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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经贸

2020年 8月 24日，习总书记

在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

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

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

择。新疆深居内陆，是西部大开发

及“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桥头

堡。新疆面临的中亚地区是美国

中亚战略、俄罗斯欧亚战略、泛突

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四股力量

汇合之地。近年来，新疆经济发展

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对

外贸易发展方面，需要面对更加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新疆利

用其独特的地缘、资源及政策等

优势，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也面

临着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

争力较弱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对生

态破坏严重等问题，这就要求新

疆亟需优化对外贸易的发展方

式。

一、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

式的现状

（一）对外贸易额

近十年来，新疆的外贸发展

迅速，从表 1可以看出，新疆的进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由 2009 年 的

1382771 万美元增加至 2019年的

2370930 万美元，在 2014 年达到

峰值为 2766930 万美元。进一步

分析，2009年 -2019年，新疆的出

口额从 1082325 万美元增加至

1804391万美元，进口额从 300446

万美元增加至 566539 万美元，由

此可以看出，新疆近十年主要还

是通过出口贸易来拉动外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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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2019年新疆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增长率 进口额 增长率

2009 1382771 1082325 300446

2010 1712834 1296981 0.20 415853 0.38

2011 2282225 1682886 0.30 599339 0.44

2012 2517075 1934686 0.15 582389 -0.03

2013 2756191 2226980 0.15 529211 -0.09

2014 2766930 2348255 0.05 418675 -0.21

2015 1967789 1750600 -0.25 217189 -0.48

2016 1796328 1591212 -0.09 205116 -0.06

2017 2066073 1772922 0.11 293151 0.43

2018 2000996 1641867 -0.07 359129 0.23

2019 2370930 1804391 0.10 566539 0.58

注：数据根据历年新疆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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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从表 2可以看出，新疆主要

进口的还是一些初级产品，2015

年之前占比都达到了 80%以上，占

比较大，峰值则出现在 2014 年达

到 91.76%。自 2015年以后，新疆

进口初级产品开始大幅度的下

降，虽维持在 50%的水平，但总体

已经呈一种下降趋势。新疆初级

产品进口的下降，同时意味着进

口工业制成品的大幅度提升，

2015 年以后均维持在 40%以上，

这也表明新疆的产业结构在调

整，对外贸易进口商品的结构日

趋均衡。

从表 2可以看出，新疆出口

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

总体上是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

波谷时仅占出口总值的 10.78%。

新疆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的最

直接的效益就是新疆对外出口的

工业制成品的总值的稳步增长。

近十年间，新疆每年出口工业制

成品的比重均维持在 80%以上，

是出口初级产品的 4-9倍。

（三）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是指

在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地区）在

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边境线长

达 1400多公里，特殊的区位条件

决定了哈萨克斯坦在新疆对外贸

易发展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

位。哈萨克斯坦连续二十多年成

为新疆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总额为

1090829万美元，占当年新疆外贸

总额的 46%，其次是吉尔吉斯斯

坦，占比为 14.35%，这两个国家

就占到了与新疆对外贸易总额的

一半以上。扩大范围来看，中亚五

国“哈、吉、塔、乌、土”与新疆的外

贸 占 当 年 新 疆 外 贸 总 额 的

68.71%。总的来说，新疆由于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其对外贸易的地

理方向还是相对集中。同时，新疆

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都是

进口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新

疆主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油、矿

石、毛纺织品等初级产品，以此来

建设西北能源战略基地、进行能

源储备，为中东部地区的发展提

供保障。

（四）对外贸易方式

新疆陆地边境线长达 5600

多公里，与之接壤的国家多达八

个。在独特的地理位置下，新疆形

成了较为独特的对外贸易方式结

构。近十年来，新疆主要的对外贸

易方式主要有一般贸易、加工贸

易和边境贸易三种，不同对外贸

易方式都有所发展。新疆的边境

贸易的体量是最大的，2019 年边

境贸易额为 1205786 万美元，占

外贸总额的 50.86%；加工贸易则

是发展得较为缓慢，呈现出一种

不温不火的状态，2019 年加工贸

易额为 12198 万美元，占外贸总

额的 5.14%；一般贸易则是稳步

发 展 ，2019 年 一 般 贸 易 额 为

715675 万美元，占外贸总额的

30.19%。总体来说，新疆的边境贸

易在每一年的总进出口贸易额中

占比都非常庞大，基本保持在

50%以上甚至更高；一般贸易则占

比平稳，变化幅度小；加工贸易的

占比非常小，从未达到过 10%。

二、“双循环”模式下新疆

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

问题

（一）外贸发展空间的局限

新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就是

中亚地区的国家，独特的区位特

点决定了新疆的对外贸易只能是

向西发展，这就使得新疆的外贸

发展不得不面临空间局限这一问

题。近些年来，日韩及欧美等发达

国家也想要在中亚市场上分得一

块蛋糕，不断加强与中亚地区的

贸易往来，使得新疆在中亚外贸

表 2 2009-2019年新疆出口、进口商品结构（万美元）

注：数据根据历年新疆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年份
进口产品结构情况 出口产品结构情况

初级产品占比（%） 工业制成品占比（%） 初级产品占比（%） 工业制成品占比（%）

2009 82.14% 17.86% 21.68% 78.32%

2010 83.29% 16.71% 20.77% 79.23%

2011 80.99% 19.01% 19.82% 80.18%

2012 82.14% 17.86% 16.16% 83.84%

2013 91.07% 8.93% 18.36% 81.64%

2014 91.76% 8.24% 10.93% 89.08%

2015 58.84% 41.16% 13.96% 86.04%

2016 14.99% 85.02% 12.32% 87.68%

2017 57.35% 42.65% 10.78% 89.22%

2018 50.89% 49.12% 16.11% 83.89%

2019 54.26% 45.74% 17.42% 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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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被进一步

压缩；而且由于新疆通往中亚、西

亚甚至是欧洲的道路通而不畅，

贸易货物往往需要多次转运，提

高了运输成本，最终使得在中亚

外贸市场上的国际竞争非常激

烈，不利于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方

式的转变。

（二）生态环境的脆弱

新疆幅员辽阔，但是其大部

分区域处于干旱和极干旱地区，

全年全区降水量少，沙漠和戈壁

滩广布，全疆 82个县（市）中就有

53个县市辖区有沙漠分布，绿洲

受其包围分割，且面积较小，生存

形势严峻。山地面积占到了全疆

面积的 40%以上，植被也比较稀

疏，地表则有强烈的积盐，极易发

生土地盐渍化，生态环境较为脆

弱。新疆具有丰富的煤矿、石油等

能源资源，但开采方式仍然比较

粗犷，难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

境，而且由于其生态环境脆弱，遭

到破坏后更加难以恢复，中央也

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理念，生态环境问题是新疆

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一

个切实难题。

（三）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一是新疆过于注重出口对经

济发展的拉动，忽略了进口的作

用。2019年，新疆出口额是进口额

的 3.18倍，且进口的商品主要是

初级产品，新疆的贸易策略对进

口贸易不够重视，进口贸易可以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管

理经验等方式来提高竞争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等，是落后经济体

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方式。

二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

尽管新疆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优

化，但仍不尽合理，农业基础仍然

薄弱，依然是以较低水平的种植

业为主，出口的农产品主要还是

以棉花等初级农产品为主，产品

附加值低。虽然 2019年新疆出口

工业制成品占比为 82.58%，但工

业上也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

主，能源型、加工型企业数量多、

占比大，产品竞争力低、利润空间

小。

三是新疆的外贸过于依赖哈

萨克斯坦。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

贸易额几近占新疆贸易额的一

半，很多年份甚至达到 60%往上，

单一的贸易结构导致新疆对哈萨

克斯坦的贸易依存度极高，哈萨

克斯坦的经济变动很容易波及新

疆的对外贸易。

四是边境贸易占比过大。由

于特殊的地缘条件，新疆外贸机

构中边境贸易占比过大，而一般

贸易和加工贸易占比较小，特别

是加工贸易，历年占比均低于

10%，发展缓慢。

（四）科技创新不足

无论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还是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地

位，企业的自主创新都是关键。但

由于新疆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

外贸的发展主要通过资源和生产

要素的投入增长来拉动，技术创

新因素较小，出口的产品普遍科

技含量低、利润小，极大削弱了新

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力。从外部层面来看，新疆地方政

府财政能力不足，对企业技术创

新支持力度不够；同时，从外贸发

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来看，新疆

的外贸型创新人才较少，难以为

外贸人才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

从企业内部层面来看，企业自身

也缺乏技术的创新驱动，一是新

疆的外贸企业大部分都是通过简

单的加工进而出口到周边国家，

形成两头在外的“走廊式”外贸特

点，弱化了科技创新的动力；二是

在承接沿海发达省份产业转移的

时候，新疆承接的大部分都是低

技术含量的纺织业、食品加工等

轻工业，缺乏引进高科技的平台，

进一步削弱了新疆外贸企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

三、“双循环”背景下新疆

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优化路径

（一）借助“内循环”，优化外

贸商品结构

新疆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出口

的是棉花、番茄酱、鞋类等初级农

产品或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进

口的也是原油、矿石等初级产品，

这是由新疆的产业结构决定的。

“双循环”背景下，国内产业链会

迎来一个大调整，东部产业形态

更新迭代，制造业向西部转移是

大趋势。“双循环”模式是新疆参

与到全国乃至国际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经济循环链当中的一个

重要机遇。“内循环”下，新疆应积

极承接东部沿海省份产业转移，

培育壮大新疆的棉花、番茄、干果

等特色产业，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由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

产品转变，从而优化进出口商品

结构，推动新疆的外贸从数量向

质量和效益转变。

（二）借力“外循环”，突破新

疆外贸发展空间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疆

的贸易国主要是“哈、吉、塔、乌、

土”等中亚区域国家，贸易伙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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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在“双循环”背景下，新疆

应借力“外循环”，充分发挥地缘

区位优势，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自身的

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

放的总体布局中，丰富对外开放

载体，将更多本地的特色产品销

往西亚、欧洲等其他区域国家，彻

底改变过度依赖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贸易局

面，提升对外开放层次，打造内陆

开放和沿边开放的高地，切实突

破外贸发展的空间限制。

（三）依托“一带一路”，降低

外贸成本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

来，已得到 15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核心就是打通各沿线国家的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

机场、通讯设施等，从而推进贸易

的便利化、推动贸易的纵深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

往，新疆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国

家的贸易由于道路不畅，贸易成

本较高，削弱了新疆产品在国际

上的竞争力，在新形势下，新疆作

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应依

托“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利用沿

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通讯设施，降

低外贸成本，降低外贸产品的价

格，提高外贸产品的竞争力，充分

发挥经济带核心区推进作用，将

新疆的地缘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切实推进新疆外贸发展方式

的转变。

（四）优化贸易方式，加快贸

易方式多元化发展

加工贸易是经济全球化条件

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

际贸易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贸

易方式在促进就业、扩大出口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加工

贸易比重，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

级，可以使新疆在国际贸易价值

链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新疆目前

主要的外贸方式是边境贸易和一

般贸易，这两种外贸方式占到了

新疆对外贸易总量的 90%以上，特

别是边境贸易基本维持在 60%，体

量巨大，贸易方式还有非常大的

优化空间，贸易方式需要由单一

化向多元化进行转变。随着“双循

环”战略的实施，新疆会进一步承

接东部省份的产业转移，新疆的

加工贸易份额将会不断增大，贸

易结构也会进一步优化。具体来

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

是新疆可以利用本地的棉花、番

茄、干果等特色产品进行深加工，

延长产品的产业链，提高产品的

价值，将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利

用；二是新疆可以利用自身处于

欧亚大陆桥的中心位置，进口一

些中亚国家急需产品的原材料进

行深加工，缓解“走廊式”外贸的

劣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切

实保护生态环境

技术创新是推动外贸发展的

重要途径，在国际贸易市场份额

争夺时，科技实力越强的国家越

能争得更多的市场。同时，高科技

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对环境破坏较

小，更适合新疆较弱的生态环境。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大

科技创新，实现外贸与生态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地方政

府要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

科研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也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到科技

创新中来，同时，对积极参与科技

创新的企业给予补贴，鼓励企业

自主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二是要形成企业、学校、科研

机构协同发展的创新机制，鼓励

科研机构积极创新，实现新技术

从产生到利用的闭环体系，产、

学、研实现资源、信息、技术的共

享，又可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三

是加快新疆外贸人才的引进，依

托中央和其他省份对新疆的援助

政策，充分发挥对口支援部门的

人才优势，同时，完善人才激励保

障机制，培养一批干得好、留得下

的本地外贸人才，促进外贸的纵

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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