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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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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20 年 11 月 26 日，第二届中国北部湾发展论坛暨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在广西钦州

召开，会议旨在践行新型全球化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和民族地区自贸试验区建设，研讨中国北部湾发展战略。与会专家学者在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和交流，为钦州市高质量发展与自贸区建设、
“十四五”
规划与发展，
提出了诸多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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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北部湾发展专业委员会、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改革，促进“一带一路”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

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入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

和北部湾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北部湾发展论坛

学院刘戒骄针对自贸区建设，建议立足国内大循

暨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研讨会于

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

2020 年 11 月 26 日在广西钦州北部湾大学召开。本

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企业为主体，以

届论坛围绕“新型全球化与民族地区自贸区建设”

市场为导向，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

主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高峰对话和分会场讨

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广西社会科学院周明钧认

论，在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民族

为打造西南地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动载体有重

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西部

大意义，应加强宣传舆论引导，推进西南地区国内

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

国际双循环联动载体的建设。新疆社会科学院农

入的沟通和交流。

村发展研究所吾斯曼·吾木尔指出，新疆应对新型
全球化趋势，须紧扣以“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

一、新型全球化与“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经济带”为主线，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引领，加快
新疆商品“卖全球”步伐。新疆大学郑嘉禹、粟迎春

面对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全球

指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就是要

化的困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未来全球化

形成“大保护、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筑牢

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戴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共

慧提出，应对经济全球化应坚持双循环发展战略，

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坚持市场化改革。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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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上，都认为应坚持双循环
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与“一带一路”国家共

三、民族地区的自贸区建设

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自贸区在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实施新管理模

二、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式、创新投资管理等层面皆有可能出现法律层面的
瓶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自贸验区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孟广文

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民族地区推

针对广西自贸区，提出了“一城二区”的发展模式、

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央民族大学李曦辉提

逐渐享有较大事权与简单明了政策法规、自贸区核

出，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经济的帮扶力度，推动少数

心区可逐步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建立以航运

民族经济尽快高质量融入国民经济及全球化，融

物流业为基础的产业群等对策建议。中国社会科

入“一带一路”倡议，增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外
在动力。广西民族大学胡超指出，在迈向高质量

学院刘戒骄指出，随着中国加入 RCEP，与东盟、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会有密切经济联

发展新阶段，兴边富民行动理念需要从“输血”转

系，钦州和“一带一路”直接相连，在“十四五”期间

向“造血”，行动主体需要从政府“独唱”转向政府、

要通过先进制造业，一方面和内地联系，另一方面

社会力量和边民三方“合唱”，行动方式需要从缩

带动进出口。大连海事大学李忠操指出，广西自贸

小均值差距的“大水漫灌”转向满足个性化、多样

区既为国内循环之“终点”，亦为国际循环之“始

化需求的“精准滴灌”。中央民族大学冯彦明建议

点”，应探索和构建国际商事法庭解决商事争端，加

打通钦州港与广西内地及西北、西南、中南甚至全

快广西自贸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北部湾大学

国的陆、海（河）、空联系，解决交通不便问题，实施

李燕、陈金源提出，北部湾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多重

包括大数据产业化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

政策优势助力金融改革，采取搭建多层次对外开放

程、教育振兴工程和金融发展工程。吉林大学刘

平台、支持优势产业“引进来”与“走出去”、探索自

国斌、杨富田指出，必须加强政策对接和民心沟

贸区旅游新业态模式等措施，全面提升北部湾城市

通，提高投资质量，进行差异化竞争，创新区域合

群对外开放程度。广东海洋大学廖健聪提出，北部

作模式，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

湾城市群服务业合作发展应抓住东盟和中国经济

经济高质量发展。北部湾大学陈锋指出，应从顶

的发展、北部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服务业发展的差

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

异性等机遇，着眼于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推进北

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更有

部湾城市群服务业合作错位发展和优势互补。北

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机

部湾大学占金刚、程嘉认为，广西自贸区的发展应

制新格局。西南科技大学付巾书、宋加山指出，成

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与

渝双城经济圈须加快接入国家高铁大动脉，通过

东盟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稳定广西外商直接投

中欧班列和“一带一路”规划进一步优化资源和市

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任

场要素配置，积极承接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重

晓莉针对钦州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指出，钦州

庆市巫山县委党校雷兆玉指出，重庆市巫山县远

自贸试验区一是应更新理念，深化对自由贸易区的

离经济圈“双核”，应坚持积极融入双城经济圈，内

认知；二是要整合机构，提升创新主体的能效；三是

谋发展，外求合作，打造长江三峡国家公园和“两

要多策并举，优化整体的建设生态；四是要大胆探

山”
“ 两化”创新试验区。中国旅游研究院徐宁指

索，优化引才引智的政策环境。中央民族大学冯彦

出，边境民族地区要以旅游业作为先导产业，打造

明指出，钦州自贸试验区应认清形势，改变观念，规

边境旅游核心区，推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划设计先行，并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争取国家支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综上所

持。北部湾大学朱念等指出，钦州正处于“一带一

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结合民族地区的现实

路”倡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陆海新

条件，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实施民族振兴工

通道等国家战略多重机遇叠加的黄金发展期，随着

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产业环境的完善和硬件条件的提升，加快发展枢纽
159

区域经济评论 2021 年第 4 期
经济刻不容缓。北部湾大学沈奕等人针对中国（广

盟融粤港澳接西部等建设路径，加快早日建成西部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营商环境，提出要强调简政

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中共钦州市委党校侯名芬

放权，完善行政效能机制，创新金融制度，建立多元

指出，钦州市要进一步凝聚共识，抢抓机遇，突破码

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跨境贸易服务，打造与世界

头、航道、货源、集疏运、智能化、人才等瓶颈，在更

先进自贸区对标的国际营商环境。综上关于自贸

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

区建设的研讨，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自贸区应在法

设。北部湾大学赵君指出，向海经济发展有着得天

律法规的监管和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完善各项基础

独厚的优势和千载难逢的机遇，应以海洋经济高质

设施条件，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内外联动，形成民族

量发展为主线，打造向海经济现代产业体系，培育

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加快自贸区发展。

向海经济科技创新动能，推进海洋特色产业园区建
设。北海社科联伍朝胜指出，为迎合时代发展要

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与向海经济发展

求，北海应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推进向海经济
发展，探索出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向

西南大学宗会明指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过

海经济发展之路。北部湾大学罗嘉琪等人指出，西

程中，西部地区要注重高等级陆路交通干线建设，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广西应当加

助力边缘城市和口岸城市交通发展，提升区域交通

强物流业管理协调，加快现代物流规划与建设，构

网络均衡性。北部湾大学傅远佳指出，钦州建设的

建综合立体交通集疏运体系，完善物流基础设施，

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城市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

培育一批重点物流企业。综上，专家学者们普遍认

的国际陆海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重要国际门户城

同民族地区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市、产业合作枢纽城市，应当通过强交通扩港口拓

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搭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海

通道、深改革简流程提效率、全开放配政策真兑现、

洋特色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壮大西部经济发

搭平台聚产业优结构、强文教促交流扩旅游、强东

展实力。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New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s
in Ethnic Regions
Chen Junshan Huang Guiyuan Shen Yi

Abstract: On November 26, 2020, the second China Beibu Gulf Development Forum and seminar on new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in ethnic areas were held in Qinzhou, Guangxi. The conference aims to practice the new concept of
global development, create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and sea channel in Western China and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ethnic areas, 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Beibu Gulf.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ing the meeting had in-depth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the new
globalization and“Belt and Road”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are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ethnic areas, the new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China S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a
economy，etc.，and put forward many good strategi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zone, the
“14th five year”plan and development of Qinzhou City.
Key Words: New Globalization；Free Trade Zone；New Land Sea Channel in Western China；
China’
s Beibu 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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