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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

贸易体制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持续动力，也为国际贸易稳定运行提供了

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越来越多国

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来应对经济滑坡和呼应民粹思潮

的政策工具，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均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空间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运行日

益融合，数字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迫切需要为这一新贸易

形态建立相应国际规则体系.一些国家利用自身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

优势，力推数字市场开放和数字贸易自由化，-些国家则基于产业保护和

安全保障的关切，强调数字贸易规则应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推动从电子商务到数字经济的贸易规则谈判，主

要数字贸易大国均表示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规则，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限制数字贸易的立法和政策也呈现不断增长趋势.

那么，构建全球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究竟面临哪些主要障碍?世界贸易

组织能否为数字经济发展制定合造的贸易规则?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能否

为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带来契机?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数字贸易的竞争与安全特性

作为一种新贸易形态，数字贸易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空间运行

密切相关，网络技术构建的交易平台和互联互通的贸易环境赋予数字贸

易重要的竞争和安全特性，以及由此带来数字贸易规则的特殊性，这是主

要数字贸易大国及世界贸易组织在参与协商或主导构建针对数字贸易的

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时首先应予以考虑的因素。

(一〉数字贸易的竞争特性

数字贸易是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电子交换和传输实现交易或支持实

现贸易的模式。数字贸易的竞争特性源于贸易标的即数字商品和服务的

基本属性，数字贸易不仅包括通过网络进行数字产品交易和在线服务提

供，还包括支持跨国协同制造和产业分工等服务及应用的数据流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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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六辖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曾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

商业活动，包括以互联网为媒介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业活动，和以互

联网为媒介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活动。"①该委员会继而将数字贸

易的概念扩展为不仅包括个人消费品在互联网及相关设备上的销售以及

在线服务的提供，还包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动、实现智能制造的服

务及其他在线平台和应用。②扩展后的数字贸易概念涵盖了通过电子商务

平台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但仍将通过网络订购的实体产品和其他具

有数字内容的实体商品排除在外。③随着传统产业与网络空间融合发展以

及互联网产业形态日益丰富，数字贸易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展，不同

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依据自身认知和目标对数字贸易进行界定，并制定相

应的数字贸易政策。

随着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主要经济体注重提升数

字经济的战略地位，力图在数字贸易领域取得领先地位。美国的数字贸

易政策最初主要围绕避免对电子商务征税而制定，随着数字经济的规模

和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政府逐渐将数字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支持数据开

放和提升政府数字化信息服务能力等方面。欧盟的数字贸易政策主要集

中在跨境数据保护和交易流程合法两大方面，如加强保护数字化知识产

权、确认数字签名的合法性等，欧盟还通过立法规定，欧盟公民或公司仅

在保证遵守欧盟隐私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将欧盟内产生的数据传输至欧

盟成员国以外，并且数据接收国已实施了妥善的数据和隐私保护条款。

英国政府要求其通信管理机构定期报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和普及

状况，采取措施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商品和在线服务等。日本政

府则将电子政务、人力资源、社会教育等领域的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和数

字贸易规划密切结合，使各行业和各领域均能抓住数字化的机遇、享受到

数字化的福利。而澳大利亚的数字贸易政策主要着眼于数字广告销售、

(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在ion. ‘Digital Trad巳 in the U .S. and Global Econ

omies: Part 1," July 2013. https: llwww.usitc.gov/ publications/ 332/ pub4415.pdf. 

(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nunission , "Global Digital Trade 1: Market Opportu

nities and Key Foreign Trade R巳strictions." Au思1St 2017. https: llwww.usitc.gov/ publica

tions/ 332/ pub4716.pdf. 

③ 沈玉良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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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服务等互联网领域，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智能化

是数字经济繁荣和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些主要经济体与数字贸

易相关的利益诉求、重点关切、规则预期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在国际间

开展数字贸易活动的竞争特性。

(二)数字贸易的安全特性

数字贸易更为重要的属性是其安全特性，对一个国家而言，任何领域

贸易活动的数量和结构失控都可能构成安全威胁，一些国家将涉及供应

链稳定性、关乎关键基础设施或政府运行的产品和服务采购纳入需要特

别关注的安全议题，但数字贸易包含了更多、更敏感、更易失控的产品和

服务，对网络空间的环境风险和活动威胁具有高度敏感性。有研究表明，

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受到的网络攻击都对相关贸易产生阻碍作用，

特别是对消费品贸易有着显著的阻碍作用。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

国家曾经遭受网络攻击，或网络攻击威胁显著增加的情况下，该国制定数

字贸易政策时往往将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一国为维护网络安全而

指定的政策法规一般意味着数字贸易限制的增加。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网络攻击、数据欺

诈或盗窃列在十大最可能发生的风险中的第三和第四位，网络攻击列在

影响最大的风险中的第六位，显示网络安全风险和破坏性都在不断增大。

报告还显示，一些拥有高商业价值目标的企业受网络攻击造成的每季度

损失高达数亿美元。@如今几乎所有贸易活动都不同程度上需要通过网络

技术和应用来进行，或者包含必不可少的网络环节，网络基础设施、交易

系统和应用系统都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的目标，用户数据和交易记录也可

能成为网络窃密的对象。频发的跨国网络攻击除了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

损失之外，还会提高对贸易过程安全的关注和担忧，促使和巩固防范网络

风险的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加深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和催生贸易冲突，进而

对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应对新型风险和威胁的能力提出挑战。

持续和大规模的跨境数据流动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特征之一，由此带

① 胡冠华、李兵:<<网络攻击对贸易的影响一一基于网络安全公司数据的研究队《产业

经济评论>>2018 年第 5 期，第 50 页。

( Wor1d Economic Forum , "The Olobal Risks Report 2018. 13th Edition" , January 

17, 2018 ,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咽por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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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公民隐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这对于理解数字贸易

规则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互联网发展带动产业和贸易

形态日益丰富，传统产业与网络空间发展不断融合，数字贸易的广度、深

度和频度不断延展，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依据自身认知和目标对数字贸

易进行界定，并制定各自的数字贸易政策。其中的安全关切是数字贸易

壁垒形成最重要的动因，表现为各国通过制定法律和行政措施，针对传输

内容、数据存储、技术规范等进行各种限制。这些限制措施不仅增加了数

字贸易壁垒，也为协商和制定共同遵守的数字贸易规则带来更多障碍。

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谈判

无论是主张将数字贸易纳入现有货物贸易协定或服务贸易协定，还

是主张制定单独的数字贸易协定，多数成员支持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进行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世界贸易组织也一直在积极筹划和推进数字

贸易规则谈判的相关议程。

〈一)数字贸易规则的核心议题

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有着广泛的内容，如跨境传输的数字商品和服

务的征税、数字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和非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数据存储

与跨境传输的审查措施、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搜集和保护，系统和软件源代

码的审核与转移等。

首先，数字贸易归属问题。显然，数字贸易规则是基于贸易标的物即

数字产品，而对于相关贸易是属于商品还是服务，则往往成为产生分歧和

争议的焦点，也是数字贸易谈判首先要解决的难点。美国一直主张数字

贸易适用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电子商务零关税，但即

使其最紧密的贸易伙伴也未能充分支持美国的立场，如在《美墨加协定》

中涉及数字产品的定义时就特别注明不应将相关定义"理解为反映缔约

方关于数字产品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服务的观点。"①而以欧盟为代表的

( "United Stat岱;-Mexico-Canada Trade Fact Sheet Modernizing NAFfA into a 21st 

Century Trade Agreement." November 2018. https://ustr. gov/trade-agreements/free

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郎-mexico-canada-agre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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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则认为数字贸易应当适用服务及贸易总协定，欧盟还

主张将在线视昕服务纳入数字贸易范畴。

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没有达成关于数字贸易的综合性协议，但一些协

议条款涉及数字贸易过程，一条可行的路径是以现行协议为基础涵盖数

字贸易活动的核心内容。有学者在分析数字产品贸易现状及主要壁垒的

基础上，运用世界贸易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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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结论是

以国际服务贸易多边协议(TiSA)为主构建初步的合作模式，并将其逐步

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管辖权的可行性最强.①

其次，数字贸易壁垒问题。数字贸易同样面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现

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主要是有关跨境电子传输的零关

税规则，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虚拟数字商品的贸易与利用数字技术的

服务开始受到重视，因而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障碍并非主要来自关税，而

是来自各种类型的非关税壁垒。一些国家为数字贸易设置的非关税壁

垒，大致来自为保护本国高科技企业和数字产业的竞争力或为维护国家

安全的政策法规，如要求数据本地化、对跨境数据传输设限，出于网络安

全或国家安全目的而要求经营企业公布交易平台和应用软件的源代码

等等。

第三，安全相关公共政策。数字贸易规则不仅涉及网络运营和电子

商务企业的商业利益，还涉及复杂的技术规植、行业标准、公共事务和国

家安全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以及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等方

面的监管政策。目前影响数字贸易运行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和

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政府采购数量和范围的限制等。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协商构建统一的共同遵守规制，以达到既促进数

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又能顾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个人

权益的目的，则就必须寻求这些规则与各国安全相关的公共政策之间的

兼容和并行。

总体而言，无论是将数字贸易置于货物贸易多边协定或是服务贸易

① 伊万·沙拉法诺夫、白树强:<<世贸组织视角下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机制研究一-~属于

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及壁垒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2 期，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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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协定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都需要解决数字

知识产权、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存储本地化等核心议题。

(二)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谈判可以一直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应用普及正在展开，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

言，电子商务仍是新生事物。 1996 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

定，开始独立运作，在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即纳入了电子商务议题。在美

国政府力主下，主要成员就电子商务传输免予征收关税达成一致，其后

《多晗宣言))(2001)、《香港宣言以2005) 、《内罗毕宣言))(2015)也都重申针

对电子商务传输免征关税的原则。总体而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数

字贸易谈判迄今取得了三个方面的进展:

首先，正式将数字贸易规则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谈判议程。在世

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大背景下，数字贸易等新贸易形态对世界贸易组织规

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新挑战。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

升，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动力。然而作为当前最广泛的多边

贸易协调机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贸易协定并没有为这一新贸易形态

提供适用条款。为了建立统一的数字市场，世界贸易组织也力图在其框

架下尽早推出数字贸易规则。 2013 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授权秘

书处将数字贸易问题提上议程，工作中心主要着眼于如何更新或澄清现

有承诺。 2017 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阿根廷第十一届部长会议达成

协议，决定延长关于电子商务关税的禁令。阿根廷会议上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还共同发布了一份《电子商务联合声明))，重申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及

其为包容性贸易和发展所创造的机会，声明呼应了此前世界电子贸易平

台宣布的"赋能电子商务"的主题，阿根廷会议声明是制定电子商务和数

字贸易多边规则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其次，主要数字贸易大国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规

则持积极开放态度。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国围绕数字贸易、电子商务

等相关议题提出了多份议案，2016 年 11 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

一份电子商务提案，中国也提交了"中国关于电子商务议题的提案"，就电

子商务相关议题的讨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提案使用跨境电子商务的概

念，主要包括企业对用户和企业对企业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涉及内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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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营造便利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贸易政策环境、提高跨境电子商务政策

框架的透明度以及改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等。

2016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首次在最高领导人会议上就扩大数据贸易、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议题达成一致共识。 2017 年 12 月，中国进一步推动

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决定。

第三，正式确立在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议和框架基础上启动数字贸

易议题谈判。 2017 年 12 月，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美国、欧盟和日本在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启

动数字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声明，美、欧、日的主要意图是利用他们占主导

的贸易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大力推动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以维护自

身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壤的地位和利益。 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国等 76 个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电子商务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签署

了联合声明，确认将在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基础上，启动与贸易

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坚持多边主义，致

力于维护多边主义的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

贸易体制，希望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为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①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的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美国、欧

盟、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主要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大国，既有发达国

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尽管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具体认知和合适

场所有着不同看法和意见，但都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协商和建立数

字贸易规则持基本赞同的立场。

(三)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的障碍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规则尽管得到了主要经济体的

支持，但共识归共识，规则谈判的实质性进展相对有限，其主要原因仍然

与大国竞争和安全关切相关。

首先，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不均衡。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

球性的多边贸易组织，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成

员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水平差距巨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数字贸

① 2019 年 1 月 28 日外交部发言人就《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的表态， https:// 

www.fmprc.gov.cn/web/wjdC674879/fyrbC674889/tl633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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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期待和诉求也不一致。一般而言，发达国家依靠领先的数字贸易水

平和数字技术，都希望数字贸易的自由度能进一步提高，而发展中国家因

为数字贸易水平和数字技术相对落后，更希望保留对发达国家数字产品

进入本国的限制条件，比如提高征税及进行数据本地化监管等。此外，发

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数字贸易特性的认知和发展的诉求也不

完全一致。美、欧、日虽则数字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基本一致，但都意图争夺

数字贸易模式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

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对市场的开放态度及数字贸易的自由

化程度也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不能解决各国在发展数字贸易问题上的核

心关切。在数字贸易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中，货物和服务之间的界限变得

越来越模糊，因此应当适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就存在很大争议。在

服务贸易范围内，对于数字贸易应当属于何种类型的服务模式也有很大

分歧。对于这些争议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又是制订数字贸易规则

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使得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

障碍，更逞论触及引发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分歧的实质内容，即安全关切

的问题。各国均将贸易壁垒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

中，国家安全是更高层次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安全议题更加刚性，更

少妥协和回旋空间。

第三，世界贸易组织自身的改革面临困境。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争端

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不断下降、安全规则的例外条款被滥用和成员频繁采

用单边贸易措施等难题，世界贸易组织三大核心功能即争端解决、贸易谈

判和贸易政策审议运行不畅的问题日益严重。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主

要成员关于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立场的分歧不断加大，大国竞争背

景下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造成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

谈判往往迁延时日、无果而终，国际贸易壁垒呈现反弹趋势，数字贸易壁

垒更是有增元减，加剧了国际贸易和数字贸易的被动和不确定性。根据

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至 2019 年 10 月，各国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对

国际商品和服务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逾 100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

数量限制、进出口关税等，一年间影响了预计价值约 7470 亿美元的商品

和服务，比前一年度期间增加 27% ，是 201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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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在年度报告中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大量实施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处于历史高位的贸易壁垒正在损害全球的

经济增长、就业和购买力。①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投入自然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成效.

d --、 区域贸易协定下数字贸易规则的进展
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构建全球层面数字贸易规则蹦蹦不前的局

面形成鲜明对比，区域层面的探索和实践正取得积极进展，双边和多边、

地区和跨地区的经济体就涵盖数字贸易的区域贸易合作进行谈判，一些

新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已经包含了详尽的数字贸易条款，利于数字贸易便

利化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的数字贸易规则正在区域层面付诸实施.

(一〉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

近年来达成的诸项重要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均纳入了数字贸易相

关规则，包括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从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到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等等，这些区域

贸易协定在推动数字贸易方面均取得了相较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更为

明显的进展，显示了在区域层面协商和扩展数字贸易规则的优势.

第一，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

哥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2 年 8 月 12 日签署并于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协定文本没有专门的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章节，仅在总则

(第一部分)涉及有关最惠国待遇下的局域网设备的关税分类和免税问

题，以及在知识产权章(第六部分)的版权节(总第 1705 条)中对被列入《伯

尔尼公约》文艺作品意义下的所有类型的计算机程序进行了说明及权利

范围的界定。②显然，这是与协定签署时全球互联网仍未起步，数字经济尚

( U Report shows trade restrictions by WτD members at hisωrica1ly h.igh levels". De
cember 12. 2019. https ， //www.wto.org/englísh/ne响，_e/newsI9_e/dgrIL12decI9_e.htm .

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文本包括总则，商品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采购，投资、服

务及相关事宜、知识产权，行政和机构规定，其他条款等八个部分..见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full NAFTA text. https';/ www. nafta-sec-alena. orgl 

Home/Textli• of -the-Agreement/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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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萌芽状态，数字贸易所占比例微不足道的背景相适应的。随着网络技

术应用的快速普及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

面临如何将数字贸易纳入议程的迫切压力。

特朗普执政后即要求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展开谈判，虽然直

接原因并非为了数字贸易，但将数字贸易纳入新协定仍属理所当然。 2018

年 11 月，三国完成谈判并签署《美墨加协定))，数字贸易成为新协定核心内

容之一，也被认为是最具关键突破意义的章节之一①，新协定充分显示了

相关国家对数字贸易的重视，以及借此完善数字贸易规则的决心。协定

确定了一系列数字贸易规则，包括禁止将关税和其他歧视性措施应用于

电子书、视频、音乐、软件、游戏等由电子商务贡献的数字产品;确保允许跨

境传输数据，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数据存储和处理的限制，从而增强和保

护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确保供应商不受电子认证或电子签名的使用限制;

确保可实施的消费者保护，包括针对隐私和未经请求的通信的保护造用

于数字市场z限制政府要求公开特定计算机源代码和算法的能力 F在寻求

推广行业最佳实践以保持网络和服务安全的同时，促进在应对网络安全

挑战方面的协作;促进对政府生成的公共数据的开放访问，以增强在商业

应用程序和服务中的创新使用等等。总体而言，((美墨加协定》的数字贸易

部分除了合作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之外，主要是减少或消除各国政策法规

中对数字贸易的限制和壁垒。

第二，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奥巴马政府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作为实现数字贸易和跨境数据

流一致承诺的最重要依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历经多次谈判，电子商务是

谈判过程中重要的技术性议题，协定规定了电子商务相关概念的具体含

义、范围及一般规定，关税征收，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本地电子交易

框架，电子认证及电子签名，线上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无纸化贸易，

保证基于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的原则，通过电子手段进行的跨境信息传

递，互联网互联费用的分摊，计算机设施的位置分布，主动提供的商业电

① 除此之外还包括知识产权、微量条款、金融、服务环境四个章节，参见"United States

Mexic萨Canada Trade Fact Sheet Modernizing NAFTA into a 21st Century Trade Agree

ment , " November 2018 , https:/ /ustr. gov / trade-agreements/ 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 fact-sheets/ moderniz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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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合作及网络安全合作，程序源代码，争端解决机制等十多个方面

的内容。总的来说，涉及电子商务条款的核心规则是促进数字贸易，保证

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互联网的应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

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包含强有力的规则，将极大的促进数字贸易的发

展，可以确保最佳创新、限制贸易壁垒和审查制度，从而塑造数字市场的

增长方式。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首个开展数字贸易和促进电子商务的协

议，各项规则基本以美国主导的数字贸易规则为基础，确保数据可以自由

跨境流动，确保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和安全自由选择放置服务器，以及鼓

励通过电子手段促进跨境贸易等原则，对逐步展开的数字贸易规则的谈

判和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朗普执政伊始即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7 年 1 月 23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正式退出该协定。 2017 年 11 月 11

日，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口个亚太国家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宣布

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重要共识，并决定改名为全面进步跨太平

津伙伴关系，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化和低关税的贸易体系。新协定

基本继承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主要内容，尤其未对数字贸易章节

内容作任何修改，各成员国依然在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保护市场不受

政府干预等方面达成一致。随着全面进步跨太平津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

实行，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经由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继承下来的相关数字贸易规则也将进一步稳固。

第三，从《个人数字保护指令》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及欧盟数字单一

市场。早在 1995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推出《个人数字保护指

令)).该指令旨在欧盟范围内设定统一的最低法律标准和依据，为成员国

针对保护个人数据以及保障数据自由流通相关立法提供参考。为了更好

地保护欧盟公民个人数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16 年 4 月通过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欧盟公民更广泛的个人数据保护权力和选择。

2015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推出《数字单一市场战略)).将建立数字单一

市场战略确认为欧盟的政治优先事项，该战略旨在为欧盟个人和企业打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ωentative." htt~随 .llustr. gov/sitesl 
default/files/TPP-Promoting-Digital-Trade-Fact-Shee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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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数字机会，并增强欧洲在世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数字单一市

场战略设定了接人、环境和经济与社会三大支柱，即让消费者和企业更好

地访问整个欧洲的数字商品和服务，为数字网络和创新服务的繁荣创造

适宜的条件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提升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①具体而言，欧

盟数字单一市场确定的数字贸易规则涵盖面广、适用性强，通过制定和简

化欧洲跨境电子商务共同规则、创造高质量性价比的跨境投递服务，预防

不合理的地域屏蔽，对版权框架进行本土化和现代化更新，减少跨境销售

中增值税负担等政策规则，来为在欧洲的消费者和企业提供更好地跨境

网络使用体验。通过保证大数据、云服务和物联网这些欧盟具有竞争优

势的领域，加强在跨境以及社区之间、公共服务和主管机构之间的更为有

效的联通和新技术的标准化应用、支持公民和企业具有必要的能力且可

以从互联和多语言的电子服务、电子政务、电子公正、电子健康、电子能源

或电子交通中受益等政策规则，来实现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最大化。

(二〉区域层面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制定数字贸易规则面临各种难题和分歧，这些

难题和分歧在区域层面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和弥合，这使得构建数

字贸易规则的努力能够首先在区域层面取得突破。

首先，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进程的消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人类社

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越来越精细的国

际分工和全球贸易出现了收益不均的问题，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全球化

势头开始出现主动减弱迹象。体现在全球治理层面，不仅数字贸易规则

谈判，还有应对气候变化、消除发展鸿沟等众多治理议题均出现不同程度

的阻滞度力推经济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身发展也遭遇了诸多

困难，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抬头，推动全球议程的动力减退，新兴经济体

也面临结构调整，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尚未能转换为积极的成果。主要

经济体面临是进一步通过国际合作以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安全困境

和发展赤字问题，还是通过筑起壁垒以应对短期风险和保护一己利益。

国际社会面临着方向性选择，区域层面的合作正是在全球化遭遇困难之

①Euroμan Commission , "Shaping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 https://∞.europa. 

eu/ digital-single-market/ en/ policies/ shaping-digital-singl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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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现的新契机。

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飞速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继续维持在

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既有地位，不再完全依靠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

贸易谈判己制，转而积极建立、扩大和巩固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和主导地

位的区域自由贸易，从而方便将其他一些本身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外围、意

图建立公平和自由贸易规则的国家排除在外，进而实现自身地位的巩固

和自身经济的发展。

其次，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一般而言，签署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的成员大致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类似阶段，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基

础设施完备程度大致相当，由此决定了区域层面的核心关切相对而言较

为一致，这有助于将谈判聚焦于解决区域层面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如欧盟从《个人数字保护指令》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均体现了平

衡加强个人数据保护和促进个人数据利用的原则，以最大化地挖掘潜力，

实现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增长，同时提高个人数据保护的标准。标准

的提高对于城外企业参与欧盟市场而言，是意味着运营成本的提高和实

实在在的数字贸易壁垒，但对域内企业而言，成本提升相对可控，且能够

在域内市场上获得更多贸易机会，完全可以覆盖成本的增加。

第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往往存在一个主导国，能为双边或多边数

字贸易提供较强规制。正是因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存在及区域范围的有限

性，以区域主导力量为取向偏好的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案则更容易在区

域贸易协定中被推行和实施，如《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

定》中数字贸易条款就明显体现了美国的支配地位。而相对来说，现在美、

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都无法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获得绝对的力量优

势和主导地位，也无法将各自的核心诉求和主张上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的一致共识，从而使得这些主要经济体转向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寻求更

加有效地建立数字贸易规则。此外，区域合作也为应对数字贸易规则相

关的安全关切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严格

的条款能够有效应对数据传输可能带来的个人隐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

全的风险。

区域贸易协定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上的进展，展示出区域路径在应

对兼具竞争性和安全性的数字贸易的优势。区域路径在数字贸易规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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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过程中展示活力并不意外，在一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上，区域合作

的优势已经显现出其有效性，如 2001 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的《网

络犯罪条约))，是世界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有效的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公

约，至 2019 年 11 月底，已有 64 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①由于得到成员国

主权合法性支持，依托稳定的成员国权力架构，推动规则制定、政策协调

都更有力，机制化的区域合作稳步推进，从而在合作应对互联网全球治理

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现实风险和潜在威胁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建立共同

遵守的数字贸易规则方面也更为有效。应当指出，区域路径并非全球路

径的否定或替代，世界贸易组织具有与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行不悖

的经验和机制，在构建数字贸易规则过程中同样可以从各区域贸易合作

中已经形成的数字贸易规则寻求契机。

结语

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协议体系构成了迄今覆盖面最广的多边贸易机

制，具备协商和制定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到政府采购等广泛贸易议题的

原则、规则和争端解决程序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从而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下探索适用的数字贸易规则理当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的优先选择。目前的

问题在于，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发展对全球贸易过程的影响日益显著，现行

多边贸易机制却未能及时回应数字贸易的复杂性。中国和多数成员都支

持世界贸易组织在规范和促进全球数字贸易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世界贸

易组织也需要逐步形成管理这一新型贸易型态的能力和机制。

数字贸易将给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带来更多的机遇，世界贸易组织

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认为，数字贸易是由技术驱动的结构性变化，将

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我们正

经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大量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将产生重大影响。

( Council of Europe , "Chart of signatures and ratifications of Treaty 185: Conven

tion on Cybercrime," December 1, 2019 , https://www.coe.int/en/web/conventions/full

list/ -/ conventions/ treaty /185/ si伊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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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不仅有利于货物贸易，还将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

业态。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应用也将深刻改变贸易模式、贸易主

体和贸易对象。历史表明，成功管理技术驱动的结构性变化是确保大家

共同受益的关键。"①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建立数字贸易规则，并促其成

为全球数字贸易一致遵守的规范，正是为了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发

展过程中共同福祉增长的结构性调适。

( Robert Azevedo. World 1于'ad.e Report 2018 : 丹eface. November 2018. https,// 
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ωtions_e/worlcLtrade_report18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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