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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贸易的率先实

践， 借鉴多方解读， 提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

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 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
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
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 本文进一步辨析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

易的异同， 提炼了数字贸易的内外部属性。 数字贸易呈现贸易成本普遍降低、 中

间环节大幅减少等趋势， 对于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

贸易背景下， 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的诸多命题受到挑战， 全新经济事实值得重点

关注， 这对于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研究而言是一次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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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纵观人类文明史， 每一次技术革命， 都颠覆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
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不例外， 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各领域①。 信息技

术的突飞猛进与全面应用， 使得数字经济高速增长、 快速创新， 并逐渐发展成为

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２０１６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２２ ６ 万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８ ９％， 占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３０ ３％②。 贸易作为经济活动中配置资源的关键环节，
受第三、 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正经历 “数字化” 的深刻变革。 以跨境电子商务

为代表， 数字贸易已经开始展现其蓬勃的生命力。 据海关统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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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的零售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５０％以上①。 可以预

见， 未来数字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与国内商务的主流， 而制造业以及其他相关产

业也将深深受益于此， 逐步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升级。
但与数字贸易蓬勃发展不相称的是， 就目前来看学界与业界尚未对 “数字贸

易” 这一概念达成广泛的共识。 原有对数字贸易的理解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

要， 而建立在全新实践基础之上的 “数字贸易” 概念又迟迟得不到确立， 使得学

界针对这一相关领域的研究与讨论无法得到有效开展， 业界同样无法对行业未来

的发展趋势进行科学的预判。 因此有必要对数字贸易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 在原

有理解与全新实践的基础之上明确数字贸易的内涵与外延， 形成一个被有关各方

所普遍接受的 “数字贸易” 定义。 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以

及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 从而进一步助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 本文将对 “数字贸易” 的概念及其时代价值与理论研究进行

深入探讨与分析， 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 如何理解数字贸易

（一） 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 计算机、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与应用使得数字技术与

其他经济部门渐趋融合， “信息经济” 的概念由此诞生， 而 “数字经济” 这一概念

则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互联网技术快速从信息产业外

溢， 在加快传统部门数字化的同时， 不断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 电子商务是其中

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技术与经济背景下，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 （１９９６） 在 《数字经济： 网络智

能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一书中， 首次详细论述了互联网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商务模

式， 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 “数字经济” 概念的学者。 Ｎｅｇｒｏｐｏｎｔｅ 等 （１９９７） 在

《数字化生存》 一书中将数字化比喻为原子向比特的转变， 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时

代， 信息储存于虚拟化的比特而非实体化的原子之中， 原有工业经济时代的运输、
出版等方式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Ｍｅｓｅｎｂｏｕｒｇ （２００１） 对数字经济做了范围界定，
他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 数字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 数字化的商务网络与

组织， 以及电子商务中交易的产品。 在数字化概念广泛传播的同时， 各国政府也

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欧盟和美国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公布了数字经济议程， 英国、 德国、 法国等国均发布了数字化战略， 以推动本

国、 本区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复苏乏力的困境， 中国作为 ２０１６ 年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 主席国， 首次将 “数字经济” 列为 Ｇ２０ 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程。
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举行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上， 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该 《倡议》 指出， 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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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

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 这一定义十

分准确、 科学地阐释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与本质。 此后， “数字经济” 这一提法也被

中国各类官方文件与重大会议所采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２０１７ 年） 》 在 “数

字经济” 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归纳了数字经济的七个特征： 第一， 数据成为

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第二， 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 信息产业

的基础性先导作用突出； 第四， 产业融合是推动数字经济的主引擎； 第五， 平台

化、 生态化成为产业组织的显著特征； 第六， 线上线下一体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

方向； 第七， 多元共治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治理方式。
（二） 数字贸易的提出与演进

通过梳理美国多个机构发布的 “数字贸易” 定义 （简称 “美版定义” ） 以及

相关研究文献， 本文根据交易标的的不同， 将 “数字贸易” 概念的演进历程划分

为以下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 将其视为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的阶段。 在这一阶

段， 数字贸易的标的仅包括数字产品与服务②。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０） 在其研究数字经济

时代国际贸易规则的文章中提出， 一般意义上， 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等电子

化手段传输有价值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活动， 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内容是数字贸易的

核心。 熊励等 （２０１１） 将全球范围内的数字贸易概括为以互联网为基础、 以数字

交换技术为手段、 为供求双方提供互动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 实现以数字化信

息为贸易标的的商业模式。 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本文发现的国内外最早有关 “数字

贸易” 概念的论述。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ＵＳＢＥＡ） 在 ２０１２ 年的 《数字化服务

贸易的趋势》 中提出 “数字化服务贸易” 概念， 即由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而实现

的服务的跨境贸易， 具体分类为： 版权和许可费， 金融和保险产品， 长途通信，
商业、 专业和技术服务等③。 这一概念主要用于衡量美国的国际数字服务贸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ＵＳＩＴＣ） 在 《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Ⅰ》 中正式提出了 “数字贸易” 定义， 即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

和国际贸易活动， 具体的交易标的为： 音乐、 游戏、 视频、 书籍等数字内容，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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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年， ＷＴＯ 在 《电子商务工作方案》 中将 “数字产品” 定义为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和交付的内容产

品。 这些产品是由传统或核心版权产业创造， 通过数字编码并在互联网上进行电子传输， 且独立于物理载

体， 分类如下： 电影和图片； 声音和音乐； 软件； 视频、 电脑和娱乐游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什么是数字服务》 报告认为数字服务包括： 信号、 文字、 图像等信息的传输服务； 视听内容的广播服务；
电子化网络实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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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 用户评论网站等数字媒介， 搜索引擎， 其他产品与服务①。 李忠民等

（２０１４） 在研究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态势与影响时就采纳了这一定义。 无论是

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０）、 熊励等 （２０１１）， 还是美版的两个定义， 都将数字贸易的标的物限

定在数字产品与服务范围内。 这一阶段的数字贸易标的范围相当狭隘， 与经济现

实脱节较为严重， 因而很快被全新的概念所替代。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将其视为实体货物、 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 实体货物被纳入数字贸易的交易标的中， 强调数字贸易是由数字技

术实现的贸易。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 《美国与全球经济中的数字

贸易Ⅱ》 中对 “数字贸易” 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改， 将其解释为互联网和互联网技

术在订购、 生产以及递送产品和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

动②。 数字贸易的标的具体包括： 使用数字技术订购的产品与服务， 如电子商务平

台上购买的实体货物； 利用数字技术生产的产品与服务， 如存储软件、 音乐、 电

影的 ＣＤ 和 ＤＶＤ 等； 基于数字技术递送的产品与服务， 即该机构发布的前一版定

义中所包含的内容。 ２０１７ 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发布的 《数字贸易的

主要障碍》 报告认为 “数字贸易” 应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不仅包括个人消费品

在互联网上的销售以及在线服务的提供， 还包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 实现

智能制造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平台和应用③。
（三） 数字贸易的内涵与特征

１ 数字贸易的内涵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业界对数字贸易形成了更具中国实践

特色的见解。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敦煌网创始人兼 ＣＥＯ 王树彤在第四届乌镇世界互联网

大会中提出， “随着中国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迈进， 以敦煌网为代表的中国

互联网企业开创了全新的 ‘数字贸易中国样板 ， 中国样板具备三大特点： 独创的

商业模式、 可推广的行业标准、 可复制的创新实践， 为更多的国家带来新的发展

机会， 赋能更多的中小企业通过数字贸易走向全球市场。”④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 基于中国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

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践的有益尝试， 从 Ｇ２０ 杭州峰会关于 “数字经济” 的权威解

读出发， 借鉴美版定义的合理内核， 本文认为， 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

体，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 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

知识与信息的高效交换， 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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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ａｒｔ １ ［Ｒ ／ ＯＬ］．
（２０１３－０７－０７） ［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３２ ／ ｐｕｂ４４１５ ｐｄ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ａｒｔ ２ ［Ｒ ／ ＯＬ］．
（２０１４－０８－１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ｔｃ ｇｏｖ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３２ ／ ｐｕｂ４４１５ ｐｄ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Ｚ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３－３１） ［２０１８－
０３－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２０１７ ／ ｍａｒｃｈ ／ ｋｅｙ⁃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

王静， 杜燕飞  王树彤乌镇发布 “数字贸易中国样板”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１２－０４） ［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ｈｔ⁃
ｔｐ： ／ ／ ｙｄｙ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１２０４ ／ ｃ４１２０９３－２９６８４６７７ ｈｔｍｌ。



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 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
与美版定义相比， 本文的定义有如下突出贡献： 美版定义在其演进过程中内

涵与外延虽不断被拓宽， 但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２０１７ 版的

定义虽然也有提及智能制造， 但仍将其视为一种服务纳入数字贸易的标的范围。
而本文的定义则进一步提出数字贸易的发展将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并将实现制造业智能化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的最终目标。 这是本文结合中国数字贸

易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实践的全新提炼， 在平台化、 生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当下，
数字贸易成为重塑传统价值链、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本文的定义进

一步深化了对数字贸易的理解与认知， 为数字贸易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２ 数字贸易的特征

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数字贸易， 有必要进一步辨析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异

同， 分析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之间的关系， 并提炼数字贸易的本质属性。
（１） 与传统贸易的异同

① 相同之处

第一， 贸易的行为本质相同。 贸易最初始于史前社会， 除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方式之外， 史前人类也通过彼此之间货物和服务的自愿交换， 满足各自的需求。
数万年后的今天， 贸易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无论是传统贸易， 还是数字贸

易， 本质上都是商品、 服务、 生产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 虽然实现方式有

所变化， 但这并没有改变贸易作为交换活动的本质。
第二， 贸易的内在动因相同。 无论是国内区域间贸易还是国际贸易， 贸易活

动的内在动因都是一致的。 以绝对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国际贸

易理论是研究贸易动因的经典理论， 国内区域间贸易的研究同样使用了这一分析

逻辑。 国家间技术水平的绝对 （相对） 差异产生了绝对 （相对） 成本的差异， 一

国应当生产自己具有绝对 （相对） 优势的产品， 而用其中一部分交换其具有绝对

（相对） 劣势的产品， 这样贸易双方都将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 专业化生产和劳动

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 是传统贸易和数字贸易的内在动因。
第三， 贸易的经济意义相同。 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一样， 具有如下的经济意

义： 克服各类资源在各主体间流动的障碍， 调整各个区域内资源的供求关系与价

格； 密切各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 弱化信息不对称； 促进资源在更合理的结构上

得到利用， 使得各主体均可发挥其资源、 技术的比较优势； 激发各主体的创新活

力， 提高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
② 不同之处

第一， 贸易的时代背景不同。 第一、 二、 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生活方式

的巨大变革： 火车等运输工具的出现， 使得长距离运输成为可能； 通信技术的进

步使得实时通信成为可能； 蒸汽机、 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使得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

动， 贸易商品大幅增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传统贸易大发展、 大繁荣。 而数

字贸易则是在第三、 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诞生的一种新型贸易活动。 数字技术使

得原有的通信、 传输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数据成为关键性的生产资料， 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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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历数字化、 智能化的升级。
第二， 贸易的时空属性不同。 传统贸易从交易开始到交易完成的周期长， 受

商品价格变化、 货币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大。 而数字贸易的交易过程中， 数字

技术大幅提高了交易效率， 贸易的时间不确定性大大降低。 传统贸易受地理距离

的制约较大， 而数字贸易中， 处于现代信息网络的贸易双方不再具有严格的空间

属性， 地理距离的限制作用大幅弱化。
第三， 贸易的行为主体不同。 传统贸易的交易过程存在代理商、 批发商、 零

售商等诸多中间机构， 供给方和需求方并不直接进行交易。 但在数字贸易中， 现

代信息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使得供求双方之间的直接交易成为可能。 此外， 电子

商务 Ｂ２Ｃ、 Ｃ２Ｃ 等商业模式的普及使得个人消费者在贸易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在未来的智能制造时代， Ｃ２Ｂ、 Ｃ２Ｍ 等商业模式将进一步强化消费者的

作用。
第四， 贸易的交易标的不同。 传统贸易的交易标的主要是货物、 服务以及生

产要素， 数字贸易的交易标的相对复杂。 数字贸易强调数字技术在订购、 生产或

递送等环节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因而其交易标的包括： 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交易的

传统实体货物， 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化手段传输的数字产品与服务和作为重要生产

要素的数字化知识与信息。
第五， 贸易的运作方式不同。 传统贸易需要固定的交易场所， 以及证明材料、

纸质单据等实体文件， 而数字贸易则往往是在互联网平台上达成， 全部交易过程

实现电子化。 传统贸易中， 货物规模大、 价值高， 主要采取海运、 火车等运输方

式， 而数字贸易则存在诸多的不同： 个人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订购的商品主要通过

邮政、 快递等方式寄送， 部分跨境电商企业采取海外仓、 保税仓模式； 数字产品

与服务的贸易则采取数字化的递送方式。
第六， 贸易的监管体系不同。 传统贸易中， 各国海关、 商务等监管部门，

ＷＴＯ 等国际组织是贸易的主要监管机构； 各国国内的贸易制度、 国际贸易协定是

约束贸易行为的主要法律规范。 而数字贸易的监管体系， 不仅涉及前述的监管机

构与法律规范， 还强调对数字贸易中的关键要素———数据进行监管。 李海英

（２０１６） 认为数据本地化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重要焦点， 包括服务本地化、 设施

本地化和存储本地化三重含义。
（２） 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关系

第一， 作为有机组成部分， 跨境电子商务会助推数字贸易时代的早日到来。
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逐渐展现其旺

盛的生命力。 未来， 随着云计算、 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跨境电子商务

的分析、 预测、 运营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原来以货物交易活动为主的跨境电子

商务， 将不断拓展其商务活动半径， 整合传统产业链， 推动生产、 贸易活动的数

字化、 智能化转型。
第二， 作为新型贸易活动， 数字贸易是跨境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高级形态。

现阶段的跨境电子商务仍然处于数字贸易的初级阶段， 产业的垂直整合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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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字贸易并非只是简单的货物交易活动， 其突出强调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

合发展， 将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作为最终目标。 因而， 数字贸易是跨境电子

商务未来发展的更高目标。
（３） 数字贸易的本质属性

① 内在属性

第一， 虚拟化。 数字贸易的虚拟化属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生产过程中使

用数字化知识与信息， 即要素虚拟化； 交易在虚拟化的互联网平台上进行， 使用

虚拟化的电子支付方式， 即交易虚拟化； 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传输通过虚拟化的方

式， 即传输虚拟化。 交易虚拟化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 ２０１７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到 ７ １８ 万亿元， 网上零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 ３７ ９％①。
第二， 平台化。 在数字贸易中， 互联网平台成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

组织， 不仅是汇聚各方数据的中枢， 更是实现价值创造的核心。 平台化运营已经

成为互联网企业的主要商业模式， 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此外，
传统企业也致力于通过平台化转型提升竞争力。 著名建筑机械企业三一重工打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根云， 这一平台接入能源设备、 纺织设备、 农业机械及工程

机械等各类高价值设备近 ３０ 万台， 服务于工业领域的各个行业②。
第三， 集约化。 数字贸易能够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劳动力、 资本、 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集约化投入， 促进研发设计、 材料采购、 产品生产、 市场营销等各环节的

集约化管理。 美邦服饰等服装企业纷纷将智能化作为重点发力对象， 建立 “互联

网＋” 平台， 以准确反映市场需求变化， 实现按需生产的集约化生产模式③。 此外，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１１） 针对 ｅＢａｙ 二手车拍卖市场的研究发现， 卖家在线上交易中更愿意将

照片、 文字等信息发布在网站上， 这有效地减少了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交易效

率得到了提升。
第四， 普惠化。 在传统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 在数字贸易中能够积极、

有效地参与到贸易中并且从中获利。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贸易门槛，
中小企业、 个体商户和自然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消费

者。 在阿里零售平台上， 国家级贫困县的网络销售额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先后突破

１００ 亿元、 ２００ 亿元大关， ２０１６ 年接近 ３００ 亿元④。
第五， 个性化。 随着个人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数字贸易中， 个性化的需

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商家很难再靠标准化的产品与服务获利， 根据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亚马逊海外购的分析报

告表明， 消费者的选择非常多样化， 长尾选品 （原来不受重视的销量小但种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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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峰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２５）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２０１８０１２５ ｓｈｔｍｌ。

何珺  树根互联： “机器专家” 与 “互联网专家” 的跨界融合 ［Ｎ］． 机电商报， ２０１７－０２－２７ （Ａ０２）．
温文清  企业借助互联网按需生产 ［Ｎ］． 泉州晚报， ２０１６－０１－２９ （００９）．
阿里研究院  数字经济： 普惠 ２ ０ 时代的新引擎．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２０１８－３－１４］． ｈｔｔｐ： ／ ／ ｉ ａ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 ／ ｉｍｇ ／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 ／ 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０９２５５６ ｐｄｆ。



的产品或服务） 的销量增长明显。 ２０１７ 年， 亚马逊海外购中园艺类商品的销量增

长近 ３ 倍， 与单一色系的商品相比， 色彩丰富的商品更受消费者的青睐①。
第六， 生态化。 数字贸易背景下， 平台、 商家、 支付、 物流、 政府部门等有

关各方遵循共同的契约精神， 平等协商， 沟通合作， 共享数据资源， 共同实现价

值的创造， 形成了一个互利共赢的生态体系。 中国 （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注重创建整合货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的综合性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 为各

类商品提供一站式信息资源和服务， 探索形成以 “单一窗口” 为核心的 “六体系

两平台” 顶层设计， 使贸易活动融入电子商务数据服务合作新生态②。
② 外部属性

一方面， 数字贸易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技术支撑。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 信息

通信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电子计算机、 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

为数字贸易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 近几年来， 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 不仅拓展了数字贸易

的标的范围， 而且提升了数字贸易的交易效率。
另一方面， 数字贸易以制造业智能化作为历史使命。 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的背景下， 数字贸易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实现货物、 服务与生产要素的高效交换，
数字贸易更应当承担起推动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历史责任。 通过数字贸易的联结，
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被反应到产品研发、 设计与生产过程中。 制

造业企业在努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 将不断推动生产过程的柔性化改造，
最终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的升级。

二、 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意义

（一） 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

数字贸易已经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未来将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运行， 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李忠民等， ２０１４； 王晶， ２０１６）。 本节对数字贸易未来发展趋势

做出合理展望。
１ 贸易成本普遍降低的趋势日益凸显

数字贸易充分利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优势， 能有效降低各个贸易环节的成本

支出。 第一， 数字贸易信息汇集能帮助贸易参与主体充分了解交易信息， 大大降

低了贸易各方合作沟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第二， 数字贸易的洽谈、 合同签

订和海关申报等过程均可通过数字化方式完成， 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谈判成本、
合同成本和通关成本； 第三， 数字贸易采用智能化的物流作业， 将有助于减少国

际贸易的物流成本支出。
２ 中间环节大幅减少的趋势日益凸显

庞春 （２００８） 从贸易的不同获利方式， 将中间商分为佣金中间商和加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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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商。 数字贸易能有效减少因佣金中间商对贸易参与主体资质审查所需的征信、
审查等中间环节， 提高贸易效率。 数字贸易还能有效促使企业和消费者直接进行

沟通， 达成交易， 从而弱化了加价销售中间商在贸易中所起的贸易中介作用， 缩

减了相应的中间环节。 在未来， 数字贸易的中间环节会大幅减少。
３ 生态系统智能互联的趋势日益凸显

随着数字贸易的广泛应用， 数字贸易平台将成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

组织， 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汇聚的核心。 在数字贸易平台上， 价值创造不再强调竞

争， 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 通过整合供应链各环节， 促成相关贸易参与主体

的交易协作和适度竞争。 未来， 将会逐渐形成以数字贸易平台为核心、 各贸易环

节智能联动、 各贸易参与主体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有机生态系统。
４ 弱势群体广泛参与的趋势日益凸显

国际贸易弱势群体指的是相对于规模庞大的企业而言， 在传统国际贸易中容

易被忽视的贸易群体， 如中小企业。 目前， 尽管部分贸易弱势群体的产品和服务

质量很高， 但其却因信息不对称、 贸易成本过高等问题难以进入国际市场。 数字

贸易的发展则为贸易弱势群体进入国际市场开辟了新渠道。 数字贸易能有效弱化

信息不对称， 降低贸易弱势群体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进而使得各国贸易弱势群

体能够广泛地参与国际贸易并从中获利。
５ 个性偏好充分体现的趋势日益凸显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被进一步

激发。 数字贸易在消费与生产流通环节之间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的交流渠道， 使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得到反应和满足。 在数字贸易中， 分散的贸易流量和消费

者偏好等信息通过平台汇集成一个整体， 这为数字贸易中的产品差异化生产和个

性化服务定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消费者的个性偏好和需求将因此得到充分

体现。
（二） 数字贸易对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意义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货物贸易大国， 但是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要完成

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需要 “拓展对外贸易，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数字贸易适应开放型世界经济， 与国家经济战略相吻合， 对于全面开放新格局的

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１ 有利于拓展对外贸易的组织形态

目前， 数字贸易已培育出多种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 一方面， 数字贸易背景

下， 碎片化的订单、 个性化的需求使得跨境电子商务这种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 数字贸易促进了多种产业深度融合， 催生了包括采购、 仓储、 加工、
配送和信息服务在内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模式。 数字贸易对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

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未来， 对外贸易的业态和模式将朝着更开放、 更融合的方向

发展。
２ 有利于实现贸易强国的宏伟目标

中国虽是贸易大国， 但和世界贸易强国还相距甚远， 庆幸的是， 数字贸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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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宏伟目标带来了契机。 数字贸易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将传统

链条式的贸易转至统一的互联网平台， 大幅减少了中间环节， 为中国中小企业迈

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发展数字贸易， 以信息化、 标准化、 集约化为导向，
加快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创新应用， 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对推动中国贸易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中国早日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３ 有利于提升贸易政策的制订弹性

为有效减少限制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和障碍， 促进数字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迫切需要进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构建一个全面、 统一、 规范的全球数字贸易规

则体系 （李忠民等， ２０１４）。 中国在数字贸易的发展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国际

市场上具有先发优势， 应通过中美、 中欧等经贸谈判平台率先开展全球数字贸易

规则的讨论， 掌握数字贸易规则制订的话语权。 此外， 数字贸易所营造的更加和

谐、 平等、 自由的国际贸易氛围， 有助于中国制订和实施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

政策。
４ 有利于增强全球网络的辐射能力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 国际贸易网络已经形成并且正在深入发展； 生产网络

也在近百个境外工业园区的建设中逐渐形成； 至于服务网络， 无论是消费品出口

所需的售后服务网络， 还是为全球生产基地提供的服务网络体系， 都在逐步完善。
数字贸易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贸易、 生产和服务网络的纵深发展， 提高网络各节点

间的协同化水平， 有效增强其对全球网络的辐射能力， 这对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５ 有利于探求竞争优势的创新源泉

传统国际贸易中， 国际竞争优势主要由市场结构、 市场行为等外生性因素以

及异质性资源和企业能力等内生性因素决定。 数字贸易则强调消费者个性偏好、
贸易生态系统等的关键性作用。 数字贸易下的信息资源是无限的、 可共享的， 确

保贸易信息的质量、 时效和共享将成为塑造国际贸易新竞争优势的关键条件。 此

外， 数字贸易创造了更加公平的贸易机会， 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将在国际舞台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发展数字贸易有助于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形成集普

惠、 集约、 个性为一体的国际贸易生态系统。

三、 数字贸易对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

（一） 数字贸易对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挑战

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 中最早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 拉开了国际贸易理论

研究的序幕。 经过 ２４０ 多年的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典贸易理

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大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从生产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 该理论的一个

重要假设是生产要素只有劳动， 因此， 生产技术差异就具体化为劳动生产率差异。
与古典贸易理论相比， 新古典贸易理论扩大了生产要素的范围， 认为在生产的过

程中不只有劳动一种要素投入， 还包括资本、 人力、 自然资源等其他要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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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比， 新贸易理论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产品是无差异的及不

存在规模报酬等假设前提分别修订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产品是异质性的及规

模报酬是递增的。 与新贸易理论相比， 新新贸易理论开始关注微观企业层面而非

局限于宏观国家层面， 使得国际贸易理论获得了新的微观基础。 新新贸易理论主

要包含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内生边界理论。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从微

观层面上衡量了贸易自由化状态下， 生产率差异所引致的资源重新配置进而引起

的福利变化； 而跨国公司内生边界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海外生产主要发生在跨国公

司内部， 而不是采取外包或者许可的方式。
可以看出， 国际贸易理论是在其前提假设不断被修订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

现有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若无法适应现实的经济基础， 客观事实就会倒逼理

论的变革。 从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 理

论的前提假设逐步放松。 新新贸易理论因其前提假设和分析框架最接近现实基础，
而被认为是目前最贴近现实贸易的理论。

１ 数字贸易对新新贸易理论的挑战

随着数字贸易的日渐兴起， 新新贸易理论前提假设的现实基础逐渐发生改变，
数字贸易将对新新贸易理论带来重大挑战。

第一， 挑战了 “国际贸易的固定成本显著高于国内贸易” 这一命题。 异质性

企业贸易理论认为， 由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比国内市场的难度要大， 当企业选择

出口时， 就要付出更大的进入成本， 因此， 该理论包含一个重要假设即国际贸易

的固定成本显著高于国内贸易。 而在数字贸易中， 企业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就

能快速完成原先很难完成的甚至无法完成的贸易环节。 也正因为如此， 越来越多

的中小企业将加入国际贸易并从中获利。 显然， 在数字贸易背景下， 上述命题将

难以成立，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固定成本会越来越低， 不断趋近于国内贸易

的固定成本。
第二， 挑战了 “异质性主要体现为生产率差异” 这一命题。 异质性企业贸易

理论认为， 企业生产率高低决定了企业是否有能力出口。 而在数字贸易中， 企业

生产率的差异变得不再重要， 企业智能化水平才是异质性的主要来源。 企业的关

键性生产资料是数据， 通过分析贸易流量和信息， 企业判断并规划自身行为以实

现智能制造的目标。 此外， 制造业也不再只是单纯的第二产业， 而将成为融合第

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一体的新型智能化制造业。 企业在实现智能制造的过程中，
不断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进而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资源提高社会

福利。
第三， 挑战了 “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从事出口活动” 这一命题。 异质性

企业贸易理论认为， 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从事出口活动， 而在数字贸易中，
生产率低的企业也能够从事出口贸易。 数字贸易中， 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直

接面对海外消费者， 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大幅降低。 此外， 借助数据分析， 低生

产率企业通过 “自我选择效应” “学习效应” “再分配效应”， 可以寻找从事出口

活动的新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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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挑战了 “跨国公司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和劳动” 这一命题。 跨国

公司内生边界理论假定， 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基本生产要素。 而在数字贸易中，
数据是相对于资本和劳动而言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企业通过搜集数据、 分析数据

和应用数据， 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

化需求， 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数字贸易中， 数据正逐渐成为一种稀有

的生产要素。 为了获取数据、 信息等稀缺的无形资产， 数字贸易时代的企业会更

多地选择内部化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五， 挑战了 “跨国公司基本生产要素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 这一命题。

跨国公司内生边界理论假定， 生产要素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 而在数字贸易中，
企业掌握数据就掌握了主动权。 为了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 核心数据成为企业的

商业机密， 不能为公众和其他商业组织所知悉。 除此之外， 数字贸易下跨国公司

强调的是母公司而并非是子公司对核心数据的控制、 整合和配置能力。 因此， 部

分数据要素无法实现在各部门间甚至是部门内的自由流动， 这与跨国公司内生边

界理论的假设前提不符。
第六， 挑战了 “跨国公司只有垂直一体化和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式” 这一命

题。 跨国公司内生边界理论假定， 跨国公司只有垂直一体化和外包两种生产组织

形式。 在数字贸易中， 竞争不再是企业与企业、 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 而是生

态圈与生态圈的竞争。 数字贸易平台作为整个贸易生态系统的核心， 正重塑着全

球价值链中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方式。 显然， 数字贸易背景下， 企业不再简单地选

择垂直一体化战略或外包业务方式， 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平台战略， 利用数字贸易

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 不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２ 数字化贸易标的对新新贸易理论的挑战

数字贸易下的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知识与信息这些特殊贸易标的的大量

涌现， 也改变了模型前提假设的现实基础， 挑战了新新贸易理论。
第一， 挑战了 “国际贸易存在冰山运输成本” 这一命题。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

论假定国际贸易均存在冰山运输成本， 显然这一假定不符合现实情况。 首先， 在

服务贸易中， 冰山运输成本就不存在。 此外， 数字贸易中的数字产品与服务等也

不会因为在区域间进行运输而 “融化” 掉， 因而这些产品的贸易也不存在冰山运

输成本。 由于冰山运输成本的存在， 传统贸易中， 商品在越接近目标市场的地方

进行生产就越能节约成本。 而在数字贸易中， 由于数字产品的交易不存在冰山运

输成本， 从事数字贸易的异质性企业不会出于运输成本考虑而围绕目标市场做高

度空间集聚。
第二， 挑战了 “企业边际成本服从帕累托分布” 这一命题。 在异质性企业贸

易理论中， 一个重要假设是企业边际成本服从帕累托分布。 然而， 数字贸易下的

许多产品， 如数字产品与服务以及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等， 由于其具有虚拟性、 可

复制性和无排他性等特点， 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显然， 企业边际成本服从帕累托

分布这一假定不符合数字贸易下的经济事实。 因此， 由该假设推导出的结论很有

可能是错误的。

７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经贸论坛



３ 数字贸易背景下的典型经济事实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数字贸易使得新新贸易理论的现实基础发生了重大改变，
进而给该理论带来了重大挑战。 此外， 为了进一步拓宽和完善国际贸易理论， 以

适应新时代下的社会经济发展， 还必须关注如下经济事实。
第一， 必须关注 “贸易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 这一事实。 在传统国际贸易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 搜寻成本、 合同成本等交易成本高昂， 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

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在数字贸易下，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贸易中的搜

寻成本、 合同成本等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此外， 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交易， 用户

的各项行为数据被完整记录， 这为更准确地衡量搜寻成本提供了可能。 “贸易的交

易成本大幅下降” 这一事实值得密切关注。
第二， 必须关注 “产品的替代弹性越来越小” 这一事实。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

论中， 产品的替代弹性是贸易理论模型中的重要参数。 而在数字贸易中， 生产厂

商基于大数据技术实现柔性生产和智能制造， 生产出差异性更强的产品以满足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数字贸易的交易标的差异化程度越大， 产品之间的

替代弹性越小， 企业就越有可能从贸易中获取超额利润。 但与此同时， 企业也必

须处理好产品差异化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兼顾规模经济的同时， 提升生

产柔性化水平。 因而， 必须关注 “产品的替代弹性越来越小” 这一经济事实。
第三， 必须关注 “贸易的响应时间可被记录” 这一事实。 贸易响应时间指的

是价值链各环节从开始到结束所需的时间， 包括了搜寻时间、 谈判时间、 运输时

间、 装卸时间等。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 由于实际贸易时间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非常

大， 实际贸易时间难以测度。 而在数字贸易中， 多数贸易环节依托互联网和数字

技术实现， 响应时间可以被完整记录， 克服了传统贸易理论的技术难关。 响应时

间直接关乎贸易各环节的效率， 对于数字贸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 必须关

注 “贸易的响应时间可被记录” 这一事实。
（二） 数字贸易对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机遇

第一， 学术自信日趋增强的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国际经济理论的 “中国经验” 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进入到学者们的视野。
中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 研究队伍、 论文数量等都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学术自信和底

气日趋增强， 从研究数字贸易的 “中国经验” 到解决 “中国问题”， 不断提升国际经济

学科研究的 “中国自信”， 有利于推动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第二， 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先行优势。 中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先行优势为

国际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目前， 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等很多方

面， 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为中国数字贸易及相关学科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土壤。 此外， ２０１６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 ２０ 万亿元人民币， 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３０ ３％①， 牢牢占据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 这也在极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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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树立了中国对未来数字贸易及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信心。
第三， 对接能力不断提升的科研队伍。 现阶段， 虽然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而言， 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研究水平仍比较薄弱， 但是， 在中国科研队伍始终坚持

向前看、 向强者看齐的研究信念驱动下， 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研究水平与世界领先

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数字贸易为中国国际经济理论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把数字贸易作为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对象， 能激

发中国学术科研队伍的研究灵感和创新， 不断提升其对接国际学科理论前沿的能

力，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科研队伍建设。

四、 结　 论

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 本文基于中国电子商务特别是跨境电子

商务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践的有益尝试， 从 Ｇ２０ 杭州峰会关于 “数字经济” 的权

威解读出发， 借鉴美版定义的合理内核， 提出数字贸易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实现传统实体货物、 数字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知识

与信息的高效交换， 进而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

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 是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拓展与延伸。 在充分理解数

字贸易内涵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辨析了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异同， 分析了数

字贸易与跨境电子商务之间的关系， 并提炼了数字贸易的内外部属性。
作为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 数字贸易的贸易成本普遍降低， 贸易的中间环节

大幅减少， 逐步形成了智能互联的生态系统， 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能够广泛参与

其中。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能够拓

展中国对外贸易的组织形态， 而且有利于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最终实现贸易强

国的宏伟目标。
数字贸易对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形成了巨大挑战。 在数字贸易中， 企业出口的

固定成本大大降低， 企业的智能化水平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新新贸

易理论中的 “国际贸易的固定成本显著高于国内贸易” 等诸多命题受到了挑战。
此外， 数字贸易中很多崭新事实同样值得研究人员重点关注， 比如贸易的交易成

本大幅下降、 产品的替代弹性越来越小等。
数字贸易对中国国际经济理论研究而言， 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

放四十年来， 国内的学术自信、 理论自信日益增强， 形成了良好的科研氛围， 中

国国内科研人才队伍对接世界学术前沿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中国数字贸易特别

是跨境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 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基于此， 本文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到数字贸易的研究中来， 为中国以及世界

范围内数字贸易的发展问诊把脉、 献计献策， 共同推动形成国际经济理论研究的

中国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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