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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全球大国之列，逐步转向以内
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

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
投资 （FDI） 目的地国和来源国，中国自开启改革开放进
程以来，不仅让自身经济实现腾飞，也使全球其他经济
体受益良多。经过若干年的深入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
的经济联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双方经济联系进
一步加深，将带来多少经济价值？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这份名为“中国与世界：理解变
化中的经济联系”的报告，从多个维度探讨了中国与世
界之间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联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
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在贸易、科
技和资本3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有所
降低，这表明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
长模式。从经济体量上看，中国已跻身全球大国之列，
但仍有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例如，中国上榜 《财
富》世界500强的企业，海外营收占比不到20%，而标普
500上市公司的平均占比为44%，中国企业有更多的空间
来推动全球化。

与此同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有所上升。研
究显示，2000年—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
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
出的 35%。报告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称，2010 年—2017
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另外，在汽
车、酒类、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
场，消费额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 30%。中国在 2015 年—
2017 年间是世界第二大 FDI 目的地国和来源国，其中地
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
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由于中国经济
体量极为庞大，全球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
于中国，在被考察的20个行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
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

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
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技术是一个

核心关注点。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
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
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
进出口份额。报告分析 11 个领域的 81 项技术结果显示，
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称，从中长期来说，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广泛消费升级，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商机

报告称，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的消费市场将继续
繁荣。在很多消费领域，中国已与世界高度融合，并且
未来还有更大发展空间。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
透率远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按品类和市场划分，
跨国企业在 30大商品品类中占据的市场份额在中国平均
为40%，美国则为26%。

未来，中国市场将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商机：一是中
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报告
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消费升级。麦肯
锡 2018 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有 26%的受访
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 10个顶尖经济体
的平均比例为17%。二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
加境外消费，让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商机。

多家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消费增长可能高达6万亿
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世界其他国家将从中获
益。在将发展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后，中国会从新
兴市场经济体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从发达经济体进
口更多优质商品，从而帮助其他经济体创造更多就业。

华强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的内
容反映了麦肯锡对中国经济历史和未来中期趋势的看
法，“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抱有信心，中国经济有很强

实力，而且会继续快速增长”。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有三大优势：一是从城镇化和

生产力水平来衡量，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意味着
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二是中国通过实践已经证明
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少有国家能够
实现两位数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但中国实现
了，这表明中国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经验丰富，政府会
运用正确的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三是充满活力的中国
人民，这是中国经济最大优势。“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转变，这将成为经济增
长关键而强大的驱动力。”

切实加强合作，将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未来，中国和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将对全球经济价
值产生何种影响？华强森表示，改革开放令中国和世界
受益极大，如果中国继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而世界其
他经济体也采取行动，双方切实加强合作的话，将创造
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这份报告模拟显示，中国和世
界其他经济体有大量机会推进彼此融合，到 2040年，创
造的经济价值或可高达22万亿—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
球GDP的15%—26%。

报告认为，中国能够为解决全球共同挑战作出更多
贡献。中国已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承诺以及融资力度，并
且对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新机构给予大力支持。中国
积极组建区域贸易集团，逐渐成为制定全球化问题解决
方案的关键参与者。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技术
流动增加，将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这有
助于生产率的提升。

世界各国可以共同思考并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改
革，提升争端解决效率、扩大包容性，让全球进一步分
享中国经济开放带来的红利，惠泽更广大群体。

（本报华盛顿7月6日电）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称，2000年—2017年，世界对中国
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

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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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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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气象预报，7月 7日至 10日，江南、华南
中部北部、西南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受降雨影响，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
鄱阳湖水系的饶河、信江、抚河、赣江，安徽水
阳江，浙江钱塘江，福建闽江上游，珠江流域西江
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等主要河流可能超警。

国家防总向有关省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
出通知，要求高度重视此次暴雨洪水防范应对
工作，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灾害防御以及山
洪、滑坡、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灾害防范工
作，预置抢险救援力量，提前转移洪水威胁区
的群众，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尽最大努力减轻
洪涝灾害损失。

7月3日至7日，福建省经历了一轮连续强降
雨。预计7日至11日，福建西部、北部地区仍有
持续性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目前，当
地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洪涝及次生灾害。

图为 7 月 7 日，消防队员在三明市泰宁县用
救生艇救援被困群众。

邱灿旺摄 （新华社发）

南方降雨强
防范应对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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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须弥胜境 彼岸莲华——藏传臻品
唐卡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图为观众在参
观展览。 贺路启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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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展精选唐卡

一道天然屏障，也是唯一的活路

7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全州县凤凰镇建安司村的凤
凰嘴渡口，这里是建江和湘江的交汇处，因形状似一只
凤凰嘴而得名。只见江面有百余米宽，江水悠悠向北流
去。如今，附近的村民们使用铁船渡江，凭着摆渡人拉
动铁索，人们不到 4 分钟就可到达对岸，很难想象 85 年
前红军抢渡湘江时惊心动魄的场面。

1934 年 12 月 1 日，屏山、大坪、界首等渡口或浮桥

被炸或失守，凤凰嘴是红军抢渡距离最近且可以涉渡的
地方，因此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
口。南、北、东面都是围追的敌军，红军必须渡过湘
江、向西挺近。这百米宽的江面，是一道天然屏障，也
是唯一的活路。

桂林市党史专家黄利明介绍说：“1934年12月1日午
后，红八军团陆续来到凤凰嘴湘江东岸，他们是从渡口
上游 100 米处至建安司村五六百米之间的江段涉水抢渡
的。正值枯水期，水深在胸腹部以下，没有架浮桥。”一
旁的村民补充道：“当时下白霜咧，江水刺骨，冷得很。”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
人，锐减至 3万余人。亲历过长征的诗人陈靖有诗：“血
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尸体遍江底。”正是因
此，当地流传下“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的说法。

“我要把红色故事讲好，把长征精
神传承下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凤凰嘴

渡口以东约1公里的凤凰和平红军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同
学们正在朗诵 《七律·长征》。另一间教室里，老师正在
讲授湘江战役的历史，孩子们听得入迷。

这是这所学校的特色红色教育课。据校长罗荣云介
绍，学校重视红色教育，用一间120平方米的教室布置了
湘江战役革命史展室，结合本地红色文化和传统，编写
红色教育校本课程，举办红色歌曲演唱大赛、红色故事
会、红色童谣编辑、清明节祭扫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
中品味、传承长征精神。

同样致力于传承长征精神的，还有兴安县红军长征
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馆长尹汤怀。从 1998年起，尹汤
怀开始担任馆里的讲解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尹汤怀表
示，20多年来感到很欣慰，常常有客人了解了红军长征
和湘江战役的故事后感动落泪。有一次，一位 80多岁的
老人家，故事听得投入，不休息，一口气参观完整个展
馆。馆里做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孩子们一节本来 40分
钟的课，往往延长到2个小时。

“上一任馆长曾经拍着我的肩膀，对我嘱托，”尹汤
怀说，“接过接力棒，把红色故事讲好，把长征精神传承
下去。”

再次回望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狮子山
顶，3支步枪造型的纪念碑直插云霄，南侧的湘江战役纪
念馆像一顶红军八角帽，和流淌不息的湘江水一样，诉
说着无声的纪念。

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要走多远呢？
7月1日，长汀南山镇红军烈士后代蔡伟月转乘汽车和飞机，用时6小时。85年前，他的曾祖父蔡开

铭跟着红军，靠着双脚走了近两个月，在湘江战役中献出宝贵生命。在当年红军经过的界首渡口，蔡伟
月取走一瓶湘江水，准备带回老家曾祖父的衣冠冢前。他说：今后一定把红军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这是不能忘却的纪念！1934年底，在长征经过广西的前后19天时间里，发生了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
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红军以重大代价，打破蒋介石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的美梦，保存了红军
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正是经此一役，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一步步走向胜利。

近日，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广西桂林，辗转兴安、全州、灌阳三县，于85年后，感受这场红军长征
中最壮烈的一战，也铭记这份不能忘却的纪念。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罗沙）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82 周年仪式 7 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
持纪念仪式。

卢沟桥畔，气氛庄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巍然矗立。上午 10 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 《卢沟桥
战歌》《为祖国而歌》 两首抗战诗歌，首都大学生合
唱团演唱了 《毕业歌》 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表达年轻一代爱国情感、坚定信念和奋斗精
神，抒发当代青年以史为鉴、奋发进取、追梦圆梦
的志向。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拾阶而上，依次来到抗战馆
序厅，手捧由红色石竹、黄色菊花、绿色小菊组成的
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

《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
一同参观了 《为抗战吹响号角——中国共产党与抗战
文化》专题展览。

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
责同志，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代表、抗战将
领亲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
代表500余人参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2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7月7日电（记者张一琪） 2019年度“看
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展映仪式今天在北京师范大
学北国剧场举行。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影视界人士
以及外国教师和青年代表等欢聚一堂，共同欣赏 2019
年度拍摄的影片。

据了解，项目从 4 月 9 日启动，至 7 月 7 日截止，
历时90天，来自38个国家42所高校的102位外国青年
导演，拍摄了102部以“时刻·时节·时光”为主题的纪
录短片。展映式上播放了其中的6部，既有在山东拍摄
的残疾人运动员的故事、在青海拍摄的“候羚人”的
足迹，也有在北京拍摄的国家大剧院“巨蛋”的故事
……展映影片受到在场嘉宾的一致好评。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是由北京师范大学
会林文化基金、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文化
体验与影像创作实践项目，迄今已经举办9届，已有来
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格鲁
吉亚、印度、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巴
西、阿根廷等 60个国家 77所高校 610名青年参与，出
色完成609部短片，共获100余项国际奖。

外国青年影像计划
展映式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