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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战略下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

沈思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在对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性质和由来、 国际法在当前数据资源规制中

的实践成效， 以及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存在的缺失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立足我国网

络强国战略的推进， 探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法律体系和机制的优化路径。 提出：
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进程，
逐步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局面， 在既有各合作框架基础上就部分关键问题尽快达

成共识， 在遵守 《联合国宪章》 原则精神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资源治理的国际公法

或国际习惯法的制订和实施， 以促成数据保护国际法体系， 提高数据资源国际法规

制的法律效力， 并引导其朝着有利于国家利益保护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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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了网络强

国战略。①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国务院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 对统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 大数据战略、 “互联网＋” 行动予以

明确指导。②

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 也是网络强国战略的基本内容。 随着

网络用户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网络侵权、 黑客攻击和网络病毒传播等违法行为的

增加， 仅靠网络空间的 “自我规制” 无法保障数据资源的安全， 并可能给经济

社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２０１３ 年， 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达成

共识， 肯定了 《联合国宪章》 对于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指导作用。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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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１ 年开启的关于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保护国际法规制的 “伦敦进程”① 在

２０１３ 年首尔峰会达成 《首尔框架和承诺》②， 重申了国际法对于保护网络空间和

数据资源安全的重要性， 标志着数据资源安全保护开始进入到国际法规制阶段

（任明艳， ２００６）。 目前，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其在国际

法规制的边界、 重要内涵的界定、 规制效果评价与反馈以及法律规制体系的建设

和完善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鉴于此， 笔者在对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性质

和由来、 国际法在数据资源规制中的实践效果以及各国在国际法数据资源规制中

的遵约情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总结国际法在数据资源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立足

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推进， 探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法律体系和机制的优化

路径。

一、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性质与由来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是指在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入影响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
并且对各国政治、 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安定构成冲击的形势下， 经过长时期国际磋

商后达成的一系列以国际法为法律依据， 处理因数据国际流动而产生的系列问题的

法律机制。 从性质上来看，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属于国际公法③范畴， 是在承认

网络空间国家主权④的前提下， 通过共建国际合作和法律规则来规范和调整国际网

络空间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整体及其运行机制。 国际法的主体⑤是主权国家 （古春德

和吕世伦， １９８６）， 各国虽对应用国际法来调整国际网络空间关系和保护数据资源

存在共识， 然在讨论构建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原则和具体细则时， 往往会遇到与

各国相关国内法冲突的情形，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虽较早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

法理和立法实践中作出探索， 然其更多倾向于将国内法中的一些有利于保护本国利

益的原则强加于他人， 由此造成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数据资源国际

法规制体系构建中的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网络空间的法制化进程。 即便

如此， 在应用国际法规制国际数据资源保护的国际公法实践中， 世界各国经过多轮

探讨， 基本明确了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性质， 并在 ２０１３ 年以来取得了数据资源

国际法规制的诸多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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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英国政府于伦敦召开网络空间会议， 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网络空间的治理和规则制

定问题， 因该议题达成了诸多共识且举办地在伦敦， 故称作 “伦敦进程” （黄志雄， ２０１１）。
《首尔框架和承诺》 是 “伦敦进程” 的一项成果， 其实质依然是肯定国际法在数据资源保护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
国际公法即国际法， 是指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 规

则和制度的总称， 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国际法的基本特点。
网络主权就是一国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 对内， 网络主权强调国家独立自主发展、

监督、 管理本国互联网事务； 对外， 网络主权主张防止本国互联网受到外部入侵和攻击。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通常要具备三个条件： （１） 独立参与国际关系的能力； （２） 直接承受国际权利和

义务的能力； （３） 独立进行国际求偿的能力。 一般认为， 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 国际组织和正在争取独立的

民族和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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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互联网在美国诞生①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将网络空间

视为一个自由开放的 “自主体系”， 并通过网络空间的 “自我规制” 形成网络空间

活动规则， 曾经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提倡并在国际社会上关于网络空间发展的舆论倾

向上占据主导优势。 为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 关于网络空间 “国家回归” 的

呼吁不断增多，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网络空间安全和数据保护

纳入国家法律规制之中 （温树斌， ２０００）。 在此期间， 我国也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 （以下简称 《网络安全法》 ）② 以及其他关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

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数据保护的国内法律体系③。 然

而， 由于网络的国际性特点， 数据资源保护并非仅靠国内法④保护而能实现， 因而

在承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通过国家的平等合作和国际共商来确立数据跨

境流动以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国际法规则成为大势所趋 （李万才， ２０００）。 如同

各民族实体活动突破传统陆地控制范围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具备了全球属性， 民族

之间关于陆地和海洋的冲突纠纷需要在明确国家实体的基础上确立国家关于领土和

海洋的主权国家界限并确立国际公法予以规范一样⑤， 网络空间与天空⑥和外层空

间⑦都需要人类社会与时俱进将之纳入国际法的规制之中 （杨剑， ２０１２）。 近年来，
国际上发生了多起与我国有关的网络事件， 如 ２０１３ 年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的 “棱
镜门” 事件⑧， 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提出了当国与国之间因网络数据流动发生冲突

后应当构建何种秩序和适用哪些规则的问题 （张明， ２０１５）。 此后， 数据资源的跨

境流动和国际网络空间规制开始进入到国际立法规范的新阶段。
２０１０ 年， 美国政府首次提出了 “网络空间法制” 概念， 并出台 《网络空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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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前身是 １９６９ 年美国组建的阿帕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ＰＡＮＥＴ），
其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 简称 ＡＲＰＡ 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发布， 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行。

除 《网络安全法》 外， 我国关于网络数据安全规范的法律法规还有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

护管理办法》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

的决定》 《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 《刑法》 第 ２８５ 条、 第 ２８６ 条和第 ２８７ 条规定等。
国内法为 “国际法” 之对称， 是从法的创制和适用主体的角度对法所作之分类， 其为特定国家创制并

适用于本国主权范围内之法律。 国内法的主体一般是个人或组织， 国家在特定法律关系中也可成为主体。
目前， 关于海洋的国际公约主要为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召开第三次关于国际海域的会议所达成的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海洋法公约。 此公约对内水、 领海、 临接海域、
大陆架、 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

１９４４ 年在芝加哥签订的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即芝加哥公约， 确认了国家享有其领土上空主权之原

则。
太空也即外层空间， 外层空间法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简称 “空间法” 或 “外空法”， 是国际法的一个

新分支， 指调整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 规则和制度的总和。
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的自 ２００７ 年小布什时期起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 正式名号

为 “ＵＳ－９８４ＸＮ”。 英国 《卫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和美国 《华盛顿邮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报道， 美国国家安

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 ２００７ 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 “棱镜” 的秘密监控项目， 包括微软、 雅虎、 谷歌、 苹果等在

内的 ９ 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 该计划大量机密细节于 ２０１３ 年被工作人员斯诺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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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战略》①， 提出 “长期存在的在和平时期和冲突中指引国家行为的国际规范也适

用于网络空间”。 美国政府提出的空间法制概念及其内容即便反映的是其本国利益

和意愿， 然却体现出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发展需要 （刘璐琦，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达成了一份关于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里程碑式的文

件， 认为 《联合国宪章》 的内容、 原则和精神对于以国际法规制数据资源跨境流

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张明， ２０１６）。 随后， “伦敦进程” 首尔峰会通过的 《首尔

框架和承诺》 与联合国政府工作专家措辞基本一致， 肯定了国际法在数据资源

国际规制中的重要地位， 进一步达成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规制的共

识。 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和国际探讨中， 上述共识的达成极大地推动了网络空

间国际法规制的进程， 也标志着网络空间与陆地、 海洋、 天空和太空一样， 成为

人类通过国际法予以规制的 “第五空间”②， 国际法规范进入新阶段 （孙伟，
２０１６）。

二、 现有国际法对当前数据资源的规制成效评价

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经济引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今天， 网络空间中的数据

已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代码及其组合， 而成为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是国家安全

的资源。 同时， 利用互联网数据通过盗取、 破坏和未经许可擅自传播网络数据信息

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呈快速增加的势头， 且多与传统犯罪手段结合使用， 这给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网络安全带来冲击 （郭瑜， ２０１２）。 因而， 在信息化、 全球化和现代

化交织的当下， 网络安全和数据资源保护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③。 然

而， 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虽对一些重要问题形成共识， 然

国际法律体系尚未成型， 相关权责划分和追责机制也未形成。 现有数据资源的国际

法规制多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国际互联网的数据资源垄断和管理优势， 打着国

际法的名义将其国内法拓展延伸至数据资源的跨境流动管理之中， 其规制效果也大

打折扣。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希望将网络作为推销其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认为网络空间不

属于 “国际公域”， 不承认 “网络主权”， 但却将其他国家侵犯本国重要网络数据

视为侵犯本国主权 （蔡翠红， ２０１４）， 在理解和处理其他国家与本国网络数据事件

时常常基于其国内法 （杨君佐， ２００９）；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构建

和谐安全的国际网络秩序， 认为网络空间应当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应在平等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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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表一份名为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的报告。 此报告是美国第一

次以国家名义制定的网络空间国际纲领， 它表明了美国意图主导网络世界， 占领网络空间制高点， 延续、 拓

展其霸权的勃勃野心。
第五空间是与传统物理学三维空间观、 爱因斯坦相对论四维空间观相对而言的新的空间观， 是空间

观发展的新成果， 也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一概念由我国著名学者陈世清提出， 它为网络空间的界定

提供了重要哲学层面的理论支撑。
中国互联网协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发布的 《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 显示， 自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到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我国网民因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 个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 ９１５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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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基础上构建共同遵守的国际网络秩序。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数据资源国

际法规制适用何种规则和如何规制等问题存在争议的背景下， 即便双方通过各种多

边或双边对话达成一些共识， 也会因这些具有共识的国际法规制在法理和实效上存

在诸多问题而导致其规制效力大打折扣。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斯诺登 “棱镜门” 事件发生后， 斯诺登曾向德国 《明镜》 周刊

提供文件， 证明受到 “棱镜” 监控的主要有电子邮件、 即时消息、 视频、 照片、
存储数据、 语音聊天、 文件传输、 视频会议、 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资料的细节等

１０ 类信息； 所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

客户， 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 通过棱镜项目， 国家安全局甚至可以

实时监控一个人正在进行的网络搜索内容①。 “棱镜门” 事件充分说明网络安全已

经成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领域②。 在此类事件背景下， 国际范围内要

求在国际法框架下尊重国家网络主权， 将数据资源纳入国际法规制的呼声愈发高涨

（陈咏梅， ２００９）。
然而在数据资源和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制中， 对应法律体系尚未成型， 其中的一

些共识也仅仅是处于探讨之中， 虽然联合国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表示 《联合国

宪章》 对国际网络规制和数据资源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其法律体系构建和

执行机制建设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规制效果尚不明显 （黄志雄， ２０１５）。 在发达国

家之间、 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

效果迄今为止尚不显著， 主要原因仍在于国际法在数据资源国际规制中尚未形成专

业且具体的法律体系， 也缺乏有效的追责机制。

三、 当前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存在的缺失

因网络和数据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及

其在国际联通和跨国数据流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不法行为及规制难题， 在将数据充分

理解为一种宝贵战略资源和将网络视为国家主权空间的前提下， 将数据资源规制纳

入国际法范畴之内， 是解决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问题的可行出路。 只有在承认各国

对网络空间主权边界的前提下才能肯定国际法在数据资源规制中的法理依据， 才能

在各国平等协商达成统一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专门、 系统和可行的国际法规制体系，
才能对数据资源实现有效的国际法规制， 也才能在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和平、
合作和发展等原则精神指导下要求世界各国共同遵守， 否则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

便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当然， 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法协议对成员国的数据资源跨境流动具有法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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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浪网． 棱镜项目揭秘： 年耗资 ２ 千万美元监控 １０ 类信息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６－１４）［２０１８－１１－０６］．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 ／ ２０１３－０６－１４ ／ ０３５９２７３９２４４０ ｓｈｔｍｌ．

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全球网络安全峰会对此展开深

入探讨， 在此基础上， 美国东西方研究所、 微软公司等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共同推出了 《面向网络安全的互联网健

康发展模式》 的全球倡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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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在此方面， 欧盟行动迅速且取得一定成就。 ２００１ 年， 欧洲委员会便发起制

订了 《布达佩斯公约》 （也称 《网络犯罪公约》 ）①， 欧盟 《民商事管辖权及判

决承认与执行条例》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版权条约》 与 《表演和录音制品

条约》， 对欧盟成员国内部涉及网络犯罪、 管辖权以及版权保护的内容作出统一

规范。 欧盟围绕数据资源和网络空间所制订的国际规范对于成员国具有约束作

用， 且在欧盟政治和法律合作机制下各成员国都有严格遵守的义务。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② 是欧盟依托其区域性合作机制在成员国之

间网络联通和数据资源规制的法律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 对规范个人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行为， 保障公民个人数据安全及其主体权利

作出了详细规定， 还明确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 并对数据使用、 数据主体权利、 数

据控制者与处理者责任义务、 数据监管和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显然， 该条

例对欧盟成员国及其公民的数据资源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 其各成员国也

需要共同遵守。 此外， 在美国主导下， 北约还制定了关于网络战的国际守则， 即

《塔林手册》③， 其同样仅适用于北约成员国， 但对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具有普

遍约束力。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国际电信联盟④在迪拜召开会议， 讨论修改 《国际电信规则》，

但因 ５５ 个网络信息发达国家联合抵制而未通过生效⑤。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是一

个全球议题， 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制定规则， 然因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基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考虑而存在诸多分歧， 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各国普遍遵守

的国际公约⑥或国际习惯法⑦尚有难度。 有学者将这种有共识性、 但无约束力的内

容称为国际 “软法”⑧ （朱博夫， ２００９）。 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中的软法虽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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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网络犯罪公约》 （Ｃｙｂｅｒ－ｃｒｉ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是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由欧洲委员会 ２６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南非等 ３０ 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布达佩斯共同签署的国际公约， 是世界第一部针对网络犯

罪行为制订的国际公约。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ＤＰＲ）， 属于欧洲联盟内部通行条例， 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 其前身为欧盟在 １９９５ 年制定之 《计算机数据保护法》。
２００９ 年， 位居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北约卓越合作网络防御中心邀请了北约成员国的 ２０ 名法律专家， 在

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协助下撰写了一部关于网络战的规范手册， 被称为 《塔林手册》， 其包含

９５ 条规则， 强调由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必须避免敏感的民用目标， 如医院、 水库、 堤坝和核电站等， 规

则允许通过常规打击来反击造成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网络攻击行为。
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重要专门机构， 也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国际组织， 简称 “国际电

联” 或 “电联”。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１４ 日， 国际电信世界大会在迪拜举行， 来自国际电联的 １９３ 个成员国的 １ ９５０ 余名

代表集中讨论加速全球宽带建设、 提高能效和处理电子垃圾、 网络投资、 移动漫游费用和国际电信服务税收

等问题， 本次大会焦点问题是对 《国际电信规则》 进行首次修改。 参见： 宋宇， 李志晖． 国际电联秘书长强

调无意接管互联网管理权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０４） ［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６］．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２ ／ １２０４ ／ １６ ／
８ＨＴ４ＧＧ０Ｋ０００１４ＪＢ５ ｈｔｍｌ．

国际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指国家间有关政治、 经济、 文化、 技术等方面的多边条约， 通常具

有开放性， 非缔约国可在公约生效前或生效后择机加入。
国际习惯法为国际法渊源之一， 其构成要素包括国家的一致行为和法律确信， 涉及主权、 承认、 同

意、 信实、 公海自由、 国际责任和自卫等 ７ 个基本原则。
软法 （Ｓｏｆｔ Ｌａｗ） 指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



－１１８　　 －

效力上难以产生国际公法或国际习惯法那样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但却在客观上具

有引导各国按照 “软法” 精神规范各自网络发展和数据资源保护的效果。 因而，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进程虽已开启， 也在客观上取得诸多共识， 但目前尚未出

现一个需要各国遵约的国际公法或国际习惯法体系， 然其国际 “软法” 属性对

于未来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 “硬法”① 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居梦，
２０１６）。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当前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整体来看依然处于起步阶

段， 虽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共识， 但尚未出现一个对各国具有普遍约束

力、 各国均能普遍遵守的国际公法或国际习惯法体系； 各国对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

的重要概念、 应遵守何种规则以及应当如何遵守等关键问题尚未达成具体协议， 同

时各国在国际互联网和跨境数据流动中的权利边界和具体职责也不够明确。 这是当

前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缺失。

四、 对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体系前路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 推动网络空间走向法制化， 基于网络空间的国际性和数据资源的全球流

动性， 依托现有国际法及其合作机制构建数据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律体系， 将数据资

源保护纳入国际法规制之下， 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 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数据资

源对于各国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并在一些全球性或地域性国际合作框架

和机制下就数据资源的跨境安全保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甚至对相关的国际法保

护问题进行了多轮讨论。 然而， 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问题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距

离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并最终形成一个带有普遍约束性的国际法规制体系尚有很长的

路要走， 并且在此过程中需要面对和逐步解决如下问题， 方能真正实现数据资源的

有效国际法规制。

（一） 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局面， 提高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法律效力

目前有关数据显示， 全球网民数量已超过半数且有增无减， 我国网民数量也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达到 ８ ０２ 亿②。 网络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世界， 而网络对于

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塑造作用， 决定了其对

于一个国家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因而，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将

网络空间视为输出其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由于意识形态、 价值观和国家信仰等思想

文化方面的差异， 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打造和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规则探讨中，
世界各国基本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和以俄罗斯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阵

营。 ２０１３ 年， 欧盟出台 《欧盟网络安全战略》， 高度重视网络在价值观传播中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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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硬法 （Ｈａｒｄ Ｌａｗ） 与 “软法” 相对， 是指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 关于软法和硬法的内

涵和区别可参考： 弗朗斯·彭宁斯． 软法与硬法之间 ［Ｍ］ ． 王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中国网民数量为 ８ ０２ 亿， 上半年新增网民 ２ ９６８ 万人， 较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３ ８％， 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 ５７ ７％。 参见： 花子键． 第 ４２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网民规模超 ８ 亿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８－２０）［２０１８－０９－０３］． 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 ４５１３０５６０＿ 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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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用。①

另外， 围绕网络空间秩序的构建， 各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也导致各国在数据

资源国际法规制话语权的争夺越发激烈。 西方发达国家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中拥

有话语权和主导权②， 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③和俄罗斯④等国也积极争取发出自己

的声音 （杨泽伟， １９９８）。 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中的阵营化特点及其意识形态和国

家实力的竞争使得国际法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的规制效果受到影响， 因为一个尚未得

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认可的秩序规则必然难以真正发挥出

国际公法的法律效力。 同时， 国际法的法律主体是主权国家， 且各方应当保持平等

地位， 西方强势话语权主导下建立的数据资源国际规制体系， 如北约单方面拟定的

《塔林手册》 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法规制中强制推行本国价值观的做法都在一

定程度上践踏了国际法的独立、 平等和共商精神， 必然制约国际法在数据资源保护

中的法律效力 （朱莉欣， ２０１４）。

（二） 发展中国家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

目前， 围绕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展开的国际性、 区域性、 多边以及双边的对话

和磋商机制众多， 如于 １９９８ 年成立的 “互联网名字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ＣＡＮＮ）⑤ 主要负责互联网协议

地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Ｐ） 地域分配、 协议标识符指派、 通用顶级域名和国家以

及地区域名和根服务器管理。 该机构名义上是一家第三方独立机构， 然其每三年需

与美国商务部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 实际上受美国政策影响很深。 另外， ２０１１ 年，
英国政府主办了关于国际网络管理的伦敦会议， 开启了围绕网络空间秩序构建展开

多边对话和磋高的国际合作进程 ——— “伦敦进程”， 此后又于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在布达佩斯、 首尔和海牙召开了相关会议。 “伦敦进程” 对当前以及未

来以国际法推进数据资源规制具有重大影响。 由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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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盟网络安全战略》 指出： “开放和自由的网络空间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包容； 它打破了

国家之间、 社区之间、 公民之间的壁垒， 促成了全球范围的信息和观念的互动和共享； 它提供了自由表达和

行使基本权利的场所， 并使人民在追求民主和更加公正的社会时变得强大——— ‘阿拉伯之春’ 就是一个最突

出的例证”。
目前， 国际互联网的根服务器是管理互联网的主目录， 全世界只有 １３ 台， 其中 １ 台为主根服务器， 放

置在美国， 其余 １２ 台均为辅根服务器， ９ 台放置在美国， ２ 台放置在欧洲的英国和瑞典， 仅有 １ 台放置在亚

洲的日本。 所有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政府授权的互联网域名与号码分配机构 ＩＣＡＮＮ 统一管理， 负责全球互联网

域名根服务器、 域名体系和 ＩＰ 地址等的管理。
早在 ２０１４ 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便于巴西发表的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 的演讲中就全球互联网

治理问题提出了 “中国主张”。 指出： 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 但每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

受到侵犯， 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 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 通过

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 共同构建和平、 安全、 开放、 合作的网络空间， 建立多边、 民主、 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

理体系。 参见： 于治国． 习主席首提治理互联网治理的 “中国主张”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７－１８）［２０１９－０５－０６］．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７１８ ／ ｃ１００３－２５３０００９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俄罗斯联邦电信、 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管局局长亚历山大·扎罗

夫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 俄罗斯赞成各国独立监管本国的互联网空间， 认为网络空间属于各国主权范围。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是一个集合了全球网络界商业、 技术及学术各领域专家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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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秩序构建进程， 虽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其代表性和民主性却存在重大缺陷。
２１ 世纪以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发展迅速， 对国际网络和数据资源的分

配和使用中发达国家一家独大的局面表示不满， 希望在对等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改革

尤其是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国际秩序规则， 将数据资源的国际管理权交给联合国

或国际电信联盟等基于国际法原则组建的国际组织。 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中， 除中国

和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 大多因国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

受制于人等现实原因， 导致其对于数字资源安全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 对参与国际

法规制体系构建的积极性不高； 而与此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国际数据资源的分

配与管理权， 使得基于国际法对数据资源的规制进程受到抑制， 同时数据资源规制

中由多国主导、 多种讨论协商进程的存在以及多个规范机制的出现使得发展中国家

对于该问题讨论的参与受到限制， 致使在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探索中， 难以将专

业、 系统和统一的国际法体系建设问题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三） 部分关键问题须尽快达成共识， 以促成数据保护国际法体系

当前， 各国虽已充分认识到以国际法对数据资源进行规制的重要性， 然而数据

资源的国际法体系尚未形成， 部分关键问题仍存在争议， 这使得数据资源国际法规

制仍然面临挑战。
（１） 部分国家对网络空间是否属 “全球公域” 仍存争议。 西方发达国家认为

网络空间属于 “国际公域”， 主张限制网络主权原则适用，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对

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未予明确表态。 若网络空间主权属性难以确定， 那

么国际法在数据资源保护中的应用便会面对性质界定难题。
（２） 各国对如何构建数据保护国际法规则存在争议。 有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

不需要制定专门法律对国际网络空间进行规制， 仅需将现行国际法中关于使用武力

法、 人道法和国家责任法的内容移植到数据资源国际规制当中即可； 而一些发展中

国家则认为， 数据资源跨境流动的规制应当遵循一般国际法， 应尽快出台专业和具

体的国际法规制体系， 认为现有的国际法因过于碎片化而难以满足数据资源的国际

保护需要 （黄志雄， ２０１５）。
（３） 各国对数据资源国际管理和责任归属存在争议。 当前， 数据资源法律规

制主要源自各国国内法， 如何调节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矛盾是各国考量之重点。
另外，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网络技术存在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责任主体难以界

定， 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的追责机制将难以落实， 进而导致国际法在数据资源国际

保护中失去意义。

五、 结论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 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诞生了无数科技成果。
在这样一轮前所未有、 影响深远的科技变革中，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人

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深刻。 当前，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全球化进程的影

响充分说明， 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高度融合已经深刻影响并将继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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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人类社会发展。 在此背景下， 我国提出了网络强国战略， 力图通过网络建设、
网络发展和网络安全来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插上信息化的翅膀， 以实现跨

越式发展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动力。 目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

化进程密切相关， 而互联网的国际联通性是推动我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面

对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中西方国家依靠数据资源、 网络技术和管理优势所形成的

强势话语和主导权， 我国应当积极参与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进程， 依靠我国的

综合国力和网络信息技术实力， 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①， 并在与世界各国

的平等协商中为推进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进程而努力 （于志刚， ２０１５）。
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基于此与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各领

域发生的数据性流动， 从本质上说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过程

中， 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数据流动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的重要动力， 而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也必将受益于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带动的经

济产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但是， 如何将数据的跨境流动纳入有序和安全

的范畴之中则需要建立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规制体系。 至今， 人类社会已在各

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围绕政治交往、 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的协调解决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 比如为协调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围绕

对外贸易所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在国际合作框架范围中世界各国探讨成立

了世界贸易组织， 并将国际贸易问题纳入国际法的规制体系之中。 人类社会在全

球化进程中围绕诸多关系人类命运当下以及未来发展中面对的全球性议题所达成

的国际法规制体系， 在解决数据资源跨境流动的安全性问题上具有重要借鉴价

值， 而其在承认国家主权前提下、 在尊重各国国家主权以及安全利益的共同认知

中构建国家法规制体系的国际法理论， 也同样适用于数据资源国际法规制体系的

构建。
在既有各合作框架下所取得的共识性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网络空间的国

家主权， 在此基础上为国际法引入国际数据资源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国际法法理支

持， 在遵守 《联合国宪章》 原则精神的前提下推动建立数据资源治理的国际公法

或国际习惯法制订和实施， 不仅符合我国国家利益， 而且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应当肩负的职责， 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体

系助推网络强国战略的实现②。 在此过程中， 我国既要积极争取加大自己的国际话

语权，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引导数据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朝着有利于国家利益保护

的方向发展， 也要积极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对话， 在平等协商和对话合作中争取将

国际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国际规制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志雄，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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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中国政府发布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 全面宣示了中国在网络空间相关国际问题

上的政策立场， 主张建立多边、 民主、 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截至目前， 由中国倡导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 已连续举办五届， 旨在搭建国际互联网共享共

治的中国平台， 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 在共识中谋合作、 在合作中创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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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ｃｈ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ｒ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ｄａｔａ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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