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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袁数字贸易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袁成为推动全
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力遥在以数字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袁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
全球价值链袁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袁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袁推动了全
球价值链的转型和重构遥 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袁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强化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
链的主导权袁采用多举措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遥 为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袁我国应紧紧抓住数字贸
易发展机遇袁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袁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袁构建以中国为核
心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袁改善数字贸易发展制度环境袁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袁加快数
字化人才队伍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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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社会中

值链的运行模式袁颠覆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分布

的加快渗透袁全球经济正在从服务型主导向数字

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袁进而影响一个国家或区域

化驱动转型袁数字化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转型重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遥

构的新驱动力 遥与此同时袁数字技术在贸易领
咱1暂

在数字贸易主导的全球化新时代袁无论是发

域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贸易方式和贸易对象的改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袁能否抓住数字贸易发展

变袁推动着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兴起袁世界正在进

的机遇袁不仅会决定未来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

入数字贸易主导的全球化新阶段遥数字贸易是以

置袁而且会影响到不同国家或地区未来在全球政

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袁实现传统实体货物尧数字

治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遥 近年来袁为了在数

化产品与服务尧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的高效交换的

字贸易时代继续巩固和强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商业活动袁包括数字货物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两

主导地位袁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袁不断

个部分 遥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袁数字贸易
咱2暂

提升数字贸易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袁加快推动数

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会对传统国际贸易规则带来

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立袁已对发展中国家形成较

重大挑战袁而且会重构全球价值链袁改变全球价

大的挑战遥 因此袁深入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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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研究冶渊2020CJY01-B004冤遥
作者简介院徐金海袁国家开放大学经济管理教学部讲师曰夏杰长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尧
研究员尧博士生导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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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袁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

少数学者的研究发现袁数字贸易发展正在推动

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国路径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全球进入数字贸易主导的新阶段袁伴随着数字

义袁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数字贸易的基础

贸易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全球价值链的位

理论袁而且有助于我国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袁

置袁并呼吁国家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

积极推动制定符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比较优势
的贸易新规则袁助推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发展咱7-9暂遥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袁现有文献对本

端袁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结构中的地

文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袁然而现有关于数字贸

位袁扩大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

易发展重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还有诸多不足袁大

影响力遥

多数文献只是初步提出了数字贸易发展与全球
价值链重构的研究论题袁并没有深入探讨数字贸

一尧相关文献评述

易发展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方式袁以及数字贸

近年来袁就数字贸易发展对全球价值链重

易发展引起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不同国家的影

构的影响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初步

响遥 基于此袁本文从全球视野梳理总结世界主要

探讨遥

国家和地区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袁并深入

国外学者主要从数字贸易发展对全球价值

剖析数字贸易发展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方式袁

链的影响以及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等问题

最后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数字贸易发展的中

展开研究遥 Gonzalez & Jouanjean 的研究发现袁

国路径袁以期在数字贸易时代为中国全球价值链

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贸易的对象和方式袁不仅

迈向中高端尧突破现有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地位

会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袁而且会进一

提供决策参考遥

步提升企业尧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互动频率袁带来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与重构咱3暂遥 Jouanjean以农

二尧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

业和食品行业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袁分析了中

伴随着数字贸易的兴起与发展袁数字贸易对

小企业在数字贸易发展前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逐步加深遥 未来随着全

地位袁提出数字贸易发展对中小企业更好地融入

球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加

全球价值链会产生积极影响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

快渗透袁数字贸易发展将更加迅速袁其对传统

咱4暂

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影响

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遥

国内学者主要从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

品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带来的全球化格局变化
等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讨遥沈玉良和金晓梅研究
了数字贸易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袁他们认为数
字贸易的发展会推动数字产品作为一种中间产
品嵌入全球价值链袁逐渐形成数字产品全球价值

链咱5暂袁但其并未深入研究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

将更加深远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渊UNCTAD冤

的报告显示袁2017 年全球电子商务规模达 29 万
亿美元袁约 13 亿人曾有网上购物经历曰2018 年
世界贸易组织渊WTO冤发布的报告提出袁预计到
2030 年数字技术的使用有望使全球贸易增加

34%咱10暂遥 面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新形势袁为了抢占

数字贸易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和巩固全

链对不同国家的影响遥马述忠等提出袁数字贸易

球价值链的主导权袁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国

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方

家战略上提升了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袁积极推动

式袁并认为发展数字贸易能够推动我国形成对

数字贸易发展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遥 从全球数

外开放的新格局和迈向贸易强国新阶段 遥也有
咱6暂

字经济与贸易发展情况来看袁美国尧欧盟尧日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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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处于领先地位遥

工作组遥

渊一冤美国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

渊二冤欧盟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

美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强国和引领者袁主导

欧盟既是全球数字贸易的引领者袁又是全球

着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袁并已经形成体现美国

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主导者袁已初步形成可与美

数字贸易发展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袁
咱11暂

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遥根据可获得的数
据显示袁2016 年美国数字化服务出口占美国服
务出口的 54%袁数字化服务进口占所有服务进

口的 48%袁数字服务贸易产生的顺差已达 1595
亿美元袁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 64% 袁数
咱12暂

字贸易已经成为美国服务贸易实现顺差的主要

渠道遥美国数字贸易发展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领

则体系咱13暂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遥 但美
国与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存在着不少差异院

美国旨在推动全球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以促进
其数字贸易发展袁而欧盟对于跨境数据流动与安
全作出了较多的限制袁旨在推行单一数字市场战
略咱14暂遥

欧盟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袁提升数字贸易在

导地位的确立袁一方面与美国数字经济在全球领

欧盟的战略定位袁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院第一袁

先密切相关袁另一方面则与美国从国家战略上不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遥 数字贸易的发展高度

断提升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密不可分遥

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遥为推动数字贸易

美国通过多渠道提升数字贸易在国家战略
中的定位袁确保数字贸易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

发展袁欧盟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0 年发布叶数字
红利战略曳和叶欧洲数字议程曳袁旨在打破数字市

优先权遥 第一袁多个权威部门发布有关数字贸易

场壁垒袁推动数字技术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袁

发展的研究报告袁呼吁美国从国家战略层面上

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遥 第二袁为数字贸易发

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遥 比如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遥数字贸易的发展袁离不

会发布了几份有关美国和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

报告 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2017 年发布叶数字
咱2暂

贸易与美国的贸易政策曳报告 ,都强调在未来
咱10暂

的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中数字贸易的地位和作

用将会更加突出袁为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
益袁美国应积极发挥在全球数字贸易政策方面的

开良好的制度环境遥 2018 年欧盟发布叶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曳渊GDPR冤袁为欧洲公民个人数据的自由
流动提供了法律依据袁也为欧盟数字贸易发展扫
除了障碍遥 第三袁呼吁成员国从国家战略层面提
升数字贸易战略定位遥 欧盟于 2015 年就开始聚
焦数字贸易发展问题袁发布了叶数字化单一市场

引领作用遥 第二袁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数字贸易在

战略曳袁该战略呼吁欧盟成员国重视数字贸易在

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发展权遥 比如袁2013 年美

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袁并主张为了

国国会通过的叶数字贸易法案 2013曳提出袁为了

推动欧盟数字贸易的发展袁成员国之间必须通过

保障美国全球数字贸易的领导定位袁必须认识

加强合作以消除制约数字贸易发展的法律和监

到数字贸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美

管障碍袁推动实现欧盟境内的数据资源自由流

国的政策制定者和贸易谈判者必须把推动数字

动袁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遥2017 年袁

贸易发展作为优先发展事项遥第三袁建立适应数

为进一步促进欧盟数字贸易发展袁欧洲议会国际

字贸易发展的组织机构遥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

贸易委员会通过了叶迈向数字贸易战略曳袁提出

现有的监管与核算体系遥 为了统一协调数字贸易

欧盟应对数字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协定设立标

的核算和政策袁进一步推动美国数字贸易发展袁

准袁呼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袁确保数字贸易发

2016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专门成立数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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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中国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

在在的利益遥
渊三冤日本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

近年来袁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袁数

日本也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强国遥 中国信

字技术加快在经济社会各层面的深入渗透袁以

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袁2018 年日本数字经

数字化技术推动的数字贸易成为中国服务贸易

济规模达到 2.3 万亿美元袁占 GDP 比重超过
40%袁在全球数字经济大国中排名第四遥 目前日

本的数字贸易发展迅速袁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跨
境电商出口市场和全球第三大电子商务市场袁市
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遥 近年来袁日本通过
咱9暂

与美欧合作袁并依靠自身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

发展的新趋势遥2018 年袁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万亿元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1/3袁已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咱15暂遥 此外袁中国在数字服
务领域已经实现贸易顺差袁2012要2017 年连续
多年保持年均 员00 亿要150 亿美元的顺差额 咱2暂遥

随着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袁中国对

势袁已步入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引领者行列袁开

数字贸易发展越来越重视袁为了促进数字贸易

始向全球推广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数字贸易规

发展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袁对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

则和理念遥 虽然与美欧相比袁日本在全球范围内
的数字贸易规则影响还相对较小袁但在全球数字
贸易发展中已占据重要位置遥

也日益提升遥 2019 年 1 月袁叶电子商务法曳正式施
行袁就电子商务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尧电子商务

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尧电子商务争议解决尧电子商

日本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袁经历了
从初期强化智能制造和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袁到
近年来从国家战略层面呼吁政府重视数字贸易
时代并把数字贸易时代作为日本企业发展的良

务促进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遥 2019年 7

月袁上海市出台叶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

渊2019要2021 年冤曳袁提出数字贸易是落实国家战
略的关键力量袁这是中国地方政府出台的首个

好机遇的嬗变遥 一直以来袁日本都极为重视科技

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袁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遥

提出未来将进入数字社会袁为应对未来全球化竞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曳袁提出要加快数字

创新袁早在 2001 年日本就出台了叶e原Japan 战略曳袁

2019 年 11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出台叶关于推进

争袁日本必须加快培养数字化人才袁并提升民众

贸易发展袁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遥此外袁中国也积

的数字化素养袁不断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力度袁

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袁并与多个国家

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遥 从

签订符合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利益诉求的 贸易

2013 年开始袁日本每年根据数字技术与产业创

协定遥可以预见袁未来随着贸易数字化水平的进

新前沿袁定期发布叶科学技术创新战略曳袁积极推

一步提高以及中国数字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袁中

动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袁促进贸易数字化

国对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将会进一步提升遥

转型遥 2018 年袁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叶通商白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袁世界主要国家和地

书曳袁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袁

区都认识到了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意义袁发现了

文件提出全球正在迎来数字贸易时代袁抓住数字

数字技术发展是推动传统数字贸易转型的关键

贸易发展的机遇有助于巩固日本在全球价值链

力量以及政府在推动数字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

中的主导地位袁而且数字贸易发展也为日本企业

用袁不同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对数字贸易的战略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遥 此外袁日本还通过签署

定位重视程度还存在差异遥 总体而言袁与美欧日

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冶渊CPTPP冤以

相比袁数字贸易在中国的战略定位还有待进一

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渊EPA冤袁逐步提升其在

步提升遥中国应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更加突出的

全球数字贸易中的主导权遥

位置袁以确保数字贸易优先发展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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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数字贸易发展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进一步提升袁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的不
平等遥 另一方面袁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为中

伴随数字贸易的发展袁全球正在进入数字贸

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可能袁数字贸易

易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遥只有深入剖析数字贸易发

发展不仅不会弱化全球价值链袁反而会强化全

展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袁并把握数字贸易时
代全球价值链的变动轨迹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球价值链 咱4暂遥 这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进一

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尧参与全球数字化分工尧实现

经济体才能抓住数字贸易时代的发展机遇袁采取

跨越发展提供了机遇遥 面对数字贸易发展新趋

适合本国数字贸易发展的举措袁推动实现全球价

势袁发展中国家能否审时度势尧因势利导袁准确

值链迈向中高端袁提升未来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

识别本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袁就显得尤

中的话语权遥 总体来看袁数字贸易发展对全球价

为关键遥 发展中国家应以比较优势为抓手推动

值链重构的影响袁体现为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

核心数字技术攻关与创新袁将数字产品融入全球

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袁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

价值链袁从而逐步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

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袁形成了全新的价

定地位遥
渊二冤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

值链遥
渊一冤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
价值链

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贸易尧投资
和产业转移效应袁会进一步改变全球价值创造模

随着全球价值链时代的来临与深入发展袁生

式遥数字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的价值将会越

产过程日益趋向分散化和碎片化袁全球贸易量

来越多袁在数字产品与服务生产居于核心地位的

有近 2/3 是以中间产品贸易完成的 遥与此同时袁
咱16暂

国家或地区袁也将获得绝大多数新创造的价值袁

现代数字技术在全球贸易中的广泛渗透袁推动了

从而形成改变全球价值链变动轨迹的一股力

数字贸易发展袁最直接体现为贸易方式和贸易对

量袁这会改变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遥 然

象的数字化遥数字产品作为一种中间产品逐渐地

而袁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袁全球价

被嵌入全球价值链袁参与全球的分工与利益分配袁

值创造会变得越来越知识密集化袁大部分价值

影响着全球价值链的变动轨迹和位置提升袁全

将会凝结在数字产品和服务中袁并参与全球分工

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会发生根本改

与价值分配袁产品的生产过程会逐渐变得高度标

变袁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转型重构袁带来贸易尧

准化和模块化遥 在早期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袁发达

投资和产业转移效应遥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过程中较为独立袁各

值得注意的是袁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带

自获得其创造的价值遥 然而袁进入数字贸易主导

来的贸易尧投资和产业转移效应包括两个方面院

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袁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数字化

一方面袁数字技术的发展会提升贸易效率袁进一

技术的优势袁可能通过数字贸易的方式输出数

步降低不同国家之间分工协同的需求袁从而缩

字产品和服务袁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

短全球价值链长度袁重塑全球生产过程袁全球价

生产过程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创造的价值会被

值链会加速向发达国家转移袁这个影响过程对

进一步压缩遥

事实上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伴随着数

不同国家或地区又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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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字技术的发展袁数字贸易正在重塑整个贸易生态

价值链中的位置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袁而具有数

系统袁全球价值创造确实呈现越来越不平等的

字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会

倾向袁价值创造越来越体现为技术偏向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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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发展中国家囿于核心技术短缺和数字人才缺

务贸易的新趋势袁且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强化其

乏袁在全球价值创造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遥

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袁会进一步推动数字贸

当然袁也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袁把握住

易的发展遥

了数字贸易时代的发展机遇袁大力投资核心数字

渊四冤数字贸易发展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

技术的开发袁正在改变着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数字贸易的分类袁

不利位置遥 但总体而言袁依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数字贸易主要包括数字内容尧社交媒体尧搜索引

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创造袁并
通过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进一步强化其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遥

擎以及其他数字产品和服务四大基本类别咱2暂遥 随

着数字技术的应用袁数字贸易的每一个基本类别
都在逐渐形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遥 从数字内容

渊三冤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链收入分
配格局

来看袁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视频内容袁抑或数字
内容的制作尧设计和分销等各个细分环节袁都已

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有一条长期存在的野微

经形成全球数字内容服务价值链曰从社交媒体和

笑曲线冶袁即在产品生产的价值链条上袁增加值利

搜索引擎来看袁围绕着消费者的社交和搜索行

润会向上游和下游集中袁中间制造的增加值渊利

为袁借助数字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数据正在推

润冤会不断被挤压 遥 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上游和
咱17暂

动企业向数据驱动型转变袁以各类消费者的数

下游的国家或地区袁在全球价值链中就居于主导

据为核心也正在形成全新的价值链袁掌控了关

地位袁可获得较多的收入曰反之袁则处于被低端锁

键的数据生产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核心地

定的地位袁获取的收入有限袁甚至沦为发达国家

位曰从其他数字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软件服务以

的代工厂遥全球价值链发展总体上推动了全球经

及依赖互联网和云计算支撑的数据服务尧通信

济发展袁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从中所获得的增

服务以及计算平台服务来看袁正在推动人类经

加值有限遥 当前正在进入数字贸易新时代袁数字

济社会从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袁正在改变底

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袁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全球生

层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袁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

产分工与供应链的变化袁进而会改变全球价值链

全新的价值链遥

收入分配格局遥

此外袁数字贸易发展会随着贸易方式的数字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袁在数字贸易引起的全球

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袁也会进一

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中袁增加值利润并不

步推动形成全新的价值链遥从贸易方式的数字化

是向中间端集聚袁而是向上游和下游集聚袁这也

来看袁体现为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的不断渗透与

就意味着数字贸易发展会进一步加剧现有全球

深度融合袁从而提升贸易的效率袁降低贸易的交

价值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袁野微笑曲线冶将会变得

易成本袁扩大全球贸易范围曰从贸易对象的数字

越来越陡峭遥 面对严峻的发展形势袁在发展新经

化来看袁则体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遥 数据成

济时不能因数字贸易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

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过程并实现

球价值链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抵制数字贸易发展袁

价值创造袁且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数字产品和服务

而应顺应这一趋势积极进取袁推动中间制造环

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会逐渐增强袁不断替代传统

节向价值链两端延伸袁瞄准核心技术突破开发全

货物或服务产品袁形成全新的数字产品价值链遥无

后端的数字技术与服务袁并通过发展数字贸易

论是从数字贸易基本类别还是从贸易方式和对

进一步强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控制权遥因为随

象的数字化来看袁数字贸易发展必然伴随着国际

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袁数字贸易的增长成为服

分工格局的改变袁并推动数字产品与服务形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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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价值链遥
四尧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数字贸易发展的中国
路径

发展行动方案遥 目前全国只有上海市结合其数

字贸易发展的优势袁于 2019 年推动制定了叶上
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渊2019要2021年冤曳袁

这为全国其他省渊区尧市冤出台相应的方案提供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了

了很好的经验借鉴遥 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数

巨大影响遥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袁抓住

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袁加快制定数字贸易发

数字贸易发展的机遇袁是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展行动方案袁并加强不同地区数字贸易发展的

高端尧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的关键

合作遥
渊二冤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

举措遥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袁未来中国推动数
字贸易发展袁可重点从六方面着手遥

研究

渊一冤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袁数字贸易发展的深

的影响仅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遥 鉴于未来数字

远影响袁不仅仅在于数字贸易正在逐步替代货物

贸易发展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

贸易袁也不仅仅在于服务贸易影响着国际贸易走

重要的作用袁并且会重塑全球价值链新格局袁因

向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袁更重要的是数字贸易

此加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理论研究显

发展会影响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新格局中的地

得尤为重要遥未来关于数字贸易重构全球价值链

位遥 在全球范围内袁不少国家洞察到数字贸易对

的研究袁应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拓展院第一袁进一步

未来全球价值链以及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颠覆

加强数字贸易基础理论研究遥未来数字贸易基础

性影响袁都把数字贸易提高到国家战略与国际贸

理论研究应着眼于建构符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

易优先发展的地位遥为了顺应数字贸易发展趋势袁

实践与利益的理论体系袁以推动我国数字贸易相

我国在政策层面也进行了积极尝试袁但数字贸易

关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遥 第二袁建构适用

的战略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遥为了进一步提升

于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的新理论范式遥 从目前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袁我国必须

全球价值链理论来看袁其建构于传统国际贸易

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发展袁加强数字贸易

模式的基础上袁建构的逻辑框架多是以研究生产

顶层战略设计遥

制造环节为重心袁已不能适用伴随着数字贸易发

第一袁建议制定出台叶数字贸易发展规划曳或

叶数字贸易发展战略曳袁把数字贸易提升到国家

展而兴起的新型国际贸易形式和全球虚拟价值
链遥 第三袁加强对数字贸易相关产业的全球价值

战略高度袁进一步明确数字贸易的发展方向尧重

链位置测度研究遥 从有关全球价值链测度的文

点领域与未来目标袁积极推动设立数字贸易示范

献来看袁现有文献多是对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的全

区袁并根据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袁重点

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袁也有部分文献测度了服

推动跨境电商和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遥

务业的全球价值链袁但由于数字贸易是近年来才

第二袁推动组织变革袁建立适应数字贸易发

逐渐兴起的一种贸易形式袁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相

展的工作组遥 工作组主要负责根据我国数字贸

关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尚未开展研究遥只有对

易发展的趋势袁制定相应的数字贸易政策袁并在

数字贸易相关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准确

国际上推广符合我国利益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

评估袁才能明确我国数字贸易相关产业的国际竞

体系遥

争力和比较优势袁在出台数字贸易相关政策时更

第三袁积极推动各地区加快制定数字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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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就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重构

有针对性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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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构建以中国为主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

相关法律法规遥与美欧日相比袁我国在数字贸易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贸易保护主义

领域的相关立法较为滞后遥 我国应加快制定出

的抬头袁不少发达经济体都在推动全球价值链

台叶个人信息保护法曳叶数据安全法曳等相关法律

野高端回流冶袁这会加速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

法规袁对涉及个人隐私安全的数据以及推进数据

转变遥未来全球价值链会形成以美国尧德国尧日本

市场化作出明确规定曰支持引导学术界加强对

和中国等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袁其他国家则主

数字贸易立法的课题研究袁为我国企业海外开

动融入全球核心价值链遥为此袁应把握未来全球

展数字贸易业务提供法律保障曰探索建立数字

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发展的大趋势袁构建以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遥 第二袁推动实施跨境数据流

为主的数字贸易区域价值链遥 第一袁更高水平地

动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遥 数字贸易的发展袁离不开

融入全球价值链遥应牢牢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

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遥 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应考虑

发展的前沿袁以数字化尧智能化为抓手袁加强数

本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及在全球价值

字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袁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

链中的位置袁因地制宜推动实施跨境数据流动分

化转型咱18暂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袁强化数字贸易发

级分类管理制度袁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数字贸易

展的科技支撑袁逐步掌握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遥

发展的利益诉求以及国家安全遥 第三袁完善数据

第二袁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野一带一路冶数

要素流通制度遥 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袁

字贸易区域价值链遥中国自提出野一带一路冶倡议

建立数据收益补偿机制袁强化数据收益保护与

以来袁已经得到不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响应与支

管理袁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袁推动国内数据共

持袁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影响遥 野一带一

享与自由流通遥 第四袁加快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建

路冶倡议已经成为中国突破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

设遥 积极推动个人和企业数据使用规则尧数据管

格局尧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渠道遥因此袁数

理规则和电子交易相关规则建设曰推动数字贸易

字贸易发展应与野一带一路冶倡议相结合袁探索构

相关产业的行业自律机制以及监管体系建设曰

建以中国为核心的野一带一路冶数字贸易区域价

建立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核算和指标体系袁建

值链袁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字贸易的合作与

立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库遥

交流袁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遥 第三袁推动建立

渊五冤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

全球数字贸易合作联盟遥 以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与传统贸易形式相比袁作为一种贸易发展的

家和我国的重点城市为对象袁建设全球数字贸易

新业态袁数字贸易发展对传统贸易规则构成了重

合作联盟袁以优化数字贸易资源配置袁深化沿线

大挑战袁对现有的监管体系形成了较大的冲击遥

国家数字贸易价值链的合作遥

因此袁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袁需要及时调整现

渊四冤改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

有的监管体系袁构建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体

制度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遥
推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袁离不开制度供给的

系袁推动形成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长效机制咱20暂遥具
体而言袁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院第一袁优化数字贸

不断创新遥 只有推动制度供给的持续创新袁才能

易监管服务袁完善政府支撑体系遥 积极利用现代

充分发挥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袁拓宽数

信息技术构建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高水平监管

字贸易发展空间遥 只有通过多举措全方位的改革袁

体系袁继续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优化公共服务环

创新制度供给袁才能破解制约我国数字贸易发展

境袁着力降低数字贸易准入壁垒曰设立数字贸易

的体制机制障碍 遥 为此袁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院第
咱19暂

一袁加强数字贸易相关立法袁完善数字贸易发展

发展专项基金袁加大对重点数字贸易相关企业的
资金扶持力度遥 第二袁探索财税与金融政策相结

RESEARCH COLUMN OF DIGITAL ECONOMY 数字经济研究专栏

65

合的多元化体系遥应加强财税政策对数字基础设

字化技能水平与数字化思维遥

Reform

施建设的投资袁并大力支持数字贸易相关企业的
发展袁对相关领军企业投资实行投资抵免袁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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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院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China爷s Path
XU Jin-hai XIA Jie-chang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trad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not onl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but also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new era of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digital trad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promotes digital products to be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hanges
the global value creation mo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forms a new value chain. As a result, global
value chain is transforming and reconstructing. In order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power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de,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have taken many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digital trade.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 to move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enhance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strengthen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digital trade, structure a digital trade regional value chain with China as the main
part,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build a policy system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nd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talents.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曰 digital trade曰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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