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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贸易是以信息技术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数字经济产物，中国和
德国作为两大经济体，研究分析两国数字贸易发展规模既有利于促进两国数字贸易经济
发展，又有利于推动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 OECD-WTO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
定义，利用中国与德国的跨境货物类电子商务数据和中国与德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数据
对中德“数字订购贸易—数字交付贸易”规模进行测度，分析德国与中国的数字贸易发
展，借鉴德国数字贸易发展优势，基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提出中国应该发挥数字订
购贸易优势，重视数字交付贸易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以及参与规则制定，以提升中国在
国际贸易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模式与全球标准更好接轨。
关键词 数字贸易；数字订购贸易；数字交付贸易；数字贸易规模测度

一、引言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数字技术为主导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对全球经贸发展和规则体系建设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在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数字贸易是互联网
技术与现代贸易深度融合所产生的新型贸易形式，扩大了贸易规模，提高贸易效率，更
大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贸易成本和弱化了地理距离对贸易的限制。据《中国电子
商务报告》可知，2009-2019 年我国数字贸易规模从 0.84 万亿元增长到 10.50 万亿元，
年均增长 26.65%，而传统外贸年均增长仅为 7.45%。数字贸易规模占总进出口贸易规模
比例不断增加，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中的地位不断突出。
世界数字贸易格局中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导者，而中国与这些发
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加大，虽然中国的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但数字服务贸易
还相对落后，数字贸易整体缺乏成熟的标准化体系。2020 年召开的中国及服务贸易交易
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呼吁世界各国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助
力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对数字贸易规模进行测度分析，对于
我国把握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制定贸易规则，促进中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有重要
意义。
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早在 2013 年实施有关数字贸易政策，且德国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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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占比位居全球第一，中国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德双边贸易约占中
欧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对德国和中国数字贸易规模进行测度分析，有利于明确两国数
字贸易发展情况，借鉴德国数字贸易经验制定相关政策，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数字贸易融
入全球发展趋势，还能促进与德国的经贸发展，同时中德两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和亚
欧大陆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加强两国的沟通协作有助于推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基于
对数字贸易重要性的考量，本文将采用 OECD-WTO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定义，利用中国与
德国的货物类跨境电商数据和中国与德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数据对中德“数字订购贸
易—数字交付贸易”规模进行测度，分析德国与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借鉴德国数字贸
易发展优势，基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提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应对策略。

二、数字贸易规模测度框架综述
对于数字贸易这一新型贸易形态，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分
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USITC）依据数字内容、社会媒介、搜索引擎、其他数字产品和
服务对美国数字贸易规模进行测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9）从三步
估计“数字传输”贸易额，提出测度范围为过去以物理形式传输，现在可同时通过物理
和数字形式传输的数字产品国际贸易，对数字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统计仍以有形货物的
1

2

贸易为主； 贾怀勤（2018）和 吕延方、方若楠、王冬（2020）都基于服务贸易数字化角
度，贾怀勤将通信服务所有贸易及数字技术可融合服务（不包括不可融合服务）中以融
合的服务贸易视为数字贸易测度内容，吕延方等从路径分解、双向数字关联和双边联系
三维构建数字全球价值链（DVC）综合评估 2000 年以来中国服务业融入 DVC 的多维定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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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融入路径； 陆菁和傅诺（2018）和 温湖炜、舒斯哲、郑淑芳（2021）通过社会网络分
析全球数字贸易网络发展趋势和空间特征，发现全球数字贸易网络较为稳定，但各国之
间的地位差别较大，温湖炜等还结合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5

6

的原因； 李轩、李珮萍（2020）和 越大志、高栓平（2020）构建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标体
系，分别利用数字设施、数字产业、数字创新和数字治理四维指标和“五星”数字贸易
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测度各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福建省数字贸易竞争力水平，发现数
字贸易能显著降低两国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影响作用
更大；7王智新（2020）则构建数字贸易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灰色模糊综合评价
方法统计从综合水平、时序特征和区域差异角度分析 2010-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贾怀勤. 建议开展数字贸易尝试性测度[N]. 第一财经日报,2018-02-26(A11).
吕延方,方若楠,王冬.中国服务贸易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及特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2020,37(12):25-44.
3 陆菁,傅诺.全球数字贸易崛起:发展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8(11):57-66+281+2.
4 温湖炜,舒斯哲,郑淑芳.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的贸易地位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21(01):50-64.
5
李轩,李珮萍.“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测度及其对中国外贸成本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
济,2021,40(03):92-101.
6 越大志,高栓平.福建省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构建与评价[J].中国发展,2020,20(06):73-81.
7 王智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的统计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0,36(19):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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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营商环境，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迅
速发展，但空间发展不平衡、内部差距拉大的结论；8方元欣（2020）采用 OECD-WTO 数
字贸易概念框架，从数字订购、数字交付和数字中介平台三维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规模
进行初步测算，而9王爱华,王艳真（2021）从数字订购贸易规模和跨境数字交付贸易规
模二维衡量中日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水平；10章迪平、郑小渝（2020）和11张卫华、梁运文
（2020）分别运用相对谪的 TOPSIS 法和熵值法测度了浙江省 2010-2018 年和中国 20142018 年 31 个省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张卫华等还运用计算及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测度
省域空间分异格局和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

三、基于 OECD-WTO 框架界定和测度数字贸易
（一）OECD-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的界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基于建立国际数字贸易统计标准的目标在《数字贸易测量手册》定义数字贸易是“通过
数字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贸易”，通过贸易方式、贸易标的和贸易主体三维的数字贸
易概念框架（图 1）将数字贸易分为 16 种类型，属于更加广泛的界定。其中贸易标的包
括货物、服务、信息流或数据流；贸易主体指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包括 B2B、B2C、C2C
三种贸易模式；贸易方式包括数字订购贸易（通过专门用于接受或下订单的计算机网络
进行的商品或服务贸易，如在线订货，不包括电话或传真等方式的订购）、数字交付贸
易（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网络以电子形式远程交付的所有跨境交易，如跨境购买的电子书
和视频类课程，不包括有形货物的交付）和数字中介平台赋能贸易（指为买卖双方提供
交易平台和有偿或无偿中介服务的行为，如在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在线平台的交易）。
OECD-WTO 框架下的数字订购贸易与电子商务概念可相互替代；数字交付贸易引用
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出的“可数字化服务”概念，因此仅指可数字化的服
务贸易；数字中介平台分为有偿的“付费数字中介平台”和归类为“数据和广告驱动的
数字平台（DADDPs）”的“免费数字中介平台”，但后者属于非货币数字流动，因此不
包含在数字贸易统计范畴。
结合国内外对数字贸易的定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区分数字贸易内涵，狭义的
数字贸易指以数字化形式实现的产品和服务贸易，主要指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贸
易，不包括实体货物；广义的数字贸易包括了数字化平台实现的传统贸易，OECD-WTO 数
字贸易概念框架则为宽口径下的定义。本文认为数字订购贸易与国内数字商品贸易概念
可相互替代，数字交付贸易与国内数字服务贸易交易对象均为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部
方元欣.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的探索性分析——基于 OECD-WTO 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J].海关与经
贸研究,2020,41(04):95-109.
9
王爱华,王艳真.中日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测度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21,40(01):43-55.
10 章迪平,郑小渝.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浙江科技学院学
报,2020,32(04):249-256+271.
11 张卫华,梁运文.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省域分异与空间效应[J].贵州社会科学,2020(12):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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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采用 OECD-WTO 数字贸易概念框架能帮助中国准确判断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形势，与
国际规则接轨，同时聚焦本国现有的电子商务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市场竞
争，推动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引用 OECD-WTO 数字贸易概念框架，结合中
德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和利用中德跨境电子商务及数字服务贸易的可数字化部分数据分
析中德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学习德国数字贸易优势及现有数字贸易规则提出中德数字贸
易发展应对策略。

图 1 OECD-WTO 数字贸易概念框架

（二）OECD-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模的测度
1.数字订购贸易测度
本文采用的 OECD-WTO 框架下的数字订购贸易与电子商务概念具有较强的相互替代
性，但数字订购强调货物和服务订购环节的电子数字化，货物或服务的付款和交付环节
不需在线上进行。目前对数字订购贸易的测度方法大约有七种：通过企业问卷调查、通
过家庭问卷调查、调查信用卡数据、调查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数据、调查最低限度的贸易
数据作为补充、将跨境线上订货纳入海关贸易统计、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整合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与电子商务企业调查数据。虽然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企业和家庭等不同贸易主
体更易开展与数字订购贸易较大相关性的“小额贸易（贸易额度未达到海关征税标准的
国际贸易）”，但由于企业和家庭的问卷调查等微观数据难以获取，且并非所有“小额
贸易”都采用数字订购方式，OECD、WTO 和 IMF 建议采用大部分国家会公布的总体宏观
经济层面的跨境电商数据，同时可通过利用邮政或物流机构结合信用卡数据测度企业和
家庭“小额贸易”规模来衡量数字订购贸易。
由于微观层面的数字订购贸易数据需采用调查方式，考虑数据可得性及偏差性，同
时鉴于无法准确区分不同贸易主体数字订购贸易行为来测度中德小额数字订购规模，本
文将采用总体宏观经济数据即现有跨境电子商务数据测度中德数字订购贸易规模。
2.数字交付贸易测度
本文采用 OECD-WTO 定义下的数字交付贸易中只有服务贸易能通过电子形式进行交
付，且只涉及服务贸易中的可数字化部分，包括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
权使用，信息和通信服务，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建筑、工程、科学和其他
技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视听及相关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遗产和娱乐服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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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数字交付贸易的测度方法有五种：通过国际服务贸易调查（ITSS）、通过国际交
易报告系统（ITRS）、利用行政管理税数据汇编线上交付的交易额、通过家庭调查、通
过非银行实体提供的数字金融服务。OECD 在 ITSS 数据库中有其成员国和成员国以外的
主要国家与贸易伙伴服务进出口的数据，通过筛选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数据可测度数字
交付贸易的规模。
由于家庭调查等微观数据难以获取，考虑数据可得性及偏差性，本文将使用 ITSS 数
据库中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作为数字交付贸易的衡量指标，并按服务类别分
别加总德国对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测度德国对中国的数字交付贸易出口规模和进口规
模。

四、中德跨境数字贸易规模测度
（一）中德数字订购贸易测度
由于现有对于数字订购贸易规模并未存在统一的测定标准，本文将在 OECD-WTO 框
架下利用中国与德国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来测度中德数字订购贸易发展。本文在查阅相
关文献及网站后，模仿12吴芬（2017）借鉴了 iresearch 的处理方法对中国与其他贸易
伙伴的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的计算，对中国和德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进行测度，
计算的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数据来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和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EXP=中国跨境电商出口额×
IMP=中国跨境电商进口额×

中国对德国的出口贸易额
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
中国对德国的进口贸易额
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

根据计算出的中德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绘制出图 2，通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贸易总体规模角度：
（1）从进出口总额角度：中国与德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从 2013-2019 年逐渐增
加，这是因为中国电子商务产业生态的不断发展成熟和配套产业的升级完善，并且在
2004 年就出现了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敦煌网，为国外中小采购商提供采购服务的网上
批发交易平台。同时德国第一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欧洲的经济强国之一，得益于
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人口众多、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并且随着德国消费者对在线购买
可行性质疑的消散，德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普及率远超过欧洲的平均水平，直接催生了
德国电子商务产业的繁荣，电商解决方案提供商 B2CEurope 的研究显示，70%的德国消
费者每个月至少一次在网上购买一次实体货物，网购消费也比邻国高 10%，成为欧洲最
频繁的网购消费者；第二是物流是德国最具专业性的核心领域之一，物流业是德国继汽
车制造业与贸易业后的第三大产业，为跨境电商制造了强大的物流支撑。

12

吴芬.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研究[D].浙江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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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数字订购贸易规模

（2）从中国对德国进口角度：中国对德国跨境电商进口额先减后增。德国是制造
业大国，其最大的在线产业是服装、电子和书籍，质量和安全性是德国生产和消费的核
心价值观，德国企业具备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完备的监督体系，将品质打造成“德国制造”
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德国产品的质量具有保证。据艾媒咨询 2021 年中国进口跨境电商
用户偏好报告中可知，中国用户对服饰鞋包偏好占比 47%，电器数码占比 37.9%，同时
对产品质量参数的关注度高达 56.4%，因此中国对德国的跨境电商进口额会随着跨境电
商的发展而不断增加。
从中国对德国出口角度：中国对德国跨境电商的出口是逐年增加的，且明显比进口
总额更大。这是因为德国对中国主要进口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杂项制品，
且消费者注重产品的质量，中国是劳动力密集型国，与德国具有互补优势，纺织品在国
际竞争中具有价格和成本优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9 年前三个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
的机电产品占比 48.8%纺织品和原料占比 9%，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占比 7.9%，德国对中国
进口贸易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对中国跨境电商进口的发展。据社交商务集团
的调查结果，德国的网购平均价格很低，而中国是唯一能比德国网购价格更低的国家，
根据需求理论，中国更低的网购价格使得德国消费者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购买，这就解释
了中国对德国跨境电商出口额增加。
2.从具体措施角度：
（1）从政策角度：2014 年中德两国就“工业 4.0”达成共识，这与 2013 年中国工
信部出台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不谋而合，“工业 4.0”旨在通
过信息技术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进行互联，以建立起个性化、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
生存模式，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而中国重点关注利用信息技术转型传统产业，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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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德两国有共同的转型升级目标，因此两国将在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方面加强合作；2015 年举办的中德互联网产业圆
桌会议上中德围绕中国“互联网+”和德国“工业 4.0”主题签订了互联网产业的三项
合作协议，签订了“工业 4.0”和“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意向书，共同发起“中德工业
城市联盟”倡议；2016 年国内实施“互联网+外贸”战略；2017 年国内深入推进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的建设以及出台《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为跨境电商产业构造
一个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一带一路”战略和“21 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构想丰富德国跨境电商商品种类，完善了跨境电商物流服务；2018 年德国通过举办电子
商务活动日，宣传中国的微信电商平台，扩大中德跨境电商的交易方式，后期国内对跨
境电商给予政策红利和资本补贴；但德国在 2019 年开始对电商卖家征收 VAT，使中国对
德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增长率降低，但税务局注册的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中国公司从约 450
家增加到 29000 家左右，增幅超过 60 倍，抵消了一部分抑制跨境电商发展的消极趋势。
（2）从物流角度：物流是德国最具专业性的核心领域之一，国内物流对比德国相
对欠缺。2015 年德国邮政子公司 DHL 全球货运宣布新增中国郑州-德国汉堡的铁路货运
服务；2019 年 RetailX 研究表明德国消费者在线购物的主要驱动力是直接送货到家，德
国实行的“最后一英里”运输服务提高了物流配送效率；中国 2018 年长春中欧班列（长
满欧）设在德国纽伦堡的供海外仓，打造中欧班列在欧洲的集聚枢纽、多式联运中枢和
中欧进出口商品双向流通的集散中心，为中德跨境电商提供更加便利的物流渠道；
（3）从产品角度：中德两国都注重跨境产品的质量，这满足了两国消费者对高品
质的要求，据国际邮政公司（IPC）调查，中国是德国跨境电商购买的头号国家，德国消
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持续稳定增长。2015 年德国质量协会在《“德国制造”的未来》
报告中强调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满足了中国用户对跨境电商产品质量的要求；2019 年
RetailX 数据表明德国通过移动电子商务购买最多的产品是服装和鞋子（58%），其中 18%
是杂货，而中国作为纺织业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更能满足德国消费者的质量和数量要求；
艾媒咨询统计了 2019 年中国海淘消费者线上购买中母婴用品占比 23%，德国在这方面
具有优势，德国 HCPGmbh 拥有法兰克福最大的保健品和药妆批发中心，成为中国主流电
商自营首选的产品供应商，促进中德跨境电商 B2C 市场的发展；
（4）从平台角度：基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跨境电商市场的看好，中德两国不断加
强电商平台的合作，为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购买和消费更便利的通道。2015 年德国
零售商麦德龙与中国最大在线零售商阿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关系。2017 年德国电商市
场规模达到 498 亿欧元，属于跨境电商贸易方式“海淘”逐渐成为德国消费者认可的购
买方式，其在全民购物比重已经从 2016 年的 11%上升到 2017 年的 18%，“中国制造”
产品在德国的认可接受度也不断提升，增长强劲的德国电商市场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
产业的新高地，更多的中国企业借助德国消费者最常使用的网购平台 eBay 向德国进行
跨境电商销售，研究表明 70%的德国购物者将产品描述作为购买网店的选择标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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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商务平台因具有经验会受到更多德国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中德跨境电商贸易额。
2018 年 eBay 推出帮助零售商在线销售的履行计划 Bay Fulfillment 和物流解决方案
eBay Shipping，为加强中德团队电商合作提供扶持、语言翻译、VAT 咨询等服务，给予
中德消费者快速可靠的交付平台；eBay 还为中国成立专业跨境交易服务团队，积极与第
三方供应商合作，推动跨境电商物流、融资和保险等解决方案的出台与应用，为中国跨
境电商出口方提供便利；德国电子商务公司纷纷加入欧洲零售联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德国对中国的跨境电商出口发展。德国第二大电商 Otto 在 2019 年对中国卖家开放，有
利于中国对德国市场的开拓。
（二）中德数字交付贸易测度
按照 OECD-WTO 数字贸易概念框架，本文使用 OECD 国际服务贸易数据库（ITSS）中
信息通讯支持服务贸易数据作为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来衡量数字交付贸易
规模，采用王爱华,王艳真（2021）对中日跨境数字交付贸易规模的测度方法对中德数
字交付贸易规模进行测度。下表按照 EBOPS 分类列出了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信息和通信服务中德进出口数据，但其他可数字化服务在 ITSS 中只显
示出总体数据因此无法得出中德具体数据，未在表中列出，表中空白部分表示部分类别
的服务贸易数据不可得。
表 1 2013-2019 年中德数字交付贸易规模
单位：百万美元
EBOPS

2013

2014

2015

德国自中国进口

6.6

34.5

66.6

德国向中国出口

9.30

5.30

金融服

德国自中国进口

27.90

33.20

21.10

务

德国向中国出口

204.50

350.70

知识产

德国自中国进口

43.80

权使用

德国向中国出口

信息和

保险和
养老金
服务

通信服
务
总计

2016

2017

2018

2019

44.9

34.7

55.50

53.10

11.20

31.00

29.40

44.90

40.30

314.00

212.50

242.90

248.00

222.80

22.60

38.80

44.30

65.50

55.50

57.10

1567.20

2303.60

2915.80

3754.60

4312.00

5979.20

5682.50

德国自中国进口

527.30

336.10

355.00

525.80

527.60

570.40

586.60

德国向中国出口

576.40

653.60

766.70

700.70

884.50

1142.00

1256.10

德国自中国进口

605.60

426.40

481.50

601.10

622.50

715.70

718.70

德国向中国出口

2357.40

3313.20

3996.50

4667.80

5494.90

7422.30

7172.60

总额

2963.00

3739.60

4478.00

5268.90

6117.40

8138.00

7891.30

增长率

38.35%

26.21%

19.75%

17.66%

16.10%

33.03%

-3.03%

1.从贸易总体规模角度：根据表 1 绘制出中德数字交付贸易变化形势，从图 3 可以
看出中德数字交付贸易总体规模自 2013-2018 年持续增长，2018 年的增长率与 2013 年
增长率相当，但随之负增长，2019 年中德数交付贸易增长率出现负值，中德数字交付贸
易规模出现减少的情况，这是因为欧洲市场内开始实行全球跨境电商税务侦查合规风暴，
对销售给欧盟境内消费者的物品所在地是欧盟的商品征收 VAT。德国也实行该政策，对
销售额超过德国消费者的远程销售起征额时中国电商企业需要在德国注册、申请和缴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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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这导致部分企业由于经营不规范无法合理安排本土和跨境电商的税务问题，从
而推出德国电商市场，使得总体数字交付贸易规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中德数字交付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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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数字交付贸易规模

2.从数字订购贸易的具体类别角度：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在中德数字交付
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较少，知识产权使用、信息和通信服务则占据了主体地位，这表明中
国和德国在数字贸易这种新型服务贸易的经贸往来中集中在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领
域，并且其贸易强度已超过传统的贸易。
（1）德国向中国进口更多的是信息和通信服务（ICT）：因为中国具有较强的信息
通信技术经验，一是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的网络群体，2005-2019 年我国 ICT 服务贸易
年均增速达 22.81%，2019 年进出口额为 807.6 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10.3%，同时
出口增幅明显大于进口增幅与，是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二是 ICT 服
务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软件、集成电路、电商平台、云服务、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等多元化格局，而德国在 2016 年与中国第三支付平台支付宝宣布合作，这将更有利于
中德两国 ICT 服务的发展，三是国内 ICT 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比如华为、中兴等通
讯终端制造厂商处在全球领先地位，特别是华为拥有 49.5%的 5G 核心专利，单纯的硬件
设备制造商逐渐向软硬件一体化的服务型制造商转型，不断形成内生增长的产业发展格
局，从而促进中德数字订购贸易发展。
（2）德国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是知识产权使用：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长期逆差，
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利用程度和依赖性较大，而且知识产权使用服务在国际整体贸易中
参与度较低，技术国际流动较弱，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国家，中国主要集中在产品生产的
加工装配环节，对数字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而德国具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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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严谨的知识产权立法行政工作体系，使得德国具备良好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
同时德国知识产权使用服务机构具备比中国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业务能力，促进德国对
中国知识产权使用的出口。
（三）中德数字贸易整体规模
将中德数字订购贸易与数字加欧富贸易加总可得中德 2013-2019 年的数字贸易总
规模，同时计算出数字贸易占据中德进出口贸易的比例，更好的显示中德数字贸易发展
的程度。
表 2 中德数字贸易整体规模
单位：亿美元
年

数字订购贸易

数字交付贸易

数字贸易总额

进出口贸易总额

数字贸易占比

2013

151.39

296.30

447.69

1615

27.72%

2014

209.98

373.96

583.94

1777

32.86%

2015

260.52

447.80

708.32

1568

45.17%

2016

310.71

526.89

837.60

1514

55.32%

2017

359.28

611.74

971.02

1680

57.80%

2018

417.03

813.80

1230.83

1838

66.97%

2019

479.63

789.13

1268.76

1848

68.66%

从表 2 可以看出 2013-2019 年中德数字订购贸易和数字交付贸易都呈现逐年增加的
趋势，数字贸易整体规模从 27.72%增长到超过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的 68.66%，翻了 2.5
倍，年增长率高达 16.89%，说明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
的发展，中国与德国越来越多的进出口贸易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数字贸易成为中
德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德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体现了数字技术在中德贸易领
域的应用以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符合数字时代贸易发展的规律。
通过对中国与德国数字贸易规模的测度分析，本文得出中国与德国数字贸易发展整
体符合数字经济时代贸易发展规律，贸易规模逐年增大且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数字
订购贸易方面发展前景较好，一方面是两国在政策上大力合作，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电
子商务发展体系的成熟、德国物流发展的完备以及两国对跨境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两国
数字订购贸易存在稳定发展的趋势；在数字交付贸易方面，中德两国贸易规模增长较快，
中国和德国分别在信息和通信服务（ICT）、知识产权使用服务具有比较优势，得益于中
国具有较强的信息通信技术经验与德国对知识产权使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重视。通
过借鉴德国数字贸易发展优势，保持中国在数字贸易方面的优势同时补齐短板，并着眼
于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提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应对策略。

五、借鉴德国数字贸易发展优势，制定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策略
（一）中德数字贸易发展优劣势分析
1.数字订购贸易方面——中国物流体系发展落后
中国数字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但在物流方面，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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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虽然是物流大国，但物流系统性不强，网络化程度较低，同时物流基础设施相比德国
落后，应急能力薄弱，不能满足现代物流发展要求，第三方物流和供应链服务发展不足，
同时信息和智能物流发展理念相对之后，国际化水平低。而德国总体物流绩效水平排在
世界领先地位，具有完备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高效率运作体系，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物
流的产业集群发展，以物流园区为中心构建国家物流枢纽网络，通过数字技术对现有物
流设施转型升级构建智能物流，并且推动发展绿色物流实现碳减排目标。虽然德国政府
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欧班列有浓厚兴趣，但许多德国企业尚未了解中欧班列，不利
于中欧班列的跨境电商发展。
2.数字交付贸易方面——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欠缺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小，关于知识产权的立法还不够完善以及执法力度不强，
中国数字企业缺乏对知识产权使用的保护意识，同时对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能力相对于
德国来说较为落后，因此削弱了中国对知识产权使用的出口，不利于中德数字贸易合作，
阻碍中国数字交付贸易的发展。而德国长期处于数字服务贸易即数字交付贸易的核心地
位，具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严谨的知识产权立法行政工作体系，而且德国的科
研能力大部分集中于企业，致力于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实施以企业为主体、以专利为重
点的知识产权战略。
（二）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策略
1.完善物流体系构建，发挥数字订购贸易优势
一方面，为了给予中国与德国甚至全球其他国家跨境电商更加便捷的物流支持，中
国要加大对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的规划和支持，学习研究德国联动国内优势产业与物
流业集群发展以及绿色物流政策，为数字订购贸易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渠道的同时实现
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并增加海外仓的建设。国家和企业要针对德国甚至欧
洲重点客户宣传中欧班列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中国物流体系产品线并增强回程
货源需求，实现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建设协同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要保持电子商务发展优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区块链进行信
息共享以缩小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发展的差距，设立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相对应的跨
境电商规则体系，加强科学研究，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整合资源的条件和政府扶持，鼓
励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行转型升级，优化产品结构及降低成本，引导电商
平台自主创新以及增强品牌意识，另外建立完善的跨境平台准入制度，加强跨境电商的
主体审核机制，淘汰发展落后或信用水平低的电商企业；同时要从本国国情与 OECD-WTO
较为全面的数字贸易框架界定数字贸易，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数字贸易统计核算体系，利
用大数据补充整合传统数据，加强对数字贸易测度的研究和试点，做好对跨境电商的数
据统计和监测工作，通过衡量中国数字订购贸易发展程度从而制定促进数字订购贸易的
应对措施。
通过以上措施并利用中国“大国大市场”的优势，以跨境电商为导向与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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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接轨，促进数字订购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带动数字交付贸易快速增长，进一步实
现数字贸易战略蓝图。
2.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交付贸易发展
一方面，中国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温湖炜（2021）分析中国的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呈正相关，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激发中国自
主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我国数字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
支持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新发展来增强国内知识产权使用意识，同时增强与德国等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国家的交流互动，制定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且能保障企业知识产权合法
权益的合作机制，补齐中国在知识产权使用方面的短板从而提高中国在数字交付贸易出
口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要保持信息和通信服务（ICT）的优势地位，通过政府扶持鼓励企业
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服务附加值和品牌度从而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
扩大外资参与国内 ICT 产业研究的准入，同时引导跨境企业进行海外 ICT 的合资并购，
关注 ICT 产业的贸易壁垒，借助多双边和区域合作平台更多的进行 ICT 方面的国际合
作，从而促进中国在 ICT 的稳定发展；
3.加强数字贸易顶层设计和规则制定
中国近年来才开始重视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对个人信息和数据、数据安全的保护，近
期才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德国早在 1978 年就颁布《联邦数据保
护法》，后期针对性出台了《电信法》等专门法律，不断强化数据隐私保护标准和数据
本地化措施，重视数据安全的国际合作，体现出既重视用户信息合法权益，又重视促进
信息自由流动的目标。因此中国应加紧制定有关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跨境
数据流动领域的专门性法规，健全配套体制机制，同时可以在已签订的 RTA 协定中加入
有关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和源代码保护等条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制度支持。
其次针对美日欧在数字贸易规则上的高标准和优先话语权，中国应就美欧在“跨境
数据自由流动”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方面的分歧寻找利益共同点，利用“美式模板”
和“欧式模板”的合理部分以及借鉴欧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来制定国内数字贸易规则。
加强与 OECD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 WTO 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和多边数字贸
易治理体系构建，推动 RCEP 等区域性数字贸易规则落地实施，尽快加入涉及数字贸易
规则较多的 CPTPP 谈判中，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桥梁推行中国数字贸易方案，掌握国
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为中国数字贸易的成熟规范发展营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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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trade trend, digital trade has been triggering profound changes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supply chains, and value chains. As two major economies, th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digit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digit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OECD-WTO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ndicator system, this article uses the e-commerce data
of cross-border goods and the data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to measure the scale of "digitallyordered trade—digitally-delivere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draws on the
advantages of Germany's digital trade ,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s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digital trade.
Key words digital trade; digitally-ordered trade; digitally-delivered trade; scal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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