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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贸易便利化问题研究 

 

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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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贸易便利化作为实现茂物目标的三大支柱之一，其重要性日渐提高，对它的深入研究也就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在简要回顾贸易便利化的内容、目标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在货物流动、标准、商务人员流

动和电子商务四个方面行动的新进展。最后，为准确量化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收益，介绍了四种评估方法及

其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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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便利化是 APEC 实现茂物目标的三个支柱之一。自 2001 年达成《上海共识》以

后，APEC 各成员对它的认识和推动有了新的、显著进展。在 2002 年墨西哥第十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宣言中，领导人一致通过了“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以实现在

2006 年前将交易成本降低 5%的承诺。领导人认为，贸易便利化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贸易

收益，同时指示部长们继续选择并实施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措施，并对降低交易成本的相

关收益做出评估。 

一、APEC 贸易便利化的简要回顾 

1995 年《大阪行动议程》中明确指出，“鉴于自由化和便利化在实现亚太地区自由、

开放的贸易投资目标中不可分割的性质，两者应同等对待”。尽管迄今为止 APEC 并未对贸

易便利化的内涵作出确切解释，但是从采取的实际行动来看，除降低关税以外，一切以减少

跨境交易障碍为目的的措施均可视为贸易便利化的范畴。正因为如此，APEC 贸易便利化所

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标准和一致化、海关程序、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放松管

制、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商务人员流动、乌拉圭回合结果的执行以及信息收集与分析等

领域都属于贸易便利化的内容。全面性；与 WTO 一致性；可比性；非歧视性；透明度；维

持现状；同步启动、持续推进和采取不同的时间表；灵活性和合作等九项基本原则是 APEC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共同遵守的。 

此后，在 APEC 贸易投资委员会（CTI）各工作组的主持下，以集体行动计划为主，

各成员的贸易便利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人员流动等领

域的成果较为突出。由于便利化措施广泛涉及技术性规定、贸易程序以及国内制度和政策等

诸多方面，对各成员利益的影响和冲击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较少牵涉

各成员国内制度因素的领域进展显著，而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方面，APEC 的步伐相对

缓慢。 

近年来，贸易便利化在 APEC 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这与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APEC
方式的特殊性以及便利化自身的特点均不无关系。2001 年，APEC 贸易部长会议通过了

“APEC 贸易便利化原则”，随后，《上海共识》提出了在五年内将 APEC 地区的贸易交易费

用降低 5%的目标。自 2001 年开始，在 APEC 一些成员的协调下，围绕实施“APEC 贸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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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化原则”开展了工作，并达成了广泛一致。该原则中确定的透明度、交流与咨询、简便、

适用与效率、非歧视、一致与可预见性、协调、标准化与承认、现代化和新技术的使用、合

法程序、合作等七项原则，以及相关的说明性范例成为规范和指导成员具体行动的基本框架。 

作为落实《上海共识》的后续行动，2002 年，APEC 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

“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今后，APEC 贸易便利化将在更具体的

目标和行动指导下开展工作。 

二、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与措施 

（一）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 

APEC 制定并通过的“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以《上海共识》中的目标为出发点，明

确了今后五年行动的时间和内容框架（见图 1）。 

根据安排，APEC 在 2002 年的主要任务是由 CTI 制定实现贸易便利化目标的框架和

时间表，各工作组和成员经济体制定出有关具体行动和措施清单，经由高官会、贸易部长会

议批准，在年底的双部长会议和领导人会议上通过后即可生效。此后若干年中，APEC 的活

动是围绕落实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在 2003 年第一次高官会上，各成员都应报告

其为实现持续削减交易成本的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和措施，并应尽 大努力估计采取这些措

施的潜在收益。尽管在衡量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际收益方面存在诸多困难，APEC 仍然希望

各成员确定相应的衡量标准，从而使评估效果尽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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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 2004 年第三次高官会上，各成员应汇报其执行贸易便利化措施的状况，包括已经

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随后，CTI 应召开一个扩大的贸易便利化对话会，参会范围包括

各成员、APEC 各有关机构、来自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专家以及私营部门的代表。会议的目

的是交换信息和看法，针对各成员的现状，重点讨论便利化的量化方法和可能的效果。对来

自工商部门的意见，APEC 尤其重视。 

APEC 实现交易成本减少 5%的五年期限截止到 2006 年，因此，2006 年，APEC 各成

员应报告其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的全面进展，由 CTI 进行评估。尽管《上海共识》已经

确立了时间要求，但是在实际效果上，要想看到减少交易成本的真实收益，必须考虑时滞因

素。对此，APEC 规定了两年的期限。在此后的后续行动中，APEC 一方面将对贸易便利化

的实际收益做出评估，另一方面将探讨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性。 

（二）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 

“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经由各成员与工商部门协商后确认，由高官会

同意后提交部长会议。此举的目的旨在使实现便利化的计划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行动，以“生

动的文件”向各成员提供将要实施的措施和行动范例是这一清单的特点。到 2003 年第一次

高官会前，各成员会从中做出选择，并通过集体行动计划、单边行动计划和“探路者”等不

同方式完成既定目标。 

“APEC 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由货物流动、标准、商务人员流动和电子商务

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各部分内容又包括了目标和行动措施。 

1、 货物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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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标准 

标准问题是 APEC 贸易便利化的另一重要领域，在此次制定的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

清单中，其篇幅仅次于货物流动部分，涉及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使 APEC 各成员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为技术性规章的开发和执行

实施 佳惯例。主要的行动和措施包括：各成员应在优先领域使其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一

致，并提供单边行动计划的 新信息；以适用的国际标准，如 ISO 标准等为基础，调整影

响成员间货物相互认可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程序；执行 WTO 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关于开

发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原则的决定，在涉及国际标准的贸易协定、国内法律和规章的术语

使用上也要与 TBT 委员会的决定相一致；执行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便利化的工作计划；通过

修改规章实施 佳管理范例；使有关医疗器械的国内规章与全球一致化工作组的的原则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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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与有关机构如亚太计量方案（APMP）进行合作等诸多方面。 

第二，在受管理和自愿的部门实现一致化评估的认可。APEC 一致化评估的认可涉及

较多行业，在行动清单中，电子和电气设备、食品、电话等产品的一致化评估相互认定安排

仍是各成员采取行动的重点领域。同时，在推动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便利化、参与全球和区域

性此类活动，如 APLAC、PAC、APMP、BIPM 的一致化评估相互认定安排方面，清单也提

出了行动目标。 

第三，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 主要的行动是鼓励各成员参与技术基础设施中期发展

计划。 

第四，确保 APEC 经济体标准和一致化评估的透明度。在这方面，APEC 所强调的行

动集中在标准和一致化评估信息的提供与交流上。 

3、商务人员流动 

商务人员流动的便利化，主要涉及程序性规定和技术性要求，对此，行动清单提出了

促进人员流动和信息、交通技术使用两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旅行文件检查，专业服务，

旅行文件安全性以及移民立法等方面标准的开发和制定；根据 APEC 已达成的 30 天标准简

化公司内部人员的跨境流动程序，缩短时间，提高效率；继续实施和促进 APEC 商务旅行

卡计划，对出于商业目的的跨境商务活动，比如签署合同，参加商务会议，洽谈投资等给予

签证上的便利；在技术上采用先进的旅客信息系统，实现通过网上获得签证信息和申请表等

内容。 

4、电子商务 

行动清单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在减少电子商务壁垒方面，各成员可以通过内容广

泛的范例交换，确定电子商务壁垒的种类和内容；以此为基础，找出 佳的解决方法，同时

需要各成员以高层次承诺的方式切实克服这些障碍。另外，应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协商与合作，

建立一个网口以使所有有关电子商务范例交换的数据通过网络直接进入。在加速电子商务的

使用方面，各成员应为使用安全的电子支付方式提供便利；促进对消费者和企业的电子商务

法律教育；通过提高透明度减少商业成本。同时，具有竞争性和支付得起的信息和交通服务

需要相应的政策基础，政府应实行这方面的政策。另外，在为采购建立一个电子政府入口、

开发在线证明解决方法等问题上，APEC 各成员也应实施相应举措。 

（三）特点 

2002 年，APEC 对贸易便利化的推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贸

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以及未来 APEC 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具备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以明确的目标为基础，逐步落实后续行动。在 APEC 诸机构中，CTI 全面负责

贸易便利化的工作。除“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以外，2002
年，CTI 下设各工作组也提交了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实施贸易便利化原则的阶段性成果。2 同
时，CTI 还专门开发了一种报告格式，供各成员报告其贸易便利化进展时使用。中国香港、

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已经利用这一模板概述了他们实现贸易便利化的方式、取得的成

果和 2003 年的行动计划。 

第二，贸易便利化与能力建设相结合。APEC 一直比较注重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能力

建设，“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 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更突出了这一特点。在“贸

易便利化行动计划”中，APEC 指出，来自外部的技术帮助有助于各成员选择和确定 符合

其实际情况的便利化行动措施并予以执行；同时，对评估这些行动的成果，量化实际节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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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也是有益的。为此，行动计划提出，APEC 各子机构将发挥重要作用，实施有助于贸易

便利化的能力建设项目，比如召开分享 佳范例的研讨会、对官员进行培训等。同时，对于

交易成本的估量问题，可以由 TILF 基金资助专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能力建设

发展，行动计划也提出了能力建设的单边报告和与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倡议。在“贸易

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中，能力建设的目标已经融入了具体行动中。 

第三，加强与工商界的合作。与包括 ABAC 在内的私营部门开展紧密合作，采取能反

映工商界关切的行动是 APEC 领导人所强调的。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中的四大领域不仅与

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而且私营部门也将直接参与对便利化的评估。在 2004 年的中期评估

中，工商界将从整个亚太地区的广阔视角出发，以正式文字报告的形式估量便利化成果并提

出建议。仅仅采取口头陈述方式，从个别成员的角度进行的评估是不够的。 

第四，强调评估对衡量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作用，然而缺乏统一的方法。在实践中，

如何计算便利化的效果是困扰 APEC 的一大难题。如果不能进行客观的评估，判断是否达

到 5%的目标就将无从谈起。“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未能就评估方法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模

式和思路，因此，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各成员或工作组只能自行决定。不同方法得出结论的

准确性、可比性以及是否考虑到区域范围的总体目标等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 终的评估效

果，对此，APEC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贸易便利化的评估方法 

货物流动、标准问题、商务人员流动以及电子商务是贸易便利化行动的重点领域，尽

管这些领域实施的措施各具特色，但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基本来源于两个方面：

政府部门管理费用的减少或管理规定的改变。费用减少的效果准确、直接，便于量化；而政

府管理规定的改变无法用成本进行衡量，对此，可以考虑用交易时间的减少进行替代；或者

进行问卷调查，对所调查的各项内容赋予不同分值进行衡量。 

目前，分析贸易便利化效果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引力模型法、局部均衡分析法、可计算的一

般均衡分析法和以调查结果为基础的分析法。其中，前三种在经济学实证分析中经常采用；

后者虽然欠缺计量模型的精准性，却因为方法的简便、易行以及在某些方面符合便利化的特

点而广为采用。3 



 10

 

 

表中总结出了目前具有表性的不同方法和研究成果。APEC 经济委员会认为，在以上

这些方法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各具特点，同时也存在忽略了某些变量，或者是所选择的便利化

领域比较狭窄、成员单一等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现有的各种评估是相互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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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EC Trade Facilitation Process 
 

Meng Xia 

（APEC Study Center, Nankai Univ.,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APEC to ensure the progress toward Bogor goals, Trade 

Facilit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ave a thorough study on it.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content and principles of Trade Facilitation,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gress of action plan made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low of goods, 

standards, mobility of business people and e-commercial. Finally, to precisely evaluate the economic 

gains of trade Facilitation, four kinds of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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