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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与驱动因素 

——WTO 视角下服务贸易的衡量 

 

在《2019 年世界服务贸易报告》中，世界贸易组织（WTO）首次全面估算了通过四种

供应模式交易的服务贸易规模。新的估算结果显示，2017 年全球服务贸易总价值为 13.3

万亿美元。WTO 认为，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包括贸易成本变化、数

字技术、人口趋势、增长趋势和气候变化。最后，WTO 基于传统统计口径的预测显示，

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占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总规模的比重或将超过 30%。   

 

 

服务贸易的传统统计集中在商业服务

贸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数据，

2018年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5.8万亿美元，

比 2017年的 5.4万亿美元增长了 7.7%，2018

年服务出口占商品和服务出口总规模的

23%。 

但是上述传统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

据并未涵盖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

易总协定》（GATS）定义的全部四种服务供

应模式。在《2019 年世界服务贸易报告》中，

WTO 首次全面估算通过四种供应模式交易

的服务贸易规模。新的估算结果显示，2017

年全球服务贸易总价值为 13.3 万亿美元。 

基于传统统计口径，WTO 预测到 2040

年，服务贸易占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总规模

的比或将超过 30%。驱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

趋势的主要因素包括贸易成本变化、数字技

术、人口趋势、增长趋势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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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服务业的全球化 

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支柱，是国际

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服务业已大规

模地改变了国家经济。一方面，物流、金融、

信息等服务已经成为日益复杂的工业经济

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另一方面，服务业（从

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到娱乐）本身就是经济

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在发展中经济体，服务

业创造了超过三分之二的经济产出，吸引了

超过三分之二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提供了近

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在发达经济体，这一

比例更是接近五分之四。 

服务业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关键

驱动力。尽管目前仅占跨境贸易的五分之一，

但它们却是增长最快的行业。2011 年以来，

商业服务出口年增长率（3%）是商品出口

年增长率（1%）的三倍。在全球贸易中，

服务贸易的比重已从 1970年的 9%增至目前

的超过 20%。 

图 1：商业服务贸易增速快于商品贸易增速 

 

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驱动力是技术变

革。得益于数字化、互联网和低成本的电信

服务，服务的数字化让许多曾经被认为不可

贸易，需要面对面交付的服务，通过远程传

送变得易于交易。一些服务业也因此正处在

彻底变革的风口浪尖，比如医疗服务和教育

服务。 

正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交通和电信业的

变革降低了有形商品跨境贸易的成本，带来

了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数字

化变革则使跨境服务贸易成本快速下降，进

而推动了服务业的全球化。 

事实上,服务业的全球化进程可能比预

想的更迅猛，因为新技术不仅能使现有服务

变得更易于跨境交易,也有助于推动新型服

务业的发展和增长,以及开发提供服务的新

方法。 

（二）全球服务贸易的供应方式与规模

估计 

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国际贸

易，这些方式被称为“供应模式”。世界贸易

组织（WTO）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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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国际服务贸易分为四种模式： 

模式 1：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

指自一成员（指 WTO 成员）领土内向任何

其他成员领土内提供服务，如通过互联网。 

模式 2：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

指在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消费

者提供服务，如旅游。 

模 式 3 ： 商 业 存 在 （ Commercial 

presence），指由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任

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商

业存在的形式包括独资公司、合资公司、分

公司、代表处等。 

模式 4：自然人移动（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指由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自

然人移动到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来提供服

务，如咨询顾问。 

传统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并未涵

盖《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定义的全部

四种服务供应模式，区别是不含通过在当地

设立商业存在（模式 3）提供的服务。因此，

WTO 使用官方数据和估计编制了一个名为

TISMOS（Trade in Services by Modes of 

Supply）的实验数据集，首次全面估计通过

四种供应模式交易的服务贸易规模。 

根据 WTO 新的估算结果，2017 年全球

服务贸易总价值为 13.3 万亿美元。2005 年

至 2017 年间，国际服务贸易年增长率（5.4%）

高于国际商品贸易年增长率（4.6%）。 

商业存在（模式 3）是全球服务贸易的

主要供应模式，占 2017 年全球服务贸易的

58.9％，规模达 7.8 万亿美元。通过商业存

在提供的服务主要是金融服务和分销服务，

两者加起来约占该种模式提供服务价值的

一半。其次是跨境提供（模式 1），占比 27.7％，

规模 3.7 万亿美元。跨境提供遍及不同的服

务行业，包括运输、专业及商业服务、分销

服务和电信服务，以及电脑服务及相关活动。

境外消费（模式 2）占比 10.4%，其中超过

60%由旅游产生。只有 2.9%的国际服务贸易

通过自然人移动提供，但单个经济体或部门

中该比例可能不同。 

图 2：2017 年全球服务贸易四种供应模式占比 

 

分行业看，分销和金融服务是全球贸易

量最大的服务种类，2017 年的规模分别为

2.6 万亿美元和 2.5 万亿美元，分别占服务贸

易的近五分之一。2005 年至 2017 年，增速

最快的是计算机服务和研发服务贸易，年均

增长率超过 10％。其他服务如教育、保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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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服务，目前在服务贸易中占比极少，但 也在迅速增长。 

图 3：各服务业全球贸易规模及占比 

 

分地区看，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服务贸

易中崛起。2005 年至 2017 年，发展中经济

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份额增长超 10 个

百分点。2017 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服务

出口的 25％，占世界服务进口的 34.4％。但

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分布并不均衡，

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新

加坡和印度这 5 个亚洲经济体。2017 年，它

们占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 56.7%和进口的

58.1%。 

图 4：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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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五大亚洲经济体超过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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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随着技术变革使生产和服务的边界日

益模糊，衡量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变

得更加复杂。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数据可以反

映部门间投入的关联，解构出口价值中的货

物增加值和服务增加值。 

基于增加值的贸易数据显示，服务在国

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大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

所反映的情况。服务增加值约占国际商品和

服务贸易总价值的一半。 

图 6：服务增加值占世界出口价值的比重接近一半 

 

分部门看，制造业各行业对不同类型服

务（从投入端的批发零售、金融和运输服务，

到接近最终需求端的住宿餐饮、房地产和建

筑服务）的依赖程度是相似的。这意味着构

建这些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将有利于所有制

造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 

图 7：制造业各行业出口中服务增加值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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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贸易发展的驱动因素 

（一）服务贸易成本 

1、服务贸易成本变动趋势 

贸易成本是决定经济体是否进行贸易

以及贸易量的关键因素。WTO 的估算结果

显示，服务贸易成本几乎一直是商品贸易成

本的两倍，但在 2000 年至 2017 年间下降了

9％。与商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面临更高

的成本，主要是因为服务的供应商和消费者

必须保持密切的物理接触，此外服务贸易也

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策制度。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服

务活动可以通过数字化实现远程传送，消除

了某些服务部门对物理接触的要求，跨境服

务贸易变得越来越容易，特别是通过跨境提

供（模式 1）进行的服务贸易。这种趋势特

别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微企业。 

图 8：三部门中服务贸易成本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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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之间服务贸易

成本不同。发达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成本最

低，新兴经济体间的最高。2017 年，后者的

服务贸易成本比前者高出 66%。在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发展中经济体间的贸易

成本比发达经济体间下降更快，但在危机后，

新兴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成本不降反升。 

图 9：发达经济体间服务贸易成本最低 

 

服务业不同部门的贸易成本也各不相

同。贸易成本最高的服务业部门是房地产、

零售和建筑等；中等成本的部门包括健康、

教育、电力和水供应、酒店和餐饮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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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包括运输和物流、批

发、其它商业和专业服务、邮政和电信、金

融中介等。但从整体趋势看，自 2000 年以

来各部门的贸易成本均呈下降趋势。 

图 10：贸易成本较低的服务业部门 

 

图 11：贸易成本中等和较高的服务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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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贸易成本构成解析 

WTO 将贸易成本分解为运输成本、信

息和交易成本、技术（ICT 的连通性）、贸

易政策和监管差别以及治理质量。这五个构

成部分可以解释不同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

的差异。 

图 12：五个贸易成本构成的贡献 

 

具体看，运输和旅行成本受地理距离和 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影响，衡量的是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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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商品或服务交付到客户手上的成本。运输

成本对服务贸易仍然重要，原因是一些服务

依旧需要面对面交付，这可能涉及供应商或

客户的旅行。 

信息和交易成本反映了在不同国家获

取买方、卖方和产品信息、了解外国商业环

境、获得合同和建立商业网络的难度。这些

成本随着文化、语言、法律和制度相似性的

提高而降低。 

ICT（信息通信技术）的连通性指的是

与外国合作伙伴联系和使用互联网的便利

性，可以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宽带覆

盖来衡量。在大多数服务行业，ICT 的连通

性是贸易成本的重要驱动因素，其重要性远

高于在商品领域中的影响。 

贸易政策壁垒和监管差异在很大程度

上解释了为什么与一些伙伴的贸易比与其

他伙伴的贸易容易。贸易政策和监管方面的

差异包括影响外国公司进入国内市场难易

度的政策措施等，可以通过是否加入区域贸

易协定、服务贸易监管的异质性、平均双边

关税率和海关程序的效率来衡量。分析显示，

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降低某些商品部门的

贸易成本，但似乎没有显著影响服务部门的

贸易成本。但是，加入欧盟可以大幅降低与

其它成员国间许多服务部门的贸易成本。 

治理质量影响在外国做生意的便捷性、

透明度、安全性和可预见性，衡量的是外国

的监管质量、腐败容忍度和法治程度，其中

监管质量差异的影响尤为显著。 

3、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三大因素 

一是技术。技术发展和 ICT 的普及降低

了服务贸易成本，尤其是通过跨境提供方式

进行的服务贸易。在 2005 年到 2017 年间，

全球通过跨境提供、由 ICT 驱动的服务出口

增加了一倍多。 

图 13：全球由 ICT 驱动的服务出口稳步增长 

 

二是政府法规和贸易政策。贸易政策壁

垒和管制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影响明显。在

某些领域，特别是数字服务领域出现了新的

贸易限制，而另一些服务部门的开放性政策

改革确实减少了贸易壁垒。OECD 服务贸易

限制指数（STRI）显示，电信、电影、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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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更开放了，而建筑、工程以及其他一 些专业服务部门的贸易壁垒提高了。 

图 14：全球服务业各部门贸易限制程度的变化 

 

三是基础设施投资。运输和基础设施相

关成本至少占服务贸易总成本的三分之一。

提高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可以进一步

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地区连通性、降低运输

成本），配合开放政策有助于引入外国企业、

加强竞争，并为数字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图 15：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 

 

（二）影响服务贸易的主要全球趋势 

除贸易成本的变化之外，数字技术、人

口趋势、收入增长趋势以及气候变化也是影

响服务贸易的主要全球趋势。 

1、数字技术 

首先，数字技术将促进服务贸易。从供

给侧看，数字技术不仅是降低贸易成本的核

心因素，还会从根本上改变商业和贸易的运

作模式、创造提供服务的新方式（例如远程

医疗）。数字技术将创造新的服务贸易，它

们往往会取代商品贸易。比如，对文字、音

乐和电影的数字化传输会替代书本和光盘



                                                                          Research Note 

13 

的交易；平台的产生增加了对租赁服务的需

求（如随着出行服务的增加，汽车保有量将

下降）；3D 技术促进了软件设计贸易而不是

最终产品贸易。从需求侧看，数字化为消费

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可选项。 

其次，数字技术将影响全球价值链

（GVC）中的服务。一方面，互联网、人工

智能（AI）、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有助于提高

价值链贸易中的服务增加值，使价值链变长。

另一方面，AI、3D 打印和先进的机器人技

术减少了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促进发达经济体生产的本地化，使价值链变

短，国际服务贸易可能会减少。 

最后，数字技术将为包容性贸易创造机

会。数字技术通过增加服务贸易来帮助各国

实现包容性增长，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克服地理、物理和位置条件劣势的机会。 

此外，贸易的数字化放大了制度的重要

性。对数据流动的监管制度、对隐私和个人

资料的保护、对网页内容的限制政策和服务

贸易中的知识产权规则等都可能成为影响

未来各国参与服务贸易的关键因素。 

2、人口趋势 

人口变化将会对全球服务的消费、生产

和贸易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人口结构会影响服务需求的构成。

发达国家的快速老龄化使其需要更多的医

疗服务，而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

则需要更多教育服务。 

其次，不同代人群的偏好差异也会影响

服务消费类型。千禧一代（1980 年至 1996

年之间出生的人）和 Z 世代（1997 年至 2012

年之间出生的人）人群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

比例越来越高。目前这两个群体占社交媒体

平台主要用户的 50％以上，每天花费在社交

媒体上的平均时间超过两个半小时，而婴儿

潮一代（出生于 1945 年和 1964 年之间的婴

儿）则平均每天花费一小时。这种需求为某

些服务供应商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发展中

国家的创意产业。 

3、收入增长趋势 

收入水平决定了需求的构成和种类。随

着人均收入向发达国家靠拢，发展中国家服

务消费需求会增加，特别是对技能密集型服

务（例如金融和保险服务）的需求。 

图 16：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对应不同的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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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侧看，经济发展使复杂产品的生

产成为可能，这些产品不仅是技术密集型的，

而且是服务密集型的，表现为高收入国家的

总产出中服务投入的占比比低收入国家更

高。因此，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其生产

和贸易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富裕国家对技能密集型服务的需求更

多，并且也更擅长于生产这些服务，因此高

收入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量比与低收入经

济体间的更大。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

提高，他们将进行更多的服务贸易。 

4、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指的是气候状态的长期改变，

如全球变暖、大气条件（湿度、降雨）的变

化等。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对环境产生了明显

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冰量减少、与极

端天气相关事件（如洪水、干旱、火灾和虫

害）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增加。 

气候变化可能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

国际贸易：国家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成本，特

别是运输和分销成本。 

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活动和服务贸易。

对服务部门而言，气候变化不仅可以直接影

响服务的供应或需求，还会通过劳动生产率

和投入（包括能源和水供应）产生间接影响。 

事实上，与农业等其他经济活动相比，

许多服务业往往被认为不那么容易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可能更具有区域和行业特定性，具体取决于

各国对气候相关事件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容

易受气候影响的服务业包括旅游和休闲服

务业、运输服务业、能源服务业、环境服务

业和保险服务业。 

一方面，气候变化可能会扰乱某些服务

活动。例如，对旅游服务业而言，许多目的

地易受天气的影响。对运输行业而言，海平

面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将导致道路、

机场和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受损的频率增

加。能源服务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极端天气可能导致地质勘探和能源生产的

中断，以及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受损。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正在促进一些服务

业的兴起。比如，近来生态旅游、可持续旅

游正在快速增长。气候变化也可能促进地区

内运输行业的供给和需求。为了增加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能力，能源部门对供应的多元化

（比如可再生能源）和投资建造适应气候的

设施等的需求上升。同时，随着人们努力适

应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环境服务市场有

望在未来取得显著增长。例如，关于风电系

统建设的项目咨询服务，以及建设风电系统

所需材料的运输与安装服务。此外，对抗气

候风险的保险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 

三、全球服务贸易预测 

为了量化前文所述的未来发展趋势对

服务贸易的潜在影响，WTO 使用全球贸易

模型（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四种

情景下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了预测。该预测

只涉及通过 GATS 模式 1、2、4 进行的服务

贸易，不包含通过模式 3 提供的服务。 

基础情景已经涵盖了一些影响服务贸

易的重要假设，包括人口趋势、不同的生产

率增速和偏好变化等。三种考虑累计影响的

情景分别为： 

（i）（全部）数字化情景：包含额外的

生产率增长和在生产中使用更多 ICT 服务

的假设（子情景：数字化技术情景），以及

数字化使贸易成本下降的假设（全部数字化

情景）。 

（ii）面对面需求减少情景：包含通过

减少服务贸易面对面互动的需求进一步降

低贸易成本的假设。 



                                                                          Research Note 

15 

（iii）政策壁垒降低情景：包含贸易政

策改善使政策成本降低的假设。 

三种情景均考虑了此前情景的累计影

响，例如情景三包含了基础情景、情景一和

情景二的影响。 

模型预测的主要结论为： 

1、服务业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上升。

在基础情景和数字化情景下，2040 年全球所

有地区的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均有提升。在

基础情景下，全球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将

从 2018 年的 74%升至 2040 年 82%。其中，

中国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将从 2018 年的

62%分别升至 75%（基础情景）或 79%（数

字化情景）。 

表 1：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将上升 

（基础情景和数字化情景） 

 

2、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有望

升至 30%以上。在基础情景下，服务贸易占

全球贸易份额增长有限，2018 至 2040 年将

从 21%升至 22%。但在其他三种情景下，占

比将分别升至 26%、接近 30%和超过 30%。 

图 17：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有望升至 30%以上（情景三） 



                                                                          Research Note 

16 

 

3、分部门看，数字化对 ICT 服务贸易

增长的贡献最多，ICT 服务贸易将是增长最

快的行业。 

图 18：预计 ICT 服务贸易增长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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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同情景对服务业各部门在服务 贸易中的重要性影响不一。 

图 19：各服务业部门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 

 

4、分地区看，在全部数字化情景下，

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增

长预计将最快。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受数字

化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的好处最大。 

图 20：不同地区服务贸易实际年增速（2018-2040） 

 

人口趋势和科技变化或可推升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在情景三下，

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将从 2018

年的 35%上升至 2040年的 40%（图 21 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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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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