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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造成这一问

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模式下，形成了阻碍产业结构升

级和过剩产能出清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应通过实现较为彻

底的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的自

由流动，而“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 

一、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改革思路 

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模式是导致中国形成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和过剩

产能出清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重要原因。在传统的需求侧管理中，在

面临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往往采取扩大财政投资、放松货币、增加

信贷等方式，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这种需求的被

动增长会向供给侧发出虚假信号，刺激各种生产要素按照“泡沫需求”

的要求进行配置，造成产能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反映在微观层面，主

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出现了僵化和错配。 

然而，一旦进一步刺激需求的政策难以持续，泡沫需求势必会向

真实需求回归。由于供给弹性远低于需求弹性，供给端的棘轮效应十

分显著，因此之前盲目扩张的产能就形成了过剩产能，不仅对经济形

成巨大负担和风险，而且极大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成

为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最大阻力。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

要素的增量供给高点已过，同时大量存量要素聚集在传统落后产能上，

二者最终导致我国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新兴产业又难以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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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图 1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资料来源：国观智库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未来应将要素层面的改革作为未来改

革的重点。具体而言，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要素原有组织方

式解构、要素自由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供给质量提升这三大任务，通

过要素的重塑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过剩产能出清的目标。 

图 2  未来改革的主要思路 

 
资料来源：国观智库 

目前中央推出的几项重大发展战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我们提出

的改革思路进行解读。总体来看，目前的中国经济，与上世纪 70 年代

末面临的情况有些类似，都处于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建立新

型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 



 

 

 

专注产业  影响决策                                   

 

 3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海福林大厦 6 层 602 室 Tel：010-6215 1016Fax：010-6215 8609   

图 3  中央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及实践 

 
资料来源：国观智库 

具体而言，中央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更多的人接

受创业、创新，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倒逼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以

适应新的发展模式；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希望实现要素在产业层面上

的解构、流动和提升，目前大量存量要素积聚在过剩产能领域，实现

这些领域内要素的解构和自由流动，是重新释放要素资源、实现产业

结构升级的前提；“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一体化”两大战略的提出，

其重要目的是在长江沿线各地区和京津冀两大区域内部，实现要素的

解构、流动和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则是希望要素在国内外更大范

围内的实现解构、流动和提升；“制造业 2025”、“海洋强国”等战略，

侧重于成为要素从传统领域解构出来之后，重新组织和提升的发展方

向；而“自由贸易区”的提出，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特区，肩

负着对要素自由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等关键问题试点性突破的探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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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二、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借助“一带一路”促进中国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升级 

综合“一带一路”战略在巴基斯坦等国的实践，目前该战略的实

施侧重于以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作为投资重点，首先解决各国发

展中面临的重大瓶颈，并辅之以相关工业园区的建设，以此作为未来

中国更多投资项目落地的载体。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的对内对外开

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应借此机会，进一步强化机制体制改革，

更好的促进中国具有优势的技术、资金、管理等要素，与“一带一路”

国家的资源、产业发展需求等相对接，实现要素在国内外的自由流动

和提升。 

在要素实现在国内外的自由流动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强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升

级程度，将决定“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效果的上限。目前中国在基础

设施建设、基础产业方面相较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具有优势，

这也成为该战略得以推进的重要动力。但是，在中国“一带一路”战

略的帮助下，沿线国在解决了发展瓶颈后，也可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阶段。此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就成为关键问题，

否则中国势必会与这些国家在低端产能上陷入无序竞争，而且中国的

产业结构不升级，也无法吸纳这些国家未来源源不断上升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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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坚持合理回报并强化资产的可变现能力 

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负债。

利用负债进行投资是符合现代金融发展要求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

构都是利用负债进行投资而获益，因此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海外投资具

备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但是，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海外投资，必须

高度重视投资的合理回报能力和资产的可变现能力。如果巨量外汇储

备被海外投资项目锁定，无法实现稳定的收益并难以灵活变现，此时

一旦出现外汇兑换挤兑，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在通

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进行海外投资时，要对项目的风险和盈利

能力进行深度研判，必要时可以考虑在投资协议中附加部分强制性条

款，以防出现大量投资坏账而威胁外储安全。 

3、努力寻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契合点 

“一带一路”上涉及的国家多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

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以此找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契合点，划分的

主要依据包括三点：首先，一国经济发展现状，即一国发展的起点是

什么；其次，一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硬约束，即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是

否具备，包括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等）、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

最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部软约束，包括政治因素、经济体制性因素、

经济政策性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等。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一步分类，能够初步回答这些国家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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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内部有没有做好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准备？如果没有做好这一准备，

那么该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引导？等。在回答这些

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总体把握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基本脉络，

并找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契合点。 

4、加强对国别的前置性研究，构建完整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 

寻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利益契合点，以及加强对具体

投资项目风险和盈利能力的判断，这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

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做出这些重要判断的基础在于构建完整的“一

带一路”研究体系、全面强化对国别的前置性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沿线各国的投资价值将成为

这一战略推进的重要原动力。基于此，国观智库在 2015 年 3 月发布了

新书《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在国

内率先开展了针对各国投资价值的系统性研究。在该项研究中，国观

智库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指数、经济实力指数、制度指数、政治指数

等在内的投资环境评级指标体系，并据此对“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主

要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测算和排名。测算结果显示，综合指数排名

前 10 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越

南、阿联酋、马来西亚、波兰、黑山以及卡塔尔；排名后十位国家依

次为伊拉克、约旦、东帝汶、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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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阿富汗、也门。在全部 63 个国家中，得分区间为 35.3～100.0，

均值为 71.6，其中大于均值的国家共计 38 个。 

图 4  国观智库“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环境评级指标体系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制度因素  基础设施  

政治稳定性 自然资源出口 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交通 

领导人访问次数 
自然资源经济租

金/国内生产总值 
融资便利度 通信 

腐败 
东道国吸收外国

直接投资程度 
税率 电力 

犯罪成本 汇率波动性 税务管理  

 双边贸易 劳动力市场监管  

 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国观智库 

 

图 5 “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价值排行榜 

 
资料来源：国观智库 

除了开展针对各国投资价值的专项研究之外，国观智库还在探索

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系统性研究框架。目前国观智库已经初步构

建了“一体四翼”的研究体系，即以《国别投资环境及产业投资机会

报告》为主体，以《国别重点产业投资研究报告》、《国别投资数据库》、

《海外投资案例研究》、《国别信息月报》为支撑的“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体系。具体而言，《国别投资环境及产业投资机会报告》重点分析

国别政治走向、国内安全趋势、经济发展前景等宏观问题，以此解决

投资的方向性问题，防止因宏观走势判断失误导致投资损失；《国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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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业投资研究报告》以对宏观政治、经济的长期判断为基础，侧重

于研究被投资国产业发展周期、市场空间、优惠政策等中观产业发展

的具体内容，以期为中国企业的产业投资提供借鉴；而数据库、案例

库、信息月报的建设，则从数据总结、投资案例分析、动态信息搜集

等方面，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提供基础信息和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肩负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战略意义

重大，而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也具备理论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在“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全面加强对投资目标国的前置性研

究，把战略推进的基础建立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利益契合

点上，牢牢把握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两

大战略目标，这样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 

  



 

 

 

专注产业  影响决策                                   

 

 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海福林大厦 6 层 602 室 Tel：010-6215 1016Fax：010-6215 8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