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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5th meeting of the Interim 

Intergovernmental Steering Group on Cross-border 

Paperless Trade Facilitation was held in Bangkok on 

12 and 13 March 2019. The Steering Group noted the 

progress made by member States in ratifying or 

acceding to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Facilitation 

of Cross-border Paperles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requested the secretariat to provide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building to those 

member States seeking support, subject to resource 

availability. The Steering Group also decided to 

continue its operations,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s of its 

Legal and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until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and to 

focus its work on improving supporting documents of 

the draft road map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provisions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The Commission may wish to take 

note of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Steering Group and provide the 

secretariat with further guidance on 

any other matters contained in the 

present report./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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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报告 

摘要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13 日在曼谷举行。指导小组注意到成员国在批准或加入《亚洲及太平洋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请秘书处在有可用资源

的情况下向寻求支持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指导小组还决定继

续其运作，以及其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的运作，直至《框架协定》生

效，并将工作重点放在改进实施《框架协定》实质性条款路线图草案的支持

文件上。 

经社会不妨注意指导小组作出的决定，并就本报告所载的任何其他事项

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一．需要经社会采取行动或提请其注意的事项 

1.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注意到成员国在批准或加入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请秘书

处在有可用资源的情况下向寻求支持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2. 指导小组注意到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取得的进展，并要求它们继续

改进实施《框架协定》实质性条款路线图草案的支持文件，供指导小组第六

次会议进一步审查。 

3. 指导小组决定在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的支持下继续运作，直至《框

架协定》生效，其工作重点是改进路线图草案的支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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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记录 

A.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实施进展情况报告 

(议程项目2) 

4. 会议面前有“《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实施进展

情况报告” (ESCAP/PTA/IISG/2019/1)和“跨境无纸贸易数据库介绍”

(ESCAP/PTA/IISG/2019/CRP.1)。贸易政策和便利化处处长介绍了跨境无纸贸

易数据库的用途。主席请与会成员国代表报告各自在成为《框架协定》缔约

国进程方面的现状。 

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以下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作

了现状报告：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不丹、中国、法国、格鲁吉亚、印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

国、东帝汶、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兹别克斯坦、越

南。 

6. 亚美尼亚向会议通报说，由于政府的结构变更，《框架协定》仍在其国

内批准程序中。批准程序预计将于 2019年底完成。 

7. 孟加拉国向会议通报说，孟加拉国于 2017 年签署了《框架协定》，商务

部正在协调批准程序。孟加拉国还向会议通报说，它将进行法律和技术就绪

情况评估，以此作为亚太经社会实施的项目的一部分。 

8. 不丹向会议通报说，不丹向前内阁提交了《框架协定》。然而，由于政

府更迭，它将在几个月内向新内阁提交《框架协定》。 

9. 中国向会议通报说，中国于 2017 年签署了《框架协定》，商务部正在协

调批准程序。中国表示希望尽快完成批准程序。 

10. 法国向会议通报说，正如法国在上次会议上报告的那样，法国的《宪

法》要求提供经核证无误的法文文本，方可审议是否加入《框架协定》。法

国请秘书处在不重新谈判案文的情况下探索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 

11. 格鲁吉亚向会议通报称，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部计划向贸易便利化委员会

提交《框架协定》，以寻求授权向政府提交加入《框架协定》的建议。格鲁

吉亚还表示有信心在今年内完成这一进程。 

12. 印度向会议通报称，为加入《框架协定》，该国正开展利益攸关方磋

商。该国还告知会议，印度的电子原产地证书颁发工作通用数字平台的开发

已处于高级阶段，并表达了对《框架协定》的信心。 

13. 印度尼西亚向会议通报称，该国计划在政府做出加入《框架协定》的最

终决定之前，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一起开展全面研究。印度尼西亚还感谢

秘书处对其在 2019年 2月举办全国协商讲习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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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会议通报称，一项关于批准协定的提案已经得到内

阁的确认，并提交议会批准。议会相关专家委员会已予以确认，该提案目前

正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讨论，预计将于 2019 年年中得到最终确认。 

15. 基里巴斯向会议通报称，由于是首次参会，因此尚无任何进展可汇报。

基里巴斯还向会议表示，无纸贸易符合其国家政策，并指出能力差距是其主

要挑战，表示希望在无纸贸易方面获得技术援助。 

16. 吉尔吉斯斯坦向会议通报称，该国正处于机构间磋商和将《框架协定》

翻译成本国文字的阶段。 

1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向会议通报称，该国对于加入《框架协定》没有任

何关切问题，但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国内程序。该国还向会议通报称，正在

实施单一窗口试点项目。 

18. 马来西亚向会议通报称，该国已经开展了国内利益攸关方磋商，并将开

展一项研究，评估国内系统的准备就绪情况以及国家优先事项与《框架协

定》的接轨问题。马来西亚还承诺将持续参加亚太经社会与《框架协定》有

关的活动。 

19. 马尔代夫向会议通报称，该国于 2018 年 11 月进行了政府更替，关于加

入《框架协定》的决定预计将于 2019年第三季度提交内阁批准。 

20. 蒙古向会议通报称，该国已完成《框架协定》文本的正式翻译，并已准

备好启动加入协定的国内程序。蒙古还对秘书处提供的能力建设支助以及法

律和技术工作组的实质性工作表示赞赏。 

21. 缅甸向会议通报称，该国正在就加入《框架协定》开展全国利益攸关方

磋商。缅甸还向会议通报称，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极有可能引导关于加入

《框架协定》的讨论，因为相关工作组隶属该委员会。 

22. 尼泊尔向会议通报称，在加入《框架协定》方面，该国正处于与利益攸

关方一起开展法律评估的阶段，包括为筹备加入协定而对国内法律进行审

查。该国还向会议通报称，尼泊尔正在实施贸易便利化的相关举措，如单一

窗口系统。 

23. 巴基斯坦向会议通报称，该国正在商务部的协调下，就加入《框架协

定》议题进行利益攸关方磋商。巴基斯坦还向会议通报称，该国正在积极执

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包括单一窗口系统。 

24. 巴布亚新几内亚向会议通报称，商业、贸易和工业部将一份关于加入

《框架协定》的资料文件并连同一份关于电子商务的法案草案提交给了内

阁。内阁决定先处理关于电子商务的法案草案，然后对加入《框架协定》议

题进行审议。 

25. 大韩民国向会议通报称，该国将在无纸贸易方面继续提供能力建设支

助，还将从法律和技术方面继续审查《框架协定》。 

26. 俄罗斯联邦告知会议，该国正在继续努力完成加入《框架协定》的国内

程序，包括创造相关的国内条件。该国还介绍了与其他国家开展无纸贸易的

努力，包括作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一部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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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罗门群岛向会议通报说，该国已经做好自动化和无纸化贸易的国内准

备，并将考虑尽快加入《框架协定》。 

28. 斯里兰卡向会议通报了其在实施相关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的进展，包括

建立了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和确立了单一窗口系统蓝图。斯里兰卡告知会

议，将在 2019年就加入《框架协定》的国内进程进一步开展工作。 

29. 塔吉克斯坦向会议通报说，该国已经设立了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及其下设

的六个工作组。塔吉克斯坦还告知会议，由于这是该国第一次参加指导小

组，因此该国将开始《框架协定》的内部审查。 

30. 泰国告知会议，正在与国内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泰国将在下次会议上

报告磋商的进展情况。 

31. 东帝汶告知会议，东帝汶正处于考虑加入《框架协定》的早期阶段，并

表示希望与秘书处密切合作，了解加入程序。 

32. 土耳其告知会议，关于加入进展，没有任何情况可报告，但强调该国对

贸易便利化的承诺。 

3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告知会议，因为这是该国第一次参加会

议，因此尚无任何情况可报告。该国表示了对贸易便利化的承诺。 

34. 乌兹别克斯坦告知会议，该国继续在考虑加入《框架协定》。该国还告

知会议，将在完成目前在秘书处支持下进行的法律和技术就绪情况评估后，

审查加快加入《框架协定》的可能性。 

35. 越南向会议通报说，在 2018 年举行的一次磋商讲习班上，该国发现利益

攸关方对《框架协定》及其益处知之甚少。越南还告知会议，该国将在加入

《框架协定》之前开展更多的提高认识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 

B. 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进展情况报告 

(议程项目3) 

36. 会议面前有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履行授权任务进展情况报告

(ESCAP/PTA/IISG/2019/2)、秘书处题为“跨境无纸贸易：法律就绪情况核对

清单”的说明(ESCAP/PTA/IISG/2019/3)、秘书处题为“跨境无纸贸易：技术

就绪情况核对清单”的说明(ESCAP/PTA/IISG/2019/4)、关于跨境互认电子形

式贸易相关数据和单证的机制的会议室文件(ESCAP/PTA/IISG/2019/CRP.2)和

包含个别行动计划模板的会议室文件(ESCAP/PTA/IISG/2019/CRP.3)。 

37. 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主席报告了 2019 年 3 月 11 日举行的法律工作

组和技术工作组第六次会议期间取得的进展情况。工作组审查了路线图草案

的支持文件，特别是技术和法律就绪情况核对清单、跨境互认电子形式贸易

相关数据和单证的机制和个别行动计划模板。工作组还分享了选定国家在实

施跨境无纸贸易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工作组已决定继续开展工作，更频繁地

举行会议，以加快完成授权任务，但这须服从指导小组在本次会议上的决

定。 

38. 俄罗斯联邦代表强调，支持文件不应包括会议同意的任何强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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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塔吉克斯坦代表要求澄清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下的执行承

诺通知与《框架协定》执行要求之间的区别。秘书处提到了《框架协定》第

12 条和工作组制定的个人行动计划模板。它解释说，具体行动和措施的实施

将由每一缔约方在加入《协定》后制定各自的行动计划时自行规定，并有可

能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制约和需求，更新其实施时间表，并在实施前请求能

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40. 会议注意到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在履行授权任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C. 讨论指导小组未来的运作 

(议程项目4) 

41. 秘书处建议，指导小组及其各工作组应继续开展工作，直至《框架协

定》生效为止。指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暂定于 2020年 3月或 4月举行。 

D.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5) 

42. 秘书处介绍了《2019 年联合国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全球调查》，并

鼓励代表们为调查作出贡献并填写相关问卷。 

E. 通过会议报告 

(议程项目6) 

43. 会议于 2019年 3月 13日通过了本报告。 

三．会议安排 

A. 会议开幕、会期和安排 

44.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13日在曼谷举行。 

45.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致开幕词。大韩民国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作主旨发

言。 

B. 出席情况 

46. 下列成员和准成员的代表出席了本届会议：亚美尼亚、孟加拉国、不

丹、中国、法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基里

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

缅甸、尼泊尔、荷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

邦、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土耳其、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47.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48. 18名观察员也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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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举主席团成员 

49. 会议选出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Yusuf Riza先生(马尔代夫) 

 副主席： Rama Dewan女士(孟加拉国) 

    Ali Rahbari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D. 议程 

50. 会议通过下列议程： 

1． 会议开幕： 

(a) 致开幕词； 

(b) 选举主席团成员； 

(c) 通过议程。 

2． 《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实施进展情况报

告。 

3． 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进展情况报告。 

4． 讨论指导小组未来的运作。 

5． 其他事项。 

6． 通过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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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文件清单 

文  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普遍分发文件   

ESCAP/PTA/IISG/2019/1 《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

定》实施进展情况报告 

2 

ESCAP/PTA/IISG/2019/2 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履行授权任务进展

情况报告 

3 

ESCAP/PTA/IISG/2019/3 跨境无纸贸易：法律就绪情况核对清单 3 

ESCAP/PTA/IISG/2019/4 

ESCAP/PTA/IISG/2019/5 

跨境无纸贸易：技术就绪情况核对清单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第

五次会议报告 

3 

会议室文件 
  

ESCAP/PTA/IISG/2019/CRP.1 跨境无纸贸易数据库介绍 2 

ESCAP/PTA/IISG/2019/CRP.2 跨境互认电子形式贸易相关数据和单证的机

制 

3 

ESCAP/PTA/IISG/2019/CRP.3 个别行动计划模板 3 

限制分发文件 
  

ESCAP/PTA/IISG/2019/L.1 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 1(c) 

ESCAP/PTA/IISG/2019/L.2 报告草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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