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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made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ies conveni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globalized the economic crisis. Since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so far, known as the "post-crisis era", the economic recovery is still weak. New forms and new trend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emerged. In the new circumstances,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a worldwide and international crisis. 

But China's political pattern, economic factors,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advantages of various aspects are gradually highlighted. 

China's response to externa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with new idea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us quo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Chinese wisdom began to be mo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help form a new form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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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在使商品生产、流通便利化的同时，也使经济危机全球化。自

2008年经济危机至今，被称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了新形式、新趋势。在新的情

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着来自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双重危机。但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要素、文化传统各方面

的优势也逐渐凸显，对中国应对来自外部的和未来发展的挑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思路。这些现状已经走进中国

学者的视野，中国智慧开始更多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帮助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新形态。 

关键词：发展，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挑战，优势 

 

1．引言 

经济全球化最早是由T·莱维1985年提出的，至今没

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

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

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

强”。这个说法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特征，但是经济

全球化不仅是一种静态现象，更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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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

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这个描述是

将经济全球化描述为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深刻的指出

了它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着持续的影

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

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机遇，新维度。但是经济全球化是

一把双刃剑，这已经为人们所共识。它在带给我们经济的

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意味

着区域性的经济力量要依附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市场，而由

此产生的全球经济整体化也意味着一旦这个经济体系由

于其内在的矛盾而产生危机，那么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会

受到威胁，它的每一个新动作都引起人们生活中的巨大变

化，因而得到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 

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

机被公认为是当今国际社会经历的一场百年难遇的大危

机，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随着时间的

推移，对于这场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基于国际金融危机

各 项 政 策 评 审 后 提 出 这 一 概 念 。 后 危 机 时 代

（post-financial-crisis era or post-crisis era ）

是指危机缓和后，出现的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这种

状态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而

且危机也并没有结束，从而使得世界经济仍然存在很多不

确定因素，经济危机时刻还会回来，甚至加剧。有可能引

起新一轮的衰退。由于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界倾向于

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式。

由于经济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界倾向于用“后金融危机时

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式。在这里，“后金

融危机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时间上对经济全球化新

动向的阶段划分。 

2．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动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从2008年一直持续至今。“2015

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平缓，前景趋弱，不同经济体增速

分化加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分化，国际贸易持续

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跨国投资缓慢恢复，全球企业

并购再掀高潮，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金融风险和不确

定性加大。”[1]经济全球化的在新时期的新动态，具体

表现有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2.1．经济复苏乏力，增长速度放缓 

自2012年，世界贸易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根据世界贸

易组织的统计，国际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均7%降至

2009-2015年间的3%，预计2016年世界贸易的增速仅为

1.7%。不仅如此，世界贸易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世界生

产增长。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历时间最长的贸

易停滞。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

随着世界经济连年放缓，世界经济增速从3.4%下降到了

3.1%，世界货物贸易量也从2.8%下降到了1.7%。世界贸易

额度增长态势萎靡不振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最直观的证

明。

 

图1 1994-2015年各主要经济体GDP实际增长速度。 

通过图1,可以看到从2010年起，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平

稳下降，各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的差别逐渐缩小，证明经

济发展趋势放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争的事实。 

2.2．从金融业泡沫化到实体工业复归 

金融泡沫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曾给世

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威胁性因素。世界经济最新形式的

危机，即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是由美国金融业次贷危机

引发的，这场危机对金融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

使金融市场产生了强烈的信贷紧缩效应，国际金融体系长

期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突出的暴露出来。 

近年来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对着一点有了充分的认识，

并已经开始调整。其调整的方向主要是回到实体工业，其

中德国的行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从2013年9月就正

式宣布施行“新工业德国”，这种新动向为世界经济未来

发展中应对金融危机指出了新方向。这是对经济全球化出

现的放缓趋势的一种应对方式，并非对其有本质上的影响，

反而恰恰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的出现的客观事实。 

2.3．经济运行体制结构性弊端日益暴露 

这些弊端是由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各种矛盾现象

组成的，如全球高债务与低消费的矛盾，自动化的科技创

新与劳动力就业的矛盾，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等等。

这些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之外，更多

的是以自由为最高理念但是缺乏宏观的市场监管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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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制导致的，具体表现为全球产能过剩、商品供过于

求、区域间发展不协调等等。 

经济全球化直到目前的发展都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

的，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许多发

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但是却被迫一起遭受了

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全球化的“下半场”应走向包容

发展，这使当前西方国家治理理念、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

都显露出一些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

构建新阶段的全球化过程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在传统的意义上，是经济市场一体化覆盖

的广度的不断扩大。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广度上的发

展程度已经比较高，这种在广度上的发展是以资本扩张为

基本形式在短时间内达到，但是在深度上仍然是不足的，

深度则需要时间来沉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是经济全球化

在深度上的发展的一种表现，而当前的世界正是处于由广

度发展向深度积累的转型时期，所以有很多国家会感到不

适应。这次经济危机不仅是周期性问题，也是个结构性问

题。所以，一般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必将是产业重组

和布局调整的时代。 

由此看来，经济全球化已经处于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点

上，而越是在转折点上，我们将面对的局面就越复杂。 

3．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现阶段发展中的面临的新

挑战 

全球贸易增速低位徘徊 ，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等国际事件从各方面表明经济全球

化目前的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

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

“临界效应”的发展障碍，二是国际间的“博弈”思维带

来的严峻挑战。 

3.1．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临界效应”的发展障碍 

所谓“临界效应”，本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意指当种

群密度增加时在种群内邻接的个体之间出现的相互影响。

当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未果，地球仍作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唯

一家园的情况下，当人类的活动开始受到空间的限制，当

没有新的大陆可供发现，当人们对自然的污染开始作用于

人自身时，我们面临的就是“临界效应”给我们带来的压

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传统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新内容。 

“临界效应”对人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生存压力上，

当今世界人口大约75亿，远远没有达到地球能够承载人类

数量的极限，但是大多数人已经感到人口压力、个体生存

压力及种群生存压力。其次表现为资源短缺。地球资源的

再生产能力是有限的，目前人类还没有发现并有效利用能

够替代地球上现有的不可再生能源的新资源。从理论上来

说，人类对现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速度必须与地球生产

资源的速度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才能，并尽量保持同速，

人类的生存才有可能无限延续下去。最后，表现在人类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临界效应”虽然是来自自然科学的概念，但必然对

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

系的经济领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放缓的根本原因，

并进而影响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 

“减速分化已经构成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常

态，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求政策调整以适应新常态”[2]。

可见，当“临界效应”出现时，很显然西方那种从暴力、

掠夺和强权的思维方式下诞生的发展模式前期的强劲势

头，逐渐疲软下来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国土面积却不是

最大的，中国当前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仅为0.777公顷，

是世界人均土地资源量的1/3，所以，中国早于全世界许

多年前就开始面对“临界效应”，现在整个世界都在面临

着“临界效应”，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中国所面临

的是“临界效应”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性正是中国在经

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面临的不同于之前本国地域性的新

挑战之一。 

3.2．西方国家的经济“博弈”手段对经济复苏的障碍 

经济博弈思维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在思维运动中的必

然产物。“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

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

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3]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攫

取最大利益，这就必然导致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残酷的经

济剥削和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经济博弈。 

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程

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资本将越来越集中于这个体系中的

少数人手中，即这个体系的最高层，也就是这个体系最发

达的部分——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发展中国

家在经济博弈中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实力而

只能变得越来越穷，于是两极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同时，

在经济上处于领导位置的国家必然在政治文化上对其他

国家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确实表现为“世

界西方化”。 

在新形势下，由于西方国家在以往的发展中已经形成

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其经济政策的调整仍然会像他们

在之前的经济危机中表现的那样，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机会为代价，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如美联储将在2017

年加息会加重危机。“国际环境变化及各国宏观政策分化

引发负向溢出效应等因素的交织，促使当前及未来一段时

间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备受外界关注的是

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放缓风险，美联储加息

可能增大国际金融风险，尤其是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构

成较大的系统性风险”[4]，这是除极少数发达国家之外，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更加严峻的国际性新

挑战。 

这场危机将是持久性的，由于西方经济政策的“博弈”

性质，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别之间的压力也是持久

而前所未有的。这种发展道路虽然对本国在短期内是有效

的，但是长久看来，只能引起更大的危机，所以中国应该

摒弃这种发展道路，而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所

以中国的发展不仅是表面的经济单方面的发展，而是进行

发展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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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着来自上述来自世界的和国别的双重危机，

其解决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力量，而中国由于自身具有的

巨大优势应该在经济全球化行趋势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 

4．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现阶段发展中的优势探析 

虽然经济全球化在当前发展阶段面临诸多问题，但是

全球化的方向不会有根本性的转折。有人认为世界经济贸

易面临长期停滞的风险，但笔者认为这只能说是一种较为

严厉的警告，相信人类是有力量、有智慧走出困境的。只

是后期的发展将会更多的呈现出包容性、共享性、协调性、

可持续性等一系列新特征，而中国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

着很大的优势。 

4.1．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为特色的民主政

治优势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的国体，民主集中制是政治民主

制度在中国的特殊形式。近年来，西方民主制度曾一度出

现各方政治力量相互掣肘，以致最后产生的结果并不是西

方民主思想起源时所期望的那样。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

度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而是说，民主精神在西方的民主政

治制度和机制中并不能保证完全有利于人民，它有着自己

尚未克服的缺陷，需要思维的和结构的改革。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资本

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出行为成为世界不和谐的一个因素。由

于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危机的

出现也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缺陷。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认为，导致西方资本主义

陷入危机的是西方“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概念，

而不是一种用来改善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西方政府都忽

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5]世界上

的各个国家都是具有独特性的，都应该有独立发展的权利，

世界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每个国家都应当

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段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从

而形成自己在新形势下的独特国家形态。但是西方国家的

意识形态输出，对剥夺了各个国家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选

择权，这不仅对经济本身有负面影响，而且冲击了他们的

安全感。 

另一方面，西方民主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乏力导致经济

现象的混乱和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在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批

判中，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明确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

盾，其中他们认为多党议会民主的一个深层次致命伤是

“自由主义”，这是在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当中

一直追求的，但是从长期看来，这种价值取向给世界经济

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 

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社会等各领域当作一盘棋来抓。党和国家的工

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

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对经济全球化由被动融入到主动融入

的转折。 

近年来，在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抓住

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

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更是将经济领域的发展和改革

开放作为重中之重，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如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

展模式，而它的方向是在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中的。中国这

种一度被以“民主”、“自由”自我标榜的西方社会所讽

刺、所批判的中央集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经

济全球化走向十字路口、各个经济体之间矛盾频出的时代

显示出了极大的对经济进行有效管控的优势。 

4.2．以市场、政策、创新等方面相统一的经济要素优势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努力是在实体经济方

面，这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西方的利益中心式经济发展不

同的发展道路，重视基础工业转型，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

化，而追求社会意义最大化。 

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少有的原材料产地和大市场，对

世界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商品过剩是当代世

界经济发展的普遍特征，中国想要在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中

立足，拉动经济的增长，前提是拥有足够大的消费者群体。

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大国，它拥有着占世界五分之

一的人口，这是大多数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巨大优势。所

以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扩大内需，改善人民的生活水

平，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掌握了将来经

济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中国建设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出台以

经济的稳定发展为出发点。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年来取

得的成绩斐然，现在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同时面对着国

际经济增长缓慢和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两个方面的压力。

但是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调整，中国企业走出去，与

国际知名品牌竞争国际市场，但是中国经济走出去更体现

在对外投资和建立全球公司这两项重大举措上。从人民币

在国际货币的地位中产生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正在从

“追赶—危机—变革”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最后，中国近年来在政府引导的市场需要的双轮驱动

下的创新成果斐然，这给今后的创新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开辟了道路。经济领域的创新问题主要包括科技创新、管

理创新两个方面。一、供给侧的科技创新缺乏类似内燃机、

蒸汽机那样的突破性进展，而刺激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走入困境。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诸多恶性竞争现

象，而政府却不能给以有效监管和正确引导。 

中国将创新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已从资源消耗型

转变为深加工型，经济全球化也使商品的流通日益便利化，

想要在这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唯一的途径就是创新。据

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5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作

为国家战略至2015年5月的两年中，中央层面已经出台大

约二十份相关文件促进创业创新[6]。美国奇点大学创始

人彼得·戴曼迪斯11日在上海以“全球智慧·创新中国”

为主题的2016全球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上说，中国目前在进

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合作机会

[7]。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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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创新理论，为今后创新发展

之路提出了整体要求。 

4.3．以“合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优势 

西方文化崇尚竞争，崇尚强者，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

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西方文明模式陷入结构性危机。当

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世界发展取得

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特色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当代发展也

带来了许多灾难性的弊端，可见，以自然法理论、社会契

约理论、天赋人权理论、分权与制衡理论为主要框架的西

方发展模式和西方文化，现在看来并不是像西方中心论者

所说的那样完美。 

在“临界效应”下，我们应该看到，“相互包容，和

衷共济”才是未来发展的正道。中国文化以谦让、包容性

为本色，强调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共同生活于

这个世界，相互之间更多的不应该是“竞争”和“斗争”，

而是“合作”和“共存”，修养身心，以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在当今的世界，中

国文化已经产生也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仅是在我

们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国文化也正在

为人们所接受。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区的提出和建设，中国倡导共

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和欢迎。以这种价值追求为基本倾向的经济发展形式必然

会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华传统文

化具有的先在优势，与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学者所鼓噪的

“中国文化扩张论”、“中国文化威胁论”、中西方“文

明冲突论”无丝毫关系。“这些论调大多源于西方社会的

欧洲中心思想，也有部分来自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8]。

最终，这些论调将在实践中不攻自破，而现在，恐怕连发

出这种声音的人也希望“利益均沾”了。 

5．结论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发展趋势，

这场发展浪潮最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兴起的，但是

当它成为了一种世界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再继续

完全掌控它，因为他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国家的命运共同

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中国以及中国发展模式已

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在

将来的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必定继续

保持和发扬这种作用，积极推进世界经济全球化在新时期

的发展，让经济全球化惠及全球，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而

不是“一家独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能靠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国家来

掌握，但是它也不是绝对不受控制的，只要各国政府达成

共识、同舟共济，就能够维持世界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

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综合自

身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具有的巨大优势，破解困境，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入具

有包容性、共享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新阶段，形成新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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