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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 

拟订用以实施区域安排案文草案中实质

性条款的路线图草案 
 

  

 

拟订用以实施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案文草案中实质
性条款的路线图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
 

内容提要 

本报告由秘书处编写，旨在帮助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指导小组根据经社会

第 70/6 号决议启动用以实施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案文草案中实质性

条款的路线图草案的拟定工作。其中包括审查案文草案实质性条款中所隐含的

行动(第一部分)，然后是关于路线图预期主要特点的介绍，其中包括任务的初

步清单(第二部分)，供指导小组开展讨论和进一步充实。 

 

一．实质性条款和隐含行动概述 

1. 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区域安排本案文草案第 13 条规定需制定一项行动计

划。该条第 1 段要求常设委员会“制定一项全面的行动计划，其中须提出为执

行本协定/框架协定/框架安排创建一个始终如一、透明和可预见的环境所必需

的、含有明确目标和执行时间框架的所有具体行动和措施，包括相关缔约方的

执行时间表。” 

2. 第 13 条第 2 段具体规定，“该行动计划须包含跨境无纸贸易投入运行的

路线图，其中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实施与本协定/框架协定/框架安排相关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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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项目和能力建设工作。”它还指出，行动计划应“包括一个对现有法律框架

和技术差距进行评估和进一步改进的机制，以推动无纸化贸易。” 

3. 除了授权制定跨境无纸贸易全面的行动计划和相关路线图的第 13 条之外，

区域安排本案文草案的其它一些条款还包括了一些具体行动可以纳入路线图，

谨罗列如下。 

条款 规定的具体行动 

第 6条：国家政策框架、有利的国内法律

环境和无纸贸易委员会 

为无纸贸易确立国家政策框架，和营造有利于

无纸贸易的国内法律环境 

第 7条：推进跨境无纸贸易和发展单一窗口 以与总体原则保持一致的方式发展或升级改造

无纸贸易系统，包括单一窗口系统，  

第 8条：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的跨境

互认 

同意在可靠程度基本相当的基础上互认来自其

它缔约方的电子形式的贸易数据和文件 

第 9条：电子形式贸易数据和文件交换

的国际标准 

采用国际标准和准则，

以确保无纸贸易的区域和全球兼容 

第 10条：与推进跨境无纸贸易的其它法

律文书的关系 

考虑并采用现有公认的国际法律文书 

第 11条：法律责任框架 建立充分的法律法规框架，以应对具体责任和

执行问题 

第 12条：机构安排 设立相关机构并投入运作以监督和支持区域安

排的落实工作 

第 14条：试点项目和经验教训交流 开始和启动试点项目 

第 15条：能力建设 开展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援助 

第 16条：本协定/框架协定/框架安排的

执行 

制定实施时间表 

 

二．拟定路线图草案：主要特点和任务初步清单 

4. 本案文草案第 13 条规定，全面的行动计划需“列出含有明确目标和执行

时间框架的所有具体行动和措施，”和“包含跨境无纸贸易投入运行的路线

图。”在此背景下，路线图草案应包含几个主要特点，其中包括： 

(a) 各相关条款中所规定的目标和行动； 

(b) 旨在实现各项行动的大小任务； 

(c) 每一项行动的目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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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缔约方和秘书处的作用/责任； 

(e) 实施时间表/时间框架。 

5. 为了方便指导小组就制定路线图草案开展讨论，本节暂时确定了与本案文

草案第 1 节中所提出的行动相关的任务和责任。大体而言，行动任务的界定是

笼统的，虽然某些行动，视其性质而定，规定了更为具体的任务。每一项拟议

任务的责任，被界定为或是集体的，或是个别的。“集体的”表示该项任务应

由所有缔约方一起在秘书处支持下共同完成，而“个别的”则表示每个缔约方

负责实施工作。 

6. 第 6 条意在国家层面促进无纸贸易，要求缔约方建立国家政策框架和营造

有利的法律环境，这对于走向跨境无纸贸易必不可少。 

行动 任务 责任 

为无纸贸易确立国家政策

框架 

1．为设计良好的国家政策框架制定一个范本。 集体 

2．制定和实施无纸贸易国家政策框架。 个别 

营造有利于无纸贸易的国

内法律环境 

1．物色和选定相关国际法律框架和最佳做法。 集体 

2．使国内法律框架与选定的国际法律框架和最

佳做法接轨。 

个别 

 

7. 第 7 条意在通过利用或发展无纸贸易系统，包括单一窗口系统，推动跨境

无纸贸易。 

行动 任务 责任 

根据区域安排总体原则发

展或改造升级无纸贸易系

统，包括单一窗口系统 

1．就如何发展或改造升级与总体原则一致的

无纸贸易系统制定指南。 

集体 

2．制定指南，以帮助推动同时实施国家和跨

境无纸贸易系统。 

集体 

3．指定或改造升级与总体原则保持一致的

无纸贸易系统。 

个别 

 

8. 第 8 条意在通过建立互认制度实现电子形式的贸易数据跨境交换。 

行动 任务 责任 

为电子形式的贸易数据交

换商定一个互认制度 

1．建立一个技术小组。 集体 

2．界定满足可靠程度基本相当的要求的条件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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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任务 责任 

3．制定由缔约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使用的谅

解备忘录和服务水平协定的范本 

集体 

4．应用规定的互认标准 个别 

 

9. 第 9 条意在推进使用国际标准和准则促进无纸贸易的兼容。 

行动 任务 责任 

使用国际标准和准则 1．制定国际标准实施战略，包括选择要使用

的相关国际标准和准则并制定安全可靠的

通信协议 

集体 

2．参加制定相关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 集体和

个别 

3．应用选定的国际标准和准则 个别 

 

10. 第 10条意在使区域安排与区域和国际法律文书保持协调一致。 

行动 任务 责任 

考虑并采用现有公认

的国际法律文书 

1．就如何开展与区域和国际法律法规和最佳做

法保持一致的电子形式的贸易数据和文件

跨境交换制定指南 

集体 

2．应用选定的法律文书或其中的相关条款 个别 

 

11. 第 11 条意在促进建立充分的法律和法规框架，以应对电子形式贸易数据

和文件的跨境交换可能带来的具体责任和执行问题。 

行动 任务 责任 

建立充分的法律法规

框架以应对具体责任

和执行问题 

1．就如何建立充分的法律责任框架编写指南。 集体 

2．建立法律责任框架。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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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 12 条具体规定了拟议的体制机构及其作用，和与区域安排投入运作相

关的责任。 

行动 任务 责任 

设立相关机构并投入

运作以监督和支持区

域安排的实施 

1．拟定无纸贸易理事会的职权范围， 集体 

2．拟定常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集体 

3．拟定各工作组和秘书处的职权范围 集体 

 

13. 第 13 条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行动计划，其中要列出使区域行动安排投入

运行的含有明确目标和执行时间框架的所有具体行动和措施。 

行动 任务 责任 

制定全面的行动计划 1．拟定法律准备就绪情况的核对清单。 集体 

2. 利 用法律准备 就 绪 情 况 核 对 清单 进 行

法律准备就绪情况评估 

个别 

3．拟定技术差距核对清单 集体 

4．利用技术差距核对清单进行技术差距评估。 个别 

5.拟定集体和个别行动计划的范本 集体 

6．拟定集体行动计划 集体 

7．拟定个别行动计划 个别 

 

14. 第 14 条意在通过实施贸易数据跨境交换试点项目和分享从中吸取的经验

教训促进和便利跨境无纸贸易。 

行动 任务 责任 

开始和启动试点项目 1．编制跨境无纸贸易参考图，其中要标出和说明

潜在的跨境无纸贸易流程、文件和数据。 

集体 

2．将跨境无纸贸易流程、文件和数据排定优先次

序以便开展试点项目 

集体 

3．就互相兼容的方式落实无纸贸易系统的不同选

项/机制编写指南。 

集体 

4．为安排双边/多边跨境数据交换拟定样版谅解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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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任务 责任 

备忘录/协定。 

5．制定计划以便编写用于试点项目的技术和法律

指南 

集体 

6．就如何使试点项目过渡到真实项目制定战略和

指南。 

集体 

7．计划和实施试点项目。 集体和个别 

8．制定向常设委员会报告试点项目进展情况的范

本 

集体 

9．向常设委员会报告试点项目的进展情况 个别 

10．发展试点项目登记处 集体 

11．建立和更新收集最佳做法、经验和吸取的教

训的数据库 

集体 

 

15. 第 15 条呼吁缔约方之间开展协作，为便利向跨境无纸贸易过渡提供

技术支持和援助。 

行动 任务 责任 

开展合作提供技术

支持和援助 

1．界定能力建设的不同选项和机制，包括国家、

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量身定做的战略。 

集体 

2．就如何提出技术支持和援助请求和如何提供技

术支持和援助制定指南。 

集体 

3．就邀请发展伙伴参加能力建设活动制定计划。 集体 

 

16. 第 16条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实施区域安排的责任。 

行动 任务 责任 

制定实施时间表 1．制定实施时间表作为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集体 

2．根据实施时间表执行行动计划。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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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小组的审议工作和其他可能的行动 

17. 指导小组可考虑采取以下行动： 

(a) 审查第二节中列出的各项行动和初步任务，并朝着制定路线图草案

的方向加以进一步充实、优化和进行结构安排，包括从优先次序和顺序的角度

的结构安排。 

(b) 为使路线图草案的拟订工作效率更高，可指定一个小的核心小组在

秘书处的支持下拟定路线图草案，并要求其将草案提交下一次指导小组会议审

议。 

(c) 要求秘书处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贸易专家网络的支持下就第

二节中指出的各个领域开展研究并拟定准则，以配合(b)小段中所提到的核心小

组的工作。指导小组可考虑将这些要求排定轻重缓急次序。 

18. 赞赏地注意到大韩民国为支持贸易便利化，包括执行第 68/3 号决议于

2013 年设立的信托基金以及跨境无纸贸易指导小组根据第 70/6 号决议所开展

的工作，并认识到为高效率和及时交付跨境无纸贸易路线图草案需要有更多的

资源，其他成员也可考虑为这一努力捐助资金和其他资源，包括为能力建设和

推动欠发达国家的参与。 

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