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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探究
Research on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Data Elements
编者按

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均已稳步开展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工作，在优化数字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数据要

素价值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数据要素交易、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仍处于探索期，面临数据确权、数据定价、

市场设计、隐私保护、交易监管等一系列难点痛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急需学术界的理论指引。为了更好促进我国
数据要素流通和价值释放，《中国科学院院刊》特策划组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探究”专题，希望对数据要素市场

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撑。本专题由《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汪寿阳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委、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乔晗
教授共同指导推进。

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
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探究”专题序言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融入生产、分配、

二十六次会议时强调：“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

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等各个环节，引发了深远的生

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

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

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为我

为国家战略。我国具有数据规模和数据场景优势，

国发展数字经济指明了方向。

据测算，预计到 2025 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

当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均已稳步开展数据要素

到 48.6 ZB，约占全球总量的 27.8%。如何将庞大的数

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工作，在优化数字产业发展环境、

据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完善市场化配置等制度

促进数据要素价值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

更好地发挥其巨大潜能，成为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

数据要素交易、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仍处于探索期，

发挥“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的重要议题。

面临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市场设计、隐私保护、交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推

易监管等一系列难点痛点，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进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释放数据要素

急需学术界的理论指引。为了更好促进我国数据要素

红利、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选

流通和价值释放，《中国科学院院刊》策划组织“数

择。 2020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探究”专题，聚焦数据要素市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

场化配置过程中的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服务于中国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2022 年 6 月 22 日，习

和全球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专题共

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遴选出如下代表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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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速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

（1）《论基于供给侧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针

问题，黄丽华等总结了我国现有的部分典型资产登记

对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有数无市”“有市无数”问

制度，提出了数据资产登记的“七统一”原则，明确

题，黄朝椿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要素“分级分类

了数据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概念，并从登记制

分置”思想为指导，指出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障碍

度、组织模式、登记载体 3 个方面给出了构建全国统

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入手进行顶层设计，并结合我国

一数据资产登记体系的工作重点。

实践提出了设立国家数据局、建立国家数据中心、制
定数字经济促进法的施政建议。

（5）《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困境与对策探
究》。针对数据要素“权属不清”“难以定价”“交

（ 2 ）《数字经济增长测算与数据生产要素统计

易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刘金钊和汪寿阳从经济学视

核算问题研究》。针对数字经济统计核算和价值测度

角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系统总结了

问题，许宪春、胡亚茹和张美慧梳理了数字经济的范

国际和国内数据交易市场建设的经验和举措，提出建

围和分类，深入分析了数据资产价值测度的重点和难

设统一数据开放平台、试点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探索

点，并从深化数据要素统计与核算理论研究、创新统

差异化的定价机制、布局多元化的交易市场、社会组

计资料的获取方法、完善数字经济统计调查制度等方

织协同监管等对策建议。

面提出了相关措施建议。

（6）《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评价研究》。针

（3）《推动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引领数字经济

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评价问题，乔晗和李卓伦建

全球化发展》。针对跨境数据流动这一全球数字经济

立了理论模型，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过程划分为市

新秩序博弈的焦点，洪永淼、张明和刘颖梳理了数据

场化建设和价值化配置 2 个阶段，并应用网络 DEA 方

要素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深入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跨

法对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展开配置效率评

境数据流动的制约因素，在总结我国数据生产总值优

价，研究发现虽然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整体呈

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和市场更好结合、推

上升趋势，但当前仍处于相对低效的状态，因此，未来

动数字隐私技术研发应用、创新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试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公共数据

点、施行分级分类差异化监管、输出国际数据治理的

开放水平、完善数据流通和交易基础设施方面。

中国方案、坚持系统思维引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政策
建议。
（ 4 ）《关于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资产登记体系
的思考》。针对数据要素流通制度中的数据资产登记

专题立足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实际，希望能
为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提供借鉴与启示，亦希望能
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理论研究起抛砖引玉之用，
以科学方略应对百年变局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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