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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澜湄数字丝绸之路是澜湄国家建设‚一带一路‛数字化互联互通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澜湄数字丝绸之路

的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流域各国战略合作规划不断深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入，澜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良好。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动力巨大，体现在新冠疫情客观上要求数字经济发展，地区主要合作机制包含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澜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同时，澜湄数字丝绸之路在发展中仍然面临一些挑

战，如湄公河国家数字鸿沟仍需弥补，澜湄国家的数字化合作对接仍需加强，域外大国的参与带来了负面影响。

中国同湄公河国家应积极面对合作中的挑战，以澜湄合作机制为平台，在推动发展战略对接、多层合作、人才发

展、应对域外大国影响等方面开展探索，积极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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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丝绸之路融合了数字经济与‚一带一路‛

的发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和信

息化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并提升沿线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56。

中国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正式提出数字丝绸之路。习近平从创新‚一带一路‛

建设的角度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

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

连接成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2]全球经济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而总体疲软，但数字经济呈现出蓬勃

发展的态势。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

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

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

经济形态[3]，基于新一代通信技术，孕育全新的商

业模式和经济活动，并对传统经济进行渗透补充的

转型升级，重塑全球经济图景[4]。2021 年 11 月 1 日，

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鉴

于数字经济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

凸显，此举对于提升中国数字经济治理领域的竞争

力和规则制定能力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了中国在数

字丝绸之路发展方面的前瞻性思维。湄公河国家是

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有

助于中国同湄公河国家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

与湄公河国家在诸多领域存在合作的潜力。‚一带

一路‛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加强联系的重要载体，

数字经济在工业 4.0 时代能够大幅推动澜湄流域经

济发展带的建设与升级。澜湄数字丝绸之路合作的

直接目标是提升流域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澜

湄国家的数字经济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存在巨

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相对于湄公河国家在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因此，澜湄数字丝绸

之路合作的重点就是消弭双方的数字鸿沟，通过数

字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国可以帮助湄公河国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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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发展潜能。 

一、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进展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共同建立

的地区合作机制，迄今为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最为

成功的合作范例。数字丝绸之路能够促进彼此间经

贸合作与互联互通的发展，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近年

来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方面进展显著，战略规划不

断深入，澜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等

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效。 

（一）数字战略合作规划不断深入 

澜湄国家在多个国家场合共同倡导建设数字

丝绸之路，促进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2017 年 12

月 3 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与老挝、

泰国等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倡议》，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

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

运共同体[5]。李克强 2018 年 1 月在澜湄合作第二次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澜湄合作要与时俱进，在巩固

‚3+5 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拓展数字经济、环保、

卫生、海关、青年等领域合作，逐步形成‚3+5+X

合作框架‛[6]。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

言中多次提到了要促进和加强数字经济合作。中国

还在多种场合提出‚愿与湄公河国家分享新技术应

用、跨境电商等方面经验，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并得到了积极反馈[7]。湄公河国家近年来制定

了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些发展规划都能够与数字

丝绸之路进行对接。老挝 2015 年提出了 2016—2025

年信息通信技术战略发展计划及 2030 年前发展愿

景，将邮政和电信服务融入现代工业，使其成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重要手段，使老

挝成为连接地区和全球的枢纽，提升全民数字建设

的参与度。泰国 2016 年提出了泰国 4.0 战略，要建

设普惠型数字基础设施，培养数字领域人才，促进

泰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模式发展。缅甸 2019

年制定了缅甸数字经济路线图（2018—2025），要

推进数字转型、数字政府、数字贸易和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

越南 2020 年提出了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 2020，计

划到 2030 年，分两阶段发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

和数字社会，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企业。柬

埔寨也正在制定柬埔寨数字经济政策框架，要建设

基础设施并开发电子支付系统和物流网络，发展数

字生态系统[8]83。澜湄数字丝绸之路需要地区战略规

划，地区各国对于合作框架已经进行了规划设计。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泰国 4.0 国家

战略发展，泰国科技部、数字经济与社会部与中国

华为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 日共同发布了《泰国行

业数字化转型洞察：老龄化社会、农业、旅游业的

数字化路线图》白皮书。该白皮书与中泰两国的经

济发展战略高度吻合。中国在数字经济和技术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泰国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和

发展数字经济中应对各类挑战[9]。湄公河国家的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高

度的可对接度，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的保

障与推动作用。 

（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物

质载体和基础。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跨境光缆、5G

通信设施建设是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设计的

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海底光缆系统于 2015 年

开始建设，中国还推动建设了涵盖澜湄国家的大湄

公河次区域信息高速公路[10]67。湄公河国家也纷纷与

中国公司合作提供数字基础设施。2019 年 4 月 28

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华为技术（柬埔寨）有限公司

与柬埔寨电信签署了 5G 合作谅解备忘录。柬埔寨

的主要电信运营商 Metfone、Smart Axiata 等公司都

与中国华为公司合作，在 5G 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

加强合作。2019 年 5 月，中兴通讯与缅甸 Ooredoo

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就 5G 网络发展进

行合作。缅越合资的缅甸 Mytel 电信公司 2019 年 8

月对 5G 设备进行首次测试，电信设备来自华为公

司。老挝的电信运营商也非常愿意与中国华为公司

合作并使用其设备[11]72。2020 年 7 月，泰国 True 集

团与中兴通讯签署合同，采用中兴通讯 5G 全系列

产品和服务，在泰国建设 5G 商用网络。2021 年 5

月，泰国移动运营商 Advanced Info Service 联合素罗

娜丽科技大学和中兴通讯，共同举行了泰国首个 5G

智能示范工厂的发布活动。AIS 是泰国第一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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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泰国电信市场占有率约 47%，是泰国首家提

供 5G 商用服务的运营商。中兴通讯 2015 年与 AIS

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其网络设备供应商。中国在数

字基础设施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澜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是在中国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优势的基

础上，澜湄国家共同合作，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发

展，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证。 

（三）澜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趋势良好 

跨境电子商务是澜湄合作中的一个重点。电子

商务降低了商品的销售成本，作为新业态为澜湄数

字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合作渠道。电商物流、移动

支付等领域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2018 年 9 月，

京东在泰国的线上零售平台京东中央（JD CEN-

TRAL）正式上线运营，这对于中泰跨境电商贸易非

常有利。泰国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京东平台进入中国

市场，并获得京东在跨境电子商务、消费者情况分

析、数字支付和物流方面的专业支持。另一方面，

通过与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数字经济推广局、泰

国邮政公司等合作，京东将为当地提供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及供应链管理的解决方案，并提供在仓储

自动化、机器人领域的技术支持，以改善当地的

生产和物流效率。截至 2020 年，京东中央平台已拥

有 4 800 万电子商务用户，但这一平台的用户数量还

有很大提升空间[12]。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作，

支付宝也已经在泰国建立了当地的支付系统[13]。湄公

河多数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滞后，但湄公

河国家的人口数量较大，消费市场庞大，是澜湄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成

长期。 

电子商务对于数字丝绸之路及互联互通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澜湄国家对于跨境电子商务合

作也加大了投入。2018 年 3 月，泰国政府投资约

100 亿泰铢设立了首个数字创新园，为中国数字经

济企业入驻提供良好环境。阿里巴巴将在泰国东部

经济走廊建设智能数字物流中心，利用高新技术处

理物流数据，提高中泰两国间的物流效率，并将泰

国打造成为物流基地，通过泰国的交通网络为柬埔

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提供物流服务[14]。澜湄地区

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存在良好的互补条件，澜湄国

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互联互

通的发展。 

二、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合作动力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近年来在数字经济合作领

域取得了进步，各方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方面具有

较强的合作动力。新冠疫情客观上要求数字经济发

展，地区主要合作机制包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积

极因素、各方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等内容都促

进了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 

（一）新冠疫情客观上要求数字经济发展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

尽管部分湄公河国家仍然面临着变异病毒的困扰，

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已然提到了议事日程。习

近平主席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

话中，提出要坚持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加大

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

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

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15]。数

字丝绸之路通过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有助于在

疫情期间减少人员接触，通过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线

上经贸往来，在降低疫情感染风险的情况下积极拉

动经济回暖。 

东南亚地区约 36%的数字经济消费者是因新

冠疫情而参与数字经济的。湄公河流域经济相对发

达的泰国和越南在疫情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很突

出。2019 年泰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160 亿美元，2020

年达到了 180 亿美元，2025 年预计将达到 530 亿美

元；2019 年越南数字经济规模为 120 亿美元，2020

年达到了 140 亿美元，2025 年预计将达到 520 亿美

元。泰国和越南在湄公河国家中的数字经济发展将

引领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新冠疫情发生后，泰国

和越南新参与到数字经济的人员分别有 43%和 26%

是来自非城镇地区。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很

大潜力。在疫情期间的封闭社交时期，泰国网民和

越南网民人均使用互联网时间分别为每天 4.6 小

时、4.2 小时，解除封闭后，这一数字在两国也分

别达到了 4.3 小时、3.5 小时[16]。疫情客观上对湄公

河地区数字经济与互联互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

用，这也支撑了后疫情时代各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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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湄公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为澜湄数

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在新冠疫情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根本控制

的情况下，澜湄数字丝绸之路融入了健康丝绸之路

的发展要义。健康丝绸之路包含人道主义、共享安

全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在当前抗击疫

情的过程中，澜湄 6 国通过合作，相互提供了大量

医疗物资，中国还为湄公河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

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互为照应，澜湄国家

通过数字合作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澜湄健康丝

绸之路、合作抗击疫情提供高度的便利性。而健康

丝绸之路的建设也为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稳

定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二）地区主要合作机制包含积极因素 

澜湄地区存在多重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合作与澜湄合作都是次区域国家参与的制度

安排，作为覆盖范围广泛且促进一体化成效显著的

地区合作机制，近年来都对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丝

绸之路建设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

合作机制成立较早并具备一定影响力。李克强

2021 年 9 月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 7 次领

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提议，推进互联互通，实现

协同发展，加强 5G、陆地光缆等信息基础设施联

通合作[17]。2020 年 11 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第 24 届部长级会议（视频会）召开，中国财政部

部长也表达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诉求。中国政

府支持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澜湄地区的数

字丝绸之路发展。澜湄国家地方政府在该合作机

制内也加强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2019 年 6 月 10

日，2019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省长论坛在

昆明举行。澜湄 6 国 23 位省市长、代表团和亚洲

开发银行的专家，围绕‚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产

业合作为抓手、全面提升数字经济水平，携手打

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

中方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水平，促进地区产能

合作，共同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提高数字基础设

施水平和创新能力，在多语种自动翻译系统、办

公软件、云计算操作系统、大数据平台、智慧零

售、物流仓储、跨境电商、数据中心、网上支付、

数字信息化政务服务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中国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内多层次推动了

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澜湄合作是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同倡导的地

区合作机制，中国作为主要倡导国，顺应时代发展，

注重在合作机制内推动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

2021 年 9 月，中国在南宁举办了‚澜湄国家产能合

作能力建设——数字电商合作培训班‛。培训班包

括澜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和政策分享、行业分

析与合规解读、案例分享和项目路演、数字信息平

台建设经验分享和项目专场对接四部分。澜湄国家

的数字能力培训班对于推动区域数字化转型升级，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国家产能合作提供了

知识合作的平台。在新时期，澜湄合作重点包含了

公共卫生、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内容。澜湄

合作在融汇多重利益的同时追求各利益相关方的

最优分配。澜湄合作‚3+5+X‛合作框架为流域国

家拓展数字经济的合作领域预留了对接空间。信息

通信、电子商务、大数据治理、远程医疗等多层次

治理都是各国共同可以拓展的数字经济合作范畴。 

（三）澜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 

中国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为澜湄数字丝绸之

路提供了基础保障。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处于高

位运行，拉动了经济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出

版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尽管遭遇

了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仍然表现突出，规

模由 2005 年的 2.6 万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9.2 万

亿元，同期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由 2005 年的

14.2%提升到 2020 年的 38.6%。2020 年中国数字经

济规模达到 53 565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在后疫

情时代，从维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湄公河国家

是中国拓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合作方。中国高速发展

的数字经济动能为湄公河国家提升数字经济发展、

搭上时代经济发展的快车提供了良好的合作机遇。 

湄公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足，在数字基础

设施方面已具备一定水平。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2018

年发布的《衡量信息社会报告》，湄公河国家中只

有老挝和柬埔寨的 3G 移动网络覆盖率低于 87.9%

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 78%和 83.9%。泰国、越

南和缅甸的这一比率分别为 98%、95%和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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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移动互联网接入率是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合

作的基础保障之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 年）》显示，2019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速达到 15.6%，泰国和越南的

增速超过 10%。泰国和越南作为湄公河国家中经济

水平相对较好的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也为澜

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基础，然而两国的数

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仍然不足 20%，湄公河国家

仍然具有后发增长的优势[18]。 

另外，从澜湄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观察，

地区国家的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也反映出数字基

础设施、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的发展。如表 1 所示，

部分湄公河国家仍有提升电子政务水平的空间。电

子政务通过为公众提供商业审批和准入、公共和社

会服务，深度影响着数字经济和数字丝绸之路的发

展。 

表 1  2020 年澜湄国家电子政务发展一览 

国家 
电子政务 
发展指数 

世界排名 
电子政务 
发展水平 

中国 0.7948 45 非常高 

柬埔寨 0.5113 124 高 

老挝 0.3288 167 中 

缅甸 0.4316 146 中 

泰国 0.7565 57 非常高 

越南 0.6667 86 高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0 联合国电子政务

调查报告[EB/OL]. [2021-09-25].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 un. 

org/egovkb/Portals/egovkb/Documents/un/2020-Survey/2020% 

20UN%20E-Government%20Survey%20（Chinese%20Edition）.pdf. 
 

三、澜湄数字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 

澜湄国家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具有一定的基础

和优势，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澜湄数字丝绸之路仍

然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湄公河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不均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中国与湄公

河国家在数字经济的对接水平需要提升；域外大国

介入澜湄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等因素对澜湄数字丝

绸之路的建设存在负面影响。 

（一）湄公河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

鸿沟仍需弥补 

表 2 显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 141 个经

济体的综合测评，中国、泰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靠

前，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排名则较为靠后。泰国

和越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湄公河国家居于前列，但

其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参与水平仍需要提升。在人

力资源技能方面，湄公河国家的整体情况较为落

后，基本处于排名的后半段。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对数字化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数字丝绸之路建设需

要掌握高新数字技术的劳动者，软件技术、大数据

治理、电子商务等诸多领域对于劳动者掌握信息化

的程度都提出了较高要求。湄公河国家由于经济基

础总体较为薄弱，劳动者受到的数字化教育程度存

在城乡、国别之间较大的差距，因此，各国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中国和部分湄公河国家的竞争力比较 

国家 全球竞争力指数 4.0 排名 人力资源技能排名 

中国 28 64 

泰国 40 73 

越南 67 93 

柬埔寨 106 120 

老挝 113 104 
 

资料来源：SCHWAB KLAUS. The Global Competi-

tiveness Report 2019[EB/OL]. [2021-09-25]. http：//reports. 

weforum.org/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 
  

表 3  中国和湄公河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比较 

国家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世界排名 

中国 0.718 2 

泰国 0.411 16 

越南 0.367 67 

老挝 0.251 107 

柬埔寨 0.247 113 

缅甸 0.211 123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KPMG. 迎接全球数字经济新浪

潮——2018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EB/OL].（2018-09-18）

[2021-09-16]. http：//www.aliresearch.com/ ch/information/ 

informationdetails?articleCode=21560&type= %E6%8A%A5%E5

%91%8A. 

表 3 显示，中国、泰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越南的水平一般，而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数

字经济水平则处于世界落后水平。由于信息和通信

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各国在这些领域掌握的程度不

同，造成了国家间产生了数字鸿沟。湄公河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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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的均衡化发展、消弭数字经济鸿沟对于澜湄

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至关重要。 

（二）澜湄国家在数字化合作对接方面仍需

加强 

数据本地化的各种规定、缺乏数字技能、不同

的税收体制、数据隐私法律等都是阻碍数字经济发

展的障碍。数据本地化和限制网络内容在湄公河国

家也存在，阻碍了数字平台和数字服务提供商。这

些政策经常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量，要求数据存储

在本地的数据使用国，并限制某些类型的网络内

容。即便这类政策对国家安全有一定作用，也会对

数字商业环境存在负面影响，企业从数字经济发展

中获益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对于小公司而言，市场

准入的成本也就非常高[19]。例如，越南要求在进入

越南的境外电子商务公司必须注册使用本地代理，

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或定位越南为主要市场的电子

平台要在越南设立代表处[20]。近年来泰国支持数字

支付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金支付仍占据

交易主流。数字支付在泰国的发展仍然不均衡。

2019-2021 年，尽管接受数字支付的泰国商业机构

的数量迅速增加，但现金支付仍占泰国交易总额的

60%以上[21]。2021 年 2 月，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要

在一年之内建立国家互联网网关。这样做有利于柬

埔寨政府征收数字广告等方面的税收，并可以对境

外离岸技术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湄公河多国的数

字经济发展政策的侧重面不同，没有形成较为统一

的数字经济技术模式，这对于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

建设存在不利影响。 

相比之下，缅甸对于数字经济的支持政策则更

加实际。缅甸的移动支付业务得益于近年来 3G 和

4G 服务的广泛覆盖。在此基础上，缅甸政府和中央

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在线金融和数字支付，这样

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缅甸农村和贫困人口缺乏银行

服务的问题。2019 年初缅甸央行向多家外国银行颁

发了运营许可证，并向缅甸国内所有电信运营商颁

发了在线交易许可证。电子商务和数字技术公司充

分运用流行的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将其作为重要

的网上销售渠道[22]。缅甸政府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持

较为开放的态度，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便利

化的服务和平台。尽管总体上湄公河国家数字基础

设施水平仍有待发展，但缅甸促进数字经济便利化

的路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提升作用。 

（三）域外大国参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在 5G 数字通信技术、数字经济领域等方

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域外国家对于中国数字

技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给予了特别关注。因美中

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中国先进的数字技术使用愈

发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

设过程中，美国认为中国会实施‚技术威权主义‛，

即中国会将技术标准、治理模式、数字货币、数字

支付体系等扩散到湄公河国家。华为等中国公司通

过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在制定全球 5G 技术标准和

建设移动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有助于

推进中国的数字技术影响力。美国认为平衡中国的

数字技术标准和‚一带一路‛建设较为困难[23]。中

美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前沿技术竞争仍然激烈。根据

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的报告，截至 2019 年，

美国在 5G 领域追赶上了中国，中美在全球 5G 技术

领域排名并列首位[24]。即便湄公河国家表态会按照

自身的安全标准选择 5G 合作方，但伴随美国压力

的持续加大，湄公河各国的立场值得继续关注[25]22。 

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采取的联盟战略影响澜

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近年来，美国海外私人投资

公司、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澳大利亚政府共同建立

了三边合作伙伴关系，以推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

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发展数字经济等[26]。美国与

日本、东盟、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达成双边

或三边基础设施合作框架，联合日本共推高质量

基础设施投资标准，把透明度、市场化融资、开

放型基础设施及债务可持续作为高质量投资的基

本原则 [27]31。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都十分重视数字

经济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日欧近年来也对印太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数字科技、能源等领域

加强合作。湄公河国家地处印太地区重要的地缘位

置，域外大国十分重视，以双边或多边的形式介入

到数字经济治理当中，而且美日等国与湄公河国家

建立了多种制度联系，意图以多种制度安排造成

‚制度拥堵‛，产生制度复杂性的不良效果，推行

西方国家自身的数字治理标准，从而干扰澜湄数字

丝绸之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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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 

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理念为指导思想，澜湄各国

人民应当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从‚共商、共治‛的角度，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战略与国别发展的结合，注重多层数字治理合作，

以创新人才驱动为智力支持，并通过合作积极化解

域外国家竞争的影响，推动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高

质量发展。 

（一）推动数字丝绸之路与各国发展战略相

结合 

澜湄合作需要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在多方位互

联互通中的作用，数字丝绸之路要与国际陆海新通

道融合建设。在湄公河国家中，虽然各国在地缘方

面相邻，但是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中国在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

目标是要将澜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融入

数字化互联互通之中，但是也需要考虑到各国不同

的国情、法规和惯例。中国要在跨境电子商务、网

络安全、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知识产权、税收、电

子政务等方面加强双边‚一国一策‛式的谈判和对

接，具体政策领域的良好衔接对于澜湄合作中的数

字丝绸之路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网络安全对于数字

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相关法规能

够确保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合法性，电子政务水平

一定程度反映了国家数字化建设的能力。数字丝绸

之路需要澜湄国家在数字经济保障的技术层面尽

快达成共识，通过澜湄专项领域机制化的合作达到

数字化互联互通的效应。 

（二）注重多层合作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等领域，澜湄国

家都应当加强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国家通

过赋予多层级、多主体治理以合法性，可以吸引更

多行为主体与社会资源参与全球治理，缓解国家在

一些具体领域信息滞后、资源不足的压力，弥补国

家在那些不愿进入或国家能力发挥有限的领域治

理的缺失，不断促进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

与合作[28]28。中国地方政府在澜湄合作中应当着重加

强与湄公河国家地方政府的数字经济合作，借助地

缘优势，搭建更为有效、便利的数字交易和物流平

台，以发展湄公河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开展智慧

城市合作，在各国相关协议的指导下，促进数字丝

绸之路建设的便利化，积极拓展地方数字经济合

作，拓展国际陆海新通道建设。 

另外，在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对于网

络实时结算、物流等与数字经贸合作相关的产业，

中国可以适当拓展合作领域，协助湄公河国家完善

这些产业的进步。在民间领域，特别是企业层面，

中国应进一步鼓励京东、支付宝等优势企业走出国

门，中国的企业标准对于湄公河国家具有重要的参

考意义，但也应充分尊重当地国家对于数字标准的

需求，帮助湄公河国家建立符合其自身需求的相关

数字产业体系。 

（三）以创新人才驱动为智力支持 

创新人才对于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在数字

创新人才培养、数字经济和相关治理的知识体系构

建方面具有合作的需求[29]。青年人对于网络使用较

为熟悉，更加需要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方面得

到正规的教育和培训。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可以在澜

湄合作的框架内，加大学历和职业教育合作力度，

一方面依托当地教育机构开展数字经济方面的教

育合作，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国家可以拓展境外合作

办学力度，吸纳各国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参与教育培

训，提升当地居民的数字经济素养。另一方面应通

过网络形式，以当地国家的语言开展教育培训，增

强湄公河国家青年人的学习便利性。澜湄国家还可

以在数字经济相关的科研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中国

在相关科研领域具有一定优势，能够提供相关公共

产品，各国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可以通过搭建平台

开展学术交流与创新、成果共享，在数字通信、大

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相关数字经

济产品研发领域开展合作。澜湄合作能够在数字技

术和产品双方面显示出人才驱动的优势。 

（四）合理应对域外大国的影响 

合理应对域外大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也是建设澜湄数字丝绸之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面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 5G 技术的打压、以‚蓝

点网络‛干扰‚一带一路‛实施的情况下，中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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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干扰行为，必要时采取

经济方面的反制措施。另外，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较

为激烈的竞争关系，双方也需要通过合作推动全球

与区域治理。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作为化解域外国

家参与湄公河地区数字经济竞争的积极方式。中国

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地方政

府拓展可能的合作，双方相关层面在湄公河地区数

字经济治理的合作对于提升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

发展、消除恶性竞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全球

和区域治理层面来看，澜湄合作机制还应与联合

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共同制

定地区数字互联互通的相关技术标准，并运用好国

际发展合作方式，积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 

结语 

‚一带一路‛为澜湄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发展平

台，澜湄国家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是以数字化互

联互通的方式顺应时代发展路径。澜湄数字丝绸之

路建设同样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澜湄

国家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方面存在重要的基

础，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进展。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澜湄各国合作抗击疫情，将数字经济合作与健康丝

绸之路融合发展，在合作抗疫中加大了地区数字经

济合作，为澜湄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中国同湄公河国家应积极面对合作中的挑战，

以澜湄合作机制为平台，在推动发展战略对接、多

层合作、人才发展、应对域外大国影响等方面积极

探索，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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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ncang-Mekong Digital Silk Road：Motivation and Prospects 

XING Wei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The Lancang-Mekong digital silk road，as the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s the important path for China 

and Mekong countries to promote digital connectivity. In recent year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cang-Mekong digital silk road has 

made positive progresses. For instance，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planning of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countries has been dee-

pened；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and the Lancang-Meko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developed well. The cooperation motivation of the Lancang-Mekong digital silk road includes，the COVID-19 objectively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the main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contain positive factors；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

cang-Mekong digital economy is complementary. Moreover，there are also some challenging factors.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Mekong 

countries still needs to be bridged；the Lancang-Mekong countrie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of digital cooperation；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foreign powers has also brought negative effects. Finally，China and the Mekong countries should actively face the chal-

lenges；and they should take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the platform，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c 

docking，multi-level cooperation，talent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ping with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powers，so a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and the practi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digital silk road，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digital economy，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