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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数据信息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驱使各国纷纷参与
到网络军备竞赛当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一时之间引发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也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政府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
念,给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新的理论方案,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发挥主权国家的
主体作用,积极构建新的国际体系,是真正实现共进、共治、共享的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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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网络空间秩序面临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数据本身蕴含的价值得以提升,互联网数据安全风险也与日俱增,商业利
益背后隐藏的未知风险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全球治理变革下的新形势新情况,西方国家与
新兴国家在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各执一端僵持不下,严重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稳定。
(一)国内网络传播遭遇多种挑战
国内虚实交织的传播环境使数据利用日渐趋于商业化、利益化,跨境犯罪、政治黑客、恐怖主义大
行其道,给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保障国家安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
前提,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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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
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
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① 新的时代背景下大量非
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给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1. 人民安全受到威胁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基

于网络社会的发展变革,窃听监控、数据买卖等新型高科技犯罪的泛滥严重威胁着公民的人身权利。
一方面,随着监控设备、窃听器械的更新换代,公民隐私时刻处于被曝光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大数
据时代用户信息价值日益凸显,信息收集过度、权限设置过多等问题也与日俱增。 在隐私窥探与信息
绑架的双重攻势下,网络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网络利益争夺中的牺牲者,处于任人宰割的弱势地位。
如何在网络空间找寻尊重自由与保护隐私之间的平衡点已成为新一轮网络传播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站与广告商的“联盟”使数据信息成为买卖品,给用户隐私带来泄露风险。 Cookie 信息的设计

初衷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界面、实现自动登录等便捷用途,但其具备的信息储备与记录功能,被网络广
告服务商发现可以用来精准营销提高成交量,因此一条围绕 Cookie 信息诞生的黑色产业链在逐渐发
展壮大。 购物网站往往采用跨站跟踪或图片挂靠的方式来收集用户信息,以达到个性化推送商品的目
的。 消费者的喜好偏向在广告商前面展露无遗,尽管从数据公司和广告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产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消费者而言无疑是对其隐私的严重侵犯。
应用软件的过度索权,使用户上网遭遇新型“绑架”。 用户在使用网络时,不但要警惕 Cookie 信息

的泄露,还会遇到以放弃个人信息为条件,换取查阅权限的技术霸凌。 腾讯发布的《2018 年手机隐私
权限及网络欺诈行为研究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手机 App 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隐
私泄露渠道之一。 即使是对隐私权限管理相对完善的 IOS 系统,也无法避免隐私泄露问题的产生。 根
据《研究分析报告》可知,2018 年上半年 IOS 端获取用户隐私权限从 69. 3%骤增至 93. 8%,其中获取

“打开摄像头”和“使用话筒录音”权限的 App 高达 85%以上。 事实上,在申请用户隐私权限的 App 中,
大部分运营商并不会提供与此权限相关的功能,存在普遍的越权申请行为。 各项应用的无关索权使用
户遭遇信息被反复收集的困扰,这无疑增加了网络用户隐私泄露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
2. 政治安全面临挑战

时至今日,信息不再是一串简单的二进制数字,而成为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资源。 科技时代的资

产以数据形式存储于通信网络中,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借其进行博弈,包括美国、土耳其、法国等多个
国家监测到大量针对特定党派的重要网络攻击活动,② 网络安全冲突已经上升至泄露国家秘密、影响
政治进程的高度。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秘密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网络冲突
升级,政治黑客对国家计算机系统频繁发起攻击,使国家秘密遭遇泄露危机,国家网络安全遭到严重威
胁。 2018 年 8 月,英国保守党曾发生过一起信息泄露事件,由于保守党的会议 App 出现安全漏洞,导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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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量高管的个人信息可以被人随意查看和修改。 工党更是以此事为契机提出质疑,直指保守党应对
国家安全问题的能力低下,从而给保守党的竞选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该事件很好地揭示了国家
网络安全在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中的影响,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已经成为考量国家或政党综合实力的重要
一环。
当对数据信息的利用延伸至民主领域时,利益方可以在民众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干预他们的政治选
择。 传统领域中的信息收集大多用于商业竞争,但在当前网络军备竞赛激烈的背景下,各党派摩擦加
剧,数字资产蕴含的巨大价值使参与选举的候选人注意到其重要性。 剑桥分析公司就曾用“个性人格
测试”App 与 Facebook 合作,通过收集不同用户的测试结果和个人信息,来预测他们的政治倾向,最终
通过定向广告投放等方式干预选民投票。 网络数据在政治领域的使用,使其跳出以往小范围的影响
圈,直指国家信息安全与未来政治决策。
3. 社会安全备受考验

传统犯罪与网络空间的融合加速虚实边界的消失,将更多潜在的受害者吸引至网络平台,形成一

个充斥着混乱与冲突的网络空间。 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催生众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数码设备、通信
技术等常用设施成为新一代犯罪工具,被网络犯罪分子以欺骗、迷惑、强制等技术手段加以应用。 犯罪
工具的日常化、犯罪场所的无界化、犯罪手段的多样化、犯罪主体的专业化等趋势,都使犯罪打击难度
日益上升,社会安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
高新技术的发展使犯罪手段呈现多样性,给电子证据的取得和留存带来巨大挑战。 窃取虚假身份
或者采用匿名技术实施犯罪,为犯罪分子躲避调查甚至躲避抓捕提供了可能。 此外,犯罪分子往往采
取团伙作案,一方作案的同时,另一方迅速帮其销毁不利证据。 电子证据的准确性对于刑事犯罪的定
罪量刑具有决定性意义,数据信息的污染和销毁严重影响证据的证明力,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因此逍
遥法外。
互联网区域的无界性使犯罪场所突破国家和地域的限制,降低了犯罪分子的犯罪风险。 面对日益
猖獗的网络犯罪,仍有部分国家疏于对网络空间的治理,这就为犯罪分子合法规避刑事责任提供了便
利。 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采取网上沟通、远程操作等方式,挑选最为合适的犯罪实施地和犯罪结果
地。 通过互联网平台,有时简单的操作就能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同时犯罪分子也知道如何从跨境起诉
计算机犯罪的困难性中获利,①利用互联网的特点降低犯罪被惩罚的风险。
与传统犯罪相比,网络犯罪的技术性因素决定了犯罪主体的专业性。 犯罪环境的改变,使个人激
情犯罪的比率大幅度降低,更多的是蓄谋已久的高科技团体作案。 数据信息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吸引
大部分掌握通信技术的电脑黑客参与其中,大批量专业病毒被开发使用,成为新一轮的经济犯罪载体。
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更是超越国家可控范围,病毒供应商层出不穷,他们伺机寻找互联网漏洞以实现
利益交换,为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供便利。
4. 文化安全遭遇侵蚀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与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人民安全一样在总体国家安全

①

[瑞士]索朗热·戈尔纳奥提:《网络的力量:网络空间中的犯罪、冲突与安全》,王标、谷明菲、王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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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占据重要地位。 网络社会的快速崛起,使网络空间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外层空间之后的“第五
域”。 作为传统主权边界的延伸,网络空间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桥梁,既催生了新的沟通方式与交换规
则,也给各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渠道。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各国本土文化价值
体系遭遇污染、渗透、甚至颠覆的危险。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文化多元化就意味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价值观念呈多样化状态,生活
方式也会各异。” ①西方霸权文化的渗透式输出,使网络享乐主义、色情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对
国民价值体系的形成造成严重侵蚀。 为减轻和避免消极外来文化对公民思想道德观念的消弱,我国在
2014 年 9 月 2 日颁布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有关规定的通
知》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单个网站年度引进播出境外影视剧的总量,不得超过该网站上一年度购买播
出国产影视剧总量的 30%”,从引进数量和审批程序等方面完善了对国外影视剧管理的相关规定。 尽
管如此,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翻墙软件、影视下载软件,非法为受众提供国外影视资源,给广大受众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也给我国文化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
当前西方文化的显性扩张和隐性渗透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国际文化因素。② 文化
安全在网络时代的风险不仅仅表现在影视娱乐节目领域,更是延伸到了传统文化领域。 传统节日作为
民族文化的载体与表征,在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等外来节日的冲击下深陷文化认同的困境。 年轻一
代对本国传统节日日渐淡漠,而对西方节日却倍加青睐,从而使国家内在的文化凝聚力在隐蔽性的外
来文化攻击下受到重创。 西方文化在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阐释上的话语霸权,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
失去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③给我国文化安全领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二)网络空间新秩序建设面临巨大压力
各国已经意识到网络空间的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以及中国等都在加紧
制定各自的网络空间发展战略,努力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进一步争夺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 但由于
文化背景、发展程度、政治立场等方面的不同,导致目前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各国在关键性问题上各执一词,网络空间的立法简直就如同建造巴别塔一样。
1. 实现途径不同

网络空间本质上来说属于人造空间,发展和演变的每个阶段都深受人类社会的影响,作为网络空

间最早一批的开发者和缔造者,美国等西方国家认识到信息技术发展对国际规制权和话语权的重要
性,因此先 一 步 将 网 络 空 间 提 升 至 国 家 安 全 战 略 地 位。 对 内 制 定 了 《 信 息 技 术 管 理 改 革 法》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form Act 1996 年 颁 布 )、 《 电 子 通 信 隐 私 法 》 (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Act,ECPA 1986 年颁布)等一系列打击犯罪、保护隐私的法律;对外制定各种战
略性文件,通过外交途径积极强化同盟关系,扩展合作伙伴与发展方向。 在保护网络安全建设的过程
中,西方国家倾向于借助军事实力进行威慑和防御,片面强调自身的受害事实,经常性地无视国际法律
法规,直接引用国内法和采用单边机制处理网络犯罪。 不论是北约以“ 保护人权” 之名发动的科索沃
战争,还是美国为逮捕本·拉登等基地组织成员、消灭恐怖分子而发动的阿富汗战争,都是借解决争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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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徐绍刚:《浅谈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载《新视野》2002 年第 4 期,第 35-37 页。

②

108

王瑞香:《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70-75 页。

范玉吉,张

潇: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网络空间治理

之名,行利用强权破坏国际秩序的、谋取本国利益之实。
基于网络成熟度方面存在的差异,以俄罗斯为主的新兴国家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网络防御能
力的提升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因此更愿意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实行国家间平等互利
的发展模式。 直到 2000 年,俄联邦政府才出台了第一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文件《俄联邦信息安全学
说》,首次将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信息安全治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根据当时俄罗斯在网
络安全领域遇到的问题,2006 年 12 月对《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 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战略目标
和行动方向。① 尽管互联网新兴国家对网络空间战略的觉醒较晚,但在理念建构和方案价值上极具先
进性与包容性。 与美国提倡的“文明冲突论” 不同的是,新兴国家在参与网络空间谈判时不会如美国
等西方国家那样,先入为主地采用对抗式思维。 面对世界融合的大背景,习近平在 2015 年 12 月召开

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这个概念,为各国深化合作、加强沟通、
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随后,2018 年 10 月 18 日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上,习近平指出中国主张建
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齐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
管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其他新兴国家而言,都希望能够在尊重《 联合国宪章》 宗旨的同时,积极构建
网络空间新型合作机制,实现各国在互联网资源上的平等。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各国经济发
展、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理念,也为新兴国家网络空间建设带来了强劲的驱动力。
2. 立法标准不同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立法标准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沿用旧法还是制定新法;另

一个是制定不具有约束力的软法还是具有约束力的硬法。 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各国选择站在了不同
的阵营当中。
在新旧法的问题上,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传统国际信息传播领域长期占据优势地位,所
以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 因此,他们倾向于对旧法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继续作用于当前的传播秩
序。 作为沿用旧法的典范,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邀请国际专家组编写的《塔林
手册 2. 0》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手册中有关网络空间主权理论和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内容,基本源于现有
国际规范及对《塔林手册 1. 0》的完善。 这种根据已经存在的实然法进行修改利用的立法标准,是新兴
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出于对西方国家新一轮数字殖民的防御,新兴互联网国家更倾向于根据当前网络
发展状况另起炉灶,制定新法。 他们建议在遵循国际法规则的前提下,由联合国主导,结合网络空间出
现的新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国际法管辖规则,更大程度地发挥国际法在全球的普适性。
在软硬法的问题上,美国、欧盟等国家明确反对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在网络军备竞赛盛行
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不愿对网络战或军事威慑等行动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制,更倾向于制定无约束力
的行为规范。 软法由于没有监督机制和强制力保障实施,在实际运用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对各国的
惩戒作用相对偏弱,这就给予了西方国家更多的“自由” 空间。 而以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网络国家则不
赞成软法方案,所以在第 66 届联大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该准则第二条规定:“ 不利用信
息通信技术包括网络实施敌对行动、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不扩散信息武器及相
关技术”。 他们希望能够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文,在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一个更

①

华屺智库:《俄罗斯信息安全战略发展及实施情况》,载《网信军民融合》2018 年第 11 期,第 6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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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透明、公平、民主的网络空间。
3. 根本理念不同

对西方国家而言,网络信息的作用在于创造更大的利益,实现新一轮的数字殖民,而非信息资源的

合作共享。 他们在大力提倡“多利益攸关方”平等参与治理的同时,却将中俄等新兴国家排除在外,实
质上采取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对抗模式。 从《塔林手册》中可明显地看出缺乏对“网络战”“网络行动”
等核心概念的详细界定,①重要理论基础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国际裁判的公性正,同一概念的不同解读
将导致不同判决结果的产生。 当针对同一个事情无法给出明确定义时,便给西方国家肆无忌惮地实施
网络攻击且无须承担相应责任提供了便利。 要想加强对网络空间的安全管理,必须先对基础概念进行
统一界定,完善主权设定、惩罚边界、反击条件等重要条款,给各国网络行动提供全面务实的战略指南。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意识到了网络空间这一新兴领域的重要性,所以为消除数字殖民的潜在
危险,不再受制于西方国家的网络霸权,都积极投身于网络空间发展战略的制定。 在坚持国家主权和
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在网络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联合国在制订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上
的主渠道作用。②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目的在于如何开展合法性的网络攻击,新兴国家的想法就是如何
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卫反击。 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便是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现,以兼收并
蓄为前提,坚持各国文化和而不同,以文化交流超越隔阂,以文明共同化解矛盾③,通过搭建共治共享
的互联网交流平台,实现发展中国家网络空间建设的进一步完善,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传播秩序。
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越性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提出,为世界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新思路,也为进一步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提
供了可能。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合逻辑性发展
当今世界面对粮食短缺、人口暴增、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更好地应对世界性难题给各国
带来的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会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的伟大构
想,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这一理念的内涵。④ 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
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构想,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四项原则———尊
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⑤ 这一伟大的理论构想进一步提升了这种

①

Michael N. Schmitt. Tallinn manual 2. 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N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阙天舒、李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网络治理新秩序的中国方案》,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3 期,第 172-179

②

页。

徐峰:《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的新发展》,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 年第 1 期,第 74-79 页。

④

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EB / OL]. ( 2015- 3- 29) [ 2019- 8- 2]. http: / /

⑤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EB / OL]. (2015-12-16) [2019-8-2].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 / world / 2015-

www.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 2015-03 / 29 / c_127632707. htm.
12 / 16 / c_1117481089.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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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种族、文化与国家界限的全球治理观,在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的大背景下,给世界各国和谐
共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给各国应对危机的具体行动措施提供了合理化方案。
时至今日,网络社会的迅速崛起使传统发展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技术洪流的推动下,任何
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网络世界中独善其身。 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和网络犯罪的空前活跃,使各国在政
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深受其害。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极大地改变以往各国单打独斗的
局面,有效增强各成员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网络世界,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内涵不会改变。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为应对世界百年巨变提出
的中国方案,那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便是在转换空间维度后,面对网络社会带来的新挑战,世界各国
共存、共享、共生的新天地。 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是认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国
际社会需要携起手来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
共赢、在共赢中求大同,让互联网造福世界,实现世界网络大同。” ①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促进跨
地域、跨圈层的技术流通,进而从基础层面极大地缩小国家间的信息鸿沟,对于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保
障网络空间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应有之
义。 网络空间只不过是现实空间的拓展,是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是人类活动的新场域。 人
类命运共同体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可以说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全局与局部之间
的关系。 要想更好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充分把握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存在的主要矛
盾。 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互联网让世界变成真正意义上紧密相连的地球村,也使命运共同体的空
间得以发展演进。 “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②在网络攻击威胁升级的当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提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二)对中华传统天下观念的合时代性发展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范围内网络空间的和谐发展,各国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求同存异,
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 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念经过历史沉淀与时代
扬弃,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涵。
“天下大同”的思想最早出自《礼记·礼运》,儒家思想中的大同世界,讲求的是不论男女老少都能

各司其职,诚信和睦,盗窃乱贼不作,人人安居乐业。 人人存有包容之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
不相悖。 在没有邪恶与自私的大环境中,追求一种去差别化的共存理念,创造一个平等友善的乌托邦
世界。 “大同”能够化解人类之间的冲突与纷争,代表了古代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一种对理想世
界的憧憬。 因此,可以说大同是“仁”的最终归宿。

到了中国近代,“天下大同”思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怀和治国方略。 康
有为的《大同书》提出过“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 的设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思想也是以实
现天下为公、国富民强的大同世界为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台湾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接踵而至,
我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 “一国两制” 等政策,在保留一定区域或民族政治体制和文

①
②

郇雷:《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载《学习时报》2018 年 8 月 27 日,第 06 版。

方勇:《墨子———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释》,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3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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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统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使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 从国内管理到国际治理,由“天下
大同”思想发展而来的“共同体”精神,正是中华文化在千年传承中得到的合时代性发展。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世界范围内个人隐私遭到侵害、知识产权遭受侵犯、网络
犯罪、网络监听、网络攻击以及网络恐怖主义等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公害。 但与此同时,全世界都面临着
互联网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网络空间治理中的难题。 在此情况下,作为负责任的大
国,中国利用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合时代性地发展“ 天下大同” 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与代表性。 2017 年 1 月 17 日,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
促全球发展》的演讲中提出,“包容性的全球化”这一核心思想受到各国一致好评。 中华民族文化极强
的包容性,使其跨越了种族的偏见与国别的桎梏,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协调发展。 与西方国家奉行的
文明冲突论、殖民主义思想不同的是,中国大力提倡主权平等和文明尊重。 从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承认
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学习交流等途径,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互补。 从“ 天下大同” 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舟共济亲仁善邻,为捍
卫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懈努力。
(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合规律性发展
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尽管不同国家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但所有国家都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和侵犯他国主权。 为维护国际和平
与稳定,尊重人民平等权利与建立友好关系,《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
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守。 作为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
各国参与国际活动的重要行为准则。 随后,在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
完整原则更是作为其他原则的基础,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国际法中关于解决
国际问题的最基本的规律。
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团组织的特有属性。 不论社会性质、国家结构如何,在网络社会中各国
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习近平就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四项原则中,尊重网络主权的原
则体现了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是对国际法立法原则的规律性把握与发展。 在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中,国家主权原则主要表现为网络主权,即每个国家都可自行选择本国互联网的开放程度、管理
模式与惩罚措施。 在网络空间治理层面,各国之间应秉持平等尊重的原则,保护基本自由与公民权利,
坚决反对网络霸权,文化殖民,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努力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稳定。 在国际交往层
面,深入开展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互联网技术援助与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发展层面,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普惠化,努力消除数字鸿
沟,鼓励建立多层次的商业交流机制,为各国民众的生活增添福祉。
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互联网空间的自然延伸。 对内包括管辖权与独立权,主要体现为主权国家
对国内网络空间治理拥有绝对权利。 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网络发展水平和发展形势制定相应法律法规,
如我国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 此外,还拥有网络行政执法权、网络基础设
施的使用权和监督权。 尤其是在网络信息内容的治理问题上,严格纳入政府互联网治理范畴内,对造
谣、诈骗、诽谤等犯罪行为明确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外包括防卫权与平等权,主要体现为面对外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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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国威胁时,各国均拥有自卫反击的权利。 技术的发展给跨境攻击与国家博弈创造了众多机会,在
网络军备竞赛中不论是普通黑客还是别国政府,都频繁地利用网络技术突破空间漏洞。 除加密、访问
控制、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等被动性防御外,在确定遭遇攻击时,国家可采取积极主动性的自卫反
击。 同时,各国应通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体制,平等参与国际传播秩序的建构,共享网络时代信息发展
的红利。
三、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文化传承、基础功能、国际规则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是中国就
网络空间治理问题提出的创新性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了多元化的构建思路。
(一)充分发挥国家作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主体地位
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活动最主要的参加者,拥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权力。 主权国家是不受其他国
家干预限制,独立自主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法律实体。 作为最常见的国际事务参与方,主权国家不但对
内享有最高的决策权,在国际活动中更是基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享有主权国家应有的自主权,任何国
家和组织都无权进行破坏和干涉。
第 1883 次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指出:

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
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 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国家之领土完整
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等。 因此在以主
权国家为主体参与国际合作时,出于国际法规及基本原则的限制,各国拥有更多的强制性安全保障和
主权自由,更多地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达成国家间的战略性合作,根源性的解决网络安全
问题。
尽管“私营企业一直以来都居于开发互联网标准的中心位置” ①,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对互联网广泛

的制度化标准的制定是无所作为的。 互联网治理中多项内容涉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如残疾人使用标
准、隐私保护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网络资源稀缺性问题等的解决,必须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才
能得以实现。 在互联网面前,所有人的传播权都是平等的,因此,与互联网有关的所有标准的制定,都
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一部分,离开主权国家的主动作为,治理将是一种空谈。 当然在安全治理方面就更
是如此了,没有国家立法,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残疾人还是健康人、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文盲,都无法
实现平等的互联网传播权。 在打击网络犯罪、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更是要发挥主
权国家的主体地位。 在网络空间中,世界各国的利益共不可能切割得非常清楚,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置身事外,主动承担主权国家的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主体责任,才
是治理网络空间的正确之道。
(二)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国际传播新规则的制定
各国网络空间治理追求的是有限度的自由,在有序的规则约束下实现平等的信息沟通。 在信息化

①

[美]劳拉·德拉迪斯:《互联网治理全球博弈》,覃庆玲、陈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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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今日,应当努力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用法律来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合法权
益。 通过强化国内法律与国际规则的配套使用,实现网络空间的稳定有序运行。
1. 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的国内法规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各国应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主体性作用,在国内加强事前治理的管理力

度,强调网络空间治理中预防的重要性。 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网络空间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
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涉及范围广等一系列特点,决定了监督管理与事后追惩的难度远大于
事前预防。 为防止信息泄露及网络犯罪的猖獗,各国应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保护其免遭破坏。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国家的重要资产,在我国《网络安全法》第 31 条中有明确规定:“国家对公

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
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 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实现网络空间安全的必然
要求,也是完善国内网络空间治理法律法规的决定性因素。 保护网络空间安全是政府、行业、企业的共
同责任。 首先,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同性质经营单位的代表组织,应及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在《网络
安全法》的基础上制定行业规范,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规范的软法效应。 联合高质量企业加速研发
先进性技术,树立行业标杆,完善行业信息共享机制,搭建实用性共享平台。 其次,强化政府主导地位,
制定《网络安全法》实施细则及其机关配套法律,从基础设施、内容生产发布等方面加以配合治理。 将
规范性文件与硬法相结合,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力度。 2019 年 1 月 9 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
会颁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 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进一步提高了对网络平台
的要求,在增强治理效能和平台的操作性等方面有明显的帮助,也为加强“软法”与“硬法”的配合使用
提供了不错的方案。① 最后,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人民
团体、经济组织等纠纷解决机构的作用。 以多元化和协商理念建构规则体系、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治
理模式,妥善解决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中出现的各方冲突,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在循序渐进中逐步提高司
法权威。②

2. 建构有效的网络空间国际法体系

国际社会现行网络空间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面对日益激烈的网络军备竞赛和频繁的政治黑客攻

击,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机制。 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不能通过国家机器来强制实施,只能通过国际组
织授权或国家自身的行动借以实现。 因此,国际法在实践操作的保障机制中具有先天劣势。
为最大程度地提高国际法的实用性与通用能力,建议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各国统一的具有约束力
的国际准则和行动规则,强调各成员国的责任与义务,全面平衡地落实新规则的国际适用。 第一,完善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责任范围的划分,明确国家主体职责。 随着网络空间竞争博弈的加剧,现行国际规
则已经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对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尤其是基础概念的缺失成为网络霸权国家逃避网络
治理责任的挡箭牌。 在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中,成员国往往滥用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③,造成责任归属
①

范玉吉:《新规能否治好短视频领域乱象? 》,载《新闻战线》2019 年第 6 期,第 40-43 页。

③

王白卉:《国际组织与成员国法律责任多重归属问题研究》,载《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第 495-504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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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愉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0 页。

范玉吉,张

潇: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网络空间治理

不明。 为了建构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互联网沟通平台,提高国际规则的可操作性,应推动以联合国为
主导的国际条文制定,就基础概念的遗漏进行修补,增加监督机制、惩罚措施等强制性约束条款,以保
障国际法的强制性。 第二,明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价值地位。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犯罪风
险及破坏后果已经超出单个国家所能承受的限度,国与国之间的网络摩擦也已经达到了冷战结束后的
最危险点,“动网”还是“动武”已经摆在了国际社会的面前。 因此,各国需要协同合作一致对抗,共同
承担风险,承担责任。 未来新型治理机制的制定,应充分吸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各国共
同参与网络空间的保护,在国际社会和网络大国的引导下,实现国际法治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从“人
权”的角度与联合国相关宣言对接,体现人类共有之价值。 传播权事关各国传播利益的平等,更关系国
际传播秩序的建构。 各国在互联网领域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导致媒介资源分布不均、信息获取程度
存在差异等。 要构建新的互联网治理体系,特别是在国际传播的视阈中,第三代人权理论支持下的传
播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① 推进世界各国平等使用媒介基础设施,承认以集体为单位的
传播权,共同维护国际传播的平等和自由。
3. 大力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平等共建

互联网的特点是全球性,没有哪一个国家或组织能仅凭自身力量构建起有效的网络防御能力。②

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各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果此时能够在
联合国框架下搭建起一座开放、平等、互助的桥梁,连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促进信息、人才、技术
流动,便能够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网络空间传播秩序的构建中来。
为解决此问题,中国、老挝、泰国、土耳其等多个国家共同发起《“ 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
议》,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机遇,各国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和
技术手段缩小世界各国之间的数字鸿沟。 在给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就互联网治理
提出了中国方案:“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 各国应该深化务
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
力。” ③既然各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愿望、利益、需求都相同,那么就应当携起手来走一条共进、共赢、共治
的网络空间治理之路。
在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中,中国一直都在探索共进、共赢、共治的治理之路。 2015 年召开的第二届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就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这次大会上提
出的“数字丝路”,是“一带一路”理论在网络发展新时期的转化升级,也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具体实践。 中国基于自身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使“数字丝路”一经产生就具备参与成员多、技术
合作密切、人文交流频繁等一系列得天独厚的优势。 从推动沿线国家民生发展的角度看,数字丝路促
进了跨境贸易的发展,使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交通出行、医疗生态、教育资源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地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④ 从对一带一路反哺的角度看,构建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路”,不仅

①

范玉吉、杨宇璇:《国际传播视阈中人权理论的发展与传播权理论的建构》,载《采写编》2018 年第 5 期,第 25-30 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向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8 日,第 01 版。

②
④

刘静:《网络强国助推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共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8 页。
樊凯:《数字丝路惠及民生》,载《互联网经济》2017 年第 11 期,第 4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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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形成“一带一路”信息的重大基础设施,更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① 积极搭建“数字丝路”平
台,是中国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积极尝试和务实实践,有利于增加网络空间利用和治理的普
适性。
四、结语
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共享资源,任何一国都无法完全独占使用。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使各国从相对
封闭的唯利益观转变为开放共享、互惠互利的和谐世界观。 在信息全球化交织发展的今日,实现网络
空间主权的平等,有效推动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构,才是实现各国共处、共进、共享、共赢的有效途径。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身处地球村中的世界各国,应当树立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承担构建平等和谐的
网络空间的责任,共同掌握网络空间的未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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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and Cyberspac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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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ready to be launched. The huge

economic benefits contained in data information drive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yber arms race one
after another.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cyberspace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rought new theoretical solutions to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t is the only way to truly realize common progress, governance and sharing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rincipal role of sovereign states and actively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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