圳推 210 项优化营商环境任务清单”，人民网，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313/c1004-31629740.html。 
②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应对疫情影响稳外贸稳外资的新举措等”，2020 年 3 月 11 日，

http://www.gov.cn/premier/2020-03/11/content_5489970.htm。 

2019 年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十及中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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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也宣布自 4月 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下一步，我国

依然将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

策导向，通过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改善金融企业营商环境，扩

大资本项目开放，吸引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 

（二）积极扩大国际贸易 

WHO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截至 3 月 16 日，

151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疫情引发不少国家采取国际旅行、

国际运输和国际贸易的限制措施，使全球贸易面临巨大下行压力，根

据 WTO 发布的 2020 年一季度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晴雨表，在尚未完

全反映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景气指数均低于 100

基准线，表明国际贸易面临较大阻力。在外部环境不确定增大的背景

下，中国积极推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坚持扩大对外贸易，为国际贸

易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中国出台稳外贸政策措施，保障外贸供应链正常运行。受

春节及疫情叠加影响，2020年1—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下降9.6%。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稳外贸政策，2 月 18 日商

务部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

知》，提出简化对外经贸管理程序、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多

项举措助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对外贸易增长。① 截至 3 月 12

日，山东、安徽、辽宁等 8省市外贸企业复工率超过 80%，浙江、江

苏、上海等外贸大省、大市、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达 100%，与此同

时，外贸企业履约能力也实现快速回升。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伴随

                                                             
①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通知”，商务部网站，2020 年 2 月 18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wzl/202002/202002029370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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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成效，中国开始加快同经贸伙伴国推进经贸合作，

逐步恢复并扩大双边贸易往来。例如，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同越南在

加强对疫情联防联控的同时，也着手推进解决中越边境口岸通关瓶颈

问题，逐步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推进边

境口岸建设和中越边境产业合作，其中，中越河口口岸贸易量已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① 此外，中美开始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双方逐步

削减之前加征的关税，降低双边贸易关税壁垒，中国在美国农产品输

华方面推出多项政策，有利于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 

第三，中国加速筹备春季广交会，为国际贸易往来提供平台。广

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

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在外贸环

境日益严峻复杂的背景下，2019 年秋季广交会成交总体平稳，出口

成交额为 2070.9 亿元人民币。随着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际贸易前

景进一步疲弱，中国加速筹备广交会，将为全球企业提供开拓市场的

国际公共平台，为国际贸易发展增添助力。 

（三）推动国际经济合作 

面对疫情“黑天鹅”及其带来的世界经济困境，加强国际疫情防

控合作，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才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推进经济

全球化发展的根本要义。中国也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经济合作，通过地

区、全球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为推进世界经济

增长、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贡献力量。 

一方面，中国加强与地区及国际经济合作机制沟通交流，推进国

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稳定国际经济增长提供助力。疫情在全球蔓

                                                             
① “鹿心社应约同越南工贸部部长陈俊英通电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 年 3 月 14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314/c117005-31631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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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为国际经贸投资发展带来的阻力日渐增大，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显著

成效，加紧复工复产，对恢复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转、维持国际社会对

我经济增长信心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同地区及多边经济

机构加强往来，推进全球疫情防控与地区及世界经济发展“两手抓”。 

近期，中国与东盟举行了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会议强

调要强化地区应对疫情合作，同时也提到要共同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共同维护本地

区人员往来及贸易投资活动，促进疫情期间地区经贸活动。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第五次外长会也首次涉及公共卫生合作议题，强调携手合

作共抗疫情，此外，会议还重点关注农业合作升级、产业与投资合作、

推进区域机制协调发展等议题，促进澜湄区域经济合作提质升级。 

除地区层面加强经贸合作往来外，中国还积极通过二十国集团

（G20）平台同其他国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

际组织共同应对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近日举行的 G20 领导人利雅

得峰会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发布声明表示，G20 成员国将同 WHO 密切合

作抗击疫情，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情防控技术援助和财政支持，G20

成员国还将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应

对疫情对国际经贸带来的冲击。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尤

其是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采取限制举措，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还会加深，中国等将继续同地区和国际经济机构合作，促进国际宏观

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经贸投资稳

定增添信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对国际经贸投资、跨境运输以

及人员流动等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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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有序推进各项项目建设，同时携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共建“健康

丝绸之路”。中国商务部等部门推出多项政策举措，稳妥有序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尤其是海关总署出台十项举措助力中欧班列，

通过减少报关次数降低报关成本、加强枢纽站点建设等，进一步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①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

截至 2 月 19 日铁路国际联运进出口货运量完成 867 万吨，同比增长

8.1%，其中，中欧班列累计完成 8.3 万标箱，同比增长 1.5%，中欧

班列开行量实现逆势增长。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重点项目建设合作也在稳步推进。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采取多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一带一路”合

作项目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进展平稳，没有因新冠肺炎疫情

出现大范围延期。③ 不过，随着疫情中心由东亚地区转移至欧洲，欧

洲疫情防控难度陡然升级，对中欧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挑战，中国

还需同欧洲国家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稳步推进各项重大项目建设

以及投资合作，助力国际经贸投资及经济增长。 

 

 

 

 

 

                                                             
① “海关总署党委出台十条措施力助中欧班列发展”，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20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2867146/index.html。 
② “中欧班列保持平稳增长”，中国政府网，2020 年 3 月 9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09/content_5488870.htm。 
③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总体平稳 未发生大范围延期”，商务部网站，2020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2002/202002029386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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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球化的“推进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供应链、资本市场、大宗商

品市场等一度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全球化潮流会受到一定冲击，但是

不会因此而退缩或逆转，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经历也将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同。 

（一）疫情不会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指人员、资本、技术、货物、服务等实现跨境流动，

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相互依赖加强而形成所谓全

球经济。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或某些事

件为转移的，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及不断提高的生产力

所推动。正如 IMF 所认为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人类探

索创新、技术进步的成果。 

15-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冲破了世界不同文明区域之间孤立、隔

绝的状态，从大不列颠、波罗的海到南亚次大陆，从地中海、两河流

域到茶叶国度，不同区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不断碰撞、交融，“世

界市场”形态初具，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基础条件。18 世纪至今，

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资本向全球扩张，

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流通、消费、投资等环节日益紧密地整合

在一起，形成国际分工、贸易和金融体系。 

掌握先进技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德

国、法国、丹麦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引领者，占尽先发优势，获利

丰厚。特别是美国，第二和第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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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助其完成了向工业化国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华丽转身”。至

少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美国 GDP 已经位居世界首位。尽人皆知，初

期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另

一面就是恃强凌弱、巧

取豪夺的殖民扩张史。

即便在今天，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地区和

国家间发展失衡、贫富

差距、治理赤字等问题

也依然触目惊心。但是，

经济全球化确实促进了

人类社会前所未见的财富激增，文明进步。据 IMF 统计，1980-2018

年，以现价美元计，全球 GDP 总量从 11.15 万亿美元升至约 84.74

万亿美元。同期，人均 GDP 从约 2850 美元升至约 11350 美元。越来

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

成果、福利。正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并将不断拓展的预期，

联合国先后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于

消除贫困、饥饿、减少不平等、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推动经济全

球化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 

当前，第四次工业与技术革命的叩门声愈益急促。人工智能、量

子通信、3D 打印、清洁能源等技术各立潮头，千帆竞渡，新一波经

济全球化浪潮呼之欲出，潜能巨大，将继续奔涌向前。正在此时，新

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随着疫情迅速蔓延，亚洲、欧洲、美洲等近一

百个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采取封闭边界、削减航线、暂停生产等措施，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福耀玻璃代顿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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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相互依赖、上下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确

实对全球经济一时造成重大冲击，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极大的

威胁。以疫情最先集中暴发的中国为例，2020 年 2 月份，中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35.7%，比上月下降 14.3 个百分点。从分

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均位于临界点之下。1-2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20.5%。① 可以说是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来最大滑坡。海外也

正在经历黑暗时刻，损失目前尚难以估量。但是，从本质上讲，新冠

肺炎疫情属于一过性因素，而非结构性因素，并不会改变全球经济发

展的基本面，更不会破坏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深更广处发展的动力源。 

（二）中国始终是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 

面对疫情初期肆虐的严峻形势，中国调动举国之力，付出了巨大

牺牲，探索、积累了宝贵、丰富的应对、处置经验，严格、果断采取

隔离措施，有效地切断了传播路径，对病患尽收尽治，加紧对病毒及

治疗药物研究，并配合以各项举措，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运转，

终于成功控制了疫情传播。截至 3 月 23 日，中国大陆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78例，其中境外输入74例。② 在抗击疫情工作毫不松懈的同时，

中国政府根据各省、市、地区疫情变化实际，因地区、因行业施策，

综合运用大数据监测、统筹管理等手段，审慎、稳妥地推动经济恢复

工作，各领域、各行业稳经济、促增长的超常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截至 3月 13 日，76%的城市疫情风险等级已降至低风险等级，重点企

                                                             
① “2020 年 2 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2 月 29 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9_1729136.html。 
② “截至 3月 23 日 24 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2020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nhc.gov.cn/xcs/yqtb/202003/e6c12d0c2cf04474944187f4088dc0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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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复工率超过 70%。① 

中国积极、高效地出台货币和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稳外资稳外

贸政策等支持经济复苏和增长，旨在坚决对冲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剧烈

冲击，牢牢稳住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同时也注重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

稳定性与连续性，坚持既定的深化改革方向。近日，中办、国办派出

29 个小组前往河北、辽宁、山东等省深入调研各地复工、复产情况，

及时对前期实践加以梳理、总结，在继续做好风险防控的前提下，把

握时机加快恢复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美洲等地迅速蔓延，确诊病例数量

开始超过中国，短期内尚无得到控制迹象，一些国家经济、社会活动

几乎陷于停摆。疫情如此凶猛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和产业链的负面影响

势不可免。资本市场反映强烈，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股市出现熔断和

多次熔断，量化宽松政策在各国泛滥。今年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无疑

面临巨大压力。当前，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已经开动起来，对动荡

飘摇的全球经济无疑是“定海针”。一般而言，3 月份在一季度经济

中的比重可达 40%。预计中国 3月份经济表现将会有所起色，并将有

望维持并带动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运转起来。 

（三）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人类社会正在经历艰难时刻。有些主张逆

全球化者评论说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危机，甚至说疫情冲击波已经给全

球化敲响了丧钟。如此逻辑并不符合实际。 

出现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并不能归咎于全球化。回溯以往，在全球

化没有发展到今天如此规模，甚至全球化进程尚未开启时，人类已然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加快推进复工复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20

年 3 月 18 日，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zxs/sjdt/202003/t20200318_12235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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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染性疾病问题。广为人知且谈之色变的鼠疫就于公元 6 世纪、

14 世纪在欧洲、亚洲等地大范围肆虐。“在历史上，危害过人类的传

染病有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

犬病、肺结核等数十种之多”。① 传染病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史。 

实际上，正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医学技术成果研发和广

泛传播应用，扭转了长久以来人类对传染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被

动局面。1980 年，WHO 正式宣布人类已经彻底消灭天花，成为人类攻

克的第一个传染病。18 世纪末期，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前人探

索的基础上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工业革命之后，法国的路易·巴斯德、

德国的罗伯特·科赫等发现了传染病病理，为该技术提供了科学解释。

牛痘接种术逐步在西方、苏联、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推广开来，并成

为国际公认的公共卫生政策问题，甚至冷战对峙时期的美苏两国也在

此问题上展开了合作。与天花搏斗并取得完胜正是国际医学界前仆后

继、相互协作的成果，堪称全球公共卫生防疫合作的成功典范。 

此次疫情所暴露的不是全球化的危机，而是全球治理的危机。近

些年来，全球治理制度正在遭受冲击。原有的治理体系主导者美国等

根据国际竞争态势、成本收益、国内政治等因素考虑，在一段时期调

整政策与行动，在一些领域弱化甚至放弃责任与承诺。以中国等为代

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推动全球经济发展重心从

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倾斜，要求全球权力和利益分

配格局调整，改变长久以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全球治理事务的

局面。但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未适应新变化，未能对出现的新问

题、新形势等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当全球治理难题出现时，国际

                                                             
① “历史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国科学院网站，2003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cas.cn/zt/kjzt/fdgx/ka/200305/t20030512_17109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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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往往陷于被动境地，难以调动资源，妥善应对，以致造成巨大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近些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等不断地展现这种“无治理”、“无效治理”、“低效治理”的危机，而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各国几无幸免，再一次让国际社会感受到治理赤

字的切肤之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尽早作出变革，寻求新方法、新路

径，形成新机制。 

疫情袭来，猛烈而凶

险，地球村里每一个人的

生活都被扰动，这已经成

为最严峻的生死挑战，所

有的个体、社区、机构、

国家均有责任采取行动，

国际社会就此已形成基

本共识。所谓“一人有难，

八方支援”，“人人有难，

相互支援”。目前，疫情刚

刚得到控制的中国毫不迟

疑地向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伊朗、塞尔维亚等伸出援手，派

人送物，分享经验与技术，携手抗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中

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正在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一场疫情，冷暖自知，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将更深刻地体会到“相

互依存、利益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人类呼吸与共，命运相

连的含义。 

 

白俄罗斯小学生用画作表达 

“共同携手抗击疫情”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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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作为本次疫情的“先行者”，勇于承担

大国责任，采取雷霆抗疫措施，牺牲本国短期经济增长，为全球疫情

防控赢得时间。伴随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

重要环节，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推动中国经济复苏

和增长，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注入信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充分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有能力维护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并

成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积极力量。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卫生

事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合作抗疫、

共克时艰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中国积极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

织加强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促进全球化向更加开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执笔人：姜跃春  王瑞彬  张玉环  徐雪梅  刘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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