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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论文立足于一个研究项目的结果，而该研究旨在通过向贸易利益

攸关方提供有助于澳大利亚建立服务于贸易单一窗口的视角，来支持澳大利亚政府的

贸易便利化议程。此外，澳大利亚的报告回顾了公认权威的国际机构就这一问题颁布

的标准和最佳做法，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 《贸易便利化协定》 ( TFA) 。这可能是自

《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以来，第一个由主要发达贸易国的私营部门推动的单一窗口研

究，该研究的一些方面在该协定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下似乎显现出相关性，而本文讨论

的正是这些方面。本文结论是，所有 TFA 签署方都需要认真考虑其根据协定执行的优

先事项。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原始研究项目的系列结论，这些结论与 TFA 的所有签

署成员都有关，无论它们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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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际普遍认为，单一窗口指允许参与贸易和运输的各方在单一信息入口提交标准化信息和

单证的设施，以满足所有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监管要求。如果信息是电子的，则单个数

据要素只需要提交一次 ( UNECE，2015 年) 。
澳大利亚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的积极支持者，在早期就接受了 《贸易便利化协

定》，并实施了其他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多边行动。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国际贸易的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有大量的影响跨境货物流动运输的监管需求，这些需求由国家和州一级 40 多个机构

直接或间接地管理和执行。澳大利亚已经实施了相当多的支持跨境贸易的电子申报和许可制

度，有些系统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 2005 年首次实施的 “综合货物通关系统”
( ICS) ，它是政府各相关部门用于在供应链中各利益攸关方向其申报数据时，进行风险评估和

清关的主要系统。虽然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政府机构有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

没有达到符合国际标准的单一窗口的水平。
2016 年，为了实现贸易便利化，澳大利亚政府明确将建设贸易单一窗口作为政治优先事

项，尤其是针对出口商，并减少繁文缛节。政府表示，其目标是设计一个可靠的前沿系统，带

来真正的贸易便利化效益，并将具有长久的寿命 ( Dutton，2017 年) ，同时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单一窗口跨部门委员会 ( IDCSW) ，以推进该项目，并提请澳大利亚贸易便利化国家委员会

( NCTF) 关注这一议题，该委员会在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委员会框架下设立的。
本文来源于 2017 年开展的一项研究项目 ( Widdowson 等人，2018 年) 的研究结果。得到

澳大利亚贸易界团体广泛联合支持，① 其目的是完善澳大利亚政府的单一窗口项目，为建立基

于贸易利益相关方立场的澳大利亚高效单一贸易窗口铺平道路，一个反映该国私营部门的需求

和愿望的窗口。为此，它提供了澳大利亚当前进出口流程环境的综合概述，包括该环境目前在

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内部和跨政府机构中涉及 ( 或有近期计划增加) 的信息技术应用的程度。它

还进一步收集了澳大利亚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所确认的有关单一窗口的需求和潜在利益的数

据，并根据《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有关规定以及公认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UNECE) 和世界海关组织 ( WCO) 颁布的标准和最佳做法，对上述情况进行审查。
报告获得通过，其中的建议作为澳大利亚 NCTF 私营部门成员协商的一致立场提交政府，

目前仍在考虑是否将这些建议作为该国未来单一窗口实施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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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可能是自《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以来，第一个由私营部门推动的关于主要发达贸

易国家单一窗口的研究，该研究的某些方面似乎在该协定的更大全球背景下具有相关性，这些

方面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规定有些与单一窗口直接相关，

对签署方具有普遍约束力———与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现有标准和建议不同———而且可能要求现

有或计划实施单一窗口项目的国家在其做法中考虑这一点。另一方面，包含私营部门意见的项

目结论至少可以部分反映贸易利益攸关方在全球范围内持有的观点，并为今后的单一窗口设计

和实施提供有益的见解。

二、背景: 当代边境管理

管控国境是一国维护主权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境部门在历史上也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部门:

边境空间 ( 对应于其地图线) 由出入境口岸标记。这里是通过移民和海关当局处理人员和

货物的跨境交易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无论法律制度如何，这些边境检查当局的范围是最广泛

的。主权国家在边境上积极维护自己，以决定谁有权利或特权进入 ( 入境) 和退出 ( 出境) 。
( 伯辛，2012 年，第 115 页)

实际上，国家都把边境控制权分配给一个权力机构，而这个权力机构在大多数国家一般称

为海关，其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许可 ( 通常是在缴纳关税和其他税后) 或拒绝 ( 他国企业)

进入该国的国内市场，或允许国内出口商进入国外市场 ( 通常是在经过申报和检查或其他管制

的过程之后) 。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税率的下降和国际贸易的增长，海关履行国内安全和符合边境要求

的职能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贸易驱动型的发达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要求主要由其他政

府机构 ( OGAs) 进行管理，它们在整个国内市场具有广泛的责任，而不仅仅限于边境区域。
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和多国供应链的增长，越来越多以前主要在国内经济中生产的产

品被外国制造的等价物进行补充或替代，而这些产品在不受国内规范或与安全有关的监管监督

的国家生产。近年来，与不安全进口有关的丑闻在全球受到广泛宣传，并因担心供应链中潜在

的污染或生物恐怖主义活动而进一步扩大。因此，现有的监管要求已经变得更加严格，要求更

加密切关注进口的压力也日益加大。对于濒危物种、童工、监狱劳动力和知识产权等不可接受

和反竞争贸易做法的关注，也推动基于社会政策的新需求的产生，要求基于严格合规进口清关

的先决条件。
上述因素促使在边境清关过程中加强了信息技术的使用，过去二十年来，许多纸质申报和

认证要求已过渡到虚拟环境。在边境清关过程中，IT 和自动化的使用增加，各机构为实现与安

全要求有关的产品注册、评估和认证工作自动化，其各自所作出的努力是并行的 ( 通常是不协

调的) 。另一方面，边境管理面临挑战的是需要海关和其他参与跨境贸易的边境机构准确和及

时收集的统计数据。现代信息科技彻底改变了有效收集、有效分析和传播这些数据的能力。这

些因素相当迅速地将国家边境流程从纸面的海关放行程序调整为可能需要在一个或多个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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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适当授权的各方按适当顺序提交一个或多个电子数据的过程。
虽然负责管制进入国内市场或国内生产供出口的特定产品的机构一般将保住其主要权力，

但它可能无法在边境配备本部门的官员，因此需要与海关合作，在边境执行其关注事项。
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在 IT 支持和自动化管理日益增强的边境流程中，海关和其他机构

需要密切合作以便利货物流动。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导致一些违法行为被忽略，并妨碍合法的

国际贸易，损害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单一窗口的概念强调协作和分享信息，为加强这些

进程并推进贸易便利化和边境执法提供了愿景。

三、实践中的单一窗口

在当代边境管理框架内，单一窗口被视为一个概念，包含一套规则和基本构成要素，旨在

使政府能够通过综合程序提高其管理和执行多个机构的法律要求的能力，同时使合法贸易能够

快速、高效流通。
虽然单一窗口项目几乎总是涉及基于 IT 的创新，但 IT 本身并非目标。相反，目标是为海

关、OGAs 和企业之间的边境管理建立有效协作的平台———通过 IT 和适当自动化水平的增强和

推动该平台，从而促进货物跨境高效运输。先进的单一窗口概念可以连接涉及跨境运输的一系

列参与者，如图 1 所示。

图 1 单一窗口环境中的参与者和数据交换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 2017 年，第 8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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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单一窗口概念侧重于监管进程，因为监管过程与货物在边境运输同步实施———
( 货物) 到达 /离开前的许可或申报、进境或出境货物的报关单和其他单据，以及授权这些货物

继续沿供应链运输的过程。
因此，成功的单一窗口本质上是具有事务性和可操作性的，其许多功能都是有严格时间要

求的。一旦货物开始运输，或在此之前，它便发挥作用，并且单一窗口对于它们完成其国际间

运输至关重要。这就明确了单一窗口与更加需要预先规划的 “贸易门户”或 “贸易信息门户”
设施之间的区别。虽然单一窗口和贸易门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协同作用，但它们是不同的

概念，不应混为一谈。②

构建成功的单一窗口需要循序渐进的方法，在项目进行期间和进一步的实施过程中，将策

略、组织方法、法律问题、运营和沟通框架、商业流程再造、IT 决策构建、数据协调、消息传

递标准、采购、项目实施管理以及调整管理相结合。对这些因素关注不够都可能导致项目延

迟、成本超支甚至项目失败———而关键问题通常与 IT 问题无关，尽管 IT 问题可能使关键问题

加剧。

四、单一窗口的最佳实践

由于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此，注重促进经济发展的

多边机构在一段时间里一直聚焦于单一窗口概念。联合国的相关机构一直注重收集关于世界各

地单一窗口实施情况的信息，总结最佳做法，并向希望启动新项目或改进已经开展项目的国家

提供指导和咨询。世界银行集团、美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聚焦于通过推动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多

边组织和国家组织在单一窗口领域做了大量工作。③

联合国发布的与单一窗口有关的倡议包括由联合国各机构，例如，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和社会委员会 ( UNESCAP)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业务中心 ( UN /
CEFACT)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贸易和运输专家网 ( UNNExT)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 ( UNCITＲAL)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 UNCTAD) 所发布的倡议。欧洲经委会和亚太经社

会成为制定贸易便利化建议书和一般电子商务标准的全球协调中心，单一窗口在它们的工作中

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UN /CEFACT 是以在这些领域提供合作和制定标准为己任而设立的。过去几十年中，所有

这些联合国机构都制订了大量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国际标准、最佳做法建议、案例研究和指导文

件，其中许多聚焦于单一窗口或与单一窗口直接相关，并定期更新，以反映技术发展情况。虽

然这些文书没有约束力，但当它们收集和整理实施单一窗口的国家的各种实践经验时，便已被

采纳为实际的国际标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国际贸易法标准，为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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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Note in this context that UNECE recently published a guidance document; see UNECE ( 2017d) .
For an overview of single window related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Bank Group and the Inter－American De-
velopment Bank，see Sections 4. 6 and 4. 7 of Widdowson，et al. (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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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基本法律基础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UNECE) 提供了一份全面的在线贸易便利化实施指南 ( UNECE，

2012b) ，该指南有一个关于单一窗口的专门章节 ( UNECE，2012 年 c) ，该部分不断更新与若

干主题有关的最新信息 ( 当前的一个项目涉及在单一窗口环境中使用区块链技术作为贸易便利

化推动要素; 参见 UNECE，2017a) ，包括与单一窗口实施有关的一组非常广泛的材料的链接。
下面图 2 中引用了所选窗口，其中按主题描述了创建单一窗口的关键步骤。

图 2 联合国单一窗口工具集: 按步骤描述

资料来源: UNECE ( 2012b)

这些材料为任何单一窗口项目提供了起点，尽管许多材料侧重于发展中国家范围内的单一

窗口实施，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与发达国家有关。值得注意的工作包括 《单一窗口环境的数

据协调和建模指南》 ( UNESCAP，2012a) ，该指南对数据协调的好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以便

根据贸易便利化原则和国际标准实现高效和可预测的交易。它提供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帮

助政府官员和贸易界制定捕获、评估和定义数据，并构建电子文档。另一份有用的文件是 《简

化贸易程序的业务流程分析指南》 ( UNESCAP，2012b) ，该指南提出了一种识别、描述和分析

现有“原型”业务流程的方法，包括在 UNECE 的购买－运输－支付国际供应链模型 ( UNECE，

2012a) 框架内参与国际交易的活动和任务。它提供了实际步骤 ( 和详细示例) 和行动，从确

定业务流程分析项目的范围、规划其实施和收集相关数据，到分析捕获的数据以确定瓶颈和制

定改进建议。
几十年来，欧洲经委会一直努力制定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建议 ( 见上文图 2 所示) ，这些建

议代表了关于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最佳做法的全球共识，包括与单一窗口直接有关的一些正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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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国际贸易、贸易便利化和运输 /物流等各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 UNCTAD，2016) 。随着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谈判的开始，通过分析性和政策性出版

物、培训、意识提升活动以及技术援助实施和能力建设活动，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加这些谈判成

为贸发会议的另一个主要重点。
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便利化一揽子计划包括支持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更

广泛、更加雄心勃勃的运输、过境和贸易便利化改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贸易中心 ( ITC) 和 UNECE 密切合作，

提供资助，并且最近贸发会议进一步努力，为联合国成员提供指导、技术援助和软件工具，以

建立单一窗口和相关应用程序 ( 参见 UNCTAD，n. d. ) 。
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另一个国际组织是世界海关组织，该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

布鲁塞尔，于 1952 年通过一项国际公约成立，即海关合作理事会，代表全球海关界在广泛的业

务和政策方面解决问题。它制定和管理旨在提高一般边境管控，特别是海关程序的效率和效力

的公约、标准和其他文书。
作为其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海关组织与其他政府和行业组织合作，例如世贸组织、

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心、国际货运代理联合会和国际商会。与私营和公共部门利益攸关方

的这种接触是世界海关组织使命的一个关键方面。世界海关组织的所有贸易便利化技术论坛都

有许多对所讨论议题感兴趣的行业和政府间机构的广大代表，代表们可以平等地参与讨论，帮

助形成结果。
自 2003 年以来，世界海关组织一直积极推动单一窗口概念，并与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

中心合作，包括出版两卷单一窗口概要 ( WCO，n. d. a) ，从海关行政管理和业务人员的角度介

绍单一窗口的法律、技术、人力资源和程序。
世界海关组织在单一窗口文献中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使用“智能”一词来定义世界海关组织

是如何设想单一窗口系统运行的。它之所以使用术语 “智能”一词，是因为世界海关组织认

为，任何有效的单一窗口不仅仅是数据交换机 /网关，以访问其他监管机构环境或 Web 门户。
它必须向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提供共享服务，并最好纳入综合风险管理，满足所有有关机构作为

单一窗口利益攸关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数据共享，并代表包括银行部门在内的关税 /税 /费管

理系统。此外，世界海关组织认为，最佳做法必须实现对交易者的综合交易响应，该交易系统

通过提供关于政府要求 ( 无论是来自海关或任何其他涉及单一窗口的机构) 的信息，向交易者

发出放行信号，或提醒贸易商放行障碍，使贸易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多年来，世界海关组织的单一窗口概要增加了若干解释性和相关文件，如 《海关管理人员

信息技术指南》 ( WCO，n. d. c) ，为考虑大型信息技术项目的海关或其他机构负责人 ( 如单一

窗口系统) 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以及 2015 年《世界海关组织单一窗口概要的补充版》部分内

容如下: 单一窗口概念通过贸易商的监督来检查监管行为，并查看贸易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所有

互动行为，而不考虑政府内部的分歧。( 世界海关组织，2015 年，第 3 页)

另一个重要的相关文件是 《世界海关组织单一窗口数据协调指南》 ( WCO，2007 年) ，该

指南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关于同一专题的 34 号建议书大致相同，但在联合国

建议提出之前，已于 2007 年 2 月被 提交并接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建议数据协调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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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背景下的单一窗口

界海关组织能够提供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 ( WCO DM) 作为基础模板，各国可以据此创建标

准化的国家数据库。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系统最初的目的是为海关和贸易之间的各种交流所需的数据和信息

结构建立一个国际标准，以便管理各种边境管制要求。考虑到单一窗口的概念，世界海关组织

数据模型系统从 2005 年进行了广泛升级，以包括用于各种其他边境法规要求的数据和消息传

递，例如人类健康、食品标准、动植物检疫。除数据结构外，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系统还包

括《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规则》 ( UN /EDIFACT) 和 xml 标准电邮模板、业

务流程和信息模型以及广泛的国际和国家代码集。2009 年，根据数据模型结构创建的政府跨境

监管 ( GOVCBＲ) UN /EDIFACT 信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了第一套能够在单一窗口环境中管理

信息交换的标准信息集，并在这一领域继续工作。
与单一窗口有密切联系的世界海关组织其他倡议包括协调边界管理概念和 《全球贸易安全

与便利标准框架》 ( SAFE 框架) 。
协调边境管理是世界海关组织的一个术语，用于描述边境机构之间为各种潜在活动进行更

密切的合作———这是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和世贸组织广泛宣传的一个概念 ( 事实上，若干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条款与之一致) ，有时使用略有不同的术语，例如 “协同边境管理”，但

目的大致相同。单一窗口可被视为这一更广泛的机构间合作的一部分。协调边境管理是世界海

关组织 21 世纪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广泛的程序、行政、法律、实体、数据和

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如联合控制、共享设施、联合情报和目标中心，它与 《贸易便利化协定》
中的要求密切相关 ( 见下文第 7 节) 。
《SAFE 框架》是海关针对 9·11 恐怖行动做出的集体反应，其核心概念是，应认识到将国

际贸易供应链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行为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自 2005 年制定 《SAFE 框架》
以来，海关与参与国际贸易和供应链安全边境监管的其他政府及政府间机构之间合作的程度有

所提高。认识到这一点，世界海关组织引进了协调边境管理和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等工具和

文件，并通过一系列涉及海关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的标准加强了《SAFE 框架》。这进一步表明

单一窗口对世界海关组织战略思维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五、单一窗口项目的关键因素

20 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单一窗口的经验反映在多边机构的工作中，这些经验突出表

明，要成功实施单一窗口，就必须解决各种因素。如果单一窗口能够成功实施，则其被誉为世

界银行所说的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关键部分，可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 UNECE，

2017d) 。然而，世界各地实施的单一窗口也提供了不少警示性的故事，最近的一份报告就

指出:

在某个国家，一些机构自称是单一窗口并在一致框架下行动，尤其是其源于政府的战略方

针。但多数情况下，单一窗口倡议在政府之间暗藏竞争的背景下，以不协调的方式实施，对国

家来说，结果完全无益。在体系结构级别，权力关系有时也可能强加繁琐、昂贵且无效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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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非洲电子商务联盟，2017 年，第 19 页) 我们梳理了多边机构就单一窗口专题出版

的许多参考文献中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最佳做法和建议，总结了任何单一窗口项目从一开始就

需要牢记的一些关键因素。

( 一) 法律框架

管理跨境贸易的国家法律，包括与海关或赋予管控国家边境主要职能的其他机构的有关法

律，往往与边境程序 ( 如进口货物) 保持一致，部分原因是世界海关组织过去 50 多年来的协

调工作和《经修订的京都公约》的规定，并显示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广泛相似之处。但是，其他

机构的扶持性立法往往以国内为业务重点，而且往往大相径庭，即使它授予与边境有关的权力

或规定在边境可执行的任务，也很少以符合海关法或海关业务的方式这样做。此外，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这些机构的法律授权的信息收集、许可等，通常以与现代 IT 流程不完全兼容的方

式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法律组成部分是准备任何单一窗口项目都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

么诸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④、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业务中

心⑤、世界海关组织等多边机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制定全面的指导、建议和解释性资

料，供各方在着手设立单一窗口 ( UNECE，2010a) 和法律特点时考虑。
单一窗口需要国家法律框架的坚实基础。例如，根据所选择的解决办法，一个国家的海关

立法可能需要做出重大修订，以便赋予海关作为牵头机构的权力，并要求海关和其他政府部门

合作，以推进将面向贸易的活动纳入单一窗口的举措。同样，授权给其他政府部门检查货物、
收集数据和其他权力的法律也许要修改，以参考新的数据共享系统以及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之

间的责任划分。不然，单一窗口便可能通过专门制定的授权法案获得其法律权威，从而凌驾于

以前机构相互制约的立法之上。

( 二) 领导机构和运作模式

单一窗口项目只能在负有边境责任的机构建立好协作工作关系的国家环境下取得成功。⑥

从现实层面上讲，单一窗口设施需要有一个领导机构 ( 或以公私伙伴关系代表政府的机构) 负

责其规划和实施，并在系统运行后发挥主要作用。通常，该机构是海关 ( 或最具有负责边境管

控职责的国家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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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documents on the UNCITＲAL website that discuss the legal implications of single win-
dow. See，e. g. Ｒajput ( 2016) .
There are many references to single window on the UN /CEFACT website. The following link is for a con-
ference on the subject in October 2017，but it has within it links to various other core concepts such as
the various single window recommendations; see UNECE ( 2017b) .
For an ext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exist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agency collaboration，see Stand-
ing Committee fo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Co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 2016) ，pp.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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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任命领导机构需要授予权力，最好是基于立法的授权，这对牵头机构以及参与

单一窗口的所有其他政府机构都有约束力。在授予这一权力时，国家最高管理层 ( 例如总理 /
总统办公室) 可授权负责涉及跨越国境货物的机构，必须利用单一窗口作为收集信息、监测监

管要求是否得以遵守的主要手段，就其管辖范围内货物跨境流动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与领导机

构合作。
一旦授权其他政府部门参与，领导机构必须在所有机构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些机

构将尽早从规划阶段开始参与单一窗口。密切和有效的机构间沟通对于任何单一窗口的成功都

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拥有共同愿景和密切 ( 和持续) 的协作，才能完成风险管理、数据协调以

及业务流程再造等关键方面的任务。
一旦单一窗口投入运营，就将继续需要密切合作，因为相关机构将需要同时处理任何新出

现的问题 ( 例如，系统可用性 /功能问题) ，并管控随时间推移而不可避免变化的监管要求、技

术和交易环境。单一窗口需要纳入良好的 IT 治理原则，包括明确有效的规则 ( 授权、访问标

准、监测、数据保护、归档) ，并具有有效的可扩展性。

( 三) 多机构风险管理

在建立单一窗口方面，最重要的 ( 和被低估的) 挑战之一是协调有关机构的风险管理制

度，以加强贸易便利化。风险管理是海关和边境管理方面十分重要的问题，世界海关组织、联

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已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制定、记录和推广最佳做法⑦，其中许

多国家已采用这些最佳做法。但是，在那些具有国内授权的机构 ( 例如，与安全或消费者保护

相关的要求) 中，国际贸易货物的风险管理问题并非总是重点。
在大多数国家，海关已经从适用于所有跨境货物的“拦截和搜查”方法转向更先进的风险

管理技术，包括预先提供信息、情报收集、特征分析和目标定位、统计抽样、基于合规性的风

险分析以及可信贸易商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有关货物、贸易商和供应链的预先信息进

行风险分析，以便在进口货物到达边境之前 ( 甚至在货物离开原产地之前) 确定对其管控处

理，从而减轻风险。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出口产品，在将货物装载国际运输工具之前必须进行

良好的风险评估，最好是在从原产地运出后尽快进行。
在不太危急的情况下，可以允许进口货物入境，条件是在货物进入国内市场之前，通过入

境后修改 ( 例如标签) 使货物符合国家标准。尽管国家海关理所应当使用这些方法，但其他政

府部门可能不熟悉这些方法，或者可能对使用这些方法感到犹豫不决，而且实际上，他们可能

只会坚持认为，他们的任务要求对某些物品进行 100%的检查，并保证它们在实际入境之前完

全符合相关标准。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措施是合理的，但这些措施妨碍了贸易，而且可能

提供替代办法来减少对商业的影响。对于出口食品的国家来说，质量保证非常重要，通过在单

一窗口内加强机构间合作，质量保证可能会大大加强。
在多机构的单一窗口环境中，单一窗口环境实施之前，必须讨论上述所有问题，并在海关

和所有的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商定风险管理。至关重要的是，各机构应传达其打算由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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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牵头机构管理) 执行的风险管理措施，包括要收集的有关信息的时间和格式的详细信息，

是否应通过单一窗口的操作直接处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决策 ( 例如通过自动化或向边境人员

发出指示) ，或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加入后共同处理。
同样重要的是，记录到风险因素相关的货物时，是否只有在通过实物或文件核查并解除风

险因素后才能放行，或是否提供入境后 /装货前处理有关的参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牵头机构

需要与每个其他政府部门签订协议，记录这些事项，并定期更新，以考虑运营和监管变化。

( 四) 数据共享和数据保护

在单一窗口中共享用于风险评估和其他目的的敏感数据会引发隐私泄露、商业机密泄露和

数据保护问题。其中一些可以由立法管理 ( 例如，澳大利亚 1999 年 《电子交易法案》或类似

法律) ，但许多详细的程序性问题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或保证参与单一窗口所有利益攸关方机

构之间的其他书面协议进行管理。即使在国内机构间单一窗口的环境下，数据保护问题的处理

也十分困难，但在国际环境中，如果单一窗口与多国联网环境相联系时，处理数据保护问题的

难度就成倍增加。

( 五) 贸易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虽然推行国家单一窗口战略的初步决定由政府所决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决定将取

决于贸易利益攸关方的直接投入或希望通过投资取得回报的经济分析 ( 由政府投资，但符合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也为一般贸易利益攸关方带来贸易效率的提高) 。任何新的政府系

统都会对交易过程产生影响，需要在整个项目成本效益和监管影响分析中清楚地理解和反映这

种影响。政府可能不清楚某些影响，这使得主要贸易利益攸关方参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变

得至关重要。
一旦项目启动，贸易利益攸关方在所有项目阶段的参与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单一窗

口既能够抓住贸易流程的相关方面，又在设计阶段抓住改进流程的机会，而且在贸易商之间产

生协作感和所有权感，这将大大缓解系统实施时和系统上线时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如

上所述，一旦该系统开始运作，就必须继续与贸易利益攸关方进行对话，这对于确定单一窗口

的进一步改进，以及在出现新的监管动态问题时有效应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六) 财务方面

与任何重大 IT 系统项目一样，融资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单一窗口融资模式因国而异，

从完全由政府融资的系统 ( 无论是以预期经济增长、成本节约、改善税收或上述所有原因) 到

至少部分由用户费用融资的系统，到涉及公私伙伴关系模式的系统，这些系统旨在自己支付费

用，甚至是为了创造运营收入。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模式，因

此在项目开始前必须明确融资模式。
另一个财务方面涉及营业收入 ( 包括关税、货物和服务税或增值税 ( GST /VAT) 以及许可

证和登记费用) 的征收和分配方法 ( 例如，是否与运行单一窗口的机构分享收入) 。从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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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单一窗口作为付款的“一站式”平台本身就是具有优势，特别是当单一窗口模型

允许通过统一的账单定期付款时。与单一窗口项目融资模式一样，这种运营模式需要尽早确

定，因为这是银行、机构和行业之间讨论的中心问题，而且对系统设计也有影响。

( 七) 身份验证和信息安全

另一个问题涉及认证 ( 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这是一个与自动交换信息的一般法

律问题，但鉴于处理敏感信息的当事方数目众多、可能普遍存在的复杂立法环境，以及贸易

商 /代理商、代理商 /代理商，甚至 ( 在可互操作的单一窗口的情况下) 政府 /政府众多的交易

模式。所有各方必须就识别它们的方法、交换的完整性以及如何管理身份确认和不可否认性

( 即数据的发送者是真正的发送者，以后不能否认该事实) 等问题达成一致。
在当今无处不在的网络安全风险中，该单一窗口系统代表着一个诱人的目标。该系统处理

大量数据，其中很多是商业机密，与隐私问题有关，该系统对于跨境贸易的顺利进行至关重

要。如果系统关闭，货物可能不容易清关。如果关键商业数据被黑客攻击，国民经济可能会因

此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单一窗口的设计需要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此类安全问题，并且必须具有

足够的韧性，以便在遭受黑客攻击时仍能继续使用，并且能够定期更新其防御措施。

( 八) 业务流程再造

国际最佳做法以及联合国 ( UNNExT，2016) 和世界海关组织 ( WCO，n. d. a) 等国际机

构的书面建议推荐，像单一窗口这样广泛和复杂的变革举措应伴之以业务流程审查，并酌情进

行业务流程重组。关于自动化的一个早已确立的事实是，信息技术的缺失和过时的电脑程序不

会得到最佳的结果，相反，它会使那些过时和低效的程序根深蒂固。
将获取的纸质文件简单地转换为电子文件图像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像这样的做法很难实现

贸易便利化。边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大大加强，它们处理工业的新方法为成功审查和改变现

有程序提供了潜在的丰富基础，而且在这方面，《贸易便利化协定》确实为单一窗口的实施提

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 九) 技术架构

单一窗口包含各种技术问题，但在整个描述之中，有几个类别是最重要的。其中之一是系

统架构。单一窗口到底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还是一个网络网关，其背后存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

系统? 当今的技术格局提出了许多选择，这些选择必须在项目开始时由单一窗口的所有各方进

行分析和商定，这些选择将部分取决于上述法律问题。
还必须就系统是否应与外部系统 ( 如银行、贸易门户和港口社区) 进行互操作作出决定，

并将其纳入架构中。领导机构与单一窗口是否应该由外部供应商管理的政策抉择将进一步影响

最终的系统设计。
前面提到的 IT 安全方面在单一窗口体系结构决策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操作故障安全

( 如并行处理、多个实例和系统切换功能)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备份方法需要确保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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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重新联机，并且在系统停机时需要了解回退程序，并在系统停机的状态下

进行操作测试。
经验表明，如果没有适当的业务安全架构，单一窗口很容易成为 “单一失败点”，立刻从

贸易便利化工具转变为跨境贸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单一窗口设计的这一方面非常具有可变性

( 事实上，许多标准制定机构，如 UN /CEFACT，现在才努力更新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

而且系统的设计不仅必须满足当今环境的挑战，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未来不断演变的威胁，因此

需要相应地确定该系统的预算。

( 十) 数据和数据标准

在面向贸易的数据传输以及机构间数据共享和访问方面，需要规定单一窗口的消息传递方

式以及数据的结构，并尽可能的灵活和现代化。如果认为一个通用的数据平台是最好的，那么

需要进行数据协调 ( 也是业务流程再造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转而又意味着必须选择基本数据

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 UNECE，2010b) 和世界海关组织 ( 2007) 再次建

议，数据统一是使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元目录 ( UNTDED) 和世界海关数据模型作为标准的单一

窗口的必要配套，至少在国家单一窗口层面的内部数据结构与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是协调且

易于交互的。请注意，任何国际标准本身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一窗口内处理所有需求，因此

数据标准往往需要补充和扩展，以满足各国需要。

( 十一) 变革管理和未来保障

单个窗口永远不会“完成”; 国家监管环境、国际贸易环境和技术能力的变化是永远都存

在的，任何单一窗口系统 ( 以及该系统的运营管理和预算) 都必须能够弹性地跟上这一变化，

否则会不堪重负。
虽然从历史上看，政府 IT 系统通常构建在特定时间被称为 “最先进”的定制模型上，但

所有政府都认识到，这种模式会导致 ( 昂贵的) 遗留系统，这些系统需要更新和扩展 ( 通常非

常昂贵) ，或者逐步淘汰并完全更换。当今的技术选项比过去更加灵活和可互操作，任何单一

窗口系统都需要通过一个“面向未来”的架构来利用这一优势，该架构包含持续变化，但无需

逐步替换现有整个系统。

六、单一窗口趋势

虽然单一窗口建设正在推进，但相关的技术和创新想法也在进步，因此，目前有多个主题

影响着单一窗口，并且引发讨论。应审查和审议所有这些问题，包括它们能否 ( 或应该) 在一

个国家的最终单一窗口发挥作用，以下概述了三个此类“热门话题”的摘要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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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贸易门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政府机构已经建立了互联网业务，一般包括有关该机构及其职

责的信息，并链接到联系方式、指导、授权立法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机构还采取进一步

措施，向公众提供服务 ( 各种复杂程度) ，例如，用电子表格和电子许可分别取代纸质表格和

纸质许可，允许以电子方式支付费用，以及在网上申请许可证。在边境负有责任的机构往往为

进口商和出口商设置一个专门的部门，侧重于它们的需要和要求。在大多数国家，海关有一个

针对进口商和出口商的综合网站。
但是，这些机构都以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特定权限范围的信息开发其网站; 很少能找到全面

呈现进出口信息的机构，这些信息也能涵盖了其他有关机构的步骤和要求。上述所有这些都对

进口商或出口商是否有能力确保自己了解适用于某批货物的所有要求提出了挑战，即使在自己

的国家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其他国家了。
一直到现在，都难以找到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提供一个 “一站式服务”、包含所有进出口

要求的网站。一些国家拥有政府赞助的网站，称为“贸易门户”，但它们往往侧重于推动出口，

而没有提供关于总体边境程序的有用信息。这种状况对跨境贸易不利并不奇怪。世界银行评

论到:

所有监管信息的单一来源，只要是全面、准确和最新的，就可以在贸易便利化方面产生切

实的好处。首先，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适当的指导，而无需亲自从好几个地方寻求建

议，将节省大量成本。此外，使用单一的权威参考标准，可以避免冲突，同样对于不遵守行为

的潜在惩罚，也会避免冲突。把节省的这些时间和成本积累起来，能够降低营商的总体成本，

减少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时间，从而有助于一个国家在透明度和营商便利性方面提高其总体地

位。( Pugliatti，2012，第 3 页)

这种贸易门户网站的吸引力对几乎所有希望进入外国市场或外国供应商的商界人士都是显

而易见的。直到最近，随着《贸易便利化协定》的正式批准，在某些国家负责涉及边境事务的

许多机构几乎没有动力 ( 而且往往没有预算) 一起合作，商定实施贸易门户，除非它们从上述

的法律中获得具体授权。现有贸易门户的缺乏 ( 目前参与世界银行赞助的贸易便利化发展项目

的国家正在实施这些门户，否则它们现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 表明，政府很少将建立这样一个

门户作为优先事项。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单一窗口项目必要先决条件的组织因素也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国

家贸易门户。事实上，在参与单一窗口的机构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背景下，一个成功的单一窗

口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这意味着领导机构必须跟踪和记录影响单一窗口的进出口进程的所

有此类进展。在综合贸易门户中向交易者提供这些信息的增量成本似乎微乎其微。
可以想象，贸易门户可以在远比仅仅提供信息的更高层次来协助贸易商准备跨境运输，以

提供服务，如登记、许可和支付边境机构相关费用。如果存在一个国家单一窗口，这些 ( 非时

间要求严格的) 服务可以与单一窗口相互连接 ( 其中快速放行是可取的，而且往往至关重要) ，

以便进行验证、认证和风险管理，从而实现贸易便利化处理，这种处理可能更加 “个性化”，

但基本上是自动化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了。即使在没有这种相互连接的情况下，门户网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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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建议与单一窗口的业务功能完全一致也是至关重要的。

( 二) 单一窗口的互操作性

认识到国家单一窗口的好处，人们认识到将单一窗口概念扩展到跨境数据交换的潜在优

势。公共机构数量、种类繁多，意味着当前主要的挑战仍然是数据收集 ( 无论是电子还是纸

质) 和程序的简化、统一和标准化。其他关键挑战包括跨境认证、相互认可各自的法律领域，

尤其是相互信任。
“互操作性”是指在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的两个或多个单一窗口系统之间以特定结构格式交

换特定类别的外贸相关信息。根据 UN /CEFACT 第 36 号建议书 ( 2017 年初发布) ，互操作性的

目标应该是快速、无缝和安全地交换准确、完整的数据 ( 数据集) ，为运营商和用户带来最大

利益。
单一窗口互操作性的范围可能会根据各方的利益进行调整。例如，第 36 号建议书指出，

它们可以是双边的，如果包括两个以上的国家，也可以是多边的; 如果互操作性只在特定部门

之间运作 ( 海关对海关⑧，植物检疫当局，或海事机构) ，则也可以是部门的。对互操作性的

兴趣日益增加，使得在最新的优惠贸易协定谈判中已经有列入具体条款的提议。⑨

拥有成熟单一窗口或数据交换系统的各国和经济体正在多边的层次上制定互操作性项目，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 东盟) 集团。瑏瑠 太平洋联盟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 由智利、哥伦比亚、
秘鲁和墨西哥组成) 是首次由条约规定成员国国家单一窗口系统有义务在区域层面进行互操

作; 它将这一义务定义为建立“系统的能力，以便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电子信息交换”。瑏瑡

该系统的互操作包 ( IOP) 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启动瑏瑢，作为一个综合平台，通过加快货物

清关和太平洋联盟国家之间的货物放行来促进贸易便利化。IOP 连接每个成员国的单一窗口，

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提交和处理，以及货物清关的单一审批点。该项目的范围目前仅限于在成员

国之间交换植物检疫和原产地证书信息，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海关申报也将纳入该系统 ( 见

秘鲁外贸和旅游部，2017 年) 。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行动上实现多边单一窗口互操作性

的案例。单一窗口议题似乎越来越多地作为贸易便利措施议题的一部分直接纳入自由贸易协定

的讨论，并特别侧重于互操作性能够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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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O has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2C exchanges called ‘Globally networked Customs’;

see WCO，n. d. b.
For discus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cific Alliance see Marczak ＆ George ( 2016) .
Although this project has ambitious goals，progress has been slower than anticipated; see ASEAN
( 2013) .
Article 5. 9 of Commercial Protocol of Pacific Alliance. Spanish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s: / / alianza-
pacifico. net /en /
For Official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Foreign Trade of Perú ( member of Pacific Alliance) see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Tourism of Peru，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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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港口社区系统

港口环境包括一个复杂的交易网络，有着许多不同的公共和私人参与者。根据港口业务的

特点，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港口 /货物物流服务和作业 ( 如装卸、停泊、拖船、领

航) ，传统上称为港口社区系统 ( PCS) ; 另一类则与船舶和货物清关的管制报告要求 ( 向港务

局、海岸警卫队、移民部、海关等申报) 有关，通常称为“港口单一窗口”。
PCS 是一个协作式电子平台，可促进端到端的信息流动，并为港口用户、贸易与物流企业

和政府机构创造价值。它旨在保持中立和开放，使各方之间能够智能、安全地交换信息，以提

高海洋和机场社区的效率和竞争地位，并通过单一提交数据平台、连接运输和物流链来优化、
管理和自动化物流过程。

在概念层面上，PCS 是一个系统，旨在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提供可互操作的信息交流，

并且与单一窗口的想法非常一致。PCS 与单一窗口概念有许多体系结构和其他技术的相似之

处，交换的信息通常 ( 至少部分) 是贸易商申报和政府报告要求中也需要的数据。
实时信息交换需求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系统的迅速发展，对这两种环境之间的集成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导致以前狭隘的 PCS 概念扩展为涵盖政府机构报告程序的更全面的概念。因此，在

一些国家，PCS 与海关、其他政府组织的应用程序相连，这一模式也为单一窗口背景下数据分

享合作提供了有效例证。
纳入单一窗口的 PCS 将至少包含政府要求的与船舶和货物有关的报告 ( 例如在申报中) 。

从业务流程模型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 监管: IMO－FAL 表格、货物舱单

· 操作: 船舶到达通知

· B2B 消息: 订舱、领航员的任命

· 服务请求: 装箱、集装箱取货

· 信息传递: 港口服务绩效指标，单一窗口。
虽然 UN /CEFACT 第 33 号建议书目前在设计上不适用于 B2B 数据交换，但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正在参与一个单一提交门户项目 ( UNECE，n. d. ) ，将其他类别的单一窗口类平台

( 可包括 B2B 方面) 纳入其建议范围。这一努力部分是对国际海事组织 ( IMO) 工作的回应，

该组织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以电子方式交换货物、船员和乘客信息的标准，作为 《国际海上交通

便利化公约》 ( FAL－forms) 修订和现代化附件的一部分，该附件称为 “FAL－forms” ( IMO，

2019 年) ，并正在推动一项新的“海上单一窗口”倡议 ( IMO，2014 年) 。

七、单一窗口和世贸组织 《贸易便利化协定》

截至 2017 年，几乎所有单一窗口项目的工作都是由自愿实施的国家组成，其动机来源于

国家且主要是政府的考虑，例如希望提高边境行动的效率，更有效地执行，以及以信息技术为

驱动的成本和人工开支的节省。虽然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等多边捐助组织在过去二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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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促进 ( 和资助) 这类项目，认为这种项目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 通过降低进入国

际市场的成本) ，但各国政府没有实施单一窗口制度的约束性义务。
如上文所述，虽然联合国各机构、世界海关组织和其他组织就如何最好地实施单一窗口提

出了一系列非常全面和有用的指导意见，但是否这样做 ( 并考虑到该指导意见) 是由每个国家

自行决定。随着《贸易便利化协定》于 2017 年初生效，单一窗口可能被认为是比以前具有更

强基础要求的任务，至少在那些已接受条约规定的国家是这样。下面的讨论将探讨这种看法是

否准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 一) 《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关于单一窗口的条款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10 条“与进口、出口和过境有关的手续”中有关于单一窗口的具体

规定，具体体现在第 10 条第 4 款中，规定如下:

4 单一窗口

4. 1 成员应努力建立或维持一个窗口，使贸易商能够通过单一入境点向参与当局或机构提

交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的文件和数据要求。参加当局或者机构对文件和数据进行审

核后，应当通过单一窗口及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
4. 2 如果已经通过单一窗口收到文件和数据要求，参与当局或机构不得要求提供同样的文

件和数据要求，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和其他有限的例外情况下予以公布。
4. 3 成员应将单一窗口的运作详情通知委员会。
4. 4 成员须在可能及切实可行的情况下，使用信息技术支持单一窗口。
应当从一开始就指出，第 10 条，包括第 4 款，在条款上对世贸组织成员方在边境手续方面

规定了义务。这些规定显然意在强调政府应作为整体来考虑，包括所有对跨越国境的货物有监

管要求的机构，而不仅仅是指海关 ( 这一点应该得到强调，因为《贸易便利化协定》其他条款

有的只针对海关，例如第 12 条) ，而且无论这些货物流动是否具有进口、出口或过境的性质，

都突出了这一点。
第 4. 1 款最初只要求成员“努力”建立或维持一个窗口，这不是强制性要求。但是，如果

已设置此类单一窗口，则第 4. 1 款要求他们 “……贸易商通过单一入境点向参与当局或机构提

交货物进口、出口或过境的文件和数据要求”，在审查提交的文件和数据后，政府应 “通过单

一窗口”和“及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这为那些拥有单一窗口国家的当局规定了一套相

对较高的标准。第 4. 2 款可以说是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求参与单一窗口的机构不能要求

重复提供“文件和数据” ( “紧急情况和其他有限的例外情况除外，这些例外情况是公开

的” ) 。
与 UN /CEFACT 第 33 号建议书中单一窗口的定义一样，上述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

并不一定意味着单一窗口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系统，这意味着它可能是提交文件的入口点。然

而，第 4. 4 款确实要求 ( 使用 “必须”一词) 成员使用信息技术支持单一窗口 ( 后来， “必

须”被“尽可能和可行的情况下”替代，约束力程度由此变低) 。
作为第 10 条的一部分，第 4 款需要根据第 10 条第 1 款来解读，该条规定了判断所有成员

边境手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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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续和文件要求

1. 1 为了尽量减少进出口和过境手续的使用和复杂性，减少和简化进口、出口和过境文件

要求，并考虑到合理的政策目标和其他因素，如情况变化、相关的新信息、商业惯例、
科技技术和技术的实用性、国际最佳做法以及有关各方的投入，各成员应审查这些手

续和文件要求，并根据审查结果，酌情确保此类手续和文件要求:

( a) 为快速放行和清关货物，特别是易腐货物而采用和应用的;

( b) 为在减少合规贸易商和经营者的时间和成本而采用和应用的;

( c) 在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替代措施可合理用于实现有关政策目标的情况下，所选择的

贸易限制性最低的措施;

( d) 如果不再需要 ( 包括其中的部分) ，则不再保留。
与单一窗口讨论特别相关的是， “考虑到……技术和技术的可用性，国际最佳实践……”

这似乎与满足上文第 1. 1 ( a) 和 ( b) 款的测试特别相关。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10 条第 3 款还载有一项明确建议，建议各成员在规定边境手续时考

虑到国际标准———与上述联合国机构和世界海关组织的工作有微妙的联系，其中很多与单一窗

口直接相关:

3 国际标准的使用

3. 1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鼓励各成员使用相关的国际标准或其中的部分作为其进口、
出口或过境手续和程序的基础。

3. 2 鼓励各成员在其资源范围内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准备和定期审查有关国际标准的

工作。

( 二) 边境机构合作和信息要求

虽然第 10 条第 4 款中只具体提到单一窗口，但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8 条中也载有非常

明确的授权，可以理解为指导根据第 10 条进行的任何和所有活动，包括任何国家单一窗口

项目:

第 8 条: 边境机构合作

1. 各成员国应确保其负责边境管制和货物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的当局和机构相互合作，

协调其活动，以促进贸易。
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这项规定实质上是授权世界海关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提倡的建立

协调边境管理概念。这种合作隐含着风险管理的协调，以及风险管理在任何单一窗口系统中的

有效实施。然而，与世界海关组织背景下的协调边境管理不同的是，这里任务的重点又回到了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10 条第 1. 1 款，其目标是取得成果——— “……以促进贸易”。这可以说

意味着，任何接受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方实施单一窗口的首要目标必须是

“为了促进贸易便利”。
关于跨境贸易经常提到的一个障碍是，不仅从实际边境程序方面，而且在先决条件 ( 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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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要求、许可证、审查) 和相关费用方面，无法方便地获得关于进出口要求的准确信息。瑏瑣 政

府机构，只要提供这种信息，往往只管自己的监管程序，由贸易商 ( 或其服务提供商) 来提供

各种部分，以全面了解将特定货物从国内工厂转移到外国目的地的客户或将外国生产的货物进

口到该国需要什么。特别是，由于缺乏信息和由此产生的不可预测性，中小型企业商可能不愿

意从事国际贸易。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政府实施贸易门户。也许并不奇怪的是，鉴于 《贸易便利化协

定》旨在促进跨境贸易的目标，《贸易便利化协定》还载有与上文所讨论的贸易门户概念有关

的规定。这些规定属于《贸易便利化协定》中以“信息公开和可获得性”为标题的第 1 条。最

初，第 1 条规定:

1. 1 各成员方应以非歧视性和容易获得的方式迅速公布以下信息，使政府、贸易商和其他

有关各方了解这些信息:

( e) 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 ( 包括港口、机场和其他入境点程序) ，以及所需的表格

和文件;

( f) 对进口或出口征收或与进口或出口有关的任何种类的关税和国内税规适用的税率;

( g) 代表或为政府机构对进口、出口、过境或与之相关方面征收的费用和收费;

( h) 为海关目的对产品进行归类或估价的规则;

( i) 与原产地规则有关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决;

( j) 进口、出口或过境限制或禁令;

( k) 违反进出口或者过境手续的处罚规定;

( l) 上诉或复审程序;

与任何国家或多国签订的与进口、出口或过境有关的协定或协定部分内容;

( m) 与关税配额管理有关的程序。
第 1. 1 条中的上述授权不适用于以本国语言以外的任何语言提供此类信息，也不授权通过

互联网提供所有此类信息。然而，第 1. 2 条继续要求在互联网上以世贸组织的官方语言 “在可

行的情况下”公布国家边境管制程序的概括性总结:

2. 1 各成员方应通过互联网提供并适当地更新以下内容:

( n) 说明其进口、出口和过境程序，包括上诉或审查程序，从而使政府、贸易商和其

他利益各方获悉进口、出口和过境所需的实际步骤;

( o) 对该成员进口、自该成员出口或过境该成员所需的表格和单证;

( p) 其咨询点的联系信息。
2. 2 在可行的情况下，第 2. 1 ( a) 条中提到的说明也应当以世贸组织的官方语言提供。
2. 3 鼓励成员通过互联网提供更多的与贸易有关的信息，包括有关贸易有关的立法以及第

1. 1 条提及的其他项目。
关于第 1 ( 2. 1) ( c) 条中提到的“咨询点”，指的是第 1. 3 条中关于咨询点的规定，该规

定鼓励一国“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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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或维持一个或多个咨询点，以答复政府、贸易商和其他有关方就第 1. 1 条所涵盖

的事项的合理咨询，并提供第 1. 1 ( a) 项所述所需的表格及文件。
第 1 条第 3 款继续要求各国 “在合理的时间内答复咨询并提供表格和文件”，并鼓励它们

这样做而无需收费 ( 但是，如果收取费用，各国“应将其费用和收费金额限制在提供服务的大

致成本内” ) 。
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许多规定一样，第 1 条贯穿了整个政府的工作重点; 这些规定不

仅适用于海关，而且同样适用于所有负责跨境流通的政府机构。第 1. 1 条关于公布与边境有关

的要求，第 1. 2 条中关于提供“关于……程序的说明”和其他细节的要求，以及第 1. 3 条中关

于“咨询点”的规定，都是全面的，就其本身而言，前提应该是在各政府机构间达到标准化、
协调化、变革管理，这些机构虽然受 《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8 条授权，但即使在最发达的国

家，也可能对任何国家政府 ( 甚至要求修改立法) 的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然而，从上文单一窗口项目的关键因素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要求完全符合有效实

施和运作单一窗口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一旦这些措施到位，就为成功的单一窗口和贸易门户

实施奠定了基础，《贸易便利化协定》条款似乎意味着两者应同步进行。

八、结论

如上所述，《贸易便利化协定》并不规定成员方设立单一窗口，而该协定的第 10 条第 4. 1

款，只是规定“成员方应努力建立或维持单一窗口”。然而，《贸易便利化协定》确实包括了与

边境机构合作和透明度有关的强制性规定，可以通过单一窗口来放宽这些规定的执行，并与单

一窗口保持一致，且《贸易便利化协定》可以说确实推动没有单一窗口的国家建设单一窗口。
由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旨在对所有签署方 (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具有约束力，无论它们

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单一窗口的这种推动力似乎甚至适用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而且

如果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对各机构的效率产生重大潜在收益和促进贸易便利化，那么这种推动作

用就会得到加强。
显然，所有《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签署方都需要认真考虑条约下的执行优先事项。由于

《贸易便利化协定》只需要“努力”建立一个国家单一窗口，而且没有确定的命令要求开展该

工作，因此，一个成员可能希望推迟这样一个令人感受到压力的项目，直到它对 《贸易便利化

协定》的命令要求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在这方面，虽然多机构边境管制环境似乎通过单一

窗口为提高跨境贸易的效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重要的是，首先要通过注重改善各机构之间

合作关系、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协定》其他强制性的条款来为这一制度奠定基础。这是澳大

利亚私营部门磋商的结论之一 ( Widdowson 等人，2018 年) 。其他基于行业的结论可能对 TFA
签署方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无论一个成员的发展状况如何，包括:

( 1) 无论是否实施单一窗口，都应开发和维护一个符合《贸易便利化协定》第 1 条的贸

易信息门户，以支持行业界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大量监管 ( 和其他) 事项。
( 2) 如果决定实施国家单一窗口，应提出一系列备选方案，从围绕流程改进构建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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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方法，到纳入所有国内进出口数据需求并包括综合风险评估的更为令人向往

的、可能昂贵的跨境可互操作单一窗口应用程序。备选办法的选择应明确纳入投资

模式，所选择的任何模式都必须是长期可持续的，并纳入适当应对不可避免的持续

监管和技术变革的措施。
( 3) 实施国家单一窗口的任何决定都应考虑到负有边境责任的机构中现有的信息技术水

平状况，并尽可能在此基础上，以渐进的方式纳入和建立有效的解决方案和进程。
( 4) 如果决定实施国家单一窗口，应尽早公布关于范围、时间表、预算和系统架构的初

步建议，并通过 NCTF 等论坛征求行业意见，使行业意见能够影响未来发展方向。
( 5) 实施国家单一窗口的任何决定都应纳入国际最佳做法，并符合有关国际标准，以利

于实现互操作性，并遵守《贸易便利化协定》边境机构合作的要求。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讨论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因为这些结果与国家监管环境有关。瑏瑤 然而，

私营部门的反馈表明，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讲，澳大利亚的产业已经是以 《贸易便利化协

定》对待贸易的观点来看待贸易: 不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地看待贸易，而是从整个政府的角度

来看，并不是分解成由各种不协调的法律所管辖的碎片化过程，而是从首尾相连的便利化供应

链的角度出发。这些企业对互操作性和协调边境管理等单一窗口概念的熟悉程度可能并不高，

但它们希望看到的国际贸易便利化似乎与单一窗口的实施非常吻合，特别是整合了贸易信息门

户，并提供了与澳大利亚贸易伙伴系统互操作性的窗口。
关于澳大利亚政府信息技术领域的现状及其对全国单一窗口的准备情况，私营部门强调了

如果决定向前推进，需要解决的重大挑战。瑏瑥 例如，在我们审查时，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就单一

窗口与私营部门接触。与此同时，私营部门的反馈证实，虽然贸易利益攸关方报告指出，它们

对于在细枝末节事项上的大量增加和低效的贸易过程感到沮丧和不满，但其中一些问题要么涉

及其出口国家的要求，要么涉及与服务供应方有关的问题，而单一窗口可能无法缓解这些问

题。也许毫不奇怪，由于缺乏政府私营部门参与战略，许多行业利益攸关方对单一窗口的概念

或潜在特征总体上了解不足。
我们在澳大利亚背景下的调查结果还表明，对现有系统和机构间流程进行微调 ( 符合 《贸

易便利化协定》的强制性要求) 比建立单一窗口更快、更经济地提供行业所期望的效率和机构

间协调。然而，考虑到鉴于澳大利亚政府与单一窗口有关的审议，私营部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

息是，需要披露单一窗口的政府议程，并在足够早的阶段与产业界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以使行

业意见能够影响前进的道路。
尽管私营部门的支持和参与已被证明是成功实施单一窗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任何国家单

一窗口的动力都需要来自政府，关于范围、时间表、预算和系统架构的初步建议也需要来自政

府。一旦制定出这些方案，就应尽早公布，而且———同样需要符合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要

求———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应参与讨论，以期望任何单一窗口都能够通过促进货物跨境贸易来

显示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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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国家设立了 NCTF瑏瑦 并且像澳大利亚一样，贸易利益攸关方直接参与讨论，委员

会可以为政府 /私营部门就单一窗口项目进行对话提供一个理想的论坛，参与从项目开始到实

施和执行后阶段的规划、监测和决策，以确保单一窗口与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目标保持一

致，并符合国民经济的集体最佳利益，平衡政府和行业利益攸关方的优先关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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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trade facilitation agenda by providing a trade stakeholder position on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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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an effective Australian single window for trade. Among other things，the Australian report ex-
amined the standards and best practices promulgated by recognised international authorities on this sub-
ject，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 TFA) . As this was
possibly the first study on single window driven by the private sector of a major developed trading country
sinc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FA，certain aspects of the study would seem to be relevant in the larger
global context of that agreement and it is these aspects which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paper con-
cludes that all TFA signatories need to carefully consider their implementation priorities under the agree-
ment. In doing so，it presents a series of conclusions from the original research that has relevance to all
TFA signatory countries，regardless of their development status.

Keywords: Trade Facilitation; Single Window; Coordinated Border Management; 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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