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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解读 

2021 年 12 月 2 日，中国、欧盟、美国等 67 个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发表《关于

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简称《宣言》），确认谈判顺利完成。谈判

致力于规范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即各成员实施的有关许可要求、资格要求及技术

标准，并影响服务贸易的各项措施。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宣言》的两个附件。附

件一为《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简称《参考文件》），它对国内规制确立

了具体规则。附件二为参加成员提交的承诺减让表。这些承诺表以各方在 GATS

下的承诺为基础进行增补，纳入《参考文件》的最新要求。但附件二目前尚未披

露。 

1.文本解析 

《参考文件》包括总则、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规则和金融服务国内规制的选择

性规则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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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参考文件》第一部分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参考文件》总则部分明确文件宗旨，并对成员义务做出规定。总则部分首

先说明，各成员根据 GATS 第 6 条第 4 款开展谈判，就《参考文件》中进一步澄

清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规则达成一致。总则强调，文件中确立的规则在加强国内规

制透明度和便利性的同时，也为各成员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在成员义务方面，

《参考文件》呈现“GATS+”的特征，成员应按照《参考文件》要求就服务贸易

国内规制做出各自承诺，并根据 GATS 第 18 条将其以“附加承诺”的方式纳入

原 GATS 承诺减让表。 

总则部分体现发展导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可指定服务部门或子部

门，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享有最长七年的过渡期，过渡期时长应列入各自的具体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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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表。最不发达成员在脱离最不发达国家地位 6 个月前，不被要求对国内规制做

出具体承诺。目前加入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的成员共 70 个，其中东

帝汶是唯一的最不发达成员，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已加入倡议。从地区分布来

看，超半数成员来自欧洲，而非洲国家的参与率最低。 

表 1：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参加成员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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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参考文件》第二部分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参考文件》第二部分确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具体规则，确保相关措施客

观透明、程序公正简便。首先，《参考文件》第二部分明确国内规制规则可适用

的措施与例外，特别强调不适用于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相关的措施。之后，第二

部分引入“授权”这一重要概念，指出授权相关的措施应满足四条基本标准，其

中包括不会造成性别歧视。关于授权程序中的具体规则，第二部分从“透明度”、

“申请人申请获得授权”和“申请受理与处理”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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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参考文件》第二部分“透明度”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透明度”部分对成员的信息公开和交流提出要求。若成员要求提供某一

特定服务需要授权，则在授权程序中，首先应提高透明度，向申请人充分提供

有关授权的必要信息，包括资格要求、申请程序、申请费用等等，同时建立咨

询机制，解答服务提供者可能的疑惑。此外，制定法律法规应提前征询并充分

考虑利害关系方和其他成员的意见，及时进行交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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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参考文件》第二部分“申请人申请获得授权”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申请授权程序中，应去除繁文缛节、简化程序，为申请人减轻负担。例如，

不要求申请人向多个部门反复提交申请，不强制要求接受原件，确保费用合理，

不对服务提供本身造成障碍。对申请进行评估时，需采用公正客观的标准，如果

需要对申请人设置考试，应制定具有合理频率和期限的评估时间表，最后确保主

管部门独立自主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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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参考文件》第二部分“申请受理与处理”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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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参考文件》第三部分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参考文件》第三部分为金融服务规制单独设置规则。考虑到金融服务的特

殊性，各成员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将这部分要求纳入承诺表。第三部分对申请时间、

电子申请的提交和副本的接受、申请文件的审查、费用、主管机关作出决定的独

立性、法规生效前的征询意见、咨询点等方面也作出了规定，内容与第二部分类

似，但删去了与技术标准有关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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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历程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dom_reg_negs_e.h

tm。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诸边谈判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大原因在于其历史渊源

颇深。1993 年达成的 GATS 虽对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有关的服务贸易壁垒制

定了约束规则，却未对各成员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行为进行规范，只是在第 6 条

第 4 款规定，后续应设立适当机构，进一步制定规则。1999 年，WTO 设立的服

务贸易国内规制工作组开始主持谈判工作。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服务贸易国内

规制议题进入深入讨论阶段，但随着多哈回合的破裂，国内规制多边谈判也逐渐

放缓。2017 年，59 个 WTO 成员就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议题启动诸边谈判。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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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年内，谈判就宣告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前持续多年的对该议题

的充分讨论与谈判成果的积累。相较而言，对较新出现的议题，即使同样开展诸

边谈判，进展也不会如此顺利。 

2. 规则比较 

表 2：《服务贸易总协定》与《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联系与区别

 

资料来源：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

articipation。 

《参考文件》与 GATS 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参考文件》与 GATS 的主

要联系，《参考文件》本身是成员按照 GATS 第 6 条第 4 款要求谈判达成的，旨

在进一步规范国内规制。此外，《参考文件》中的规则包含并扩充了 GATS 第 6

条的部分内容，《参考文件》确定的成员义务可依照 GATS 第 18 条较为方便地纳

入承诺减让表，而不影响已有权利义务。《参考文件》与 GATS 的区别则主要体

现在议题的广度、深度方面，GATS 对国际服务贸易管理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

规定，但对国内规制问题不够深入，《参考文件》则聚焦于此，为 GATS 提供有

益补充。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articip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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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WTO、USMCA、CPTPP 与 RCEP 国内规制规则条款对比 

 

资料来源：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jsdomreg_e.htm#participation，

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gk/bnjg/202101/20210103030014.shtml， 

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agreement-between。 

《参考文件》具有高标准的国内规制规则，切实履行相关义务有助于中国申

请加入 CPTPP。此前，CPTPP、USMCA、RCEP 等重要协定在服务贸易国内规

制议题上总体上遵循了 GATS 国内规制的基本框架并对其有一定程度的深化。

USMCA 第 15.8 条、CPTPP 第 10.8 条与 RCEP 第 8.15 条分别规定了服务贸易国

内规制的基本规则，重点关注相关程序的优化。此外，USMCA 与 CPTPP 在“透

明度”、“良好监管实践”或“监管一致性”等横向议题上针对国内规制的信息提

供、交流反馈、透明度等方面制定了高标准纪律。对比各协定条款，可以发现，

《参考文件》的达成表明 WTO 国内规制规则已向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看齐，尤

其在程序优化方面，深度水平极高，相较而言，CPTPP 文本中对应的条款更为粗

糙。中国既是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的参与者，也是 RCEP 的成员国，在持续推

动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切实履行自身义务后，中国希望加入 CPTPP，在国

内规制议题上不会遭遇太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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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 OECD-STRI 数据库的服务贸易限制分析 

OECD-STRI 数据库将服务行业相关措施归为五类政策领域，在每类政策领

域分别涉及不同类型的政策条款。五类政策领域包括“外资进入”、“自然人流动”、

“其他歧视”、“竞争障碍”和“监管透明度”。 

 

图 8：OECD 区分不同政策领域的服务贸易限制政策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位于前列。OECD-STRI 数据库统计

了所有 OECD 成员国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非 OECD 成员国，在会计、

法律、建筑、银行服务部门的约 2000 余条服务贸易具体措施，并依据于此构建

了 STRI 指标，来衡量各国服务贸易的限制水平。2021 年 OECD-STRI 指标显示，

OECD 国家的 STRI 指标均值为 0.199，中国 STRI 指标为 0.247，略高于样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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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0.227，但在发展中国家中水平较低。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是数据库样本

中服务贸易限制水平最高的三个国家。限制水平最低的三个国家则为捷克、日本

与智利。 

 

图 9：2021 年 OECD-STRI 指标示意图 

注：地区颜色越深，服务贸易限制指标越大，服务贸易限制水平越高。蓝色地区为 OECD-

STRI 数据库未收录地区。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图 10：近五年主要经济体 OECD-STRI 指标变化图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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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 STRI 指标水平下降明显。中国、印度、俄罗斯相比于美英法德

日等发达国家 STRI 指标水平偏高，但中国 STRI 指标水平近几年有明显下降，

从 2017 年的 0.309 降低至 2021 年的 0.247，体现出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大幅提

升。期间，2020 年指标水平显著下降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外商投资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巩固并取代了之前几部管理外商投资的法律，在外商投资领域

极大地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 STRI 指标水平也有一定下降，但俄罗斯的 STRI

指标水平则在逐年增长。美英法德日等国 STRI 指标平均水平约为 0.17，其中日

本为服务贸易限制程度最低的国家。近五年来法国、英国的 STRI 水平略有下降，

德国则有小幅上升，美国、日本 STRI 指标水平基本稳定。 

 

图 11：2021 年中美各服务部门限制程度对比图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中国在会计、快递和广播服务部门的贸易壁垒最高，美国对空运、快递、海

运的服务贸易限制水平最高。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最大的

两个服务贸易大国，对各个服务业部门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比二者的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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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水平，可以发现，中国在多数部门的贸易壁垒都高于美国，尤其在会计、电

信和视频服务部门，美国则在空运和海运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强于中国。两

国在各服务部门贸易壁垒的分布差异较大，但分销部门的限制程度都很低。 

基于 OECD-STRI 数据库对各国不同政策领域措施的分类，可从中筛选统计

国内规制相关的政策。 

 

图 12：OECD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相关限制政策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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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21 年各服务部门与国内规制相关的限制水平对比图 

资料来源：OECD，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TRI。 

分行业部门来看，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国内规制限制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服

务业部门。法律和会计服务部门均为知识密集型专业服务部门，与资格、许可相

关的监管更为严格，影响这两个部门的最主要措施为人员流动和外资准入相关的

措施。国内规制相关限制水平相对较低的三个服务部门则为广播、空运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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