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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构建更具竞争力经济的重大战略。以马克思经

济空间思想为理论基点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格局，可以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从空间生产

到生产空间的深层逻辑转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生成

的，是立足新时代经济发展空间形势科学研判制定的前瞻性经济发展战略。新时代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应在梳理马克思经济空间理论和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国内消

费市场、扩大对外开放以及加强科技创新，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拓展生产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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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重要转型发展时期，意味着国内市场在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战

略地位得以全面凸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外市场变化提出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是以战略前瞻思维对经济发展空间

不足提出的应对方案。从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主要是在既定空间中从事产品生产的过程，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目的在于生产创造新的经济空间，以应对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即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开拓创新经济发展空间，重塑国际竞争优势。就此而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新经济发展阶段

提出的全新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深刻阐释的重大时代课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马克思经济空间思想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联逻辑基础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空间

演进逻辑，提出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拓展新的经济空间的思路和建议。

一、经济空间: 支撑资本逻辑扩张的关键范畴

历史维度上的时间是马克思解码资本增殖奥秘，得出未来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基本工具。由于马克思较少涉及空间直

接论述，理论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究竟要以时间为终极视野还是以空间为主导向度”这一具有争议性的重大理论问题。［1］空

间是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社会深处必然要关注的范畴，资本要实现持续扩张就必须不断开拓占有新的经济空间。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剩余劳动价值的积累，是一种以实现自身增殖为唯一目的的社会关系。资本为实现自身最大增殖，持

续推进着各类生产要素流动，不断影响着人类经济生产活动实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支持资本持续扩张的“经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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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空间需要借助物理空间形式表现出来，如以城市和乡村为代表的地理空间区隔是实现资本扩张的典型经济空间范畴，

但此种地理空间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范畴，它已经演化成了承载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空间范畴。经济空间是劳动价值

生产驱动生成的经济活动空间，资本作为实现社会劳动价值增殖的核心机制，必然会在持续扩张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空

间，即资本增殖扩张过程是一个发现、生产和占有经济空间的过程。

马克思穷其一生研究资本，深刻剖析了资本在实现社会关系数量增殖基础上，不断实现资本质量衍变的机理。资本通过对

社会剩余劳动的持续占有，不断建立起了有利于资本生产增殖的产业结构、价值链条、信用体系、产权制度等一系列表征着经

济发展空间的范畴。资本增殖的深层空间逻辑，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靶向。一方面，资本扩张需要充足的劳动力、

需要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以及良好的社会协作条件。只有不断发现、生产和占有新的经济空间，资本才能获得可能支持其持续

扩张的动力。当然这些空间必须是潜在、可供资本生产发掘的经济空间，一旦市场失去可供占有的经济空间，资本就会陷入无

法扩张的状态，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停摆状态，社会就会爆发系统性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资本扩张的同时也

在不断生产制约持续占有经济发展空间的因素。私有化向度上的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需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的私

有向度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现实考量出发点，在不断发现、开发和占有潜在经济空间的同时，造成了制约资本持续占有经济空间

的贫困积累。一是资本无限制无休止地压榨劳动者，不顾劳动者的实际生存场域，最大程度地攫取剩余劳动价值，工人阶级社

会消费水平极其有限，严重破坏了资本持续生产需要的、潜在市场消费空间，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社会空间。二是资本源

源不断地占有自然资源，同时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带来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破坏了资本扩张需要、支撑经济

发展的生态环境空间。

总之，资本逻辑、经济空间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深层关联逻辑。资本扩张的基础是不断发现、生产和占有经济空间，但由

于资本逻辑本身蕴含的内在否定性，会不断压缩甚至破坏可支撑资本持续扩张需要的空间，因此世界各国都需要不断采取扶持

政策，不断为资本持续扩张开拓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在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纵深发展的宏大世界历史潮流中，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同样需要源源不断的空间支撑。与资本主义存在本质不同的是，在经济发展空间不足时，社会主义能够充分发挥制度优

势，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空间保障。

二、改革开放前以国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及经济空间生产 ( 1949 ～ 1978 年)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工业发展基础和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封锁的历史现实，党和国家高瞻远瞩地意识到必须

尽快集中全国力量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体系，以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尽管当时中国主动与

部分国家开展对外贸易交往，但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格

局主要以国内循环为主，经济空间生产主要依赖行政权力的配置。“一五”计划确立建设的“156 项工程”，为新中国优先发展

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格局，主要建构在以行政权力调配经济发展资源的

国内循环体系，经济空间生产主要表现为以重工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建设和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农业建设。

1． 工业体系建设与经济空间生产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积累的血腥殖民方式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中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

道路，因而建立工业体系的物质积累需要通过国内市场来实现。当时为了最大程度地集中全国有限物力人力资源支持工业体系

建设，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通过行政指令调配工业生产原料以及产品分配等。重点工业布局在东北、中部、

西部等矿产资源丰富和工业基础良好的城市，经济空间的发现、生产和占有，主要为工业体系和国防事业建设需要服务。以行

政权力集中配置资源，开展经济空间生产，在客观层面上短时间确实有助于体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新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1949 ～ 1978 年，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重工业产值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比由 7. 9% 提高到 42. 6%。［2］但从长期运行来看，计划经济体制容易陷入僵化，造成众多掣肘经济空间持

续生产和供给的因素，影响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是行政权力在发现、生产经济空间生产方面具有强大优势，

但由于国防建设等军事政治因素的影响，部分工业布局在交通相对不便的偏僻区域，影响了后续经济空间的拓展。二是经济空

间主要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服务，人民群众日常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处于低水平状态，限制了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空间的

供给。三是城市建设主要为工业发展服务。集中一切资源开展工业建设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城市作为实现工业化的载体，主要

为开展生产提供地理空间，能够在经济空间方面起作用的城市规划和消费功能处于被限制状态。

45

ＲEFOＲM OF ECONOMIC SYSTEM
NO． 3 ． 2021



2． 人民公社建设与经济空间生产

制定与工业化体系建设及经济空间生产遥相呼应的城乡发展政策，目的在以农业集体化建设为基础支撑工业化建设，即以

人民公社建设为代表的政策是为汇集工业建设需要的经济空间服务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深刻认识到平衡

工农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意义。人民公社建设的目的在于城乡均衡发展，更好地为工业建设提供经济空间，有效规避资本主义的

“城市病”和“乡村衰落”问题。当然需要指出，人民公社为工业建设提供了重要经济空间保障的同时，也造成了制约经济持

续发展的空间因素。一方面，人民公社是一种新型的、多功能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汇集生产、教育、政治等诸多功能为一体，

源源不断地将农业劳动剩余转化成为支撑工业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农业经济空间保障; 另一方面，人

民公社建设试图建立起城乡均等的理想城乡关系范式，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严格的户籍政策和消费品计划分配政策，限制农村

人口向城市流动，大量富余劳动人口被框定在农业生产领域，限制了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的空间供应。

概言之，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经济空间生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主导和型塑的。当时受特殊国际环境影响，

经济发展缺少国际市场空间支撑，经济发展格局主要是以国内循环为主导的。客观上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时间内为工业和国防建

设提供了充裕的经济空间保障。但在工业体系建立完成后，计划经济为保障工业优先发展，挤压了农业的发展空间，人民物质

消费生活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逐步成为掣肘经济空间持续供给的因素。种种迹象显示，以行政权力调配资源开展经济空间生产

的方式容易陷入僵化状态，不利于以创新发展为代表的新型空间创造和生产，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审视马克思关于利

用资本和商品经济组织经济空间生产的理论，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不断为解放生产力、提升综

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三、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及经济空间生产 ( 1978 ～ 2012 年)

放眼全球化经济发展现实，可以发现基本不存在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各国都需要在世界市场中获取本国建

设需要的原料和产品，因此各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国际市场循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任务是主动调整国民经济生产结构，为

参与世界市场、优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格局奠定基础。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完备工业体系，主动承

接由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既实现了对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和安置，又换取了大量外汇。这一时期，不断激活

市场在经济空间生产中的积极作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建构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

格局。

1． 以国际循环为主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内重视改革不断塑造有利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市场经济空间，对外重视开放不断拓展有利

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市场经济空间。在参与世界市场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两个明显历史分期: 一是 1978 ～ 1988 年，加快国内

经济调整发展的阶段。农村成为改革调整的前沿阵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充分激发了农民农业

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丰裕的农业经济空间。一方面，农民生产积极性获得了极大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得到较大提升，粮食产量获得了较大增长; 另一方面，农村改革解放了大量富余的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劳动

力保障。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提升了乡镇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出了大量的消

费空间。1978 ～ 1988 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吸纳就业人数从 2830 万增加到接近 9500 万，到 1989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

总产值比重上升到 60%。［3］二是在 1988 ～ 2012 年，是外向型经济形成、发展和调整阶段。1988 年国内经济学界以国际大循环

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认为以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市场交换竞争，有利于推进全国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的发展。［4］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户籍制度不断改革，票证制度逐渐取消，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不断增大，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各类要素被充分激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市场中具有影响力的国家。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以国际循

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正式形成。200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峰值一度达到 64% 以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比重由第 7 位

跃居为第 1 位。［5］

2． 以国际循环为主经济发展格局的空间生产

在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中国充分发挥“世界工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真正成长为世界上最大

外资投资国、最大产品出口国，同时世界市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双向环流。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国外市场经济空间，由此实现了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规模的历史性跃升。作为一枚硬币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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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经济发展的高度依赖，同时造成了国际收支顺差，国内经济缺少原创支撑等问题。以研发和销售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环

节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与国内廉价劳动红利消失等因素重合，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的动力和空间逐渐呈现出了不足的发展

趋势。2006 年，深刻反思了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造成的发展空间问题，重视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对国民经济发

展的驱动作用。2008 年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产过剩问题，依靠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循环发展格局难以为继，因此突出

国内市场、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暴露出了众多限制其持续发展的空间问题。其中，国内消费市

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比小，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动力不足等，成为限制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影响因素，亟待重新审

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思考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市场空间。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成及经济空间逻辑阐释 ( 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格局，不断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空间。先后强调畅

通国内经济循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 以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

时，不断采取措施为经济发展生产新的经济空间，如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海南自贸港建设、ＲCEP 协定等正是立

足现实经济发展基础，挖掘生产新经济空间的重要举措。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统筹考虑国内外市场引发经济空间变化的现实做出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

济发展的空间逻辑出现了重大转换。近年来，国内外市场出现了较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空间生产出现了制约其不可持续

发展的因素，经济空间生产要在充分研判经济发展现实基础上进行调整。一是受逆全球化潮流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

发展呈现出加剧失衡的状态。原本正常的全球产业分工链、供应链、价值链受到了严重冲击，国际市场出现了重大掣肘其循环

畅通的因素，极大影响了国内市场对外出口的规模和效益。二是建立在“世界工厂”基础上的技术和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迈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是新时代经济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时代课

题。统筹国内外市场发展出现的变化，立足为经济持续发展挖掘生产经济空间的现实需求，需要在把握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阶

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重塑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竞争优势，即力争以国内循环的畅通为参与国际循环争

取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马克思经济空间思想为理论基础审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格局，主要是立足传

统发展意义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组织物质生产，这种范式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现实语境中日益面临经济空间不足的问题。一是以高

能耗、高污染、高劳动力为基础的国际产业转移及其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到了难以拓展经济空间的瓶颈期，需要转型升级。二

是技术创新不足、城乡发展失衡等难以匹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制约了新型经济空间的拓展和生产。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空间思路，即从空间生产转向生产空间，为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新的经济空间。从在传统空间中进行

物质生产转向不断拓展生产新的经济空间，这是新时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空间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生产经济发展空间，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型空间保障。一是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将生态环境保护上

升到了生产力发展高度，在根源上及时化解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生态经济空间诉求的落实。

二是以反对贫困生产消费空间为代表的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化解了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贫富差距问题，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

了消费空间保障。三是以文化自信建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精神文化支持，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文化空间保障。上述三个方面的空间生产都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创新发展开拓生产新的经济空间，全面带动

和实现产业升级。

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生产经济空间拓展的对策建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和国家立足国内外市场变化，为实现国富民强和全球经济正义而做出的战略选择。未来伴随着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中国必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必将为全

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新时代要善于抓住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战略机遇，不断生产拓展新型经济发展空间，进一

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在开拓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基础上重塑全球竞争优势，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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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发展格局。

1． 重视国内消费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不断挖掘国内消费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成长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工厂”，而且凭借超大市场

规模优势和日益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正是基于此，我国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就高度重

视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现实遵循，高度重视国内消费市场的建构，深入贯彻落

实精准扶贫方略、生态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充分激发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立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

要，深入挖掘国内市场消费空间，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完善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国内消费的经济基础，只有采取有效

措施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水平，才能充分激活国内消费市场，才能真正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完善按劳分配

为主的基本分配制度，一是初次分配要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问题，保障按劳分配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完善提升居民财

产性收入的路径。保障居民收入途径的多元化，平衡好按劳分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切实保障居民收入水平。二是

重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和保障标准。不断完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打通消费和生产之间的阻碍。

三是要制定落实鼓励民众创业的政策，切实提升中低居民收入水平。通过政策扶持、财政补贴等形式，鼓励中低收入群体创业

就业，不断拓展收入渠道。

第二，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和建设力度，不断推动国内消费市场的转型升级。“新基建”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

求的物质基础保障，是实现国内消费市场转型发展的重要投资方向。以 5G、物联网等新兴数字经济基础建设为代表的投资，不

仅是撬动投资的产业杠杆，更是孕育更高层级消费市场需求的动力机制保障。一是要统筹“新基建”投资和融资保障关系，为

“新基建”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支持体系。扩大融资渠道，保障权益性融资，加大债券发放力度等，为“新基建”提供资金保障。

二是审慎辨识“新基建”的发展趋势，从人民群众生活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角度，保障有效投资。基础设施是实现实体经济建

设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以“新基建”投资全面带活消费市场。三是重视“新基建”配套设施建设，

保障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顺利推进。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外市场变化导致部分行业受到明显冲击，一定程度上滞缓了“新

基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项目顺利推进的效率，为此要重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新基建”建设力度。

2． 重视对外开放在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不断拓展国外市场空间

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条件，只有更大范围内更高质量的参与全球分工，实现国内产品与国际产品的互

动交流，实现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良性互动，才能不断拓展国外市场空间，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更丰盈的物质保障。重视对外开放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应重点突出国际市场商品贸易、外资投资“引

进来”以及中资“走出去”等方面的作用。

第一，重视国内国际市场之间的商品贸易往来，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的关键影响因素，充分发挥国内外市场商品经贸往来，有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拓展国外市场空间。一是重视对国

外高品质商品的引进力度，及时发挥国外高质量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倒逼作用。二是发挥进出口博览会的作用，重点推介国内拳

头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断拓展国外市场。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要重视品牌宣传和科技投入，不断提升

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三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实现与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的良好互

动，不断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局面。

第二，重视资本市场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扩大中国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全球化的生成发展基础是

资本全球扩张，重视对外开放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就必须重视资本在全球市场中的作用发挥。一是重视引进高质量

资本，为实现国内产业升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服务。引入外资要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地吸纳

国外资本发展经济。二是重视引导国内各类资本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一国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本

国资本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只有更大范围更高质量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才能更好地提升综合国力，更好地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担当。

3． 重视科技创新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不断创新生产新的空间

基于科技创新在建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重要地位，新时代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发挥创新在新型消费业态、新兴产业链升级

等方面的作用。

第一，重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围绕新型消费业态推进科技创新。当前，日新月异的互联

网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围绕网络发展的无线电通讯业务迅猛发展，随之带动了相关制造业、服务业的快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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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和升级。为此，一是重视科技在新型消费业态方面的支撑作用。主动适应数字经济、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消费形

态的转型升级，是科技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二是重视产业链的自主创新发展，建立完善安全可控的自主产业链模式。近年来

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材料短缺，严重威胁了国内通讯、汽车等相关行业产业链的安全。要有针对性地投入产业研发，及时解

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现象，全面推动相关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三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技术研发领域的作用，及时

弥补关键领域和技术的不足。新兴技术的研发不是单一部门或行业可以实现的，需要多部门多行业协同推进。集中优势力量，

发挥体制优势，协同科研攻关是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保证。

第二，完善国内国际科技人才支持和评价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只有不断

优化科技人才支持和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激发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完善国内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支持政策，

有针对性地向基础研究领域实施政策倾斜。基础领域研究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但基础研究成果见效慢，为此必须加大国家政

策扶持，为基础研究工作人员提供完善保障。二是完善国际人才引进和评价体系，不断为科技创新提供国外人才支撑。新冠肺

炎疫情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为中国吸纳国际人才提供了重要战略窗口。加大柔性引进国际人才的力度，完善国际人才

支撑评价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人才参与国内重点领域的科研攻关，为实现产业转型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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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pace 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Space: A Logical Study of
Economic Spa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HU Bo-cheng Zhu Yi-tian
(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The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responds to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nd guid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competitive economy． Taking the Marxist economic space though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we can grasp the deep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from space production to production space． The dual circulation is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generated dur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a forward-loo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men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ce situation in the new era．
To construct a new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new era，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expand opening up，and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Marx’s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ew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o as to expand and produce new produ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space．

Key Words: space production; production space; economic space; capital logic;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
lation

责任编辑: 何 飞

85

ＲEFOＲM OF ECONOMIC SYSTEM
NO． 3 ．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