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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economy enters the new normal,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promote trade betwee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interaction,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s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Xi 'an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strengthen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mprove extroverted level.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promotion of xi 'an extroverted level，and further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enhancing the economic extroversion level of xi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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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与地区

间的贸易互动，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

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遇，积极参与中亚地区交流合作，加强对外贸易发展，提升经济外向度。

本文主要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提升西安经济外向度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提升西安经

济外向度的策略。 

1.引言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全国外贸总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西安市外贸逆势增

长，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据西安海关统计，2015年，西安市进出口总值 252.6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15%，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下降 7%，实际利用外资突破 40 亿美元，服务外包合同额

14.9 亿美元，分别是 2010年的 2.6、3.5和 5.1倍。虽然西安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经济

外向度、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纵向对比发展迅速。然而，与全国以及其他同等内陆城市相比还

存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处于落后、经济外向度偏低、利用外资的能力较差的问题，严重影响了

西安市经济外向度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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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带一路”战略与提升西安经济外向度的关系 

2013 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得到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

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解决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更有利于我国形成全方

位开放的新格局。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建设，我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

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古

代，西安曾长时期作为东西商贸文化通道丝绸之路的东方磁极[1]，在现代又成为国家规划的

内陆型国际化大都市，并承担着“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的光荣使命。因而，西安凭借其

区位的战略性，文化的根基性，产业的高端性，科教的前沿性，交通信息的枢纽性，生态环

境的厚载性，与西部省份及中亚各国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理应也完全有条件成为向西

开放的第一引擎[2]。可见，从提升西安经济外向度的角度讨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

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对于丝绸之路的复兴，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于推动亚

洲大陆腹地(中国西部—中亚)的再次崛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

意义。  

3. 提升西安经济外向度的策略 

3.1 发展国际旅游相关配套服务 

旅游业是西安市的招牌产业，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提高西安市的经济外向度是现阶段切实

可行的方法。通过对西安市国际旅游的数据分析，发现西安市国际旅游的产值增长缓慢，与

其他通等城市相比，西安市的 4A 以及 5A 级景点数最多，但是西安市的星级宾馆数目不及其

他城市，住宿餐饮业在社会消费中的比重也不及其他同等城市，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

发展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适应国际游客的需求，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发挥西安市的自然历史优势，从国际旅游方面，提升西安市的经济外向度。 

3.1.1 优化旅游业投资，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提高旅游服务业的服务水平，优化旅

游环境，以此提高国际旅游的发展，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在以后的旅游业发展投资中，可侧

重于住宿和餐饮方面的投资，引进国外高档酒店和知名餐饮，以外商投资的形式发展酒店餐

饮业；另外，提高国际旅游服务业，提高国际导游综合素质、提高国际旅游景点服务等。 

3.1.2 旅游要与文化、教育相结合，形成“旅游-文化-教育大平台”。通过将西安市得天

独厚的自然历史条件与文化产业、学校人文教育基地相结合，提升旅游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

值。在历史文化旅游基础上，大力发展大学的文教旅游、城市中心综合文化旅游、生态观光

旅游等；其次，可以将旅游服务嵌入到西安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学术交流会议、

各行业年会等交流项目中，发展文化旅游；另外，大力营造西安市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以及

汉唐古都的文化氛围，提升旅游特色。 

3.1.3 发展“互联网+旅游”模式。通过网络宣传、网络自助游、虚拟景区等方式发展西

安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同时，在线上做好餐饮、住宿、交通、旅游、购物和娱乐六个方面的

全面协调发展，做好“六方面，一站式”服务，极大方便游客的出行问题，同时促进西安市

其他经济消费的发展。 

3.1.4 发展旅游产业集群。旅游业是西安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旅游集群，极

大程度地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政府要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依靠市场进行职能定位，创

造集群条件和环境，提供公共服务；旅游中介和旅游企业做好游客服务，大力发展新型旅游

方式，与政府和游客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同时，旅游企业和中介之间做好信息共享和协同发

展，建立旅游信息平台和互动网络，实现区域内市场信息共享。 

3.2 优化招商引资策略 

通过招商引资可以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总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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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经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西安市的城市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致使

西安市的外商投资环境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因此想要吸引外商投资，提高外资利用程度，

需要拓展多种招商引资策略。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投资政策的优化，

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制定具吸引力的投资策略，吸引跨国企业的入住以及外商投

资者的注资，以此来拉动西安市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进一步创建对外

开放的新模式。具体策略如下： 

3.2.1 调整外商投资结构。分析国际市场未来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并进行积极引导，调

整西安市外商投资结构。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发展制造业是提高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

后期的外商投资中，要以加大制造业的投资为重点，加大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为新的突破点。

针对“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发展，以及各国的市场需求，调整本土行业发展的侧重点，并且

要与欧洲以及中亚等国家形成优势互补，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 

3.2.2 创建外商投资模式。外商投资结构的调整，主要根据西安市产业发展规划为向导，

以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基础，吸引特定类型的外商投资。在制造业方面，主要以外

商投资设备和技术为主，进行科学招商，举办招商专题活动，例如对美国的能源化工、德国

的装备制造等进行招商洽谈，大力发展西安市的航空产业优势，以外商投资的形式，提升航

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招商引资的同时要与西安市的高校科研

院所进行结合，形成“外商技术资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吸收内化为手段、技术和应

用创新为目的”，将国外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再创新，同时加强本土产业的培

育和发展。 

3.2.3 改善外商投资政策。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相关政策，制定有西安市特色

的吸引外商投资策略，充分发挥西安市的文化、历史、旅游、高校科研院所等方面的优势。

制定分段式投资策略，优惠政策要分年限分时间段，根据投资期限的不同，相应的优惠措施

也不同。以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研究行业、教育医疗服务行业、管理

咨询业等行业的外商投资要与时俱进，从利用产业长期发展为目的，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3.3 发展铁路航空运输业 

通过对西安、重庆以及武汉等城市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分析，西安市的铁路和航空运输发

展相对落后，国际航线相对较少，通过发展铁路和航空运输，特别是发展国际货运，提高铁

路和航空运输效率，以此来发展西安市国际旅游和对外贸易，从而提高西安市的经济外向度。 

通过对西安市以及其他城市交通运输年度数据以及国际货运专列数据的汇总分析，发现

西安市的交通运输主要以公路为主，说明西安市的交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当前社会，铁

路和航空运输已经成为世界物流发展的主导力量，西安市应该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

提高国际贸易、国内物流、产品进出口的竞争力，提高出口贸易运输的便利程度。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 

3.3.1 提高铁路运输服务水平。西安市作为西北地区的枢纽城市，铁路运输相对发达，

但是铁路货运量与其他通等城市相比，相对偏小，只有通过大力发展铁路运输，提高铁路运

输的服务水平，特别是准点率，科学调度分配集装箱，发展铁路货运，特别是国际货运。随

着“长安号”的开通，西安市出口货物通过“长安号”直达中亚和欧洲地区，促进西安市外

贸进出口的发展。 

3.3.2 发展航空运输优势。西安市作为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城市，在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国际合作以及紧紧抓住国家战略发展，大力发展航空运输，与国外

航空公司开通国际航线，建立合作协议。另外，加强对优势产业的聚集，发展临空产业，建

立空港发展经济区，以高端产业和知识型产业为主，具备研发、商务、服务等功能，形成特

色鲜明的航空运输产业。 

3.3.3 建立物流运输新模式。通过建立“物流-金融-贸易”融合扩散发展模式，形成“一

带一路”经济带发展中的物流集散地。通过国际货运物流产业发展，发展贸易加工产业，发

展物流中转站功能，在中转同时，承包货物的包装、半加工等，形成物流与加工贸易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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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发展国际金融，对物流和加工贸易提供保险、融资等服务，保证物

流加工贸易的发展。 

3.3.4 提高国际货运专列运输水平。提高国际货运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采用国际先进

的物流管理方式方法，从物流体制、管理模式、物流规划、盈利模式等方面对其进行优化调

整，将西安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带上的物流中心。通过“国家外交政策为主、地方政

府协助为辅、企业对外合作为依托、外贸出口为根本”的发展模式，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提高国际货运专列的发车次数。通过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建立西安物流中转中心，为其他城

市的货物出口提供运输服务，以此来提高国际货运专列的运输效率。 

综上所述，发展国际旅游、优化招商引资策略、着力发展铁路航空运输这三个方面作为

突破点，是当前西安市经济和产业发展环境下，能够又快又好发展西安市外向型经济的最佳

路径。国际旅游的发展重点从旅游服务业以及高档住宿餐饮业的发展投资为主；优化招商引

资策略，要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吸引长期投资为目标，推动本土企业发展为根本；铁

路航空运输的发展要以开通更多国际航线为手段，提高国际货运专列运输水平和铁路服务业

为基本，以此来提升西安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是当前最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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