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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解讀



1、標題：讓數據要素賦能實體經濟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發佈時間：2022/06/28

地址：https://jjsb.cet.com.cn/show_523673.html

關鍵字：數據要素、實體經濟

撮要：

1. 數據要素具有特殊性。

 從內在價值角度，數據具有原始性和複雜性

 從來源角度，數據具有伴生性和多方參與性

 從生產角度，數據的投入差異巨大

 從經濟屬性角度，數據具有非競爭性和一定的可排他性

2. 明確數據產權，是激勵數據生產和應用的基礎。

 問題：數據產權的界定面臨難以明確產權人、難以劃分權利範圍、難以

確定保護權利的法律工具等困境。

 解法：分場景探索數據產權，就是要根據場景確定權利人，並由權利人

共同協商權利的範圍和比例。

3. 發展數據要素市場中，重要的是豐富數據供需，讓數據交易活起來。

 推動數據高效流通，要以分類分級、權益分置的方式來為數據確權提供

參考，明確權益分配方式和分配保障體系

 建立規範化的數據交易市場

 建立數據常態化監測體系

 推動政府部門釋放公共數據，打擊數據壟斷行為

 重視培養數據交易方面的人才

 要形成多部門協同、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正文」

近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構建

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

而今年 5月份在全國政協召開的“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專題協商會

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透露，國家發改委正在牽頭制定數據要素基礎制度

檔。

中國人民大學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三希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採訪

時表示，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數字經濟時代的“石油”。

建設好數據基礎制度，對提升我國綜合國力，重塑國際競爭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數據要素具有一定特殊性質

據工業和資訊化部測算，到 2025 年中國大數據產業規模將突破 3萬億元。而據

https://jjsb.cet.com.cn/show_523673.html


國家工業資訊安全發展研究中心測算，當前我國數據要素市場規模約為 500億元，

“十四五”期間有望突破 1700 億元。隨著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的蓬勃發展，加快

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迫在眉睫。此次中央深改委會議明確，要建立數據產權制

度、建立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及加強數據安

全治理等。

“明確數據產權，是激勵數據生產和應用的基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會副秘書長馬駿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數據要素具有一定特殊性質。

從內在價值角度，數據具有原始性和複雜性；從來源角度，數據具有伴生性和多

方參與性；從生產角度，數據的投入差異巨大；從經濟屬性角度，數據具有非競

爭性和一定的可排他性。正是由於數據要素的特殊性質，使得數據產權的界定面

臨難以明確產權人、難以劃分權利範圍、難以確定保護權利的法律工具等困境，

需要加快制度創新。

馬駿建議，應採取分場景探索的方式，化繁為簡，循序漸進，在實踐中逐步探索

破解之道。分場景探索數據產權，就是要根據場景確定權利人，並由權利人共同

協商權利的範圍和比例。當前，我們無法像物質要素那樣統一賦予數據要素明確

的權利，只能本著化解矛盾的現實目標，推動各類數字應用場景不斷向前發展。

讓數據要素市場活起來

“數據流程通交易存在很多難題，比如數據權屬確認是全球難題，這裡面既有權

屬確定的難題，也有權屬確定後保障權益分配的問題。再如數據安全難題，數據

在各個環節都有被洩露的風險，也有數據存儲被破壞和數據丟失的風險。此外，

政府和大企業手中聚集了大量數據，但這些數據僅僅是集中，而沒有流通到需要

數據的企業手中，導致數據閒置，也可能因為數據集中而導致數據壟斷。”浙江

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盤和林對本

報記者說。

盤和林建議，推動數據高效流通，要以分類分級、權益分置的方式來為數據

確權提供參考，明確權益分配方式和分配保障體系；建立規範化的數據交易市場；

建立數據常態化監測體系；推動政府部門釋放公共數據，打擊數據壟斷行為；重

視培養數據交易方面的人才。同時，也要形成多部門協同、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數據中心副主任武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也認為，由

於數據以及其相關問題的諸多特殊屬性，所以數據要素市場的難點和堵點首先是

數據權屬問題。鑒於數據本身以及對它的認知還存在空白，採用先行先試、複製

推廣的方式來推動不啻為一條好的路徑。

“讓數據要素市場活起來，是發展的前提。”李三希認為，在發展數據要素市場

中，重要的是豐富數據供需，讓數據交易活起來。通過完善政府數據公開機制，

推進數據分級分類授權開放，持續推動“上雲用數賦智”和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



豐富數據要素的應用場景；通過建立多層次的數據交易市場，嘗試多樣化的數據

交易模式，探索構建數據要素價格生成路徑，使數據真正交易起來。



2、標題：千億數據要素市場蓄勢待發 核心領域有望迎新一

輪增長

來源：財聯社 發佈時間：2022/06/29

地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955766364356577&wfr=spider&for=p

c

關鍵字：數據要素

撮要：

4. 2022 年 6 月 22 日，習主席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

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構建數據基礎製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

見》，對數據確權、流通、交易、安全等方面做出部署。

 數據開放：《意見》的出臺將推動大數據相關產業的聚合與融合，

形成一個全新的數據要素產業，進一步推動數據所有者對外開放數

據，持續啟動數據要素市場發展動力

 數據流通交易方面：會議指出，要建立合規高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

交易制度，完善數據全流程合規和監管規則體系，建設規範的數據

交易市場

 數據要素的重要性：《意見》審議通過，圍繞著數據生產、數據流

程通、數據利用為主線的數據要素產業將迎來真正發展期

 數據安全：會議指出要把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程，存儲介質安全

是數據存儲空間規模安全和數據要素流動與利用的全生命週期安全

的根本，是數據安全的底層保障，數據安全首先要做到存儲安全

「正文」

財聯社 6 月 29 日訊（記者 梁偉）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數據要

素持續受到政策關注，市場建設將提速。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第 26 次會議（以下簡稱“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構建數據基礎

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該《意見》”），對數

據確權、流通、交易、安全等方面做出部署。

東興證券指出，2022 年將成為數據要素元年，扶持政策繼續得到細化，

相關上市公司將迎來發展機會。

千億數據要素市場待啟

“《意見》的出臺將推動大數據相關產業的聚合與融合，形成一個全

新的數據要素產業，進一步推動數據所有者對外開放數據，持續啟動數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955766364356577&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955766364356577&wfr=spider&for=pc


要素市場發展動力。” 世界數字經濟論壇數改國際大會學術主任、中國通

信工業協會數字經濟分會常務副會長、數智生態學者張濤向財聯社記者表

示。

數據流通交易方面，會議指出，要建立合規高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

易制度，完善數據全流程合規和監管規則體系，建設規範的數據交易市場。

不過，數據交易面臨一些困境，張濤表示：“當前，數據交易不僅面

臨數據如何定價、如何保障數據安全，還面臨如何保證優質數據生產的問

題。相比三元時空可信價值海量大數據優質數據標準，現階段的數據品質

和數據價值還有至少兩個數量級以上的提升空間。”

政策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張濤表示，“目前，數據要素產業處於

發展的初級階段。而經歷了前期的醞釀與準備期、北數所的建立，加之一

些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和政策頒佈，尤其是該《意見》審議通過，圍繞著數

據生產、數據流程通、數據利用為主線的數據要素產業將迎來真正發展期。”

從市場規模來看，十三五期間，以數據獲取、數據清洗、數據標注、

數據交易等核心數據要素環節構成的中國數據要素市場規模快速增長。

據國家工信安全中心測算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數據要素市場規模達

到 545 億元，預計到 2025 年，規模將突破 1749 億元，整體上進入高速發

展階段。

相關上市公司迎利好

近年來，陸續出臺了多項關注數據要素的相關政策。隨著數據要素制

度與體系的完善，相關上市公司將迎發展機會。

易華錄（300212.SZ）相關負責人向財聯社記者表示：“相關制度與體

系的完善，將有利於公司‘數據銀行’業務的推廣。同時，會議指出要把

安全貫穿數據治理全過程，存儲介質安全是數據存儲空間規模安全和數據

要素流動與利用的全生命週期安全的根本，是數據安全的底層保障，數據

安全首先要做到存儲安全。華錄集團已實現光存儲技術全產業鏈自主可控

且仍持續開展光存儲前沿技術研發，相關意見的出臺將有利於公司存儲業

務的推廣。”

前瞻產業研究院報告顯示，數據要素市場包含數據獲取、數據存儲、

數據加工、數據流程通、數據分析、數據應用、生態保障七大模組。

易華錄相關負責人表示：“公司核心業務主要覆蓋數據存儲和數據流

程通兩大模組。對於數據存儲業務，公司基於超大容量藍光技術，首次實

現磁光電全介質全場景一體化智慧存儲技術在數據要素生態培育市場的大

規模應用。”



此外，針對數據流程通業務，該負責人表示：“公司‘數據銀行’業

務，基於數據治理成果，在政府或企業客戶的授權下提供數據融通的產品

或服務。今年以來，地方數字要素市場實施方案的出臺也在頻頻加速。全

國範圍的市場機制完善，有利於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與此同時，數據

安全、數據交易等核心產業領域將迎來新一輪的增長。目前，易華錄已佈

局全國多個‘數據銀行’試點城市。”

該負責人還表示：“目前，省級數據銀行項目也正在推進，2022 年，

公司將在全國進一步推進‘數據銀行’的落地和建設運營，打造區域和行

業分行。河南、廣西、湖南、內蒙等地也在持續推進中。”

奇安信（688561.SH）數據安全子公司副總經理姚磊向財聯社記者表示：

“公司主要涉及數據流程通安全、數據分析、數據應用安全三個階段，除

數據分析階段以外，其他階段均處於成長期，未來市場潛力將會隨著數據

交易的爆發而爆發。”

姚磊分析表示，數據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有三個特性：首先是

數據的虛擬性，即數據要素必須依賴其他生產要素為載體才能存在；其次

是數據的非競爭性，其優勢體現為不會因為被使用而受損，但也存在隱患，

數據要素的無限複製、重複使用，對個人資訊的濫用、數據非法販賣帶來

了困擾；第三是數據價值的不確定性，即原始數據很難定價。

“正因為數據的虛擬性、非競爭性、價值不確定性等三大特性，使得

數據要素的一開始就伴隨著安全問題，帶來的是數據要素所在的基礎設施

對數據安全、網路安全的需求日益旺盛。對奇安信的數據安全、數據交易

安全的推廣極大利好”。

5 月 27 日，奇安信正式發佈數據安全開放平臺“數據交易沙箱”。 對

於目前“數據交易沙箱”市場推廣情況，姚磊表示：“目前，‘數據交易

沙箱’已經在政務、醫療、金融等重要行業落地並使用，在保障數據安全

的前提下實現數據價值的挖掘利用。”

東興證券認為，數據要素重要性日漸凸顯，產業規模日增，產業鏈上

必將誕生較多的重要參與者，產業處於發展前期值得重點參與關注，2021

年數據安全巨大投資機會已為中長期提供機會借鑒。東興證券預判，數據

要素產業將成為科技產業發展重要一環。



3、標題：國家網信辦公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9 月

1 日起施行

來源：澎湃 發佈時間：2022/07/07

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12847

關鍵字：數據跨境、數據出境安全

撮要：

5. 7 月 7 日，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公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以下

簡稱《辦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旨在落實《網路安全法》、《數

據安全法》、《個人資訊保護法》的規定，規範數據出境活動，保護個人

資訊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數據跨境安全、自由流

動，切實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

 《辦法》出臺的背景：目的是進一步規範數據出境活動，保護個人

資訊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數據跨境安全、自

由流動。

 《辦法》所稱數據出境活動主要包括：一是數據處理者將在境內運

營中收集和產生的數據傳輸、存儲至境外。二是數據處理者收集和

產生的數據存儲在境內，境外的機構、組織或者個人可以訪問或者

調用。

 4 種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一是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

二是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人資訊的數據

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三是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計向境外提

供 10 萬人個人資訊或者 1 萬人敏感個人資訊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

供個人資訊。四是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數據出境安全

評估的情形。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重點評估内容：一是數據出境的目的、範圍、方

式等的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二是境外接收方所在國家或者地

區的數據安全保護政策法規和網路安全環境對出境數據安全的保護

水準和影響。三是出境數據的規模、範圍、種類、敏感程度，出境

中和出境後遭到篡改、破壞、洩露、丟失、轉移或者被非法獲取、

非法利用等風險。四是數據安全和個人資訊權益是否能夠得到充分

有效保障。五是數據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擬訂立的法律檔中是否充

分約定了數據安全保護責任義務。六是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

部門規章情況。七是國家網信部門認為需要評估的其他事項。

 數據出境的具體流程：一是事前評估，數據處理者在向境外提供數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12847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jU0MjIyNw==&mid=2651413913&idx=2&sn=69cb9d0d4bfb67697dafdbcecfb7ddf4&chksm=81352265b642ab730860a455e263b9528957821a376b34eb3f51b3bb194682f092808494c634&scene=126&sessionid=1657184065&exportkey=AdD3H8J6DYJEcCjnnaPePds%3D&acctmode=0&pass_ticket=lv6N9i0jm5oRxpLxiKoZ34w%2BLYvcKl2xPwXFEb%2FdQTAzPzitsjkI1Get%2BS%2Fwy3cj&wx_header=0


據前，應首先開展數據出境風險自評估。二是申報評估，符合申報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情形的，數據處理者應通過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

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三是開展評估，國家網信

部門自收到申報材料之日起 7 個工作日內確定是否受理評估；自出

具書面受理通知書之日起 45 個工作日內完成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四

是重新評估和終止出境，評估結果有效期屆滿或者在有效期內出現

本辦法中規定重新評估情形的，數據處理者應當重新申報數據出境

安全評估。已經通過評估的數據出境活動在實際處理過程中不再符

合數據出境安全管理要求的，在收到國家網信部門書面通知後，數

據處理者應終止數據出境活動。數據處理者需要繼續開展數據出境

活動的，應當按照要求整改，整改完成後重新申報評估。

 企業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結果：一是申報不予受理。對於不屬

於安全評估範圍的，可以通過法律規定的其他合法途徑開展數據出

境活動。二是通過安全評估。在收到通過評估的書面通知後，嚴格

按照申報事項開展數據出境活動。三是未通過安全評估。數據處理

者不得開展所申報的數據出境活動。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期限：有效期為 2 年，需要繼續開展數據出境活

動的，數據處理者應當在有效期屆滿 60 個工作日前重新申報評估。

「正文」

7 月 7 日，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公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以

下簡稱《辦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有關

負責人表示，出臺《辦法》旨在落實《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

人資訊保護法》的規定，規範數據出境活動，保護個人資訊權益，維護國

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數據跨境安全、自由流動，切實以安全保發

展、以發展促安全。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據跨境活動日益頻繁，數據處

理者的數據出境需求快速增長。明確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具體規定，是促

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防範化解數據跨境安全風險的需要，是維護國家安

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保護個人資訊權益的需要。《辦法》規定了數

據出境安全評估的範圍、條件和程式，為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工作提供了具

體指引。

《辦法》明確，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

和產生的重要數據和個人資訊的安全評估適用本辦法。提出數據出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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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堅持事前評估和持續監督相結合、風險自評估與安全評估相結合等原

則。

《辦法》規定了應當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包括數據處理者向境

外提供重要數據、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上個人資訊

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

萬人個人資訊或者 1 萬人敏感個人資訊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

以及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

《辦法》提出了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具體要求，規定數據處理者在申

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前應當開展數據出境風險自評估並明確了重點評估事

項。規定數據處理者在與境外接收方訂立的法律檔中明確約定數據安全保

護責任義務，在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有效期內發生影響數據出境安全的情形

應當重新申報評估。此外，還明確了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程式、監督管理制

度、法律責任以及合規整改要求等。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答記者問

7 月 7 日，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公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以下簡

稱《辦法》）。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就《辦法》相關問題回答

了記者提問。

問：請簡要介紹《辦法》出臺的背景？

答：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據跨境活動日益頻繁，數據處

理者的數據出境需求快速增長。同時，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法律制度、保

護水準等的差異，數據出境安全風險也相應凸顯。數據跨境活動既影響個

人資訊權益，又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相

繼從本國、本地區實際出發，對數據跨境安全管理作了制度探索。制定出

臺《辦法》是落實《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資訊保護法》有

關數據出境規定的重要舉措，目的是進一步規範數據出境活動，保護個人

資訊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數據跨境安全、自由流動。

問：《辦法》所稱數據出境活動是指什麼？

答：《辦法》所稱數據出境活動主要包括：一是數據處理者將在境內運營中

收集和產生的數據傳輸、存儲至境外。二是數據處理者收集和產生的數據

存儲在境內，境外的機構、組織或者個人可以訪問或者調用。

問：哪些情形需要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答：《辦法》明確了 4 種應當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一是數據處理

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二是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 100 萬人以

上個人資訊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資訊。三是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

計向境外提供 10 萬人個人資訊或者 1 萬人敏感個人資訊的數據處理者向境



外提供個人資訊。四是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

估的情形。

問：數據出境安全評估主要評估哪些內容？

答：數據出境安全評估重點評估數據出境活動可能對國家安全、公共利益、

個人或者組織合法權益帶來的風險，主要包括以下事項：一是數據出境的

目的、範圍、方式等的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二是境外接收方所在國

家或者地區的數據安全保護政策法規和網路安全環境對出境數據安全的影

響；境外接收方的數據保護水準是否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

的規定和強制性國家標準的要求。三是出境數據的規模、範圍、種類、敏

感程度，出境中和出境後遭到篡改、破壞、洩露、丟失、轉移或者被非法

獲取、非法利用等風險。四是數據安全和個人資訊權益是否能夠得到充分

有效保障。五是數據處理者與境外接收方擬訂立的法律檔中是否充分約定

了數據安全保護責任義務。六是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情況。

七是國家網信部門認為需要評估的其他事項。

問：為了規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活動，《辦法》明確了哪些具體流程？

答：《辦法》明確了數據出境的具體流程。一是事前評估，數據處理者在向

境外提供數據前，應首先開展數據出境風險自評估。二是申報評估，符合

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情形的，數據處理者應通過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向

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三是開展評估，國家網信部門自收

到申報材料之日起 7 個工作日內確定是否受理評估；自出具書面受理通知

書之日起 45 個工作日內完成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情況複雜或者需要補充、

更正材料的，可以適當延長並告知數據處理者預計延長的時間。四是重新

評估和終止出境，評估結果有效期屆滿或者在有效期內出現本辦法中規定

重新評估情形的，數據處理者應當重新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已經通過

評估的數據出境活動在實際處理過程中不再符合數據出境安全管理要求的，

在收到國家網信部門書面通知後，數據處理者應終止數據出境活動。數據

處理者需要繼續開展數據出境活動的，應當按照要求整改，整改完成後重

新申報評估。

問：評估過程中如何保障數據處理者的商業秘密等合法權益？

答：《辦法》規定了參與安全評估工作的相關機構和人員對在履行職責中知

悉的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個人資訊、商業秘密、保密商務資訊等數據應

當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洩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非法使用。

問：《辦法》還明確了哪些規定？

答：除了上述評估內容、具體流程、保密要求等管理措施以外，《辦法》還

明確了國家網信部門負責決定是否受理安全評估，並根據申報情況組織國



務院有關部門、省級網信部門、專門機構等開展安全評估。省級網信部門

負責接收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申請材料，並完成完備性查驗。任何組織和個

人發現數據處理者違反本辦法向境外提供數據的，可以向省級以上網信部

門舉報。

問：數據處理者何時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答：數據處理者應當在數據出境活動發生前申報並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實踐中，數據處理者宜在與境外接收方簽訂數據出境相關合同或者其他具

有法律效力的檔（以下統稱法律檔）前，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如果在

簽訂法律檔後申報評估，建議在法律檔中注明此檔須在通過數據出境安全

評估後生效，以避免可能因未通過評估而造成損失。

問：企業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結果可能有哪幾類？

答：一是申報不予受理。對於不屬於安全評估範圍的，數據處理者接到國

家網信部門不予受理的書面通知後，可以通過法律規定的其他合法途徑開

展數據出境活動。二是通過安全評估。數據處理者可以在收到通過評估的

書面通知後，嚴格按照申報事項開展數據出境活動。三是未通過安全評估。

未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數據處理者不得開展所申報的數據出境活動。

問：對評估結果有異議如何處理？

答：數據處理者對評估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在收到評估結果 15 個工作日內

向國家網信部門申請複評，複評結果為最終結論。

問：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結果有效期是多久？

答：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結果有效期為 2 年，自評估結果出具之日起

計算。有效期屆滿，需要繼續開展數據出境活動的，數據處理者應當在有

效期屆滿 60 個工作日前重新申報評估。

問：違反《辦法》如何追究法律責任？

答：《辦法》明確數據處理者違反本辦法規定的，依照《網路安全法》、《數

據安全法》、《個人資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處理；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

問：對於個人資訊向境外提供，安全評估與標準合同、個人資訊保護認證

之間的關係，三種方式如何銜接？

答：《辦法》適用範圍已經明確，對於適用安全評估的個人資訊處理者的數

據出境情形應當申報安全評估；《辦法》適用範圍外的個人資訊處理者的數

據出境情形，可以通過個人資訊保護認證或者簽訂國家網信部門制定的標

準合同來滿足個人資訊跨境提供條件，便利個人資訊處理者依法開展數據

出境活動。



4、標題：數據要素確權需“分而治之”

來源：科技日報 發佈時間：2022/07/25

地址：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2-07/2

5/content_539090.htm?div=-1

關鍵字：數據要素

撮要：

6. 在數字經濟領域，完善的數據產權制度是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前提，是

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發展的保障。

7. 嘗試構建分離以使用權為核心的數據產權制度體系：針對各類數據的特性賦

予不同主體對原始性數據的管理權或者所有權，要求這些數據的管理者或所

有者有義務授權其他主體使用數據，從而保障其他主體能通過原始數據權利

人的授權獲得使用權與一定收益權。數據複雜多樣且差異性較大（如：公共

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相應的制度設計需具有針對性，賦予不同主體

相應的權利義務。

「正文」

在數字濟領域，完善的數據產權制度是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前提，是實

現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發展的保障。為此，亟須從法律層面明確數據權屬，構建

中國特色數據產權制度。

如今，數據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增列“數

據”作為生產要素，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確立數據要素的市場地位。不久前，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

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要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

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在數字經濟領域，完善的數據產權制度是

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前提，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發展的保障。為此，

亟須從法律層面明確數據權屬，構建中國特色數據產權制度。

搭建以數據使用權為核心的產權制度體系

數據的外生性特點，決定了當數據逐漸賦能傳統交易時，只有被安全有序的

開放流通，才能充分兌現其經濟價值。同時，數字經濟對交易時效性的追求，也

促使數據產權制度的構建應當更加重視其使用、收益效能的發揮。因此，有必要

針對各類數據的特性賦予不同主體對原始性數據的管理權或者所有權，在此基礎

上，要求這些數據的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有義務授權其他主體使用數據，從而保障

其他主體能通過原始數據權利人的授權獲得使用權與一定收益權。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2-07/25/content_539090.htm?div=-1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2-07/25/content_539090.htm?div=-1


這種權能分離、以使用權為核心的數據產權制度體系有幾個好處。其一，數

據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有利於保護相關主體的數據權益，維護數據安全。其二，

將傳統所有權中使用、收益兩項權能單獨分離出去，建構相對獨立的數據使用權

和數據收益權，這樣有助於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其三，權利進一步細化保護，回

應了數字經濟時代社會分工更加細化的時代要求。當然，實踐中這種產權制度的

有效落實，應當充分發揮合同機制的作用，原則上允許平等主體按照自己的意願

行使權利，但涉及到個人利益、商業秘密以及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相應合同款項，

則應嚴格遵守國家法中的相關規定。

形成數據分類分級確權的制度設計

數據複雜多樣且差異性較大，相應的制度設計需具有針對性，賦予不同主體

相應的權利義務。

其一，公共數據。由於內容涉及群體性利益，具有社會公共性，因此對這類

數據不能簡單套用私法上的所有權理論。出於平衡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應當賦

予行政主體和社會自治組織數據管理權，並使其代表一般公眾管理這部分公共數

據。基於公共數據涉及群體性利益的大小以及影響範圍不同，對該類數據進行分

類管理。

其二，企業數據。該數據是企業在開展經營活動過程中形成的數據，典型的

就是平臺企業提供個性化服務的相關數據。這類數據由企業創造，包含著企業的

智慧財產權與商業秘密等敏感資訊，基於“誰投入，誰受益”的基本法理，這部

分數據的所有權應當歸屬於創造它的企業。但這種權利不能濫用，不得損害國家

社會利益和他人合法權利。應當依據所涉內容與企業經營狀況的關聯度大小對數

據進行分級。與企業經營發展關聯度越高，則相關企業數據越敏感，越應當受到

嚴格保護。

其三，個人數據。由於個人數據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故個人數據權利應

著重體現對數據的控制力，制度設計的重點應當放在如何合理有效地實現個人對

數據的知情同意方面。

健全數據權益法律保障機制

推動數據產權制度的有效落實與完善，還應當構建相應的保障機制。具體而

言，應當積極構建正向引導性的實體法規範與謙抑且高效的程式法規範相結合的

法律保障機制。

一方面，從實體性法律規範的角度出發，搭建類型化的數據權益保護機制。

對於公共數據，要強化行政法領域公共數據開放、資訊公開等制度的設計與銜接，

明確私主體申請獲得公共數據和參與公開監督的權利。對於企業數據，在堅持公

司自治的基礎上應當重點關注競爭法律制度的有效跟進，維護合法高效的數字經

濟市場秩序，防止數據權利的濫用引發整體競爭秩序混亂。完善相應的授權使用



合同機制，注重運用敏感資訊的強行保密義務。對於個人數據，應當在民事一般

法的範圍內依個人數據敏感程度進行層次化的權益保護，並適當改進相關侵權行

為的認定與評價規則，從正反兩方面構建個人數據權益的民事法規範。

另一方面，相應的程式性規範應當體現謙抑且高效的原則。對於企業和個人

數據權益保護，應當重點關注被侵權人提起民事訴訟或仲裁的程式性權利。基於

實踐中不同訴訟主體實力懸殊的問題，應當在舉證責任分配等方面上加強對弱勢

一方的制度性傾斜。對於公共數據領域的權益保護，被侵權人仍可以在現有行政

性程式體系框架內通過行政覆議或者行政訴訟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對於嚴重危害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個人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

為，應當通過刑事訴訟程式來保障受害人的數據權益。



5、標題：數字城市分論壇：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歷史序幕

已經開啟

來源：環球網 發佈時間：2022/07/25

地址：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48y591bOPdg

關鍵字：數據要素、數字城市

撮要：

1. 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要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共用，提升社會數據資源

價值，加強數據資源的治理審核，加強數據資源的安全保護。

2. 在產權、共用、流通、使用、安全和隱私等方面，要建立健全配套制度

規範，支援試點先行，建立數據要素市場框架體系。

3. 數據要素制度體系是數字化發展的基礎，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做好頂層

設計，更需要留足探索創新的空間。

4. 打造更加智慧的數字城市，應築牢安全數字底座，壓實數據要素內核，

織好應用場景網路。

「正文」

【環球網科技綜合報導】7 月 24 日，在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數字

城市分論壇上，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電子政務專家委員會主任

王欽敏表示，“數據要素市場化改革歷史序幕已經開啟，數據作為新型關

鍵生產要素，已經成為了決定國家、地區、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資源、關鍵

資源和戰略資源。”

王欽敏表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要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共用，提

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加強數據資源的治理審核，加強數據資源的安全保

護。要建立健全配套制度規範，支援試點先行，建立數據要素市場框架體

系，不斷提升數據資源的品質和安全保障能力。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電腦學會理事長梅巨集認為，發展數字經濟是

我國的戰略選擇，但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尚處於成型展開期。

數據是數字時代的關鍵生產要素。具有獨特特徵，在產權、共用、流通、

使用、安全和隱私等方面存在制度障礙，面臨系列技術挑戰。數據要素制

度體系是數字化發展的基礎，是一項系統工程。體系構建需要做好頂層設

計，更需要留足探索創新的空間。

據悉，本場論壇以“啟動數據要素 護航數據安全”為主題，由中國電

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中國經濟體制

改革研究會將與中國電子共同組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研究院，持續

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展研究，助力數字政府服務管理效能提升。

https://tech.huanqiu.com/article/48y591bOPdg


“數字城市的下一個十年，將是數據安全與數據要素大放異彩的十年。”

中國電子黨組副書記、總經理曾毅表示，打造更加智慧的數字城市，應築

牢安全數字底座，壓實數據要素內核，織好應用場景網路。“我們也希望

與更多城市攜起手來，共同探索一條以 PKS 安全計算為底座，以數據要素

為驅動、場景網路無限延伸的城市現代化發展路徑”。



6、標題：深觀察｜數字經濟助推上海城市世界影響力的法

律思考

來源：澎湃新聞 發佈時間：2022/07/01

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26890

關鍵字：數字跨境貿易、數字產業競爭

撮要：

8. 市第十二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以城市數字化轉型為重要動力，全面深

化“五個中心”建設，大力發展“五型經濟”，持續提升城市能級和核

心競爭力。上海數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中，法律角度的思考：

 網路主權和數字跨境貿易：跨境數據流程動是進行數字貿易的前提，

但各國對於跨境數據流程動的規制分歧難以彌合。上海利用自貿區

制度先行優勢，探索國家網路主權在數字貿易中的負面清單，以支

援純商業性質的數據流動。

 數字壟斷與數字產業競爭：發展數字經濟，需要做好支援行業發展

與反壟斷之間的平衡。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出發，鼓勵行業協會自製

和建立類似“中小投資者保護”制度的中小微企業數據共用權利保

護機制，也就是在不影響後來中小企業數據共用機會基礎上，相對

謹慎使用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為我國數字經濟巨頭和新興主體共

同留出足夠發展空間。

「正文」

加快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是習近平總

書記對上海的明確定位，也是市第十二次黨代會面向未來對上海全球城市

發展提出的重要目標。“世界影響力”是全球城市能級的最直接體現。全

球城市能級背後體現的是作為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網路中、節點中的連結

強度及地位。

數字經濟在上海全球城市發展中，不僅關係著上海與全球城市其他節

點的聯繫方式，更是上海實現經濟驅動的關鍵動力。“十三五”期間，上

海綜合實力躍上新臺階，全市生產總值連續跨過 3 萬億元、4 萬億元兩個大

臺階。在綜合實力躍升的過程中，數字經濟起著戰略新興產業的驅動作用。

整個“十三五”期間，上海數字經濟產業年均增速超過 20%。2019 年數字

經濟總量已接近 2 萬億元，占 GDP 的比重近 55%。到 2020 年，上海數字經

濟規模為 20590 億元，位列全國第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826890


因此市第十二次黨代會明確提出，要以城市數字化轉型為重要動力，

全面深化“五個中心”建設，大力發展“五型經濟”，持續提升城市能級

和核心競爭力。

據筆者統計，在李強同志代表十一屆上海市委所作的報告中，提到“數

字”20 次（含“數字化”10 次）、“數據”7 次、“智慧”11 次。“以全

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搶佔制高點”“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

都”“以治理數字化牽引治理現代化”“用好數字孿生技術，構建更加完

善的城市運行數字體征體系”“打通數據共用壁壘，深化全域數據治理，

夯實數字底座”等表述，引發廣泛關注。

在如上背景下，在上海數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中，有如下法律問題值得思

考：

一、網路主權和數字跨境貿易

一個中心的影響力不僅需要很強的吸引力和產業集中度，而且更需要

很強的輻射力和產業中心度。吸引力強調的是一個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對

周圍及更遠的外部區域的資源磁吸作用，從而該中心該產業發展明顯快於

其他區域該產業的發展，從而產業集中度在該中心越來越高。而輻射力，

強調的是該產業對周邊地區的相關產業的帶動作用，從而該產業在週邊的

市場產值大大高於中心本地實現的產值。在上海經濟中占比已達 55%以上的

數字經濟，是否對全球具有足夠的輻射力和中心度，毫無疑問將直接影響

著世界級影響力能否實現。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要大力發展上海的數字經

濟領域的跨境貿易。

跨境數據流程動是進行數字貿易的前提，但各國對於跨境數據流程動

的規制分歧難以彌合。歐美國家紛紛利用其數字經濟的先發優勢，制定了

優勢推行數據全球自由流動和強化美國數字領域長臂管轄的《澄清合法使

用境外數據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並通過雙邊貿易協定進行推行其數據

貿易主張。具體包括《美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美國－韓國自由貿易

協定》等，都明確要求“避免對電子資訊跨境流動施加或維持不必要的障

礙”。為了避免數字貿易領域的持續碎片化發展，WTO 安排推動了數字貿易

基礎設施的貿易自由化。新近 FTA 通過確立“原則+例外”的規制模式為跨

境數據流程動構建了相對自由的法律框架；FTA 還針對特殊數據規定了專門

規則，包括個人數據保護和政府數據開放規則。WTO 成員可以在 WTO 中為數

據保護達成一個基本框架，成員還可以依據 GATS 第 7 條通過互認機制來協

調個人數據保護標準，並加強與 APEC 或 OECD 的合作。

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了加強關係國民個人資訊及國家公共安全

相關大數據的保護，早在 2015 年《國家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網



路空間主權”的概念，並在 2018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國際刑事司法

協助法》中明確要求，未經有關機關同意，境內機構、組織或個人不得向

境外提供證據材料和協助，以應對美國在數字領域的長臂管轄。

為此，從上海數字經濟進一步跨境流動角度，而同時又維護好國家的網路

主權，需要做出很好的平衡。建議上海利用自貿區制度先行優勢，探索國

家網路主權在數字貿易中的負面清單，以支援純商業性質的數字流動。

二、數字壟斷與數字產業競爭

數字經濟背後離不開達到一定規模水準的大數據，數據規模越大演演

算法分析的有效性越高，從而額數據也就越具有價值。從而在數字經濟領

域頻繁出現的競爭結果是“one or none”，即贏者通吃的結局。這種行業

現象在美國如此，在中國亦然。尤其其中的搜索、電商、社交等平臺型數

字經濟，無一不是如此。

數字經濟的平臺壟斷格局已經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擔憂。李勇堅、陳弘

斐和 Stigler Committee 等大量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值得擔憂的情形：一是

平臺使用大量的非價格競爭，尤其是免費服務，在表面上雖然增強了消費

者福利，但是也會對同一市場中沒有其他垂直平臺資源的中小企業造成損

失，從而損害創新創業；二是平臺依靠其在一個市場的主導地位進入新市

場並在該領域獲得新的壟斷地位，從而形成雙輪壟斷；三是平臺可能通過

殺手並購等方式，從而破壞創新環境和投資環境；四是平臺壟斷可能會對

隱私保護、經濟民主等造成損害。全球各個主要國家都加大了對數字平臺

壟斷的調查，並就平臺壟斷進行了巨額的處罰或者訴訟，並且根據平臺壟

斷的特點專門出臺相應的法律，以應對數字平臺壟斷的趨勢。

為此我國在《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基礎上，2021 年 2 月

發佈了《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從平臺壟斷的基礎概念到具

體規制措施等進行了系統規定。但這些規制仍然並不全面，一方面現有法

律更多規制的是外在市場化表現的行為，而數據經濟壟斷更多行為特徵是

使用者對其基於大數據優勢及演算法優勢形成的依賴，這種依賴本身更多

體現為壟斷主體的技術智慧化優勢。另外傳統的反壟斷法律強調從細分市

場界定、市場控制力和控制力濫用三者的共同界定。但是數字經濟優勢的

壟斷者隨時可以利用其大數據優勢改變市場的形態或開闢新的市場，從而

使反壟斷法對細分市場難以進行全面規制。

因此，發展數字經濟，還需要做好支援行業發展與反壟斷之間的平衡。

建議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出發，鼓勵行業協會自製和建立類似“中小投資者

保護”制度的中小微企業數據共用權利保護機制，也就是在不影響後來中



小企業數據共用機會基礎上，相對謹慎使用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為我國

數字經濟巨頭和新興主體共同留出足夠發展空間。

三、自主智慧的權利與義務

伴隨人工智慧的持續發展，機器模糊演算法等類神經演算法實現了人

工智慧的自我學習機制，從而未來人工智慧可能不僅會自我設計路徑，還

會自我設定目標，而不像早期的智慧其行為目標來自於外部人的設定。在

這種情況背景下，自主智慧將越來越具有“自然人”的特徵。那麼這種情

況下自主智慧是否可以等同自然人來承擔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呢？如果不可

以，自主智慧將無需為其惡意目標及行為負責，從而其可能更加傾向自私

自利的行為。如果可以，那麼最初設計者將可能以其為工具，去實現原本

屬於設計者的惡意目的，進而原本應由設計者承擔的法律責任被自主人工

智慧所承擔，讓設計者完美逃脫應有的懲罰。

歐洲議會在 2017 年《關於機器人的民事法律規制》中開始提出要考慮

賦予複雜自主機器人的法律地位。針對人工智慧的法律地位，歐盟的法律

相關部門提議將人工智慧在法律上定位為電子人，使得人工智慧能夠擁有

勞動、休息、著作等權利。沙烏地阿拉伯 2017 年 10 月授予了外表與人類

相似的“索菲婭”公民身份，使得其全球知名。國內，前有機器人少女“小

冰”出版詩集，後有 AI 智慧學生“華智冰”進入清華大學就讀，師從電腦

系唐傑教授，獲得學生身份。

在這種背景下，上海如何為人工智慧率先在保護社會利益的同時賦予

人工智慧合適的法律地位，將影響相關企業能否順利在上海開展相關經營

活動。建議可以考慮借鑒公司法人主體地位，給予滿足一定條件的人工智

慧“准法人地位”，界定設計者、“導演者”、“製片人”在該“准法人

地位”中所應連帶的責任範圍。

目前在疫情背景下，全球經濟正在進一步數字化，物聯網、區塊鏈、

5G/6G、孿生城市、元宇宙等數字經濟新概念層出不窮，帶動全球數字經濟

不斷豐富化，持續影響著從工業到消費的方方面面。法治先行，兼顧包容

與規制，為產業發展率先撐開前行的空間，對上海未來數字經濟能否充分

驅動上海世界影響力提升將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行業動態



1、標題：（肖鋼）對主要服務金融機構與金融業務的科技

企業加強市場准入管理

來源：澎湃新聞 發佈時間：2022/07/29

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27696

關鍵字：數據治理、金融業務

撮要：

1. 健全金融數據治理體系，目的是要在數據品質、數據共用和數據安全方

面邁上新的臺階，關鍵是要處理好數據治理中業務效率、業務安全和業

務融合創新三者之間的關係，促進金融數據開放、共用、融合和安全的

有機統一與協調發展。

 金融數據治理應堅持協同共治。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數據協同共治框

架，加強數據生態建設。在數字經濟時代，競爭已從過去的企業之

間的競爭、產業集群之間的競爭進入到數字生態建設的競爭。

 應進一步加強對金融數據利用與保護的監管，細化監管規則，發展

監管科技，及時識別和防範新型數字金融風險。

 金融數據治理應堅持科學治理。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數據治理技術標

準，優化數據分析處理系統、數據集市、數據倉庫以及大數據存儲

與計算平臺等數據基礎設施與應用系統平臺，借助隱私計算等技術，

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確保金融數據的授權使用、脫敏使用、機器

使用。

「正文」

7 月 29 日，在以“數據流程通新場景、新模式、新生態”為主題的 2022

全球數字經濟大會——數據要素峰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原主席肖鋼表示，當前金融數據治理需要進一步採取多種政策措

施。健全金融數據治理體系，目的是要在數據品質、數據共用和數據安全

方面邁上新的臺階，關鍵是要處理好數據治理中業務效率、業務安全和業

務融合創新三者之間的關係，促進金融數據開放、共用、融合和安全的有

機統一與協調發展。

肖鋼表示，在數據依法治理方面，我國已出臺了一系列綜合性與專門

性法律，對數據的利用與保護作出了明確規範。金融數據治理要按照各項

法律的要求進行，並注意做好特別法與一般法、後法與前法相關條款的銜

接落實。根據數據安全法的規定，金融數據屬於敏感性數據，具有公共產

品屬性，加上金融業務風險具有外溢性與涉眾性，因此，要把維護金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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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安全作為數據治理的首要任務，確保維護好國家安全、個人資訊和商業

秘密。在明確底線的前提下，大力促進數據高效流通與開放融合利用。

肖鋼建議，金融數據治理應堅持協同共治。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數據協同共

治框架，加強數據生態建設。在數字經濟時代，競爭已從過去的企業之間

的競爭、產業集群之間的競爭進入到數字生態建設的競爭。雖然各國金融

發展階段和監管制度有所不同，金融數據治理也有差異，但在促進金融數

據治理生態建設上是趨同的。

“要進一步落實金融機構的職責，明晰數字化轉型戰略，加快數據中台建

設，著力解決內部與外部交互和回應介面增多，與業務體系複雜安全的矛

盾等難點痛點，切實搞好數據架構的規劃與實施。”

肖鋼建議，要進一步規範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平臺以及科技公司的合作，對

主要服務金融機構與金融業務的科技企業（平臺）加強市場准入管理，落

實金融數據共治的責任與機制。要進一步提高實體企業和個人參與金融數

據治理的積極性，增強參與主體信用，提高自我防範意識，維護消費者合

法權益。

同時，肖鋼指出，應進一步加強對金融數據利用與保護的監管，細化監管

規則，發展監管科技，及時識別和防範新型數字金融風險。要充分發揮行

業自律組織作用，加強數據倫理建設，促進數據治理與公平競爭。

此外，肖鋼還建議，金融數據治理應堅持科學治理。要進一步完善金融數

據治理技術標準，優化數據分析處理系統、數據集市、數據倉庫以及大數

據存儲與計算平臺等數據基礎設施與應用系統平臺，借助隱私計算等技術，

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確保金融數據的授權使用、脫敏使用、機器使用。

“要針對金融行業數據管理標準化需求，研究制定金融數據管理能力成熟

度評估模型，提升科學治理水準。”

肖鋼稱，要探索開展對金融機構智慧風控體系和數字金融服務能力的評價

體系建設，加強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借鑒與合作，推動金融數據治理體系創

新發展。



三、技術與應用



1、標題：第五屆數字峰會分論壇：大量數據如何真正用起

來？

來源：澎湃新聞 發佈時間：2022/07/25

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63561

關鍵字：數據要素

撮要：

1. 數據要素應用的技術條件：數據確權、數據品質達到標準、數據的交易價

值的衡量、確定的數據權利更方便後期使用

2. 數據是生產數據（即數據要素），智慧演算法在場景中的落地形成生產力

「正文」

現在，我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已超 45 個億，在 GDP 中占比 39.8％。當下，

我們如何更好、更高效地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7 月 23 日下午，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新技術分論壇在福建福州舉

行。本次分論壇由科學技術部會同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工業和資訊化

部聯合主辦。論壇上，數位知名院士專家和優秀企業代表就數據運營等話

題展開了圓桌論壇對話，深入探討新興前沿技術和數字產業創新發展。

論壇開始，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副所長魏凱提到，雖然我國有著大量

的數據，但它們離真正被投入使用還有一段距離。

他指出，要把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用起來的話，需要達到四個技術上的條件：

第一個是給數據確權，使數據可得；第二是使數據品質達到標準；第三是

數據品質達到標準，及格後，能在數據裡頭準確衡量出數據的交易價值；

第四是讓數據權利在確定的時候就能更方便後期使用，更加地符合利益分

配格局，更好地實現數字經濟發展，也就是有能力發掘數據本身的使用環

境是否高效。

接著，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常務副主任郭嘉豐提到，數據是生

產要素，它得經過智慧演算法的加工處理才能真正發揮價值。

郭嘉豐指出了智慧演算法領域的兩個發展方向。首先是用數據生產數據，

即利用現有大規模、多來源的數據去生成新數據，讓數據無中生有、由少

變多。他強調了發展這個方向的重大意義，比如可以用它合成數據以訓練

更強大的 AI 等。未來，甚至可能實現直接用這樣的智慧演算法來進行生產

和創作，如進行生物醫藥的分子合成、設置新的電影遊戲場景等。

另外，郭嘉豐還指出了發展人工智慧工程對於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意

義。他認為，智慧演算法要在各個行業落地形成生產力，最關鍵的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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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用工程技術的方案來解決這個演算法的研發、訓練、部署和整個生命

週期的運行問題，為其提供一整套的工具技術和生產流程。所以他認為實

現 AI 的工程化，提升人工智慧應用的便利性，將對產業數字化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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