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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全球服务贸易政策限制减少，但监管审查趋严

摘 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利用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

政策数据库（STPD）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对 68 个经济

体在金融、电信、分销、交通和专业服务五大服务行业 23 个子行

业的贸易政策长期趋势进行了分析。总体而言，高收入经济体仍比

发展中经济体更加开放，但各个行业贸易政策的改革进程存在显著

差异。如今，在电信和金融行业，政策限制性较强的发展中经济体

在自由化改革的推动下变得更为开放。在迄今受到普遍保护的交通

和专业服务领域，随着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率先改革，政策出现了分

化。虽然大多数服务行业贸易政策的显性限制正在减少，但也出现

了更多地依赖监管审查的现象，尤其是在收入较高的经济体。这些

措施可能是出于合理的谨慎或安全顾虑，但也可能反映出保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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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不透明的方向发展。

正 文

一、服务贸易政策数据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和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十

年的经济发展与服务业密切相关。如今，数字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金融、

零售、通讯和交通等诸多服务业。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可能会开启服

务领域跨境贸易的新时代。但是，关于服务贸易政策如何演变的信息少

之又少。

直到 2008 年，世界银行建立了国际首个服务贸易政策数据库，该

数据库收录的是 2008-2011 年间服务贸易政策的数据。为了获得更多信

息，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在此数据库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

新的联合数据库，称为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政策数据库（World

Bank-WTO Services Trade Policy Database，简称 STPD）。该数据库

不仅更新并改进了世界银行以前的数据库信息，还提供更新后的世界银

行服务贸易限制指数（World Bank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ons Index，

简称 STRI）。

新数据库增加了 2016 年底 68 个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政策信息，涉及

金融服务、电信、分销、交通和专业服务五大服务行业的 23个子行业，

并对世界银行此前收集的 2008-2011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重新分类，从而

实现数据的一致性。因此，新数据首次提供了对更长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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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6 年）下服务贸易政策进行比较的可能。

二、2016 年服务贸易政策的开放程度（68 个经济体）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反映的是经济体服务贸易受限制程度/

开放程度，取值范围从 0 到 100，其中 0 表示完全开放，100 表示完全

封闭。

数据显示，2016 年 68 个经济体各部门的 STRI 中位数为 41，90%的

经济体 STRI 低于 53。STRI 高于 53 的国家在不同行业有着显著的贸易

限制。

2016 年的指数样本中包含 39个高收入经济体、16个中高收入经济

体和 13 个中低收入经济体。它们中的大多数经济体对服务贸易相对开

放（STRI 低于 50）。但我们也看到，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政策限制

更多（STRI 在 46 左右），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 STRI 则集中在更低

的水平（40左右），显示开放程度更大（图 1）。

收入水平处于中档的经济体的 STRI 较为分散，从 21 到 65 不等。

其中，一小部分经济体相对来说更加开放，例如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

和国、厄瓜多尔、肯尼亚、秘鲁、南非和巴基斯坦等国。有趣的是，一

些限制性最强的政策是由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中东和北非一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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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8 个经济体 SRTI 和收入情况（2016 年）

来源：WTO

各经济体在服务贸易政策上的开放程度与货物贸易政策相比如

何？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政策都相对

自由，中高收入经济体对货物贸易的保护比服务贸易更多，而中低收入

经济体货物和服务贸易政策的限制均较多。从地域看，东亚和南亚经济

体对服务贸易的保护比货物贸易更多，而拉丁美洲经济体对服务贸易十

分开放，对货物贸易则保留了显著的贸易壁垒。

从行业看，5大服务业行业中分销和电信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图

2）。电信行业的开放度高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对该行业

持续的自由化政策改革。在分销行业中，出于对小企业的保护，零售业

受到的限制程度高于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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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交通服务业受到的限制相对更多一些。在交通行业中，铁路

和航空运输受到的限制多，而海运和公路运输更加开放，尤其是国际航

运。

专业服务行业是受限制最多的行业。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多与执照

和资格认证有关的严格要求，尤其是对审计和法律服务来说。

图 2 不同服务业各收入水平经济体 STRI 情况（2016 年）

注：LM=中低收入经济体；UM=中高收入经济体；H=高收入经济体。

来源：WTO

三、服务贸易政策的演变（55个经济体）

长期看，服务贸易政策受限制程度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从 2008 年

到 2016 年，55 个经济体的 STRI 中位数从 49 下降至 45，各国 STR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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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区间从 2008 年的 34-73 变为 2016 年的 25-72。其中，高收入经济

体 STRI 下降较多，尤其是欧盟成员国。一些充满活力的发展中经济体，

如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也实现了显著的自由化。

图 3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 STRI 的变化

注：蓝点代表 2008-2011 年数据，中国、巴西墨西哥使用 2011 年数据（最早

可得数据），其他国家使用 2008 年数据；橙点代表 2016 年数据。

来源：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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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 5 大服务业 STRI 变化程度

注：以 2008 年收入水平分类。深绿色<-5，浅绿色（-5,-1），灰色（-1,1）；

灰色表示政策的限制程度基本不变。

来源：WTO

从行业看，虽然各行业都存在自由化趋势，但不同行业的变化程度

不一。在电信、专业服务和交通行业，各个收入水平的经济体贸易政策

都更开放了。在专业服务行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改善较多。在

交通行业，高收入经济体的改善最显著。一些行业的改善不明显可能是

与初始的开放程度有关。

在这一时期，各经济体在不同行业间自由化程度的差别可能反映了

政策改革的不同浪潮。高收入经济体率先向外国竞争者开放电信、金融

和分销业的改革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因此，2008 年高收入经济体在这

些行业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中等和低收入经济体的改革紧随其后，因

此在 2016 年的景象是这些经济体在金融和电信行业的政策向高收入经

济体收敛。最近几年，在受到普遍保护的交通和专业服务领域，一些高

收入经济体再次率先改革，使得这些行业的贸易政策出现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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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电信和金融市场的准入和所有权等显性限制正

不断减少，但它们受到的监管审查却在增加，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

四、总结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回答了两个问题。首先，当前服务贸易政策的模

式是什么？第二，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服务贸易政策如何演变？

从整体看，大多数经济体对服务贸易都是相对开放的（即 STRI 低

于 50），并且没有一个经济体的政策是严格限制服务贸易的。总的来说，

在大多数服务业中，高收入经济体比低收入经济体更为开放。有趣的是，

一些限制性最强的政策是由亚洲、中东和北非一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实

施的。

分行业看，由于过去 25 年批发和电信业监管的持续改革，如今分

销和电信服务最为开放。而由于东道国法律对执照和资格认证的严格要

求，使得专业服务成为受限制最多的行业，尤其是审计和法律服务。在

政策限制方面，金融和交通服务处中游。

在 2008 年至 2016 年间，至少就显性的限制而言，服务贸易总体上

正变得更加开放，这与最近货物贸易政策的变化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然

而，不同服务业的自由化程度差异显著，这也反映了政策改革的不同浪

潮。各收入水平经济体对不同服务业改革时点的差异，让我们看到了

2008 年时金融、电信行业的政策趋同，以及 2016 年时交通和专业服务

行业政策的分化。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金融和电信等服务业市场日益摆脱对准

入和所有权的明确限制时，它们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审查，例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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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需求测试、外国直接投资筛选，尤其是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究其原因，

这种措施是否来自从自由化进程中吸取到的“通过更加严格的审慎监管

补充开放政策”的经验教训？或者是否反映出一种类似于商品贸易政策

开放逆转的变化，表面上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实际上可能是由于发展中

经济体服务业竞争力增强所致？再或者，是否预示着服务贸易政策正呈

现出法律上开放，但事实上加强自由裁量的趋势？这些政策趋势值得进

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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