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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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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的实施进

展情况。秘书处继续向有意成为《框架协定》缔约方的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

和技术援助支持。随着中国于 2020年 11 月 22日加入，《框架协定》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生效。另有几个成员国正处于完成各自国内程序、通过加入方式

成为《协定》缔约方的后期阶段。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不妨注意到所取得的进展情

况，并讨论可能采取的任何后续行动，为有意加入《框架协定》的成员国提

供便利。 

 

一． 已取得的进展 

1. 自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政府间临时指导小组于 2021 年 1 月举行第六次

会议以来，秘书处已向有意成为《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

定》缔约方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给予了支

持。这种支持包括宣传、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2. 2021 年，秘书处支持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菲律宾、汤加和越南开展跨境无纸贸易就绪情况评估，并举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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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磋商。这些工作包括：在国家磋商期间填写指导小组

及其法律工作组和技术工作组拟定的法律和技术就绪情况评估核对清单，并

拟订行动计划草案。除了已经加入的国家之外，所有的国家行动计划中均含

有将尽快加入《框架协定》的内容，原因是这样做将支持各国在跨境无纸贸

易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在开展就绪情况评估时使用了在线支持平台，便

于进行自我评估。
2
  2022年第一季度，秘书处协助了更多成员国开展跨境无

纸贸易就绪情况评估，其中包括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图瓦卢。 

3. 秘书处继续实施《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的加入

/批准加速方案。该方案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下列领域的技术援助和咨询服

务：(a)将条约文本和其他相关辅助材料翻译成本国语言，(b)提供一名本国

专家，(c)就加入《框架协定》的益处和影响提供量身定制的说明和(或)简

报，(d)举办国家机构间协商。蒙古和塔吉克斯坦已从该方案中获益。秘书处

还在开展上述就绪情况评估方面向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提供了相关支

持。 

4.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秘书处 2021 年无法在线下

举办贸易便利化和贸易数字化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处

利用在线培训向利益攸关方提供能力建设支持。秘书处与国际商会和亚洲开

发银行(亚行)合作，于 2021 年举办了关于加快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的系列网

络研讨会。
3
  系列网络研讨会每一、两个月举行一次，内容涵盖了单一窗口

系统互操作性和区块链等不同的贸易数字化问题，为来自本区域内外的 2000

多名与会者提供了学习机会。系列网络研讨会 2022 年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秘

书处还与亚洲及太平洋贸易研究和训练网络以及国际贸易与发展学会合作，

于 2021年 12月 14日举办了关于下一代贸易便利化的系列网络研讨会，
4
  并

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举办了关于贸易便利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在

线课程。
5
 

5. 作为贸易便利化和跨境无纸贸易宣传工作的一项内容，秘书处在多次全

球、区域和次区域活动上介绍并推广《框架协定》，包括如下：(a)加快跨境

无纸贸易便利化网络研讨会；(b)湄公河国家国家单一窗口系统讲习班,2022

年 1 月 21 日；(c)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贸易便利化联合协商委员会第 20 次

和第 22次会议，2021年 5月 24日和 2022 年 2月 15日；(d)联合国中亚经济

体特别方案贸易专题项目工作组会议，2021 年 11 月 16 日；以及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领导的国家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全球论坛，2022年 2月 1日至 2日。 

 

1
 所有的就绪情况评估报告可查阅：www.unescap.org/resources/readiness-assessments-

cross-border-paperless-trade。 

2
 https://readiness.digitalizetrade.org。 

3
 www.unescap.org/event-series/paperless-trade-2021。 

4
 www.unescap.org/events/2021/webinar-series-next-generation-trade-

facilitation。 

5
 www.unescap.org/events/2021/escap-artnet-itd-online-course-trade-facilitation-

sustainable-development-2021。 

https://www.unescap.org/resources/readiness-assessments-cross-border-paperless-trade
https://www.unescap.org/resources/readiness-assessments-cross-border-paperless-trade
https://readiness.digitalizetrade.org/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eries/paperless-trade-2021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webinar-series-next-generation-trade-facilitation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webinar-series-next-generation-trade-facilitation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escap-artnet-itd-online-course-trade-facilit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2021
http://www.unescap.org/events/2021/escap-artnet-itd-online-course-trade-facilit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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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秘书处通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贸易和交通运输专家网络，为实施

《框架协定》和推动跨境无纸贸易提供了支持。
6
  秘书处于 2021年举办了两

次贸易流程分析咨询小组扩大会议，以修订《简化贸易程序业务流程分析指

南》，
7
  并对 COVID-19疫苗进口核对清单的拟订工作以及一项关于贸易程序

环境影响评估的研究进行审查。秘书处还不断开发跨境无纸贸易数据库，
8
  

将更多跨境电子数据交换案例加入其中。 

7. 秘书处与世界海关组织一道，继续对跨境电子数据交换联合工作队给予

支持。联合工作队由来自中国、蒙古、大韩民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海关官员组

成，在协调统一跨境电子数据交换所需的贸易流程和单证方面不断开展工

作。截至 2022年 1月，联合工作队自指导小组第 6次会议以来已举行了 10次

会议；由于 COVID-19 大流行的持续影响，这些会议都在线上举行。工作队还

于 2021 年 11 月协助举办了关于推进《亚太贸易协定》
9
  原产地数据电子交

换的讲习班，帮助参与国更好地作好准备，考虑并启动原产地证书电子交

换。 

8. 秘书处不断开展与《框架协定》相关的研究和分析。为了帮助各国确定

贸易便利化和无纸贸易的工作基准，秘书处与其他区域委员会合作，于 2021

年开展了联合国数字和可持续贸易便利化全球调查。这项调查中包括了无纸

贸易措施和跨境无纸贸易措施以及在当前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新推出的危

机时期贸易便利化措施，涵盖了 46 个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可通过一个专门的

在线平台
10
  查阅 2021 年调查和以往所有调查的结果以及载有详细结果分析

的报告。ESCAP/PTA/IISG/2022/1号文件介绍了这次调查的结果摘要。这项全

球调查的数据还为与亚行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供了依据，其中介绍了本区

域各国贸易便利化的执行情况以及这场疫情对疫苗等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影

响。
11
 

9. 秘书处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其他区域委员

会合作，继续牵头实施“区域贸易协定和其他贸易协定中关于危机和大流行

病时期贸易的示范条款倡议”。
12
  《危机和大流行病时期贸易条款和备选办

法手册》
13
  于 2021 年发布，其中有一章专门针对贸易便利化，包括无纸贸

 

6
 见 https://unnext.unescap.org/unnext。 

7
 见 https://unnext.unescap.org/content/business-process-analysis-simplify-trade-

procedures-case-studies。 

8
 www.digitalizetrade.org。 

9
 www.unescap.org/events/2021/workshop-advancing-electronic-origin-data-

exchange-apta。 

10
 http://untfsurvey.org。 

11
 亚太经社会和亚行，《2021年亚太贸易便利化报告：Covid-19大流行中重要物资供应链—

中断、恢复和韧性》(2021 年 10 月，马尼拉，亚行)。 

12
 见 www.unescap.org/resources/initiative-model-provisions-trade-times-crisis-

and-pandemic-regional-and-other-trade。 

13
 亚太经社会(2021 年，曼谷)。 

https://unnext.unescap.org/unnext
https://unnext.unescap.org/content/business-process-analysis-simplify-trade-procedures-case-studies
https://unnext.unescap.org/content/business-process-analysis-simplify-trade-procedures-case-studies
https://www.digitalizetrade.org/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1/workshop-advancing-electronic-origin-data-exchange-apta
https://www.unescap.org/events/2021/workshop-advancing-electronic-origin-data-exchange-apta
http://untfsurvey.org/
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initiative-model-provisions-trade-times-crisis-and-pandemic-regional-and-other-trade
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initiative-model-provisions-trade-times-crisis-and-pandemic-regional-and-other-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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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框架协定》。还根据《手册》开发了一门自定进度的免费在线课程，
14

已有 400多名学员受益。 

10. 随着中国于 2020年 11月 22日加入，《框架协定》于 2021年 2月 20日

生效。
15
  另有几个成员国告知秘书处，已经处于完成各自国内程序、通过加

入方式成为《协定》缔约方的后期阶段，这些国家包括蒙古、大韩民国、俄

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 

11. 有多个成员国向秘书处提供了资金，用以支持推进跨境无纸贸易并实施

《框架协定》，其中包括大韩民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大韩民国政府设立的亚

太经社会专用信托基金用于支持选定发展中国家开展跨境无纸贸易就绪情况

评估和加入《框架协定》。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继续支持国家跨境无纸贸

易政策框架的制定工作，以及 2021年至 2022年期间开展的关于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缅甸、泰国和其他南亚经济体贸易数据和单证电子交换的可行性和

概略研究。《强化综合框架》还为一个新项目提供了资金，该项目将在选定

的最不发达国家(即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和东帝汶)开展关于跨境无纸贸

易(包括新兴技术的潜在应用)的可行性研究和能力建设培训。 

二． 供指导小组审议的议题 

12. 指导小组不妨审议下列建议： 

(a) 注意到自第六次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情况，并鼓励其成员积极主

动地支持各自政府尽快成为《框架协定》的缔约方； 

(b) 对中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支助的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信托基金

和项目表示赞赏，并促请其他成员国为《协定》的实施工作提供各自的资金

捐助或实物捐助； 

(c) 讨论如何加快并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和批准《框架协定》，

以便使其效益和影响最大化。 

_________________ 

 

14
 见 www.unescap.org/training/rta-ttcp。 

15
 见 www.unescap.org/resources/framework-agreement-facilitation-cross-border-

paperless-trade-asia-and-pacific。 

https://www.unescap.org/training/rta-ttcp
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framework-agreement-facilitation-cross-border-paperless-trade-asia-and-pacific
http://www.unescap.org/resources/framework-agreement-facilitation-cross-border-paperless-trade-asia-and-pacif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