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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贸易价值28万亿美元，是世界经济的支柱。但众所周知，跨境贸易是一个复杂过程，并且高度依赖
纸质文件。跨境交易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平均需要交换36份文件和240份副本。目前，只有不到1%的贸易文
件实现了完全数字化。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无疑加速了数字化进程。然而，数据标准和贸易数据交换方式的缺乏，加之标
准的实际缺失，严重阻碍了数据从供应链一端到另一端的无缝流动。这降低了供应链上的效率收益，并给公
司、尤其是小企业带来了沉重压力。
尽管人们呼吁更多的标准化，但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对现有标准的统一和认知。虽然许多组织一直在积极
致力于制定贸易标准，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标准环境的复杂性和碎片化，相关标准采用仍然有限。
该工具包概述了现有标准，以助力推动采用、发现潜在差距并促进互操作性。其目标是为每个供应链参
与者（包括公共和私营的）配备一些最著名和最广泛使用的标准，从而帮助将贸易数字化推向新的水平。如
此一来，通过推动供应链各方之间未来安全、互信和无缝连接的发展，国际贸易届将解锁跨境无纸化贸易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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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标准工具包
参与制定标准的组织在创建规则、指南和最佳实务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简化和协调贸易和供应
链数据在机器之间的生成和交换方式。一些用户可能并不清楚关于贸易数字化的所有现有标准。本标准工具包
为指导用户的数字化之旅提供了起点。

其目标是推动采用现有标准，并促进可信的实时供应链协作和实时标准数据交换，同时降低成本
和复杂度。
为了减少摩擦，实现数字交换的规模化，在使用标准化的贸易相关文件和数据格式时，需要对数字语言和
交换媒介进行标准化。在本工具包中，“数据标准”指的是定义代表特定贸易文件的电子记录核心要素的标
准，而“数据格式/交换标准”指的是有助于促进供应链中不同参与者拥有的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的标
准。
其目的是通过促进和欣然接受供应链各方之间的无缝数据连接，帮助国际贸易界实现无纸贸易流的益处。
在全球供应链中，每个人都能从全面的可视性中获益。

使用本标准数据包
数字化有必要超越在接收端仍需对其内容做人工处理的数字文档（如PDF）。促使供应链内实现
更有效、自动化的信息共享和再利用的机遇是存在的，即通过利用同一套标准数据描述和标准数据
交换结构，然后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而无论选择的是何种工具来创建机器可读格式），从
而使所有相关方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例如，世界各国政府一直在引入电子发票授权，以简化纳税流程，摆脱手工流程。商业发票标准包括使贸
易伙伴能够以相同的方式理解所有数据内容的通用商业条款和商业规则，以及买卖双之方间无人工干预即可自
动交换电子格式的结构化发票的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该工具包并未提供所有可用标准的详尽清单，但列出了一些最著名和最广泛使用的标准，
作为促进大多数供应链参与者之间互操作性的起点。其目的是不断改进和扩大、或更新覆盖范围，以确保工具
包与所有预期用户保持相关性。
虽然工具包的第一节和第二本质上是横向的，但第三至五节旨在为各种类型的供应链参与者提供初始工具
包。第六节“可互操作的数字化框架”展示了实现跨部门和跨国界互操作的可能途径。

第一节
基础标准

对于所有供应链参与者来说，利用相同的基础标准可以更高效地共享、报告和再利用
高质量、可靠的数据，同时减少系统间传输这些数据时所需的翻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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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基础数据的共享、报告、尽职调查及合规要求，表1.1列出了一些得到广泛认可的基础标
准。

表1.1 可供采用的基础标准
类别

适用标准

目的

国家代码

ISO 3166-1

代表国家名称的国际公认代码

贸易及运输地点
代码

联合国贸易和运
输 地点代码
UN/LOCODE）

由各国国家主管当局定义的与国际贸易和运输有关的所有地点的清
单，如行政区或经济区，由五位字符代码系统标识。

最新版本
货币代码

ISO 4217

国际公认的货币代码，可实现清晰性并减少差错。

金融信息传送

ISO 20022

一种定义金融数据内容的方法，使用全球开放的业务标准以进行信息
交换，可在标准之间互操作，从而创建“标准的标准”。更具成本效
益的通讯，以支持特定的金融业务流程，特别是促进与其他现有协议
的互操作性。

日期和时间

ISO 8601

表示日期和时间的清晰定义方式，人机均能理解。

计量单位

联合国（UN)计
量单位(UOM)

国际贸易中使用的计量单位代码，包括名称、换算系数、符号和适
用领域。

货运集装箱

ISO 6346

一种国际标准，涵盖集装箱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中使用的多式（运
输）集装箱的编码、识别和标记。

语言代码

ISO 639

国际公认的表示语言名称的代码。可用于任何需要以编码形式表
达语言的应用，特别是在计算机化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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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列出了一些主要的参考资料，它们为许多目前可供使用及正在制定的数据标准提供了依据。任
何想要与生态系统其余部分相融合的供应链参与方都将受益于使用相同的参考标准。

表1.2 跨境供应链的主要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联合国/核心组
件库（CCL）

内容
联合国核心组件库（UN/CCL）是一个数据模型中的
业务语义库，由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协调、审计和发布。

联合国贸易便利
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购买—运输—
付款参考数据模
型（BSP-RDM）

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电子可
转让记录示范法
（2017）

购买—运输—付款参考数据模型描述了通用参考
数据模型的要求，该模型支持跨境供应链中涉及
的贸易和运输相关流程，并在高层面覆盖了涉及
的业务领域、主要参与方和相关信息。它为任何
与跨境运输相关的商业和政府领域提供了框架，
以便在遵守整体流程和数据结构的同时，明确规
定自身特定的信息交换要求1

《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MLETR）旨在从法
律上支持电子可转让记录的国内使用和跨境使
用。MLETR适用与可转让单证或票据功能等同的
电子可转让记录。可转让单证或票据是基于纸张
的单证或票据，使持有人有权要求履行其中指明
的义务并允许以转让单证或票据占有的方式转让
这种要求履行义务的权利。可转让单证或票据一
般包括提单、汇票、本票和仓单。

ISO 15000 系列

使用可扩展标识语言的电子商务，通常称为电子商务
XML或ebXML，是由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
电子商务可扩展
（OASIS）和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标识语言（ebXML）
（UN/CEFACT）支持的一系列XML的标准。XML定义了
一组规则，用于以人机均可读取的格式对文档进行编
码，从而使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能够交换信息。

重要性
确保一致性和互操作性。语义基础定
义与所有其他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
子商务中心的可交付成果兼容，并可
与许多其他组织（如世界海关组织、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国际物品编码协
会等）的数据模型匹配。
任何国家、地区或行业团体均可使
用，提供各种语境下运输相关数据交
换文件的定义，这些文件可以融入到
贸易商、承运人、货运代理、代理
商、银行、海关和其他政府机构等的
软件解决方案中。

MLETR建立在不歧视使用电子手段、
功能等同和技术中立原则的基础上，
这些原则是所有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
务法规的基础。因此，它可以适应所
有技术和所有模型的使用，诸如登
记、令牌和分布式账本。

它可以提供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使
所有类型的组织（如商业企业、政府
机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以互操
作、安全和一致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
使用电子商务信息。

1	 目前使用的流行标准是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标准（EDIFACT）以及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的电子数据交换标准ANSI X12。

2022 | 跨境无纸化贸易标准工具包 | 8

第二节
识别编码标准

识别编码是“元素”的“名称”和/或“身份标识”，例如产品、包装、人员、实体、承运
人、集装箱、贸易单据以及供应链和相关数据交换中的任何其他实物/数字项。识别编码是组织内
部、业务伙伴之间以及跨部门和跨行业集成数据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有形流程到数字化数据交换和
工作流，识别编码是有形“物”与其数据之间的“桥梁”。该数据是虚拟实体或某种信息和数字环
境中的数字孪生，后者也被称为信息系统、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元宇宙的一部分。
所有供应链参与者都将受益于对既有识别编码标准的一致引用，这些标准提供了主体（拥有权利和
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和物体（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实体）的系统标识。

任何人都可以为其封闭式应用程序和系统创建自身

更丰富、高质量的数据。它还将增强跟踪和追踪

的识别编码和标识。然而，在贸易伙伴参与全球经济和

的能力，无论是特定对象的位置，还是可追踪对

国际贸易时，使用全球公认和标准化的识别编码和编码

象的状态/跟踪事件，诸如接收、包装、装运和运

方案可以释放巨大的优势。这将促进创建和共享唯一的

输，这些状态/跟踪事件在可追踪对象的生命周期

“端到端”主体和物体标识，从而在国际供应链中产生

内跨不同供应链参与者流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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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主体和客体的识别标准
类别

目的

适用标准

主体的识别编码标准
法人机构识别

LEI ISO 17442

编码(LEI)

法人机构识别编码与关键参考信息相连，从而能够对法人进行清晰及唯
一性识别。法人机构识别编码的发布者，也称为本地运营单位
（LOUs），提供注册、更新和其他服务，并充当企业获取 2 法人机构
识别编码的主要接口。任何用户都可以免费在 www.gleif.org获得法人
机构识别编码数据。

去中心化识别

万维网联盟DID 3

一种能实现可验证、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的识别编码。去中心化识别编码
是指由去中心化识别编码控制者确定的任何主体（例如，个人、组织、
事物、数据模型、抽象实体等）。与典型的联合识别编码相比，去中心
化识别编码的设计使其能与集中注册中心、身份提供者和证书颁发机构
脱钩。

全球位置码
(GLN)

机构的物理或逻辑地址（发货地、收货地等）以及内部位置的识别编
码。

ISO 9362

在金融服务行业中，商业识别代码用于在报文中添加地址、规定业务交
易路径以及识别业务参与方。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作为国际标准
化组织注册机构，负责发布商业识别代码 4。商业识别代码用于金融交
易、客户和交易对手数据库、合规文件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尽管并非所

编码（DID）

物理位置或
当事方

商业识别代码
(BIC)

有的商业识别代码都与银行和其他机构用于金融报文信息传递的SWIFT
网络相连。
贸易商识别号

用于检索与参与跨境供应链的经营者相关的基础信息的全球唯一的识别
码，以使海关管理部门能够执行适当的行动，尤其是在经认证的经营者

TIN

(TIN)

的互认安排/协议的背景下。

客体的识别编码标准
产品编码

商品名称及编码
协调制度

由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多用途国际商品命名法，用于海关和贸易程序。

(HS 编码)

全球产品分类
(GPC)

一种国际物品编码协会标准，帮助全球贸易伙伴根据产品的基本属性及
其与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相关系统中其他产品的关系，对产品进行分类。

2	

有初始注册费和年度维护费。

3	

正在利用去中心化识别编码方法开发的一种完全数字化的法人机构识别编码服务（vLEI），能够在全球所有行业的交易对手之间实现
自动身份验证。

4	

开源的 BIC-to-LEI relationship file可以从SWIFT和GLEIF网站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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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目的

适用标准
联合国标准产品
与服务分类代码
(UNSPSC)

产品或单个贸易

全球贸易物品代码

项目实例

(GTIN), 全球贸易
物品代码加入批次/

由美国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5代为管理，是所
有行业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分类系统。帮助采购团队进行开支情报、改
善战略性采购并监控支出限额。

识别任何封装等级的产品（例如，消费单元、内包装、箱子、托盘）。
通过将全球贸易项目代码与批次/批号、序列号相结合，可对每个物品
进行唯一识别。

批号（LGTIN）以
及序列化全球贸易
物品代码 (SGTIN)
物流单元

系列货运包装箱
代码 (SSCC)

装运

全球货物装运标识
代码 (GSIN)

托运货物

全球货物托运标识

能够对以存储和/或运输为目的而打包在一起的任何贸易物品组合进行唯
一识别，例如托盘或滚笼上的单位货物，以及包裹。

由货物的卖方和托运人分配的全球唯一编号，用于识别由一个或多个旨
在一起交付的物流单元组成的运输货物。

代码(GINC)

包括一个或多个物流单元（可能归属不同的货物），以便在部分行程中
一起运输。

唯一托运编号

供海关使用的参考编号，可能需要在海关手续中的任何时点向海关报告。

(UCR)

文件

全球文件类型标
识符(GDTI)

5	

识别文件的类型（实物或电子），如订单、发票、收据和其他贸易文件
等，如果需要，还可以通过可选的序列号识别单个文件实例。

唯一标识

ISO/IEC 15459

这一系列标准详列了为运输单元、单个产品、单个可退回的运输项目和
项目组所生成的唯一标识符。它对注册机构作了规定，承认管理身份识
别系统的发行机构（如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万国邮政联盟）。用途主要是自动识别，以及数据捕获应用程序
（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

电子签名

ISO 14533 系列

确保实现与长期签名相关的互操作性，允许在数字签名生成后很长时间
内对其进行验证。

参见关于联合国标准产品与服务分类代码与全球产品分类如何不同的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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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司和中小微企业

公司和中小微企业（MSMEs）是国际供应链背后的驱动力，充当着产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出
口商、供应商、分销商和买家的身份。

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激发大公司和中小微企

流数字化，从纸质转向数字，以促进商业交易、

业的潜在动力是增加价值创造、降低成本、获得更

运输和相关服务以及货款支付 。下表列出了最常

好的融资条件、改善现金流、提高业务运营的速度

用的参考标准，以便在购买—运输—付款模型的

和效率，同时在与供应链中其他参与者的交互中提

每个阶段中将常用文档进行数字化。

高透明度并降低与多个数字岛屿连接时的复杂性。
为实现这一目标，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首先需要将
它们之间以及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交换的关键信息

6	

本标准工具包中使用的文件分类主要对应于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开发的购买-运输-付款参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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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商业交易文件的标准
（“购买”流程）
数据标准

类型

目录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目录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最新版本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业语言（UBL）最新版本
报价请求（RFQ）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和报价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报价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最新版本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业语言（UBL）最新版本
订单 (PO)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订单流程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业语言最新版本
国际标准化组织20022

商业发票

发票（CII）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泛欧网上政府采购体系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互操作性规范账单3.0

业语言最新版本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版本（Peppol BIS
Billing 3.0）7
装箱单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出口装箱单

发运通知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国际标准化组织20022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业语言最新版本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
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交货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
业语言最新版本

7	

符合欧洲标准（EN 1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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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供应链融资（SCF）
计划的公司（如有，如装运前
融资），具体规则可作为计划
的一部分适用。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
中心关于电子发票的执行指引
《国际商会福费廷统一惯
例》Forfaiting (URF 800)
（需要获得应收账款融资时
适用）

表3.2 运输、货运代理和货物处理文件的标准（“发运”流程）

类型

发运/货运代理指示

数据标准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多式运
输指示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
务中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
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
子数据交换

数字集装箱航运协
会(DCSA) 多式联运
集装箱运输说明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
用商业语言 最新版本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JSON, 应用程序接口
提单

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
(DCSA) 数字集装箱航

JSON,应用程序接口

运协会(DCSA) 集装
箱多式联运电子提单

《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
例关于电子交单的附则》
（eUCP）最新版本
《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关于
电子交单的附则》（eURC）最
新版本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
会（BIMCO）干散
货和湿散货电子提单
(eBLs) (即将推出)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
合会电子多式联运提

JSON, 应用程序接口及带有
二维码的PDF文件

单（eFBL）
空运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电子空运单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

约（CIM）托运单（铁

约/国际铁路货物

路运单）

（CIM/SMGS）联运协

电子数据交换信息（主单货物
信息(FWB)/XML主单货物信息
(XFWB), 货物状态更新
(FSU)/XML货物状态更新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关于电子
空运单的第672号决议，

(XFSU), EPIC基本应用程序
接口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单一

“多边电子空运单协议”

记录规范（JSON，应用程序接
口）

国际商会eURC 最新版本

又名：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
电子数据交换, 致力于可扩展
标记语言/行政、商业和运输
电子数据交换转换程序格式

国际商会eURC 最新版本

定托运单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

同公约（CRM）托运单

与电子商务中心电

（公路运单）

子公路运单

可扩展标记语言

国际商会eURC 最新版本
SOLAS（海上人命安全国际
公约）

集装箱运输下集装箱
总重核查（VGM）报告8

取决于航运公司

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
数据交换集装箱总重核查信息
（VERMAS）

2022 | 跨境无纸化贸易标准工具包 | 14

表3.3付款文件的标准（“付款”流程）
类型

跟单信用证申请9

数据标准

取决于银行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SWIFT 报文类型
(第7类和第4类)
SWIFT MT 798: “贸易信
封”及/或 SWIFT FileAct
报文服务

汇款通知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跨行业
汇款通知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国际商会eUCP最新版本
《关于审核UCP600下单据
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
（ISBP745 2007版）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行政、
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商业
语言最新版本

付款确认

SWIFT电汇确认（MT103），SWIFT
参考数据应用程序接口, 企业
SWIFT gpi, 应用程序接口预授权
ISO 20022

订单融资10 请

联合国贸易便利

求、状态和撤销

化与电子商务中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
心可扩展标记语言

心订单融资

汇票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dDOC规范

协会（ITFA）电子

（URF 800）（资金提供方依
据此规则提供融资）

付款承诺（ePU）

本票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

《国际商会福费廷统一惯例》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dDOC规范

协会（ITFA）电子
付款承诺（ePU）

《国际商会福费廷统一惯例》
（URF 800） （资金提供方依
据此规则提供融资）

8	

根据《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出于安全原因，托运人必须向海运承运人提供集装箱总重核查（VGM），即货物总重量（货物重量、装
载材料/托盘/垫木、衬垫、固定材料和集装箱皮重）。

9	

跟单信用证（也称信用证）是一种国际贸易中的常见付款方式，可保护销售合同中买方（进口商）和卖方（出口商）双方的权利。其他付款
方式包括预付款、跟单托收和赊销。

10

订单融资可满足卖方的营运资金需求，包括原材料和劳动力采购，包装成本和其他发运前支出，该类融资可帮助卖方完成向买方的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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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承运人、货运代理和物流运营商

承运人、货运代理和物流运营商是卖方和买方之间的重要中介，促进货物从原产地到目的
地的实际流动。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动机不仅在于提高运营效率的前景，还在于能够
通过与客户建立更紧密、实时的联系并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为其产品增加附加值和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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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运输、转送和货物处理文件的标准（“发运”流程）11

类型

发运/转送指示

数据标准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
与电子商务中心多
式运输指示

集装箱航运协会多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
中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国/
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
换

字化航运指示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用
商业语言 最新版本
JSON, 应用程序接口

数字集装箱航运联

JSON, 应用程序接口

式集装箱运输的数

提单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盟(DCSA)集装箱多

国际商会 eUCP 最新版本
国际商会 eURC 最新版

式联运电子提单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
会（BIMCO） 干散货
和湿散货电子提单
(eBLs)(即将推出)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

JSON, 应用程序接口及带有二
维码的PDF文件

合会电子多式联运提
单(eFBL)
空运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电
子空运单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
（CIM）托运单（铁
路运单）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
同公约（CRM)托运单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
约/国际铁路货物
(CIM/SMGS)联运协定
托运单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
与电子商务中心电
子公路运单

（公路运单）
取决于航运公司

电子数据交换信息（主单货物
信息(FWB)/XML主单货物信息
(XFWB), 货物状态更新
(FSU)/XML货物状态更新
(XFSU),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货物可扩展
标记语言, EPIC 基本应用程序
接口,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单 一
记录(JSON, 应用程序接口）
规范
电子数据交换, 致力于可扩展
标记语言/行政、商业和运输电
子
数据交换转换程序格式
可扩展标记语言

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
子数据交换集装箱总重核查信
息(VERMAS)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关于电子
空运单的第672号决议，又名
“多边电子空运单协议”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
ICC eURC latest version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国际
商会eURC 最新版本

国际商会eUCP 最新版本国际
商会eURC 最新版本

SOLAS（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
约）

集装箱运输下集装箱总重
核查（VGM）报告12

11

与表3.2 相似。

12
根据《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出于安全原因，托运人必须向海运承运人提供集装箱总重核查（VGM），即货物总重量（货物重量、装
载材料/托盘/垫木、衬垫、固定材料和集装箱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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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港口/空港清关文件的标准
（“发运”流程）
类型

国际海事组织《便利运

数据标准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国际海事组织纲要13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
中心国际海事组织电子便利运
输

输公约》样表：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关于便利国际海洋运输的国
际海事组织公约》（便利运输
公约）

1. 总申报单
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海事
组织信息实施指引

2. 货物申报单
3. 船用物品申报单
4. 船员物品申报单

电子港口通关（EPC）标准
ISO 28005

5. 船员名单
6. 乘客名单

数字海洋港口清关应用程序接
口规范（1.0版 )

7. 危险货品清单
8. 安全报告
9. 港口废物递送

停靠港

数字化集装箱航运协
会准时（JIT）停靠
港标准14

表4.3

类型

集装箱运输中面向

数字化集装箱航运协会准
时（JIT）停靠港应用程
序接口

国际海事组织准时抵港指引

实时发运跟踪数据的标准
（“发运”流程）
数据标准

数字化集装箱航运协会跟踪和跟进接口标准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应用程序接口

客户的跟踪和跟进
事件

13	

国际海事组织纲要是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的一个工具，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来支持船舶、人员和货物抵达、停留和离开港口所需信息的传输、
接收和反馈。通过对停靠港口期间所需数据的协调及电子信息的标准化，国际海事组织纲要促进了信息交换，船只靠港以及单一窗口互操作
性，减少了与港口手续相关的船舶的行政管理负担。

14	允许承运人、港口和终端以统一方式自动交换事件数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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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2节中提到的识别标准外，运输和物流行业还受益于以下几个额外的识别标准15。

表4.4 运输和物流的识别标准
类型

适用标准

目的

国际海事组织(IMO)

国际海事组织编码是分配给每艘船舶的永久号码，用于识别目
的，以加强海上安全、安保和环境保护，并有助于预防海事欺
诈。该号码载入船舶证书，在船舶转换旗帜时将保持不变。

客体识别标准
船舶识别号码

船舶识别码方案

运输资产或设备

可重复使用的运输物
品、运输设备和工具

全球单个资产标识码
(GIAI)

公司可以为任何资产申请GIAI，以便唯一识别并管理该资产。资

全球可回收资产标

适用于可重复使用的运输物品、运输设备和工具的管理，并且可
以按类型识别这些可回收资产，如有需要还可以单独进行跟踪和
分类。

识码(GRAI)

产可以是电脑、桌子、车辆、运输设备的部件或备件等.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
唯一物品识别 (UII)

际标准15459-1和国
际标准化组织/国际

基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15459唯一识别系统的单个运输
单位和可回收运输物品的识别。

标准15459-5

更多信息请访问链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 运输和物流指南中的识别码 和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 运输和物流中

	

15

的识别密钥-交互式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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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海关当局和其他跨境监管机构

海关当局和其他跨境监管机构（CBRA）对供应链具有监管权，要求提交的出口、进口和过
境点的数据主要用于监管报告和合规性。

从数字化角度来看，上述机构的动机是通过获
取准确、相关和高质量的电子数据，尤其是可以实

用途监管数据管理框架。其子集的特定用途通过
“信息包”表示。

现自动化风险管理、控制、验证、更好的财政评估
出于官方管控目的，海关当局和跨境管理机

和更快的货物清关，从而有望简化和精简流程。
世界海关组织（WCO）开发了WCO数据模
型16，这是一套结构清晰、统一、标准化和可重复使
用的数据定义和电子信息集，旨在满足跨境监管机
构的运营和法律要求，包括负责边境管理的海关当
局。世界海关组织的数据模型作为监管数据交换的
主要参考，可以包括：企业与政府（B2G）、政府
与政府（G2G）（在单一窗口环境下）和国际间

构通常需要查阅“购买”和“装运”流程中的商
业单据（采购订单、发票、装箱单、运输单据
等）以及官方管控文件，而这些文件也构成“装
运”流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在一个相互关
联的供应链流程中，将这些商业单据与监管数据
要求相关联对照，可以重新使用以前交易中的数
据、提高数据质量，并减少重复录入的需要。

G2G的数据交换。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型是一个多

16

参见 http://wcoomd.org/DataModel 及 https://datamodel.wcoom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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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官方控制文件的标准
类型
高级电子信息(AEI)

数据标准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高级电子信息衍生信息

可扩展标记语言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信息包(DIP)

装运前货物信息预

装运前货物信息预报

报(PLACI)17

制度

世界海关组织标准安全框架
装运前货物信息预报
（PLACI）的世界海关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指导原则

过境声明，出口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

声明，

模型 和 信息包

可扩展标记语言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
务中心政府跨境监管报告
(GOVCBR)

进口声明，货物
出口报告，货物
进口报告

世界海关组织修订版京都公
约– 通用附加指引第3章：
清关和其他海关手续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
定(TFA)
协条制度国际公约(HS 公
约)
世界贸易组织海关估价协议
世界海关组织单一窗口纲要

邮政托运单

CN22/CN23

邮政清关

报关

万国邮政联盟-世界海关组织
标准EDI报文发送
（CUSITM/CUSRSP）和跨境邮
政间标准报文发送

世界海关组织修订版京都公
约,专项附约J, 第2章（邮政
运输）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
型-万国邮政联盟衍生
信息包 (DIP)
托运安全声明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CSD)

电子商务中心航空托
运安全声明

17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
商务中心可扩展标记语
言， 联合国/行政、商业
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

装运前货物信息预报（PLACI）这一术语是用于描述从托运数据中提取的一组特定数据组（7+1）。并由货运代理人、空运承运人、
交货人、集成商、受监管代理或其他实体在装货前的时间范围内尽快提供给监管机构，以便对托运货物的潜在安全风险进行初步评
估。

2022 | 跨境无纸化贸易标准工具包 | 21

类型

数据标准

数据格式/交换标准

任何适用规则，法规，指引

(DGD)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
电子商务中心空中危
险货物声明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
中心可扩展标记语言，联合
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
交换

卫生与植物卫生检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

可扩展标记语言

疫（SPS）电子证明

子商务中心电子证书

（ISPM）12 – 植物检疫证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电
子植物卫生检疫证书
解决方案

书指引

危险货物声明

(SPS e-cert)

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18
许可或证书

电子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ATA单证册

国际商会电子ATA单
证册项目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
型电子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衍
生信息包 (DIP)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模
型电子ATA单证册衍
生信息包 (DIP)

TIR（国际公路运
输公约）单证册

电子国际公路运输
公约规范

可扩展标记语言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海关数
据自动化系统的电子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模块

ATA单证册NICS应用程序接口
ATA单证册海关门户应用程序
接口

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电子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实施纲要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电子许可工具包

世界海关组织ATA单证册公
约及《货物暂准进口公约》
（伊斯坦布尔公约）
国际商会世界商会联合会国
际担保链

可扩展标记语言

国际公路运输公约附录 11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
模型电子国际公路
运输公约衍生信息
包 (DIP)

原产地证明文件

世界海关组织数据
模型–原产地证明
衍生信息包 (DIP)

PDF

世界海关组织关于原产地证
明的指引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通

京都公约中的原产地规则

用商业语言最新版本

世界贸易组织原产地规则协
议
国际商会国际原产地证明指
引
世界贸易组织原产地规则导
引19 （（可用以浏览贸易协
定中的原产地条款）

	

保护濒危动植物和防止濒危物种贸易的国际协议。

	

世界上首个关于关税、贸易协定和原产地规则的综合性全球在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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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可互操作的数字化框架

为了实现与日常互动所需的各种商业合作伙伴和中介机构的互操作性，供应链参与者可以利
用支持电子贸易文件交换的数字化框架。下表详细介绍了考虑互操作性而构建的可获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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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可互操作的数字化框架
框架

内容

作用

使用方式

数字化可转让
文书（DNI）动
议

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技
术框架，其方式主要是与现有实
务、系统和渠道进行互操作。

电子支付承诺（ePU）数字文件规范概
述了如何利用技术来制作、管理和分享
数字文件

分布式账本支付
承诺（DLPC）

支付承诺的数字资产和全球标
准，可用于任何区块链网络，并
可跨网络运行。

《技术最佳实务》规定了将内嵌于贸易
融资可转让文书中的支付承诺标准化转
为数字资产的规范。《商业最佳实务》
向使用分布式账本支付承诺的各方提供
了一套管理其活动的规则。

商业最佳实务

提供单据背书和验证框架，以确保签发
的可验证单据和可转让记录在加密方面
是可信的，并且可以独立证实。

启动

电子交付网络是一套能实现跨境
电子采购的工件和规范。电子
交付网络的使用是由一套由开
放电子交付网络组织拥有和维
护的多边协议结构管辖。

使贸易伙伴能够通过电子交付网络（基
于四角模型）交换基于标准的电子文
件。这些文件包括电子订单、电子预发
货清单、电子发票、电子目录、信息级
响应等。

部分主要国

一套全球公认的标准和框架，支
持电子贸易单据在真实性、出处
和合法有效的所有权转让方面的
可信互操作性。

消除在不同的数字生态系统之间建立
昂贵的数据交换基础设施的必要性，
可以创建可验证的单据、可转让单
据，以及执行所有权转移。

通商互信

开放式认证

电子交付网络
（Peppol）

通商互信
（TradeTrust）

用于使用区块链背书和证实单据
的开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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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A-DNI
手册

技术最佳实务

开放式证实开
发中心

家的应用介
绍

开发中心

附录A
标准制定组织清单
缩略语

全称

网址

BIMCO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

www.bimco.org

DCSA

数字化集装箱航运协会

www.dcsa.org

FIATA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www.fiata.org

GLEIF

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基金会

www.gleif.org

GS1

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www.gs1.org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www.iata.org

ICC

国际商会

www.iccwbo.org

IMO

国际海事组织

www.imo.org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www.iso.org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

www.itfa.org

OASIS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

www.oasis-open.org

SWIFT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www.swift.com

联合国贸易便利化与电子商务中心

www.unece.org/trade/uncefact

W3C

万维网联盟

www.w3.org

WCO

世界海关组织

www.wcoomd.org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ww.wto.org

ITFA

UN/CE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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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技术术语清单
缩略语

描述

有用的资源20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是一组已定义的规则，
用于解释计算机或应用程序之间如何相互通
信。API位于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器之间，作为处
理系统间数据传输的中间层。API使公司能够向外
部第三方开发者、商业合作伙伴和公司内部部门
开放其应用程序的数据和功能。这使得服务和产
品能够通过一个文档化的界面相互通信，并利用
彼此的数据和功能。

GOVCBR

一种多功能的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
交换报文，可用于进口、出口和过境目的以及报
文回复，可以由所有相关的跨境监管机构使用，
例如海关当局（单一窗口平台）。

JSON

avaScript对象表示法（JSON）是一种人工和机

JSON与XML的比较

器均可读取的开放式数据交换格式。它是服务器

(3分钟视频)

API是什么?
(3分钟视频)

和应用程序之间传输数据的标准。

20

UN/EDIFACT

联合国行政、商业和运输电子数据交换（UN/
EDIFACT）由一套国际约定的标准、目录和指南
组成，用于在独立的计算机化信息系统间进行结
构化数据的电子交换。

UN/EDIFACT介绍

XML

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是一种灵活的语言，用
于创建通用信息格式，并在互联网上和其他地方
共享数据的格式和内容。XML是万维网联盟推荐
的一种格式化语言。

XML是什么?

这些资源仅供参考，国际商会未对这些视频的制作者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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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钟视频)

关于国际商会
国际商会 (ICC) 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4500
多万家会员的国际民间组织。国际商会的核心使
命是让商业服务于每个人、每一天、每个地区。
通过政策建议，争议解决和标准制定的独特组
合，除了提供市场领先的纠纷解决服务外，我们
还促进国际贸易、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全球监管

关于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处理国家间贸易全球规则
的国际组织. 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贸易活动尽可
能顺利地、可预测地和自由地进行, 为所有成员
方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方式。我们的会员包括许多世界领先的公司、中
小企业、商业协会和当地商会。

Rue de Lausanne 154, CH-1211 Geneva 21, Switzerland
T +41 (0)22 739 51 11 E publications@wto.org
www.wto.org
WTO Online Bookshop: onlinebookshop.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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