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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与“进口替代”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关、国营外贸体
系随即建立，结束了旧中国外贸与海关被外
国人控制、外贸长期入超以及进出口商品检
验权由外商垄断的屈辱历史。

当时，百业待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接触、不通商”的遏制
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
国实行封锁禁运、管制中国在美的一切公私
财产，英国政府随后无理征用了在香港修理
的中国所属永灏轮，等等。

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政策定下了面
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和“进口替代”战
略的基调。同时，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外
汇管制，“减少对美贸易， 逐步摆脱美国的
影响”。

1950年 2月 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签订，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有偿贷款。

同时，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引进建设了“156项
工程项目”（实际上不止 156项）所需的成套
设备和技术，建成了以鞍山、武汉、包头三个
大型钢铁综合企业为核心的多个重要企业。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
义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重一度超过 70%。

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贸易受
阻，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于 1962年跌至谷底。

这倒逼中国进一步打开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渠道。1965年，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
比上升到 52.8%。同时，中国对东亚、东南亚
地区的贸易也有所发展，如日本政府开始以
分期收款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化肥、合成纤维
等成套机械设备。

在“进口替代”战略和贸易保护原则指
导下， 当时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军事装备、工
业设备为主，无益于生产建设或国内可以生
产的用品禁止进口。这一战略通过建立国内
产业体系、增加国内供给，促进了民族工业
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1971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对外经贸随之快速发展。特别是，与发展
中国家的易货贸易大部分改为现汇贸易，还
开始了更大规模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进口
项目”。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的外贸从 1950年
的 11.35亿美元跃升至 1978年的 206.38亿
美元。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进口替代”战略
的弊端渐露，中国产品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处
于劣势地位，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 1950

年的 0.91%下降至 1978年的 0.57%。

“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引
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
国际市场，确立了包括引进政策在内的改革
开放基本国策。

“对外开放”首先是经贸战略的调整。

考虑到资金技术短缺但劳动力、 土地等资
源相对丰富的情况，“进口替代” 战略开始
与“出口导向”战略相结合———在具有比较
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推动实施优惠政
策，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在不具备比较优
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实行“进
口替代”战略。

不同时期的不同导向，事实上又形成了
经贸发展的次级递进战略，如“六五”期间
重点发展轻纺产品出口、“七五”期间机电
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开始增加、“八五”期间
机电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商品、“九五”期
间机电产品中的高科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迅速。

这一时期，制约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原材
料短缺。1979年，中央政治局批准在广东、福
建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由此，广东等
地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开始参照亚洲“四
小龙”的经验，发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的发展， 进一步带动了对外
开放格局的扩大。1980年， 深圳、 珠海、汕
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建立；1984 年，开放
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 14 个港口城市
为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
特区；1990 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上海
创办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

随着各种经济特区的建设，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 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形成的
“三来一补”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
要方式。

“对内搞活”涉及外贸管理体制和外贸
经营体制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是放松外贸
经营权管制，包括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
任制、实行汇率双轨制、改革外汇留成办法。

通过打破行业垄断、下放经营权，使政府部
门与所属外贸企业脱钩，实现了外贸公司的
转型升级。

此外，尝试综合使用出口退税、出口补
贴等鼓励出口，筹建政策性外贸金融机构等
扩大银行信贷，实行“工资总额与出口收汇
额挂钩”的出口奖励手段，并进一步降低关
税水平，取消进口调节税，削减进口配额和
进口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取消进口替代清
单，等等。

在“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的良性互
动下，外贸公司活力迅速释放，对外贸易发
展迅速， 货物进出口总量在 15年间增长超
过 24倍。同时，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由
1980 年的 49.6%提升至 1992 年的接近
80%，出口结构发生明显优化。

全面开放与自由贸易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后，单纯
的“出口导向”开始转向“有选择的出口导
向”，强调出口向国内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变，

以带动国内技术和产业水平提高。

党的十四大特别强调，要抓好先进技术
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注重培养资本密集型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机械电子产品
和成套设备的出口。

1992年后，对外开放的区域由东南沿海

向内陆地区推进， 重点打造包括开发区、保
税区、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内的特
殊开放平台体系，并陆续设立 14个保税区，

开辟边境经济合作区；1994年， 中国和新加
坡政府创新性地设立合作项目———苏州工
业园……这些平台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经
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随着复关谈判的深入， 中国开始参照
世贸组织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 特别是外
贸体制的深化改革。1994年，国务院明确规
定从贸易保护体制向贸易自由化体制转
变， 要求建立有法可依的对外贸易管理与
促进体系。

自由贸易体制首先要求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大幅削减。1985 年， 关税平均水平为
38%，农产品的关税税率为 43.6%；1992年，

平均关税税率下降到 35.6%， 并对符合产
业政策的商品实行减免。 到 1996 年，4000

多种商品进口关税得到削减， 关税总水平
降至23%。

自由贸易体制反对不必要的政府补
贴。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企业不了解中
国的补贴政策， 不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真
实原因， 误以为补贴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原
因，致使中国蜂蜜、大蒜先后受到反倾销起
诉等不公正待遇。由此，国家对农业领域的
补贴逐渐转到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
贴、 农业生产用电补贴、 贷款贴息等政策
中， 政府补贴政策及信息披露开始与国际
接轨。

这一时期， 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抵
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 中国
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5097亿美元， 服务贸易
进出口总额上涨 321%。

随着市场环境的完善，西方发达经济体
的大型跨国公司，如宝洁、摩托罗拉、爱立
信、大众、飞利浦、家乐福、德勤、毕马威等开
始大举投资中国市场。至 1999年底，中国连
续多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入世承诺与“走出去”

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外经贸战略再次进行积极调整。

严格履行入世承诺。2018年中国商务部
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记载，

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 2010年，中国降税承
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 关税总水平由 2001

年的 15.3%降至 9.8%。2017年，中国海关关
税实际税率仅为 2.48%左右。在服务贸易领
域， 截至 2007年，100个服务业分部门如金
融、电信、建筑、会计、法律、旅游等已按承诺
开放。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遵守
承诺，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进一步落实国民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
和歧视性待遇。2007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接轨；2008年， 执行统
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
得税的公平税负。

同时，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 进一步
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本限制；逐步取消对本国
产业的保护，如汽车产业入世逐步取消保护

政策， 汽车销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奇瑞、吉
利、江淮等自主品牌开始崛起。

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借助于
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中国得以不断降低对美
国等主要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
步融入全球产品制造的生产链环节，参与国
际贸易的方式从成品出口转向零部件出口，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2009年， 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过德
国成为世界第一。 在跨国企业的助推下，

商品、资本、劳动力 、技术等要素在全球
范围内的流动不断加强， 全球价值链逐
渐成形。 中国逐渐逐步参与产品和服务
的设计、开发、营销等环节，在价值链中的
地位有所提升。2017年，在华外资企业数量
达到 53.9万家， 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度占比
达到 44.7%。

“走出去”战略适时推出。2000年初，“走
出去”战略首次上升到“关系中国发展全局
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高度；全国人大九
届三次会议进一步把“走出去”战略提到国
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走出去”战
略内容写入“十五”规划纲要。

2003年至 2012年， 中国企业实际对外
投资规模从 28.5亿美元增长至 878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来
源地。

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针对新时代对外贸易领域的新特
征， 党中央明确提出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共
建“一带一路”、构建对外开放战略新格局等
重大战略部署。

自 2013年正式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
后，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
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推动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新模
式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对外贸易“引进来”和
“走出去”并重的重要里程碑。国际经贸发展
史深刻验证了“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的
规律。在“一带一路”带动下，中国于 2015年
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年开始对外投
资位居全球第二。

2013年， 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制度创新成果逐步推广
到全国多个地方。2020年，《海南自贸港建设
方案》正式发布，进一步简并税制，进一步推
动境外投资贸易便利、货物自由进出、资金
流动自由、人员流动自由等。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优势越来越体现在
创新能力上。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
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从“贸易大国”到
“贸易强国”转变的实质，是对外贸易增长
方式由依靠规模扩大向依靠质量提高的
转变。由此，着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
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产业创新、提升产
品竞争力。这是对外贸易由“大”向“强”转
变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作为中国“商圣”和初代“财
神”， 范蠡的商道总体上强调遵从
天道自然，要求树立正确的重商致
富观念。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

范蠡认为，个人、家庭、社会要以农
业生产为立足之本。 但与此同时，

他也特别强调产业的多元化，认为
多元产业才能致富并提高抗风险
的能力。

范蠡指出，由于天灾人祸的因
素， 农业收成与谷物价格存在变
化。一旦失控，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及早准备， 并以商业方式调
节，则可农商两利。

范蠡还较早地注意到了实业
致富与资本致富的联系和区别。

《史记·货殖列传》 对此进行总结，

继而提出“本富”“末富”概念。“本
富”是指产业资本家以经营农、林、

牧、副、渔等产业取得利益，不直接
进入市场；“末富” 特指商业资本
家，主要是在“通都大邑”经营的中介人，其售卖的
商品为加工后的各类生活用品以及高利贷等。

范蠡清醒地认识到，在利润方面，产业不如加
工业，加工业不如商业，商业可以通过生产者与消
费者之间的游走获得暴利，因而“末富”在暴富的程
度上要高于“本富”。相较之下，“本富”是“盗利于
天”，“末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盗利于人”。

在个人经商方面，范蠡也有一套自己的成功学：

首先，“居善地”，占据消费、物流的要冲位置。

范蠡在离开越国后，将创业、经商的据点选在
齐国，原因就是后者具有较好的生产环境、人文环
境。齐国地处山东半岛，而且临海，物资、交通皆便
利，是当时诸侯贸易的主要策源地。

同时，齐国具有良好的商业文化传统。姜子牙
开国时，就崇尚简明法令，民风务实崇利。齐桓公时
代，管仲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当范
蠡经营有方而富至千金时， 齐人认为他颇有贤能，

还特意请他担任国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此后，范蠡移居定陶，也是看中了它的特殊地
利：定陶地处天下之中，在齐赵、邹鲁之间，后者都
是春秋时期的富强之国， 且彼此之间的物产不同。

这就奠定了贸易消费的基石。

其次，把握天地万物的差异与运行规律，进而
敢于反向投资。

范蠡强调，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人弃
我取， 人取我与———在供需平衡中， 供给端货品过
多，物价自然走低；当物价低到一定程度，会影响供给
端的货品生产，从而导致供给不足，物价上升；物价上
升，又会刺激供给端生产商品；货品过度，又会反过
来影响物价。 成功的经营行为就是把握这种变迁与
平衡，根据市场行情与价格变化做到“低买高卖”。

再次，经营高质量商品，加快资金周转。

《史记·货殖列传》 在总结范蠡经商成功之道
时，认为“务完物”“无息币”这两点最为关键，即高质
量商品易受顾客青睐，又具有更高的抗风险能力。高
质量货物与资金流转之间容易实现良性互动，用
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商品和资金的高周转。

快速的资金流转，意味着经商者不能一味追求
价格的最高点或最低点， 而应在适当时候购入、售
出。由此，范蠡主张“无敢居贵”“逐什一之利”，即薄
利多销，不可贪利。

最后，在商业经营中要懂得使用和培养人才。

范蠡之所以声名传于后世，除了自身经商有道
之外，还在于他的子孙也很好地继承了家业与精神
财富。史书记载，范蠡最终“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
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70多年来，新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试点改革、从扩大开放到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从贸易大国迈
向贸易强国的发展阶段。展望未来，只有拥抱世界的人，才能拥抱更多的发展机遇，才能成就更多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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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

12:00 午间 30分
12:32 连续剧:三十而已(4-7)

15:37 中国新相亲
17:01 文娱新天地
17:22 名医话养生
17:46 诗书画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连续剧:三十而已(8、9)
21:20 今晚
22:02 东方大看点
23:01 连续剧: 戴面具的女人

(13、14)
新闻综合频道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暑期特别节目: 少年爱

迪生第 6季(12)

13:50 连续剧 :小欢喜 (47-49)

16:15 38集连续剧:青春斗(1)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观众中来 天气预报
19:15 连续剧: 雪豹坚强岁月

(45、46)

21:00 案件聚焦:游戏人生
21:30 新闻夜线
22:32 连续剧:因法之名(9、10)
0:06 午夜影院:黑豹天下

纪实人文频道
12:30 手造中国(2)

13:06 野性 24小时:南极洲
14:00 传家(2)

15:00 长城(上)

16:00 河西走廊之嘉峪关(6)

17:00 恶海捕蟹记:追逐蟹群

18:00 野性苏格兰:极端四季
19:00 愚园路
20:00 有个学校叫南开(1)

20:51 短纪录片
21:00 希望的田野: 拉林河畔

(2)

22:00 川味第 2季(2)

22:35 超级装
22:55 揭秘自然怪异事件 :海

中的独角兽、无声的响
尾蛇
东方影视频道

13:19 连续剧:火神(39-45)

18:58 连续剧:有你才有家(6-

11)

23:56 连续剧: 战狼 战狼(49、
50)

五星体育
12:05 棋牌新教室
12:45 弈棋耍大牌
14:15 2019-2020CBA 联赛复

赛第 2 阶段 (上海-吉
林)

15:15 2019-2020 西甲联赛第
38轮 (莱加内斯-皇家
马德里)

16:05 2019-2020西甲世界
16:40 2020UFC集锦
17:30 超 G竞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19:25 直播:2019-2020CBA 联

赛复赛第 2阶段(深圳-

上海)

21:30 体育夜线
22:00 弈棋耍大牌-上海三打

一
0:00 2016 巴西里约奥运会

羽毛球男单决赛(谌龙-

李宗伟)

央视一套
13:13 情感剧场

16:47 第一动画乐园
20:06 电视剧:什刹海(16、17)
22:38 等着我

央视三套
12:01 开门大吉
13:30 非常 6+1

14:30 综艺喜乐汇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30 向幸福出发
21:00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22:00 艺览天下

央视五套
12:35 2019-2020 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复赛第 2

阶段常规赛
14:00 2019-2020 意大利足球

甲级联赛第 34轮(尤文
图斯-拉齐奥)

15:25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2阶段常规赛 (北京
控股-南京同曦宙光)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19-2020 意甲联赛集

锦
19:25 直播:2019-2020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复赛
第 2阶段常规赛 (深圳
马可波罗-上海久事)

21:45 体育世界

22:30 2018 第 18 届亚运会攀
岩男子全能决赛

0:00 中国体操的闪耀时刻一
女子个人全能

1:30 2019-2020 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复赛第 2

阶段常规赛
央视六套

12:00 故事片: 功夫小子闯情
关

13:49 译制片: 一条狗的使命
II(美国)

15:52 故事片:鲛珠传
18:23 故事片:我是你舅舅
20:15 故事片:动物世界
22:39 故事片:大罗剑侠(中国

香港)

央视十一套
12:42 影视剧场: 传奇大掌柜

(10、11)
14:15 越剧:上邻下舍
16:31 影视剧场: 杨三姐告状

(14、15)
18:09 梨园周刊
18:53 戏曲青年说:罢宴
19:30 戏曲电影:刘三姐
21:33 影视剧场:范府大院(2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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