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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

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

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

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

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

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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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日益蓬勃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增强现实、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重点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

研究”（项目编号：21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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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相互支撑，形成一套集数字存储、传输、分析和计算等功能的综合

性数字技术体系。通过实现人、机器和资源的智能互联，数字技术同先进制

造技术相结合，推动了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发展，为实现资源更高效

配置、经济更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

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

数字经济是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是以大数据、智能

算法、算力平台三大要素为基础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2] 数字技术的发展至

少从两个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是数字数据的扩张。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估计，2022 年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将超

过截至 2016 年的互联网流量总和；2020 年全球互联网带宽提高了 35%，是

2013 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3] 二是数据平台的推动。过去十年，使用数字

驱动商业模式的数字平台大量涌现，它们提供了让外部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

进行在线互动的机制，这些数字平台企业有能力记录和提取与平台用户之间

的在线行为和互动相关的所有数据。[4]在2021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十个公司中，

超过一半使用基于数字平台的商业模式。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的数据指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009-2018 年间超

过了商品、服务、资本、贸易等为代表的传统要素，达到了 10.1%。[5] 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数字化发展，成为数字经济的加速

器。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 47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

2019 年的 31.8 万亿美元上升至 2020 年的 32.6 万亿美元；同期，数字经济

[1]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 年第 2期，第 4页。

[2]　石勇：《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 年第 1期，第 79页。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概述）》，

2021 年，第 1页。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价值创造和捕获（概述）》，2019年，

第 2页。

[5]　陈伟光、钟列炀：《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要素构成、机制分析与难点突破》，《国

际经济评论》2022 年第 2期，第 87-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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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41.5% 上升至 43.7%。[1]

数字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了许

多新的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在经济领域催生了一系列

系统性和全局性变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为解

决全球治理传统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如区块链技术有助于破解信任赤字，

推动全球合作。[2]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造成了许多新的全球性

问题。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而新的数字经

济治理规则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为应对这些挑战，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以提供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

案，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

治理领域拓宽和路径创新带来的改变，本文试图厘清数字技术与全球经济治

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利用数字时代新机遇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

一、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空间拓展

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空

间。尤其是在全球产业、贸易、货币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球经济治

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一方面，传统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加速推进数字化，

既创造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丰富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另一方面，全球经

济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理环境，也给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全球数字产业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全球产业带来深刻改变，并主要体现在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得到极大发展。数字产业化是将

信息的生产与使用规模化，主要涉及电子信息设备、数据传输、云计算、物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2021 年，第 10-12 页。

[2]　高奇琦：《区块链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革命性意义》，《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3期，第 2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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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硬件和软件制造、销售和服务，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加深。产业数字化是将数字技术和

信息数据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并通过

两者相互融合实现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数字产业

化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传统产业治理进入数字时代。2020 年全

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 15.6% 和 84.4%，占 GDP

比重分别为 6.8% 和 36.8%。[1]

数字技术的发展从两个维度影响了全球产业治理。一是生产要素的变革。

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和工业时代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起成为重要生

产要素，并成为产业数字化的核心。数据确权制度、数据安全与保护制度、

数字产权交易制度、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数据创新治理将成为全球产业治理

的重要任务之一。[2] 二是产业模式的变革。新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新产业指依托于科技创新和市场需求创造的新的产业体系，比如生

物工程产业、信息技术（IT）产业；新业态指基于新技术和新产业而创造出

的商业领域新环节、新活动，比如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模式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企业生产要素和外部要素进行调整整合，改变传统上

下游产业链模式和价值关系，比如借助互联网和海量数据实现的企业对企业

（B2B）、个人对个人（C2C）电子商务模式、新直销模式等。[3] 这些变革使

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监管变得复杂。

（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在数字时代的拓展与延

伸，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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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2 页。

[2]　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

《财贸经济》2021 年第 3期，第 17-19 页。

[3]　李红玉：《中国“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前景分析》，载潘家华等主编：《中国城

市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3-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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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1] 这种数字化的变革降低了贸

易成本，加强了贸易环节中各要素间互相联系的程度。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快速增长。无论是数字服务贸易

还是数字商品贸易，增长速度都远高于传统贸易方式，在疫情冲击下更是如

此。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20 年全球服务出口额与 2019 年相比下降

了 20%，但依托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出口数字交付服务仅下降 1.8%，而数字

交付服务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例达到了 64%。[2] 在数字商品贸易方面，信息

通信技术商品作为典型的数字密集型贸易品，其全球贸易额从2011年的 1.81

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 2.35万亿美元，其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由9.89%

升高到 13.37%。[3]

数字贸易的发展给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和

海量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助力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

另一方面，数字化手段提高了贸易效率，既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也加快了

传统贸易过程清关、海关检疫等活动。同时，数字贸易发展也给全球经济治

理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流动要素、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体、贸易方式等的

复杂变化使国际贸易监管更加复杂，引发了安全挑战，增加了贸易治理的难

度；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和国内层次的数字贸易规则不健全，各国监管漏洞

频出，国家间的政策行动协调也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

（三）全球数字货币金融治理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货币领域的革新，数字货币应运而生。随着云计

算、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经济金融活动被更多转移至互联网世界，

催生了无实体形式的数字货币。近年来，无论是数字加密货币，还是基于政

府信用背书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都得到较快发展与流通。根据加密货币

[1]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

2018 年第 10 期，第 19-20 页。

[2]　“Digital Trade: Opportunities and Ac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CTAD Policy 
Brief No.92, January 7, 2022.

[3]　江小涓、靳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载谢伏瞻等主编：《2022 年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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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数据网站 CoinMarketCap 数据，截至 2022 年 1 月 29 日，全球交易的数

字加密货币种类共计 17198 种，交易总额达 1.71 万亿美元，每日交易额超

过 709 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交易份额占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 41.7%。[1] 截至

2022 年 1 月，世界上有 95 个国家在着手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发展。[2]

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传统金融领域的革新。传统的国际结算业务主

要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和纽约清算所银行

支付系统（CHIPS），其运行存在延时长、费用昂贵等问题，并且呈现美国主

导的中心化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传统金融中心化模式的明显缺陷，

即中心化的金融机构作为交易双方的信用担保并不能保证双方履约；而基于

区块链技术的国际支付结算运行模式不仅不依赖中心化的机构，而且由于具

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质，能够为支付监管和隐私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同

时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去中心化趋势。[3] 从长远来看，它也将推动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的多元化。

但是，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也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传统全球货币金融治

理的客体主要是依托主权实体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

融治理机构。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使对全球货币金融治理对象的监管更加困

难。以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出现为例，它由商业机构主导发行，没有国家主权

作信用背书，却可以在全球范围流通，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现有主权货币。

其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技术安全风险。数字货币在履行

支付手段等功能时一旦出现技术故障和运营风险，或导致经济金融活动的中

断和停滞。二是存在非法利用风险。由于缺乏像法定货币一样的来自各国央

行的监管，数字货币可能被用于非法交易活动。三是存在威胁金融稳定的可能，

[1]　“Global Cryptocurrency Market Charts,” January 28, 2022, https://coinmarketcap.com/
charts.

[2]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Tracker,” Atlantic Council, January 28, 2022, https://
cbdctracker.org.

[3]　赵忠秀、刘恒：《数字货币、贸易结算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善》，《经济与管理评

论》2021 年第 3期，第 49-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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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侵蚀国家货币主权。[1] 加之其去传统中心化管理机构、高度匿名及易受

攻击不稳定等特点，在全球层面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将面临更大困难。

（四）全球数字可持续发展治理

数字技术为全球经济塑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

发展的源泉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已成为应对疫情冲击和促

进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2020 年，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 3.0%，高于

GDP 名义增速 5.8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

下行压力的稳定器。[2] 同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由 2005 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

币增加到 39.2 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 3.3 万亿元人民币，占 GDP 比重达

38.6%；数字经济增速为 9.7%，是同期 GDP 名义增速的 3.2 倍多。可以说，

数字经济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3]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能显著降低经

济活动中的社会经济成本，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气候治理

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直接降低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通过数

据摸底、情景预测等宏观管理路径来助力碳中和等气候目标。[4]在产业发展中，

数字化基础设施降低经济成本，数字化平台有助于资源共享和集约化利用，

数字化转型重新定义传统商业模式，简化业务流程，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

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运营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机会，从而推动

经济可持续增长。[5]

但是，数字经济也会加剧“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给全球可持

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互联网普及率看，到 2022 年欧洲有 80% 的人可以使

[1]　李苍舒、黄卓：《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及潜在风险》，《社会科学辑刊》2021

年第 6期，第 169-172 页。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0-12 页。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 年）》，2021年，第 4-6页。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 年）》，

第 11-13 页。

[5]　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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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而非洲只有 22%。[1] 从数字经济占比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对 47 个国家的统计数据，2020 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为 54.3%，

远超发展中国家 27.6% 的水平。[2]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数字劳工

平台数量从 2010 年的 142 个增加到 2020 年的 777 个以上，但数字平台的成

本和效益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对数字平台的投资 96% 来自亚洲、北美和

欧洲，其中 70% 的收入集中在美国和中国。[3] 此外，数字革命还会带来失业、

不平等以及收入持续从劳动力流向资本等危害，导致资源、财富和权力进一

步集中，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4]

二、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创新

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拓展，还带来了治理手段

的创新。数字技术并非单一技术领域，而是一系列领域相关技术组成的新技

术体系。例如，数字资源的利用主要依托大数据技术，数字设备依托云计算

技术，数字传输依托物联网技术，数字信息依托区块链技术，数字智能依托

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数字技术不仅使过去无法实现的治理分析路径成为可能，

而且在信息爆炸时代，这种路径创新更有其必要性。在数字时代的全球经济

治理中，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

等过程将因数字技术而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的数字化

经济信息交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推动协同治理的重要动

力。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大数据获取和加工海量数据，能更好地了解

[1]　“Bringing Africa Up to High Spe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February 
16, 2022,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new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
news+and+events/news/cm-stories/cm-connecting-africa.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碳中和白皮书（2021 年）》，2021 年，第 14 页。

[3]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21: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1, pp.19- 30.

[4]　“The Digital R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201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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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运行图景，进一步集各方信息资源优势，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促进各方宏观政策目标协调以及贸易等经济活动，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

活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产业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等细分领域的

信息交换，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活力。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各国通过电子

信息交换可提高货物和运输工具的进出境通关效率，增强贸易数据可信度，

助力数据稽核比对来精准打击低报货值等违规申报行为。在产业治理中，以

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新产品的快速推出

以及物流和分销碎片化带来的产业链运营压力。这两类数字技术的结合，能

够实现对产业链数据、市场需求信息的实时存储、历史追溯、深度挖掘和其

他多维度分析，在全球生产体系内更加准确地实现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地安

排市场投放、更加及时地掌握产业发展动态。[1] 在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中，

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应对这

些问题也需要开展全球合作，因而需要各个国家更加广泛地共享和分析相关

数据，以便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欧洲环境信息和观测网络（Europ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 Network）计划通过共享数据平

台和通用标准，面向 38 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共享环境数据和知识，在此基础上

通过人工智能和分析技术、云计算等数字手段实现将来源和形式多种多样的

环境数据用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2]

（二）全球经济风险防范的数字化

防范经济风险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全球风险的产生往

往与当时全球治理制度安排的内生性和滞后性有关；另一方面，风险的防范

也助推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与变迁。[3]在数字时代，防范经济风险更有挑战性，

[1]　陈伟光、袁静：《区块链技术融入全球经济治理：范式革新与监管挑战》，《天津

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期，第 95 页。

[2]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数字技术与环境：鼓励开放式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2021

年 3 月，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MGKZ2KYL。
[3]　郭威、刘晓阳：《风险防范视阈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变迁历程、演进逻辑与

中国定位》，《经济学家》2021 年第 10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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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具备了新的有利条件。

数字技术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对全球经济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金融领

域治理更需要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金融领域本身就具有高度数字

化的特点，市场交易产品本身就具有虚拟性，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对

其影响更明显；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波动大、影响广泛、风险溢出效应更为

明显，传统金融分析手段存在数据不完整、数据之间联系性不强、未能清洗

劣质信息等缺陷，难以生成具有决策价值和预警价值的防范信息。数字技术

的出现有助于破解传统情报分析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区块链等技术使数据具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能够确保交易数据

的真实可靠；二是大数据使数据和信息更加丰富、完整以及具有更高时效性；

三是人工智能强大的分析能力使解决传统金融分析和情报分析无法解决的问

题成为可能。[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据分析不充分等问

题。例如，有学者指出这场危机中存在的不利于风险防范的因素包括“缺乏

完整数据和信息，没有达到预警所要求的足够充分的数据量，数据和信息系

统支离破碎，已掌握的数据和信息质量不高、不甚可信和可靠，结果导致基

于数据和信息构建而成的模型出现严重问题。”[2] 因此，借助大数据等技术

协助金融监管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例如，美

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推动数据收集和共享，提前察觉并降低风险；包括中

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建立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

以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监管部门对金融形势的把握和分析能力，防范系统性

风险。[3] 

（三）全球经济危机应对的数字化

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经济

[1]　丁晓蔚、苏新宁：《基于区块链可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金融安全情报分析》，《情

报学报》2019 年第 12 期，第 1299 页。

[2]　同上，第 1300 页。

[3]　李伟：《大数据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2018 年第 22 期，第 9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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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具有突发性和严重的破坏性，并且会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一国的经济

危机不仅会波及联系紧密的所在地区成员，还往往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

因此，应对经济危机不能仅靠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的力量。联合国大会第

63/303 号决议就指出：“全球要实现公平的复苏，就需要所有国家充分参与

制定应对危机的适当措施。”[1]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应对提供了新的手段。在应对全球经济

危机的过程中，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大数据和可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

助于解决危机中的“数据孤岛”“信息孤岛”等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国际

大投行信息系统掌握的数据相互割裂，各个治理主体掌握的数据既不全面又

以邻为壑，导致数据间的关系难以被发现和贯通，进一步加深危机。[2] 受益

于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人们不仅可获得更为充分的应对危机

的数据，而且可以借由这些联系更加紧密的数据较为全面地掌握危机状况，

并给出更科学及时的应对方案。

在金融领域治理中，基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情报分析也能为消除金融

危机的负面影响提供便利。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支撑的量化投

资软件程序 , 能更加精准地发现和分析风险管控中的干扰性因素，能够较为

全面地覆盖传统交易软件中程序无法完成的部分。这些技术在进行实时捕捉

和监测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及时地挖掘动态变化的干扰性因素，从而为诱发

金融危机的各种漏洞打上补丁。[3]

（四）全球经济政策效能评估的数字化

经济政策的效能评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一环。2009 年二十国集团

（G20）匹兹堡峰会针对实现全球再平衡提出设立宏观政策互评（MAP）机制，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分析报告，以评估全球关键的失衡情况、成

员的政策如何配合以及成员能否集体实现 G20 目标等内容。MAP 机制是当今

[1]　《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会议成果》，联合国，2022年2月16日，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63-303.shtml。
[2]　丁晓蔚、苏新宁：《基于区块链可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金融安全情报分析》，第1301页。

[3]　丁晓蔚：《金融大数据情报分析：以量化投资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期，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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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协调的最高级别论坛机制之一，它曾在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

长的全球合作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在分析和经济建模能力方面，它仍

有待提高。在这一机制运行初期就有研究指出：“如果对全球经济的相互依

存关系没有一个清晰而细致的理解，政策协调将是不足的。”[1] 而大数据等

数字技术因其自身特点能够使政策评估更加科学、民主和客观，有益于类似

MAP 的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对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海量数据进

行分析，使政策评估更接近现实情况。通过容忍、接受大数据的混杂性、不

精确性，并运用分类或聚类等方法分析混杂数据，可实现对政策效能的快速

判断。[2] 尤其在面对具有紧迫性的危机应对情景时，由于危机对不同成员造

成的负面影响不同，及时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等集体行动不仅对应对

危机至关重要，也更能彰显成员间的信任和集体行动的决心。在对细分领域

的政策评估中，数字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金融政策的事后评估中，可

以通过大数据评估市场各类主体在政策出台后的反应。通过对监管对象的动

态监控，获取政策变动后的最新数据，并与原有数据或目标数据进行对比，

可以了解监管对象对政策的反应，以便后续进行政策调整。英国在实施新的

房地产限制政策中，就应用了英格兰银行建立的一个包括抵押贷款在内的大

型数据库。[3]

三、数字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Kevin English, Xenia Menzies, Jacob Muirhead, et al., “A Map for Strengthening the 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CIGI Junior Fellows Policy Brief Series, No.2, September 2012, pp.6-9.

[2]　魏航、王建冬、童楠楠：《基于大数据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回顾与建议》，《电

子政务》2016 年第 1期，第 11-12 页。

[3]　李伟：《大数据与金融监管》，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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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并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

制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

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

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1] 为适应数字

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与建设，中国要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

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一）促进国内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数字时代的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基础。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数字时代

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举措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技术基础，尤其是推动数字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创新。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截至 2021 年底，中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基站142.5万个，建成全球最大5G网，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2]但是，

当前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面临受制于他国的局面，高端芯片、操作系统、

工业设计软件等关键领域仍是中国的短板。例如，在芯片领域，中国自 2005

年以来就是 IC 芯片的最大消费国，但 2020 年中国 IC 芯片产量只占全球市场

的 15.9%，[3] 芯片自给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

中国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加大力度解决自主可控问题。

二是推进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支持创新能力较强的数字企业发展。

近年来，中国数字企业发展迅速，并在全球市场拥有重要影响力。2021年《财

富》世界五百强中的 7家互联网公司有 4家来自中国；截至 2021 年 9 月，世

[1]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第 8页。

[2]　《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解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2 年 1 月 25 日，

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2/art_e2c784268cc74ba0bb19d9d7eeb398bc.html。
[3]　“China Forecast to Fall Far Short of its ‘Made in China 2025’ Goals for ICs,” IC Insights, 

January 6, 2022, https://www.icinsights.com/news/bulletins/China-To-Fall-Far-Short-Of-Its-Madein 
China-2025-Goal-For-IC-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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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经济论坛等机构评选出的代表全球领先商业创新能力、智能技术研发与投

资能力、数字化转型能力的 90 家“工业 4.0 时代灯塔工厂”企业中，有 31

家来自中国。[1]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强做大数

字企业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从需求端看，疫情激发了企业转型意愿；从供

给端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也为数字化转型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中

国拥有的庞大生产数据、应用数据和用户数据，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创

造了有利条件。[2]

三是完善数字经济的国内法律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有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建设步伐。2021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相继审议通过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些法规不

仅为发展国内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为中国参与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

则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激励市场主体利用数据方

面的法规。例如，深圳市在 2021 年 6 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明确提出“数据权益”，激励和规范企业合法利用数据。但是，由于数字经

济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在数字经济发展和监管方面还存在较大

的立法和制度建设空间。例如，数字平台的动态竞争、跨界经营和寡头竞争

等特征，造成复杂与严重的垄断问题，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对此，

需要修订《反垄断法》，加设数字经济章节，并配套相关规定渐进健全数字

竞争规则，为监管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3]

（二）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

还要在全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既是

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延伸，也是引领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

的前提。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

[1]　江小涓、靳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第 33 页。

[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 版）》，2021 年，第

5页。

[3]　孙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 5期，第10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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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

出中国声音。

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数字经济联盟。

围绕多双边经贸合作协定，构建数字经济开放新格局，拓展深化与东盟、欧

盟等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继续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将数

字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数字合作。面对当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还应积极同非

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其数字化转型，为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做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参与数字议题谈判

是数字时代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在国际数字经济议题谈判

方面还需加大投入和加强国际协调。在降低交易壁垒、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等

关键议题上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分歧；在与源代码保护的知识产权等交叉议

题上还未形成明确立场；在关税安排等议题上还存在灵活性不足等问题。[1]

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参与关键议题，维护多边经贸体

制在制定、实施和监督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渠道地位。

（三）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当前，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落后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传统的全球

经济治理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数字经济治理成为诸多

国际组织和国际平台的关键议题。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存在较大差距，围绕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话语权的多方博弈也越来越激烈。在

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数字发展战略、规划或议程，以紧

抓这一机遇。例如，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欧盟非个人数据自

由流动条例》，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流通和对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制度的

建立起到了显著的示范带头作用；美国对谷歌和脸书等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

断调查也展示了美方加大数字经济治理的力度；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数

[1]　陈红娜：《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前景与中国面临的挑战》，《新经济导刊》2021

年第 1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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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报告 2021》重点关注了跨境数字流动问题。

为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中国要在数字技术标准和产

业标准制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根据2021年5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

中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占比超过 38%，位列全球首位。[1] 在作为数字

经济核心技术之一的通信技术领域，5G控制接口三大关键技术——信道编码、

多址接入以及多输入多输出——的标准制定权成为各国争夺和布局的对象。[2]

中国应加大投入，争取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更大的优势。同时，中国要积极

参与和引领国际数字规则的制定。中国曾积极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

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机制数字领域国际规则

制定，并倡导达成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全球

数据安全倡议》，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方案。[3] 在

此基础上，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规则制定。当前，中国申请加入《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中国主动对接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鲜明立场，

并将为提升自身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奠定重要基础。

四、结语

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

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全球

经济治理。从治理客体上，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的治理空间，丰富了全

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发展治理等领域；从治理手段上，

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体现在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

[1]　《工信部：我国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位列全球首位》，人民网，2021 年 5 月 14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514/c1004-32103532.html。
[2]　张倩雨：《技术权力、技术生命周期与大国的技术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22

年第 1期，第 80-81 页。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 年）>》，中国网信网，2021

年 7 月 2 日，http://www.cac.gov.cn/2021-06/28/c_1626464503226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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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经济政策效能评估等过程与领域。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中

国家能够同发达国家并跑；在成熟产业领域，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新技术与传

统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并利用其独特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同时，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更新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处于一种不断更新、创新、重构和完善的状态，而基于互

惠互利、协商共赢的多边主义仍然是其发展演进的主要逻辑。

当前，中国已经跃升为数字经济第二大国，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时代全

球经济治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随着数字技术在传统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 ,

中国数字经济特别是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为其提高参与甚至是引领全球经济

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的能力提供了机遇。为此，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断

夯实实力基础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

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和创新，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挑战提供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使数字技术

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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