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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 

 

WTO美国对加拿大针叶材采取反倾销措施争端解决研究

（DSU第 21.5条） 

徐家庆 

摘要  本文以加拿大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加拿大针叶材的调查－加拿

大诉诸《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案（WT/DS277/AB/RW）专家小

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为基础，对该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修改《反倾销协定》完善国内法

减少反倾销争端的建议。 

关键词  美国  加拿大  《反倾销协定》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1 

 

一、概述 

（一）争端时间顺序 

加拿大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加拿大针叶材的调查－加拿大诉诸《关于

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案专家小组报告的某些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提

出了上诉。1这个专家小组是为了审查加拿大就美国为遵守争端解决机构在美国－针叶

材 VI案诉讼中提出的建议和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与《关于实施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6条的协定》(《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提出的申诉而

组建的。2 

原始争端涉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 2002年 5月 16日作出的裁定，即美国针叶材

产业因原产于加拿大的倾销和受到补贴的进口针叶材而受到实质损害威胁。3实质损害

 
1 WT/DS277/RW，2005 年 11 月 15 日，该专家小组报告被上诉机构报告(WT/DS277/AB/RW)推翻。 
2 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来自争端解决机构 2004 年 4 月 26 日通过的美国－针叶材 VI 案原始专家小

组报告(WT/DS277/R)。关于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的具体内容，也可参考《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争端案例

2004》，李昌奎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 月第 1 版。 
3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原产于加拿大的针叶材，调查编号 701－TA－414 和 731－TA－928(终局)，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第 3509 号出版物(2002 年 5 月)(加拿大向专家小组提交的加拿大第 2 号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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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原始裁定和美国商务部作出的倾销和补贴单独裁定，是随后在该月对加拿大进口

产品实施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依据。4 

在美国－针叶材 VI案中，加拿大向专家小组(原始专家小组)指控说，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的调查和实质损害威胁裁定的几个方面不符合《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尤其是《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和第 3.7 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15.5条和第 15.7条。5 

原始专家小组作出裁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7

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因为进口可能的迫在眉睫的实质增加裁定，

不是一个无偏见的和客观的调查机关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裁定中考虑的因素和

推理能够得出的结论；并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因为因果关系分析是以其本身不符合《反倾

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的裁定为依据的。6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没有被上诉，争端解决机构于 2004年 4月 26日通过了该报告。

72004年 10月 1日，加拿大和美国联合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它们一致同意实施争端解决

机构的建议和裁定的合理期限是 9个月，到 2005年 1月 26日结束。8 

2004年 11月 2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第 129节9发

布了一个新的损害裁定10(第 129 节裁定)。作为新程序的一部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重开原始调查记录，从公开数据来源和向美国与加拿大生产商发放的问卷收集额外信息，

举行公开听证会，并给予利害关系方提交书面评议的机会。11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

美国产业因原产于加拿大的、被裁定受到补贴12和在美国倾销的进口针叶材而受到实质

损害威胁。 

 
4 经修改的低于公平价值销售的最终裁定和反倾销税令通知：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针叶材，美国《联邦纪

事》，第 67 卷，第 99 号(2002 年 5 月 22 日)，第 36608－36609 页；经修改的最终肯定反补贴税裁定和反

补贴税令通知：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针叶材产品，美国《联邦纪事》，第 67 卷，第 99 号(2002 年 5 月 22

日)，第 36070－36077 页。 
5 专家小组报告，第 2.4 段。 
6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8.1－8.2 段。 
7 WT/DS277/5。 
8 WT/DS277/7。 
9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针叶材的意见，调查编号 701－TA－414 和 731－TA－

928(2004 年 11 月 24 日)(加拿大向专家小组提交的加拿大第 1 号证据) 
10 Public Law No. 103-465, § 129, 108 Stat. 4836, 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9, Section 3538 (2000)(加拿大向专

家小组提交的加拿大第 5 号证据)。 
11 专家小组报告，第 2.9 段。 
12 第 129 节裁定，第 2 页。 



WTO 美国对加拿大针叶材采取反倾销措施争端解决研究（DSU 第 21.5 条） 

3 

2005年 1月 25日，美国通知争端解决机构，美国已经修改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针

叶材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以反映新的损害裁定；并且，已经执行了源自原始专

家小组报告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13 

加拿大认为，美国没有使其措施与其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承担的义务一致。因此，加拿大要求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将执行事项提交专家小组。142005 年 2 月 25 日，争端解决机构将该事项提交原始专

家小组。15在第 21.5条专家小组诉讼中，加拿大主张，在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没有执

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继续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和第 3.7 条与《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 

2005年 11月 15日，专家小组报告散发给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该报告裁定：“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节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并非不符合指控的以下条款：《反倾销

协定》第 3.5条；《反倾销协定》第 3.7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16 

专家小组认为：“美国已经执行了原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作出的美国使其措施符

合其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承担的义务的决定”。17 

专家小组确定：“已经裁定美国没有违反其根据指控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承担的义

务，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9.1条提出建议，

我们也没有提出建议”。18 

2006年 1月 13日，加拿大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它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

的谅解》第 16.4条，对专家小组报告涉及的某些法律问题和专家小组作出的法律解释提

出上诉，并根据上诉审议工作程序第 20条规则提交了上诉通知。2006年 1月 20日，加

拿大提交了上诉人陈述。2006年 2月 7日，美国提交了被上诉人陈述。同日，欧洲共同

体提交了第三方参加人陈述，中国通知上诉机构秘书处，它要参加口头听证会并作口头

陈述。 

2006年 1月 18日，上诉机构秘书处收到了美国的一封信，要求更改本上诉口头听

证会预定的日期——2006年 2月 23日，因为长期确定的预先承诺，美国的顾问在该日

 
13 WT/DSB/M/182，第 26 段。 
14 WT/DS277/8。 
15 WT/DSB/M/184，第 4 段。 
16 专家小组报告，第 8.1 段。 
17 专家小组报告，第 8.2 段。 
18 专家小组报告，第 8.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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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出席听证会。加拿大或第三方都没有反对美国的要求。因为 2006年 1月 26日的

信，上诉庭通知当事人和第三方，它决定将口头听证会日期更改为 2006年 2月 24日。 

本案有关程序 

简称 美国－针叶材 VI 案 

案件编号 WT/DS277 

申诉方 加拿大 

被诉方 美国 

第三方 中国；欧洲共同体；日本；韩国 

收到磋商要求的时间 2002 年 12 月 20 日 

专家小组报告散发时间 2004 年 3 月 22 日 

第 21.5 条专家小组报告散发时间 2005 年 11 月 15 日 

第 21.5 条上诉机构报告散发时间 2006 年 4 月 13 日 

在 2006年 3月 8日的信中，加拿大要求上诉庭批准它更改其上诉人陈述中的某些

笔误，虽然该要求的最后期限已经截止。2006年 3月 9日，上诉庭要求美国和第三方参

加人对加拿大的请求进行书面评议。上诉庭没有收到反对意见。2006年 3月 17日，上

诉庭致函加拿大，批准了这个要求，因为加拿大已经在向专家小组提交的一份证据中列

出了正确的信息；已经在口头听证会上讨论了该信息；美国没有反对这个请求。 

本上诉的口头听证会于 2006年 2月 24日举行。参加方和第三方提交了口头论据，

并回答了上诉庭成员提出的问题。 

2006年 4月 13日，上诉机构报告公布。2006年 5月 9日，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了上

诉 机 构 报 告 (WT/DS277/AB/RW) 和 被 上 诉 机 构 报 告 推 翻 的 专 家 小 组 报 告

(WT/DS277/RW)。19 

（二）上诉中提出的问题 

在本上诉中提出了以下问题： 

(1)专家小组是否没有对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对事实的客观评估，因为它表达或

使用了不正确的标准对第 129节裁定进行评估，因而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

的谅解》第 11条； 

(2)如果裁定专家小组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i)在第

129 节裁定中作出的损害威胁裁决是否符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7 条和《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承担的义务；和/或(ii)在第 129节裁定中作出的因果关系

 
19 WT/DS277/19，2006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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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归因于裁决是否符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 15.5条承担的义务； 

(3)如果裁定专家小组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条，专家小

组作出的以下裁定是否是错误的：(i)在第 129节裁定中作出的损害威胁裁决符合美国根

据《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承担的义务；和/或(ii)

在第 129 节裁定中作出的因果关系和非归因于裁决符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承担的义务； 

(4)专家小组是否没有履行其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2.7 条承

担的职责，因为它没有说明相关规则的适用性，并提供其裁定的基本理由。 

（三）背景和程序历史 

在原始美国－针叶材 VI诉讼中，加拿大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 2002 年 5 月 16

日作出的美国针叶材产业因原产于加拿大的倾销和受到补贴的进口针叶材而受到实质

损害威胁的裁定(原始裁定)，提出了质疑。20加拿大称，这个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

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21 

在美国－针叶材 VI案中，专家小组(原始专家小组)裁定，原始裁定不符合《反倾销

协定》第 3.7 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 条，因为“进口可能的迫在眉睫的

实质增加裁定，不是一个无偏见的和客观的调查机关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裁定中

考虑的因素和推理能够得出的结论”。22所以，原始专家小组还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的因果关系分析(该分析依赖进口迫在眉睫的实质增加的可能性裁定)，不符合《反倾

销协定》第 3.5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23虽然这个裁定足以就加拿

大关于因果关系的主张作出裁定，但原始专家小组还是继续审查了加拿大的指控，即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其因果关系分析中没有遵守关于非归因于的适用义务。24原始专家

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这部分分析表示“高度关注”25，说它“要确定美国国际贸易

 
20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原产于加拿大的针叶材，调查编号 701―TA―414 和 731―TA―928(终

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第 3509 号出版物(2002 年 5 月)(加拿大向专家小组提交的加拿大第 2 号证据)。 
21 专家小组报告，第 2.4 段。 
22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8.1(a)段。 
23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2 段。 
24 原始专家小组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原始专家小组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损害威胁的原始决定的裁

定被上诉或推翻的情况下，协助上诉机构完成分析。(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2 段) 
25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2 段。原始专家小组指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本”没有提及来自第三

国的进口，尽管来自这些国家进口的数量增加，并且有在调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事实。(第 7.134 段)原

始专家小组还批评了没有“对预计的进口增加和预计的美国对针叶材强有力和增长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

讨论”。(第 7.134 段)它进一步将美国没有讨论国内针叶材生产的可能未来影响视为“显著错误”。(第

7.135 段)原始专家小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缺少证据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影响未来

针叶材价格的美国过度供应”，以及没有将该结论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不久的将来实质损害原因的

分析”联系起来。(第 7.13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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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规

定的‘这些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害不应归因于’受调查进口产品的义务”。26 

在争端解决机构于 2004 年 4 月 26 日通过原始专家小组报告后，美国贸易代表于

2004年 7月 27日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第 129节，签发

一个新的损害裁定，即“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原始肯定实质

损害威胁裁定的措施并非不符合原始专家小组的裁定”。在根据这个要求进行的程序中，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重开原始调查记录，从公开数据来源和向美国与加拿大生产商发

放的问卷收集额外信息，举行公开听证会，并给予利害关系方提交书面评议的机会”。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寻求处理“只与原始专家小组裁定有关的问题……没有处理在原始专

家小组诉讼中没有被争议的问题，或原始专家小组裁定并非不符合美国根据世界贸易组

织协定承担的义务的问题”。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它认为，原始专家小组关于不一致

的裁定是以在原始裁定中的“不充分解释”为依据的，因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

它“要对其决定提供更多的解释和理由”。 

2004 年 11 月 24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裁定中公布了它的意见。以

原始调查的记录、原始专家小组报告、在第 129节诉讼中收集的额外信息和在诉讼过程

中收到的评议为依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美国产业因被裁定受到补贴和在美国

倾销的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针叶材而受到了实质损害威胁。27 

专家小组以如下方式总结了第 129节裁定的基本要素。 

(a) 关于加拿大针叶材的未来进口，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 

……美国以基于显著标准水平的进口显著增加率为依据，并考虑在没有进

口限制的期间进口增加，确定存在进口实质增加的可能性，确定倾销和补贴进

口在迫近的将来会增加。审查了目前的进口趋势、《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

定》的限制影响、加拿大的过度生产能力和预计的产量增加、设备利用率和产

品以及需求预计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进口在迫近的将来会超过历史

水平显著增加。28 

(b) 关于价格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6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7 段。 
27 专家小组报告，第 2.8 段。又见第 129 节裁定，第 6 页。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位委员持不同意见，认

定生产针叶材的国内产业并没有受到实质损害威胁。(专家小组报告，第 7.10 段的第 54 个脚注。又见第

129 节裁定，第 89－101 页) 
28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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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进入美国的进口价格可能会对国内价格有严重的压制或抑制影

响，可能会增加对进一步进口的需求，进口在迫近的将来会对美国针叶材产业

造成不利影响。29 

(c) 在其对可能造成损害威胁的其他因素的分析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确定国内产业的过度供给、第三国进口、相对于需求的进口、北美针

叶材产业的整合、替代品和国内生产限制，不是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

他因素，并确定没有依据审查它们是否造成了损害。30(脚注略) 

专家小组裁定，第 129节裁定并非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

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31因此，“美国已经执行了原始专家小组

和争端解决机构要求美国使其措施符合其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承担的义务的决定”。32 

如同在专家小组诉讼中一样，美国向上诉机构主张，在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处理了原始专家小组提出的所有问题33，并正确得出了为记录证据所支持的

裁定，即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在迫近的将来以实质水平增加。34美国说，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评估了受调查进口数量的重要性和进口的增加，包括考虑了《美国——加拿大针叶

 
29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0 段。 
30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0 段。 
31 专家小组报告，第 8.1 段。 
32 专家小组报告，第 8.2 段。 

33 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作出其进口实质增加裁定时依赖的六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原始专家小组确

定存在问题。 

(i)关于调查期间加拿大针叶材进口数量的增加，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依赖该

期间的显著增加率。(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90 段) 

(ii)关于加拿大生产商所谓的过度的生产能力、预计的产量增加、设备利用率和生产，原始专家小组裁

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掌握的证据并不支持产量实质增加(第 7.90 段)或过度的生产能力显示出口实质增

加可能性的结论。(第 7.91 段) 

(iii)关于指控的加拿大生产商的“出口导向”——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赖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历史

模式，原始专家小组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并没有涉及预计的对美国出口增加(这符合历史模式)如

何支持进口将实质增加的裁定。(第 7.92 段) 

(iv)关于《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到期的影响，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讨

论该协定到期为什么会导致出口在《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期间增加时，出口会急剧实质增加。(第

7.93 段) 

(v)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贸易限制无效期间进口趋势的处理，原始专家小组指出，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没有分析实施《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之前的期间和该协定到期后期间的市场条件，以支持

其进口会实质增加的结论。(第 7.94 段) 

(vi)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强有力和改善的需求预测”并不支持进口将实质增

加的裁决，在不存在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将超过需求增加的结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 7.95 段) 
34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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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协定》35的显著限制影响和该协定到期对针叶材市场的影响。另外，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分析了生产能力，并裁定加拿大生产商有过剩的生产能力，并计划实质增加 2002年

和 2003年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以实质增加对美国的出口。36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分析了

调查期间之前和调查期间的进口趋势，尤其是在主要的市场条件下进行了分析。37在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进一步指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没有确凿依据确定美国需求

的增加将超过受调查进口的可能实质增加。38 

关于价格影响，美国指出，调查期间受调查进口产品大幅度降低价格，进口数量显

著增加，对国内产品的价格造成了不利影响。39此外，美国指出，在《美国——加拿大

针叶材协定》到期后和受调查的期间末期，来自加拿大的倾销/受补贴进口产品显著增加，

该进口以调查期间的最低价格水平进入美国。40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国内产业业

绩的下降，使其易于受到将来的损害；尽管 2002年第一季度产业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但事实仍然如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一个季度的数据并不必然能够准确反映产

业状况，产业状况的改善是因为价格临时增加，而这种提价不能够持续下去。41 

关于因果关系，美国解释说，原始专家小组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对可能对

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进行充分的处理，原始专家小组报告对此表示关注。42美

国认为，在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其因果关系讨论合并到其对威胁因

素的分析中及其对受调查进口的可能数量和可能价格影响的分析中，证实了受调查进口

的可能持续增加和可能的价格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在迫近的将来对已经非常脆弱

的国内产业的后续威胁。43美国提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就被指控对国内产业44造

成损害的其他六个因素进行了合理和详细分析，并裁定没有证据证实这些因素是“已知

的其他因素”。45 

二、审查标准 

(一) 适用的审查标准 

 
35 加拿大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针叶材协定，1996 年 5 月 29 日，Can.T.S.1996，第 16 号(1996

年 5 月 29 日生效)。(加拿大向专家小组提交的加拿大第 16 号证据) 根据《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

(2001 年 3 月 31 日到期)，美国不根据其贸易救济法对加拿大产针叶材进口采取措施，加拿大同意对向美

国的针叶材出口采取出口许可措施，并对超过规定的数量标准的出口数量收费。 
36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4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31－40 页)。 
37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27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20－31 页)。 
38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2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75－80 页)。 
39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8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46 页和第 53－54 页)。 
40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9 段。 
41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30 和 40 段。 
42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41 段(援引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4－7.136 段)。 
43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42 段。 
44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43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61 段)。 
45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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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诉中，加拿大主张，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专家小组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规

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条：(1)没有对适用协定相关规则的适用性和第 129节裁定与这

些规则的一致性作出客观评估；46(2)没有对事实作出客观评估；47(3)没有考虑和使用原

始专家小组报告中已通过的裁定。48加拿大认为，证实美国没有遵守《关于争端解决规

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的几个裁定，也是加拿大提出的单独主张——专家小组错误

地解释和使用了《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相关实体规则49和/或专

家小组没有按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2.7 条的规则，说明其裁定的

“基本理由”——的主题。50 

加拿大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提出的不同主张的核心，

是指控它对第129节裁定表达和使用了错误的审查标准。在审查加拿大论据的细节之前，

上诉机构首先强调了所涉措施的两个特征。第一，上诉机构指出，在《关于争端解决规

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诉讼中，上诉机构必须审查专家小组对第 129 节裁定的评

估，因为这是为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上诉机构认识到

导致本上诉的“事件的连续统一性”，包括第 129 节裁定和原始裁定之间的紧密关系。51

第二，跟原始裁定一样，第 129节裁定是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依据。 

关于根据两个协定对单一损害裁定提出质疑的审查标准，上诉机构忆及，专家小组

要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规定的通用审查标准，评估受质疑

的措施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52然而，没有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17.6

条明确规定的审查标准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条对《反倾销协定》

下受质疑的措施进行审查。53虽然加拿大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对第 129节裁定提出了质疑，但加拿大的上诉集中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

 
46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61 段。 
47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62 段。 
48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63 段。 
49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05－245 段。 
50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96－204 段。 
51 第 129 节裁定旨在修改被原始专家小组在原始裁定中裁定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行为。此外，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裁定中掌握的记录包括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原始调查的全部记录以及某

些附加证据，在第 129 节裁定中包含的分析明确包含在原始裁定中。在相似的情况下，上诉机构指出：

“在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的程序中，专家小组进行了原始专家小组情况下

的工作，并充分注意到了原始专家小组提供的理由。原始裁定和原始专家小组程序，以及二次裁定和根据

第 21.5 条的专家小组程序，形成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上诉机构报告，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 条－美国)，第 121 段) 见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外销公司法》(第 21.5 条－欧洲共同体 II)，第 87

段。 
52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铅和铋 II，第 51 段。 
53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5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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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第 11条的审查标准。54美国认为，加拿大的上诉故意低估了《反倾销协定》第 17.6

条的重要性，但在上诉中，美国没有要求上诉机构单独考虑这个问题。55美国还指出，

原始专家小组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援引了美国－热轧钢案上诉机构报告56和《关

于根据<关于实施 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第五部分解决争端的宣言》57后，确定“没有必要或不适合根据两个协定对原始裁定进行

单独分析”。58 

上诉机构认为，在本上诉中，对于是否存在要求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定》规定的审查标准对单一损害裁定进行单独考虑的情形这个问题，并不需

要作出答复。上诉机构认为，本案并非如此，当事人也都没有要求上诉机构进行单独考

虑。59上诉机构还指出，是否要求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取决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

序的谅解》第 11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7.6条，也取决于本争端涉及的《反

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实体规则。正如上诉机构以前曾经指出并在

下文进行详细讨论的，这是因为，必须根据案件所涉相关协定规定的具体义务理解专家

小组适用的审查标准。60 

在专家小组对调查机关作出的裁定进行的审查的情况下，上诉机构从审查《关于争

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规定的要求开始分析。因为加拿大的上诉只要集中

在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如何处理需求它审理的证据的审查上，上诉机构首先

 
54 上诉机构指出，在其上诉人陈述第 60 段的第 60 个脚注中，加拿大说：“因为加拿大的上诉没有提出

要求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17.6 条进行单独考虑的问题，这个陈述完全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

谅解》第 11 条”。 
55 美国对口头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56 在该报告中，上诉机构考虑了《反倾销协定》第 17.6(i)条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之间的关系，并说在这些条款之间不存在“冲突”。《反倾销协定》第 17.6(i)条和《关于争端解决规则

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要求专家小组‘评估’事实，并且，这……必然明确要求对相关事实进行积极

复审或审查”。上诉机构还说，虽然第 17.6(i)条“没有明确说专家小组有义务对‘客观的’事实进行评

估，……第 17.6(i)条应要求专家小组对‘事项的事实进行客观评估’”以外的任何事情，是难以想象

的”。(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55 段) 

上诉机构还将第 17.6(ii)条总结为“补充而不是取代《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尤

其如此”，指出该规则“简单的补充说，在如果其依赖对该协定的一种可容许解释，专家小组应裁定该措

施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62 段) 
57 该《宣言》如下： 

部长们： 

关于根据《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定》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五部

分的争端解决，认识到对来源于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的争端进行一致的争端解决方法。 
58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7 段。原始专家小组认识到，虽然可能存在第 17.6(ii)条运作和适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的相关解释规则能够导致根据《反倾销协定》与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得出不同结

论的情况，需要它审理的案件并没有涉及对《反倾销协定》的条文提出一个以上可容许解释的情形。(第

7.22 段) 
59 上诉机构指出，在本上诉听证会上的口头陈述中，欧洲共同体说，应对第 129 节裁定使用单一的审查

标准，但认为此类审查标准必须与根据协定的最苛刻的审查标准一致。欧洲共同体认为，这是美国选择对

两个不同的 WTO 协定涉及的两个单独贸易保护工具只作出一个损害裁定的必然结果。 
60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反倾销调查，第 184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羔羊，

第 1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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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在其对调查机关作出的裁定的事实部分进行审查时专家小组的职责。此前，上诉机

构在几个场合考虑过这些职责。61已经确定，专家小组不能够进行重新审查，也不能地

简单的代替国家主管机关作出结论。专家小组对这些结论的审查，必须是审慎的(critical)、

详尽的(searching)，必须以记录包含的信息和主管机关在其公开的报告中给出的解释为

依据。专家小组必须按照记录的证据，审查调查机关得出的结论是否合理、充分。什么

是“充分”，不可避免地要取决于案件的事实和情况以及提出的具体主张，但几个通用的

审查标准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专家小组的审查，应当检查主管机关的理由是否协调、内

部是否一致。对于给出的解释是否显示了调查机关如何处理记录的事实和证据，和调查

机关是否有确凿证据支持其作出的推理和得出的结论，专家小组必须进入深入审查。专

家小组必须审查提供的解释是否证实调查机关适当考虑了它掌握的数据的复杂性，和它

拒绝或不考虑对记录证据的替代解释和分析的原因。专家小组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

按照其他有说服力的替代解释，主管机关给出的解释可能是不合理的或不充分的；专家

小组必须注意它自己不接受事实最初关系的作用，不能够因简单地接受适格主管机关的

结论而处于被动状态。62 

专家小组如何审查裁定的一个关键方面，涉及主管机关作出的中间事实裁定的证据

基础及其整体结论的证据基础。在其美国－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反补贴税调查案上诉

机构报告中，当所有的结论是以主管机关对多个详细证据的总体性进行评估为依据时，

上诉机构考虑了专家小组如何对裁定的证据性依据进行评估。上诉机构指出，即使调查

机关从总体证据中得出了结论，专家小组“通过查阅每一个证据……审查支持调查机关

的结论的证据的充分性”，也是合适的或必要的。63除了审查调查机关如何处理单个证据

外，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必须适当注意主管机关采取的方法，审查全部证据如何支

持它得出的整体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有义务根据全部证据，

审查某些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能够证实对单条证据进行孤立审查不能够证实的推

论”。64 

 
61 见上诉机构报告，阿根廷－鞋类案(欧洲共同体)，第 119－121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棉线，第 74

－78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反倾销调查，第 183 段和第 186－188 段；上诉机

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55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羔羊，第 101 段和第 105－108 段；上诉机构报

告，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第 299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小麦面筋，第 160－161 段。 
62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羔羊，第 106 段。 
63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动态随机存储器反补贴税调查，第 145 段。 
64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动态随机存储器反补贴税调查，第 157 段。换句话说，“在孤立地看时，最初

有很少或没有证明价值的一条证据，在与具有同样性质的另一条证据结合起来时，形成产生说明或指示合

理推理的整体状况的一部分。”(第 154 段)在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指出了该案的特殊情况，即需要上诉

机构审理的问题是，在该依据由次要证据构成时，专家小组应如何确保调查机关裁定的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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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反补贴税调查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既定

案件中适用的审查标准，也是争端所涉具体适用协定的实质规则的功能。65在根据《反

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涉及损害威胁裁定的争端中，这两个协定与审

查标准有关的规则包括：《反倾销协定》第 3.1条、第 3.5条、第 3.7条、第 3.8条和第

12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1条、第 15.5条、第 15.7条、第 15.8条和第 22

条。 

《反倾销协定》第 3.1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1条是首要条款，通过

施加某些“基本”义务——损害裁定，包括损害威胁裁定，必须以确凿证据为依据，并对

这些条款规定的具体因素进行客观审查——而加强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11条的要素。66《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合并

了确凿要求——此类裁定要以事实为依据，说明明显预见且迫近的情势改变如何导致在

将来造成损害的更多的倾销/受补贴进口，明确禁止仅以“指控、猜测或极小的可能性”作

出裁定。这些规则要求专家小组仔细审查调查机关的推理和解释，以确保它充分解释了

它就将来可能发生的事项的任何预测和假设，并为记录的确凿证据所支持。67专家小组

也应铭记，《反倾销协定》第 3.8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8条要求，在损

害威胁情况下考虑并决定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时，成员应“特别慎重”。68 

最后，上诉机构指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的性质决定了调查机关要从不同的来

源收集各种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可能预示补贴的趋势和结果。调查机关不可避免地要

解释这些不同的信息和数据。然而，导致调查机关的推论和所有结论的证据途径，必须

从报告的理由和解释中能够辨识出来。如果这些推论和结论受到质疑，专家小组要通过

审查主管机关得出具体推论所依赖的证据和其理由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评估调查机关

提供的解释是否“合理、充分”。特别是，专家小组必须也要审查调查机关的理由是否考

虑了冲突证据，并就该证据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可能要求专家小组考虑调查机

关在分析它掌握的记录时，是否以客观和无偏见的方式评估了所有的相关证据，从而得

出其结论，而在调查中不偏袒任何利害关系方或利害关系方集团的利益。69 

 
65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动态随机存储器反补贴税调查，第 184 段。又见上诉机构报告，美国－棉线，

第 75－78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羔羊，第 105 段。在其第三方陈述中，欧洲共同体强调了这一点。

(欧洲共同体的第三方陈述，第 16－17 段) 
66 上诉机构报告，泰国－H 型钢，第 106 段。 
67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羔羊，第 136 段。见上诉机构报告，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 条－美

国)，第 85 段。 
68 见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VII.G 段，标题是“指控的违反《反倾销协定》第 3.8 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第 15.8 条关于‘特别关注’的要求”。 
69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1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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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审查损害威胁裁定的事实依据的专家小组，必须确定调查机关是否就以

下方面提供了“合理和充分的”解释：(1)如何能够合理地依赖单个证据支持特定的推论，

记录的证据如何支持其事实裁定；(2)记录的事实而非指控、猜测或极小的可能性，如何

为整个损害威胁裁定提供依据；(3)其预测和假设如何显示预计的损害在不久的将来会变

成现实有很大程度的可能性；(4)它如何审查对证据的替代说明和解释，它为什么在得出

其结论时拒绝接受或没有考虑该替代说明和解释。 

此外，专家小组不应以自己的结论代替适格主管机关的结论的禁令，并不是说专家

小组在审查裁定时，只能够考虑调查机关的裁定或结论在理论上看起来是否“合理”、“可

信”。相反，只有专家小组按照主管机关掌握的事实和替代解释对该解释进行仔细审查

后，专家小组才能够评估主管机关为其裁定提供的解释是否合理、充分。专家小组对能

否从单个证据和/或总体证据中合理地得出某些推论进行审查，是专家小组审查裁定是

否以记录的确凿证据为依据的一种方法。在其评估中，专家小组应对裁定进行审查，并

适当考虑调查机关采取的方法，或者以与主管机关不同的方法解释案件。最后，在其对

调查机关得出的结论是否充分、合理的评估中，“专家小组并不能简单地因为如果专家

小组自己作出裁定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可以拒绝调查机关的结论”。70 

(二)加拿大的上诉 

加拿大主张，在对第 129节裁定进行评估时，专家小组阐述和使用了不正确的审查

标准。加拿大认为，在专家小组裁定的开始部分，专家小组就它如何履行其职责的解释，

存在以下错误：(1)专家小组错误地解释了它在第 21.5条诉讼中的作用71；(2)专家小组错

误地确定在审查损害威胁裁定中适用的标准低于在现实的实质损害裁定中适用的标准；

72(3)专家小组使用了一个过分顺从的标准，仅审查(ask)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决策者是否

能够得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73加拿大补充说，专家小组继而在其整个分析中

使用了错误的审查标准，并援引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不同裁定“并非不合理”的重复

描述74，作为该“过度顺从”标准的证据。75 

1.  第 21.5条专家小组在评估重新裁定中的任务 

上诉机构从加拿大关于专家小组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条诉

讼中角色的论据，开始分析。加拿大根据原始专家小组裁定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原

 
70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动态随机存储器反补贴税调查，第 187 段。 
71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66－169 段。 
72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79－80 段。 
73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06 段。 
74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9，97 和 199 段。 
75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0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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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损害威胁裁定，就专家小组如何错误地对第 129 节裁定进行评估，提出了两个主张。

加拿大主张，专家小组没有对需要它审理的事项作客观评估，因为它没有使用原始专家

小组报告的裁定，即使这些裁定已经被争端解决机构通过并对争端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加拿大的论据，似乎是认为要求专家小组在第 21.5条诉讼中，以它在原始专家小组诉讼

中评估那些事实的方式，对事实进行评估；要求作出重新裁定的调查机关遵守它从原始

裁定中的相同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加拿大援引了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段，说明专家小组

所使用的方法存在的错误。76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条确定，根据该条组建的专家小组的任

务，是解决是否存在为遵守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定所采取的措施或此类措施是否与

适用协定一致而产生的分歧。这个职责，不能从是原始诉讼的主题的措施中抽象完成。

77在本案中，为执行而采取的措施是第 129节裁定。虽然与原始裁定有区别，第 129节

裁定援引了原始裁定中的很多分析78，并使用了在原始调查中收集的很多证据。根据第

129 节裁定的解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不仅要“为其决定提供更多的解释和理由”，也

就是，弥补原始专家小组裁决原始损害裁定在理由和解释方面的缺陷79；它还要重开记

录，并收集更多的信息和证据。80此外，加拿大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

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 条和第 15.7 条提出的主张，要求专家小组审查调

查机关如何处理考虑的全部因素和证据，包括新的要素。这涉及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就这些因素和不同的证据如何互相影响进行的分析进行审查。在这些情况下，上诉机构

认为，专家小组没有理由受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约束。 

然而，这并不表示《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条专家小组不应当考

虑调查机关在原始裁定中的理由或原始专家小组的裁定。第 21.5 条诉讼并不孤立发生

的，而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81这是第 21.5条专家小组的任务，也就是，审查来自

 
76 见下面的第 105 段。 
77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针叶材 IV(第 21.5 条－加拿大)，第 68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外销公司

法》(第 21.5 条－欧洲共同体 II)，第 61 段。上诉机构已经认识到，根据第 21.5 条程序范围的某些情况，

可能限于原始程序的范围。例如，如果原始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裁定措施符合所涉义务(上诉机构报告，

美国－虾(第 21.5 条－马来西亚)，第 89－99 段)，或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申诉方没有就措施(或适格的措施)

提出其主张，当事人在第 21.5 条程序中，不能够就同一措施(或适格的措施)提出关于不一致的相同主张。

(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棉质床单枕套(第 21.5 条－印度)，第 92－93 段和第 99 段) 相似地，在《关

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程序中，在专家小组报告没有被上诉时，当事人不能够要求上

诉机构“重新审查专家小组报告”。(上诉机构报告，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 条－美国)，第 78

段) 
78 在第 129 节裁定，第 6－7 页，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原始报告中，我们

整体上采纳了我们就一些方面的早先意见和裁定：国内同类产品、国内产业和关联方、使用公开可获得的

信息、竞争条件、累积、海滨省份、补贴或倾销的影响以及对补贴的性质及其可能影响的考虑”。(脚注

略) 
79 第 129 节裁定，第 5－6 页及其第 20 个脚注。 
80 第 129 节裁定，第 4 页。 
81 上诉机构报告，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 条－美国)，第 1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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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争端的建议和裁定是否已经被执行并符合适用协定。如果作出重新裁定的调查机关

对在原始调查中也被审查的具体证据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或从中得出了不同的推论，这

对于评估其理由是否充分且以确凿证据为依据非常重要。来自先前理由的此类背离，可

能就主管机关对证据的评估或其解释的可信性提出了疑问。与此类似，如果就一个具体

问题，记录的证据和调查机关在重新裁定中给出的解释没有任何改变，专家小组背离了

原始专家小组的理由，就能够对第 21.5条专家小组评估的性质提出疑问了。82然而，这

些关注，并不是以通过的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的约束效力为依据的。 

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裁定中为履行其职责而采

取的方法，上诉机构认为，为正确考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具体问题的理由和解释

的充分性，专家小组有必要参考原始裁定和/或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的理由、裁定和结论。

因此，上诉机构必须审查专家小组是否以这种方式履行了其职责。 

加拿大认为，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段83显示了在解释其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

程序的谅解》21.5 条的职责时所犯的“关键法律错误”84。上诉机构认同加拿大的观点，

即在它们说明在进行评估时专家小组全部忽略了原始程序的范围内，专家小组在该段中

的某些陈述(专家小组“必须以新的眼光考虑”和“我们关于原始裁定的裁决的说服力很小

(如果有的话)”)存在问题。然而，当从整个段落的上下文理解这些陈述时，很明显，专家

小组的方法有细微的差别。专家小组援引了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条－美国)

案的上诉机构陈述，说如果需要专家小组审理的事项与需要原始专家小组审理的事项存

在紧密联系时，可以期待第 21.5条专家小组援引原始专家小组报告。专家小组报告的这

 
82 上诉机构对以下情况表示关注：在原始专家小组裁定此类推论缺乏适当的支持且在二次裁定中得出的

推论依赖相同的证据且与原始裁定相同的方式给出解释时，第 21.5 条专家小组是否从调查机关在二次裁

定中得出的结论中发现问题。 
83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 段如下： 

在第 21.5 条诉讼中，专家小组的任务是评估受质疑的措施，确定它与辩护成员根据相关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承担义务的一致性。所以，专家小组并不为其原始分析和决定所限制，相反，它要

考虑需要它审理的新裁定，按照当事人在第 21.5 条诉讼中提出的主张和论据进行评估。虽然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专家小组要参考原始专家小组报告，尤其是在执

行措施与原始措施紧密相关和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诉讼中提出的主

张与在原始专家小组诉讼中提出的主张非常相似的情况下，的确如此，但在涉及相同案件中新

裁定的情况下，事实可能与原始事实非常相似。所以，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在其第 129 节裁定中的推理和解释。所以，如果我们目前对裁定的审查有任何说

服效力，专家小组关于原始裁定的结论就不相关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指出，加拿大认为，

在很多案件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第 129 节裁定没有处理专家小组在其原始裁定中提出的

某些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排除以下可能性：成员可能通过答复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提出的

问题而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但这不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要求的。它也

不是实现执行的唯一方法。在本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诉讼中提供了支持重新

审查证据的裁定和附加证据，处理了我们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义务的原始决定的各个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情况从整体上审查该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是否处理了我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可能与我们的审查有关，但并不必然具有决定性。(脚注

略) 
84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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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通过明确承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否处理原始专家小组在原始专家小组报告

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可能与(它对第 129节裁定的审查)有关”而结尾。所以，如果从整体上

阅读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段，上诉机构认为，鉴于第 129节裁定的性质，专家小组对其

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任务的描述，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错

误。然而，这并没有回答专家小组是否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裁定中(与原

始裁定相比较)处理特定事实和证据的方式正确考虑背离的问题。 

2.是否对损害威胁裁定使用了不正确的审查标准 

加拿大还认为，专家小组通过对损害威胁裁定确定更低的审查标准而确定了在审查

此类裁定时使用的适当审查标准，是错误的。加拿大特别提到了专家小组作出的以下陈

述：“以观察到的调查期间发生的事件为依据得出的对未来合理预计的可能范围，可能

比以这些相同事实为依据得出的关于目前合理结论的范围要宽。也就是，虽然实质损害

威胁裁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够以断言、猜测或极小的可能性为依据，但在专家

小组审查中可能更不易被裁定在一个客观和无偏见的决策者以事实为依据并根据给出

的解释得出的结论范围之外”。85 

加拿大认为，以上陈述显示专家小组错误地“认为调查机关使用更低的审查标准和

解释，依据是它作出的是威胁裁定而不是目前的实质损害裁定”86；并且，也显示了“专

家小组因它涉及损害威胁裁定根据更恭顺的标准进行审查”。87美国答复说，专家小组作

出的以上陈述，绝对没有说明对威胁裁定使用更低的审查标准，而仅仅是承认此类裁定

具有未来性质。美国认为，加拿大对专家小组的陈述作出了错误的描述，忽略了作出这

些陈述的上下文。88 

上诉机构认为，加拿大援引的专家小组的上述陈述，并不具备加拿大寻求赋予它们

的重要性。专家小组在作出这些陈述时，它自己并没有说它要确定适用的审查标准。相

反，该陈述出现在关于损害威胁裁定的一段的末尾，该段以“我们必须铭记我们正在进

行的审查的裁定的性质”开头。89在这一段中，专家小组复制了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

(第 21.5 条－美国)案上诉机构报告的一句话。这句话认识到，尽管未来事件具有“固有

的不确定性”：“……在实质损害威胁裁定中，对事实的‘正确确定’，必须以虽然目前没

有发生、但必须‘明确可预见和迫近的’事件为依据”。90 

 
85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 段。 
86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79 段。 
87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80 段。 
88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00－107 段。 
89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 段。 
90 上诉机构报告，墨西哥－高果糖玉米糖浆(第 21.5 条－美国)，第 8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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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的陈述并不等于否认了适用于损害威胁裁

定的更高审查标准。特别是，加拿大所依赖的专家小组报告引文，并没有显示不符合调

查机关作出损害威胁裁定的理由必须明确显示作出的假设和推断是以关于未来事件的

确凿证据为依据的要求。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的陈述，也并非不符合调查机关的理

由证实该假设和推论是以确凿证据而不是以指控、猜测或极小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要求，

并显示了这个预测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同时，专家小组的理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专家小组说，“基于观察到的事实的

预测，更不可能在复审中被专家小组裁定在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决策者以事实为依据并

根据给出的解释可能得出的结论的范围之外”。91从表面上看，这表示如果这些裁定依赖

相同水平的证据，与目前的实质损害裁定相比，专家小组更可能维持损害威胁裁定。任

何此类暗示都是错误的，但上诉机构认为，在专家小组的陈述中，并不存在此类暗示。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专家小组作出的“以观察到的调查期间发生的事件为依据得出的对

未来合理预计的可能范围，可能比以这些相同事实为依据得出的关于目前合理结论的范

围要宽”陈述。92上诉机构认为，在作出这个结论时，专家小组并无意表达以下观点：如

果调查机关的报告显示了损害的发生是未来发生的事件的可能范围之内的一个合计预

测，就必须维持损害威胁裁定。如果这是专家小组的观点，那么，这就是错误的。 

3. 专家小组的审查标准是否“过度恭顺” 

现在来看专家小组作出的某些陈述和裁定，是否如加拿大所言，证实专家小组对第

129 节裁定使用了不正确和“过度恭顺的”标准。93加拿大首先指出了专家小组解释说它

仅审查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决策者以记录证据为依据是否能够得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的裁定的事实。加拿大补充说，专家小组继而在其整个分析中使用了错误的审查标准，

并援引对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不同裁定“并非不合理的”重复描述对此进行证明。94 

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陈述其职责是考虑“按照给出的解释，一个无偏见和客观

的调决策者是否能够以事实为依据得出这个结论”，并没有错误。95该标准符合上诉机构

以前关于审查标准的陈述，包括专家小组依赖的美国－动态随机存储器反补贴税调查案

的上诉。96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的重复裁定，即没有证实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

机关能够得出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相同的结论97，并不等于这个相同的标准。 

 
91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 段。 
92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 段。 
93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09 段。 
94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9，97 和 199 段。 
95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9 段。 
96 专家小组报告，第 7.20 段。 
97 见，例如，专家小组报告，第 7.39，7.57 个和第 7.6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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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虽然上诉机构认为，如果专家小组要确定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

是否能够合理地裁定具体证据支持中间事实裁定，专家小组要符合适用的审查标准，但

这并不等同于专家小组版本的审查标准，该标准显示仅仅涉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结

论是否“不是不合理的”。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多次提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结论

“并不是不合理的”，说明专家小组对第 129 节裁定使用了不充分的审查标准98，没有按

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的要求，进行详细和深入的分析。上诉

机构认为，审查调查机关的裁定是否“并不是不合理的”，并不需要回答该裁定是否以确

凿证据而非以猜测或极小的可能性为依据的问题。99 

此外，专家小组作出的很多陈述并没有证明在其分析开始时显示的审查标准要适用

于第 129 节裁定。例如，专家小组说：“关于审查，专家小组必须考虑作出的裁定是否

是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以需要它审理的事实为依据并根据给出的解释能够得

出的裁定。仅仅是替代结论也可能在符合标准的可能裁定范围之外，并不能够证明实际

得出的结论不符合《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要求”。100 

 
98   (i)关于指控的调查期间加拿大进口增加率是“显著的”“新”裁定，专家小组说：“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以调查期间的整体增加率为而非逐年增加率为依据确定增长率是显著的之事实，并不是不合理的”(专

家小组报告，第 7.27 段)和“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考虑的总体因素，进口增长 2.8％是显著的之结论，

并非不合理”。(第 7.27 段)  

(ii)关于进口趋势和是否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 1994－1996 年期间(《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

生效之前)的趋势和 2001 年 4－8 月期间(《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失效后的期间)的趋势进行比较的

问题，以及在后一个期间的显著趋势问题，专家小组说，“我们不能够确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

是不合理的”。(第 7.35 段)  

(iii)关于美国需求的预测和进口与需求(即需求增长是否超过进口增长)的关系，专家小组说，第 129 节

裁定“对其裁定提供了一个并非不合理的解释”(第 7.39 段)。 

(iv)关于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增加进口的可能价格影响的分析提出的问题，专家小组说，它不能够

确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以下裁定是不合理的：“在调查期间产业状况的情况下审查时(如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所为)，以此类价格水平的增加进口对美国产业造成了损害威胁”。(第 7.52 段)  

(v)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美国产业是脆弱的裁定，专家小组裁决，“我们不能够确定美国国

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是不合理的，或不是以确凿证据为依据的”。(第 7.55 段)  

(vi)关于指控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目前的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裁定之间的不一致性，专家小组

裁定，“虽然可能不认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但我们不能够确定它是不合理的”。(第 7.57 段) 

(vii)关于因果关系，专家小组指出，“虽然可能不认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但我们不能够确定

它是不合理的”。(第 7.63 段)  

(viii)关于非归因于，专家小组发表了如下意见：“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以下结论中，不存在任何

不合理之处：跨境合并的简单事实，既然增加，也不能够对美国针叶材产业造成可能的损害威胁”。(第

7.71 段) 
99 专家小组采取的调查方法，也不同于对是否能够从具体的次要证据中合理地得出具体推论问题的调查

方法，在美国－对动态随机存储器进行反补贴调查的上诉机构报告第 188 段讨论了这个问题。 
100 专家小组报告，第 7.2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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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进一步解释说：“虽然加拿大的论据证实根据在本案中适用的审查标准，

存在能够遵循的可信替代理由，但这并不足以使我们裁定存在违反行为。此外，我们认

为，虽然可能驳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的每一个方面，并根据起点且集中于每一个

论据和分析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的义务是审查在其裁定中列出的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的理由和结论是否是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决策者按照事实能够得出的理由和结

论，并且，是否处理了有利于该裁定的每一个可能论据”。101 

美国认为，加拿大的论据“混淆了按照可信的替代解释对解释进行审查的概念和以

能够裁定替代解释可信而自动拒绝解释的概念”。美国主张，“根据第 11 条的客观评估

要求前者而不是后者”。102 

上诉机构认为，根据第 11 条，并不仅仅因为已经提供了可信的替代解释而强迫专

家小组“自动拒绝”调查机关给出的解释。同时，专家小组可以裁定调查机关的解释是不

充分的，即使按照可信的替代解释对开始似乎“合理、充分”或抽象上“合理、充分”的解

释进行审查时，它不再“合理、充分”。换句话说，不是可信替代解释的简单存在导致了

调查机关的解释不可信。相反，在对裁定(包括主管机关对证据的替代解释的评估或缺少

评估)进行审查时，专家小组可以确定最初或抽象上似乎“合理、充分”的结论不再具有这

样的特征。103 

4. 对专家小组的审查标准的具体例子进行审查 

在对专家小组的裁定进行仔细审查后，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在整个专家小组报

告中使用了不正确的审查标准。上诉机构的结论，是以整个专家小组报告为依据的。上

诉机构举了专家小组报告中的以下三个例子。 

(1)专家小组对损害裁定的审查 

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进口可能实质增加的裁定作出了如下总结：“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整体结论是，以下列各项为依据，进口存在实质增加：(1)调查期间

的趋势，它确定该趋势显示进口的显著增加率；(2)调查期间《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

定》的限制影响及其到期的可能影响；(3)不存在进口限制的期间的进口数量和进口数量

趋势；(4)过度生产能力的证据，预计的生产能力增加，设备利用率和生产，加拿大的出

口导向；(5)美国需求预测”。104 

 
101 专家小组报告，第 7.35 段。 
102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83 段。 
103 专家小组根据替代的可信解释考虑调查机关的解释是否“合理、充分”的任务，不能够被理解为如果

它没有反驳该替代解释，专家小组必须拒绝调查机关的解释。相反，专家小组必须核实调查机关是否对向

它提出的可信替代解释进行了考虑并作出了答复，并且，如果这么做了，它为支持其裁定而提供的解释是

否“合理、充分”。 
104 专家小组报告，第 7.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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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诉机构关注的问题在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每一个因素的分析

的审查的其他部分可以明确显示出来，但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对与第四个因素(过度

的生产能力、预计的生产能力增加、设备利用率和生产以及出口导向)有关的问题的处

理，明确显示了专家小组所用审查标准存在的缺陷。 

专家小组将加拿大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赖第四个因素的质疑总结如下：“……

加拿大主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继续依赖预测产量的“细微”增加来支持其进口在迫近

的将来会实质增加的裁定，尽管加拿大生产商预测它在历史经验范围之内。加拿大认为，

根据符合加拿大生产商最初预测的新数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结论——加拿大生产

商的预测与其他数据不符，因为不能够被依赖——是不正确的”。105 

专家小组将美国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方法的辩护总结如下：“……关于可利用

的加拿大过度的生产能力，原始专家小组已经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加拿大产业

的出口导向的讨论并不支持超越历史水平的过剩生产将向美国出口的结论。作为回应，

在其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分析了生产能力，并裁定加拿大生产商有过

剩的生产能力，并计划实质增加 2002年和 2003年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以实质增加对美

国的出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指出，加拿大有生产针叶材的实质能力，

等于美国消费的约 60％。加拿大 2001年的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到相当于美国显性消费的

10％，而设备利用率从 1999年的 90％下降到 8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为，加拿大

生产商预计生产能力和设备利用率从 2001年到 2003年增加，这是预测美国市场保持相

对稳定或轻微增加的期间。美国认为，加拿大的论据错误地集中于生产能力的递增，而

没有将信息置于上下文中。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指出，加拿大的生产与美国市场有联系，

美国市场是加拿大生产商的最重要市场，约占加拿大生产和发货的 60％－65％。在第

129节裁定中被审查的数据显示，在 2002年第一季度(与 2001年第一季度相比，加拿大

显性消费量下降了 23％)，加拿大生产商从国内市场向美国市场转移销售。美国主张，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确的集中于加拿大针叶材生产商的出口导向证据，没有考虑加拿

大生产商的预测，即增加的生产将在低于历史水平的基础上向美国出口”。106 

已经叙述了各方的论据，专家小组将其对这些解释的分析限定于以下语句：“第 129

节裁定列出的关于加拿大可用的过度生产能力的解释和预计的产量增加的实质份额将

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的解释，再次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进口在不久的将来会

实质增加的结论提供了有理由的依据”。107 

 
105 专家小组报告，第 7.40 段。 
106 专家小组报告，第 7.41 段。 
107 专家小组报告，第 7.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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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分析，很难符合其进行详细和深入分析的职责。关于这

一句，专家小组显然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对其结论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而没

有审查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得出这个结论的具体理由，也没有按照记录的证据为审查

其充分性而对理由进行审查。专家小组也没有区分在当事人论据中被讨论的有区别但有

关系的因素，也就是：(1)预计的生产和产量增加；(2)设备利用率和加拿大可用的过度生

产能力；(3)加拿大生产商的出口导向。 

此外，上诉机构忆及，加拿大认为，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的裁定不符合其根据《关

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的职责，因为专家小组接受了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的解释，而没有参考或承认原始专家小组报告中的裁定。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的裁定

含有以下内容：“在调查期间，对美国的出口占加拿大发货总量的份额在 2000年是 57.4％，

2001年增加到 60.9％。加拿大生产商预计了该份额的下降，2002年是 58.8％，2003年

是 58.5％，该数字在历史范围之内。我们认为，该数字并不支持过剩的生产能力显示进

口实质增加的结论”。108(脚注略)“关于对美国出口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对美国的出口

水平有任何显著变化，相反，它说明历史模式的继续。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里，

没有任何内容涉及预计的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如何支持进口将实质增加的结论。”109 

如上所述，并不要求作出重新裁定的调查机关与其在原始裁定中一样，就具体证据

给出相同的解释，或从中得出相同的推论。尽管如此，严重背离在原始裁定中给出的解

释，在证据基本上相同且没有就该背离提供解释的情况下，可能破坏在重新裁定中给出

的解释能够被视为“合理、充分”的程度。然而，专家小组完全没有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在原始裁定中掌握的证据是在第 129节裁定中给出的不同解释的依据的程度。 

在专家小组诉讼中，加拿大还主张，在第 129节裁定中收集的新证据证明了加拿大

生产商在原始调查中提出的出口预测，并明确提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不应拒绝这些预

测。加拿大认为，新数据显示加拿大所有生产商在调查期间的行为符合加拿大产业分支

预测的 2002 年和 2003 年的行为，并且，这些预测也符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假设，

即预测的产量增加份额可能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市场分配，与历史经验一致。110 

上诉机构认为，加拿大的论据确定了专家小组应进行详细审查的很多问题。例如，

专家小组应审查调查期间的倾销/补贴进口增加率是否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

进口在迫近的将来会实质增加的裁定。此外，专家小组应审查在作出这个裁定时，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了预测的生产能力的增加；并且，如果是，这些预测

 
108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91 段。 
109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92 段。 
110 加拿大向专家小组提交的第一次书面陈述，第 83 和第 8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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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其进口可能实质增加的裁定提供了依据。111专家小组应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决定接受加拿大生产商的预测的生产增加、但不是其预测的对美国出口增加的证据性依

据和给出的解释的充分性。112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节裁定中给出的拒绝加

拿大生产商的预计出口水平的理由113，专家小组应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赖加拿大

生产商预计的产品增加作为拒绝预计的出口增加的依据，是否是合理的。114在这个问题

上，专家小组应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掌握的记录，以确定在加拿大生产增加和加拿

大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之间是否存在历史上的联系。关于其拒绝加拿大生产商的预计的对

该市场的供应，专家小组可能还考虑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如何处理加拿大市场的预计

需求变化115，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节裁定中如何处理需要它审理的不同证据

的差异。116 

(2)专家小组对因果关系的分析 

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因果关系分析的审查，也显示了专家小组方法中

存在的错误。在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时，专家小组再次通过审查

当事人各自的论据开始其分析。专家小组认识到，“加拿大对记录的证据提出了一个合

理的替代解释”。117然而，专家小组确定，加拿大“没有证实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

和裁定，即根据调查期间末的价格和国内产业的脆弱条件，预测的进口增加水平将会对

美国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威胁，不是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能够得出的结论”。118

 
111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多次提到了产量、设备利用率和生产的预计增加。专家小组没有将这些推论分到

其构成要素中，并审查每一个因素是否为证据所支持。相反，原始专家小组这样做了；并且，关于预计的

生产能力增加，专家小组指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掌握的证据显示，加拿大生产商的生产能力预计在

2002 年的增加低于 1％，预计 2003 年增加 0.83％。专家小组认为，这的确不支持生产能力将实质增加的

结论，并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作出其他的裁定”。(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90 段) 
112 鉴于原始专家小组已经批评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原始裁定中拒绝接受对美国的预测出口水平，当

这些预测的水平于历史平均值一致时，更适合在第 21.5 条程序中进行此类审查。(专家小组报告，第 7.91

段) 
113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说，“加拿大生产商的出口预测是以下述内容为前提的：美国市场突然不再

占加拿大附加生产的至少 60％，符合历史水平，相反，仅有 20％的加拿大附加生产将出口到美国”。(第

129 节裁定，第 39 页) 
114 在口头听证会上回答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使用“过度供应”指什么的问题时，美国指出，2002 年

第一季度，加拿大生产商降低了产量，却增加了对美国的出口；并解释说，在这个问题上，加拿大生产商

的行为致使生产水平与对美国的出口水平毫无关系。 
115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加拿大生产商预测，国内市场的发货量将增加，会超过 2000 年的水平”，

尽管“加拿大需求从 2000 年到 2001 年下降了接近 20％，并预测不会返回到 2000 年的水平”。(第 129 节

裁定，第 40 页)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援引具体来源作为加拿大需要预测的依据。 
116 在原始调查和第 129 节裁定之间的时间，加拿大统计改变了其报告针叶材产量的方法，结果是加拿大

1996 年至 2001 年的年度产量数字不同于在原始调查中对相同期间取得的数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还指

出，在这个问题上，根据较低的问卷答复率和方法的改变，“来自公开来源和本程序中问卷答复的数据，

因而并不必然与来自原始调查的数据可比”。(第 129 节裁定，第 34 页)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方法上的问

题，使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其分析过程中如何处理加拿大的产量、生产能力和设备利用率变得很复

杂。然而，这些方法上的困难，并不能够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免于明确解释其裁定的依据，它们也不能

够使专家小组不严厉地审查该裁定和以其为依据的各事实裁定。 
117 专家小组报告，第 7.62 段。 
118 专家小组报告，第 7.6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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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小组对原始程序和需要它审理的案件进行了区分，原始专家小组裁定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作出的进口将实质增加的结论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15.7条。119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进口迫近的可能实质增加的裁决，专

家小组没有裁定存在不一致性。专家小组指出，“虽然可能不认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的分析，但我们不能够确定它是不合理的”。120专家小组补充说：“调查机关的任务是权

衡证据并作出合理的裁决，这表示可能存在来自得出的结论的证据和论据。除非此类证

据和论据证实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不能够得出特定的结论，我们有义务维持调

查机关的裁决，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得出这个结论”。121 

专家小组作出的以上陈述，很难与其职责——进行详细和深入的分析，确保调查机

关的解释是合理的、充分的，即使在利害关系方提供了可信的替代解释的情况下，也是

如此——协调起来。此外，专家小组的方法也向申诉当事人施加了证明相反结论的不适

当的、高度的举证责任；施加了证明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不能够得出特定结论

的不适当的、高度的举证责任。 

此外，原始专家小组指出，“已经裁定因果关系分析的一个基本因素不符合协定，很

明显，该因果关系分析也不符合协定”。122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21.5

条诉讼中，专家小组似乎假定这个陈述的相反方面也必定是真实的，也就是，已经裁定

损害分析中的一个基本要素符合协定，专家小组似乎确定整个因果关系分析也必定符合

协定。事实并非如此。专家小组有责任首先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节裁定中

作出的进口可能实质增加的裁决是否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第 15.7条；然后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因果关系分析是否符合《反倾销协

定》第 3.5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选择对损害

威胁和因果关系进行“整体”或“统一”分析123，并没有免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需要遵守

这些规则中规定的每一个要求的义务，也不能够使专家小组免除其审查第 129节裁定是

否证实如何遵守了这些不同义务的职责。 

在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的这部分分析，没有提及《反倾销协定》

第 3.5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的确凿证据要求，即调查机关证实更多

 
119 专家小组报告，第 7.62 段。 
120 专家小组报告，第 7.63 段。 
121 专家小组报告，第 7.63 段。 
122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22 段。 
123 根据美国所说，在第 129 节裁定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其因果关系讨论合并到其对威胁因素的

分析中”。(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42 段)美国进一步解释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威胁因素的分析

“包括了因果联系问题”，因为“被很好的总结为一个统一的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借以考虑国内产

业是否‘因’作为一个单一问题的受调查进口而受到实质损害威胁”。(第 42 段的第 39 个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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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销/补贴进口会造成损害。专家小组也没有援引这些条款，也没有提及原始专家小组

报告(原始专家小组报告没有分析证实因果关系的要求)。专家小组没有审查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是否确定和解释了确凿证据，确定在进口和损害威胁之间存在的真实、实质的

因果关系。124在专家小组报告中，没有迹象说明专家小组确定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给

出支持因果关系裁决的理由，或根据利害关系方提供的可信的替代解释对这些理由进行

审查以审核它们在记录中的依据及其充分性。 

(3)专家小组对非归因于的分析 

在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其他因素”处理的审查所采取的方法中，上诉

机构也发现存在错误。125这为其关于加拿大的主张——因没有就可能来自美国生产商的

过度供给问题进行非归因于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违反了《反倾销协定》第 3.5条

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 条——的裁定所证实。126专家小组报告第 7.73 段

说明了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的审查：“最后，关于可能的美国过度供应，上诉机构注意到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调查期间的产业状况不能够归因于加拿大进口的结论的基

本理由，是美国供应导致了市场上价格下降的事实。在第 129节裁定中，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解释说，根据美国产量、生产能力和调查期间末期的需求之间存在的增加的相互

联系，来自美国的过度供应不会造成潜在的损害威胁。加拿大可用的生产能力、可能的

产品增加和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市场的可能性，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作出这个裁定时

是否存在错误这个问题无关。虽然这些因素支持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可能增加的结论，但

它们与来自国内的过度供应是否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潜在的损害威胁这个问题没有关

系”。 

上诉机构认为，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不充分的。专家小组的分析仅限于上

述引文的第二句，专家小组仅仅援引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即“根据美国产量、

生产能力和调查期间末期的需求之间存在的增加的相互联系，来自美国的过度供应不会

造成潜在的损害威胁”。鉴于原始专家小组在其对同一个问题的分析中认为美国国际贸

 
124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小麦面筋，第 69 段。 
125 虽然专家小组在其报告的这一部分没有明确提及包含在原始专家小组报告对《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

第二句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 条的解释，但上诉机构考虑了专家小组在其分析开头的以下

陈述：“没有提出新的法律解释问题”通过互见指引而包含在原始专家小组报告提出的解释之中。该报告

的确包含了对所谓“非归因于”要求内容的某些讨论。 
126 在专家小组诉讼中，加拿大认为，美国生产商对市场的未来可能的“过度供应”是要求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对其进行非归因于分析的一个“其他已知因素”。(专家小组报告，第 7.64 段至第 7.65 段)加拿大

强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裁定加拿大进口没有造成目前的实质损害，因为来自加拿大进口和国内生

产的过度供应同时导致了调查期间价格下降。加拿大还依赖了以下事实：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在原始调查中没有讨论国内针叶材产量的可能未来影响提出了批评，并提出没有证据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作出的美国的过度供应不会影响未来的针叶材价格的结论。 



WTO 美国对加拿大针叶材采取反倾销措施争端解决研究（DSU 第 21.5 条） 

25 

易委员会“没有讨论国内针叶材供应的可能未来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专家小组没

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是很令人奇怪的。127 

在这次上诉中，美国似乎没有对加拿大的以下主张提出质疑：就非归因于而言，“从

法律上讲有关的问题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自己寻求回答的问题，是美国生产商是否对

市场状况得出了与加拿大生产商不同的反应，即使它们在过去得出了相似的反应”。128

美国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正确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在第 129节裁定中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上诉机构指出，在专家小组报告中，没有

任何迹象说明专家小组正确审查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专家小组进

行的唯一分析，限于以上援引的第二句话。但这句话没有涉及第129节裁定的任何内容，

没有分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否为确凿证据所支持。专家小组没有

对以下内容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预测的美国供应的处理，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美国生产商不会造成未来的过度供应的裁定，是否与其在目前

的实质损害情况下作出的美国和加拿大生产商在过去都造成过度供应的裁定协调。129 

上诉机构指出，第 129节裁定明确说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国内过度供应

不是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的裁定，有两个基本依据：一，关于国内生产和产量的证据；

二，说明国内生产商根据消费提高其产量的证据。130专家小组应当审查这些依据的证据

价值，但它没有这样做。131专家小组应使其确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从这两个依据中

得出的推论，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处理与加拿大生产商未来的可能行为有关的证据的

方式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分析将来的“过度供应”表示根据将来

的需要进行某些比较，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自己指出，来自产业分析的需求预测“有

些混乱”132，这“就这些预测的有用性提出了疑问”。133 

(4)被审查的证据和因素的总体性 

最后，上诉机构对专家小组使用的审查标准表示进一步关注。专家小组单独审查了

受加拿大质疑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但没有对被审查的因素和证据的总体性是否

支持实质损害威胁的最终裁定作出任何评估。忽略了审查的这个方面，专家小组似乎没

 
127 原始专家小组报告，第 7.135 段。 
128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44 段(援引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86 段)。 
129 原始裁定，第 31－37 页。在第 129 节裁定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因为我们裁定来自受调查进

口和国内生产的过度供应导致价格下降和 2000 年国内产业状况恶化，我们并没有确定受调查进口有严重

影响，导致了对国内产业的目前的实质损害”。(第 129 节裁定，第 58 页) 
130 第 129 节裁定，第 69 页。 
131 例如，专家小组能够寻求确定在作出其未来的过度供应不再是风险裁定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能够依

赖哪些关于美国产量和生产能力的数据，并审查此类数据是否支持从中得出的结论。专家小组能够审查美

国生产商不再以相似的方式参与未来的过度供应裁定的证据基础。 
132 第 129 节裁定，第 77 页。 
133 第 129 节裁定，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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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的明确要求，即

“被审查的因素作为整体必须得出如下结论，即更多的倾销/补贴出口产品迫在眉睫，且

除非采取保护性行动，否则将会产生实质损害”。鉴于原始专家小组认识到需要进行此

类分析，并且专家小组在这个问题上询问了加拿大一个具体问题，这种忽略尤其显眼。

134 

(5)总结 

总而言之，从总体上看，在评估第 129节裁定与《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

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 条和第 15.7 条的一致性时，专家小组的分析显示

专家小组描述和使用的审查标准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第一，专家小组重复依赖的标准

——加拿大没有证实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机关不能够得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结论——异于上诉机构在以前的报告中阐述的审查标准。如前所述，专家小组使用的标

准向申诉当事人施加了过重的举证责任。第二，专家小组重复使用的“不是不合理的”标

准，也不符合上诉机构在以前的报告中阐述的审查标准，对于最终裁定而不是从特定证

据中得出的中间推论，更是如此。第三，专家小组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定进

行详细的、深入的分析，以确定它们是否为记录的证据所支持和按照对该证据的替代解

释是否“合理、充分”。135第四，专家小组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考虑的支持实质损

害威胁最终裁定的因素和证据的总体性进行分析。 

上诉机构强调，它并不是裁定第 129节裁定没有包含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从记

录证据中得出的推论的充分依据，或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不合理或不充

分的。相反，上诉机构的结论是，专家小组没有按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11 条的要求，进行必要程度的审查，使其以客观评估为依据作出裁定。上诉机构认

为，审查的不充分性——专家小组依赖“不是不合理的”标准和一个无偏见和客观的调查

机关不能够得出此类结论标准，贯穿于整个专家小组报告。 

5.  结论 

上诉机构裁定，以上所有内容都证实，在其评估第 129节裁定与《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的一致性时阐述和

使用的审查标准方面，专家小组没有遵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

 
134 专家小组向当事人提出的第 8 个问题。 
135 正如上诉机构早先指出的，专家小组的失误是很明显的，尤其是：(i)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进口可

能实质增加裁定的情况下，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生产、设备利用率、产量和加拿大生产商

的出口导向分析的处理；(ii)专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证实进口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处理；(iii)专

家小组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美国生产商为什么不能够导致过度供应因而不是造成未来损害的“其他因

素”分析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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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专家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表示专家小组因对第 129节裁定进行审查而作

出的实质裁定和结论也必定无效。所以，上诉机构推翻了专家小组在专家小组报告第 8.1

段作出的裁定，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第 129 节程序中作出的裁定，并非不符合

指控的以下条款：《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反倾销协定》第 3.7条；《补贴与反补贴

措施协定》第 15.5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条”。 

上诉机构指出，已经以专家小组阐述和使用了不正确的审查标准对第 129节裁定进

行审查为依据推翻了专家小组作出的裁定，上诉机构需要审查加拿大提出的主张，即专

家小组没有履行其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 条承担的为其裁定和

结论提供基本理由的职责。 

三、加拿大要求完成分析 

(一)概述 

已经根据上述依据推翻了专家小组的裁定，上诉机构要审查加拿大提出的要求，即

上诉机构裁定第 129节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

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 

上诉机构指出，在其上诉人陈述中，加拿大没有明确要求上诉机构“完成分析”。在

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主张，虽然它没有使用“完成分析”的措词，但它通过要求上诉机

构“裁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不符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

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承担的义务”而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

136加拿大解释说，上诉机构能够以法律解释错误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某些因素的处

理为依据裁决第 129节裁定不符合这些条款。137美国认为，上诉机构不应当接受加拿大

的要求，因为加拿大没有明确要求上诉机构完成分析，没有提供上诉机构决定这样做时

的“路线图”。这也表示没有给予美国对要求完成分析的要求作出答复的机会。138美国补

充说，无论如何，本案的复杂性不允许上诉机构完成分析。139 

上诉机构从加拿大所谓专家小组报告的法律解释错误主张开始分析，然后分析加拿

大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某些因素的处理的主张。 

(二)加拿大关于法律解释错误的指控 

1.损害威胁－增加进口的可能性 

 
136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48 段。 
137 加拿大对口头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138 美国对口头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139 美国对口头听证会上提出的问题的答复(援引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2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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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首先提出，在《反倾销协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i)

条里，存在一个在“年度比较”或年度基础上确定倾销/补贴进口增加“比率”的法律要求。

加拿大认为，不能够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本案中做的一样，通过比较调查期间开始

和末尾进口数量的增加而确定增加“比率”。然而，在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表示，不存

在仅以年度比较或年度为依据确定倾销/补贴进口增加率的“法律要求”，相反，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应当以美国市场上的进口市场份额是否大幅度增加为依据确定增加比率。140

美国回应说，《反倾销协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i)条并没

有规定确定进口增加比率或进口增加可能性的具体方法。此外，美国认为，记录证据为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进口实质增加的可能性裁定提供了适当的依据。141 

《反倾销协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i)条规定，在作出

损害威胁裁定时，调查机关应考虑是否存在“倾销/补贴进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大幅增

长率，表明进口实质增加的可能性”。这些规则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存在进口的大幅

度增加率；第二，该增长率说明了进口在不久的将来实质增加的可能性。综合起来考虑，

它们涉及观察到的进口数量的行为。 

虽然增加“比率”的概念表示根据某些时间段对增加进行衡量，但这些规则并没有规

定任何具体的时间段，也没有规定衡量进口增加比率的任何具体方法。关于加拿大在口

头听证会上提出的关于市场份额的论据，上诉机构指出，这些规则并没有规定关于进口

市场份额的尺度或任何其他指标。所以，上诉机构认同专家小组的观点，即《反倾销协

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i)条并没有规定确定进口增加比率

的任何具体方法。无论调查机关采用哪种方法，其裁定必须以确凿证据和客观审查为依

据，显示倾销/补贴进口的增加比率是“大幅度的”，说明在不久的将来进口实质增加的可

能性。 

在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认同《反倾销协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第 15.7(ii)条没有规定调查机关在每一个案件中使用的具体方法的观点。所以，加拿

大的论据基本上指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记录证据的评估，也就是，记录证据是否支

 
140 根据加拿大所说，加拿大进口在 1999－2000 年间和 2000－2001 年间(仅 1.4％)的平均年度增长，加拿

大进口的市场份额(在调查期间实际上保持稳定)，都不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进口在迫近的将来

可能会实质增加的裁定。(加拿大在口头听证会上对提出的问题的答复) 
141 美国解释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分析，从指出受调查进口数量在调查期间已经处于显著水平上，

占美国市场的 33.2％和 34.7％之间开始。在这个很高的基线上，这些进口从 1999 年至 2001 年增加了

2.8％，即使存在《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的限制影响和美国显性消费下降 0.4％。此外，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裁定，受调查进口在调查期间末期大量增加，此时进口不再受《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

约束，包括它们不再受临时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约束。所以，在调查期间末期存在受调查进口实质增加的

模式，从 2000 年到 2001 年增加了 2.4％，从 2001 年 4 月到 12 月增加了 4.9％，2002 年第一季度与 2001

年第一季度相比增加了 14.6％。(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27－31 段(援引第 129 节裁定，第 2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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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倾销/补贴进口增加比率是大幅度的和它说明进口在不久

的将来会实质增加的裁定。上诉机构接下来审查这个问题。 

2.  损害威胁－价格影响 

现在来看加拿大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不利的价格影响的分析的论据。加拿大

主张，第 129节裁定不符合《反倾销协定》第 3.7(ii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v)条，因为这些规则施加了比较进口价格和国内价格的要求。加拿大在专家小组诉

讼中主张，这些规则“要求比较进口进入的价格水平或趋势和国内产品的价格水平或趋

势”。142加拿大认为，“这是因为，进口进入的价格只能够造成迫近的价格压制或抑止和

增加对进一步进口的需求，如果这些价格低于可比国内产品的价格，或者这些价格趋势

对国内产品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比国内价格下降更快或上升更慢)”。143加拿大解释说，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在进口价格和国内产品价格之间进行此类比较。的确，“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仅注意到美国产品和加拿大针叶材产品在整个调查期间保持相同的趋

势”。144 

美国答复说，《反倾销协定》第 3.7(ii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v)条

并没有就价格比较或确定价格影响规定具体方法。此外，美国解释说，加拿大和美国用

于生产针叶材的树种的差异，不允许在本案中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进行直接价格

比较。145 

《反倾销协定》第 3.7(ii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iv)条规定，作为其

损害威胁裁定的一部分，调查机关应考虑“进口产品是否以将对国内价格产生大幅度抑

制或压低影响的价格进入，是否会增加对更多进口产品的需求”。这些规则并没有规定

审查倾销/补贴进口的价格影响的具体方法。不管上诉机构采用什么方法，从这些规则的

明白清楚的语句中可以看出，调查机关必须审查：(i)进口进入的价格趋势；(ii)这些价格

对国内价格的影响；(iii)对更多进口的需求。区分进口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必然要求对

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146否则，就不能够正确确定进口价格和对国内价格的

压制或抑止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更多进口的需求”的可能性。 

在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认同《反倾销协定》第 3.7(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第 15.7(ii)条没有规定审查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影响的具体方法的观点。相反，加拿

 
142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86 段(脚注略)。 
143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86 段。 
144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16 段。 
145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20 段。 
146 美国似乎承认调查机关必须审查进口和国内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美国所说，“价格压制或抑制

分析考虑了进口和国内价格的趋势，以确定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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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理由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进行适当的价格比较。美国在口头听证会上回应说，

即使因为涉及不同物种而很难进行直接价格比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确审查了在加

拿大和美国生产的最常见物种的价格数据。147所以，跟其涉及增长比率的论据相似，加

拿大的主张基本上指向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证据的评估，也就是，指向了记录证据

是否支持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有压制或抑止影响并可能增加对更多进口的需求的问题。 

3.  因果关系－集合的非归因于分析 

最后，加拿大主张，作为非归因于分析的一部分，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第三

国进口的累积影响，以及累积的第三国进口和美国的过度供应的合并影响进行审查。148

加拿大从几个上诉机构报告中为这种观点找到了依据。149美国回应说，并不要求进行此

类合并分析，因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第三国进口和美国的过度供应都不是对美国

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威胁的“其他已知因素”。150 

《反倾销协定》第 3.5 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 条要求调查机关“审查

除倾销/补贴进口产品以外的、同时正在损害国内产业的任何已知因素，且这些其他因素

造成的损害，不得归因于倾销/补贴进口产品”。上诉机构已经审查了《反倾销协定》第

3.5 条的非归因于要求是否要求调查机关审查“其他已知因素”的合并影响，或是否仅审

查几个不同的“其他已知因素”的单独影响就足够了的问题。上诉机构认为，“第 3.5条并

没有要求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对其他因果关系因素的合并影响进行评估”。151同时，上诉

机构认识到，“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具体的事实情况，没有对其他因果关系因素的

合并影响进行审查，可能导致调查机关不正确地将其他因果关系因素造成的影响归因于

倾销进口产品”。152 

所以，回答是否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第三国的累积进口进行非归因于分析，

或对第三国的累积进口与美国的过度供给的合并影响进行审查的问题，要求审查本案的

具体情况。有理由相信，加拿大的这个论据也基本上指向了对记录证据的评估。 

(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相关因素的评估 

 
147 在口头听证会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应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7(iii)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协定》第 15.7 条被审查的“国内价格”完全是国内生产产品的价格，不包括在进口产品的价格中。在本

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赖了综合价格指数，并解释说该指数区分了用于生产针叶材的树种和不是生

产国的树种。上诉机构认为，调查机关在审查国内价格时是否可以正确依赖具体的指数，要取决于具体案

件的事实。 
148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44 段。 
149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41－243 段(援引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222－223 段；上诉机构

报告，欧洲共同体－管件，第 178 段和第 192 段；上诉机构报告，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第 491 段)。 
150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38 段。 
151 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管件，第 191 段。 
152 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管件，第 192 段(脚注略)。该段最后一句如下：“因此，我们认为，并

不要求调查机关审查其他因果关系因素的整体影响，只要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情况，它履行了其不将其他

因素造成的损害归因于倾销进口产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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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机构考虑它自己是否能够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第 129节裁定进行审查。如

上所述，加拿大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威胁裁定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

(1)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倾销/补贴进口增加比率和在不久的将来进口增加的可能性的

审查；(2)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此外，加拿大还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因果关

系和非归因于分析的几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加拿大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因果关

系分析存在缺陷，因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考虑在最近的 12个月中进口在价格和

国内利润率改善的相同时间增加的事实”。153加拿大还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来

自美国国内生产商的过度供应在调查期间的末期已经停止且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再度发

生的裁定，提出了质疑。154 

在以前的上诉中，上诉机构说，在某些情况下，为迅速解决争端，完成分析是合适

的。155然而，上诉机构强调，为了完成分析，必须存在专家小组作出的充分的事实裁定

或记录中存在无争议的事实，使其能够完成分析。156作为申诉方的加拿大必须使上诉机

构确信，记录中存在充分的无争议事实，使上诉机构能够完成专家小组进行的分析。在

这个问题上，上诉机构指出，加拿大对专家小组所用审查标准上诉的一个依据，是专家

小组没有按照加拿大利害关系方提出的、记录证据的可替代解释，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提供的分析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所以，在加拿大的指控——上诉机构有无争议事

实的充分记录或专家小组作出的事实裁定，上诉机构据以完成分析——和它关于专家小

组所用标准的上诉之间存在矛盾。 

上诉机构还指出，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7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7

条，损害威胁裁定必须以“考虑的全部因素”为依据。在本案中，几个存在紧密关系的因

素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损害威胁裁定中起了重要作用。有争议的事实破坏了对具体

威胁因素的分析和这些因素整体的分析。例如，为评估证据是否支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作出的进口以大幅度比率增加，说明进口实质增加的可能性的裁定，上诉机构要审查

关于进口数量趋势的数据、调查期间《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的影响、《美国—

—加拿大针叶材协定》到期的影响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加拿大过剩的生产能力的

裁定。记录显示，《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的影响是一个在当事人之间存在高度

争议的事项。的确，在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称，这是在原始调查期间需要美国国际贸

 
153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33 段。 
154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37 段。 
155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第 431 段。 
156 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综合拨款法》第 211 节，第 343 段；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石棉，第

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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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委员会审理的“唯一的最具有争议性质的问题”。157在第 21.5条诉讼中，加拿大还对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的裁定提出了质疑。与此类似，

在第 21.5 条诉讼中，加拿大还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加拿大生产能力的裁定提出

了质疑。158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不利的价格影响的裁定，是以其进口增加可能性的

裁定为前提的。所以，不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增加进口的裁定得出结论，不可能

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价格影响的裁定进行评估。评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价格

影响的审查因需要审查更为详细的事实问题(例如，物种和组成价格指标的使用之间的

可比性)而更加复杂。 

有争议的事实也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因果关系和非归因于分析提出了疑问。例

如，不明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掌握了关于所谓的增加进口和美国产业业绩改善存在一

致性的哪些数据。159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称，加拿大所指的产业营业利润的数据，是以

产业的一个分支为依据的，该分支实质上比整个产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160此外，加拿

大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用于确定美国生产商在迫近的将来不会过度供应所依赖的证

据提出了质疑。161在这个问题上，加拿大指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来自加拿大的未

来供应和来自美国生产商的未来供应采取了相反的方法。162记录还显示，美国对针叶材

的需求在不久的将来保持稳定、下降或增加，受到了质疑。最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的损害威胁和因果关系分析的统一性质，使旨在完成分析的任何努力更加复杂。163 

 
157 加拿大向专家小组主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依赖的研究“并没有讨论《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

定》是否在它失效时有任何显著限制影响这个关键问题”。(专家小组报告，第 4.23 段)加拿大说，申请人

在第 129 节裁定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的方法上的缺陷。(第 4.24 段)在口头听证会上，美国否认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完全依赖这个研究。 

此外，加拿大利害关系方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张，《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在加拿大向美

国出口针叶材的省份之间有重新分配的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记录并没有显示《美国——加拿

大针叶材协定》简单地导致了来自没有被《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涵盖的加拿大省份出口之间的重

新分配，滨海省份尤其如此；在它到期时，前《美国——加拿大针叶材协定》分析的贸易模式重新回

归”。(第 129 节裁定，第 26 页) 
158 根据加拿大所说，加拿大生产商的生产能力被预计轻微增加，过剩的产量基本上被用于供应美国以外

的市场。(专家小组报告，第 4.37－4.40 段) 
159 在口头听证会上，加拿大不能够确认它是否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它现在据以主张美国产业状

况在终于 2002 年第一季度的 12 个月期间而不仅仅是 2002 年第一季度有了改善的数据。 
160 美国的被上诉人陈述，第 178 段(援引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16 段)。 
161 加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238 段。 
162 加拿大在口头听证会上对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加拿大主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查了加拿大生产商

而不是美国生产商的出口预测。相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生产商使用了历史数据，并扣除了美国

生产商供应的数据。然而，根据加拿大所说，历史数据显示加拿大生产商降低了产量，跟其美国同行一

样。此外，加拿大认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没有承认美国生产商的相对稳定的设备利用率与加拿大生产

商的设备利用率并不是非常相似；2001 年，美国生产商比加拿大生产商有更多的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加

拿大的上诉人陈述，第 131－133 段) 
163 见上述第 1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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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本案中完成分析需要上诉机构审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损害威胁和因果关

系分析的很多方面，要求上诉机构对高度复杂和受质疑的事实进行综合审查。164加拿大

作为提出要求的当事人，其论据集中于专家小组所犯的错误，并提供了很少的信息使上

诉机构完成分析的事实，使完成这个任务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上诉机构不能够完成分析，并确定第 129节裁定是否满足了《反

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的要

求。所以，上诉机构没有就第 129节裁定与这些规则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提出意见。 

四、裁定和结论 

因为上诉机构报告所述的原因，上诉机构： 

(a) 裁定专家小组违反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11条，因为在评估

第 129节裁定时，它描述和使用了不正确的审查标准；因而推翻专家小组在专家小组报

告第 7.57段、第 7.63段、第 7.74段和第 8.1段作出的裁定，即第 129节裁定并非不符

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条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

和第 15.7条承担的义务； 

(b) 没有必要审查专家小组是否没有履行其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第 12.7条承担的职责，说明相关规则的适用性，并提供其裁定的基本理由； 

(c) 不能够完成分析并确定第 129节裁定是否符合美国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3.5条

和第 3.7条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 15.5条和第 15.7条承担的义务； 

(d) 所以，推翻专家小组在专家小组报告第 8.2 段作出的裁定，即美国已经使其措

施符合其根据《反倾销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承担的义务，执行了专家小

组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 

因为以上裁定，上诉机构不能够向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建议。 

五、评析 

《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定》习惯上称《反倾销协定》，

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成员有约束力。《1994年关税与贸易

总协定》第 6条的标题是《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反倾销协定》只涉及其中的反倾

销税部分。《反倾销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成员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

施的法律依据和行为准则。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关于反倾销的国内法，必须符合《反倾销

协定》。 

 
164 见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热轧钢，第 2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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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协定》由正文和两个附件组成，正文分三部分，共 18 条。第一部分包括

原则（第 1条）、倾销的确定（第 2条）、损害的确定（第 3条）、国内产业的定义（第

4条）、发起和随后进行调查（第 5条）、证据（第 6条）、临时措施（第 7条）、价

格承诺（第 8条）、反倾销税的征收（第 9条）、追溯效力（第 10条）、反倾销税和

价格承诺的期限和复审（第 11条）、公告和裁定的说明（第 12条）、司法审查（第 13

条）、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动（第 14条）、发展中国家成员（第 15条）、第二部分

包括反倾销措施委员会（第 16条）与磋商和争端解决（第 17条）。第三部分是最后条

款（第 18条）。两个附件是《根据第 6条第 7款进行实地核查的程序》和《按照第 6条

第 8款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目前，反倾销作为应对国外产品低价倾销的法律救济手段，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地区用来保护本国产业，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和所涉金额大大增长，涉及的产品

越来越多，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争端方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的反倾销争端，主要涉及对《反倾销协定》的法律解释

和所涉案件中的具体措施、行为与《反倾销协定》的一致性，也有几个争端涉及美国国

内反倾销法律法规与《反倾销协定》的一致性。在报告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对《反

倾销协定》的条文、用语和条文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解释，对具体案件作出了裁定。

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有关专家小组报告（或被上诉机构报告修正）和上诉机构报告，不

但对争端各方解决目前的争端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家小组和上

诉机构解释和应用《反倾销协定》具有示范作用。在专家小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中，

经常引用以前专家小组报告（或被上诉机构修正）和上诉机构报告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不限于《反倾销协定》）的解释。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和准法律

效力。 

美国和加拿大有关针叶材的贸易争端，始于 1982 年，旷日持久，从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到《反倾销协定》，争端不断。2006年 10月 12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通知争端解

决机构，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 3.6条，它们已经就加拿大在以下

争端中提出的事项达成了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关于加拿大某些针叶材的初步裁

定(DS236)、美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针叶材进口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DS247)、美

国－关于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针叶材的最终反补贴税裁定(DS257)、美国－对原产于加

拿大的针叶材的最终倾销裁定(DS26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针叶

材的调查(DS277)、美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针叶材的反补贴税复审(DS311)。该解决方

案采取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综合协议的形式(2006 年 9 月 12 日)，解决了与两国针叶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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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有关的所有争端。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无损于除以上争端外美国和加拿大根据《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165美国和加拿大向争端解决机构提交

了双方长达 81页的协议副本。至此，两国长达 20年的针叶材贸易争端告一段落。 

包括《反倾销协定》在内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乌拉圭回合各方

妥协的产物，各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26 年来，各

成员围绕《反倾销协定》产生了 140起争端，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倾销协定》某些条款

存在模糊性，留下了大量争端空间。修改《反倾销协定》并完善国内法，似乎可以减少

部分反倾销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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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张梅 

摘要  研究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机制，能够丰富以数字贸易为动因的产业集

群优化升级的路径，以及数字贸易深层次发展的产业支撑路径，并对两者协同创新的实

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通过挖掘集群创新的源泉，构建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

新要素实现集群系统内流动和跨集群流动，形成协同发展的集群网络，构建具有竞争优

势的产业集群、培育数字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形成协同发展的数字贸易产业集群生态网

络，将帮助解决系统的冲突和矛盾，推动系统的高效演化，从而有利于构建从要素配置

效率提升→要素共享平台构建→协同网络形成→数字生态圈演进的路径安排。 

关键词  数字贸易 产业集群 协同创新 广州 

DOI http://doi.org/10.6914/tpss.030502 

 

一、研究背景 

《广州市深化工业互联网赋能 改造提升五大传统特色产业集群的若干措施》提出

广州市将聚焦纺织服装、美妆日化、箱包皮具、珠宝首饰、食品饮料等五大产业集群，

形成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当前，广州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存在数字服务领域竞

争力低下的困境。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两系统多种因素的相互

协作。广州产业集群及数字贸易协同发展尚处于自由组合阶段，要素配置的效率情况、

要素共享平台构建状况及协同网络是否形成、协同度水平等问题的回答可以推动两个系

统更有效率的演进和发展。基于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机理，推动数字贸易助力产业

集群升级转型，促使产业集群有效支撑数字贸易深化发展，可为广州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的发展提供参考思路。本文从系统论视角提出了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

机理及路径假设，以期回答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的有效途径，以及产业集群

如何为数字贸易提供产业支撑这两个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1. 数字贸易创造了产业运行新业态 

数字贸易是数字密集型经济，数据与劳动、资本、技术相并列，成为一个单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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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数据正发挥着对生产力的“高乘数”作用 (操奇,孟子硕,2020)。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化转型将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更多想象力(林江,2021)。信息和通信技术意味着地理

邻近不再是供应链上开展合作的先决条件，数字贸易已成为企业改变商业模式和战略的

重要驱动力(Mercedes Delgado, Michael E. Porter and Scott Stern, 2014)。在“十四五”规划

中，“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被明确提出。“十四五”

时期，广东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由集聚化发展向集群化发展转变，培育形成若干世界级先

进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连接打破了传统边界对于企业发展的束缚，促进了企业之间的数

据共享，也推动了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有助于形成数字化生态。产业生态是由多边合

作伙伴组成，通过多方之间的协作，实现共同的价值主张(Adner R.,2017)。物理空间与

虚拟空间相互交融可以大幅提升各产业链环节的协调效率，进而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创新组合，促进以跨境电商为主的数字贸易体系向数字服务贸易跨越。 

 2.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理论研究不足 

中小企业通过组建虚拟产业集群共享新的市场机遇，数字贸易促使上下游企业以及

跨行业的企业之间产生合作链接(Lin,F., 2015)。现有文献大多从电子商务和出口贸易的

视角来研究前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的机制。电子商务有助于产业集群扩大市场容量，

提升集群企业的协作水平与竞争强度(毛园芳, 2010)。出口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国际分工，

促进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优化与升级(丁媛, 2013)。除了依托跨境电商平台产生的货物贸

易，数字贸易还涵盖了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很明显，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全

球价值创造模式，并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徐金海、夏杰长, 2020)。然而，从数字贸易视

角来研究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这部分研究仍有待深入。 

产业集群对贸易具有正向效应(Krugman, 1991)。产业集群能够促进市场供给范围的

扩大，这直接表现为出口能力的增强(吴龙辉,2012)。集群式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出

口国内附加值，有利于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张丽、廖赛男, 2021)。国内外

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得出了产业集群推动对外贸易发展的结论，但是关于数字贸易如何与

产业集群互动并获得产业创新支撑的理论研究仍不足。数字贸易不仅包括基于信息通信

技术开展的线上宣传、交易、结算等促成的实物商品贸易，还包括通过信息通信网络传

输的数字服务贸易，如数据贸易（信息网络等）、数字产品贸易（如在线旅游、游戏产

品、视频等）、数字化服务贸易（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服务、ICT 服务、其

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娱服务）等。如图 1 所示。 

3.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机制缺乏实证研究。 

数字贸易和产业集群的协同关系表现为：两个子系统通过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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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的演化，促进自身提升和两者的协同发展(李芳、杨丽华和梁含悦, 2019)。他

们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收集了 272 家产业集群内跨境电商企业的主观数据。受访者皆

通过自身经验做出选择，具有主观选择性偏差。该方法无法获取面板数据的异质性，

且没有涉及数字服务贸易。张夏恒（2021）提出跨境电商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全球产业

链集聚模式、评价体系和形成路径，该研究认为依托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可以实现全产

业链集聚层级跃升，但缺乏案例和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图 1 数字贸易内涵 

基于此，分析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协同关系，探析两者的互动演变创新机理；选

择广州市作为样本，对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协同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估，显得非常必要，

也有较髙的研究价值。 

三、广州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案例分析 

《广州市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成果白皮书(2021 年)》正式发布，着力推进广州

市工业互联网走深向实，激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活力。白皮书提到服装纺织及美妆日

化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例如，依布云服装赋能中心通过打通服装订单信息、采

购信息、仓库数据、裁剪数据、流水线数据、质量数据、成品数据各个节点环节，从订

单、裁剪、缝纫和仓储入库实现了一个订单的智能生产制作全流程管理。依布云实现数

字化转型后，生产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面料采购成本平均降低 20%，设计爆款率提

升 20%，小订单生产效率同比增长 30%以上。广州致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广州纺

织服装产业集群平台，通过一站式、集约化的生产设计服务，提升服装供应链条的整体

效率和速度，推动广州服装行业向柔性化定制、小单快反模式转型。针对服装行业供应

链各环节的业务痛点，该公司还打造了“2+1+1”体系(云设计创意中心、云版房生产中心

+云工厂+面辅料供应链)。其中，云设计创意中心基于高精度的服装图像识别 AI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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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对于服装款式设计图的快速修改、面料搭配以及 3D 虚拟试衣等功能。广州中

浩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数字化美妆日化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为美妆日化的

产品制造商提供了制造过程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生产数据电子

化、经营活动合规化。此外，该公司还帮助 20 多家广州本地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改

造后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 2%，良品率提升了 13%，新销售模式营业收入增长了 20%，

人力成本降低了 20%，实现全产品全过程的 100%可追溯。广州盖特软件有限公司围绕

“研发-接单-采购-加工-发货”的产业链条运行模式，开发了各种应用软件和管理软件，帮

助企业实现“管人、管料、管工厂”的内部数字化管理，同时搭建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找人、

找料、找加工”的外部协同，推动企业与产业平台的融合，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速

度。目前，“广州箱包皮具数字化特色产业集群平台”已投入使用，平台用户达 85516 人，

企业达 5447 家，年产约 8000 万个包。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工业互联网操作系

统，帮助中小企业实现“低门槛、低成本”上云上平台。目前，平台已为超过 20 家企业提

供服务，板材优化利用率达 90%以上，生产效率提升 10%以上，订单交付期缩短 5 天。 

 

 

 

 

                    图 2   模式 1： 电商平台+用户数据分析+企业发展 

 

 

 

 

 

    

图 2   模式 2： 特色平台+产业链条连接+企业发展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当前广州产业集群与数字贸易协同发展实现了

两种耦合模式：一是企业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运用用户数据分析，引导企业营销方式、

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创新。大量交易数据的即时获取与利用，促进企业不断发展与自身

禀赋及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先进适宜技术，使得创新的市场风险降低，用户体验与品牌忠

诚度提高，商务创新与技术创新更紧密地融为一体。数据共享中心帮助消费者获取更多

元的信息和更直观的体验，有利于网络内企业提供蕴含服务要素比例更高的产品，从而

获得某种非价格竞争优势。基于供需双方人格化信息的了解而建立信任机制，更易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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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易且实现重复博弈，从而提升用户忠诚度、拓展市场规模；销售端可以更好地直连

生产与研发端，从而不断优化供应链，提升品牌认知度。二是数字服务提供商构建特色

平台，提供企业全产业链条的解决方案，引导企业发展。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缺乏资

金、技术、品牌、人才等资源，数字化特色产业集群平台的构建帮助企业获得内部资源

解决方案，实现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提升企业内部系统协同效益；同时，平台的构建

有利于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协同，从而实现要素共享平台和产业集群持续紧密的互动

和耦合。上述模式表明，依托电子商务为主体的数字贸易，能够有效地配置要素资源，

促进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当前，两子系统的协同水平较低，只处于维持性学习、

适应性学习和过渡性学习阶段，集群内没有建立龙头企业并引领创新的动力机制，导致

创新型企业不足，创新绩效不明显。另外，产业集群没有相应反哺数字贸易，进一步推

动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数字贸易向深层次领域发展。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领域开发仍旧

不足。 

四、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机理和路径安排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展机理表现为：沿着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要素共享

平台构建→协同网络形成→数字贸易产业生态圈演进的路径影响产业集群和数字贸易

的内涵与发展。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演化过程可分为起步阶段(多点突破)、发展阶

段(串点成线)、拓展阶段(连线成网)和成熟阶段(推演成体)，层层递进。首先，数字贸易

通过数据中心信息流、技术类、资金流和物流的共享整合，推动产业集群研发创新、提

升制造效率、拓展营销模式、改善管理模式，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起步阶段）→要

素共享平台构建（发展阶段）：即“发现需求-快速供给-扩大规模-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渠

道 1)。其次，产业集群的集聚有利于构建数字贸易生态圈。伴随集群的学习效应扩大，

各要素主体呈现集聚融合与协同共享的特征，形成激励相容，实现要素配置效率提升→

要素共享平台构建→协同网络（拓展阶段）。基于“集群形成-资源吸引-集群扩张-知识溢

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渠道 2）将推动数字贸易生态圈从比较优势向绝对优势提升，

从而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再次，随着两者协同耦合度进一步提高，领头企业创新

效应持续不断地影响整个网络的创新绩效，“创新度-互惠度-信任度-联结强度”（渠道 3）

促使各类产业集群嵌入各类数字贸易生态圈并实现深度融合，共同演化发展为开放式、

交互式、赋能型、创新型的全产业新生态。 

产业集群、数字贸易协同系统具有开放性、非线性、突变和涨落等自组织特征。首

先，产业集群、数字贸易位于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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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信息的交换。其次，产业集群、数字贸易的子系统内部以及子系统之间存在竞争与

协作，而合作与竞争本质上是非线性的。再次，产业集群、数字贸易系统可产生良性循

坏推动有序化发展，也可能产生消极效应，互相牵制，形成恶性循坏。最后，系统和环

境之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部相互作用可能引起系统某一变量的涨落，从而导致过程突

变，推动系统新的结构产生，引发新的演化态势。基于协同学原理、复合系统理论，构

建复合系统协同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子系统有序度以及复合系统协同度并进

行实证分析。对某一时期产业集群、数字贸易的协同能力进行度量，从而准确客观的评

价两系统的协同程度及演化发展趋势，能够解决两者协同创新的冲突和问题，实现产业

集群、数字贸易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 

 

 

 

 

 

 

                              

图 3    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互动演变创新机制 

（注：数字 1、2、3 指影响渠道） 

五、实证分析方法 

1. 子系统序参量的确定 

   1 2, ,..., ,..., , 1,i mS s s s s i m=  为复合系统，则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的复合系统即

为  1 2,S S S= 。 1S 为 数 字 贸 易 子 系 统 ， 2S 为 产 业 集 群 子 系 统 。 假 定

 1 11 12 1 1, ,..., ,...,j ne e e e = 为数字贸易子系统的序参量指标，  2 21 22 2 2, ,..., ,...,j ne e e e =

为产业集群子系统的序参量指标，  1,j n 。依据协同学理论，当系统的有序度与序参

量成正比时，此类参量可称为慢序参量。鉴于本项目只考虑慢序参量，对系统的稳定性

呈正向功效，因此序参量的有序度 ( )jie 的表达式如下： 

( ) - -ji ji ji ji jie e   = ，其中，  ( ) 0,1j jie  ，如果数值越大，则说明序参量分量

jie 对系统走向有序的贡献程度越大，其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 

2.子系统的有序度测算 

复合系统的协同能力大小来自于各个子系统序参量对于其构成的复合系统的有序程度

的贡献，其中贡献度的获得可以通过对 ( )j jie 的集成和整合来实现，一般采用加权求和或

几 何 平 均 法 进 行 集 成 计 算 ， 计 算 方 式 如 下 ：
1( ) ( )nn

j j i j jie e ==  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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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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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j j i j jii
e e  

=
= 其中 i 为各序参量指标的权重，且有

1
0, 1

n

i ii
 

=
 = 。此外，

( ) [0,1]j je  ，其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重的方法，客观赋值法相比主观赋值法更客观科学，客观赋值法有

熵值法、准离差法以及 CRITIC 赋值法，本项目采用 CRITIC 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

计算公式为，
1

(1 )
n

j j ij

j

C r
=

= − ， 1,2,...,j n= ；
1

/
n

j j j

j

C C
=

=  ， 1,2,...,j n= 。其中 j

表示评价指标 j 的标准差，ijr 表示子系统中评价指标 j 与其他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jC

表示第 j 个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及对于系统的影响程度， jC 越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越

强。 j 表示指标 j 的客观权重，即最终评价指标所具备的权重数值。 

4.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测度 

 复合系统协同的变化状态是各子系统在不同时刻下互相作业的结果，所以，复合系

统的协同度也就取决于各个子系统有序度演变作用的结果。假设在规定的初始时刻 0t ，

有数字贸易子系统有序度为 0

1 1( )e ，产业集群子系统的有序度为 0

2 2( )e ，当演化发展到

1t 时，相应的获得 1

1 1( )e 、 1

2 2( )e ，若设复合系统的协同有序度为U ，则有： 

1 0 1 0

1 1 1 1 2 2 2 2( ) ( ) * ( ) ( )U e e e e    = − − ，
1

1

1, ( ) ( )

-1, ( ) ( )

o

o

tt

t j j j

tt

t j j j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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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1,1]U  − ， 

在取值范围内， 0U 表明所测算的复系统处于协同演进的良好状态， 0U 则表示其

复合系统的不协同，此外，是为了保证当且仅当 1 0t t 时，两子系统之间才具有正向

的协同效应。 

5.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前人的理论分析，本项目对于数字贸易的子系统发展

水平测度，将分为市场发展规模（5 个维度，包括贸易总额/亿元、数字贸易出口总额/亿

元、跨境电商网络零售额/亿元、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总额/亿元、居民消费水平/元），

物流服务能力（12 个维度，包括社会物流总额/万亿元、A 级物流企业数量/个、国际以

及港澳快递业务件数/亿、国际以及港澳快递业务收入规模/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规模/万

元、铁路总里程/公里、公路总里程/公里、民用航线数/条、民航货运量/万吨、码头停泊

位数/个、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固定互联网宽度接入用户/万户），优惠政策（2 个

维度，包括数字贸易法律法规/项、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个）。产业集群子系统发展水平

测度，将分为集群规模（8 个维度，包括工业总产值/亿元，企业法人单位个数/个，固定

资产投资/亿元，利润总额/亿元，每百元营业收入实现利税/元，出口交货值/亿元，产品

销售率/%，平均用工人数/万人）和集群创新能力（8 个维度，包括企业开发新产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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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专利授权量/个，企业技术开发机构/个，技术人员投入强度人数/人年，经费投入

强度/万元，有 R&D 活动的企业数/个，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基础设施投资/亿元）。 

六、广州数字贸易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对策分析 

数字经济是知识产权密集型经济，因此政府出台的制度既要能够激发创新，又要有

利于技术拓展和应用，同时还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数字经济是数字密集型经济，数据

与劳动、资本、技术相并列，成为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首先，政府需要构建数字贸易

监管平台。制订完善的法律法规，完善海关商检流程，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快海关

通关速度，提升海关智慧监管水平和监管效率。其次，政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

的监控管理。既要鼓励数据的收集、开发、挖掘、利用，同时又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和商

业秘密。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政府既要支持平台新经济生态系统

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反垄断。最后，政府通过进行跨境电商综合服务试点，为市场运

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随着系统内风险的降低，提高了企业的运行水平与质量，从

而对于产业集群内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可以更加有保障、更灵活的与数字贸易的相关企

业进行合作，增加了企业间的信任。因此，在两系统的协同发展中，既可促进各系统内

企业之间的更深度有效的合作，也会增加复合系统内企业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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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ing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digital trade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enrich the path of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clusters driven 

by digital trade and the industrial support path for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them. By tapping the source of cluster innovation, building innovative elements such as talents,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realizing the flow within and across clusters, forming a 

cluster network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an be buil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service trade can be cultivated. Finally, 

an ecological network of Digital Trade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n 

be formed, which will help solve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Digital Trade Industrial Clusters Network can be developed 

on the path arrangement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or sharing platform, the formation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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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行为：常规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的路径差异 

伦凤兰  魏巍  冯一方 

摘要  目的：探讨群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认同与集群意向和实际集群行为的关系。方法：

集群行为研究中常以意向预测或替代实际集群行为，文章采用 2(高、低群体相对剥

夺)×2(高、低群体认同)的被试间实验室情景设计和调查法。结果：集群意向作为中介影

响实际集群行为( 2 =20.294, p=0.000)；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关系

(β=0.723, t=2.483, p=0.001)；在集群意向的中介模型中，群体认同的单纯调节变为对中

介模型的交互调节，影响中介模型的前、后半段的路径(β=0.225,t=2.254,p=0.027;β=0.355, 

Wals=5.833,p=0.016)。结论：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之间存在路径差异，即群体认同

调节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关系；而群体剥夺感通过集群意向影响集群行为，且

在这个中介作用中，群体认同还调节着剥夺感与集群意向、集群意向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  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集群意向；实际集群行为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3 

 

常规性集群行为(normative collection action)是根据行为的激烈性、合法性和道德性

差异区分的一种集群行为类型，是群体成员在同一群体情绪影响下，为改善群体现状而

采用符合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既存规则的对抗行为，如和平游行、联名上书、请愿

等[1]。与违规集群行为相比，常规性集群行为的参与者付出的努力、代价和成本更低，

行为后果的破坏程度要弱，但其出现的概率却比违规集群行为要大得多[2]。其普遍性、

经常性发生的特点需要引起相当的重视，因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往往是由

得不到有效化解的常规对抗性集群行为演变而来的[3]。因此，分析常规性集群行为的社

会心理机制，不仅有利于理清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动因，也可为如何避免和化解各种群体

性事件提供决策思路。 

集群行为的测量是集群行为研究的关键因素。态度-行为关系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

与行为最接近的变量[4]。因此，在难以获得实际行动时，可以通过测量集群意向来代替

实际行动[5]。然而，行为意向是先验因素，实际行为是后验素，这使得行为意向对实际

行为的预测很有限。且意向形成到实际行为之间还有一些内外因素在发生作用，如行为

控制、情绪、自我决定动机、行为习惯和情境等[6-8]。这使得将集群意向（collection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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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实际集群行为（collection action)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有所降低。群体困境下产生的群

体相对剥夺感(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是集群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9]。群体相对剥夺感

是群体成员在进行群际比较的过程中，感知到自身的不利地位而产生的一系列感觉，它

比个体相对剥夺感更易导致集群行为[10]。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是集群意向的重要前

因变量和核心影响因素[11]。众多研究[9-14]的结果表明，群体认同对集群意向有直接效应，

也作为调节变量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关系中发挥间接作用。 

文章采用 2(高、低群体相对剥夺)×2(高、低群体认同)的被试间实验室情景设计和调

查法，对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进行测量，探讨群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认同在集群意

向和实际集群行为之间的路径差异。并认为：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存在较大的相关

性，但其预测作用有限；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关系；群体相对剥

夺感通过集群意向对实际集群行为施加影响，集群意向是两者关系的中介因素。在以集

群意向为中介的模型中，群体认同和集群意向发挥调节性中介的交互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变量设定与测量 

以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集群意向和实际集群行为为研究变量。 

群体相对剥夺感为操纵变量，借鉴 Guimond和 Dambrun(2002)的研究范式，通过阅

读、观看相关剥夺实验材料对其水平进行操纵，并用《群体相对剥夺感量表》（内部一致

性信度 =0.742 ）进行测量。群体认同是在实验前通过《群体认同问卷》（ ）

对被试原有身份（考研和就业学生）进行的测量。为了减少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操纵对群

体认同的干预，操纵后进行二次测量，并通过 t 检验验证群体认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然后，参考张书维、王二平(2012)的操作范式[9]，用虚拟材料作为触发情境。在十分钟内

阅读一个“本校学生因未签订就业协议被扣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真实”报道。集群意向

是指在请愿书上签字的意向，其测试题目为“如果被暂扣两证的毕业生号召我们在其呈

校长的请愿书上签字以示声援，我一定愿意参加。”实际集群行为则是指具体的签字行

为，测试题目为“被暂扣两证的同学将于近期进行维权行为，以联名上书的形式向校长

呈上请愿书，希望得到大家的声援。如果您愿意参与，请在随后的公开信上留下姓名”，

并当场宣读请愿书。收集实际集群行为结果，并对实验的虚拟情境进行解释，以消除实

验产生的群体相对剥夺感和消极情绪。 

（二）样本情况 

以某高校 252名学生为被试，平均年龄 21.46岁，男生 54名，女生 198名；高群体

=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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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者 153名，低群体认同者 99名；高群体相对剥夺组 135人，低群体相对剥夺组 117

人。 

（三）数据处理与统计 

在 2(高、低群体相对剥夺)×2（高、低群体认同）的被试间设计中，以理论平均数

（3）为分组依据，群体认同采用实验前的调查数据进行分组。所有变量从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在 1-5分的范围内评分，分数越高变量的相应表现越明显。各变量的得分即

为每个题目之和。除实际集群行为是分类变量外，其他各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在回归分

析中均进行中心化处理。 

根据数据的特点与类型，通过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样本 检验、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 检验、和回归等进行统计与分析。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有效性，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 Harman单因素因子

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集群意向和实

际集群行为 4个因子未旋转的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率为 31.727%，小于

临界值 40%，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太严重。 

（二）群体相对剥夺感和群体认同的分组检验 

独立样本 检验结果显示，群体相对剥夺感的高剥夺组显著高于低剥夺组，高低群

体相对剥夺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 3.38 0.38 和 2.25 0.26 ， 7.972t = ，

0.000P = ，说明实验对“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操纵有效。独立样本 检验验证群体认同分

组的有效性发现，群体相对剥夺感操纵前后，群体认同的高分组都显著高于低分组

13.514t =前 ， 14.052t =后 ，两组的P值都<0.001。操纵前，高、低群体认同组的平均数

和标准差分别为3.72 0.25 和2.70 0.34 ，操纵后为3.82 0.32 和2.78 0.35 。用配对

样本 检验验证群体认同分组的稳定性，在群体相对剥夺感操纵前后的两个高群体认同

组之间（ 3.72 0.25 和 3.82 0.32 ）和两个低群体认同组之间（ 2.70 0.34 和

2.78 0.35 ）均未发现显著差异，两组的 P值都>0.05，这说明对群体相对剥夺感的操

纵并未影响群体认同的分组，即实验对“群体认同”的分组也是有效的。 

（三）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的关系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和实际集群行为之间存

在两两正相关的关系，这符合了对三者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前提；群体认同与各其他变量

t

2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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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均不显著，这说明群体认同对其他各变量的直接效应并不存在。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性 

变量 群体相对剥夺

感 

群体认同 集群意向 实际集群行为 

1群体相对剥夺感 1    

2群体认同 -0.142 1   

3集群意向 0.345** 0.063 1  

4实际集群行为 0.234* 0.151 0.492*** 1 

集群意向和实际集群行为显著正相关（ 0.492r = ， 0.001P  ），为进一步分析集群

意向对实际集群行为的预测作用，对实际集群行为（CA）和集群意向（CI）进行 Logistic

回归，得到： 1.925 = , 13.426Wals = , 0.000P = ，模型的-2 对数似然值=63.085，伪

决定系数 Cox-Snell
2R =0.365，Nagelkerke

2R =0.641。可见，集群意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实际集群行为，集群意向每增加 1个单位，实际集群行为将增加 1.925个单位。其回归

方程为： 

 
( 1/ )

ln
( 0 / )

p Y CI
a b CI e

p Y CI

=
= + +

=
 (1) 

表 2 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的频次(期望频次)统计 

集群意向 无参与集群行

为 

参与集群行为 合计 

低意向 45(36.9) 0(8.1) 45 

中意向 120(105.9) 9(23.1) 129 

高意向 42(64.2) 36(13.8) 78 

合计 207 45 252 

将集群意向以中位数（3）划分为高（>3）、中（=3）、低（<3）三个意向组，并将其

与实际集群行为进行比较发现：高意向组参与集群行为的概率为 46.15%(36/78 )明显高

于中意向组的 6.98%(9/129 )和低意向组。 检验的结果也证实集群意向对实际集群行

为的高度预测作用(
2 =20.924 , =2DF , 0.000P = )，即集群意向越高的群体，其参与实

际集群行为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 

然而，在中、高集群意向的群体中，只有 45人实施了实际的集群行为，仅占高、中

意向群体的（45/207）21.74%。这同时也说明了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之间确实存在

较大的差异，较高集群意向的个体中，实际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也不高。所以，集群意

向能一定程度上预测群体的实际集群行为，但不能将集群意向来替代实际集群行为。因

为，意向是行为产生的“必要因”，产生意向并不一定发生行为，意向到行为产生之间还

有一些影响因素存在。从意向产生到实际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不但受到动机[7]、习惯[6，

8]和情绪[6]等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情境[15]等外在环境的干扰。 

（四）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关系：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 

用回归分析检验群体认同(GI)在群体相对剥夺感(GRD)和集群意向(CI)中的调节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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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程为： 

 1 1 1 1CI a b GRD c GI e= + + +  (2) 

 2 2 2 2'CI a b GRD c GI c GRD GI e= + + + +  (3) 

表 3 群体认同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SE  t  P  2R  
F  P  VIF  

群体相对剥夺感

（GRD） 

0.338 0.098 3.451 0.003 0.131 6.118 0.003 1.021 

群体认同（GI ） 0.102 0.097 1.055 0.294 1.021 

群体相对剥夺感

（ ） 

1.316 0.444 2.962 0.004 

0.183 5.978 0.001 

2.053 

群体认同（GI ） 0.723 0.291 2.483 0.015 9.720 

GRD GI  0.225 0.100 2.254 0.027 6.884 

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通过检验（表 3第 5行），调节效应量 2 0.052R = ，其解释的

额外变化率为 5.2%，即加入交互项后致使解释率由 13.1%提升到 18.3%。 

 

图 1  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的调节效应直观图 

为进一步研究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趋势，分别画出高、低群体认同组的趋势线，结

果发现： 

（1）群体相对剥夺感与集群意向是正向变化的关系。趋势线的斜率反映了群体相

对剥夺感对集群意向的敏感程度，斜率越大越敏感。所以，低群体认同者比高群体认同

者对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反应更敏感。就实验数据而言，低群体认同情况下，群体相对剥

夺水平每提高 1个单位，其集群意向增加 1.201个单位（斜率=1.201）；高群体认同情况

下，群体剥夺水平每提高 1个单位，其群体的集群意向则增加 0.673个单位（斜率=0.673）。 

（2）交互作用的拟合线有一个交点（3.57,4.49），该交点应是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一

个度。在这个程度之下，低群体认同者的集群意向低于高群体认同者；而当群体相对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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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感超过这个程度后（ >3.57x ），低群体认同者的集群意向会发生反转而超过高群体认

同者。 

所以，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在群体相对剥夺感未达到一定程度时，高认同

群体比低认同群体易于参与集群行为；而在群体相对剥夺感足够高，超过一定程度后，

低认同群体会比高认同群体产生更高的集群意向；低认同群体比高认同群体对群体相对

剥夺感的反应更敏感。 

（五）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实际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意向的中介作用 

建立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实际集群行为的中介作用模型，使用方杰、温忠麟和张敏强

（2017）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过程及公式如下：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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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群体相剥夺感（GRD）对实际集群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 0.838c = ，

0.405SE = ， 4.274Wals = ， 0.039P = ）；群体相对剥夺感对集群意向（CI）的预测作

用显著（ 0.323a = ， 0.097SE = ， 3.333t = ， 0.001P = ， 3.330aZ = ）；加入集群意

向这一中介变量后，群体相对剥夺感的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 ' 0.126c = ， 0.446SE = ，

0.073Wals = ， 0.787P = ），而集群意向的结果显著（ 1.849b = ， 0.587SE = ，

9.909Wals = ， 0.002P = ， 3.150bZ = ）。进一步检验 a bZ Z 的显著性，得到 =2.236Z ，

大于（ 0.05P  ）的临界值 1.96，故此，集群意向的中介效应通过检验。且由 'c 不显著

可知，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即群体相对剥夺感是完全通过集群意向对实际集群行为

施加影响的。 

（六）群体认同对集群意向中介效应模型的调节 

先前研究[9-11]和 3.4 的结果表明，群体相对剥夺感对集群意向的影响受到群体认同

的调节。那么，在集群意向的中介模型中，其直接的调节效应会有何变化呢？建立四者

关系的混合模型检验群体认同对中介效应各路径的直接和间接调节作用，发现集群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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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集群行为的路径变化特点。混合模型的方程为： 

 1 1 1 1 1
( 1)

ln
( 0)

p Y
a GRD b GI c GRD GI e

p Y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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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连续变量做中心化处理，对混合模型进行检验，首先用方程(8)检验混合模型的

直接效应，得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和各指标（ 1 3.702c = ， 2.135SE = ， 3.008Wals = ，

0.083P = ），发现群体认同对混合模型直接路径的调节不显著；然后，用方程(9)得到群

体相对剥夺感及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2 1.316a = ， 0.444SE = ， 2.962t = ， 0.004P = ，

2 0.225c = ， 0.100SE = ， 2.254t = ， 0.027P = ）；最后，用方程(10)得到中介变量的

回归系数（ 1 0.165d = ， 0.885SE = ， 0.035Wals = ， 0.852P = ）和其与调节变量的交

互系数（ 2 0.535d = ， 0.221SE = ， 5.833Wals = ， 0.016P = ）。可见，群体认同与群

体相对剥夺感及集群意向的交互作用均显著，故 2 0c  且 2 0d  的结果成立，则中介模

型前、后两个路径的调节效应均得到验证，即混合模型中存在有调节的中介和有中介的

调节效应，群体认同对集群意向中介模型的间接路径都有调节。其中介效应大小为

2 2 1 2( )( )a c GI d d GI+ + ,中心化后的群体认同平均数和上下 1个标准差分别为 0、1和-1，

则当群体认同取值为上下 1 个标准差时，该混合模型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 82.44%和

58.37%。所以，集群意向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实际集群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受到了群

体认同的间接调节。 

实际集群行为

群体认同

群体相对剥夺感

集群
意向

群体相对剥夺感 集群意向

群体认同

 

图 2 群体认同的直接调节与其中介模型中调节效应的变化 

至此，群体认同对集群意向的简单调节效应（3.4）转变为对中介模型调节的混合模

型（图 2）。可见，群体认同对中介效应前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

群体相对剥夺感对集群意向的影响受到群体认同的调节，其具体调节情况在 3.4中已有

说明；群体认同对中介效应后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即集群意向这

一中介因素对实际集群行为发生作用时也受到了群体认同的影响。其交互作用的具体表

现（图 3）为：无论群体认同的水平高低，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发生率的关系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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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高认同群体对集群意向的变化比低认同群体的变化要敏感，高认同群体的集群

意向每增强 1个单位其实际集群行为发生的概率会提高 20.45个单位（斜率=20.45），低

认同群体的集群意向每增强 1个单位其实际集群行为发生的概率会提高 7.69个单位（斜

率=7.69）；但无论集群意向高低与否，高认同群体的实际集群行为发生率都比低认同群

体的实际集群行为发生率要高。 

 

图 3 群体认同与集群意向的交互作用 

三、讨论 

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从发生概率的角度讲，以往研究中以

意向代替实际行为的做法是可行的，是在实际集群行为无法测量情况下的一种尽可能接

近实际情况的做法。但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之间的路径不同，实际集群行为使原本

以集群意向为结果的路径变得更长，其影响机制变的更加复杂。在后续研究中，应寻找

与实际集群行为尽可能吻合的测量方式（如计算机模拟实验），使集群行为研究的路径

更加完整；同时，要探讨集群意向到实际集群行为之间的众多可能影响因素，如动机[9，

12-13]、意志[14]、记忆[15]、情绪[16]等内在因素和情境[17-18]等外部因素等。 

集群意向是与实际集群行为最接近的变量[4-5]，群体相对剥夺感作为必要前提条件

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同时也影响着实际集群行为，但因其作为集群行为路径的初始影响

因素[4-5，9-10]，对实际集群行为的影响更多是通过集群意向的中介作用产生的。 

群体认同在群体相对剥夺感和集群意向以及实际集群行为的关系之间均起到调节

作用，很可能的原因是群体认同是群体成员参与集群行为的重要内部动机，高认同者更

多从群体角度，低认同者更易于从个体角度来计算得失[12-16,19]。所以，群体困境下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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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感高低，高认同群体比低认同群体的群体凝聚力更强，更易于

参与集体行动，自然其集群意向就较高一些；而低认同者则只有剥夺感够强烈，成员足

以感到能直接影响到个体利益时，才可能从行为上谋求改变。这也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够

强时，低群体认同者的集群意向超过高群体认同者的原因。 

然而，群体认同作为先前研究中对集群意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在简单模型和混

合模型中的路径不同[20]，其他已知影响因素和未知影响因素的结果也可想而知。所以，

在后续研究中应将新旧影响因素都放入混合模型或建立的新模型中，分析各变量间的相

互作用，以使集群行为的路径变化更加明朗，增强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四、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在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和集群意向的简单模型中，

群体认同起着调节作用；（2）加入实际集群行为后，简单模型变为混合模型，集群意向

在群体相对剥夺感与实际集群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3）在集群意向中介的混合

模型中，群体认同的单纯调节作用转变为混合的调节与中介，使模型变为复杂的混合模

型。可见，集群意向与实际集群行为之间存在路径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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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group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intention and actual collective behavior.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intention is often used to predict or replace actual collective behavior. In 

this paper, 2(high and low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2(high and low group identity) 

laboratory scenario design and investigation method were used. Results: Collective intention 

affected actual collective behavior as a mediator ( 2  =20.294, P =0.000); Group ident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group intention (β=0.723, 

t=2.483, P =0.001). In the mediation model of collective intention, the simple regulation of 

group identity changed into the interactive regulation of the mediation model, which affected 

the path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half of the mediation model (β=0.225, t =2.254, P =0.027; β= 

0.355, Wals=5.833, P=0.016).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t paths between collective 

intention and actual collective behavior. That is, group ident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cluster intention. In addition, group identity also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ivation and cluster intention, and between cluster 

intention and cluster behavior. 

Keywords: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group identity; collective intention;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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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精神在高校创业人才培养中的价值探析 

孙鹏程  姜慧茹  张志鹏 

摘要  基于张謇精神在创新创业领域的价值，通过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视角，从“学

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坚苦自立”等张謇精神的内涵出发，实现企业家精神与高校创业

人才培养的边界互通。在分析张謇企业家精神与高校双创教育关联度的基础上，深度分

析高校创业人才培养和高校双创教育的薄弱环节，厘清张謇精神对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

价值，探索未来高校创业人才培养工作中张謇精神的延伸，构建高校创业人才培养新理

念，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优秀人才，发挥高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与作用。 

关键词  张謇精神；创业教育；地方经济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4 

 

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高校推到了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高校双创教

育成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高校如何转型主动

适应地方产业升级，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学生创业人才，成为了当前高等院

校双创末端发展的新课题，其成果关乎高等院校创业人才的职业发展和成就动机形成，

更关乎地方产业经济是否能够成功转型升级。 

就大学生创业者个体角度来看，学生在未来发展及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困惑根本原因

在于自身能力的不足；从双创教育的视角来看，大学生创业者普遍存在精神视域缺乏、

专业性有待提高、创新创业孵育体系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

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近

年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热词，频频出现在重要会议、

文件及领导讲话中。因此，在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形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与认同，开启双创教育新领域，中国更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张謇先生企业家精

神的内涵，籍此推动高校双创教育和创业人才的培养，对于提升高校内涵、服务地方经

济，从而培养创业人才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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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立足中华大地，通过对中国历史演进和社会心理的研读，发现企业家应该德、才、

业兼具，才能成就大业，“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或“有才德而无大业”者都不符合企业

家的称号。张謇先生，便是习近平总书记赞扬的“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字

季直，晚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同时，张謇又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政治

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生长在国难深重、山河破碎的清末民初，自幼熟读四书五

经，受儒学“忠君爱国”传统思想影响，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立足家乡南通，在

高中状元后毅然返家创业，经营地方自治，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

著名的“模范县”，精心打造出具有现代化理念和标准的“中国近代第一城”，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遗产[1]。 

（一）爱国情怀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主要体现 

张謇作为深受传统爱国思想熏陶的甲午状元，他的爱国精神比一般人更深沉、更独

特。1895年回籍奔丧不到半年的张謇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异常悲愤，满怀爱

国情操且见多识广的张謇对时局变化有敏锐的思考，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条约主要内容，

并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2]，果断地弃政从商，从此走上实业救

国道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张謇一生的创业实践，他的动力源是爱国情操，他说服

自己的精神支点是实业救国。 

（二）开放胸襟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总体特征 

张謇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3]。他始终秉持开放主义，不仅对资金、技

术、企业管理等生产要素开放，对外来的思想理念、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

全面兼收并蓄，他创业过程中特别关注国外先进技术的应用，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进

行深度创新和本土化，使创业的多个项目成为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的典范。在对国内国外

开放的同时，张謇对人才的使用更是秉持特别开放的态度，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广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像王国维、梁启超、陶行知、梅兰芳这样的许多名人大家都到过南通

和他探讨问题，也有来自日本、荷兰、英国等数十位外国专家在他的公司工作。因此，

张謇任人唯贤的先进理念，为后期创办一系列强国企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诚信品格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一贯原则 

“诚实守信”这一儒家伦理的基本要求，是张謇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亦是其经营企

业的重要理念。张謇对企业家与企业信用的重要意义亦有独到见解,“吾见夫世之企业家

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逐，或五六年，

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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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失，亦长此已矣”。张謇的诚实守信是儒家“以义取利”的体现，他曾告诫师范毕业生：

“修身之道，固多端也，即就不说谎、不骗人做去，亦可矣。” [4]他认为诚实守信是做人

的本分，也是其一生开展经商活动的信条。 

（四）创新精神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风格 

中国历史和儒家经典中不乏开拓创新的论述和典故，《礼记·大学》记载“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张謇抛弃半生所求的科举仕途，以舍身喂虎的气概，投身充满风险的

商海，把对先贤的称颂变为实际行动。在经过数十年不断开拓，创办了涉及纺织、垦牧、

面粉、榨油、制盐、航运、码头、机械、金融等领域 27家企业，建立了大生企业集团，

这其中许多的业务均是在当时的时局下具有开拓和创新价值的营商领域，这也使他完成

了从“儒者”向“儒商”的角色转变。张謇是南通“通江达海”开拓创新精神的创立者和践行

者，他的开拓创新既是对儒家伦理的继承，又是对彼时现实社会环境的回应。 

（五）社会责任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独特魅力 

社会责任，实为儒家伦理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更是企业家不可或缺的情怀和担当。

张謇[4]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其社会责

任感突出体现在孜孜以求“地方自治”事业上。在他眼里，实业是改善国计民生的根本方

法，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慈善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需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珍惜学

习机会，巩固专业思想，提高责任意识。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必然要发生各种关系，社会生活是一个整

体，各行各业的每个人所从事的正当工作，对整个社会生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社

会责任要求个体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利益关系，自觉维护他人利益，树立对自

己，对他人，对集体，对祖国的责任意识。张謇的这种企业家精神魅力，正是对企业家

社会责任最好的诠释和注解。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张謇：他的家国情怀、诚信品质、社会责任、民本意识等，都是

我们今天企业家要去学习的。而“张謇企业家学院”则把着力培育具有“爱国情怀、开放胸

襟、创新精神、诚信品格、社会责任”的“张謇式”新一代企业家群体作为办学目标，这正

是对张謇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好总结。在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创业教育的背景下，培养大学

生创业人才的过程中，高校要特别注重培养大学生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在明晰创业教

育理念的基础上，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

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

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勇于做开拓创新精神的创立者和践行者，始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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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二、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与不足 

1998 年清华大学发起并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是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工作的标志

性事件。接着，上海、湖北、江苏等地高校陆续开展了高等学校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创

业行动。1999 年，共青团中央、中科协、全国学联联合举办的“挑战杯工学学生创业大

赛”，以及教育部出台相关规定，允许学生保留学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更是明确了创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属性。同年，教育部在全国探索建立 9所创业教育试点高校以来，全国

高校次第开展了 20 余年的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很多高校达到了较好

的效果，然而，大部分高校在双创教育方面，特别是高校创业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很多

不足[5]。 

（一）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缺失 

我国高校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依然沿循传统的教育理念，在价值和情怀领域投

入不够，忽略了企业家精神在大学生创业者培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从“企业家精

神”的内涵研究中发现，企业家的精神视域被认为是一种高级品质的表达，“精神首先是

一种思想形式，是一种驱动智慧运思的意识形态。”因此，企业家精神正是表明企业家这

一类群体的共同的精神特质，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

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而在高校的人才培

养过程之中，特别是对创业者的培养上容易将企业家的精神特征和其他群体特征混为一

谈，不能够把成功企业家的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单独作为案例开展

教学活动。这是一种不符合时代发展特质的高校创新人才教育理念，忽视了用企业家精

神对学生人格的塑造，缺乏对大学生创业者的引领和教育。 

（二）创业人才培养中高质量创业案例缺乏 

与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比较，在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案例教学在培

养学生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虽然案例教学不能够解决高校创

业人才培养的全部问题，相对于实践探索等形式的学习显性表达不强；但是，在学习者

从事某一类型的创业活动时，经典的案例就能够呈现出一种个性化的、导向明确的教学

效果。案例教学通常要求教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只有教与学的双方共同投入就能

够达到较好的学习的效果。案例教学是过程而非结果，学习的过程就是学习目的。客观

地评价各种教学方法，探讨财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有利于教育改革的顺利

推进，也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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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江苏省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委托，笔者在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者的调研中发现，

有 64%的学生表示学校创业课程中的虽有部分案例，但是效果一般；只有 17%的学生表

示经常受到经典案例的影响；19%的学生表示学校在创业课程中没有感受到案例教学的

引导。另外，在学生评价自己学校创业课程案例的教学情况时，70%的学生表示必须加

大力度。总体来说，现在高校创新课程与相关培训活动虽然在开展，但是课程与案例的

深度结合还不够，大学生创业者能够感知到的案例赋能尚需进一步加强。 

（三）优秀的双创教育师资队伍仍需完善 

高校里直接从事双创教育工作的老师，很多人不仅缺乏创业理论和实践经验，具备

企业家精神或对该类精神进行深度研究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另外，从事双创教育的专

职教师更是凤毛麟角，且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了解不深，一些教师不仅备课弱化，

且承担其它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专心从事创业人才培养的

相关工作。与此同时，高校的教育理念也要呈多样性发展态势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应

根据时代、经济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但也要注意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创新。由于

以往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在进行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多沿用经验主义的教育理念，

没有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因此无法有效开发高校大学生创业者的思

维意识。 

（四）双创教育平台缺乏互动联通、共享平台 

目前，高校各个学院、专业之间双创教育联动少，且具有典型性和通识性企业家精

神的标志性人物在高校双创教育平台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部分高校创新创业实

践平台配置落后，学生的实践教学得不到专业的指导。目前，各高校虽加大了创新创业

平台的建设，但大多是通过各种创业竞赛的形式而创立的，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并不能

轻易获得平台的支持和帮助。各校的大学创业园、科技园等实践基地并没有充分发挥培

养高校创业人才的优势，有些基地甚至是徒有其表，并没有发挥其本应发挥的功效。另

一方面，不同高校之间的创业优势资源尚需整合，同时，高校与社会联动少，在实习实

训方面，很多高校并未实质性的与社会关联，无法让学生们获得零距离“双创”教育机会。 

三、张謇精神对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价值 

（一）张謇企业家精神与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关联 

创业教育的内核在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201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

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高校创业教育迅速铺开。创业教育

的本质是教育，是唤醒和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培育企业家精神。张謇作为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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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其企业家精神中爱国精神的主线、儒家伦理的底色、开放意

识的亮点体现在创业实践中，既有历史传承，又有个人创新。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中国

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为新时代凝练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研究范本，也为江苏高校创业教育提

供了鲜活的本土教材，值得深入研究和解读，使其成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探寻张謇

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高校大学生创业人才准确把握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有利于高校大

学生创业人才更好地凝练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高校创业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借鉴。 

（二）张謇企业家精神对高校创业人才培养过程的作风和能力具有引领作用 

1914年，张謇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题写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这一校训既反

映了张謇对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是将企业家精神融入人才培养的一个范例。在职业

道德养成教育中，张謇尤以“忠实不欺”为重，告诫学生要养成忠于国家、忠于单位、忠

人之事、忠于职守的职业公德，崇尚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这一系列的创业之风

正是当前高校大学生创业人才亟待吸取的“营养”。 

张謇企业家精神以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为追求，体现了对职业精

神的孜孜以求。只有夯实理论基础，不惧困难，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习得技艺，都应该

在博学的基础上专注于一门学科或者技能，高校大学生创业者只有在创业过程中做到精

益求精，才能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为中华梦的实现发挥核心力量。因此，

高校在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与企业实现文化对接，将“企业

家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尽快提升创业者的能力，提升双创教育参与者的硬

实力。 

（三）张謇企业家精神较好的提升高校创业大学生实践素养 

“厂中校”是张謇创办的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其办学模式不仅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

感受企业工作环境和氛围，也能有效利用企业的各种机器设备和厂房为学生提供顶岗实

习的资源和场所。由此可见，张謇非常重视利用企业环境对学生开展教育，力图构建校

企一体化的教育环境，这对于正在创业初期的大学生创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养成具有很好

的推动作用，为大学生创业者的实践素养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 

此办学模式是张謇产教融合理念的十分成熟和成功的范本，这与当下高校推出的产、

学、研协同育人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意在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科研院所或高

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

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而且可以丰富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经验，一定程度

上也激发了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快速形成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核心技术。 

（四）张謇企业家精神能够提升大学生创业者的生涯质量 

https://baike.so.com/doc/30048463-31660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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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高校的生存之道。人才培养质量的水平高低不仅关系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也关乎高校的社会影响力[6]。张謇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教育之中，为企业输

送具备高素养的人才，同时将传统文化渗透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中，实现了事业的

成功。借鉴张謇的做法，可以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培育高校创业人才、感化高校创业人

才作为双创教育与地方融合的切入点，通过文化育人培养大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新思路，

激发大学生创业者的生涯信念，使其成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高校创业人才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表征。高校大学生创业人才要做创新发展

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在双创的大背景下，努力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从而引导

广大毕业生深入挖掘自身潜力，结合学生个性、家庭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合

理制定职业生涯规划，为全面塑造社会新力量贡献自己的智慧。高校创业人才需要将自

己的专业和创业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形成较高的创业

生涯目标，进而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能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新

担当新作为。 

四、张謇精神引领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未来展望 

探寻张謇的企业家精神，有利于准确把握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更好地凝练新时代企

业家精神，为高校双创教育提供借鉴。创新创业教育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作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重要承担者，需要结合当地经济发

展的特点，制订人才培养目标，以张謇企业家精神为依托，做好创业人才的培养，在未

来的工作中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优秀人才，发挥高校的重要角色和作用，实现高校创业

人才的重要价值[7]。 

（一）优化张謇企业家精神背景下的双创教育课程建设 

开展以张謇等具有引领气质的企业家为蓝本的创新创业思想教育课程，通过理想信

念和爱国情怀的教育课程端正创业目标，使学生各个变成有目标才有动力，有理想才有

追求的创业者。高校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创业目标实质上就是人生目标的浓缩，也是

人生理想的现实体现。同时工作中应该抓住高校创业人才思维活跃，创新能力强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以及善于思考、勇于挑战的创新精神。高校可以通过创

业思想教育帮助大学生创业者端正创业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通过创

业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创业者明确创业的目的和意义，从而将创业理想化为自己自觉的行

动，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创业实践。因此，要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不是简单的讲授创

业培训课程，或是贯彻相关政策，而更应该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和立德树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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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结合起来，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 

（二）多元化选择张謇等企业家为榜样的案例教学 

古往今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行为和成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一是借鉴历史上的创新创业榜样，编选他们成功的案例，通过他们明确创业目标,激发创

新精神，树立创业情怀；二是要学习现实生活中的创新创业榜样，各行各业的双创典型

是大学生学习的活教材，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大学生们耳濡目染，陶冶双

创情操；三是联合校友会，举办优秀企业家校友座谈会，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校友

的创业经验分享，让学生近距离感触创新创业的魅力，在沟通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启示与

灵感。 

（三）通过张謇等企业家的精神赋能高校创业人才的心理成熟 

开展创新创业心理指导，通过张謇等企业先贤的企业家精神引领，推动形成强大的

高校创业人才心理特质，而创业者是否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往往会成为能否创业成功的

“胜负手”。创业心理指导是在专门人员的指导下，创业者自己练习、实践、锻炼，从而

达成强大抗压能力和提升心理成熟度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过程。通过对张

謇等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进行分析，传授其创业相关的心理自信和能力，逐

步将抽象的心理知识内化为大学生创业者具象的心理品质。通过案例，在未来的工作中

能促使大学生创业者更好的思考如何挖掘和开发自己的心理潜能？如何培养自己的创

业心理品质？最关键的还是要通过自我修养才能达到。古人曾强调要“吾日三省吾身”，

就是要对照标准，经常看看自己的心理品质是否符合要求，时时端正自己，以先贤为榜

样，形成良好的创业心理素养。 

总的来说，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是创业个体与有价值的商业机会进行结合的催化剂，

两者结合越好，越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高校大学生创业人才。高校创业人才培养的过

程是大学生创业者爱国情怀、社会属性和个人生涯发展追求的有机结合，张謇等企业家

的精神将成为未来高校创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为培养更多更好的符合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大德、大智、大气”的大学生创业者提供宝贵的知识财富和历史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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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value of Zhang Jian's spirit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s of Zhang Jian's spirit, such as "learning 

must be used fo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must be suitable for use", "hard work and self-

reliance", etc. The boundary exchange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Jian'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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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weak links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arifies the value of 

Zhang Jian's spirit to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The 

extension of the spirit of Zhongzhangjian, to build a new concept of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deliver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o give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and ro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Zhang Jian spiri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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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以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为例 

李轩  黄波  李秀兰  来升 

 

摘要  随着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

的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紧扣国家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整合优势资源，采取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合实践课程体系、建立产教

融合协同育人体系、完善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构建了以高端装

备为特色，节能环保、食品机械、材料、环境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为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撑。 

关键词  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改革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5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1-2]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对我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数量众多的地方高校是我国的科技创新基

地之一，肩负着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因此地方高

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今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四川轻

化工大学作为川南唯一的省属工科院校，肩负着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服务和培养

人才的光荣使命。[3]立足中国制造2025计划、四川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和“5+1”产业体

系部署、川南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发展需要，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培养基础

扎实、实践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强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技术人才，对川南乃至西部地

区的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的必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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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阐述了我国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现状及其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意

义，总结了近年来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面向川南经济转型发展的实际需求构建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这些措施对提高我院的科学研究水平、服

务地方经济和提升人才培养水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期望为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4-5]学科交叉融合强调在遵循不同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及差异的基础上，积极突破学

科及学科内各领域之间的知识边界，融会贯通不同学科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从而构

建一种相互交叉、渗透和共享的学科融合机制，最终形成新的学科发展点，挖掘出新的

科学问题，构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6]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就指出，

未来的学术发展将进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此后，我国在个别新兴交叉学科或研究领

域进行了学科交叉融合的改革尝试，但未能及时有效地构建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及其支

撑体系。当前，随着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学科交叉融合

逐渐成为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更是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孵

化器，因此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共识。[7]2018年，教育部、 财政

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 “双一流” 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

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从

国家层面对建设和发展交叉学科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8]此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

一步指出，要 “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

叉融合”，进一步明确了学科交叉融合对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

的重要意义。 

[9]纵观人类的科学发展史可以发现，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

产生，乃至新兴学科的产生，大多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果。例如，现阶

段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电路集成等诸多重大前沿科技发展都得益于多

学科交叉融合，可以说，没有多学科的融合就无法取得复杂系统工程的突破性进展。因

此，多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我国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更是将其作为我国优势学科的发展点、 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和重大创新的突破

点，为此单独开辟了交叉学科项目申报方向。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战场，为我国的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10]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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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而

学科交叉融合则是促进我国高校 “双一流” 建设、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

[11]在我国昂首迈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手段和驱动力，积极探索培养创新性强、

知识整合能力突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我国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国外文献综述 

欧美等发达国家历来重视推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以解决单一学科无

法解决的系统性、复杂科学难题。[12-15]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

早在18世纪，就有目的性地开展了大量学科交叉方面的研究工作。例如，威斯康星大学

的农业化学家巴布科克，综合利用农学、化学、营养学、统计学和生物学知识，发明了

测定牛奶脂肪含量的巴布科克测试法”；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理科与工科交

叉融合的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多学科结合的雷达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的汉森

应用物理实验室，俄亥俄州立大学设立了“重大跨学科基金发展项目”，等等。日本在推

进学科交叉融合方面虽然起步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东京大学开创了多种成熟

学科并存、交流、交叉的“新领域创成科学”， 囊括了能源、信 息、复杂体系、物质、

生命、环境六大主干学科。名古屋大学通过建立教师、学生多学科领域间学习和交流系

统性制度，为不同学科领域人才间的学习、交流创造有利条件，培养具有突出创新能力

的科研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15]此外，日本还从国家层面大力推进学科交融合，在1995

年将推进创造性研究明确写入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于1998年通过了《二十一世纪

的大学与今后的改革对策》决议，配套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政策措施，如跨

学科的“大讲座制”、构建流动性科研组织等措施，促进形成了一大批学科交叉融合的科

研院校和研究单位。 

进入科学快速发展的21世纪，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为首的欧美发达国家进

一步推进了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了系统的学科交叉融合的体制和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体系和监督评价机制。[16]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发表了《促进交叉学

科研究》的调研报告，明确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内涵与特征，制定了从专业学会、学术机

构、资助体系和研究队伍等多方面布局交叉学科研究，加大学科交叉的经费投入，将横

向资助向学科交叉相关领域倾斜。[17]英国于2018 年成了国家科研与创新署，通过设立

战略优先基金向传统通道无法覆盖的交叉学科科研项目提供资助。德国在1999 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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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博士生院培养计划，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实施

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科研水平提升和高水平成果产出带来了巨大的红利。[18]据不完全统计，

从诺贝尔奖设立至今，学科交叉所产生的研究成果超过获奖总数的40%，并且随着时间

向后推移该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一些著名的发现如马约拉纳费米子结合了物理学、化

学及数学成果，“DNA 元素百科全书”研究则涉及遗传学、信息学、化学及物理学等学

科交叉。总体来看，学科交叉融合所致的技术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科技创

新和社会经济发展。 

（三）研究评述 

目前科技创新战略竞争和产业升级发展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世界各国均

将其摆在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我国历来坚持走科技创新发展的道路，近年来面对激烈

的国际竞争和科技领域的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将原始创新

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有利于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

创性科研成果的产生，服务于我国战略实施和社会重大需求，欧美发达国家在多学科交

叉融合进行的一些制度和机制建设，对我国当前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我国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现状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提出，我国要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以

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正蓬勃发展。[19]2020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

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离不开高素质、创新型复合人才的支持。[20]当前社会、经济、

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我国地方高

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体系还比较滞后，各学科之间存在重重壁垒，培养的人才知识

体系也较为单一，很难适应新经济、新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21]因此，迫切需要改革现

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其结构，厘清不同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促进各学科在知识、理论、

方法、技术和手段等方面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知识结

构合理、素质全面的创新型复合人才，为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

撑。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在加强自身优势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注重与区域的经济发展

特色结合，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内外环境的建设，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和人才培养体

系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22]以智能制造相关交叉学科专业为例，截至2020年6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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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中，与智能制造相关的交叉学科包

括大连理工大学的智能制造、北京联合大学的智能交通工程、兰州理工大学的制造业信

息化系统、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业装备制造与系统集成、西北工业大学的智能无人系统科

学与技术、湖南大学的智能科学与技术、河北理工大学的数据科学与智能系统、厦门大

学的智能仪器与装备、安徽理工大学的智能制造工程、华北理工大学的信息处理与智能

控制等，学科范围涉及机械工程、软件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数学、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研究内容涉及智

能仪器、智能装备和智能制造系统，数据信息处理与智能系统等专业领域。 

四、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实践 

四川省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镇。近年来，四川省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着力打造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五大产业及其相关的数字经济

(“5+1”)；其中，川南区域在制造装备、轻工、化工和新能源汽车等制造类产业发展方面

优势突出。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结合国家和川南造业升级转型的迫切需求，联

合自动化及电气学院和计算机学院等兄弟学院，在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检测与控制、

机器视觉与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领域进行人才培养改革实践，深入推进

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逐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川南区域经济发展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机械工程涵盖了机械、车辆、能源、电子技术、轻工、环保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的发展，机械工程在技术水平和规模方面都已经

或正在发生深刻性的变化，对从事机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维护和管理等人才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十三五”期间，四川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全面实施

重点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工业经济持续快速转型升级发展。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依托地处川南的区位优势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及时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在保持高档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和食品机械等领域优势

的基础上，促进现代设计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与传统机械设计制造技术的

交叉融合，构建了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并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特色。 

（二）加强专业建设，重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 

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网络技术、数控技术、3D打印技术、数字化技术、传感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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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与相互渗透，客观上给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学院抓住这一

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紧紧围绕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以各级“质量工程”为依托，突

破原学科基础、专业基础到专业课的三段论模式，紧紧围绕“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及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多学科新知识，依据工程设计过程—构思、设计到加

工制造、服务应用的全链条，重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坚持以“坚持学科

交叉，强化智能板块、培养工程能力”为宗旨，开展跨专业选课、不同专业协作培养、

多学科专业课程学分的互认等工作，培养具备扎实专业基础知识、融合多学科知识、突

出应用能力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同时，学院还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优质专业课程建设，通过大力打造国家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课程、加快系列特色教材

建设、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不断完善网络课程资源等途径，拓展教学资源、促进专业课

程体系的交叉融合。 

（三）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保证两课和专业的核心课程的前提下，面向四川省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及其相关

的数字经济领域进行实践课程体系改革，在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验、实习

和学科竞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应用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以素质拓展为目标，构

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递进式全过程的实践教学体系。将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检测与

控制、机器视觉与工业机器人、工业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智能制造技术等板块有机融入课

程设计、实习实践及毕业设计等各个实践教学阶段，每一个阶段设置明确的培养目标，

并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项目训练来达成这些目标。通过递进式、多学科交叉实践

锻炼，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融合贯通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彻底改变了传

统实践效果不好、实践内容单一的局面。 

（四）落实工程教育理念，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 

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升级发展，在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与地方企业建立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加强专业型人

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保障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和

取得实效，是专业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学院加强与地区企业的合作，相继与华

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宜宾普什集团、五粮液集团、东方集团公司等单位合作并签

订的“产、学、研”合作协议，通过共建创新平台、签订横向课题、联合申报项目等方式

积极深入推进实施产学研协同育人。 

（五）保障改革成效，完善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 

完善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是保障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设置科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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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客观的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不仅能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还能及时

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此，学院采取包

括改革教学管理体系、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建立专业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等多种途径，来

保障改革取得实效。一方面，学院在现有“三办”基础上，建立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的

决策、执行、监控和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闭合教学管理体系，强化教学管理对教学质

量的监控、保障和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构建全

方位、全过程、多角度、持续改进的评价机制，包括学生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与机制、教

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与机制和专家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与机制，形成集约束、监督与评价、

激励、反馈与改进为一体的、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五、小结 

社会的发展使得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目前高校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数量众多的地

方高校肩负着为我国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输送的重任，迫切需要构

建合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紧紧围

绕国家和川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采取完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合实践课程体系、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完

善教学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以高端装备为特色，节能环保、

食品机械、材料、环境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改革，培养的毕业

生具有视野开阔、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和知识整合能力强、勇于探索和创新等的特

点，活跃在四川的机械、化工、能源、动力、环保、轻工等多个领域，成为西南地区机

械、轻工化工及相关产业领域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深受各类企业的好评，为四川省乃至

西部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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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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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that characterized by new technology, new format, new 

industry and new mode, has made new requirements to the talent raining systems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ed superior resources and adopts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nstruc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establishing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ect., to 

reconstitute an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high-end equipm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od 

machinery, materials, environment, etc., which provides intellectual guarantee and tale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industry.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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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以利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为视角 

金乐怡 

摘要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为同性伴侣带来了生育的可能性，愈来愈多的

同性伴侣选择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但我国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并

不完善，同性伴侣的生育权得不到保障。本文选取同性伴侣中女同性恋伴侣借助辅助生

殖技术生育子女的相关问题，通过文献研究、个案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循证女同性

恋伴侣生育权的合法性，探究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可行性。从而建构相应

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以保障女同性恋伴侣及其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的

利益。 

关键词 女同性恋伴侣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生育权 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6 

一、引言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人类生育的技术也得到创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诞生，不

仅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带来了福音，也为同性恋、单身女性等群体带来了生育子女的希望。

但是，这也带来了对法律、社会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冲击。 

由于同性取向不同于我国的文化伦理纲常，普通人群对其了解甚少。“不同”与“普通”

的对立，造成了普通群体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避之不及，社会大部分群体思想的“恐

同”，使得大部分同性恋选择在社会中隐匿身份。然而，根据权威的金西性学报告，“同

性恋者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到成年人口的 3％至 4％。”在这一庞大的基数下，同性伴侣

相关的问题却已不容小觑。其中，不少同性伴侣选择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来生育自己

的后代。在男同性恋伴侣利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直接涉及代孕问题的现下，女同性恋伴

侣或成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较为合理的利用者。2020年，我国首例女同性恋伴侣争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之子女的抚养权在厦门一审判决。 

但是，由于我国关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法律没有对女同性恋

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评价，也没有解决此已

存在的女同性恋伴侣与其子女间的亲子关系认定以及特殊社会家庭模式的法律问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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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代孕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种法律行为的肯定极有

可能为“事实代孕”开一道合法的口子。因此，法院对于此种突破传统伦理纲常的行为，

基于社会维稳的考量，作出保守性的判决——以社会公共利益及无法据为由否认非分娩

女同性恋伴侣在这一社会家庭构造中的法律身份及法律责任。但是，这种在传统婚姻家

庭模式下的法律观念，已无法合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的问题。 

如何在现有的文化下保障女同性恋伴侣在生育子女的前中后期的各类权利和监督

义务的实施是法律亟需解决的问题。否则，在庞大的同性恋群体基数下，缺乏法律规制

不仅会损害同性伴侣在社会中的正常生活与其生育的子女的法益，也不利于计划生育国

策的开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女同性恋伴侣的生育权问题 

生育权利在亲子关系法律认定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亲子关系以生育为来源，

而生育则以生育权利为其合法性根源。女同性恋伴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需要从女同

性恋伴侣的生育权利出发，一步一步循证其生育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女同性恋伴

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提供坚实且有利的合法依据。 

（一）同性伴侣的法律性质 

在探究女同性恋伴侣的生育权问题前，首先探究一下女同性恋伴侣的法律性质。 

我国是贯彻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对于同性伴侣的法律性质，我国法律没有做出

相关规定。因此，同性伴侣处于一个无法律规制的空白地带。但是，随着我国同性恋人

数的增加，以及同性恋征求合法性的呼声不断提高，同性伴侣法律性质的认定是国家必

要作出的回答。同性伴侣究竟是合法？是不合法？还是违法？ 

合法，是指“合法”意味着行为合乎法律的要求。合法指向于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

相对应的，即违法，不合法。由于我国缺乏对于同性伴侣的法律规制，女同性恋伴侣尚

处于法律空白地段，因此，同性伴侣的法律性质尚谈不上合法，而是介于不合法与违法

二者之间。 

而不合法和违法的区分，存在不同的法律领域中。私法领域，法无规定即可为——

不合法与违法同义，即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公法领域中，法无规定即禁止——不

合法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缺乏法律依据两种含义。而违法即为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 

笔者认为，同性伴侣即未在私法也未在公法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仅为缺乏相关

的法律依据。因此，同性伴侣在公法和司法领域中皆不属于违法行为，而属于不合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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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范畴。区分同性伴侣作为违法法律性质和不合法法律性质的意义在于，这影响社会对

于同性伴侣的评价。违法是国家对于某一行为或某一社会关系的否定性评价，已为法律

所禁止。只有在不合法的情况下，才有更多探究同性伴侣中的一类——女同性恋伴侣借

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可能性。 

（二）女同性恋伴侣对传统生育模式的挑战 

传统生育模式下，传统生育基于男女双方的两性结合。然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出

现，使女同性恋伴侣的非两性自然结合生育模式成为了可能，而以生育模式为基础的生

育权，也需要被重新定性。 

《为进一步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采取的重大行动》提出“各国政府

根据行动纲领，应当采取有效行动,确保所有夫妇和个人均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

女数目、生育间隔和时间,并获得做此决定的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我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有依法实施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

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以上法律都明确公民个人享有生育的自由，且体

现了世界对生育权主体由夫妇到个人的态度转变。 

对于生育权，我国规定其为民事权利。学界对其法律性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生育权包含在身份权中，可以视为为传统的生育权利观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育

权包含在人格权中。 

然而，将生育权归属于身份权无法回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现后的生育问题。生育

权属于夫妻间的身份权，可以理解为单身男性女性并不享有完整的生育权利。我国相关

法律规定，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于合法生育主体的规定，也证明了其作为夫妻间

身份权的可能性。传统生育模式下，人不能一个人生育子女，因此生育权分属于夫妻间

的身份权；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辅助生育模式下，生育子女这一行为也需要传统两

性的人工参与——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因此，本质上，人类是没有一个人生育子女的能

力。在这种情形下，生育的一方需要请求另一方来协助生育。单独个人的生育权是不完

整的。 

那么，不孕不育夫妇在自然条件下无能力生育子女，是否认定其不具有完整的生育

权？上述观点表明不孕不育夫妇仍旧享有生育权这一身份权利。然而，否认个人享有的

生育权而去承认不孕不育夫妇间的生育权是矛盾的。在个人的基础上否认女同性恋伴侣

的生育权也没有足够的依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已使人类摆脱了两性自然结合的传统生

育子女模式，在科技发展的将来，人类也无法否认可能会出现无需精子与卵子结合即可



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81 

生育子女的方法。当科技突破了传统的生育模式时，法律需要承认这种可变性，改变其

对于生育的认知。 

笔者更支持将生育权容于基于人的自由与尊严的人格权之观点。 

生育权是专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生育权所针对的生育利益体现了人可以自

由地决定生育，决定这件会影响自己生活的事。 

1.生育是个人与生俱来的的能力 

人作为哺乳动物，每个人的生理构造使得其自然的拥有生殖器官。生殖器官是生育

的基础，也是生育权的来源。只有拥有了生殖器官，才有生育的可能性。精子基于个人

而产生，卵子基于个人而产生，作为生命起源的受精卵也来自于个人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基于个人即具有生殖器官，个人也拥有了生育权的基础。身份的不同不能阻止人类拥有

生育的基础器官，也不能遏制人类生育的可能性。 

2.生育是个人与生俱来的选择 

种族的延续要求人类具有生育的权利，人类的生命延续也要求社会承认其生育权。

物种的延续是自然界中所有生物不约而同的进行的任务。不论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

其都在承载着对于物种延续的使命。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今天，在有利于生命延

续的情形下，生育更不应被绑定在两性结合这一传统的生殖方式上。两性结合只是个人

生育时选择的方式。 

生育权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种排他的天赋人权。生理构造使得人类具有

了生育的可能性，种族的延续要求生育的权利。基于婚姻产生夫妻间身份权，但生育与

婚姻并无绝对的关联。婚姻是人类在长此以往的习惯中形成的为形成家庭的稳定构造的

形式要件，其本质是为了稳固的、健康的生命延续。婚姻作为一种形式无法否定实际的、

自然的和生理的生育要求，就如人的身份无法否认人通过眼睛看见外界的权利，也无法

否定与侵害生育权利的自然存在。 

将生育权容于个人人格权突破了传统的两性自然生育模式。这使生育权的可能性由

夫妻扩大到女同性恋伴侣的个人及双方。 

（三）女同性恋伴侣生育权的困境 

然而，女同性恋伴侣生育权在现实中仍受到各种限制。 

首先，女同性恋伴侣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仅能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法领域思

想判断女同性恋伴侣为非违法的行为主体，法律并没有给女同性恋伴侣以伴侣身份生育

子女的合法性依据。 

其次，生育权法律性质仍有争议。虽然生育权在国际社会被作为个人的人身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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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但是在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生育权是为个人的人格权。生育权作为个人的人格

权，没有足够的法律基础，因而无法为女同性恋伴侣的一方或双方提供生育权利的合法

性基础。 

再者，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的方式受限。首先，女同性恋伴侣即使是通过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仍无法改变其子女是两性配子结合的产物。现下还不存在非两性

配子结合的生育技术。并且，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在一定程

度上带来伦理道德秩序的失常：在异性恋世界，其非两性结合方式，却通过两性配子结

合而生育子女的女同性恋伴侣模式生育子女将物化男性精子细胞；在同性恋内部，则涉

及对配偶的不忠贞。 

最后，女同性恋伴侣利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受限。我国法律尚未确认女同性恋伴侣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性与否，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存

在一定的法律问题时，无法得到相关法律的解决。 

因此，缺少法律确权与赋权的女同性恋伴侣，处于生育权适用法律缺漏的困境中。 

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律规制中对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的限制 

（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 

所谓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指不同于人类传统的基于两性性爱的自然生育过程，而

是根据生物遗传工程理论，采用人工方法取出精子或卵子，然后用人工方式将精子或受

精卵胚胎注入妇女子宫内，使其受孕的一种新生殖技术。 

在我国允许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包括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及其衍生

技术和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AI）两大类。 

我国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作出了一定的限制。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管理办法》（2003）第三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

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

范》（2003）第四章第十三条“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

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实施校验细则》

（2003）第一章第四条社会公益原则第一款“医务人员必须严格贯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法律法规，不得对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 年修正）第十七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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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责任”。以上内容均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夫妇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适用

主体，除此以外的他人，无法在我国合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实施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 

（二）限制女同性恋伴侣利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非合理性分析 

现实社会中，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情况普遍存在着。在

现存技术的支持下，女同性恋伴侣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类型主要是通过供精人工授精

以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两类方法。精子来源可能是亲友捐赠、精子库或精子细胞买

卖。卵子来源与分娩主要有两种方式——A卵 B生或 A卵 A生。 

然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合法适用主体排除了女同性恋伴侣。即使《吉林省人口计

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单身女性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但其不仅要求单生女

性无子女且决定终生不结婚，还要满足吉林省户口的条件。从上述相关法律来看，女同

性恋伴侣除非更改户籍落户吉林，不然在国内合法的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十

分困难。 

但笔者认为，在女同性恋伴侣享有生育权的基础上，否定女同性恋伴侣作为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并不合理。 

首先，从内部法律规范性质分析。 

其一，谈及生育权，必然涉及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是我国建国初期，

为控制多育多生引起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而在八十年代制定的基本国策。这种状态持

续到 2013 年我国开始部分放开而二胎。计划生育直接涉及到了国家干涉生育的自由。

然而，这种对于人数的控制，是不与我们的生育权相抵触的。生育权是我们具有生育的

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做出生育行为的自由，而计划生育则是在我们生育自由的基础上倡

导限制生的数量。人类是社群生物，人类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社群范围内进行的。国家作

为一个基本的社群，需要对个人的活动进行管制，以达到一定的积极社会效果，从而使

该积极社会效果作用于个人身上。不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宣

言以期达到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国家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旨在于创造个人更好

的生存环境，以助于生命延续的可持续性发展。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释义》中指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计划生

育的所有政策都是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将女同性恋伴侣纳入计划生育范畴，在

法律上赋予其应有的生育权利，更有利于国家社会对于生育优生的规范与发展。 

其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仅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夫妻间的计划生育权利及倡导

性义务，并未对女同性恋伴侣以及单身人士等群体作出规定。单纯以不符合计划生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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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和条例为由拒绝给女同性恋伴侣和单身人士等群体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没有足

够的支持依据。计划生育法规并未规定强制性义务也未规定其主体仅为夫妻，仅倡导性

义务又何来不符合。 

其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以及《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实施校验细则》等规范所指向的规制对象都为医疗机构，其作

用不能扩大解释到对于公民的规制，这不仅是侵犯了公民的主体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会

引起行政、民事管理的混乱，从而造成司法乱象。 

在人民个人享有生育权的基础上，以不明确的法律指向为依据，禁止女同性恋伴侣

等群体借助合法的生殖辅助技术生育子女，实然侵犯了其自然享有的合理合法的生育权

利。 

其次，从外部形态比较出发。 

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常与代孕混同，基于防止给代孕以合

法形式的基础上，我国限制了合法的夫妻外的其他人行使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然而，代孕与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行为仅为形态相似，

而实质内核不同。代孕，是指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体外形成的受精卵或胚胎植入

第三人的子宫，由其代理怀孕分娩的技术。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中的 A 卵 B 生的类

型与代孕十分相似。A 卵 B 生是指通过现代医学技术，将女同性恋伴侣 A 卵巢中的卵

子取出，在体外与从精子库或其他方式取得的精子进行结合，将形成的受精卵或胚胎植

入到女同性恋伴侣 B的子宫，由其怀孕分娩的技术。从形式结构上来看，女同性恋伴侣

的 A 卵 B 生完全符合代孕的相关形式要件。除非特别强调女同性恋伴侣之间的关系，

或女同性恋伴侣外在表现出与代孕不符的外在社会关系行为，否则，短期内很难分辨出

其与代孕的差异。部分女同性恋伴侣中的一些人，会涉及骗取伴侣的信任生育子女，其

目的就是在法律空白的领域，借助他人的子宫生育子女，从而减轻自己生育的痛苦，此

行为可能构成非利益性的欺诈代孕。 

但是，不能单纯的通过形式构成要件来混同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

育子女的行为与代孕行为。 

首先，分娩者与其伴侣之间存在生育子女的意愿。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是双方所

共同决定的，由伴侣中的一位来进行生育和分娩过程，并不存在代孕者这一关系第三人。

但是，代孕者作为意向父母之外的第三人，并不参与意向父母生育子女的决定。 

其次，女同性恋伴侣中的分娩者生育子女的目的，与普通家庭中的母亲一样，是生

养其与伴侣之间自己的孩子，并无涉及协议利益。但是代孕者并不是。代孕者生育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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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就是出租子宫使用从而达到获益的目的。 

再者，除少部分因无法生育的困扰而实行该行为的夫妻与男同性恋伴侣外，代孕的

本质是想要规避生育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女同性恋伴侣是参与生育过程，其主观上并

无规避怀孕生产的痛苦。相反的是，女同性恋伴侣选择实施生殖辅助技术的适用主体，

大部分是随机的，没有绝对的谁生育谁不生育的角色选择。 

由于我国禁止代孕以及社会对于代孕的极度否定性评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

条件也被制定的十分严格。但是，禁止代孕不等同于对女同性恋伴侣、单身人士等群体

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进行否定性评价。合理的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正

式女同性恋伴侣的生育需求，才能减少代孕这一黑暗产业发生的概率，并合理地尊重各

类群体的生育权利。 

（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权主体的认定趋势 

瑞典、澳大利亚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事实女同性恋伴侣通过人工授精生育子女。

其既包含注册女同性恋伴侣关系，也包含事实女同性恋伴侣关系。 

世界部分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适用主体认定上，逐步地向女同性恋

伴侣打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用的法律大门。 

笔者认为，在个人生育权存在的基础上，女同性恋伴侣的生育子女权益不应被否定。

将女同性恋伴侣或直接将单身女性纳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范围，无疑是对生

育权的更加充分的保障，对计划生育的更有效合理的实行。因此，需要完善我国对于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的规范，将主体范围扩大至女同性恋伴侣、单身女性身上。

通过完善立法，将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的问题摆到法律能够规制的地方。 

四、女同性恋伴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不论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女同性恋伴侣借助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行为都已存在，因此，需要对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间的

权利义务进行认定与分配，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效应。而界定女同性恋伴侣与其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质上是在界定女同性恋伴侣的母亲身份的合法性。 

所谓母亲，是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一个身份，其可分为生物上的基因母亲、分娩母亲、

意向母亲和法律上的法定母亲。在普通的家庭结构中，上述的生物、法律以及社会关系

上的身份集中于一人。 

但是，在女同性恋伴侣的特殊社会关系构造导致母亲的身份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

女同性恋伴侣的社会关系结构由两位女同性恋者构成，其缺少了传统家庭构造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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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并将可能成为母亲身份的人数扩展到两人。在 A 卵 A 生的情况下，其基因母亲

与分娩母亲同属于一人，但是在 A卵 B生的情况下，其基因母亲与分娩母亲分属两人。 

在此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构造中，如何合理的区分母亲身份，尤其是确定亲子关系的

法定母亲身份，则成了实际存在但难以以现行法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首例女同性恋伴侣争夺抚养权案看女同性恋伴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以厦门女同性恋伴侣争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之子女抚养权案为例 

案情简介： 

大提与小美原系同性伴侣关系。双方恋爱期间，小美于 2019年 12月在厦门某医院

生育一女丫丫，丫丫的出生医学证明上仅载明母亲为小美。可以确定丫丫的孕育方式系

双方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决定，通过相关机构，借助生殖辅助技术，由大提提供卵子

与购买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由小美孕育分娩。丫丫自出生至 2020年 2月 26日由双方

共同照顾，之后由小美带离住处并与其共同生活至今。 

随后，大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丫丫间的亲子关系并要求抚养权。湖里法院经审

理认为，大提与小美作为同性伴侣，购买精子、通过生殖辅助技术孕育生命的行为非我

国法律所允许。虽双方都承认其与丫丫的基因关系，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

仅以双方确认或仅因丫丫具有大提的基因信息就认定其与大提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

且丫丫的出生医学证明载明其母亲为小美。因此，大提诉求确认其与丫丫存在亲子关系，

于理不合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同时，丫丫由小美孕育分娩，出生后一直由小美照

顾，现未满周岁仍需母乳喂养，由小美极具抚养符合法律规定且有利于丫丫的健康成长。 

本案围绕着一个争议焦点： 

谁具有丫丫的抚养权，其本质是在争论谁是丫丫的法定母亲。由于我国现行的一夫

一妻制度，法定母亲在原则上仅限一名。 

法院认为丫丫由小美孕育分娩，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仅就大提具有基因关系

来认定大提与丫丫间具有亲子关系。此判决是基于“十月怀胎”，分娩母亲经历长久的孕

育以及十分痛苦的分娩而孕育子女的过程。这一过程紧紧的将子女和母亲联系在一起，

因此，不能仅仅凭借基因关系而否认分娩母亲的贡献以及其在孕育和分娩的过程中与子

女形成的联系。不然，否认分娩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会物化女性的生殖器官，从而

促使买卖人体器官的不良风气的兴起，侵害女性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否定代孕夫妻与

其代孕所生子女间的亲子关系，旨在防止分娩母亲的权利被侵害。 

但是，笔者认为，仅凭借代孕的相关法律精神及缺少法律依据对女同性恋伴侣生育

子女的行为进行否定评价过于偏颇。法院作出的过于维稳的判决，以传统观念限制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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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数量，实际上侵害了女同性恋伴侣非分娩一方的权益，也侵害了所生子女的利益。 

（二）目前关于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理论 

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参照代孕相关问题，有分娩说、基因说、子女最佳

利益说和契约说。 

分娩说即分娩者为母，分娩子女的母亲即为子女的法定母亲。因此，在此种理论中，

女同性恋伴侣非分娩方不认定为所生子女的法定母亲。 

基因说以基因作为标准，仅将基因作为亲子关系认定的基础，而不论是否存在分娩

与基因相分离的状况。基因母亲即为法定母亲。在此种理论中，区分 A 卵 A 生的分娩

者为法定母亲的情况与 A卵 B生的非分娩者为法定母亲的情况。 

子女最佳利益说强调子女的最佳利益，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为基础判断决定谁为法定

母亲以及法定母亲的数量。此种学说下，法定母亲的身份可以不只一名，基于子女的最

大利益作出亲子关系法律认定，其最大优势是可以承认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

中的两个法定母亲身份。但其过多的赋予法官以主观能动性，法官基于社会维稳的考量，

并不一定能够作出有利于女同性恋伴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且易导致各地的判决差异

化巨大而影响司法公正。 

契约说强调代孕所依据的委托协议，以委托协议为准。但女同性恋伴侣极少存在签

订代孕协议以达生育子女的合意，且这之中可能存在欺诈代孕的行为。 

基于不同的学说，女同性恋伴侣获得法定母亲的身份有直接获得和间接获得两种方

式。 

直接获得指女同性恋伴侣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即获得了法定母亲身份。 

间接获得指女同性恋伴侣在分娩方生产子女后，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通过一定的

法律收养手续，从而使女同性恋伴侣获得法定母亲身份。如瑞典法律规定，女同性恋伴

侣在瑞典以外的地方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其需要通过收养手续来获得法定

母亲身份。 

（三）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困境 

以厦门女同性恋伴侣争夺抚养权为例，可以看出，女同性恋伴侣在现行的亲子关系

法律认定模式下，并不利于保障女同性恋伴侣家庭的各项权利义务，并可能会引发一系

列连锁的社会问题。 

在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所构成的社会家庭内部，相较于异性伴侣存在婚姻等社会

及法律因素的束缚，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的

发生与终止，缺乏社会道德以及法律的约束。这使得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间的关系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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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稳定。这种短暂的社会家庭关系模式所构成的不稳固的生活环境，无法让孩子拥

有良好的家庭观念与教育，并不利子女在各阶段心理与生理的成长。 

女同性恋伴侣对于子女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也缺乏法律依据。不同于异性伴侣关系的

发生至终止阶段，父亲一方有对于孩子一定的抚养权利和义务。由于缺乏相应的合法亲

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女同性恋伴侣关系发生至终止的各阶段，非分娩方无法定母亲身

份从而无法律上的抚养权利与义务。因此，对于孩子的抚养与否，仅出于非分娩方个人

自愿。若女同性恋伴侣这一社会家庭关系存续，基于情感关系以及共同抚养子女的意愿，

非分娩方尚可自愿的教养子女；若女同性恋伴侣这一社会家庭关系终止，则可能造成非

分娩方扶养意愿的终止，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落到了分娩母亲身上，子女也无法基于法

定义务向非分娩方请求抚养费用的支付，从而造成了生而不养的不良行为的发生。 

在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所构成的社会家庭外部，社会因素也阻挠着这类亲子关系

家庭的正常生活。 

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遭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排斥。社会的异性恋家庭大环境下，趋

同心理可能导致异性恋子女的抱团行为，导致对于同性恋子女的排挤与歧视。在长期的

社会交往压力下，同性结合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面临更多的交际与认知障碍，甚至陷

于自我否定、焦虑不安与自卑自弃的困境。 

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所构成的特殊社会家庭构造，现行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

无法为其家庭的存在作出合法性支持。传统的家庭社会文化，为子女限定了一个父亲一

个母亲的家庭构造模式。而在社会教育之中，也只将这一种家庭构造模式传递给孩子。

因此，女同性恋伴侣家庭无法避免遇到孩子提出的为何没有爸爸的质疑。在传统的异性

家庭与单亲家庭之中，如何才能够给女同性恋伴侣家庭的子女解释这一种与大众不同的

“不正常”家庭构造原因显然已成为问题。 

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在现行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下的困境需要法律、道德等因

素的共同协调改善，而法律是其中最为基础性的改善手段。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能够有

效的引导社会群体行为。法律提供给女性同性恋家庭亲子关系以合法性依据，才能积极

的改善女同性恋家庭所面临的社会困境。 

五、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的建构 

（一）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可行性 

首先，女同性恋伴侣社会关系结构的存在特殊性。女同性恋伴侣生育子女的行为，

突破了传统一夫一妻的社会关系结构。父亲角色消失，而由两位女性扮演两位母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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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要求社会以不同于传统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结构来调整与

规制。 

其次，平等要求社会承认女同性恋伴侣的亲子关系法律认定。传统的家庭结构中，

男性作为父亲，在孕育生产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怀胎十月和分娩的痛苦。部分国家，

如英国和德国，还有我国，可以通过基因鉴定来确定其与其子女的亲子关系。在 A卵 B

生的情况下，伴侣双方间也存在上述付出不对等的情况。单纯的依照分娩说解决这种新

型社会关系带来的问题，会突出存在男性亲子关系认定与女性亲子关系认定差异。男性

与女同性恋伴侣的非分娩方，并不存在在形式上的差异。在现行可操作的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条件下，以平等的方式和平等的地位界定不同社会关系中非分娩者与其子女的亲子

关系，是法律的平等原则的体现。 

最后，确认女同性恋伴侣双方的抚养权利义务为子女的利益需求。借助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生育子女，精子的捐献者在原则上不为所生子女的法定父亲，不承担抚养子女的

义务。且依据多数国家精子库的双盲原则，子女、女同性恋伴侣与精子捐献者相互并不

知道对方的存在。在此种责任基础上，抚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所生的子女的责任就落到

了法定母亲身上。将法定母亲限于分娩母亲一人身上，则仅分娩母亲对所生子女承担抚

养义务，女同性恋伴侣的非分娩方，既无抚养权利也无抚养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若女

同性恋伴侣关系终止，子女无法向非分娩方请求抚养费用的支付，所能够得到的生活条

件与异性离异家庭子女相比有所减损。若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终止后，分娩者死亡而子女

尚未成年，非分娩方还可依据其无抚养义务而对该子女实施事实弃养。 

因此，女同性恋伴侣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需要一种新型的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

律认定结构来梳理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之间的关系，从而合理的分配相应的权利义务。 

基于传统分娩学说在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缺漏，在尊重同性恋伴侣这

一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瑞典、英国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适用者与其同

性恋伴侣被推定为出生子女的家长，但每种认定都需要基于伴侣另一方的同意。 

首先，此种家长的确认，基本为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就已确认，从而便

于生育前中后期的责任划定。其次，将同意制度加入亲子关系的确认，可以减少同性恋

伴侣的一方负其不应负的责任。 

国外的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给我国的女同性恋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

式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参考。然而，上述国家基本已通过同性婚姻法案。鉴于我国异性

婚姻制度的实际基础，笔者将构建非婚姻状态下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

以支持该模式下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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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婚姻状态下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模式 

非婚姻关系下，针对即将或已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女同性恋伴侣，通

过类比《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其对子女的权利义务的权利义务明确化。 

抚养权利： 

身份权利方面，明确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时，其双方身份

均为法定母亲身份。 

身份权利证明方面，允许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登记在女

同性恋伴侣双方户口名下。 

身份权利确认方面，实行同意制度。在女同性恋伴侣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时，非

分娩方明确同意生育子女承担抚养义务，则女同性恋伴侣双方被视为所生子女的法定母

亲。若并未明确同意生育子女承担抚养义务，可通过其默示行为，如将孩子登记在其户

口名下等行为，推定非分娩方的同意。 

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终止的抚养方面，A卵 B生的情形，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分娩

母亲为原则。已满两周岁未满八周岁，双方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A卵 A生，分娩母亲与基因

母亲为同一人的情形，在保障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倾斜保障分娩母亲的权益。 

探望权利方面，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终止后，非直接抚养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

一方有协助义务，除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法院依法中止探望外。 

抚养义务： 

女同性恋伴侣关系存续期间，女同性恋伴侣双方都需要尽到对其子女的教养与保护

义务。 

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终止后，非直接抚养一方需给付扶养费。 

财产继承： 

女同性恋伴侣与其子女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人口信息登记： 

借助合法的医疗机构生育子女，除给予出生证明外，另附合法医疗机构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资格证明。登记户口时，需凭借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资格证明辅助登记该合法方

式所生子女。借助非合法的医疗机构生育子女，其原则上需要履行收养手续才能够登记

户口，从而规制非合法医疗机构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行为。通过国外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医疗机构生育子女，未生育的，须在出国前进行审核登记；已生育的，子女仅具

有中国国籍的，须在回国后进行相应的信息登记。日常生活中，除户口登记外，其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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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信息收集手续，不得要求出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资格证明。将出生证明与资格证

明分开，降低通过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子女的差异感以及受到的社会歧视。 

特殊社会文化保护： 

首先，体现在法律颁布。将女同性恋伴侣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权利等

同于婚生子女。在法律层面，引导大众对此种方式生育子女持有的良好的、平等的、非

歧视的与非躲避的态度。形成社会在普遍道德限度内的良好行为示范。 

其次，体现在文化教育层面。文化教育具有社会性的影响力。一个社会的群体性意

识依托于并体现在其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在文化教育方面，给予受歧视的女同性恋伴侣

子女的特定的心理安抚，宣传平等的性取向世界观、保护少数群体的社会利益、尊重人

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差异等，实现在思想层面上达到平等非歧视观念的普及。在这

种非歧视的包容的思想社会中，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才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更加自

信且光明无畏的生活在社会中。 

然而，考虑现实中，存在非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女同性恋伴侣一方欺骗女同性

恋伴侣，逃避自我生育的痛苦而获得子女抚养权的实质代孕情形。上述相关亲子关系认

定，仍旧无法构建一个稳固的家庭环境，也无法保障女同性恋伴侣受欺骗一方的权益。

缺乏规制的女同性恋伴侣关系，极可能成为免费又合法的人体器官买卖出租市场，并由

此滋生更为恶劣的人口买卖行为。在给女同性恋伴侣便利与权利的同时，也为女性的生

存环境带来了危险性。因此，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的认定需要伴以一定的法律规制，

减少代孕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操作性最强而且具有参考性的，就是类比《民法典》建

立同性伴侣相关法规，通过登记注册等手续，构建合法的同性婚姻制度，将女同性恋伴

侣的生育子女的行为收归至国家管辖。 

六、结束语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助推了新型的生育模式，也带给女同性恋伴侣以

生育的可能性。女同性恋伴侣虽被归类于少数群体，但在我国以数量来看已不占少数。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女同性恋伴侣的所遇到的各类社会的、法律的问题也通过

信息传递展现在社会面前。在面对女同性恋伴侣亲子关系法律认定问题愈发严重、需求

愈发急切以及问题愈发频繁的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当下，法律作为一项社会问题的解决手

段需要及时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给予女同性恋伴侣及

其子女正常生活的合法性依据，保障女同性恋伴侣及其子女的各项权益，而非回避掉应

回答的问题。在多元化的社会，了解并尊重各类群体的需求，及时有效的赋予各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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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权利，科以必要的法律义务。只有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跨性别者和异性

恋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受到同样的法律规制，减少差异化称呼，不同性别选择和取向都

以人为个体而非性别受到婚姻等法律的规制，研究不再以性别和取向为区分时，社会才

能实现不同群体的形式与实质的共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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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recognition model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hould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 lesbian partners; huma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reproductive right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legal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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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李佳娣   王怡林  镇诗祺  郑阳丽  江源 

 

摘要  2020 年初，突发的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也为

我国医药行业孕育出了变革与发展的机遇。本文对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与

分析，并聚焦于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文献梳理、案例与理

论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最后从不同主体角度为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方向，

也为政府和投资者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SCP 理论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7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我国目前已进入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后疫情时代，即疫情防控与个人健康

管理已进入常态化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医药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2020）①指出，数字化技术在本次疫情应对

中的重要性凸显。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但也为各行业带来的数字

化转型的机遇。因此医药行业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来实现新发展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 GDP将增长 0.5%至 0.62%。②故医药行

业须在时代洪流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调整。同时，产业的数字化还能够提高医药

行业的创新效率与市场交易率。（杨恒、蔡阳光，2021）[1] 

（二）创新点与研究意义 

本文以 SCP 理论为基础。以疫情和数字化转型作为外部冲击，相较于以往对于医

药行业的研究多了这一背景；且在运用该理论时共采用了两条路径，从冲击对市场结

构、行为、绩效三方面影响的直接路径与由市场结构影响市场行为，再由市场行为影

响市场绩效的传导路径对医药行业进行完整的分析，相较于现有的研究更加完整系统
 

① 中国人民大学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新冠肺炎疫情与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查报告》 

② 经济日报.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 36.2% 产业结构持续软化.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61651131427133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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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用 SCP 理论进行分析。目前对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传统的研究调查没有疫情倒

逼医企数字化转型的背景，而疫情对其影响却大有可观。因此，基于该背景下的研究

相较于之前传统研究，具创新意义。 

从学术价值上看，本文旨在丰富该行业新背景与新趋势下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补充利用 SCP 范式聚焦于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医药行业发

展的相关研究的不足。 

从现实意义上看，研究不仅直接为医药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同时

还为政府和投资者提供了借鉴依据。有利于政府为医药行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尤

其是对于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普遍问题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有利于投资者

对医药行业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从而作出更有利的投资决策。 

 

图 1-1   技术路线图 

（三）研究思路 

在查阅了文献的基础上，对医药行业竞争力及发展方向研究、医药行业等制造业

的数字化发展、疫情对医药行业的影响、疫情背景下的数字化转型研究、SCP 理论的

应用研究五个板块分别进行了文献梳理，并做出了文献述评，在充分研究了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并从疫情后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医药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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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概况、对疫情与数字化背景下医药行业的 SCP 理论分析、加速医药行业数字化

转型的对策建议展开研究。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案例分析、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项目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图 1-2 问卷调查思路图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医药行业竞争力及发展方向研究 

过去十几年，国内学者对于医药行业竞争力评价和发展方向已经产生了重要研究

成果。王维刚（2007）[2]利用 SCP 框架和新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医药产业成长特征及其

决定因素，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医药产业竞争优势。王东梅（2011）[3]则创造性地构建了

基于RS-SVM的医药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封继宏、张鹏宇（2020）[4]将新兴学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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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与现代中医药研究联系起来，为中医药产业利用数据技术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参

考与借鉴。 

（二）医药行业等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与疫情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吕铁（2012）[5]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应构建基于先进制造技术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在构建现代制造业体系背景下，医药制造业的转型也成为助力医药行业新发展的典范。

高红玉、雷万云（2015）[6]的研究为我国医药行业提供了建立药品信息共享平台的总体

规划及应用前景。 

朱武祥等人（2020）[7]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聚焦了疫情冲击下的中小微企业，分

析了短期扶持政策落地效果偏差原因；盛方富、李志萌（2020）[8]沿着渐次传导路径和

微观到宏观的视角，重点分析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全方位的影响并给出

建议。 

（三）疫情背景下的数字化转型与 SCP理论的应用研究 

吴静等人（2020）[9]聚焦当前疫情影响下的数字化转型机遇,提出了加快我国经济

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陆岷峰（2020）[10]研究了疫情危机对于商业银行的

影响，提出数字化是商业银行有效化解疫情危机的手段。洪卫（2020）[11]从供求视角

及区域、行业和企业规模维度分析了疫情冲击对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并提出“后

疫情时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途径。 

随着新冠肺炎进一步促进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备受关注的医药领域也在

这一阶段迈出了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一步。刁仁昌等人（2020）[12]研究了南京市医保

局运用大数据防控疫情的案例。九州通集团作为数字化转型下内部控制系统建设的良

好示范，宋建波、杨东赫（2020）[13]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了其内部控制系统建设

的突出成果，并为其他进行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了经验借鉴。 

孙飞、白海琦（2017）[14]依托 SCP 范式理论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企业信息化

水平和内部激励机制与流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姚俊丹（2018）[15]利用 SCP 的理论框

架对医药行业进行分析，提出了医药企业应当利用扩张并购手段以开拓海外市场，从

而实现多元化、全球化的国际策略。 

（四）文献述评 

总体来说，对于国内医药行业，前人已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

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以及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下聚焦医药行业的研究还较少，

医药行业应当如何顺应趋势，抓住机遇，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此外，

SCP 理论作为产业组织学的经典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多个行业，也已经有学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3 卷第 5 期 

98 

者利用此框架对医药行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然而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和数字化转型战

略的背景作为外部冲击，利用 SCP 理论作为支撑的研究暂未出现。因此我们将结合当

下后疫情时代的背景，运用文献研究、SCP 理论分析等方法展开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为医药行业的新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三、疫情后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医药行业的发展现状 

1. 疫情前我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情况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1 2011-2018 年我国医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如图所示，医药行业前八年的主营业务的发展虽然同比增速有下降，但是主营业

务收入额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且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的同比增速由前七年的

由下降回转为上升，这主要是由于 2018年是医药政策大年。 

对比我国的 GDP 增速，以稳健增长的医药制造业为例，将二者的增速对比后可以

发现，疫情前，医药行业与GDP的增速走势基本持平并长时间高于GDP的增速，而在

刚受疫情冲击的半年左右，医药行业的增速下降且低于 GDP 增速，说明中短期内疫情

还是对于医药行业产生了较大程度上的冲击，但疫情发生一年后，经济回暖，医药行

业的发展也出现了显著高于 GDP增长率的突出表现。 



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99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2 中国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和 GDP 累计增速对比（现价

计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医药行业存在的问题 

医药行业有着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从全球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徐菲

等学者（2021）[16]研究发现医药行业还存在着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自主性偏低的

情况，而这两点本质上都指向了我国制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和生产技术水平低下

的问题。若不能主动调整、积极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企业最终只能被市场

淘汰。此外，根据中国银行证券研究院（2021）③的研究表明，疫情后我国医药行业还

存在细分领域业绩表现差异化的情况。 

3.国内医药行业与国外医药行业的比较 

从中国医药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地位来看，我国 2005—2015 年化学与医药产品行业

的 GVC地位指数测算结果都是正数，表明我国化学与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属于上

游位置。同时，该指数有波动上升趋势，说明了上游化程度的加剧。（徐菲等，2021）

[16] 

从研发与创新角度来看，我国研发创新能力与国外医药巨头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国际大型药企 2018年平均研发费用 37.5亿美元，研发费用占收比中位数 16.10%。研发

投入强度上，国际医药巨头研发费用占总收入比重之中位数达可达 16.1%，最低也有

7.2%，研发费用绝对值前三甲可达百亿美元量级。而国内药企研发支出的绝对值和占

收入比重与国际一流水平还存在较大距离，发展空间广阔。前 50大企业 18年的研发费

用均值为 4.25 亿元，研发费用占收比中位数为 5.93%。即使是国内医药研发第一股—

 
③ 中国银行证券研究院.《内部业绩表现分化，美支持豁免疫苗专利影响或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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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医药，18年的研发支出已超过 26亿元，但与国际巨头相比仍有较大差异。可见

目前 A 股医药板块的研发投入整体看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距离，仍有较大发展空

间。（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2021）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中国医药行业竞争者众多，但行业市场集中度有待提高，属

于低集中竞争型行业。而如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的CR4就达到了 30%

至 40%，可见我国与其他国家医药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差甚远。 

表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1 18 年国内外大型药企研发费用及研发投入强度比较 

 平均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占收入比重中位数 

国际大型药企 37.5 亿美元 16.10% 

国内大型药企 4.3 亿元 5.93% 

数据来源：Bloomberg 

注：国际大型药企样本取自 40 个市值较大的公司，国内大型药企取自研发投入排名前 50 的公司。 

（二）疫情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2020 年我国经济因新冠疫情的爆发受到巨大冲击，医药行业也不例外。一方面，

因疫情防控需要，国内医药企业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从全球视角上看，全球原料

药也因此出现供需紧张，影响了全球医药产业的竞争格局。另一方面，全球疫情爆发

和蔓延给医疗器械等医药板块带来强劲销售，而后续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我国医药

企业在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安全和稳定的同时，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在这种形势

下，医药企业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因此，可以说 2020 年疫情的爆发是我国医药

行业的分水岭，机遇与挑战并存。 

以A股上市的医药企业为例，2015年-2019年医药企业的增长情况稳定，平均营收

稳步提升，同比增长率也保持在 20%左右，而同时净利润在 2019年有下降的趋势，这

与医药行业当时面临的政策环境与资源配置有关。（东方财富网，2020）④ 

而疫情后相较于疫情前，利润率有了明显的增长，且到了 2020 年下半年，销售利

润率已经稳定在 14%左右，处于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到自疫情爆发后，医药行业在 A

股市场所爆发出的强劲动力。 

医药行业需求本身是以刚需为主，医疗消费对应的是真实的临床需求，医疗行业

的增长内核仍然是基于患者需求升级的技术进步，由因疫情刺激所产生的需求，终会

在疫情结束后回归平缓。医药企业若想获得长远的发展机会，最终还是要提高产品质

量，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加快转型升级。 

 
④ 东方财富网.中国医药：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下降 2019 年净利润同比下滑 
36.46%.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004211462406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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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3 A 股医药商业上市公司应收、平均利润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巨灵财经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4 2020 年 1-11 月中国医药行业盈利能力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医药行业的数字化概况 

（一）医药行业应对疫情的数字化措施 

通过调查问卷的回收及对重点企业的调研，可以看到疫情使得医药企业主要面临

复工复产以及销售受阻的问题。医药行业还采用了管理人员线上远程办公；采用数字

化供应链渠道，实现无接触采购、物流、运营；拓展线上市场营销渠道，终端销售数

字化，增加线上交易；借助线上网络平台进行产品宣传与推广等数字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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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5 医药企业在疫情后面临的困难 

疫情还让 AI、机器人、HRA 等智慧医疗技术大显身手，作为近两年引进热点的 AI

影像、AI 心电图机等器械能有效解决疫情中疾病海量数据处理、疾病标记物筛查、治

疗方案模拟等工作，全面提高诊断的效率及准确性。此外，我国现有诊疗体系或将被

打破，远程医疗平台有望被加快推行，分级诊疗体制的进程将被加快。一方面，围绕

疫情期间资源短缺现象，财政会加大支持力度用于应急人才培养和医疗设备引进；另

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或将融入城市应急管理

体系，公平、透明的信息服务平台和科学有效的应急预案将迎来重大变革，这些将会

驱动社会公共卫生、城市应急体系大治理，推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加快升级改造。 

（二）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 

由图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呈现出快速的发展，数字经济增加

值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其占 GDP 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这都说明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时

代的必然趋势，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为各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

了新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住这一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是想要获得产业升级与新发展

的行业都应该思考的关键问题。 

目前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 60%，其中二三产业的贡献率更是已

经超过 95%，而医药产业作为跨越二三产业中的主力军，更应当加入数字化的行列，

往产业数字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助力医药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问题 

各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都容易面临以下共性的问题：第一，缺乏高层次的数

字化战略。第二，缺乏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文化。第三，缺乏数字化人才。第四，缺乏

高水平的数字化技术。而对于医药行业来说，阻碍数字医疗产业发展的还有技术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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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不透明的情况，而从数字医疗技术的行业应用看，我国各个省份数字医疗技术

的发展极不平衡，数字医疗信息资源集聚应用水平较低，信息安全也处于高危险阶段

（李北伟等，2020），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关设备制造业还没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产业

发展仍有进步空间和弹性。（李旭东、李阳，2020）[17]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6 2005-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及占 GDP 比重

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四）发达国家医药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概况与启示 

美国的医药行业有着特色鲜明的的 HMO保险医疗模式与 VistA数据服务模式，其

特点是将商业保险融入医疗体系之中。而英国数字医疗产业以技术投入要素为根基，

注重制度创新，实施了制度创新整合模式。 

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医药企业的数字化医疗中，可以得出以下的启示。第一，须

尽早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及时推进医药行业进行战略转型。第二，各企业之

间需要利用数字化的信息传递等功能加大产业集聚，并与高校进行长期交流与合作，

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形成产学研一体化，以实现信息互通，促进资源整合，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地将数字化贯穿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加速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五、基于 SCP模型的理论分析 

SCP 模型可用于分析在行业或者企业受到外部冲击时，可能的战略调整及行为变

化。从对特定行业结构、企业行为和经营绩效三个角度来分析外部冲击的影响。 

在本文中，外部冲击指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家政策，这里主要针对的是疫情后

所出台的相关医药行业政策，此外还包括了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而外部冲

击对我国医药行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来实现。 

直接路径:外部冲击—市场结构、行为及其绩效的各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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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导路径:外部冲击—影响市场结构变化—影响市场行为变化—影响市场绩效变化。 

（一）疫情与数字化对医药行业影响的直接路径 

1.市场结构 

市场规模上，2016 年-2020 年的医药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 13294 亿元,14304 亿

元,15334亿元,16407亿元,17919亿元,18858亿元，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疫情防控与个人健康管理常态化的影响，医药行业

在近两年有着更快速的发展，增速明显加快。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7 2016-2021 年中国医药行业市场规模统计（亿元） 

数据来源：Frost&Sullivan 

区域布局上，截止至 2019年末，全国医药企业数(涵盖上下游生产经营企业)达 250

万（除去吊销与注销，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相比而言，我国医药企业的区域布

局在疫情前后的变化不大，均集中于中部与东部地区。但是疫情发生后，河北、辽宁

等地的排名有所下降，而福建、贵州跻身于前十。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8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8 月部分省市新成立的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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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家) 

数据来源：由企查猫网站查询整理 

市场集中度上，本文选取东方财富医药行业板块中市值最高的前四家、前八家企

业，计算行业集中度得到CR4为 22.19%，CR8为 31.32%。根据贝恩的市场结构分类，

行业的 CR4<30%，CR8<40%，则说明该行业的市场处于低集中竞争型。 

表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2 2020 年我国医药企业的行业集中度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而如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的 CR4就达到了 30%至 40%，可

见我国与他国医药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相差甚远。 

分析原因可知，企业数量多、分散经营、粗放的发展模式是导致集中度低的主要

原因。另外，国家将生物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的高利润吸引了众多企

业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行业集中度。 

而疫情之后，由于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与相关产业园区的建立，都会对医药企业进

一步加快产业集聚提出要求，增强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将数字化贯穿到产业链

与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从而导致医药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2.市场行为 

价格策略上，由于大量医药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在市场竞争中打价格战，导致

我国医药制药企业整体的市场开发能力及利润率都略偏低。而疫情后，二者则都有所

提升。 

非价格策略上，我国医药产业在市场竞争中所采取的策略主要体现为创新行为。

疫情后，由于疫苗的研制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医药企业加快对新冠疫苗的研

发和新型药品的研制，研发与技术创新行为有利于提高医药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组织调整策略上，一些医药企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已经开展了以“横向并购”

为主的一系列的组织结构调整策略。同时，疫情对一些中小微企业的冲击将会进一步

削弱其竞争能力，引发大型医药企业的兼并重组或收购。 

在疫情发生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国内许多企业纷纷转变和拓展口罩业务，

主要表现为一些非口罩生产企业开始跨领域投资口罩生产。（许光建、黎珍羽，2020）

恒瑞 迈瑞 药明 爱尔 智飞 长春 云南

医药 医疗 康德 眼科 生物 高新 白药

6008.85 5082.32 3177.28 3043.74 2368.16 1780.77 1539.06 1430.69 78009.06

CR4

CR8 31.32%

22.19%

片仔癀 总市值
市值

（亿元）
集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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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些也对整个医药行业现有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3.市场绩效 

盈利能力上，受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医药行业的利润总额相比于 2019年有所

下降，去年国内医药制造业营收及利润总额基数较低，而今年同比增长较大：到

2021Q1 国内医药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 33.5%和 88.7%，相比

2019Q1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4.69%和 23.45%，表明医药制造业已从疫情影响中

走出，并且已经实现了高增长。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9 2015-2020 年 11 月中国医药制造业利润总额统计（亿

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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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10 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财报，国家统计局 

技术创新能力上，疫情倒逼医药企业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发以及抗疫的新型药物研

制，对于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挑战与要求。医药企业将在此机会下加强技

术创新，并积极致力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升级，为自身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疫情与数字化对医药行业影响的传导路径 

1.冲击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市场集中度上，在后疫情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得更为迫切。在战略转型升

级以及数字化转型的要求下，医药行业的产业园区的建立也成为了政府与医药企业考

虑的重点，而园区将会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实现医药行业规模进一步增

长，产业进一步集聚。因此，产业园区的建立将会导致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2.市场结构影响市场行为 

价格策略上，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加之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市场结构趋于

完善与优化，医药产业将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时数字化与产业链高效融合后，伴随

产业园区的建立，医药行业的进入壁垒也将逐渐筑高，导致医药企业能够拥有较高的

定价权。 

组织结构调整上，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必然会导致更多的行业利润将会流向产业链

更加完善，更加高效，集中度高的企业，从而对中小医药企业造成打击，进一步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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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兼并重组和并购等企业组织调整行为，从而又进一步行业集中度。 

3.市场行为促进市场绩效 

经营状况上，疫情前，医药企业利润率整体而言较低。而在国内疫情的影响下，

短期医药企业的销售收入都有明显的提升，而国外疫情的影响依旧普遍，我国医疗物

资的需求仍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配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及个人健康管理常态化的影响

下，综合来看，医药企业的收入将会有明显的改善。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将数字化

技术与医药行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行业的经营状况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且由于产业集聚导致的规模效益，医药企业的成本也会大幅下降，能够促进医药企业

的销售利润率也显著提升。 

产业增长上，疫情的倒逼下，各行业已经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而医药产业也把握机会，顺应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市场趋势，从而推动医药行业的产业

联动性与产业数字化，从而促进产业增长率的提高。 

（三）SCP范式总结 

综上所述，基于 SCP 框架下分析，外部冲击会对医药行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

市场绩效分别产生直接的影响。疫情及相关医药政策以及数字化转型战略要求的冲击

下，医药行业的市场规模与市场集中度等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市场

结构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带动和推动医药企业定价权的提高，并且会影响到医药行业

的组织结构的调整，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下最终将会对其经营效益、产业增长带来积极

的影响，提高医药行业的整体市场绩效，即疫情与数字化对医药行业影响的传导路径。 

 

图 错误!文档中没有指定样式的文字。-11 疫情对医药行业的影响——基于 SCP 分析框架 

六、加速医药行业数字化的对策建议 

（一）对政府的建议 

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大对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积极鼓励与推动医药企业发

展生物医药数字化。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通过机制创新组织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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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帮助实现集群化发展，以形成成熟的发展体系。 

政府应当加大对医药与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促进人才交流。政府应当鼓励

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相关人才。另外，需要鼓励高

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进一步发挥产学研平台的技术推进作用、统一攻克共性短板

技术。 

（二）对医药企业的建议 

医药企业应当推进销售模式创新，提高企业转型升级和盈利能力；以科技赋能，

为发展提供强大支撑；整合内部价值链，优化自身的价值协同效应；加强与当地政府

的沟通，争取政策上的支持；大力引进生物医药、大数据等方面人才，并重视此类人

才的培养。 

（三）对医药行业的建议 

医药行业应当加强上下联动，加快医药企业的供应链创新应用与发展。疫情后，

应当促进医药行业的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

改革。加快智慧供应链的建设步伐，即以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为起点，

逐步实现上下游的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四流合一”。数字医疗产业有着自然

界生态体系的群聚性，组织结构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产业中心应考虑不同生态位置的

功能性和协同性，在获取外部信息、提供创新服务、寻求产业合作和进行商业整合等

的基础上，共同支配医药行业生态体系的演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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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1.湖北省高校实践育人特色项目：三区融合下大学生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调

查研究（2020SJJPA2001）；2.武汉工程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高质量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的培养路径研究——以“E+”实验区“英语+法学”专业为例（项目编号：X202078）；3.国

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

202010490016）；4.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五期大学生校长基金项目：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

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XZJJ2020101）。 

作者简介   李佳娣，女，2000年 11月出生，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学生， 

E-mail: ljd1123@126.com, https://orcid.org/0000-0003-2556-0330; 

王怡林，女，2001年 4月出生，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学生， 

E-mail: 2775093273@qq.com , https://orcid.org/0000-0002-6302-956X; 

镇诗祺，女，2001年 12月出生，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学生， 

E-mail: uriel_bc221@163.com, https://orcid.org/0000-0001-9186-0847; 

https://orcid.org/0000-0003-2556-0330
https://orcid.org/0000-0002-6302-956X
mailto:uriel_bc221@163.com
https://orcid.org/0000-0001-9186-0847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3 卷第 5 期 

110 

郑阳丽，女，2001年 8月出生，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学生， 

E-mail: 1441783517@qq.com, https://orcid.org/0000-0002-0168-9052; 

江源，女，2001年 5月出生，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学生， 

E-mail: 1761699839@qq.com, https://orcid.org/0000-0003-2835-142X。 

参考文献 

[1] 杨恒与蔡阳光,我国生物医药数字化发展研究.健康大视野,2021(12):第 298页. 

[2] 王维刚,中国医药产业成长特征与机理研究,2007,同济大学.第 185页. 

[3] 王东梅,医药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2011,华中科技大学.第 114页. 

[4] 封继宏与张鹏宇,数据挖掘在现代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中国医药导

报,2020.17(13):第 54-57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与吕铁,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

对战略.学习与探索,2012(09):第 93-98页. 

[6] 高红玉与雷万云,大数据背景下我国药品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研究.价格理论与实

践,2015(03):第 102-104页. 

[7] 朱武祥等,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

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36(4):第 13-25页. 

[8] 盛方富与李志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传导及其应对——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企业经济,2020(03):第 12-20页. 

[9] 吴静等,抗疫情助推我国数字化转型：机遇与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3):第

306-311页. 

[10] 陆岷峰,疫情危机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对策研究.西南金融,2020(05):第 36-43页. 

[11] 洪卫,疫情冲击对制造业供应链的影响分析及\"后疫情时代\"的政策取向.西南金

融,2020(6):第 3-12页. 

[12] 刁仁昌等,南京医保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医用防疫物资采购调配的探索与实践.中国

医疗保险,2020(04):第 49-57页. 

[13] 宋建波与杨东赫,九州通集团内部控制的数字化转型.财会月刊,2020(22):第 115-118

页. 

[14] 孙飞与白海琦,中国药品流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 384 家药品流通企业的样本

数据.经济与管理,2017.31(01):第 86-92页. 

[15] 姚俊丹,医药全产业链并购模式研究——以某上市医药公司为例,2018,浙江大学.第

96页. 

[16] 徐菲,蒋蓉与邵蓉,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我国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测度.中国新药杂

志,2021.30(08):第 680-684页. 

[17] 李旭东,李阳.国内外数字医疗产业模式实践进展——对比分析的视角.工业技术经

https://orcid.org/0000-0002-0168-9052
https://orcid.org/0000-0003-2835-142X


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 

111 

济,2020.39(07):第 124-130页. 

[18] 许光建与黎珍羽,“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口罩产业的影响.经济与管理评

论,2020.36(03):第 11-20页.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0  October 2021 Accepted 22 November 2021 Published 31 

December 2021  

本文引用格式  李佳娣,王怡林,镇诗祺,郑阳丽,江源.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研

究[J].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2021.3(5):94-111,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7 

Cite This Article LI Jiadi, ZHEN Shiqi, WANG Yilin, ZHENG Yangli, JIANG Yuan.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J].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2021.3(5):94-111, https://doi.org/10.6914/tpss.030507 

 

Research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LI Jiadi, ZHEN Shiqi, WANG Yilin, ZHENG Yangli, JIANG Yuan 

School of Law and Busines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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