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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de is a technological dispute and a dispute over rul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new situation facing our country,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level in China, the rules of digital trad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not uniform, etc. Discussion on countermeasures for developing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ing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peed up the formul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rule system for digital trade.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China's digital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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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数字贸易是技术之争，也是规则之争。本文阐述了我国面临的新形势，分析发展

数字贸易面对的困境：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显著、国内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统一等，

探讨发展数字贸易的对策：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建设、加快制定新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

裨益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和崛起。 

1．引言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数字时代。 2018年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

占GDP的34.8％，还在不断释放着对数据消费，数字贸易、数字经济投资等方面的增长性需

求。其中江苏，广东和浙江数字经济的规模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数字贸易的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 

2．数字贸易概述 

依托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逐渐兴起，以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电

子商务是其早期的主要表现形式。数字贸易是全球化与数字经济交融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

同时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跨境电子商务的数字化延伸。从本质上来说，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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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并没有区别，两者同属一脉，都具有很多相同特点和属性。但是在现实应用中，跨境电

子商务通常主要指基于互联网而进行的跨境货物贸易及其相关的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的核心

仍然在于货物的流动；而数字贸易的核心则在于数据的流动，后者更侧重于数字化内容的交

付以及服务的跨境流动。 

3．国内国外新形势 

3.1  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有关双边贸易的纠纷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还在趋于完善的过程中，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美国这个

西方国家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摩擦在所难免。中美两国关于

经济利益的纠纷、现在美国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抵制措施等都

是中美双方贸易纠纷日渐增加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对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

负面的。 

3.2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万物互联”--这个以5G为代表的新时代已经正式开启，而这也是加速了我国探索数字贸

易全球新规则的进程。数字贸易作为现在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主要的发展方向，5G的落地商

用也给数字贸易过程带来了更多挑战与困难，速度暴增，数据暴涨，都对数据监管提出更高

标准的需求。高数据监管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都是当务之急，既要正式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对于

保护隐私安全的重要性，又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更科学的分类监管，快且稳

地放松对商业数据的跨境流动限制，并强化企业在个人隐私和安全保护上的责任和义务。 

3.3  AI、AR、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无论是AI人工智能的商品识别还是增强现实像AR的智能客服，在新贸易时代这些新的科

技手段都在和产业深度地融合，极大地提升数字贸易和新贸易在这里的效率。在制造业中，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这为传统商业形式向

数字商业的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区块链概念是中本聪于2008年首次提出的，区块链技术找到了所有贸易参与者都认可的

共识：信任。物流、供应链等一系列贸易环节都建立在信任之上，区块链用技术实现信任具

像化并进行积累、流通。区块链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经济体制与合作的新途径。 
数字经济的井喷式增长为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为数字贸易带来了全

新的发展机遇，不过解决在传统模式下困扰跨境贸易发展的信任问题仍然是推动跨境数字贸

易发展的前提条件，借助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等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跨境数字贸易

通过区块链开启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3.4  电子商务法的颁布实施 

《电商法》强化电商平台经营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根据国际发展趋势颁布的《电子商

务法》，专门旨在加强平台经济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法》确立了平台运营商对知

识产权的责任这一事实，它可以有效地打击电子商务领域的盗版行为。中国要在数字贸易规

则领域与国际接轨。《电子商务法》旨在平衡各方利益和权利，提升这一经济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应确保拥有稳健高效的数据管理框架，采取积极措施。通过贸易便利化措施，提高低价

值小型包裹的清关和投递效率，减少一些流程和关税，进一步促进跨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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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43％，约占世界GDP的16％，贸易总额占世

界贸易总额的2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基础庞大，经济欠发达，随着“一带一路”合作

的加深，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沿线国家重大的经贸合作机会。跨境电子商务在世界出口贸易中

的份额为13％。数字贸易已成为刺激沿线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并且在沿线

国家中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的“互联网+”战略和“一带一路”，“网上丝绸之路”战略

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4．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困境 

4.1  基础设备建设水平差异大 

其实早在2013年，我国就提出了“宽带中国”战略，提出了“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

进乡入村”等战略目标和推进时间表。但是，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仍

有一定的提升空间，设施建设仍需加强。具体表现在，城市宽带的接入速度还不高，广大的

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宽带网络的普及率亟待提升，即便是在城市，移动互联网

的速度、稳定性及信号的覆盖度都还存在提升空间。 
此外，我国虽然放宽了市场准入，但考虑到电信基础设施巨大的前期投入，民营资本进

入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而由垄断导致的高

收费也一直广为大家所诟病。与此同时，我国在数据全球化流动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数据全球性连接方面仅居于第38位，远远落后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 

4.2  各国在数字贸易监管规则上未完全统一 

全球贸易大国都正在努力塑造新兴经济和数字贸易的未来。美国在数字贸易监管领域高

举自由主义大旗，旨在消除数字贸易壁垒。这种自由主义模式强调跨境自由流动数据的价值，

数据本地化的成本，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安全措施等优先事项。另一种声音则是以欧盟为代表

的保守派，强调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认为数据自由流动不能凌驾于个人信息保护之上。

欧盟认为数字流动的原则可以服从于国际协议，但决不更改国内法律。 
相较之下，我国在数字贸易的监管方面较为严格和全面，尤其在对数字信息跨境流动方

面，建立了“大防火墙制度”。通过实施《网络安全法》，我国来规范网络安全与数字信息的

跨境流动。该法律强制性对物理数据存储、强制执行数据保留条例，同时强调在网络安装之

前对设备进行强制性安全检查。 
互联网环境下的贸易与数据流动密切相关，因为数据流动的自由度与贸易的自由度和简

化程度有关，并且对数据自由流动的限制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贸易壁垒或者是由于国家安全

要求所致。我国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促进开放是数字贸易管理规则的主要困难之一。 

4.3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缺乏 

目前，许多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概念较为薄弱，对于国际知识产权法更是

缺乏了解。有些企业更是为追求短期的利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盗版仿制品。由于欧洲和

美国市场都十分关注重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公司很容易受到侵犯，会受

到下架产品、缴纳罚款，更甚者面临法律起诉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很多独立自主品牌都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无法及时申请海外产

品商标和专利，而让其竞争对手钻了空子，从而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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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5.1  积极参加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正在逐步成型的过程中，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抢

占相关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为此，我国也需要提早进行部署，以防在新规则的制定中处于被

动地位。一方面，我国可以借助国际组织平台积极参与相关议题的磋商，在新规则的制定中

加强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我国还可以通过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FTAAP）或者其他一

些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来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利益的数据本地化规则。我国还可以利用“一带一

路”政策的契机，与相关国家开展数字贸易规则的讨论，寻求与他国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5.2  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建设 

具有显著“乘数效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促民生、拉内需、支撑其他上层产业发展方面具

有明显的作用。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宽带网络是构建国家数字贸易蓬勃发

展的根基，也是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的基础性技术。宽带网络的速度、普及率和费用，直接决

定着数字贸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要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将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架构的重要性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同时也要加快制定交流数字证书、电子签

名和电子认证有关联的信息和政策，促进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互认。要将老少边贫地区作为

攻坚重点，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围绕通路、通水、通电、通互联网提高公共

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同时要稳步推进城市网络的速度升级，对农村推广宽带普及的重

要性。同时，均衡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削弱数字基础设

施的市场准入门槛，发挥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引领作用。 

5.3  引导企业加强自身自律性 

国家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引导从事数字贸易的相关企业加强自律性，在注意数据来源合

法性的同时，防止数据的跨境转移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的损害。此外，还需要

提醒从事数字贸易的企业经常关注国外的相关规定。 

5.4  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金融创新的方向必须要与科技相结合:“无科技不金融”已经成为了金融等其他行业的一

致共识。金融机构必须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才能改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只有当我们专

注于服务与推动实体经济，在紧密参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并严格遵循国家重大战略大方向时，

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振真正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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