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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献综述 

仲 妮 

苏州城市学院  江苏苏州 

【摘要】在当前时代，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及“双循环”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结合这三个方面，对现有

文献进行综述并评述，以期为“双循环”背景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理清思路，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

一定的帮助与启示。 
【关键词】双循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双循环”背景下江苏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编

号：2021SJA2370）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double-cycle” pattern:  

literature review 

Ni Zhong 

Suzhou City College, Suzhou, Jiangsu 

【Abstract】In the current era,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double-cycle”.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the three 
aspects:"double-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ouble-cycle”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clarify the thinking 
for the researc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cycle", 
and provide some help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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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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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科学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

展新局的战略部署。而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关系重大。因此在目前“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虽然学术界对于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评价体系、实现路径等有了初步的研

究，但是目前并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体系，

且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针对性研究

更是不多。因此本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

总结，以期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双循环”的相关研究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形势，为了实

现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提出了“双

循环”的战略目标，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既有文献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主

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阐述双循环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内在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是基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

矛盾和我国发展现实做出的长期性战略选择。学者

们普遍从三大逻辑视角阐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

生。一是从现实逻辑的视角， 蒲清平（2020）认为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逆全球化趋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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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以及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背景下所采取

的必然之策。二是从理论逻辑的视角，李震（2021）
系统梳理了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基础，认为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国际贸

易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框

架。三是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石以涛（2022）认为

“两个大局”与“战略机遇期”判断是双循环理论

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是研究新发展格局的概念内涵、价值意义以

及相应的构建措施。林毅夫（2021）则认为推动形

成双循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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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的战略抉择。高惺惟（2021）从以独立自主为着

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际

循环、以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

全面深化改革、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目的应对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四个方面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

涵。 
三是从扩大内需、产业升级等专长领域或结合

相关产业，阐述对应的战略思路或关键举措。许来

（2021）以我国制造业为例，强调优化产业链供应

链对于双循环新格局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我国制

造业未来发展趋势是普及智能化生产、建立成本核

算体系、稳定制造业的供应链和产品链，根据此趋

势提出一定的落实措施。张彩云（2021）认为积极

利用外资有助于促进国内大循环。外商投资有助于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和改善市场主体结构，

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并给出相关的政

策建议。李丽等（2022）认为在双循环背景下，零

售企业要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式转型，并提出相

关的转型路径。 
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支撑着国家

的经济发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产业

发展、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内涵、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和发展路径

这四个方面，其中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

系以及发展路径两个方面研究较多。 
2.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 
目前学界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多，但

是针对制造业这一领域的并不多。关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和明确的界定。

张爱琴、张海超（2021）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提升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王娟等

（2021）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从量到质的本质

性演变，需要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人力资本、制

度创新四方面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实现。余东华

（2020）从生产要素投入、资源配置效率、品质提

升实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五个层面对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解读。 
2.2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不少学者结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趋势，

探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徐艳、

周欢怀（2022）探究数字经济驱动绍兴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惠宁、杨昕（2022）和刘鑫鑫、惠

宁（2021）都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但是这种驱动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强，

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梁小甜、文宗

瑜（2022）运用熵值法，结合制造业相关数据，得

出结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关

系。 
一些学者结合“双碳”目标，研究制造业的高

质量发展。李新安、昝笑笑（2022）对碳排放影响

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强调通

过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张志新

等（2022）发现“双碳”目标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贺宏、肖丽蒙（2022）证明了减税降费政策

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创新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

用。曹武军、刘凡、薛朝改（2022）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不同的技术创新路径对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最强的推动作用。黄东兵等（2022）
认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并实证分析了内在的驱动机制。 
另外，法制化、产业融合、金融支持等因素也

会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徐丹、栾群（2022）认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法制化要求，只有制造

业法制化发展才能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李蕾、刘

荣增（2022）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融

合可以显著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吴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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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张贻雷（2022）都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

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2.3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鉴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还没有形成统一

明确的界定，进而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

标也尚未形成统一、科学的评价体系。 
现有文献大多从综合指标角度构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大多涉及到创新、效率、绿色

等多个维度。汪芳、石鑫（2022）从绿色发展效率

和出口技术结构两个方面测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夏欣、陈正（2022）基于重庆市区级层面数据，

通过构建经济带动性、创新能力、智能制造、服务

保障、信息化水平与绿色集约 6 个维度，得出重庆

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性。王洪庆、郝雯雯（2022）从创新能力、结构优

化、效率效益和绿色发展四个方面构建衡量河南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

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对河南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郑耀群、邓羽洁

（2022）基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创新驱动、

效率变革、质量提升、绿色发展、产业融合五个维

度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对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进行分析。高运胜（2020）
基于价值链升级视角，构建涵盖创新效应、经济效

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李春梅（2019）分别从区域和行业层面构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增长速度与

效率、对外开放、技术创新、高端发展、绿色发展、

产品质量及社会贡献。 
2.4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学者们结合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困境或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大多从创新、智能制造、绿

色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黄桂红、乔楠、刘杨

（2022）在分析江西省制造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从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提升传统优势制造业、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创新人才引进模式这

四个方面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罗旭婷、熊曦

（2022）在剖析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之后，从扩大制造业规模、提高制造企业创新能力、

增强智能制造竞争优势、提升制造业质量品牌及国

际影响力、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几个方面提出

湖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策略。黄鑫（2019）
认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重视市场机制的决

定性作用，加大市场体系改革和建设力度，通过市

场化和法治化方式，稳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肖伟

（2019）认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

场主导，鼓励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及进一步降低

实体经济成本；余东华（2020）认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增强、结构优化升级、要

素效率改进、质量效益提升、品质品牌优化、融合

发展水平提高、绿色制造加快推进等主要特征。 
3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现有文献已经展开了初步的探讨。但总体来说

研究成果仍不多。 
有学者探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制造业发展的困

境。熊曦（2022）认为双循环格局下湖南制造业面

临市场竞争激烈、与发达地区有差距、支持力度不

足、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更多的文献主要集中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

策。杜鹏程、洪宇（2021）双循环格局下，应以绿

色发展为驱动的中国制造业结构改善带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熊曦（2022）指出为了提升双循环下湖

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必须重点瞄准创新能力

与智能制造和国际竞争力发展的质量。 
4 对现有研究的总结与评述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

在评判标准上，由于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界定，进而对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和标准的研究较为薄弱，没有形

成科学系统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二是

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双循环”

的内涵以及其理论基础进行解释和说明，或针对制

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以双循环背景下制造

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针对具体区域

的研究分析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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