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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即石油”是对数字经济的最大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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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央文件将数据纳入新时期的生产要素，各地数据中心项目犹如过江之鲫迅速开花。然而缺乏

对数据要素的深入理解和规划，“数据即石油”的思想恐成数字经济的梦魇，数据中心落成之日就是落后之

时。文章探讨了数据与数字经济中财富增长的关系，同时指出数据流动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关键，数据隐私

保护和价值挖掘严格受制于场景，因此数据流动的制度建设才应是各地加紧完善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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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一时间

“数据中心”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不仅资本市场蠢

蠢欲动，地方政府也纷纷“上马”数据中心建设项

目。然而缺乏超前的结构性、系统性、前瞻性规划和

设计，数据中心的建成之日就是落后之时，IDC既不

是有形的建筑，更不是有价值的民生资产，更不能

成为摆在桌面的政绩。 

一、为什么要搭建数据基础设施？ 

随着人类社会向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不

断迈进，在 PC、手机和各类物联网设备/软件包围下，

城市、资源/信息流动和个体行为变得可收集、可存

证、可测量、可计算。无论是简单的数据驱动决策，

还是深度数据分析挖掘潜在市场机会，抑或基于数

据和计算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数据在当今社会的

作用愈加突出，因此数据也被视为“与自然资源、人

力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力发展数据基础

产业是数字经济增长的关键
[1]
。 

然而数据作为一种虚拟化的生产要素，不仅改

变了我们传统社会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对我们社会

治理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赛博空间（Cyber Space）

的形成，加速了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虚拟化
[2]
，引

起一系列政策失效或挑战，如：利率工具失效、信任

危机等，亟需寻找新的治理工具和抓手。推动社会

治理数据化、数字化，参与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3]
。 

与此同时我们还正在面临着一种新型互联网-

基于“价值”的互联网-的巨大需求。人们迫切将资

产数据化，如同我们当前分发消息一样传递数字资

产。借助这种网络所形成的赛博空间，彼此通过共

识和连接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微型经济（在这种

微型经济中，不仅人类，包括一切技术设备如手机、

冰箱、汽车等都可以在线分享数据、建立合同和竞

标拍卖等），再由一个个微型经济通过远距离传输

和通信形成统一的大规模价值网络。分散化、更安

全的数据存储、服务和计算就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基础设施。 

二、数据是石油还是血液？ 

4月 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4]
，第

一次将数据列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

要素并列为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并明确要破除阻碍

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时间全国上下纷

纷抢滩“数据中心”建设，数据中心也被视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然而数据价值的核心在于流动，以数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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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经济则是算法驱动下权利结构和合约结构的

重置。如同“老油火锅”一样，数据的价值随着流通

次数的增多、附加交易主体标签的增多而实现保值

和增值。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资料并不像石油、煤炭、

盐/铁矿等一样通过萃取获得最终消费品，而是在交

易和流转过程中分别充当着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

数据的流通是可逆和可持续的，可以流入并流出，

是可以（应该）从最终消费者再次参与流转的特殊

的生产要素。 

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中不是单独存在

的，而是与算法、协议等共同发挥作用的，因此数字

经济时代也存在智能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加

密经济等表述。这意味着传统信息即服务

（Information as a Service，IaaS）和通信即服

务（Communication as a Service，CaaS）都仅仅

是技术问题或产品问题的探讨，而数字经济的核心

则应该是以数据为核心的权利制度划分、算法透明

和隐私救济、跨实体/跨区域甚至跨时空的数据流动，

数据更像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血液将“养分”和“控制

权”输送到经济体的各个部门。以“数据即石油”的

谬论驱动数据“争夺战”，只会催生“数据中心即互

联网粮仓
[5]
”的笑话。 

三、数据如何赋能经济增长-一个能源视角 

我们习惯将数据视为新时期的基础生产资料，

并以石油、煤炭相类比，这是因为“数据即资源”是

我们当前的“共识”。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一些用来描

述物理世界中交互、组织关系和事件的途径都是数

据，通过产生数据、记录数据和交换数据实现权力

的分配和转让。这看似耦合但又存在不同： 

碳基文明的基础是碳，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能源

流动和能量的使用，是消耗性、排他性的，因此碳基

文明环境下影响社会财富多少的因素主要是能源资

源的多少，或者可允许的碳排放量的多少。社会财

富可以简单描述为资源储备、生产力和技术的关系,

其中： 

• 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乘积代表了资源转化能力 

• 社会财富与资源储备量和资源转化能力正相关 

• 社会财富是有上限取决于资源储备量和资源转

化能力中的短板，因此不能是两者的简单乘积 

而比特文明的基础是数据，社会财富增值的来

源是数据流动和信息驱动的科学决策，是优化型、

积累型。由于数据存在高度虚拟、无限复用、时效性

以及与场景密切相关等特点
[6]
，比特文明中社会财

富的决定因素不仅在于数据积累量的多少，更在于

信息挖掘能力（计算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大小，决策

水平和周转次数。其中： 

• 社会财富的核心在于具体的业务以及合理决策 

• 合理决策水平与可供挖掘的数据量和信息挖掘

能力正相关 

• 社会财富等于多个业务决策的消费者剩余或超

额利润之和
[7]
 

• 数据支持决策的同时也是数据量增加的过程 

可见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是关注数据的可挖掘

信息量和流动速率，数据支持决策的次数（也即周

转次数）是引起数字经济社会财富指数形式增长的

关键。 

四、数据中心是储水罐，并不是要素的粘滞点 

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也可

称之为服务器场（Server Farm）。这是信息化产业

市场分工的自然结果：1，首先数据中心独立出新的

业态只是产业链条的一部分；2，其次说明这是市场

化资源配置的结果。前者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数据

不是数字经济的全部”，而后者则体现出数据中心

的建设应更多贴近市场、服务市场，因此也应该源

于市场，过度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帮助实现最优的

要素资源配置呢？ 

生产要素是国民经济产生的根本来源和扩大再

生产的基础，但仅靠单一的生产要素禀赋是不可能

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习近平同志曾强调：“网络信

息是跨国界流动的
[8]
。”全球化使得除土地外的任何

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数据和信息更是凌驾于

地理空间之上，数据流动比资本和人跑得更快。因

此各区域只有竞相加大产业链建设和开发力度、提

供较低价格的土地供给、资本/信息技术等资源的低

成本供给才可真正形成区域要素集聚的粘滞点，区

域经济发展的财务增长点。数据中心是储水罐，但

不是要素的粘滞点，只是物理上将数据采集和储存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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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严格受三大定律支配
[9]
：梅

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和达维多定律。分别阐述了

数字经济中联网设备数量与经济的关系、基础设施

技术迭代规律（边际成本指数级降低）和数字经济

中服务或产品的市场演化规则（马太效应和自我迭

代需求）。综合施耐德
[10]

与 Gartner
[11]

的研究数据：

数据中心的平均使用年限仅为 7-9 年，数据中心设

施过时是企业业务增长的“拦路虎”。数据中心建设

还可能因为无法合理估算总拥有成本、未制定合适

的指标和弹性空间、设施选址和空间规划凌驾于设

计指标之上等原因导致数据中心“难产”或者“早

逝”。 

作为数字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产物，竟然公然违

背数字经济和信息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极其荒唐的。

因此数据中心的建设应充分匹配信息产业和数字产

业的特点：应需而建、循序渐进和快速迭代。这样不

仅可以有效降低区域建设数据中心的经济压力，也

提高了数据中心的可用性和实际使用率。 

五、“数据即石油”还将诱发过度保护风险 

囚徒困境的实验告诉我们个体理性并不代表群

体理性。这在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中就表现为：过

分的强调“个人隐私保护”或“隐私侵犯救济”对于

社会发展是否是正确的？ 

在数据即石油，数据即资产的论调下，人们对

“个人隐私保护”“个人数据保护”“个人信息保护”
 

[12-13]
趋之若鹜，这是典型的零和思维，这样的观点认

为没有不损害个人利益的途径，可以同时提升他人

福祉，任何权益和选择都是排他的。这显然与数字

经济的现实是违背的。 

目前的数据应用和价值挖掘都是基于“规模经

济”的，也就是大量混合样本后的数据，以此来进行

分析挖掘并提供服务，如基于属性的分类和推荐、

基于偏好和请求的匹配、大数据风控和智能投顾等

等，因此可以看出只有大量样本聚集和混合之后才

会衍生数字经济的基本商业逻辑。因此以“零和博

弈”为基本观点的数据产权制度和收益制度必然会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阻碍，成为社会福祉提升的绊

脚石。 

与此同时武断的以个人产权制度和信息保护来

阻断数据流动和使用，既不科学也不实际。对于数

据驱动的比特文明来讲，由于数据的边际成本趋近

于零，数据流动是社会福祉扩大的关键来源。数据

的过度使用，如对他人潜在利益损害的数据收集和

加工使用，超出限制处理使用（数据过度挖掘处理），

超出授权范围使用（数据或信息共享），收益权错配

（数据所有者与受益者错配）及数据安全风险（数

据泄露）等问题将成为常态。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数据隐私，包括数据价值的

挖掘都是基于场景的，数据的收集、加工整理和使

用是否侵犯到个人权益是与场景密切相关的。我们

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地准则界定哪些是敏感数

据？哪些是隐私数据？哪些属于侵权或过度操作？

这种混乱同样在数据产权理论的法律探讨中可见一

斑： 

四种学说关注的交易对象和场景 

学说 对象/客体 关注场景 

新型人格权 
个人信息资料

权利-个人数据 
个人 

知识产权说 
著作权/邻接权

-数据库/集 
企业/组织之间 

商业秘密说 反不正当竞争 企业/组织之间 

数据财产权说 财产权-数据 个人/企业 

六、让数据回归数字经济和数据治理 

破除“唯数据资产论”，避免让数据中心成为区

域发展的救命稻草，让数据保护成为阻碍数字发展

的绊脚石。数据中心建设应充分考虑区域地理气候

特点，市场需求和区域角色。坚持以科学和常识为

准绳，应循序的、渐进的开展建设，否则就是不经

济、落后的。让数据流动起来，让数据的价值在交易

和流转中显现，避免数据中心沦为储油罐和泔水井。

数据保护应充分认识到其“场景化”和“个性化”，

避免惰性的“一刀切”或“一条绳”，合理区分数据

的不同来源、特征、运营场景和应用逻辑，制定相应

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协调共管方案才是关键。 

准确把握公权与市场的边界，数据中心从产业

链剥离出来，并不代表它是“公共不经济”的，相反

它的外部性非常明显。只要合理规划、设计和演进，

数据中心是可以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实现的。



 

 4 

让市场回归市场，不仅仅是降低政府财政压力，也

是有效激活民营资本，盘活市场的重要举措，更可

有效降低因盲目建设带来的资源过剩、快速折旧或

停止服务的风险。 

当前数字经济的真正挑战在于数据要素的确权

制度和定价机制的落后，在满足数据流动的同时还

要做好隐私保护和隐私补偿，因此建立先进的数据

治理制度就是建设要素聚集的“粘滞点”，经济增长

的发动机。同时数据驱动的公共治理可以为更精准

的施政、行政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全面数字化和价

值互联网扑面而来的时候，数据驱动治理将不可避

免地成为新时期政府公共治理的新工具、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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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is Oil" is the Biggest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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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ta has become a production factor similar to land, labor, and capital.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anned and built data centers one after another. However, if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data elements and scientific planning of data centers, the idea 

of "Data is Oil" may become a nightma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ate of completion of 

the data center will be a time of backwardness. The articl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and wealth growth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ointed out that data flow is the key to 

social wealth creation.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and value min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pplication scenarios. Therefore, formulating scientific, sustainable and active data policies 

should be the primary task that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solve. Advanced data policies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ar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0/content_550074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4/10/content_5500740.htm
http://jingji.cctv.com/2020/03/17/ARTIzau4ei1CBEoepnuMCGc9200317.shtml%203.17
http://jingji.cctv.com/2020/03/17/ARTIzau4ei1CBEoepnuMCGc9200317.shtml%203.17
http://www.cac.gov.cn/2014/02/27/c_133148354.htm
http://www.cac.gov.cn/2014/02/27/c_133148354.htm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20the-data-center-is-almost-dead/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20the-data-center-is-almost-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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