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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会议情况 ii-1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 

第十二次会议 

2014年5月26日至30日，蒙特利尔 

会议情况 

1 会期 

1.1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ATRP/12）于2014年5月26日至30日在设于蒙特利尔的国

际民航组织总部举行。 

1.2 2014年5月26日10时，航空运输局经济分析和政策科科长Narjess Abdennebi女士代表航空运输

局局长Boubacar Djibo先生宣布会议开幕。她向所有与会者发表了欢迎致辞，并介绍了秘书处的成员。 

2 职权范围 

2.1 经航空运输委员会批准的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的职权范围是：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将进行以下工作，以协助秘书处开展对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

议的跟进工作； 

1) 拟定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 

2) 审议并拟定一项国际协议，供各国用于市场准入自由化； 

3) 拟定一项现行的国家和/或地区竞争政策及做法的简编； 

4) 拟定一项国际协议，供各国用于航空承运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 

5) 拟定一套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6) 拟定一项国际协议，以便利进一步开展国际货运服务自由化； 

7) 更新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监管的政策和指导材料，包括与公平竞争有关的政

策和指导材料，以其确保其与时俱进并回应国际民航组织各成员国的变化和需求； 

8) 根据需要拟定进一步指导以促进自由化，包括随自由化进程的进展而出现的各种重要问

题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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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出意见以协助监测国际航空运输监管和自由化方面的发展情况，如市场准入、竞争、

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消费者保护及保障措施等各个方面； 

10) 评估对税费扩大化制影响进行研究的各种手段； 

11) 探索建立新机制，以确保为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监督职能提供可持续的资金； 

12) 探索各种额外的方式和手段，既此加强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叙述系统的可持续经济发

展的政策地位，包括评估一项可能的新附件和/或其他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价值；和 

13) 航空运输委员会委派的其他工作。 

专家组将虑及所有利害攸关方的利益和持续有效参与国际航空运输对各国的重要意义，以及国

际民航组织2014年至2016年的各项战略目标。 

3 出席会议情况 

3.1 专家组成员、候补成员或临时替代人员（某些情况下由顾问陪同），以及36个缔约国和8个

国际组织提名的观察员出席本次会议。与会人员的完整名单见附录A。 

4. 会议官员和秘书处 

4.1 专家组选举澳大利亚的专家组成员Stephen Borthwick先生担任专家组主席，并选举智利的专

家组成员Jaime Binder Rosas先生担任副主席。经济分析和政策科（EAP）航空运输官员王远征先生担任

会议秘书。经济分析和政策科Frederic Malaud 先生、Jerome Simon先生、Mara Keller女士及其他人员提

供支持与协助。John Byerly先生担任顾问。 

5. 会议的议程 

5.1 经航空运输委员会批准的会议议程包括以下内容： 

议程项目1：审查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新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 

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a)：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远景； 

2b)：供各国用于市场准入自由化的一项国际协议； 

2c)：关于国际航空运输公平竞争的监管方法； 



 ATRP/12报告 

 会议情况 ii-3 

 

2d)：供各国用于航空运输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的一项国际协议；和 

2e)：一套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议程项目3：审查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织全范围规定的其他工作 

议程项目4：专家组的工作小组 

议程项目5：任何其他事项 

6. 工作安排 

6.1 专家组以单一机构形式开会。为会议提供了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口译服务。本次会议的文件清单见附录B。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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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议程项目1的报告 1-1 

 

议程项目1：审查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新的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案 

1.1 专家组根据WP/1号文件《行政安排》和WP/9号文件《专家组的未来工作》（第二段）审议

了这一项目。专家组注意到其新的职权范围以及WP/1号文件中提出的本次会议的行政安排。它还通过了

会议议程。 

1.2 专家组注意到需要进行的重要及实质性任务，其中许多涉及到复杂问题，需要仔细和深入地

研究和审议以及需要精心设计和均衡的解决方案。小组同时还注意到主管机构在这方面给予的指导，以

及对于工作能够增加价值并提供协助的许多现成经验。 

1.3 专家组同意按照职权范围和相关指导，包括理事会规定并经大会核准的工作优先顺序（见

A38-WP/56号文件），勤奋及合作地开展工作，以期在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行动

计划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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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a): 国际航空运输化的长期愿景 

2.1.1 文件 

2.1.1.1 秘书处在WP/4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了关于制定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运输自由化长期愿景的

建议。考虑到这种愿景应该基于理想而不是指令性的性质，应该强调对自由化的承诺，并具有前瞻性，

代表航空界对于自由化最终目标的一个长远观点。秘书处提出三个选项草案文本供专家组审议。 

2.1.1.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员在WP/17号工作文件中赞同秘书处的建议，重申愿景应该特别注

重自由化，避免通过广泛提及其他目标而冲淡这一总体目标。他建议专家组采纳备选方案三的措辞作为

长远愿景。 

2.1.1.3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的观察员在IP/4号信息文件当中提供了国际航

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对于秘书处工作的意见。对于长远愿景，文件呼吁愿景要支持进一步加强

安全和使所有利害攸关方受益，并确定WP/4号文件备选方案一作为首选文本。 

2.1.2 讨论 

2.1.2.1 广泛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一个航空运输自由化长远愿景的必要性和价值，指导国际民航

组织各成员国追求自由化以期实现其长远的最终目标。对于WP/4号文件3.1段提出的指导制定长期愿景

的各项原则也达成共识。 

2.1.2.2 对于秘书处提出的选项草案进行了深入讨论：许多与会者表示支持选项一，但要做一些

修订，认为这个选项最能捕捉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憧憬的愿景的各项要素； 

2.1.2.3 其他与会者表示他们倾向于案文简练，表示这种愿景应该清楚、简练并注重自由化的最终

目标，并避免出现可能冲淡愿景一预期目的的更多其他因素。 

2.1.2.4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观察员要求对“利害攸关方”的术语进行澄清，秘书处告知文本

中使用的术语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其他文件，比如大会决议相互一致，其中包括将劳工作为利害攸关方。 

2.1.2.5 专家组注意到许多国家倾向于自由化采取渐进方法的观点。因此，全球自由化可能需要历

经数年。 

2.1.2.6 主席注意到关于文本草案所发表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并提出三个经修改的版本供专家组审

议。在赞赏主席所作出努力的同时，专家组多数成员表示倾向于较长文字的文本。专家组同意主席提出

的经修改的较长文字的版本，作为拟议的长期愿景提交主管机构审议。 

2.1.2.7 专家组注意到IP/4号文件所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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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结论 

2.1.3.1 根据上述讨论，专家组得出下述结论： 

a) 虽然全球自由化进程可能历经数年，但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的愿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

及各国鼓舞人心的指南，当他们无论是在双边、地区、诸边或多边基础上谈判新的或

修改航空运输服务协定时，帮助他们专注于自由化的最终目标； 

b) 制定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i. 愿景在性质上应该是理想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应该旨在促进对于全球范围内

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基本价值达成共识； 

ii. 愿景应该强调对自由化的承诺，同时并不降低为促进国际航空发展必须考虑的

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包括经济指标；和 

iii. 愿景应当具有前瞻性，代表航空界对自由化最终目标的一个长远观点。 

2.1.4 建议 

2.1.4.1 专家组通过以下建议： 

ATRP/12-1号建议 

专家组建议 

提出下述文本供国际民航组织理事机构和成员国审议作为国际民航组织对于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

的长远愿景： 

我们作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成员国，决心积极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持续自由化，以便让所有利害

攸关方和经济整体受益。我们应该根据需要确保尊重安全和安保的最高水平，以及所有国家及其利害攸

关方公平和均等的机会的原则为指导。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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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b)：供各国用于市场准入自由化的一项国际协议； 

2.2.1 文件 

2.2.1.1 秘书处在WP/5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根据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的建

议，并按照理事会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38届会议批准，提出制定供各国放宽市场准入一项国际协议的

提案。认识到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请专家组作为第一步，提供这种协议可能的形式和范围、核心实质

性条款以及适用方法等关键问题的咨询与建议，以便为今后制定协议文本草案奠定坚实基础。 

2.2.1.2 在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民航会议（ECAC）其他成员国的成员和观察员的支持下，欧盟（EU）

观察员在WP/14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了关于市场准入自由化的意见，包括为促进自由化务须解决的关键

问题与障碍及其建议的策略。在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制定多边协定工作的同时，文件强调了市场准入和公

平竞争之间的联系，建议实现全球范围的自由化应该考虑到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的基本原则，需要采取保

障措施防止出现损害垄断和其他反竞争行为。 

2.2.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专家组成员在WP/18号工作文件中，讨论了WP/5号文件当中所载的秘

书处关于制定市场准入自由化国际协议的建议。它赞成一份涵盖所有类型航空运输服务以及定期和非定

期航班服务的补充协议，而不是一份全面协议。它还认为有必要包括不受限制的第一至第六种自由航权、

双重不批准定价规定和全面的操作灵活性。同时表示协议应该普遍适用。 

2.2.1.4 智利的成员在WP/20号工作文件当中就制定各国放宽市场准入的国际协议提出建议。关于

基本要素，它表示倾向于一份补充协议，涵盖所有类型服务并包括定期和非定期航班服务、批准客货混

运型服务业务第一至第六种自由航权，批准全货运服务第七种自由航权，同时对指定空运企业数量不施

加限制以及自由定价机制。文件还提供了归纳拟议要点的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多边协议草案。 

2.2.1.5 阿根廷的成员通过WP/22号工作文件提请注意各国在当地情况、发展阶段及其航空承运人

竞争力之间存在的差距，因而需要对自由化的影响进行分析。文件呼吁为各国制定包括更有效的保障措

施的适当指导材料，以便配合从自由化中获益。 

2.2.1.6 秘书处在IP/1号信息文件当中提供了2012年年底对于国际航空运输监管自由化的某些建议

开展调查结果的信息，它可能会对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在相关议程项目下（包括项目2b)）

审议其他类似提案具有帮助意义。 

2.2.1.7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在IP/4号信息文件当中提供了航空公司驾驶员

协会国际联合会对于秘书处制定市场准入协议工作的观点。国际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认为协

议应该包括认识到不得降低劳工标准的规定，以及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听取并有效地解决航空公司劳工提

出的关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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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讨论 

2.2.2.1 在讨论议程项目2b)期间，与会者对于专家组应该如何处理其职权范围所包含的“审查并

拟定一份供各国用于市场准入自由化的国际协议”的任务提出一系列意见。一些与会者强调需要有保障

措施的循序渐进方式，而其他人则建议在全球多边协议之前，第一步应采取地区自由化做法。还建议需

要包括考虑到保障措施，以帮助解决一些国家对自由化的担忧。一些与会者还强调需要“公平竞争”的

规定，他们认为这与市场自由化紧密相关。其他与会者强调专家组需要对秘书处在WP/5号工作文件中

提出的主要问题提供指导，以便及时实现职权范围的要求。 

2.2.2.2 关于协议的形式和范围问题，一些与会者表示倾向于一份全面的协议，而其他人则赞成一

份补充协议。许多人倾向协议能够涵盖全货型以及客货混运型服务，其中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航班服务，

但一些人对后一种观点持保留意见。 

2.2.2.3 至于协议的核心要素，许多发言者赞成列入不受限制的第一至第四种自由航权，而许多人

支持自由化扩展至第五种和第六种自由航权，虽然建议各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充分的灵活性。对于纳入第

七种自由航权发表了不同意见，包括自愿选择纳入第七种全货运服务的建议。在适用问题上也存在不同

看法，一些与会者支持普遍适用，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更灵活的方式（比如挑选“你的合作伙伴”选项）。 

2.2.2.4 提请注意到加入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多边协定（MALIAT）国家非常有限的经验，表明国

际民航组织在制定能够吸引大量加入者的国际协议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关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表达意见

的多样性，与会者支持成立一个工作组以帮助专家组开展职权范围所规定的任务。在这方面，主席强调

指出，虽然不会对工作组工作的成果预先判断，但考虑到任务的复杂性以及需在有限时间内实现成果，

专家组对小组的工作给予指导至关重要。 

2.2.2.5 专家组注意到IP/1和IP/4号信息文件当中所载的信息。 

2.2.3 结论 

2.2.3.1 根据上述讨论，专家组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其成员组成应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政策和做

法，并规定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以进一步推动拟定一份供各国用于市场准入自由化国际协议的任务。工

作组将由专家组会议所表达的意见作为指导，但不限于此。工作组拟议的组成及其职权范围将在议程项

目4项下予以审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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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c):关于国际航空运输公平竞争的管理做法 

2.3.1 文件 

2.3.1.1 秘书处在WP/6号工作文件当中提供了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解决公

平竞争方式的背景资料，并报告了国际民航组织为实施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38届会议（A38）批准

ATConf/6会议建议的工作。秘书处对为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竞争更加兼容的监管方法制定的工具做了说明。

还提及建立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活动（ICAN）的增强版，其中包括为航空和竞争当局举办专门

研讨会来讨论竞争问题。文件还报告了秘书处编制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竞争政策和做法的汇编草案，并在

附录C中纳入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公平竞争指导框架的建议。同时，文件还建议合作、对话和交换信息的

额外工具，比如开发国际民航组织的专用网站和竞争课程。  

2.3.1.2 在欧盟（EU）成员国和欧洲民航会议（ECAC）其他成员国的成员和观察员的支持下，欧

盟（EU）观察员提交了WP/12号工作文件，其中忆及国际航空运输公平竞争的重要性，概述了国际民航

组织为公平竞争制定指导材料的建议。文件还注意到编制一份汇编草案，并支持建立一个国际民航组织

关于竞争的专用网站，以及更新Doc 9626号文件和Doc 9587号文件，以包含公平竞争更详细的指导材料。 

2.3.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员在WP/19号工作文件当中注意到编制汇编以及建立竞争交流论

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支持建立一个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竞争的专用保密网站。 

2.3.1.4 欧盟的观察员在IP/2号信息文件中提供了欧盟为促进公平竞争监管方法兼容性的意见。澳

大利亚的成员在IP/3号信息文件当中介绍了澳大利亚关于公平竞争的方法。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

合会（IFALPA）的观察员在IP/4号信息文件中，提供了对于若干议程项目的意见，包括对公平竞争的担

忧可能会对市场准入自由化实行限制的看法。 

2.3.2 讨论 

2.3.2.1 按照WP/6号工作文件所述，对于秘书处根据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开展的工作表

示广泛支持。具体而言，汇编草案被认为是在相关当局之间交换信息的一项有用工具，以期促进国际航

空运输公平竞争更兼容的方法。普遍同意进一步编制并完善汇编，以便将其列入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导材

料。对于WP/6号工作文件附录C指导材料的结构提出建议。支持将其纳入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以及争端解决方面开展工作的参考文件汇编当中。此外还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对于保障措施进行研究并制

定进一步指导材料。 

2.3.2.2 专家组还支持国际民航组织利用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活动的平台作为交流竞争问

题信息的论坛。许多与会者认为公平竞争的问题要与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议程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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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一致认为更新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公平竞争的指导材料很有意义。许多与会者同意为此目的

建立一个工作组。按照主席的建议，邀请参与者当中的一小部分代表为该工作组制定可能的职权范围。

随后，编制出一份职权范围草案。 

2.3.2.4 专家组注意到IP/2、IP/3和IP/4号信息文件当中提供的信息。 

2.3.3 结论 

2.3.3.1 根据讨论，专家组得出下述结论： 

a) 考虑到为促进对话以及交流信息工具的确实需要，以促进公平竞争更兼容的监管方法，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继续编制国际和地区实施的竞争政策和做法汇编的工作； 

b) 国际民航组织举办的竞争研讨会，包括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作为加强合作、

对话和交流竞争信息的论坛，并由国际民航组织继续举办； 

c) 开发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竞争的保密网站和编制竞争课程能够增强合作、对话和交流竞

争信息；和 

d)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公平竞争的指导材料应该更新，为此目的，在对其职权范围达成协

议的情况下，应考虑建立一个工作组。 

2.3.4 建议 

2.3.4.1 专家组通过以下建议： 

ATRP/12-2号建议 

专家组建议 

a) 按照WP/6号工作文件的建议并考虑到专家组与会者提出的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应该

继续编制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竞争政策和做法的汇编； 

b)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继续利用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作为增强合作、对话和交流竞

争信息的论坛，并应该开发一个专用网站交流竞争信息以及国际航空运输竞争的课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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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根据需要更新公平竞争的现行政策与指导，并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关

于国际航空运输竞争事项的工作组。工作组拟议的组成与职权范围将在议程项目4项

下予以审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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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d):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的一项国际协议 

2.4.1 文件 

2.4.1.1 根据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的建议并经理事会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届会议批准，秘书处在WP/7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关于制定一份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国际

协议的建议。采取制定市场准入自由化协议的类似方法，秘书处征求专家组协助就协议的核心条款、适

用范围以及处理互惠原则等关键问题提供意见及建议，以便为编制协议草案奠定坚实基础。 

2.4.1.2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的观察员通过WP/21号工作文件回顾了航空放松管制和自由

化的主要影响，尤其要注意到民用航空运输工人。考虑到向专家组提出的建议充分地研究了自由化对航

空业工人的影响，观察员要求对自由化的社会、安全和安保方面有更平衡的观点，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

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合作，在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实现自由化之前，研究对劳工的影响。 

2.4.1.3 阿根廷的专家组成员在WP/22号工作文件当中，在广泛自由化的背景下，强调了国家及其

航空公司之间的不对称性。考虑到现有的保障措施并不总是有效，他强调需要研究自由化的影响，以便

让各国更好的理解其含义，以确保做出妥善的政策决定。 

2.4.1.4 秘书处在IP/1号文件信息当中提供了2012年年底对于国际航空运输监管自由化的建议开展

一项调查结果的信息，会对专家组在本次会议议程项目2d）项下审议类似建议有帮助意义。 

2.4.1.5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的观察员在IP/4号信息文件当中提供了航空公

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关于制定一项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国际协议的意见，并强调指出

一系列关注，包括可能的“方便旗”机会的效果。同时还表示要充分考虑并妥善处理劳工的关注。 

2.4.2 讨论 

2.4.2.1 与会者大力支持WP/7号工作文件所述的秘书处工作，包括对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分

析，以便编制一份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的协议。许多与会者表示希望该协议包括一个替代

标准以替换传统的“国籍条款”，虽然其他人表示这是一个初步意见，但他们对于“豁免”方法的可能

性持开放态度。大力支持这项替代标准立足与“主要营业地点和有效监管控制”的概念，这是国际民航

组织建议并由许多国家实施。在这方面，一些与会者表示需要将这些概念简练细化。 

2.4.2.2 只有少数与会者表达了对“通用”与“选择性”适用问题的看法，缺乏明显的一致性意见。

同样，对于WP/7号工作文件所确定的互惠问题也并未发表太多意见。 

2.4.2.3 与会者同意建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有关问题并编制本协议的文本。许多与会者支持这样的

建议，既鉴于这两个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应该考虑将该工作组与负责研究市场准入自由化协议的工作

组合并。然而，有人指出，工作组合并需要根据专家组的职权范围而定，以便处理编制两份协议，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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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准入自由化协议而另一份是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协议。 

2.4.2.4 秘书处注意到WP/21号工作文件的要求，即在资源允许并在国际劳工组织协助之下，在专

家组职权范围内开展分析。 

2.4.2.5 专家组注意到IP/1和IP/4号信息文件所载的信息。 

2.4.3 结论 

2.4.3.1 专家组同意建立一个工作组负责制定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国际协议。它进一

步认为，两个工作组合并及理顺相关任务的可能性，将在确定小组的职权范围和组成时审议，专家组将

在议程项目4：专家组的工作组项下做出决定。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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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2：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2e）一套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2.5.1 文件 

2.5.1.1 秘书处在WP/8号工作文件当中介绍了国际民航组织为应对消费者保护领域采取的监管做

法各行其是所开展的活动。按照第六次世界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的建议并经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届会议（A38）批准，秘书处提出一套高层次、不具约束力、非指令性的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的建议，

用作政策指导。 

2.5.1.2 在欧盟成员国和欧洲民航会议（ECAC）其他成员国的成员和观察员的支持之下，欧盟（EU）

观察员在WP/11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制定一套核心原则的建议，同时考虑到第六次航空运输会议的结果

及A38的批准，并请专家组审议文件当中为制定这些核心原则所列明的要求。 

2.5.1.3 澳大利亚的专家组成员在WP/15号工作文件当中，介绍了其基于通用、非针对航空的具体

措施的消费者保护框架的信息，并请专家组在审议制定这些核心原则时考虑到其经验。 

2.5.1.4 新加坡的观察员在WP/16号工作文件当中，介绍了根据其经验而实施的另一套消费者保护

核心原则，并请专家组审议。 

2.5.1.5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观察员提交的WP/13号工作文件，提出供专家组在制定核心

原则时审议的建议，它是从业界工作及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在国际民航组织第38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各种

意见中得出。 

2.5.2 讨论 

2.5.2.1 关于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和任务，对秘书处在WP/8号工作文件当中提出的核心原则草案表

示广泛支持。 

2.5.2.2 专家组成员和观察员对制定核心原则贡献良多。与会者大力支持消费者教育是有意义的观

点，尤其是协助消费者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当中做出知情选择。旅客信息被认为是重要的，特别是在服务

中断的情况下，以及准确的价格信息。专家组支持相关利害攸关方预先规划的机制，以用于大规模中断

的情况是有益的；对于制定大规模中断通用定义所带来的挑战有所认识。对于旅客应享权利，有人支持

适用比例分摊原则。 

2.5.2.3 专家组支持促进残疾人士旅客利用航空运输服务的原则，指出必须确保他们得到适当援助

并铭记预先通知的价值。一些与会者表示需要适应不同的航空公司商业模式。一些成员强调了高效处理

投诉机制的重要性。专家组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纳入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监管的指

导材料当中。一些成员强调会员国在实施消费者保护措施时需要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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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按照主席的提议，同时考虑到所提出的建议，请与会者当中的一小部分代表按照秘书处的

建议制定这些原则的修改版。随后，制定出这些原则的修订版，经专家组接受作为建议的核心原则。 

2.5.2.5 对于在《芝加哥公约》附件9当中考虑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措施是不恰当的这

一点有广泛共识。因此，小组一致认为附件9当中不应该纳入核心原则。 

2.5.3 建议 

2.5.3.1 根据上述讨论，专家组通过以下建议： 

ATRP/12-3号建议 

专家组建议 

提交下列文本供国际民航组织理事机构和成员国审议作为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

的政策指导，在《芝加哥公约》附件9当中制定消费者保护的建议措施是不适当的。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1 序言 

1.1 认识到旅客可以从一个有竞争力的航空运输部门中受益，它提供权衡票价服务的更多选择，

并可能鼓励承运人改善其产品，旅客，包括那些残疾人士，也可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中受益。 

1.2 政府当局在制定消费者保护制度时应该具有灵活性，应该在保护消费者和行业竞争力之间取

得适当平衡，并应该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点，而不影响航空安保与安全。国家和地区

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应该 i）反应出相称性的原则；ii）能够考虑到大范围不正常性的影响；iii）应当符合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29年于华沙）及其修订文书，以及《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

规则的公约》（1999年于蒙特利尔）所确立的关于航空承运人义务的国际条约制度。 

2 旅行前 

2.1 认识到市场上有各种航空运输产品，旅客应当能够得到有关其权利方面的信息或适用其具体

情况法律或其他保护措施的明确指导，包括在发生服务中断情况下所期望得到的援助。为了帮助航空旅

客在不同的价格和服务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应当考虑努力指导消费者提高对旅客消费维权的意识以及

出现争议情况下追溯权的可用途径。还应该努力提高旅客对市场上航空公司的产品、航空公司的不同政

策及合同权利方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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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客在购买其客票之前，应当能够明确、公开的得到关于所购买航空运输产品特点的全部相

关信息，包括以下方面： 

a) 包括适用的机票、税、费、附加费及其他费用在内的总价格； 

b) 适用于该运价的一般条件；和 

c) 实际执行飞行的航空公司以及尽快了解购票后所发生的任何变化。 

3 旅行中 

3.1 在旅客整个旅途当中，尤其是在服务不正常情况下，应当向其定时通报影响其航班的所有特

殊情况。 

3.2 在服务不正常情况下，不论是否造成旅客无法登机，或者比预定时间严重延误到达目的地，

旅客都应当得到适当关心。这可能包括改变航线、退票、相关规章或其他方式规定的护理和/或赔偿。 

3.3 考虑到旅客在发生大规模中断情况下发现自己无依无靠，因此应当事先在航空公司、机场运

营人以及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的所有相关利害攸关方之间计划安排各种机制，以确保旅客得到足够的关心

和援助。大范围不正常情况包括运营人控制之外的局势引发的情况，其程度之严重会引发航班大规模取

消和延误，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这些情况可能包括大规模的气象或自然现象，包括飓风、火山爆发、

地震、洪水、政局动荡或类似事件，并造成大量旅客滞留异地他乡。 

3.4 在不减损航空安全的情况下，残疾人应该以非歧视方式利用航空运输并得到适当援助。为此，

鼓励他们预先通知他们的需求。 

4 旅行后 

4.1 旅客应当可以依赖已向其清楚介绍的高效投诉处理程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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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3：审查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职权范围规定的其他任务 

3.1 专家组根据WP/9号工作文件审议了这一项目，重点放在第4段和第5段，秘书处对专家组根据

其职权范围所需开展的剩余任务以及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ATRP/12）的后续工作做了介

绍。还介绍了秘书处关于本次会议之后所要开展的未来工作计划，它列在WP/9号工作文件附录A当中，

并列明每项任务相应的时间表。 

3.2 在审查未来的工作时，有人建议关于“更新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管理的政策和指导

材料”特别是《国际航空运输经济管理的政策和指导材料》（Doc 9587号文件）和《国际航空运输管理

手册》（Doc 9626号文件），即将Doc 9626号文件的工作从2015年第二季度的时间表提前至为Doc 9587

号文件规定的时间表。秘书处提供澄清，即这项任务将于2014年启动，2015年下半年结束。专家组接受

建议，删除WP/9号工作文件关于相同任务的4.1.b)段结尾处的“必要时”一词。 

3.3 关于“评估对税费扩大化之影响进行研究的各种手段”的任务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的观察员发言支持这一工作。他表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愿意为这项研究提供支持，列举了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的各种经济分析工作可能向秘书处提供援助的实例。 

3.4 在结束审议这一项目时，专家组注意到需要完成的剩余任务，并批准了秘书处的计划中所列出

的未来工作。专家组还同意与秘书处紧密合作，并根据要求提供支持与帮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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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4：专家组的工作小组 

4.1 为市场准入和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制定国际协议的工作组 

4.1.1 根据其对议程项目2b)和2d)的讨论和结论，专家组同意建立一个为市场准入和航空承运人

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制定国际协议的联合工作组，成员组成及职权范围如下： 

成员 

国家成员 国家观察员 观察员组织 

澳大利亚（报告员） 奥地利 欧洲委员会(EC) 

巴西 新西兰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智利 葡萄牙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 

中国 新加坡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 (ITF) 

埃及   

法国   

德国   

牙买加   

肯尼亚   

尼日利亚   

瑞士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   

 

职权范围 

根据专家组既定的职权范围并使用所有相关材料，包括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

的文件、大会A38/14号决议和向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ATRP/12）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工

作组将： 

a) 研究并拟定一项各国市场准入自由化的国际协议，包括为一份补充或全面协议起草核心要

素文本，或者对两份协议的形式未能达成共识； 

b) 拟定一项国际协议，包括编制一份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的文本草案，具体重

点放在使用另一种标准来取代现有航空运输协定航空公司指定“国籍条款”或取消这一条

款；和 

c) 不迟于2015年2月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分发给专家组成员，以供编制一份最终报告供专家组第

十三次会议（ATRP/13）审议。 

4.2 国际航空运输竞争问题工作组 

4.2.1 根据对议程项目2c)的讨论，专家组同意建立一个国际航空运输竞争问题工作组，成员组成

及职权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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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国家成员 观察员组织 

巴西 欧洲委员会(EC) 

加拿大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中国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 

牙买加（报告员） 全球机场协调组(WWACG) 

肯尼亚  

沙特阿拉伯  

荷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王国  

美国  

职权范围 

根据专家组既定的职权范围并使用所有相关材料，包括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

的文件、大会A38-14号决议以及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ATRP/12）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工

作组将： 

a) 审查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国际航空运输竞争政策和做法的汇编，并就今后发展有意义的领域

向秘书处提供建议； 

b) 建议秘书处的机制： 

i. 鼓励各国探讨采取公平竞争的政策和做法；和 

ii. 促进交流这种政策和做法的信息； 

c) 就拟议更新国际民航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指导向秘书处提供建议； 

d) 考虑到ATRP/12-WP/6号文件附录C，就更新竞争问题政策指导材料的拟议结构向秘书处提

出建议；和 

e) 不迟于2015年2月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分发给专家组成员，以供编制一份最终报告供专家组第

十三次会议（ATRP/13）审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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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5：任何其他事项 

5.1 专家组根据WP/10号工作文件审议了这一项目，秘书处在文件中提供了本组织在统计数字和

航空数据领域工作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实施经理事会批准的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的

相关建议。秘书处征求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对于近期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ADAP）通过的

统计数字和航空数据方案所开展的工作提供意见或建议，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在执行其新的职权范围的

任务时，可能会对其工作有所支持。 

5.2 在讨论过程中，秘书处对于WP/10文件中列出的有关航空数据和分析方面后续工作的任务做

了澄清。指出航空运输发展准确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包括经济分析和指标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帮助衡量

航空运输监管对各国和行业提供的效益。这些工作还可以支持或协助国家实施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

输的政策和指导。 

5.3 专家组注意到秘书处提供的信息，同意国际民航组织应该继续开展航空统计和数据领域的工

作，并确保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和航空数据和分析专家组在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后续工作中充

分协调。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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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专家组第十二次会议与会者名单 

 

专家组成员 候补成员/顾问 提名方: 

Horacio Knobel Agustin Rodriguez Grellet 阿根廷 

 Norberto E. Luongo  

Stephen Borthwick Gilon Smith 澳大利亚 

Ricardo Bisinotto Catanant Roque Felizardo da Silva Neto 巴西 

 Rogerio Teixeira Coimbra  

 Jose Barreto de Andrade Neto  

Marc Rioux Marcelo Garcia 加拿大 

Jaime Binder Rosas Alvaro Lisboa 智利 

 Guillermo Novoa  

丁春宇* 白文莉 中国 

Samir M. Desoki Ashraf Ibrahim Khalil 埃及 

François Theoleyre Olivier Caron 法国 

 Maxime Millefert  

Ines Brinkmann B.Langner 德国 

 T.Mildenberger  

Marva Gordon Michael Hepburn 牙买加 

Beth Ndinda Mwakio Joan Chesoni 肯尼亚 

 Samuel Karanja Mwangi  

 Mercy Awori  

 Margaret Munene  

 Idah Asin  

Jeroen Mauritz Petra de Groene 荷兰 

Peter Omoarebun Alawani Oyetoun Foluwake Adegbesan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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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el Zagrajek  波兰 

专家组成员 候补成员/顾问 提名方: 

Sergey Seskutov Valery Pastukhov 俄罗斯联邦 

Essam Jamil Nadrah Ahmed A.Bahri 沙特阿拉伯 

Vuwani Elon Ndwamato  南非 

Philippe Clapasson Laurence Fontana Jungo 瑞士 

 Ronald Abegglen  

Habib Mekki  突尼斯 

Khalid Humaid Hassan Abdullah 
Al Ali 

Saood Abdulaziz A. Kankaza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hmed Al Khamis  

 Ismail Hassan Soleman  

 Haleema Al Hosani  

 Fathi Atti  

 Saood Abdulaziz A. Kankazar  

 David Broz  

 Mariam Mubarak Bu Thani  

 Mubarak Al Nakhi  

 Rathnaweera Banara Nawinne  

 Rashed Al Kaabi  

Mark Bosly  联合王国 

Esta Rosenberg Ronald Paul Abel 美国 

 Russell Bailey  

 Keith Glatz  

Marcos Vicchionacci Romelys Rivero 委内瑞拉 

* 临时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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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察员 

观察员 提名方: 

Christine Mucina-Bauer 奥地利 

César Bejarano 哥伦比亚 

Thorkild Saxe 丹麦 

Primandini Ajeng Widhartika 印度尼西亚 

Mokhammad Khusnu  

Urip Rahayu  

Tenten Wardaya  

Lim Yonq Heng 马来西亚 

Angeline Simana 纳米比亚 

Sonya van de Geer 新西兰 

Heléne Jansson Saxe 挪威 

Helena Faleiro 葡萄牙 

Margaret Tan 新加坡 

Nicholas Ng  

Aik Lim  

Simon Posluk 瑞典 

Bahri Kesici  土耳其 

Güncihan Türker  

Jane Kanyunyuzi 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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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组织 

  

观察员 提名: 

Ilia Lioutov 国际机场理事会(ACI) 

Patricia Reverdy 欧洲民用航空会议(ECAC) 

Maté Gergely 欧盟(EU) 

Noura Rouissi  

Christopher Ross  

Chaitan Jain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Michael Comber  

Don Wykoff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 

Martin Chalk  

Julia Lear 国际劳工组织(ILO) 

Gabriel Mocho Rodriguez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TF) 

Parat Vegard Einen  

Stephen Purvinas  

Eric Herbane 全球机场协调组(WWACG) 

Munro Smith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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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文件和信息文件清单 

工作文

件编号 
 

标题 提交方 

1 行政安排 秘书处 

2 职权范围、议程和工作计划（内容转移到WP/9） -  

3 审查新的监管安排（内容转移至WP/9） -  

4 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 秘书处 

5 市场准入的自由化，未来发展方向 秘书处 

6 国际航空运输公平竞争的管理方法 秘书处 

7 航空承运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自由化 秘书处 

8 拟定一套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 秘书处 

9 专家组的未来工作 秘书处 

10 国际民航组织根据战略目标：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开展航空数据

和分析的各项活动 

秘书处 

11 一套消费者保护的高层次、非约束性、非指令性的核心原则 欧盟观察员 

12 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公平竞争的工作 欧盟观察员 

13 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建议制定高层次、非指令性的做法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观察员 

14 市场准入自由化 欧盟观察员 

15 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框架 澳大利亚成员 

16 拟议的一套高层次、非约束性、非指令性的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 新加坡观察员 

17 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长远愿景的协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员 

18 市场准入自由化 — 前面的道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员 

19 公平竞争的监管方法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员 

20 一份多边自由化协议的建议草案 智利成员 

21 需要有一项有效和全面的战略以解决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

权继续自由化的消极后果 

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观察

员 

22 国际航空运输的监管和保障措施 阿根廷成员 

信息文

件编号 

标题 提交方 

1 2012年对国际航空运输监管自由化建议进行调查的结果 秘书处 

2 促进兼容的监管方法 — 欧洲委员会的观点 欧盟观察员 

3 澳大利亚对于公平竞争的做法 澳大利亚成员 

4 审查新的监管安排 —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的观点 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

联合会观察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