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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A框架下数字贸易谈判的焦点争议
及发展趋向研判

高 媛，王 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北京 100029）

摘要：数字贸易相关议题最早出现在TISA框架下的第二轮谈判之中。本文尝

试从TISA谈判文本入手，梳理数字贸易谈判进程及其条款构成，对数字贸易自由

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等焦点争议展开讨论并提出应对思路。在此基础上，研判TISA

的发展趋向：从中短期看，由于成员间的利益诉求矛盾重重，TISA谈判本身注定

步履维艰，加之美欧双方的“漠视”，TISA很可能重蹈TPP覆辙，但由于数字贸易

始终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TISA依然会是美国推行其数字贸易治理理念的理想

平台，其数字贸易谈判依旧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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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的驱动下，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发

展趋势明显。面对着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的若干新问题和新挑战，WTO框架下

以GATS为代表的传统服务贸易规则无论是在规则设计还是规则运用上都显得“捉

襟见肘”。以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主导的“服务贸易挚友”

（Real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RGF）① 尝试通过诸边协商方式来推动服务贸易

自由化进程和主导高标准的全球服务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是《服务贸

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 TISA）框架下的重要议题。从第 2轮谈判

至今，TISA成员围绕数字贸易规则已展开了多轮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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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TISA谈判采用“绿屋会议”方式进行，该议题上的谈判进展和内容细节目

前均处于保密阶段，因此，多数学者的研究是基于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各自对外签

订的FTAs中的电子商务条款及其谈判情况展开的。典型的如：党世丽（2015）认为

在TISA谈判中，美国正是以与澳、韩签署的FTAs为范本提出了其电子商务的主张，

且突显了美国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决心；李忠民（2014）期望TISA能建立电子商

务、计算机相关服务以及跨境数据转移等新兴领域的管制规则；石静霞（2015）指出

在TISA框架下关于信息流动、信息保护、消费者保护、网络接入和当地成分要求等

问题上，各谈判方的态度区别较大；Joshua Meltzer（2014）等针对“跨境数据自由

流动”和“个人信息保护”上的欧美争议以及相关条款的可能影响展开了经验研究；

段子忠和林海（2016）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出发，认为TISA成员中中高收入成员占

多数，因而发展中成员对发达成员的一些“超前提案”持谨慎或者反对态度，由此

造成相关议题的谈判进程缓慢；李墨丝（2017）也表示由于美欧间的巨大分歧，在

TISA中形成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势必面临更加艰难的博弈。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既有研究对 TISA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的研究虽各有侧

重，但仅是“管中窥豹”，并未呈现出该谈判的“全貌”。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

维基解密网站上披露的TISA谈判文本，对纳入TISA谈判进程的数字贸易规则的谈

判进展及基本构成进行梳理和分析，再对其中的焦点争议及解决思路进行详细解

读，并在此基础上对TISA谈判的发展趋向进行判断。

二、TISA框架下数字贸易谈判进程及数字贸易规则的基本构成

TISA 成员于 2012 年初启动关于 TISA 的早期磋商，并于 2012 年 12 月制定了

《服务贸易协定谈判框架》，确立了TISA的目标、结构和谈判方式等内容。TISA框

架下的正式谈判于2013年3月开始，截至目前，TISA已进行了21轮谈判。数字贸

易议题最早出现在TISA第2轮正式谈判中，但当时各谈判方仅就数字贸易议题进

行了粗浅的初步讨论，之后TISA成员围绕数字贸易展开了多轮深入协商。整体来

看，在第 4轮和第 6轮谈判中各成员方分别对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提案进行

了讨论，并且同意将电子商务中的部门规则转化成为协定文本。从第14轮谈判开

始，数字贸易第二代核心规则“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存储本地化”“源代码开放”

“互联网平台责任”等开始成为焦点议题。例如，在第14轮谈判中，各成员方表达

了在数据流动方面减少不必要壁垒的意愿，并在电子传输免关税议题上取得进展；

第 16轮谈判在“消费者保护”“垃圾信息”和“网络中立”等议题上取得良好进

展，并开展对“给予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议题讨论；第18轮谈判重点深入讨

论“源代码开放”等条款，第19轮谈判引入了与“互联网平台责任”（不包括知识

产权）相关的新提案①。

当前TISA框架下关于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成果已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附

①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每轮TISA谈判情况和论文资料《TISA谈判及进展》整理而成。网址：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tisa/；http://www.docin.com/p-1711534494.html。访问时间：2017-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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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文本中。根据维基解密，获悉该“电子商务”文本共有14条条款，包括4个解释

条款和10个具体条款（详见表1）。如今历经多轮谈判之后，TISA成员已经就一些

数字贸易的基本规则，如垃圾邮件处理、国际间合作、数字产品零关税等达成共

识，但在前述的第二代核心议题上仍然争议颇多。

表1 TISA框架下“电子商务附件”的主要内容

分类分类

解释条款

具体条款

条款条款

Article 1

Article 12

Article 13

Article 14

Article 2

Article 6

Article 7

Article 8

Article 10

Article 3

Article 4

Article 5

Article 9

Article 11

英文名称英文名称

General Provisions

Review

Others

Definitions

Movement of Information/Cross-Border
Information Flows

Transfer or Access to Source Code

Open Networks, Network Access and Use

Location of Computing Facilities

Customs Duties on Electronic Transmissions

Online Consumer Protec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Unsolicited Commercial Electronic Messages

Electronic Authentication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中文名称中文名称

总则

回顾

其他提议

定义

信息流动或跨境信息流动

转移和访问源代码

开放网络、网络访问和使用

计算设施本地化

电子传输关税

在线消费者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

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

国际合作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三、TISA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焦点争议及应对思路

（一）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在线消费者保护存在显著争议

整体来看，TISA中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阻碍不仅局限于单个具体条款上的分

歧，而且体现在条款之间的冲突，集中体现在数字贸易自由化（降低数字贸易壁

垒）与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协调平衡上。美国一直是数字贸

易自由化的极力促成者，这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服务部门开放最早的国家之一。另

外，新技术和新贸易模式不断涌现，美国服务提供者希望美国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

规则制定的领头羊，积极构建自由竞争的全球市场环境，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多的

收益。然而对于其他大多数成员，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落后的成员而言，要实现其

自由化的目标就显得比较困难。例如在TISA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信息流动（或

跨境信息流动）”议题上，美国、日本等就提议任何成员方均不得阻止另一方的服

务提供商在成员方境内或境外转移，访问处理或存储与服务提供商业务活动有关的

信息（包括个人信息），欧盟、澳大利亚则主张有限制的自由移动，加拿大、智利

等补充提议该类电子传输可适用国内监管要求。① 另外，大多数成员方在寻求信息

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护目标之间的平衡，甚至不惜提出要实施诸如数据存储强制

①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出来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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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等贸易壁垒。体现在“计算设施本地化”议题上，美国、哥伦比亚等提出，

任何成员方均不得要求服务提供者作为准许其提供服务或在其本地投资的条件，在

成员方本地使用或建立计算机设施，智利、秘鲁等则提议每一成员对计算机设施的

使用都有自己的监管要求，而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更提议，为实现合法的公共

政策目标，可以实施相应的本地化措施。①

因此，美国主张的跨境数据传输的完全自由流动、禁止计算机设施本地化等数

字贸易自由化手段皆未能有效达成。而遭到多数成员反对的首要原因当属维护本经

济体的安全及其网络消费者利益。例如，在“个人信息保护”议题上，加拿大、日

本、韩国等提出应承认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还提出各成员方自身应制

定相关的法律框架和相关规定，用于保护电子商务用户的个人信息；在“非应邀电

子商务信息”议题上，欧盟等提议要根据经济体内部法规，对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

的接收需征得消费者同意，而美国等则反对。② 因此，一方面，对于非应邀信息的

控制输入、网络欺诈的防护使得美国等主张的跨境数据流动完全自由化无法轻易实

现；另一方面，基于经济体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考虑，使得政府对于企业用户数据

的监控和获取成为可能，美国所反对的数据存储本地化要求亦存在一定“合理

性”。这些分歧的“合理”存在使得TISA框架下的数据贸易规则谈判一直未能在核

心议题上取得有效进展。

因此，TISA最终的谈判目标就是在保护在线消费者权益和降低数字贸易壁垒

间寻求一个平衡，因为一味地追求数字贸易的自由无障碍只会增加在线消费者的恐

慌情绪和防范意识，反而对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不利。怎样寻求二者的协

调与兼容是电子商务附件谈判的重中之重。

（二）针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焦点争议的应对思路

1. 国际区域组织经验借鉴与思考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曾尝试推出能兼顾“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个人隐私保

护”目标的规制协调机制。如：APEC于2012年制定的“跨境隐私规则体系”（以

下简称CBPRs）、欧盟的“约束性公司规则”（以下简称BCR）、OECD于1988年制

定的《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指南》（以下简称《OECD 隐私指

南》）等等。CBPRs根据APEC的解释，是规范其成员企业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自

愿性多边数据保护规则，任何亚太区域内的企业都可自愿申请认证，但要满足九大

原则：避免伤害、通知、收集限制、合理使用、选择性、完整性、安全保障、查询

及更正与问责制和50条具体细则，由于自愿性质，企业可通过代理机构或自评进

行认证，申请获得CBPRs认证标志，即成为符合个人数据保护规定而可以从事与

个人信息有关业务的企业，并实现个人数据的商业上的跨境流动，但因为存在问责

制，一旦企业违反体系中的条款，会有专门的数据隐私保护机构进行问责并处罚，

即只在合规的情况下允许跨境数据的完全自由流动；《OECD隐私指南》同CBPRs

①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②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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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类似的收集限制、数据质量、目的明确、合理使用、安全保障、公开性、个人

参与以及问责制八项原则（韩静雅，2016）；而BCR则只针对欧盟区域内的跨国公

司，且每个公司具有自身的BCR，不同跨国公司间并不能进行个人数据跨域（欧

盟）流动（弓永钦和王健，2016）。

上述内容多数是处理个人隐私数据跨境流动的管制规则，明显缺陷就是约束力

不够，区域限制明显，特别是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十分谨慎，但其确实是一定区域

内消除或减少数字贸易壁垒的有益范本或有效尝试，可据此延伸从而构建出TISA

下跨境数据流动的诸边规则。除此之外，要积极利用国际性对话平台，将利益相关

者纳入对话机制，例如2016年7月，美国前贸易代表向WTO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文

件，提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允许企业和消费者适当时移动数据、禁止强迫技术转移

等以升级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ary，2016），类似这些国际组织

平台上达成的数字贸易规则共识可尝试性地应用于TISA 之中，实现规则自上而

下、从多边向诸边的转移适用。但可悲的是这些有益的尝试未能实现有效突破，同

样面临着漫长的谈判。

2. 美欧关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双边合作实践

无论是《OECD隐私指南》还是APEC的CBPRs，都是一定经济区域内制定的

最低标准的个人数据流动和保护规则。一方面，保护个人信息的国际指导准则与国

内的隐私保护规则相比，显得不够雄心勃勃；另一方面，还限制了成员方采用超越

这些国际指导准则的能力。为此，在隐私保护方面，美国和欧盟作出了很大努力。

1995年，欧盟出台了数据保护指令，旨在规范美国和欧盟跨国公司，保护欧盟居民隐

私；2000年7月，美欧共同制定“安全港协议”，用来保护用户隐私；后来该协议被废

除，转而由2016年2月美欧达成的“隐私护盾公约”替代，其建立了仲裁、监督机构

和争议解决机制，已受理欧盟用户起诉并提供解决方案，并对美方情报机构的信息获

取作出制约，很好地平衡了美欧双方关于用户隐私保护的各自顾虑（Gary，2016）。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隐私护盾”实际上要比TISA谈判的标准更高，因为其隐

私保护范围扩展到国家情报机构层面，并对其进行了一定限制，突出了国家与企业

之间的博弈问题；而TISA的电子商务附件谈判更注重的是确保数据的自由流动和

数据最小程度的本土化，隐私保护方面只涉及到个人信息层面处理。因此，通过借

鉴美欧双边合作的实践，笔者认为，可以在TISA框架下建立一个直接处理跨境电

子商务案件的区域仲裁法庭，直面消费者上诉并提供解决方案，从而针对用户隐私

保护建立一个可靠的法律保障机制和真实实体。

3. 回归TISA诸边机制，积极展开国际合作

就TISA本身而言，其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各成员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显著①，数字贸易规则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建立良性的谈判和合作机制十分重

①从人均收入角度看，TISA中，高收入成员有14个，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挪威、中国

台湾、美国、欧盟、加拿大、中国香港、冰岛、以色列、日本、韩国、列支敦士登；中高收入成员有7个，

分别是：墨西哥、巴拿马、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土耳其；中低收入成员有2个，分别是：

巴基斯坦、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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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国际合作”数字贸易条款中，日本、挪威等就提议每一成员方应努力与其

他成员方合作，提高全球数字读写水平，减少“数字鸿沟”；哥伦比亚、挪威等提

议各成员方就电子商务领域相互交换信息；此外，瑞士还提议要与第三方通力合

作，从而增强成员间规制能力①。尽管如今的“国际合作”条款已然先进，可是在

积极寻求国际协调合作机制达成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合作，

更需要当局与相关企业间的理解与配合，而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从未间断过，因

此，成员间各自的境内政企协调机制的评估与提升也需要在TISA 谈判中体现出

来，甚至可以作为单独议题“搬上”谈判桌。

另外，在政府支持下，要积极推动企业微观层面上的积极合作。例如，网易、

谷歌、微软和AOL （美国在线）等在2002年已实现和部署了DMARC协议，旨在

全球范围内通过国际同行合作共同提升反垃圾邮件、反钓鱼邮件的能力②；通过类

似的企业跨国间合作甚至建立企业联盟，在全球市场机制的倒逼和催化下，有助于

解决国家层面无法兼顾到的跨境数字贸易发展问题，如非应邀网络信息处理和消费

者信息保护。

四、TISA框架下数字贸易谈判的发展趋向研判

数字贸易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升级和商业模式创

新共同作用的产物。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是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力

量彼此交织、相互博弈的艰苦过程。尽管在诸边层面TISA成员为推进高标准的数

字贸易规则的形成作出了持续努力，但由于有太多的诸如“如何追求跨境信息自由

流动与消费者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如何兼顾计算设施本地化与国家安全目标”

等问题的挑战，再加上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变迁，TISA 谈判目前看来可谓命途多

舛。本文对TISA数字贸易谈判发展趋向判断如下：

（一）由于各成员利益诉求矛盾重重，TIS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本身难以拨

云见日

客观而言，从TISA机制本身看，由于TISA拥有众多的谈判方，谈判方分布范

围广，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经济体，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各成员方

自身的立法、相关规定和国际谈判经验也存在明显差距，于是实际谈判中，在很多

数字贸易议题及其细节上，成员间均存在严重分歧，有时甚至剑拔弩张（见表

2）。因此，关于数字贸易的第二代规则，TISA谈判至今几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也

是预料之中。另外，TISA谈判本身还存在缺少充分监督和基于绿屋谈判的非透明

等问题，所以其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在某些议题上，前文虽然提到有现成的其他国

际组织或协定的经验可供借鉴，但一方面由于这些协调机制通常本身约束力不强，

另一方面，对TISA各成员方的“低不成高不就”或与高标准的“初衷”有落差形

①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翻译整理而得。

②资料来源：网易联手谷歌微软全球打击诈骗邮件[EB/OL].[2017-06-20].https://www.aliyun.com/zixun/

content/2_6_265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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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心理隔阂等等，导致这些协调机制对TISA的适用性并不强。从中短期看，由

于有太多的利益需要平衡和协调，TISA谈判本身注定是步履维艰的。

表2 TISA成员在诸多数字贸易议题及其细节上的争议体现

条款条款

条款2

信息移动/跨境

信息流动

条款3

在线消费者保护

条款7

开放网络、网络

访问和使用

条款8

计算设施本地化

争议点争议点

标题

跨境数据流动

欺诈或欺骗性

商业行为甄别

消费者从事

在线活动界定

标题

消费者使用网络

服务方面

网络服务供给方面

使用或建立当地

计算设施

主要争议内容主要争议内容

美国、加拿大、秘鲁提议用“信息移动”，而日本、墨西哥等则提议使用“跨境

信息流动”

美国认为跨境数据可完全自由移动，而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提议需考虑国

内信息安全、文化例外等情况，主张有限制的自由移动

美国提议网上欺诈或欺骗性的“商业行为”应指Commercial Practices（商业

实践），反对使用Commercial Activities（商业活动）一词

哥伦比亚和瑞士提议对参与电子商务时的在线消费者受到欺诈或欺骗予以

保护，而澳大利亚、美国等则认为是参与网络商业活动时即可

瑞士表示可使用“开放互联网”

瑞士提议各成员方，特别是相关管理者，要提升消费者获取和使用网络服务

或应用的能力，而韩国表示反对

哥伦比亚和日本提议应努力不要限制网络服务提供商服务供给的能力，而

韩国表示反对

加拿大、美国、秘鲁、巴基斯坦和日本认为各成员方不得以允许提供服务、本

地投资为由，要求服务提供商使用当地计算基础设施，而瑞士表示反对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解密披露的2015年6月电子商务谈判文本整理而得。

（二）美欧双方的“漠视”加剧了TISA命途多舛

除了TISA机制本身的制约，作为TISA谈判“领头羊”的美国和欧盟，二者的

博弈实则决定了TISA谈判进程是否能够快速有效地开展。由于美欧之间关于如何

协调“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与“个人隐私保护”一直纷争不断，其“隐私护盾公

约”也未能有效实施，导致美欧各自阵营产生对TISA谈判消极怠慢的情绪。一方

面，欧盟内部意见不统一，特别是欧盟消费者协会表达出对TISA中的消费者保护

条例、隐私安全的极度担忧，使得欧盟迫于压力对TISA 谈判处于犹豫和观望之

中；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一反常态将对外贸易谈判平台从“准多

边”转向“双边”，与数字贸易发展所依托的互联网和数据跨境流动所具有的全球

互联互通的本质属性直接相悖，TISA很可能重蹈TPP覆辙，为特朗普政府所放弃。

（三）长期看，TISA仍是美国推行其数字贸易治理理念的理想平台

尽管从短中期看，TISA的命运实属不太乐观，但从长期看，TISA仍是美国的

理性选择。因为客观而言，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若执意将谈判

从“诸边”转向“双边”会增加时间成本和耗费谈判资源，美国政府不可能没意识

到这一点，并且美国一直在极力推动能彰显美国意志的“TPP式数字贸易规则”在

更大范围内的扩展适用，而从目前看，TISA是惟一能有望承接TPP框架下的数字

贸易规则，并且其谈判结果有望能在多边扩展适用的诸边协定。TISA是美国现阶

段能最有效率地推行其数字贸易治理理念的理想平台，美国不会轻易放弃该诸边机

制，从这个视角看，TISA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依然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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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ntroversie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Digital Trade
Negoti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ISA

GAO Yuan, WANG Tao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Digital trade-related issues first appeared in the second round nego-

tiations under the TISA framework. This study tries to comb the process of digi-

tal trade negotiation and its 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TISA negotiation text, dis-

cuss the key controversies such as digit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online consum-

er protection, 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ISA: From the medium and short term， due to

lots of contradictions of members for interest demands, TISA negotiations is

bound to be struggling, and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 Union “ig-

nore” it. TISA may repeat the TPP mistakes with great possibility. However,

the digital trade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ISA

will still be the ideal platform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pursue its digital trade

governance philosophy, and the potential of related digital trade negotiations re-

main unlimited.

Keywords: TISA; Digital Trade Rules; Digital Trade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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