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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究

伊万·沙拉法诺夫 白树强

摘要：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化革命正在引起全球经济根本性的变革，这不仅产

生了新的交流方式、信息共享方式、商业模式及就业增长新来源，同时也提高了社

会各界对有关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问题的关注度。即便目前世界各国强调数字产品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同时为了保护国内信息和数据流安全等开始设置相关

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双边和多边贸易组织纷纷提出与数

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相关的规定和措施。而WTO作为全球性贸易组织将在这方面扮

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分析世界数字产品贸易现状及主要壁垒的基础上，试

图利用WTO及其他国际协议相关的规定初步构建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基本合作机

制，并对其可行性进行简要分析。结果表明，以TiSA诸边协议为主构建初步的合

作模式并将其逐步纳入WTO管辖权的可行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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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世纪末，全球互联网普及化速度加快及新技术出现均对数字产品贸易发展

带来巨大的推动力。进入 21世纪，信息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经

济、贸易和社会各领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购买、商业和交易行为。从狭义上来

看，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概念是指，依托互联网，以数字交换技术为主要手

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易互动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

准的创新的商业模式平台①。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数字贸易的定义还应包括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数字产品及服务、

人员流动和数据传输四个核心因素。很明显，这四种因素之间呈现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关系，进而证明当今任何贸易活动类型都离不开数据流。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数字产品贸易不仅有利于推动服务业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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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制造业恢复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因素。数字贸

易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并能够有效地改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①，进而使

工人和消费者提升各自的福利水平，达到效益最大化②。除此之外，数字产品贸易

能够培育企业家精神，促进创新发展并为广大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

提供基本发展条件和良好商业机遇③。

然而，由于国际上尚未形成一套成熟、权威和通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配套体

系，导致在全球数字产品贸易快速发展并逐步渗透到各经济领域的同时，各国和国

际组织当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数字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因此，了解数

字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贸易壁垒和限制因素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

结，将有利于形成一套完整的多边数字贸易协定，使数字产品贸易领域进一步规范化。

一、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其经济影响

（一）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

互联网不仅是目前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已成为提供数

字服务和贸易的完整平台。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布的研究报告可知，2016年互

联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达到了4.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五大经济

体GDP的规模④。此外，有些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 5%~9%左右，同时其对发展中国家GDP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达到更高的水平，

平均为 15%~25%⑤。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于 2016年 3月公布的《Digital Glo-

balization–A New Era of Global Flows》研究报告显示，2005—2014年全球跨境

数据流量增加了45倍，由2005年的4.7 TB/秒增加至2014年的211.3 TB/秒。

（二）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的经济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于2016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数字证据》，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表示。数字技术进步会直接对政府、企业及消费

者造成影响。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销售网，这显

然能使资本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并促进市场竞争，而竞争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至于消费者，不断扩大的市场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产

生更多消费者剩余；而政府在此过程中，能够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应用有效提升

政府管理水平，并作为公共平台解决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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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种机制对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效率的影响分析

资料来源：WDR 2016 team。

另外，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模拟分析全球货物流、外

商直接投资及数据流对世界GDP的影响，发现这三个因素联合对GDP的贡献率达

到7.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0%），其中数据流单独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8

万亿美元①。此外，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建立的定量分析模型②结果可知，若在发达国

家增加10%的宽带覆盖面积，将会带来1.21%的额外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则会

带来1.38%的额外经济增长③。因此，上述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由图2可知，自2007年起世界的区域内（国内）及区域间（国际）数字流量开

始快速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1%和52.5%。可是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

融危机使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由2007年的63.6%和69.6%下跌至2012年的44.2%

和46.7%，2012年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总体来看，区域内数据流远远高

于区域间，原因在于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各种跨境数据流的壁垒等在某种意义上人为

地限制了数据流向其他国家的外流过程。

从数据流量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流量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包括美国与西欧、美

国与亚洲以及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这种规模也完全对应着上述国家间的贸易关

系，货物和服务贸易关系最强的经济体间的数据流量也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2014

年累计超过了 20.000 GB/秒）。此外，根据 201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

TAD）研究报告可知④，数字产品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和非洲）很快会

实现实质性的飞跃，预计在 2013—2018 年间亚洲和大洋洲的 B2C（Business-to-

Customer）商业领域将会由 28%提高到 37%，在中东和非洲区域的B2C会由 2.2%

①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area of global flows[R]. 2016.03.

② GDP8006 =α0 +α1∗GDP80 +α∗( )I Y8006 +α3∗TELEPEN8006 +α4∗PRIM80 +α5∗SSA +α6∗LAC + μ
③Christine Zhen-Wei Qiang, Carlo M. Rossotto, Kaoru Kimura. Economic Impacts of Broadband[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2009.

④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5 -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of E-commerce for Develop-

ing countries[R]. Switzerl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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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2.5%。与此同时，东欧和北美的比重将会由现在的61%降至53%左右。

以下数据恰好证明了这些预测，与2005年相比，发展中国家间的数据流量呈

现突破性的增长，如非洲、亚洲、中东与拉丁美洲之间的数据流由 2005年的 50

GB/秒提高到了 2014年 5000 GB/秒以上的水平。当然由于区域距离等客观因素的

制约，拉丁美洲与大洋洲、非洲与大洋洲、北美与非洲、欧洲与大洋洲间经济体的

数据流还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2014年平均在50 GB/秒以下）。但由于数字产品贸

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易平台，会使这些区域的比较优势还处于待开发的水平①。

此外，由世界银行于2016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数字证据》可知，目前

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制定了相关的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规定，如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欧洲、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及个别非洲国家。尚

未具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则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也尚未在这

个领域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

很明显，随着数字产品贸易日益成为各个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范畴，政府

和消费者对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已产生了一系列合理的担忧。实际上，这些担

忧已经导致各国纷纷提出和构建新的数字贸易壁垒，政府对数字贸易的保护意识加

强，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经营者和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障碍和限制。因此，建立一套

完整的、符合现代贸易需要的国际数字产品贸易体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一）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14章主要介绍该协定在解决数字产品贸易问题上

①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area of global flows[R]. 2016.03.

图2 2005—2014年区域内及区域间全球数字流量变化趋势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TeleGeograph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alysis。

152



《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 贸易壁垒

一些全新的手段和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确保服务供应商或者投资商（除了金

融机构之外）在进行商务活动时能自由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并无限制地加入数据流。

与此同时，规定依然保留国家政府对公共政策目标的调节权，如涉及到数据隐私及国

家安全等领域。此外，该规定禁止数据本地化以及要求公司在进入市场时共享其源代

码。除了广播领域，针对电子传输和数字产品的关税也被取消了。另外，此协议也要

求TPP协议方在消费者保护、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多方位的合作关系。

此外，第14章的规定和内容将不适用于政府采购领域。协议的其他章节，如

第9章（投资）、第10章（跨境服务贸易）、第11章（金融服务），还包括一些与第

14章相关的补充和规定。

2.《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欧盟有关数字贸易》的规定首次出现于《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KOREU）

当中，但其所涵盖的范围较小，主要限于金融服务领域。最近，欧盟跟加拿大在

《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及与《越南在自由贸易协定》（FTA）当中另加了包

括数字贸易的章节。意识到电子贸易对加快经济增长和改善贸易的积极作用，欧盟

与加拿大决定彻底消除针对电子传输及其内容的关税，即针对所有数字产品消除关

税。CETA协议还对各成员在规范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和权利方面按照数据

保护的国际标准进行重申。与此同时努力提高国内监管框架的透明度，提出一系列

促进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措施。

在《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FTA）当中，各方在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可

以增加许多行业间贸易机会的情况下，决定将在电子签名的识别、中介服务供应商

的责任、未经请求的电子商务通信（垃圾邮件）以及消费者保护方面加强合作。此

外，各方特别明确欧盟和越南之间均不能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

很明显，CETA和《欧盟—越南FTA贸易协定》中所包含的规定，将为双边进一

步拓宽数字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另外，有关欧洲商务界人士表示，在

接下来的工作过程中希望能看到更加全面的有关数字贸易的章节（包括电子商务）。

（二）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1.《信息技术协定》（ITA）

该协议于1996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正式通过。ITA针对

IT领域的贸易活动提出相关的自由化措施，如电脑、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目前81

个成员已经参加该协议，他们之间的贸易规模已占到全球 IT商品贸易总量的97%。

而其中53个成员，于2015年12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10次WTO部长级会议上

决定进一步扩大协议，并针对201个附加产品取消了关税。在本次会议之前，这些

产品年均交易量达到了 1.3万亿美元，而在会议之后交易量则超过了 3万亿美元。

很显然，该协议为进一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服务贸易协定》（TiSA）

TiSA协议的谈判过程始于 2013年，迄今为止已包括 23个WTO成员（占世界

服务贸易总量70%）。协议的宗旨在于进一步开放全球服务贸易，包括跨境电子商

务、电信和金融服务。《服务贸易协定》是一个多边贸易协定，但其并非建立在最

153



《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贸易壁垒

惠国待遇基础上，所有谈判均不在WTO框架内进行。这意味着只有成员正式加入

该组织后，才能在双方协议生效后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然而，TiSA属于开放性组

织，即允许其他WTO成员无限制加入该协议内。

目前该协议当中数字产品贸易部分不断地被改进、修改和完善：一是水平规

定，所有与GATS有关的规定（如国民待遇）也将适用于TiSA，此外，有关透明

度的具体附件也将被引入；二是电子商务，TiSA将来会包括有关跨境电子商务的

附件，包括开放网络、未经请求的商业通讯（垃圾邮件）、互动计算与国际合作及

其他元素；三是数据流与数据本地化。

为了使该协议能够尽可能地实现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需要解决与数据流相关

的问题。然而，数据隐私问题在欧盟已成为非常敏感的议题，欧盟仍然需要一定的

时间优化其内部数据流渠道。由于在2016年12月前各TiSA框架内的各参与方依然

没有达成一致，因此该协议的未来发展演变趋势还不太明朗。

3. WTO框架下电子商务工作方案

1998年5月，经过第二次WTO部长级会议，WTO各成员决定成立电子商务工

作方案，旨在研究与全球电子商务有关的贸易问题。另外，在此会议上世贸组织还

决定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及其需要。当时这项工作带动了许多与此领域相

关的组织机构参与进来，如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TRIPS理事会及贸

易与发展委员会。

与此同时，本次会议首次提出暂停电子传输产品关税的政策，从此该政策每两

年会更新一次（在WTO部长级会议上）。目前许多WTO成员正在强调这项政策的

重要性和意义，并提倡将其性质由暂时性的政策改成永久性的。

即便最近几年内WTO框架下电子商务工作方案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但随着WTO各成员逐步认识到数字产品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本文预计在

不久的将来WTO会回归到对相关议题的探讨。WTO在此领域未来的努力方向应该

包括数字贸易规定和制度发展、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数字贸易便利化和数字贸易

透明化。这不仅需要发达经济体的参与，更需要新型发展中经济体的参与。这样才

能在WTO框架下实现全球数字贸易的普及化和规范化。

三、数字产品贸易存在的壁垒和障碍分析

由于互联网是一种全球性“网络的网络”体系，因此，如果世界上任何国家提

出一项对数字化领域有影响力的政策措施，其影响幅度很可能会超出本国的边界。

比如保护主义政策不仅会对数字贸易造成障碍、减少数字经济领域的利益，且同时

也会影响网络的自然发展规律，导致网络所谓的“巴尔干化”现象①。在这种背景

下，有些专家把这种趋势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

①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是指地方政权等在诸多地方之间的分割，及其所产生的地方政府体制下的

分裂，即“碎片化”（Fra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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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内利益及经济安全的必要手段和政策工具。最近几年，尽管一些国际组织都

在呼吁尽快废除数字贸易的保护主义，但世界各国依然存在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对数字贸易领域造成的严重障碍。

（一）数字产品贸易关税壁垒

国际数字产品贸易的出现对全球公认的国际贸易惯例和基本原则造成了巨大的

挑战和冲击。首先，数字产品和传统货物仅仅是依托的载体不同，数字产品基于数

据流，而传统货物可能是基于光盘、磁带等有形物体；其次，现行海关估价体系当

中缺少有关数字产品贸易的相关规定；最后，由于大型跨国公司目前是国际货物贸

易体系的重要载体和规则制定者，关税多是针对少数纳税主体的一笔大额税款。

从世界主要经济组织成员信息和通信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来看，很明显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已大幅度超过OECD成员、欧盟和拉丁美洲成员的出口比重，详见

图3-（a）。这表明发达国家对有关 ICT领域产品的出口持谨慎态度，即无论从产品

的出口或者进口角度均会采取一定限制性措施。

(a) (b)
图3 世界主要经济体信息和通信产品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bas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由于欧盟在数字产品贸易上不如美国，因此其关税政策和制度也比较严格。

1998年欧盟发表《关于保护增值税收入和电子商务发展的报告》，决定把通过互联

网销售的数字产品视为劳务销售，暂时不征收关税，但征收增值税。此外，欧盟始

终坚持税收中立原则，即原则上不对从事数字产品贸易的公司和企业征收关税。从

一种角度来看，该方法有助于保护欧盟成员财政收入的来源，从另一个角度还能够

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因而使其境内的企业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欧盟并不同

意对数字产品永久性地免征关税，因为如果将来对数字产品贸易适用美国主张的

GATT待遇，关税壁垒则将成为唯一的保护欧盟市场的手段。通过图 3-（b）可知，

上述的各项政策确实使得欧盟信息和通信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跟其他地区相比

是最低的。

与此同时，位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数字产品贸易的净进口

国，一般都主张对国际数字产品贸易征收关税。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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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将会直接减少以间接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收入；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数字产品贸易中处于劣势，免关税会使得这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缺

乏一种控制方式，将使得互联网成为发达国家掌控的空间，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

地位。但即使发展中国家主张征收关税，通过图3-（b）也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在进口

此类产品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二）数字产品贸易非关税壁垒

若将非关税壁垒过渡到数字产品贸易当中，可以发现其使用对象主要是无形的

数字产品，因此所采取的措施跟货物产品相比显然会更加“虚拟化”一些。

由图4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数字产品最初的发展阶段由于网络交易还处于萌芽

阶段，因此世界各国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限制性的措施，但网络覆盖率的扩大及虚

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各国逐渐意识到保护数字经济领域的必要性。数字贸易保护主

义的最初形式表现为数据本地存储。2013年“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各国

纷纷开始提出一系列关于数据本地化的法律规定。其中“本地化”概念包含了“服

务本地化”“设施本地化”和“数据本地化”三层含义，这些层次也体现在TPP的

相应章节中。

图4 数字贸易领域非关税壁垒及限制措施的实际运用过程

资料来源：Digital Trade Estimates Project, Brussels launch, 12.10.2016。

比本地储存更高级化的保护措施是除了本地化之外还要求对数据进行本地的处

理。在国际上采取数据本地化与处理措施的国家中，其立法和政策主要分为：要求

数据在本国数据中心存储，并阻止数据被传送到国外；在数据跨境传送时要求征得

数据主体的事先同意；要求将数据复制在本地存储，但并不阻止其传出境外等几种

类型①。目前被认为最严格的并使用率较低的是数据禁止转发政策，该政策禁止一

些领域或行业向国外转发数据和信息。

这种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

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有条件的流

动制度”。这种制度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和信息采用不同的管理和处理模式。根据禁

止程度分为三大类：一是重要的数据禁止跨境流动；二是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一般数

①李海英.数据本地化立法与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J].信息安全研究，2016（9）：78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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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相关行业技术数据有条件的限制跨境流动；三是普通的个人数据允许跨境流

动，但要满足相关的安全管理要求①。在此基础上可以总结出数字产品贸易领域内

主要的非关税壁垒和措施。

1. 替代型本地化政策

本地化战略是指各国政府会采取各种策略，以促进土生土长的通信和信息领域

的企业和技术成长。比如，政府有可能禁止外资企业参与本国数字经济的市场。替

代型政策主要表现为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或者强制性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

及合资企业运营类型，作为进入当地市场的先决条件。有些情况下，政府也会采取

采购政策来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2. 外商直接投资限制

投资限制主要表现为当地含量要求、当地存在、进口替代等措施。此类政策经

常针对某个产业（或者某个企业）提出投资限制，比如对电信业的本地存在或当地

所有权的要求等。当然，这种限制也可能以水平的形式出现，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

国籍限制等。

3. 跨境数据流、强制性的数据及 IT基础设施本地化政策

这种措施一般由政府针对提供通信和信息服务的公司提出，要求公司覆盖其业

务所涉及的全部本地数据流和相应的服务器，并将对所使用的数据资源进行长期保

存。值得强调的是，其不仅显著地提升公司运营成本，使其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价

格大幅上升，且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数据流的运转速度。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规模的日益增大，世界各国对跨境数据流的禁止转发、本地

储存率/处理率以及有条件流动制度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图5显示，全球非关税贸易

壁垒措施演变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61—1981年间，该时期内数字贸易及

网络的发展本身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各国所采取的保护性政策主要限于禁止转发；

1981—2000年间，该时期是数字产品贸易加速、网络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时期，此时

更加严格的本地数据储存及条件流动制度政策不断涌现；2001—2016年间，该时期

为对数字本地化及储存率的限制和要求不断增多的时期，在2014年之后数字本地储

存率/处理率已经超过条件流动制度政策。这种趋势表示世界各国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尽可能地保护其国内数据流，进而限制本国向其他国家数据转移的力度。

从数据及 IT基础设施本地化各种政策的地理分布来看，与前面分析关税壁垒

问题类似，数据本地化立法政策最多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

分别占到全球的45%和39%。同时，北美、拉丁美洲及非洲国家本地化比重相对较

低，分别达到7%、5%和4%②。可见，发达国家保护国内数据的意识不断增强，与

此同时快速发展的亚洲地区也正在逐步采取相应的本地化措施。

另外，目前51%的数字产品本地化措施主要涵盖与数字和网络领域紧密相关的

①石月.国外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EB/OL].(2015-07-23) [2017-05-10].http://gb.cri.cn /

42071/2015/07/23/6611s5041096_1.htm。

②ECIPE Digital Trade Estimates database [DB/OL]. [2017-04-01]. http://ecipe.org/dte/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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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行业及金融业（11%）、在线供应商（10%）、公共部门（8%）、通信业（7%）

和其他行业（7%）①。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公开外包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安全

风险评估，并在《政府信息外包、离岸存储和处理 ICT安排政策与风险管理指南》

中，针对政府信息和数据赋予不同的级别，其中对于非保密的信息，规定只有在政

府机构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之后才能实施外包。此外，加拿大财政委员会对每一个政

府机构提出对数据处理合同进行评估的要求，以识别任何与《美国爱国者法案》

（USA PATRIOT Act）相关的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评估其风险的等级，并且采取

修正措施来处理安全风险的问题②。美国对军用和民用相关行业的技术数据的跨境

业务实施许可管理。依据其《出口管理条例》（EAR）和《国际军火交易条例》

（ITAR）使用出口许可管理方式分别对本国非军用和军用相关技术数据进行控制。

当提供数据处理服务的某个主体或者掌握数据所有权的某个主体进行相关数据出口

的时候，必须在相应的政府机构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取得出口许可证。美国境内的

法律对数据出口的管理非常严格，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比如，当美国公民向美国境

内的外国公民发送数据或信息时，同样也被视为是数据或信息的出口③。

从受本地化措施影响的数据类型来看，个人数据、商业数据以及行业数据受到

的影响最大，分别达到41%、13%和12%④。在国与国之间，个人数据一般可以自

①资料来源同上。

②Austral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guidelines: Risk management of outsourced ICT arrange-

ments (including cloud)[EB/OL]. (2015-04) [2017-04-16]. https://www.protectivesecurity.gov.au/ informationse-

curity/Documents/AustralianGovernmentInformationSecurityManagementGuidelines.pdf.

③资料来源同上。

④根据ECIPE Digital Trade Estimates database公布的信息，受本地化措施影响最多的数据还包括：公

共数据（8%）、用户/消费者数据（8%）、金融数据（7%）、所有数据（5%）及卫生数据（2%）。

图5 1960—2016年间全球数字产品领域有关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措施数量演变趋势（单位：个数）

资料来源：ECIPE Digital Trade Estimate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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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跨境流动，但许多国家为了确保个人数据安全，通过问责制、合同干预等不同形

式来对其进行干预与管理。这种干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模式：问责制的管理模

式，即对数据控制者的数据安全管理责任提出规定，要求其承担在数据跨境的整个

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责任①；数据处理合同干预的管理模式，即由政府对跨境数据处

理合同条款中应当包含的安全管理内容进行规定。例如，在欧盟，由数据保护主管

部门制定标准格式合同条款，在条款中依据数据保护法的原则纳入数据保护的要

求，企业之间签订跨境数据流动处理合同②。

4. 源代码和加密要求

在一些情况下政府会要求外国投资者在进入本国市场之前提供其商业源代码或

者加密密钥作为市场进入的先决必要条件。很明显，这种措施将会对公司的知识产

权和商业机密造成一定风险压力，因为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从本国利益出发构

建保护国内的知识产权结构。由于目前大部分国家缺乏完整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执

行机制（比如存在版权和专利保护不足、缺乏商业机密保护机制等），以及政府要

求企业提供更多的内部信息，因此这种情况确实降低了企业走进国外市场进行数字

贸易的积极性及缩小了其发展空间。

四、WTO框架下潜在数字贸易协议的构建及其可行性预测

由于国际上WTO仍然是最成熟和有效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应在以WTO

相关的规定和政策为主、其他国际组织经验和规定为辅的基础上考虑试运行几种不

同的合作模式。

（一）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1. 协议的基本框架

在WTO框架内，目前存在三种最主要的多边总协议，分别为《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1994）》（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TRIPs）。其中前两种协议应该成为协调数字产品贸易的重要基础。即

若GATT协议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全球自由贸易，GATS协议则在更大程度上允许

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弥补现有的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因此，为了构建可行

性更强的合作机制和框架，首先需要考虑数字产品贸易到底应该建立在第一或者第

二种协议的基础上。

很明显，若WTO的宗旨是进一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则既拥有货物产品又拥

有服务产品特点的数字产品应视为一种货物产品，即数字产品应该从属于更加宽松

的GATT协议的规定。然而，这种结论缺乏论据，因为其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任

何产品。即若贸易全面自由化是最终的目标，那么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争端应通过

GATT协议而解决。实际上，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没有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

①详见加拿大政府所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

②详见澳大利亚制定的《隐私保护原则》中对数据出口者和海外数据接收者之间签订合同中应当包含的

内容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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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点考虑进来，即由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研发

能力，导致其在全球数字产品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背景下，GATS协议的

目的恰好在于甄别这种世界市场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为了保证数字产品贸易在各

国长期、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发展，位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之间“灰色区

域”的数字产品应受GATS协议的支配和管理。

表1 国内外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与产品和服务贸易差异矩阵表

传统商务

电子商务

国内

货物贸易

消费者从国

内零售商店

购买产品

消费者从国

内在线商店

购买产品

服务贸易

消费者从国内供

应商处接受离线

服务

通过互联网从国

内供应商处接受

服务。例如，国内

银行提供的电子

银行服务

国际（跨境）

货物贸易

国际贸易公司进行的

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

业务

消费者从在线商店订

购产品，产品从另一国

家生产者/零售商直接

运送到消费者所在国

服务贸易

由GATS规定的四种供应模式，如国

际运输、国际旅游、有外商投资的公

司、服务供应商到另一个国家提供

服务的过程

主要是GATS第一和第二供应模式

涉及到跨境服务供应的部分。主要

包括：

数字产品，在线下载并支付的音乐、

视频、APPs和游戏

位于不同国家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

在线完成的服务交易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2016). Bringing SMEs onto the E-Commerce Highway. ITC, Geneva。

从表1可以看出，首先，传统商务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两种：消费者从

国内零售商店购买产品及消费者从国内供应商处接受离线服务。但随着跨国贸易的

不断发展，国际贸易公司进行的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业务为消费者提供了选择更多

商品的余地。至于传统的国际服务贸易，借助于GATS规定的四种供应模式，如国

际运输、国际旅游、有外商投资的公司、服务供应商到另一个国家提供服务。以上

分析表明，在国际上服务贸易离不开GATS协议。电子商务在国内的发展情况也可

以分为两类：消费者从国内在线商店购买的产品以及通过互联网从国内供应商处接

受某种服务，比如第一种是消费者经常使用的电子商务平台，而第二种是由银行提

供的在线银行或电子客户服务等类型。在国际层面，消费者通过在线商店可以从位

于另一个国家的供应商处购买产品。

表1中浅灰色部分是与国际层面电子商务相关的服务贸易。很明显，此时主要

是GATS第一和第二供应模式涉及到跨境服务供应的部分发挥作用，包括数字产品

交易，这种平台使位于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可以在线完成服务交易。该

部分建立在GATS协议下的两种模式上：一是跨境供应，其标准是服务在当地交

付，而该服务由另一成员领土而来；二是境外消费，其标准是服务消费者来自当

地，而服务交付于另一成员领土。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服务提供者不在当地。

因此，如果假定GATT和GATS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GATS能够保护那些无法

与发达经济体相竞争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市场，则数字产品跨境贸易似乎刚好适

合GATS协议所强调的保护形式。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目标是消除贸易壁

垒，但各成员可以自由选择哪些行业要逐步开放，以及在特定时间内做何种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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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因此，以WTO的GATS协议为基础建立多边数字贸易协议应该会较全面包

含发展中经济体的需要，并进一步推进本领域贸易的规范化。

2. 可行性预测

考虑到数字贸易依然存在很多较敏感的问题以及WTO成员的不同发展水平，

WTO框架内的协议可能无法很全面地涵盖与数字贸易有关的所有问题和具体情

况。即便该协议是一种多边数字贸易相关领域协议，但其执行力度可能会遇到一些

障碍，即无法保证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满足不断涌现的数字贸易发展新需要。

另外，WTO经验表明，签订一个多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协议是一个十分漫

长的过程。由于各成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对协议的内容提出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意见，甚至个别成员是否真正愿意参与该协议的谈判过程，因此在正式开始这个工

作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二）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ITA（《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在WTO框架内，以 ITA协议为主构建数字贸易合作机制的好处在于该协议内

的各国所承担的义务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履行的，因此所有其他WTO成员均可

从中获得好处。哪怕有些成员参与能力很有限，但他们依然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从国

际贸易中获取相应的比较优势。但对于所有的国家而言，参与该协议将会大大降低

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门槛，并在发生矛盾时可以取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服

务。另外，参与方还将受益于WTO秘书处的帮助和支持促进谈判的进程。显然这

不仅有利于该协议的参与方，同时也对于愿意或准备加入该协议的国家产生更大的

吸引力。这种合作模式也可以被视为对第一种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张和深化，因此

其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风险。

（三）合作模式三：TiSA（《服务贸易协定》）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1. 协议的基本框架

由于TiSA是一个开放性组织，即允许WTO以外的其他成员无限制地加入该协

议当中，并且该协议不是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有助于消除“搭便车”

现象所导致的各种贸易效率低下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自愿成员联盟”

将为世界各国提供建立一种全新的、符合各方利益诉求和发展需要的数字贸易合作

框架和机制的机遇。

这种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模式可以建立在互相平等的基础上，即不对发达、发展

中和不发达国家做详细的分类，这样各国围绕数字贸易领域能够达成一致。由于许

多大型国际企业和跨国公司还是需要在WTO的框架内进行贸易，可以将这种合作

机制纳入到WTO框架当中。即便该协议会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但其也应该

拥有一种合理的管理机制在解决争端等问题时发挥作用。

2. 可行性预测

本文认为，由于该协议建立在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基础上，因此可以通过诸边谈

判过程总结并提出可行性较强的合作模式和相应的管理机制，并借助该机制使数字

产品贸易更加自由化和透明。但这种合作模式只有在被纳入WTO管辖权的情况

下，才能真正发挥多方位的、长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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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伴随数字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增多。近年来一

些国家纷纷通过立法加强了对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并提出一系列关税和非关税壁

垒，以保证国内数据、信息和个人资料的安全。这一系列“虚拟经济贸易保护”措施

和壁垒实际上严重限制了数字产品贸易的发展。本文认为，减少数据本地化规则，进

行数据跨境流动的合理限制，是未来国际多边、双边乃至诸边谈判的重要方向之一。

因此，如何在全球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与各国国内立法上达到协同，进而推进全球数字

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各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二，国际上缺乏规范数字产品贸易的对话与监管机制。在快速发展的网络环

境当中，电子签名、网络安全问题、垃圾邮件等现象可能会对从事数字贸易的企业

和消费者造成一系列的挑战，甚至让决策者在数字贸易领域做出错误的判断或决

定。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需要建立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以及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

有效对话和合作机制。即随着本领域新规则的不断涌现，需要尽快构建能够有效规

范和梳理这些规则的监管与合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统一的贸易规则，进而尽

量避免规则的“碎片化”现象。

第三，即便WTO在数字产品贸易领域发挥的作用有限，但其在建立新的合作

框架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扎实的基础。虽然WTO的现行规则确实无法与现代科技

进步并驾齐驱，但考虑到国际谈判过程的缓慢、建立现行国际贸易法律和制度所需

花费的时间等因素，很显然，在WTO框架内制定一整套新的、通用的法律法规体

系并非最佳的办法。但是，在WTO已存在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上，经过必要的修改

和补充，建立可行性较强、初始独立于、最后依赖于WTO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是完

全可能的。即以WTO的GATS协议为基础，建立多边数字贸易协议应该较全面考

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加强国际贸易在本领域的规范化建设。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在法律中需要明确跨境数据流动的概念和管理模式。目前，与网络安全

和保密相关的法律禁止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的数据跨境，对于一般的个人数据

和企业数据相应的规定只在少数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有较明确的规定，

其余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则处于萌芽状态。因此，有必要在网络安全法中对跨境数

据流动的概念进行界定，对跨境数据流动实行分类管理，明确政府可以采取的管理

手段以及相关各方主体的安全保护责任。

第二，需要以WTO为主、以其他国际组织为辅，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多元化的

合作和管理模式。本文认为，TiSA作为一种开放性组织可以通过诸边谈判总结并

提出完整的合作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但这种合作模式只有在被纳入WTO的管

辖权之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在初步的发展阶段这种数字产品贸易合作协议完

全可以不在WTO管理范围内实施，但随着成员之间贸易量的扩大，该协议必然会

被纳入到WTO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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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n Digital Trade Within the WTO
Framework — Based on an 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Barriers to Digital Trade

Ivan Sarafanov BAI Shuqiang

Abstract: The Internet-driven digital revolution is bringing abou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not only giving birth to new ways of communica-

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new business models, and new sources of employ-

ment, but also raising concern i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bout new rules and is-

sue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rade. Even if at present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trade to economic growth, they

are also beginning to set up relevant tariff and non- tariff trade barriers to safe-

guard the security of their domestic information and data flows. In this context,

som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organizations have proposed a succession of

regulations and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digital trade. As a global

trade organization, the WTO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

gard. Therefore,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main barriers of the global

digital trade, this paper firstly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policy and basic coopera-

tion mechanism on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WTO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then makes a brief feasibility analysis. In

the end,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most feasible to construct

a preliminary cooperation mode based on the TiSA and to gradually integrate it

into the WTO framework.

Keywords: Digital Products Trade; Trade Barrier; WTO Cooperation Mecha-

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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