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NOMIC RELATIONS
F

PRACTICE IN

REIGN
ANDTRADE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21.02.002

大趋势

我们每年会发布一个《全球

服务贸易指数报告》。从 2018 年

开始连续三年发布了这个报告，

2018 年的主题是定位为数字贸

易，当时副标题是数字贸易兴起

的机遇和挑战，2019 年报告的主

题是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服务

贸易的合作，定位为主题，2019年

也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做了一

个分享。

2020年的主题定位为疫情之

下的全球服务贸易的变局和中国

在“十四五”时期服务贸易开一个

新局的思路和建议，主要考虑

2020 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

同时，也是未来要制定“十四五”

规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所以，

做这个报告一方面还是要测算全

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发展水

平，即国别指标。同时，也聚焦在

中国的服务贸易“十三五”时期，

发展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以及

“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

展的思路做一些探讨。这个题目

虽然是宏观的题目，但是，对于我

们了解中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包

括各级政府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

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思路

是非常有好处的。最近这几年来，

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服务业的开放

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其实，中国服

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为我们中国企业，也包括外国的

投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所

以，了解相关的一些背景，对我们

在座的这些企业家朋友，包括来

自境外的企业家朋友，看一看中

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你们未来

企业的经营，也是具有比较好的

参考价值。

报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服

务贸易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的理

论，其实这一部分每年的报告都

是一样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

一部分来介绍我们为什么要编制

这个指数，讲下编制的结果，服务

贸易发展指数。这里面分成两部

分，一个是国别指数，我们选了大

概 90 多个经济体，利用差不多将

近 20 个指标，来综合评估各个经

济体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看看

它的变动幅度怎么样，总体上是

稳定的，但是也有一些小小的变

化。

第二部分讲疫情之下全球服

务贸易发展，对全球服务贸易发

展的影响。因为 2020 年疫情以

来，其实我国的服务贸易受到冲

击是最大的，尤其是传统的服务

贸易，我们通过这一部分来看一

看全球服务贸易变化的情况怎样

以及未来趋势是怎样的。

第三部分总结过去五年中国

服务贸易发展的举措，取得的成

绩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最后一部

分讲下中国未来在“十四五”时期

发展的一些思路，这些都是初步

的研究。

一、什么是服务贸易

先看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我

们知道服务贸易，WTO将服务贸易

分成四种提供模式，可以看一下

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模式，和货

物贸易完全不一样，服务贸易不

仅包括跨境交付模式的贸易，还

包括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

人流动。评估一个国家服务贸易

水平的时候，不能只看跨境交易。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比如

说中国的服务贸易位居全球第二

位，仅次于美国,将近 8000 亿美

元。但是，那个只是跨境交付模式

的服务贸易。所以，我们想通过研

究，能够更系统、更客观、更全面

的反映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水

平。

这是我们构建的，也是借鉴

相关的一些模型，一个是国家竞

争优势模型，一个是金字塔模型

等等，这些模型的目的也是要表

明发展服务贸易或者去评估一个

全球服务贸易变局下的中国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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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不

能只看跨境服务贸易这部分。因

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它的形

成、它的来源其实是一个生态体

系，包括服务贸易，也包括服务业

投资，还包括服务产业，当然还有

服务贸易发展的环境，包括市场

准入开放的环境等等方面。因此，

第一部分的目的就是当评估一个

经济体发展服务贸易水平的时

候，应该更全面的来评估，而不是

仅仅看一个服务贸易、跨境服务

贸易的绝对值。

因此，第二部分通过构建五

个一级指标，将近 16 个二级指

标，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国际的、

国别的指数。另外一个国内省级

这个层面的指数稍微有点差异。

但总体是一致的，大体包括服务

贸易的总额、人均额、服务贸易的

结构、服务贸易在全球的份额以

及它的贸易差额，还有就是服务

产业的基础。因为，服务贸易的发

展离不开服务产业。另外，我们也

引入了服务贸易发展环境指数，

主要是营商环境和服务贸易限制

性指数，这主要是衡量一个经济

体、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指标。通过

这些指标，就能够解决服务贸易

综合竞争力。综合发展的水平是

全方位的，多维度的，而不是简简

单单一个跨境服务贸易的数据。

根据这些指标，我们收集了将近

90个经济体的 16个指标数据，得

到指数的发展排名，排名大体和

2019年是一致的。个别国家有一

点小变化，这里需要更加关注中

国，中国从 2018 年至 2020 年连

续三年排名第 20位。第 20 位跟

我们用一个绝对值来衡量服务贸

易水平的地位就不一样。如果从

绝对值来看，中国服务贸易应该

排在美国之后，应该是第二位。但

是，如果用一系列系统化的指标

全面来反映发展水平，我们是排

在第 20位。而且，第 20位是相对

比较稳定的。但是，由于前两年选

取的国家比较少，而 2020年选取

的国家相对多一些。比如，把澳大

利亚加入进来了，实际排位会有

一点上升。

总体来看，全球服务贸易在

过去几年呈现几个趋势。首先，服

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是持

续提升的。全球跨境服务的出口，

在世界总出口当中的比重 2012

年是 19.5%，而 到 2019 年是

24.5%，升幅虽然不是特别的明

显。但是，最近这几年全球货物贸

易也是在增长的，在货物贸易增

长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占比还能

够提高将近 5个百分点。所以，这

表明服务贸易的增长是大大快于

货物贸易增长的。因此服务贸易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

一个主要的动力。

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增速过去

几年是 4%，高于货物贸易的平均

增长速度。同时，对中国而言，中

国在全球服务贸易当中的地位也

是持续提升，不光是跨境服务贸

易地位持续提升，还有刚才讲到

的服务贸易发展指数连续三年是

位居第 20 位。但是，实际上因为

国别差异，我们的排名是在持续

提升的。而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服

务贸易结构的改善，我们知识密

集型服务的占比在持续提升，还

有一个是我国营商环境和服务贸

易开放度也是在持续提升的。

二级指标指数的排名，从服

务贸易规模指数看，我们主要是

得益于服务贸易总额的排名比较

靠前，而人均服务贸易的排名比

较靠后。总体而言，中国服务贸易

规模指数排在全球的第 8位。其

实我们服务贸易的结构指数不是

特别好。因为，我们旅行服务贸易

占比非常大。但是，服务出口当中

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占比是

在迅速提升的。另外，服务贸易的

地位指数目前也是排在全球第八

位。

产业基础涉及一个是绝对

值、劳动生产率，还有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的比重等等。我国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指标是比

较靠后的。因为，目前我国整个服

务业占 GDP比重是 53.9%。但是，

世界平均水平都是 68%。所以，我

国服务业基础其实还是比较弱

的。然而营商环境指数我们得分

是比较高的，而且提升的地位也

是比较高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指数排名，中国目前是提升到第

12位。所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也是得益于此，这是国别的指数。

省级服务贸易发展的指数，

根据前面类似的指标，把全国主

要省份，除了西藏之外的省级层

面服务贸易发展指数做了一个测

算，结果是：第一梯队主要是 4 个

地方，北京、上海、广东，这是三个

传统服务贸易中心的地区，三个

传统的集聚区。而 2020 年的指

数，江苏省从 2019 年的第二梯队

上升到 2020 年的第一梯队，它的

指数首次超过 50。所以，我们再

看一下江苏具体的一些指标，它

的排名怎么样？

首先，看规模的指标，江苏排

在第 5位，也是比较靠前的。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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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指标来看江苏可能相对会差一

些。从地位指数来看江苏的服务

贸易竞争力也是比较强的，排在

第 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

东。从服务产业基础来看，江苏排

在前三位，广东、江苏、山东服务

业的增加值排在前三位，相对比

较靠前。

而最靠前的江苏省的指标是

综合发展环境。因为，服务贸易综

合发展环境里有几个指标，包括

服务业利用外资，表明服务业开

放度的一个指标，就服务业利用

外资，还包括服务贸易发展的一

些载体和平台，主要是服务外包

的示范城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还有就是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等，江苏省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的数量是全国最多的，江苏

省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数量也

是最多的，因此排名比较靠前。

二、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

势

第二部分是疫情之下全球服

务贸易发展的变局和未来的趋

势，只是一些初步的判断。因为，

现在疫情还在全球蔓延，我们也

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大致有几

个判断，第一全球服务贸易大幅

下降，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特征。

而且，从未来看的话，外部服务需

求短期内难以改观。我们跟踪了

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服务贸易的

降幅，2020年上半年，服务贸易降

幅都在 15%以上。所以，保守估

计，2020 年全年服务贸易下降的

幅度，从绝对值来看会超过 10%

的降幅。而且，从未来趋势看，可

能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它的绝

对值可能在一个短期内也呈现一

个高点，2019年呈现一个高点，未

来短期内也难以恢复到历史性的

一个高点，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判

断。

第二从国别来看，全球主要

经济体受到疫情的冲击，服务贸

易发展受到疫情冲击都非常大，

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降幅都

非常大，基本上绝大部分国家都

超过 15%，有的甚至超过 30%。比

如，俄罗斯超过 30%，巴西超过

20%等等。所以，从这个世界主要

经济体来看，2020年 1~6月，服务

贸易下降幅度还是非常大。而且，

从具体国别来看，国家与国家之

间也呈现一些微弱的变化。比如，

中国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但是，

进口冲击是最大的，而服务出口

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因此，服务贸

易逆差是在减少的，其实从某种

程度上讲，对中国来讲这也是一

个好事情。

当然像有的国家，如爱尔兰

这样的经济体，它的服务贸易受

到冲击相对小一些，跟国家服务

贸易结构是有很大关系的。高度

依赖传统的旅行、运输、建筑等等

这些传统服务贸易的国家，受到

冲击会更大，而这种知识密集型

的服务贸易为主的国家，它受到

的冲击就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从行业层面来看，传统

服务贸易是受到冲击最大的，旅

行行业 2020 年 1~5 月受到的冲

击，受到损失是 2009 年全球经济

危机期间的 3倍。所以，疫情对全

球旅行服务贸易冲击是最大的，

包括教育服务，主要国家的这些

留学生的人数预计将下降 25%。

另外，航空服务等都有大幅下降。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新兴的数字

服务贸易，它的增长反倒是逆势

增长。前面我们几位领导嘉宾发

言也有所表述，包括我们刚刚演

讲结束的浩鲸云任总，另一位是

SAP胡总。

今天选的这两位老总来做主

旨演讲，也可以看到这些就代表

了未来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发

展方向，是抗击疫情重要的一些

领域，也是历史增长，我们也收集

相关一些领域的数据，比如说分

销行业在疫情期间，美国在线销

售额增加 14.5%，不仅没有下降，

在线的销售反倒是增长的。

又比如说，我们在电信计算

机和信息服务行业，相关一些报

告显示，受疫情重创的国家，它在

线信息服务使用量增长 50%。所

以，从这些数据都可以表明我们

确实催生了一些新的业态，新的

一些商业模式，这也是未来机遇。

数字贸易有望成为未来服务贸易

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另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波

及服务业领域。但是，服务贸易将

有望成为未来国际经贸规则博弈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最近几

年，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从制

造业、货物贸易，现在甚至逐渐延

伸到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领域，甚

至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有可能成

为利益全球化或者贸易投资保护

主义的一个重灾区。当然在过去

10多年来，数字经济、数字贸易

是引领全球化的，为推动全球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如果未来我们与相关国家的

国际摩擦处理不好，或者是有的

国家一意孤行，单边主义继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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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话，我们未来的全球数字经

济和数字贸易摩擦会有更多的类

似案例出现。所以，也是需要我们

加以警惕的。以上是第二部分的

内容，就是我们疫情之下全球服

务贸易发展的变局。

三、中国“十三五”时期的

服务贸易

第三部分简单介绍一下中国

“十三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的

举措、成就以及贡献。回顾过去 5

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的一些开拓

工作，其实，都是在“十三五”时期

完成的。比如一星期前在北京召

开的服贸会的规格大幅提升，服

贸会的举办等等，也是空前的。这

是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情，它把整

个的规格提升了。

第二服务业扩大开放这方

面，我们的平台载体也建起来了，

比如说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

试点，上海等 18个自贸试验区，

其实这些都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

贸易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另外，聚

焦到我们服务贸易领域平台和载

体，包括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这都是在“十三五”时期完成的。

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已经连续进

行了三轮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建设。另外，我们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的建设，还有出口服务、出口

基地的建设，平台和载体很多，尤

其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的建设，

都是在“十三五”时期形成的。

过去 5年经过相关部门的工

作，基本上把中国构建发展服务

贸易的一些政策体系和发展平台

体系基本搭建起来了。目前取得

的成就。服务贸易的规模在快速

的增长，2019 年达到 7850 亿美

元。包括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速

度，也是快于世界服务贸易增长

速度的。

第三，行业结构不断优化，主

要是我们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

占比持续提升，目前超过 50%。另

外，国内区域发展布局在不断的

优化。首先，北京、上海、广东三个

核心区。占比将超过 60%。另外，

从国际市场的布局来看，我们选

取了前 10 大服务贸易的伙伴，

如：香港地区、美国、日本、英国等

等，这些是我们的前十大贸易伙

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市

场方面，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

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合作相对而言

发展比较快，它的占比也在持续

提升。2019年比例提升到 15%。

第四方面，服务贸易的规模

稳居世界第二，综合竞争力居于

发展中国家第一位。我们服务贸

易发展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做出了非常重

要的贡献。

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我们未来外贸高质量发展，未

来外贸结构的优化，很大程度上

需要依赖服务贸易。

二是高水平开放的一个新引

擎。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利

用外资，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占

外资总额比重目前已经超过 70%。

2019 年服务业利用外资超过

1000亿美元，占外资总额的比重

超过 72%。

三是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的新支撑是三大区域战略，我们

相关的服务贸易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支撑。同时，现在要推进中西

部地区的发展，我们在服务贸易

的试点，包括发展平台和载体布

局，也在有意识的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

四是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内核。我们说服务贸易不

光涉及服务产业，同时，服务贸易

也是关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也事关我们货物贸易附加值的提

升。

五是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

新亮点。以前提到“一带一路”更

多的是提到国际产能合作，就是

制造业产能的合作，还有提到我

们的五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

是，未来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话，我们

可能更多需要“一带一路”数字建

设、“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包括中

欧班列运输的这种合作。同时，也

成为拉动世界开放型经济的建

设，主要是指我们过去这 5年，中

国服务进口增长速度非常快，成

为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力量。这是“十三五”的一

个总结。

四、“十四五”思路

我们根据“十三五”的总结，

也提出了未来 5年“十四五”时期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一些思路和

建议。9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服贸会上的致辞里边提了三个倡

议，第一个倡议要营造共同开放、

包容、合作的环境，主要是要打破

各自的壁垒，要开放市场。第二个

倡议是共同激活创新引领合作的

动能，这里面主要提到要创新，要

创新和服务贸易相结合。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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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

易。第三个倡议就是要共同开创

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主要是国

别这种区域的合作。其实，我们未

来“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的思

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三点倡议，

其实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大体

的方向和思路。当然结合服务贸

易具体的工作，我们也提了 8个

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还是要以创新试

点为依托，完善服务贸易的体制

机制。因为，目前发展服务贸易的

主要是载体，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建设目前已经拓展到 28 个

地区。可以依托载体和平台，完善

服务贸易的一些工作体制机制和

相关的一些制度建设。

第二个方面，完善法律法规，

探索建立实行新时代服务贸易发

展的治理体系。服务贸易和国内

规则及国内法律、法规体系是联

系最紧密的。所以，在某种程度

上，服务贸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代表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现代

化非常重要的指标，包括服务贸

易开放的水平，包括服务贸易开

放完之后，监管水平等等，这些未

来需要再通过各种载体和平台进

行进一步完善，进行试验和试点。

第三个方面，要以开放促发

展，着力于提升服务贸易全球的

竞争力。服务贸易发展离不开开

放，其实服务贸易本身就是衡量

服务业开放成效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指标。我们常说，一个经济体或

者一个城市服务贸易的开放程

度怎么样？有没有开放的成效，有

没有效果？其实，我们就可以用服

务贸易这个指标来看这个城市服

务业开放程度怎么样，不能说抽

象的来谈开放，谈市场的准入怎

么样，说我可以投资，但是实际上

没有投资，没有项目落地，假如项

目落地之后也没有贸易产生，那

开放的水平就是空中楼阁。因此，

我们需要以开放促服务贸易的发

展。同时，也要用服务贸易发展的

成效来衡量服务业开放的水平。

第四个方面，要以新技术来

赋能服务贸易，推动服务贸易的

创新发展。这里主要讲的是我们

服务贸易的一些模式创新，尤其

是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数字服

务贸易的发展，这主要是以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相关领

域，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制造业

领域涉及的数字服务或者软件信

息服务业的服务，这个是需要未

来着力发展的方面。

第五个方面，要以“一带一

路”为重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国

别的合作。我们现在面临的外部

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我们未来

5 年合作的对象，合作的动力重

点在哪里？从企业层面上看也是

如此。我们海外贸易伙伴，海外市

场开拓的对象选择，我们选择哪

里？重点选择哪里？一方面我们要

巩固传统的，例如，美国、欧盟、日

本等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合作。但

是，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加大力

度拓展面向“一带一路”贸易投资

伙伴开拓的工作。

第六个方面，完善促进体系，

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支持。总体而

言，我们服务贸易享受国家政府

政策支持的力度还是非常有限

的，跟货物贸易相比还是有限的，

很多政策落地起来也比较难。因

此，我们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加

大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便利

化等等方面政策支持。因为，服务

贸易在很多方面跟货物贸易不太

一样。在相关促进政策体系构建

这方面，确实有客观难度。但是我

们未来工作必须要做，要构建一

个更加有效的、更加完善的、促进

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体系。

第七个方面，要加强服务贸

易的统计。服务贸易的统计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还特别地

重要，尤其对中国而言更是特别

地重要。因为，我们中国各级政府

需要通过统计指标当指挥棒。去

促进、去衡量政策促进的效果，需

要利用统计数据指标去考核各级

政府工作成效。如果没有统计工

作做一个坚强后盾的话，我们很

多的工作，包括制定的政策、考核

体系的设定等等，这些可能都存

在一些问题。

第八个方面，建立监测预警

制度，加大服务贸易风险的防范

及监管。因为，近年，服务贸易领

域开放力度比较大的，包括金融

服务业开放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同时，我们现在也在探索制

定两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一个是海南版的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另一个，是全国版的产品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也是服务贸易开放

的一种模式。以这种的模式来推

进服务贸易的开放，未来我们怎

么样防范开放过程当中的风险，

加强监管可能也是需要加强的方

面。▲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

2020年第三期）

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