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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

了解“国际贸易实务”的内容与学习方法

◆

了解国际货物买卖的一般流程，掌握进出口业务磋商的程序

◆

了解发盘、接受的定义及必备条件，掌握发盘的有效期、撤销及失效

◆

掌握书面合同的形式及内容，了解合同有效成立的条件及签订书面合同的意义

◆

熟悉常用的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

案例导入
森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SUND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以下简称森德公司）
成立于 1998 年，是经国家原外经贸部批准的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贸易公司，主营各类罐头食品。
公司与多家供货厂商有长期的业务往来，货源基础稳定。
2011 年 2 月 10 日， 公 司 业 务 人 员 张 亮（Leon Chang） 从 阿 里 巴 巴 网 站 上 看 到 南 非 NEO
GENERAL TRADING CO.（以下简称 NEO 公司）需求罐头食品的信息，随即给 NEO 公司发送
了电子邮件，对本公司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期待能与对方建立业务关系。
2 月 11 日，森德公司收到 NEO 公司业务员麦克（Mike）的询盘邮件，希望了解蘑菇罐头等
产品的价格、规格等信息。
2 月 13 日，张亮根据客户的要求、国内费用、海洋运费、工厂采购价格、成交方式等资料核
算成本后，以 USD10.8/CARTON CIF CAPE TOWN 价格报盘，并附上了森德公司的产品手册。
2 月 14 日，NEO 公司麦克发来邮件，要求森德公司用 DHL 寄出样品。
2 月 15 日，森德公司用 DHL 寄出 5 听 425 克的罐头样品，并发邮件告知对方。
NEO 公 司 收 到 样 品 及 报 盘 后， 认 为 价 格 偏 高， 于 2 月 26 日 还 盘，USD9.8/CARTON CIF
CAPE TOWN 可以接受。
森德公司再次进行出口价格核算，如以每箱 9.8 美元出口，此笔仍会有 10% 的利润。于是于
28 日发邮件回复 NEO 公司，“你 26 日还盘接受”，并希望能长期合作。
29 日，森德公司制作外销合同 3 份，签署后用 DHL 邮寄两份给 NEO 公司会签，NEO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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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合同签署后保留一份，并将一份邮寄给森德公司归档。
在这单交易中，出口企业首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目标客户，主动联系以建立业务关系；根据
客户要求的规格、数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和支付方式等条件对出口价格进行核算，经过磋商谈
判，最后就合同中的各个条款达成一致并签订贸易合同；进出口企业履行合同，根据外贸业务流程
备货、缮制全套外贸单证，安排运输、报关、投保、货物进出口检验、收付款、出口退税等。
看似简单的各个贸易业务流程，要顺利地签订并履行合同需要外贸人员对国际贸易业务流程
十分熟悉，从事国际贸易业务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本章主要介绍
国际贸易的特点和基本流程，以便学生更好地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工作。

第一节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概述

国际贸易实务又称为进出口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有关理论、惯例、
业务操作方法和技巧的课程。
本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初步掌握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指导下，
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学会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既结合我国实
际，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企业的经营意图，又符合法律规则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按传统的或狭义的理解，国际贸易仅限于货物
进出口的范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实践的发展，进出口业务从单纯的货物交换开始，发展到今
天，其业务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服务进出口等多项内容的综合贸易业
务。按照目前很多国家的解释以及我国《对外贸易法》第 2 条的规定，已将其定义扩展到包括技
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但是，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上，货物买卖仍然是国际贸易中最基
本、最主要的部分。而且，有关技术转让与各种服务贸易业务的做法，不少也是从货物买卖的基
本做法中发展而来的，有的还是直接沿袭货物买卖的基本做法。所以，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基本
理论和业务做法，仍然是每一位从事各种国际贸易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知
识。同时，了解和掌握国际货物买卖的知识，也是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
方面知识的必要途径。

一、“国际贸易实务”的主要内容
国际货物买卖是通过磋商、订立、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进行的，一个国家的企业为出售或
购买有形商品而订立的出口合同或进口合同，统称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或称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就一方交付货物另一方支付货款的有关事项的协议。其
基本内容就是买卖双方当事人买卖特定货物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合
同条款，其中包括买卖货物的品名、质量、数量、包装、价格、交付货物的时间和地点、运输方
式、保险、价款的支付、检验、索赔、不可抗力、仲裁等。
本课程就是以国际货物买卖为对象，以交易条件和合同条款为重点，联系我国对外贸易实
际，介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及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基本环节与一般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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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贸易实务”的学习方法
国际贸易实务是经过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是集法规、惯
例、理论和理性知识、业务技术和操作方法为一体的课程。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以下有关
问题：

1．以国际法规和惯例为指导
与国内市场进行的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更为复杂。由于存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因素，会产生对
相同业务理解不同的问题。为了保证业务操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进行业务操作时，必须以国际
法规和惯例为基础。目前，国际贸易业务中常用的国际法规和惯例有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 600 号出版物）、《托收统一规则》（国际商会第
522 号出版物）、《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

2．以理论和理性知识为基础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从贸易实践开始的，并且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贸易实践的发展过程
中，经济贸易理论以及符合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理性知识也随之逐渐发展起来。这些理论和理性
知识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业务的基础和依托，直接或潜移默化地指导着国际贸易业务的操作，并贯
穿国际贸易业务的始终。通过学习，理性知识的作用有时可能超过实践知识本身。因此，在学习
过程中，应该注意理性知识的作用。这里所说的理性知识除了国际法规、惯例等对贸易操作的指
导性知识以外，更主要的是指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规律结合进出口业务操作方法而发
展起来的知识。例如，当学习到信用证是以银行为第一付款责任人的付款保证文件时，应该自然
会想到，为了规避风险，出口商发货时应该以符合合同的信用证为依据。

3．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由于国际贸易业务是国际间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因此，它也是一种涉及面广泛的业务实
践。可以说，从原材料的采购业务到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业务的全过程，都与进出口业务息息
相关。尽管一个人所从事的国际贸易业务工作可能集中于其中的某一个环节，但是，不了解该环
节与其他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他环节的主要功能、发展水平等，就不可能真正做好该环节的
工作。例如，从事商品出口工作的业务人员，应该熟悉该商品的性能知识，也应该掌握一些该商
品的生产工艺等生产知识。
另外，进出口业务与很多学科都会有较密切的联系，其操作过程会因其他学科的发展而获得
改进，也可能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于这样的学科，例如电子商务、物流、金融、市
场等学科，在学习过程中也应该注意紧密联系。

第二节

进出口业务的操作程序

业务程序是指业务操作的顺序，国际贸易业务程序是进口业务程序和出口业务程序的总称。
为了有利于下面各章节的学习，首先需要对进出口业务的操作程序有一个整体的、梗概的了解。
现对进口业务程序和出口业务程序分别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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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口业务程序
进口业务程序主要由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和履行合同三个阶段组成。

1．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
进口业务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制订商品使用或经营计划、制订商品进口计划、市
场调研选择卖主、申办进口管理手续，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初步拟定商品的品质、数量、价格等合
同条款，为交易磋商做准备。
制订商品使用或经营计划直接涉及商品进口后的使用和经济效益问题，这个环节主要涉及进
口商品的目的和商品的特点两个问题。对一般商品，由于其进口目的是满足市场消费的需要，因
此商品经营计划要紧密结合市场的需求情况。如果进口的是机器设备等，其进口的目的主要是
满足生产上的需要，因此使用计划应该由企业根据本厂的生产条件和进口机器设备的性能具体制
订。在制订机器设备使用计划时，应该注意发挥机器设备的作用，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不适
应的部分进行改进。这就需要注意发挥本企业技术人员的作用，使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技术进行消
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进行改进，生产出比计划更好的产品。有了商品使用或经营计划，
就可以进一步制订商品进口计划，并按商品进口计划安排各项有关工作。
市场调研、选择卖主是进口工作的关键环节。如果这个环节完成得好，不仅可以使进口商
品，尤其是机器设备的性能良好、货真价实，而且可以保证及时进口，抓住有利的市场时机。为
了保证这个环节的顺利进行，进口的企业应该和外贸公司紧密配合并请其协助，准确地说明需要
进口的商品的名称、用途、结构和性能等，然后，与外贸公司一起对国际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对
外贸人员来说，由于其对国际市场的商品结构和同类商品的性能情况比较熟悉，应该积极、热情
地帮助企业搞好市场调查研究，选好合适的国外卖主。
选择卖主，首先涉及的是对商品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例如，选择机电商
品，对于日用类的机电商品，既应该考虑其技术性能的先进性、适用性（方便、安全等），又
要考虑价格的合理性 ；如果进口的是包含较多技术内容的机器设备，则应主要考虑其技术的先
进性（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等）、实用性。在满足了这些要求以后，即
使价格高一些，也应该安排进口。要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宁可少进口一
部分一般水平的机器设备，也要进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能够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机器设
备。为了选择到理想的进口商品，首先应该尽量多选择一些卖主，以便有足够多的卖主供自己
选择。
选择卖主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卖方的资信问题。在现代国际贸易的操作过程中，一
般业务都是采用凭单买卖的方法。采用这样的方法，进口商品即使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也都要
在买方付了货款以后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在选择卖主阶段，应该注意选择比较了解的、有过交
往的、资信情况较好的公司，尤其是一些较大型的跨国公司。
申办进口管理手续是指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的进口手续，申领有关进口文件，以
便进口通关时使用。为了保护本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中的份额和地位、保持本国市场的秩序，各
国都会有计划、有选择地进口本国市场所需的商品。这种计划有时是主动的，有时也可能是被
动的。例如，在与 WTO 成员谈判中，除了已经被列入对方将对我国出口的商品表中的商品外，
我国还要向对方出口其他商品，这就必须将对方的出口商品列入我国的进口商品计划，这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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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于被动的。如果不是为了出口，而是纯粹为了市场需要而制订的进口商品计划，就应该是主
动的。

2．交易磋商
进口交易磋商主要包括询盘、发盘、比价、还盘、接受和签订合同几个环节。
询盘是指交易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是否想达成某项交易的询问。询盘的目的是诱发对方发
盘。发盘是指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比价是指受盘人对收到的发盘
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以便最后接受符合自己交易目的的发盘过程。对于进口交易来说，比价是
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通过对比价格才能最后达成使自己感到满意的交易。
通过比价，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发盘的关键条款有异议，例如价格、数量、交货期等，并提出
修改意见，这就构成了还盘。交易双方通过磋商不断修改交易条件，最后达成交易，就可以签订
合同了。通过签订合同，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固定下来了。

3．履行合同
履行合同是进出口交易的最后阶段，它涉及合同中所规定的买卖双方是否按合同规定履行自
己的义务。履约环节较多，如申请开证、租船订舱、发装船通知、办理保险、付款赎单、报关接
货、检验检疫、索赔等。

二、出口业务程序
1．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
出口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目的是在交易磋商中知己知彼，应付自如，公平合理地达成交易。
出口交易磋商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国际市场调研、制订出口营销计划、申办出口管理文件等。
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可以分成三方面的内容：①对原有市场销售和服务情况调研；②对潜在
市场需求的调研；③对买方资信的调研。
对市场的调研主要是调查有关商品及相关商品的品种、花式、质量、包装以及消费、贸易、
成本、价格、主要供需国别及其发展状况。
对交易对象的资信调查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出口商是否能按期收回货款或者是否能收回货
款。调查的主要内容有 ：①进口商的资金情况，尤其是流动资金是否充足 ；②进口商的信誉，是
否能履约或者及时履约，贸易伙伴的多寡。对进口商的资信情况，可以向银行或其他专门机构进
行咨询。
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出口商就可以相应地来制订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商品经营方案
是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企业的经营意图对该出口商品在一定时期内所做出的全面业务安排。
一个企业在分析市场、选定自己的目标以后，就需要按照市场的需求、影响市场销售的不可控宏
观因素以及本企业可以控制的销售因素，最有效地利用本身的人力、物力资源，扬长避短，设计
企业的销售策略，制订最佳的销售方案，以达到企业的目标。在制订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
案的同时或先后，应按不同商品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及时根据经营方案，与生产、供货部门落实
货源收购、调运或制订出口商品生产计划。
申办出口管理文件是国家保护国内资源、对出口进行有效管理的方法。为了有计划、有秩序
的出口，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各国政府一般都制定相关的出口管理法令和方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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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在产品出口之前，应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

2．交易磋商
出口交易磋商与进口交易磋商类似，主要包括询盘、发盘、还盘、接受和签订合同几个环
节。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国际市场表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因此，更需要出口商主动去
询盘和发盘。

3．履行合同
履行合同是出口交易的最后环节，它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如备货、租船订舱、办理保险、检
验检疫、报关、制单结汇、出口核销等内容，详细内容将在本书第九章介绍。

第三节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商订

国际货物买卖是国际间其他交易形式的基础。所以，了解交易磋商的复杂性和法律性，认识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特点和内容，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磋商
（一）交易磋商的含义和重要性
交易磋商（business negotiation）
，又称贸易谈判，是指买卖双方以买卖某种商品为目的而通
过一定程序就交易的各项条件进行沟通和协商，并最后达成协议的全过程。交易磋商的目的是买
卖双方通过磋商能共同取得一致意见，达成交易。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交易磋商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交易磋商是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础和依据，是进出口商品贸易的基础工作，合同
是磋商的目的和结果。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相关业务人员要认真对待，并且要做好交易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
交易磋商具有高度的政策性、策略性和技术性，它比国内贸易的洽谈交易复杂得多，因为交
易双方分属不同国家或地区，彼此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体制和贸易习惯都不
同，也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语言和民风民俗，而且由于国际
商务谈判的结果会导致资产的跨国转移，因而要涉及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国际运输和国际保险
等一系列专业知识，因此交易磋商应以国际商法为准则，以国际惯例为基础，做到知己知彼，既
要掌握我国的外贸政策，通晓市场形势和贸易程序，懂得如何联络客户和营销商品 ；又要充分懂
得相关国家的贸易法规、习惯做法和商业惯例，并在此基础上娴熟灵活地运用交易磋商策略与技
术，才能高质量地完成贸易成交。

（二）交易磋商的形式和内容
交易磋商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口头和书面两种。不论采用哪种形式的磋商，所遵循的国际交易
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都是相同的。

1．交易磋商的形式
（1）口头磋商。口头磋商主要是指在谈判桌上面对面的谈判，如参加各种交易会、洽谈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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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贸易小组出访、邀请客户来华洽谈交易等。此外，双方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进行的交易磋商也属
于口头磋商。在口头磋商特别是面对面谈判中，谈判双方进行直接接触和交流，便于了解对方的
诚意、态度和想法，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做出必要的说明，以减少误会，提高谈判效率，有助
于多种建设性方案的提出，并可能引发谈判双方之间新的合作机会 ；有助于运用谈判策略和技巧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调整策略，达到预期目的。口头磋商比较适合谈判内容复杂、涉及问题较多的
贸易，如大宗交易或价值高的标的物的谈判。
（2）书面磋商。书面磋商是指通过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EDI、电子邮
件等方式来洽谈交易。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书面洽谈越来越简便易行，而且费用比口头磋
商要低廉很多，是日常业务中的通常做法。书面磋商比较适用于正式谈判前的试探性接触，或有
长期贸易关系的谈判，或空间距离较远，交易规模较小的谈判。目前，多数企业使用电子邮件或
传真磋商交易。

2．交易磋商的内容
任何一笔具体交易的磋商中，买卖双方都要就交易的商品及各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只有双
方就各项交易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后，交易才可达成，合同才能签订。因此，有关买卖商品的各项
交易条件就成为双方交易磋商的重要内容。磋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商品的名称、品质、数量、包
装、价格、装运、保险、支付以及商检、索赔、仲裁和不可抗力等交易条件。理论上来说，只有
买卖双方就以上条款逐一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充分体现“契约自由”的原则。上述交易磋商的内
容又可以分成两部分：
（1）主要交易条件。主要交易条件（main terms and conditions）指品名、品质、数量、包装、
价格、装运、保险和支付等条件，这几项条件是成立买卖合同所不可或缺的交易条件，并且这些交
易条件因货物、数量、时间等不同，每笔交易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在每笔交易中进行具体磋商。
（2）一般交易条件。一般交易条件（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是指由出口商为出售或进
口商为购买货物而拟订的对每笔交易都适用的一套共性的交易条件。一般交易条件应按所经营的
商品大类（如轻工业品、粮油食品、机械等）或按商品品种（如棉布、呢绒、真丝织物、人造丝
织物等）分别拟订。有的外贸企业由于其所经营的商品范围较广，而有必要按不同大类、品种拟
订数套一般交易条件。一般交易条件的内容虽各有不同，但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主要交易条件的补充说明，如品质机动幅度、数量机动幅度、允许分批 / 转运、保
险金额、险别和适用的保险条款、信用证开立的时间和到期日、到期地点的规定；
2）有关预防和处理争议的条件，如关于货物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的规定；
3）个别的主要交易条件，如通常采用的包装方法、凭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支付的规定等。
一般交易条件内容相对固定，一旦交易达成，这些条件就成为贸易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在实际业务中，买卖双方在建立业务联系之初，通常都会相互或单方面介绍一般交易条
件，经双方共同确认后，作为将来交易的基础，一般都使用固定格式印在合同的背面或正面的
下部，因此，一般交易条件也称为格式条款，对双方日后订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力。如果事先不取
得对方的同意，在具体交易达成后，再向对方提出所拟订的一般交易条件，将有可能被对方以提
出新的、额外的交易条件而加以拒绝，甚至否定已成立合同的有效性，并由此而引起争议甚至造
成经济损失。
一般交易条件虽然适用于所有的合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后的具体交易中，不得对一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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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条件中的任何规定作任何变更。与此相反，在磋商具体交易时，买卖双方完全可以根据交易
的实际需要，提出与一般交易条件不同的条件，其效力将超越一般交易条件中所规定的条件。
这是由于根据法律原则 ：事后协议可改变或否定事先协议 ；合同的书写条款可改变或否定印刷
条款。我国《合同法》第 41 条明确规定 ：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
条款。

（三）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
交易磋商的一般程序可概括为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四个环节。其中，发盘和接受是交易
必不可少的两个基本环节或法律步骤。只有一方的发盘被另一方所接受，交易才能达成，合同方
能成立。

1．询盘
询盘（inquiry）是指买方为了购买或卖方为了销售货物而向对方提出有关交易条件的询问。
主要是为了试探对方对交易的诚意和了解其对交易条件的意见。询盘的内容可涉及价格、品名、
品质、数量、包装、交货期以及索取商品目录或样品等，而多数询盘只是询问价格，所以，实际
业务中常把询盘称作询价。询盘可以由买方发出，也可以由卖方发出，可采用口头方式，亦可采
用书面方式，如询价单（inquiry sheet）格式进行询盘。目前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利用电子
邮件和商务网络询盘已成趋势。
询盘在通常的交易中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通常是一种内容不明确、不肯定、不全面或附有
保留条件的建议，这种建议具有要约性质，因此，对双方均无法律约束力。在国际贸易实务中，
发出询盘的一方通常是为了试探市场，了解市场和客户对自己交易条件的反应，寻求交易机会，
有时一方发出的询盘也表达了与对方进行交易的愿望，希望对方接到询盘后及时发出有效的发
盘，以便考虑接受与否。
询盘时应注意对询盘的对象事先有所选择，可根据以往的业务资料，或者经其他方面的查
询，选择适当的交易对象进行询盘 ；交易对象的多少也应根据产品和交易的具体情况确定，既不
宜在同一地区多头询盘，影响市场价格，也不宜只局限于个别客户而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同时
要注意策略，不应在同时期集中询盘，以免暴露我方销售或购买意图，而处于不利地位。
询盘时一般不直接用“询盘”的术语，而常用“请报价……”（Please quote…）、“请告……”
（Please advise…）、“ 请 电 传 告 ……”（Please advise by telex…）
、“ 对 ××× 有 兴 趣， 请 ……”
（interested in …please）
、“请发盘……”（Please offer…）等词句。例如：
买方询盘：请报 500 吨 L- 苹果酸成本、运费加保险至新加坡的最低价，12 月装运。
Please quote lowest price CIF Singapore for 500 M/T L-Malic Acid December shipment.
卖方询盘：可供纯度 99% 的 L- 苹果酸 500 吨，12 月份装运，如有兴趣请联系。
Supply 500M/T L-Malic Acid 99Pct December shipment please contact if interested.

2．发盘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发盘（offer）又称为报盘、发价、报价，是指交易的一方（发盘人）向
另一方（受盘人）提出购买或出售某种商品的各项交易条件，并愿意按照这些条件与对方达成交
易，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发盘既是商业行为，又是法律行为，在合同法中称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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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盘可以是对对方的询盘做出的答复，也可以在没有询盘情况下直接发出。发盘既可以由
卖方发出，也可以由买方发出。由卖方发出的发盘称作售货发盘（selling offer）；若由买方发
出，则称购货发盘（buying offer），或习惯称为递盘（bid）。一项发盘涉及的当事人包括发盘人
（offerer）和受盘人（offeree）。发盘一经受盘人在发盘有效期内表示接受，发盘人将受其约束，
有义务按发盘中规定的条件与对方订立合同 ；发盘对受盘人没有约束，受盘人有权在发盘的有效
期内要求对方按发盘中规定的条件与之签约。
发盘一般采用下列术语和词句 ：“发盘”（offer）、“发实盘”（offer ﬁrm ；ﬁrm offer）、“递
盘”（bid ；biding）、“递实盘”（bid ﬁrm ；ﬁrm bid）、“报价”（quote）、“供应”（supply）、“订购”
（book；booking）、
“订货”（order；ordering）。
（1）发盘的定义及构成发盘的必备条件。《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of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以下简称《公约》）第 14 条第 1 款对发盘
的定义为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盘人
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盘。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
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
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构成一项法律上有效的发盘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人提出。发盘必须指定可以表示接受的受盘人。受盘人可以是
一个，也可以指定多个。所谓“特定的人”，是指在发盘中指明个人姓名或企业名称的受盘人。
不指定受盘人的发盘，仅应视为发盘邀请（invitation to make offers）。
向特定对象做出发盘应与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向国外客商寄发商品目录、价目单和其他宣传
品的行为区别开来。广告的对象是广大社会公众，商品目录、价目单和宣传品是普遍寄发给为数
众多的客商的，这些对象都不属于特定的人，因此这类行为一般不能构成发盘，而仅能视为发
盘邀请。但是如果广告的内容十分明确肯定，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视为发盘。对此，《公约》为了
消除可能产生的歧义，明确规定发盘时必须指出特定的对象。《公约》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 ：“非
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人提出的建议，仅应视为邀请做出发盘，除非提出建议的人明确地表示
相反的意向。”在实际业务中，为了避免对方误解，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最好在向国外客商
寄发商品目录、价目单等宣传品时，在其中注明“所列价格仅供参考”（The prices stated are for
reference only）、“价格需经确认为准”（The prices shall be subject to conﬁrmation）或“价格可变
动，恕不事先通知”（The prices may be altered without prior notice）等字句。
2）表明订约意旨（contractual intent）
。一项发盘必须十分确定地表明发盘人有订约的意图，
即当其发盘被受盘人接受时，发盘人将承受约束的意旨，承担按发盘条件与受盘人订立合同的
法律责任，而不得反悔或更改发盘条件。表明承受约束的意旨，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
的。明示的表示，发盘人可在发盘时明白说明或写明“发盘”
“发实盘”或明确规定发盘有效期
等。暗示的表示，则应与其他有关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包括双方已确立的习惯做法、双方磋商的
情况、惯例和当事人随后的行为。
3）发盘的内容必须十分确定。一项发盘必须包括十分确定的内容，该内容应该是完整的、
明确的和终局的（complete，clear and ﬁnal）。对于什么是“十分确定”，《公约》第 14 条规定 ：
一项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如何确定数量和价
格，即为十分确定（sufﬁciently deﬁnite）。
”按此规定，一项订约建议只要列明货物、数量和价格
三项条件，即可被认为其内容“十分确定”，而构成一项有效的发盘。如该发盘为受盘人所接受，

10

国际贸易实务

即可成立合同。在实际业务中，如发盘所提出的交易条件太少或过于简单，会给合同的履行带来
困难，甚至容易引起争议。因此，在对外发盘时，最好将品名、品质、数量、包装、价格、交货
时间与地点以及支付办法等主要交易条件具体列明。
4）送达到受盘人。发盘必须被送达到受盘人（be communicated to the offeree），这是《公约》
和各国法律普遍的要求。这里的“送达受盘人”，是指将发盘的内容通知到受盘人本人，或其营
业地或其通信地址，或其惯常居住地。因此，发盘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只有被送达到受盘
人时才生效。如果发盘在传递途中遗失，则该发盘不生效，对发盘人不再有约束力。如果受盘人
在收到发盘之前，由其他途径获悉该发盘的内容，未收到发盘就主动表示接受，这样做合同是不
成立的，而只能被看做是双方的交叉发盘（cross offer）。

专栏1-1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一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 年在维也
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公约》于 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截至 2010 年 8 月，核准
和参加该《公约》的共有 76 个国家。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共分为四个部分：①适用范围；②合同的成立；③货物买卖；
④最后条款。全文共 101 条。《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公约》的基本原则。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与兼顾不同社会、经
济和法律制度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执行、解释和修订《公约》的依据，也是处理国际货物买
卖关系和发展国际贸易关系的准绳。
（2）适用范围。第一，《公约》只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即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双方当
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但对某些不能适用该《公约》的国际货物买卖做了明确规定。
第二，《公约》适用于当事人在缔约国内有营业地的合同，但如果根据适用于“合同”的冲突规
范，该“合同”应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也应适用《公约》，而不管合同当事人
在该缔约国有无营业地。对此规定，缔约国在批准或者加入时可以声明保留。第三，双方当事人
可以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不适用该《公约》（适用范围不允许缔约国保留）。
（3）合同的订立。包括合同的形式和发盘（要约）与接受（承诺）的法律效力。
（4）买方和卖方的权利义务。第一，卖方责任主要表现为三项义务 ：交付货物 ；移交一切与
货物有关的单据 ；移转货物的所有权。第二，买方的责任主要表现为两项义务 ：支付货物价款 ；
收取货物。第三，详细规定了卖方和买方违反合同时的补救办法。第四，规定了风险转移的几种
情况。第五，明确了根本违反合同和预期违反合同的含义以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当事人双方所
应履行的义务。第六，对免责根据的条件做了明确的规定。
1981 年 9 月 30 日我国政府代表签署本《公约》，1986 年 12 月 11 日交存核准书。核准书载
明，中国不受《公约》第 1 条第 1 款（b）、第 11 条及与第 11 条内容有关规定的约束。
第 1 条第 1 款（b）内容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
合同，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第 11 条内容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
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
一

根据百度百科等资料整理，具体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52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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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国提出了两项保留意见 ：①不同意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只同意《公约》适用于缔
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②不同意用书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订立、修改和终止合同。
（2）发盘的有效期。发盘中通常都规定有效期（term of validity）
，是指发盘人受约束的期限
和受盘人对发盘表示接受的时限。如果发盘中没有明确规定有效期，受盘人应在“合理时间”内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接受，否则无效。应视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按惯例处理。但“合
理时间”在国际上并无统一明确的解释，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有的为有效 2 天，有的为 2 周。因
此在实际业务中，通常明确规定发盘的有效期，以避免发生争议。规定有效期的常见方式有：
1）规定接受的最后日期，例如 ：
“发盘有效期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
（Offer valid until November
15, 2012）；
“发盘限 2012 年 12 月 10 日或之前复到”（Offer subject to reply received on or before
December 10, 2012）
。
2）规定接受的天数或一段接受的期间，例如 ：“发盘在发盘日起 5 天内有效”（Offer valid
within 5 days since the date of offer）；“发盘限发盘日后 3 天复到”（Offer subject to reply received
within 3 days after the date of the offer）。
采用这种规定有效期的方法，存在一个如何计算“一段接受期间”的起讫问题。根据《公
约》第 20 条规定 ：发盘人在电报或信件中订立的一段接受期间，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
发信日期起算。如信上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发盘人以电话、传真或其他
可立即传达到对方的通信方法订立的一段接受期间，从发盘到达受盘人时起算。在计算一段接受
期间时，这段期间内的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应计算在内。但是，如果接受通知在接受期间的最后
一天未能送达发盘人的地址，因为那天在发盘人的营业所在地是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则这段期
间应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案例讨论1-1

发盘有效期纠纷案

【案例介绍】
澳大利亚 A 公司有一批羊毛待售。7 月 11 日该公司销售部以信件形式向中国 M 纺织厂发盘，
明确了可供羊毛的数量、质量、价格等主要条件，并特别注明希望在 15 日内得到回复。但由于
业务人员疏忽，信件没有说明发盘有效期的起算日期，且忘记写发函日期。7 月 12 日 A 公司人
员将发盘函连同羊毛样品及公司 Catalog 等资料一起以特快专递方式寄出。7 月 19 日 M 纺织厂收
到快件，恰巧该纺织厂急需一批羊毛，即于第二天发传真确认，并请其准备尽快发货。不料，A
公司由于未收到 M 纺织厂的回信，已于 7 月 18 日将羊毛卖给其他纺织厂。M 纺织厂几次催货未
果，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要求 A 公司赔偿损失。M 公司的赔偿要求能否得到支持？
【案例分析】
本案例是由于 A 公司未明确发盘有效期的起算引发的纠纷。根据《公约》第 20 条规定，本
案例的发盘有效期应从 7 月 12 日发盘信件投出日起算，直至 7 月 27 日结束。我国 M 纺织厂的
接受于 7 月 20 日送达澳方 A 公司，属于有效接受。A 公司应赔偿 M 公司相关损失。
（3）发盘的撤回。《公约》第 15 条对发盘生效时间做了明确规定 ：“发盘在送达受盘人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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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那么，发盘在未被送达受盘人之前，如发盘人改变主意，或情况发生变化，这就必然会产
生发盘的撤回和撤销的问题。
发盘的撤回（withdrawal）是指发盘人将尚未被受盘人收到的发盘予以取消的行为。《公约》
第 15 条（2）款规定 ：“一项发盘，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也可以撤回，如果撤回的通知在发盘到
达受盘人之前或同时到达受盘人。”这一规定是建立在发盘尚未生效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任何
发盘，包括不可撤销的发盘，在其送达受盘人之前，即在其生效之前，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所
以，发盘人可以将发盘取消。
（4）发盘的撤销。发盘的撤销（revocation）指发盘人将已经被受盘人收到的发盘予以取消的
行为。
在法律上，“撤回”和“撤销”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撤回是指发盘尚未生效，发盘人采取
行动阻止它的生效。而撤销是指在发盘已生效后，发盘人以一定方式解除发盘对其的效力。
对于发盘能否被撤销，各国的法律规定有较大差异。英美法系的普通法（Common Law）认
为，发盘在原则上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在受盘人表示接受前，即使发盘中规定了有效期，发盘
人亦可随时撤销发盘或变更其内容。但有例外，即受盘人给予了“对价”（consideration）；或者
发盘人以签字蜡封的特殊形式发盘。大陆法系（Civil Law）认为，发盘人原则上应受发盘的约
束，不得随意撤销发盘，除非他在发盘中已表明不受其约束。
《公约》第 16 条规定 ：发盘可以撤销，其条件是发盘人撤销的通知必须在受盘人发出接受通
知之前传达到受盘人。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发盘不得撤销：
1）发盘中注明了有效期，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发盘是不可撤销的；
2）受盘人有理由信赖该发盘是不可撤销的，并且已本着对该发盘的信赖行事。
（5）发盘的失效。发盘的失效（termination）是指发盘法律效力的消失。它具有两个方面的
意义：一是发盘人不再受发盘的约束；二是受盘人不再享有接受发盘的权利。
发盘失效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有效期内未被接受而失效。明确规定有效期的发盘，在有效期内如未被受盘人接受，
即终止有效。未明确规定有效期的发盘，在合理时间内未被接受而失效。
2）受盘人做出拒绝或还盘。《公约》第 17 条规定 ：“一项发盘，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也于拒
绝通知送达发盘人时终止。”此外，当受盘人对发盘做出某些更改的还盘表示，便构成对原发盘
的实质上的拒绝，原发盘随之失效。如果受盘人反悔又表示接受，即使在原发盘的有效期之内，
合同也不能成立，除非原发盘人对该“接受”（实际上是原受盘人做出的一项新发盘）予以确认。
3）发盘人在受盘人做出接受前对发盘进行了有效的撤销。
4）法律的适用。如在发盘被接受前，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如死亡或精神失常等），法人破
产，或标的物灭失时，发盘便告失效。又如政府禁令或限制措施，以及人力不可抗拒的意外事故
也会造成发盘的失效。
（6）实盘、虚盘和发盘邀请。实盘（ﬁrm offer），又称有约束力的发盘，表示发盘人有肯定
订立合同的意图，受盘人一旦承诺，合同即告成立。实盘的特征有三 ：第一，发盘内容明确，发
盘中无任何含糊其辞的字句。第二，发盘内容完整，发盘中各项主要交易条件齐全。第三，发盘
无保留条件。实盘就是法律中的“要约”，必须满足构成发盘的条件，发实盘必然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运用实盘进行交易磋商时应注意三点 ：第一，实盘的含义不在于是否注明“实盘”字
样，而在于是否具备上述必要条件。第二，应根据磋商交易的全部过程来判定实盘。第三，实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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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在有效期内，发盘人不得任意撤销或修改，并要受其约束。
虚盘（non-ﬁrm offer）是发盘人有保留地按一定条件达成交易的一种不肯定的表示。它
通常没有肯定订约的表示，交易条件不完整、附有保留条件等特征。如发盘中写有“参考价”
（reference price），“以我方最后确认为准”（subject to our ﬁnal conﬁrmation）
，“以获得出口许可证
为准”（subject to export license being approved），“价格不经事先通知予以变动”（the prices may be
altered without prior notice）等。发虚盘的意图在于 ：试探对方交易态度、吸引对方递盘、使自己
保留对交易的最后决定权。虚盘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发盘人可以随时撤销或修改发盘内容。从
法律角度上看，虚盘不是一项要约，而是一个邀请发盘。
发盘邀请（offer invi-tation）是一项不肯定的订约建议。这种建议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它
只是起到邀请对方发盘的作用。发盘邀请不具备构成发盘所必需的四项条件，特别是它不具备前述
两项条件。虽然发盘邀请也可以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定的人做出，并送达对方，但做出发盘邀
请的一方不承担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确定责任，即使对方立即无条件同意发盘邀请中所提出的全部条
件。发盘邀请的内容也不是“十分确定”的。它所含的交易条件可能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明确
的，或者即使是完整和明确的，却不是终局的。此外，对发盘邀请不应规定有效期，否则，有可能
被视做发盘处理。在业务中往往是卖方货源尚未落实，提出的条件有不确定性，或者为争取较好的
价格，就同一批货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户邀请发盘，以便择优成交。也有的是为了探询市场情
况并且便于比较价格，一方通过新闻媒体，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向公众发出发盘邀请。

3．还盘
还盘（counter-offer）又称还价、反要约、新的发盘，是受盘人在接到发盘后，对发盘的内容
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为了进一步磋商，又向发盘人提出修改建议或变更内容的表示。
还盘有两个法律后果：其一，还盘是对发盘的拒绝，还盘一经做出，原发盘即失去效力，发盘
人不再受其约束；其二，还盘是受盘人向原发盘人提出的一项新的发盘。还盘做出后，还盘的一方
与原发盘的发盘人在地位上发生了变化。还盘人由原发盘的受盘人变成新发盘的发盘人，而原发盘
的发盘人则变成了新发盘的受盘人。新受盘人有权针对还盘的内容进行考虑，决定接受、拒绝或是
再还盘。一笔交易有时不经过还盘即可达成，有时要经过还盘，甚至往返多次的还盘才能达成。
还盘的形式可有多种不同，有的明确使用“还盘”字样，有的则不使用，而在内容中表示出
对发盘的修改，也构成还盘。例如：
你方 10 月 20 日邮件收悉，还盘每条 10 美元 CIF 纽约。
Your email October 20th counter offer USD 10 Per piece CIF New York.
你 2012 年 12 月 8 日电收到，我们遗憾地告诉你，你方所报价格太高。还盘价格 970 美元 /
公吨，装运期 2013 年 2 月 15 日前，其他条件不变。
Thank you for your offer of 8 December 2012. We are disappointed to tell you that the price is too
high. We can offer at USD970 per metric ton, for shipment before 15 February, 2013. We can accept what
else you say.
根据《公约》的规定，受盘人对货物的价格、付款、品质、数量、交货时间与地点、一方当
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的办法等提出添加或更改，均视为实质性变更发
盘条件，成为新的发盘。所以，还盘并不一定是还价，对付款方式、装运期等主要交易条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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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建议，也都属于还盘的性质。在还盘时，对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一般无须重复列出。

4．接受
（1）接受的定义及构成接受的必备条件。接受（acceptance）
，法律上称作承诺，是交易的一
方在接到对方的发盘或还盘后，同意对方提出的条件，愿意与对方达成交易，并及时以声明或行
动表示出来。接受和发盘一样，既属于商业行为，也属于法律行为。一方的发盘经另一方接受，
交易即告达成，合同即告成立。
接受一般用“接受”（accept）
、“同意”（agree）和“确认”（conﬁrm）等术语表示。当双方
还盘次数少，交易条件变化不多，情况简单时，在接受时可不必复述全部条件；如果还盘次数多，
交易条件变化多，情况复杂时，则在接受时最好复述全部条件，以避免双方在条件解释上的不一
致。例如：
你方 2012 年 8 月 20 日电子邮件我方接受。
Yours August 20th email we accept.
你方 5 月 25 日电子邮件我方接受，纯度 99% 的 L- 苹果酸 500 吨每公斤 10 美元 CIF 纽约 12
月份装运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
Yours May 25th email we accept 500M/T L-Malic Acid 99Pct at USD10/Kg CIF New York
December shipment irrevocable sight credit.
《公约》第 18 条第 1 款对接受的定义为 ：“被发盘人声明或做出其他行为表示同意一项发盘，
即是接受。
”根据此定义以及《公约》第 18 条第 2、3 款和第 19 条的规定，构成一项法律上有效
的接受，必须具备以下 4 个条件：
1）接受必须由特定的受盘人做出。如前所述，一项有效的发盘必须是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
定的人做出的。因此，对发盘表示接受，也必须是发盘中所指明的特定的受盘人，而不能是其他
人。第三方做出的接受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对发盘人没有约束力。如果第三方通过某种途径获悉
非向他做出的发盘，而向发盘人表示接受，该接受只具有“发盘”的性质，除非原发盘人表示愿
意按原定条件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否则合同不能成立。
2）接受必须表示出来。接受必须由受盘人以某种方式向发盘人表示出来。正如《公约》所
规定的 ：缄默或不行动本身不等于接受。如果受盘人收到发盘后，只是在思想上愿意接受对方的
发盘，但默不作声或不做出任何其他行为表示其对发盘的同意，则不能认为是对发盘表示接受。
所以，接受必须用声明或行为表示出来，声明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一般来说，发盘以口头
表示，则接受也以口头表示 ；发盘人如果以书面形式发盘，受盘人也以书面形式表示接受。若卖
方以发运货物，买方以开来信用证、支付货款等实际行动表示接受，即为用行动表示接受。
3）接受的内容必须要与发盘完全相符。根据传统法律规则，接受必须是绝对的、无保留的，
必须与发盘人所做出的发盘的条件完全相符。但在实际业务中，常有这种情况，受盘人在答复中
使用了“接受”的字眼，但又对发盘的内容做了增加、限制或修改，这在法律上称为有条件的接
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
，不能成为有效的接受，只是还盘。《公约》第 19 条第 1 款中规定 ：
“对发盘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变更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盘，并构成还盘。”
但是也不是说受盘人在表示接受时不能对发盘的内容做丝毫的变更，关键问题是看这种变更
是否属于实质性的。根据《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的规定，受盘人对原发盘的更改被分为实质性
变更（material alteration）和非实质性变更（nonmaterial alteration）
。“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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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的添加或
不同条件，均视为实质上变更发盘的条件”。实质性变更是对发盘的拒绝，构成还盘。《公约》中
还规定 ：“对发盘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
改变发盘的条件，除非发盘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差异外，仍构成接
受。” 在实际业务中，有时很难区分这两种变更，一般的做法是，如果对方对发盘内容做了变更，
只要是发盘人不能同意的，就应及时提出反对，阻止合同成立，以免延误时机，造成被动。另
外，有时也需要判定一项接受是“有条件的接受”，还是在接受的前提下的某种希望和建议。
“有
条件的接受”属于还盘，但如果受盘人在表示接受的同时提出某种希望，而这种希望不构成实质
性修改发盘条件，应看作是一项有效接受，而不是还盘。

案例讨论1-2

实质性变更发盘条件应视作还盘

【案例介绍】
我方 A 公司向美国旧金山 B 公司发盘某商品 100 公吨，每公吨 2 400 美元 CIF 旧金山，以
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收到信用证后 2 个月内交货，限 3 日内答复。第二天收到 B 公司回电称 ：
“Accept your offer shipment immediately.”
（接受你方发盘，立即装运）
A 公司未予答复。又过 2 天，
B 公司通过旧金山银行开来即期信用证，注明“shipment immediately”
。当时该货物国际市场价
格上涨 20%，A 公司以合同并未达成为由拒绝交货，并立即将信用证退回，于是双方发生争议。
【案例分析】
本案例涉及合同洽商发盘的有条件接受问题，所谓有条件接受是指受盘人在接受发盘人的发
盘时，对发盘的条件做了添加、限制或修改。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有
条件接受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实质上变更发盘条件，则构成还盘，还盘是对原发盘的拒绝，使原
发盘失效。同时，还盘还构成一个新的发盘，合同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原发盘人的态度，若原发
盘人同意，则双方合同关系成立；若原发盘人表示反对，则双方之间合同不成立。另一种情况是：
非实质性变更发盘条件，若为非实质性变更发盘条件，只要原发盘人不及时表示反对，则双方之
间的合同关系成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还规定 ：受盘人对货物的价格、付款、品
质、数量、交货时间和地点、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的办法等条
件提出添加或修改，均作为实质性变更发盘条件。
4）接受必须在发盘的有效期内传达到发盘人。发盘中通常都规定有效期。这一期限有双重
意义 ：一方面它约束发盘人，使发盘人承担义务，在有效期内不能任意撤销或修改发盘的内容，
过期则不再受其约束 ；另一方面，发盘人规定有效期，也是约束受盘人，只有在有效期内做出接
受，才有法律效力。如果发盘中未规定有效期，则应在合理时间内接受方为有效。
（2）逾期接受（late acceptance）。如果接受通知超过发盘规定的有效期限，或发盘未具体规
定有效期限而超过合理时间才传达到发盘人，就成为一项逾期接受。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受盘人的接受通知有时晚于发盘人规定的有效期送达，
这在法律上称为“逾期接受”或“迟到的接受”。对于这种迟到的接受，根据各国合同法的规
定，迟到的接受不是一项有效的接受，它必须经过原发盘人的确认后，合同才能成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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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盘人不受其约束，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公约》第 21 条规定逾期接受在下列两种情况下仍
具有效力：
1）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盘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将此种意思通知受
盘人。
2）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他书面文件表明，它在传递正常的情况下是能够及时送达
发盘人的，那么这项逾期接受仍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盘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方式通知
受盘人，认为该发盘已经失效。
对逾期接受，发盘人通常应立即向对方发出通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案例讨论1-3

对逾期接受的处理

【案例介绍】
我国广州某手套公司 D 于 10 月 12 日向美国客户 W 公司寄送一份商品目录，介绍其经营产品
范围，并附有精美图片。10 月 20 日 W 公司回电表示对其中的货号为 2011W、2121、2210 的女式
手套很感兴趣，每个货号订购 100 打，并要求大、中号各半，12 月份交货，请 D 公司报价。10 月
22 日 D 公司发盘如下 ：
“报 X 牌女式手套 300 打，货号 2011W、2121、2210 各 100 打，大、中号
各半，每双 CIF Los Angeles 12 美元，纸箱装，每箱 10 打，10 月份装运，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
10 月 31 日前复到有效。
”10 月 28 日 W 公司回电：
“10 月 22 日来电收悉。价格过高，每双 CIF Los
Angeles 10 美元可接受。
”次日，D 公司去电 ：
“贵公司 28 日电悉。最低价每双 CIF Los Angeles 11
美元，11 月 5 日复到有效。
”
11 月 3 日，D 公司收到 W 公司开出的 SWIFT 信用证，其中单价每双 11 美元，包装条款中注明
“纸箱装，每箱 15 打”
，其他与发盘相符。D 公司审证时发现 W 公司对包装条款所做的少许变更。D
公司的习惯包装是每箱 10 打，考虑到交货期临近，若提请修改，恐怕难以按时交货，而且即使按信
用证要求“15 打每箱”包装，也不会增加额外费用。因此，D 公司第二天回电表示收到信用证，并
寄出按信用证条款拟好的书面合同一式两份，要求对方签字。同时积极备货，准备按期交货。
11 月 7 日，储运部门通报，D 公司库存中没有可装 15 打手套的纸箱，现有纸箱只有 10 打、
20 打包装两种规格。D 公司随即与纸箱厂联系，纸箱厂称这种规格的纸箱很少见，该厂不能提供。
附近的几个纸箱厂也如此答复。在此情况下，D 公司一面四处落实箱源，一面于 11 月 9 日去电
W 公司，要求改为每箱 10 打或 20 打包装方式。11 月 12 日，W 公司回电 ：“贵公司收到信用证
时未提出异议，且贵方所拟合同中也已列明每箱 15 打装，现提出修改合同和信用证的要求，我
方难以接受。我方一直采用这种包装，如若更换，势必增加我方费用。若贵公司坚持变更并愿意
承担这部分费用的话，我方可考虑修改信用证。”
D 公司知对方欲以此要求要挟我方降价，故不再要求修改，竭力寻找箱源，终于在安徽省找
到一个能生产这种规格纸箱的厂家，虽按信用证要求交货期内完成发货，但为此增加了纸箱搜寻
和运输成本，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案例分析】
本案例中由于 D 公司对 W 公司的有条件接受处理不当，险些不能按信用证规定交货。W 公
司 11 月 3 日以开出信用证方式表示对 D 公司发盘的接受，按《公约》及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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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我国对行为接受做了保留，但实践中若客户以行为表示接受，为不失时机促成交易，我
方可拟好合同交对方签字，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 W 公司在信用证中对发盘的包装条款做了添
加，按《公约》第 19 条规定，该接受属非实质性变更的有条件的接受，
“除非发盘人在不过分延迟
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差异外，仍构成有效接受”
。D 公司未充分考虑就同意对方所做
的添加，并匆忙拟定合同之举欠妥，忽视了有无合适的纸箱包装这一问题，使自己陷入被动。
因此，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在做出接受前，需将对方接受条件与自己的原发盘做认真比较，
如发现对方变更了自己的发盘条件，应确认该变更是否为实质性变更，进而判断是否构成还盘或
再还盘，是否构成新发盘。如果无法判断，应结合市场动态、客户资信，有针对性地及时表态，
争取按照自己的经营意图达成交易，而非盲目拒绝或接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接受的生效与撤回。接受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盘人时生效。《公约》第 18 条规定 ：
以函电表示接受，接受的通知于送达发盘人时生效 ；受盘人对口头发盘必须立即接受，除非事先
约定具体有效期限。以行动表示接受时，无须向发盘人发出接受通知，在此情况下，接受于受盘
人做出某种行为时开始生效。
《公约》中对于接受的撤回的规定，与发盘的撤回基本相同。《公约》第 22 条有如下规定 ：
“如果撤回的通知于接受原应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盘人，接受得以撤回。”这就是说，撤回的通
知只要与接受的通知同时，或先于接受的通知到达发盘人，就可以将接受撤回。
接受不存在撤销问题，因为接受通知一经到达发盘人即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当事人如果反
悔，撤销合同，就会构成违约行为，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信息技术非常
发达和各国普遍采用现代化通信的条件下，当发现发出的接受存在问题而想撤回或修改时往往已
经来不及了，因此为了防止差错以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实际业务中应当审慎行事。

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签订
（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含义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亦称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按
照《公约》的规定，是指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契约。货物
买卖合同是指卖方为了取得货款而把货物的所有权移交给买方的一种双务合同。所谓“双务”
（bilateral）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承担义务，同时，双方相互享有权利，一方所承担的义务正
是另一方所享有的权利。在这种合同中，卖方的基本义务是交出货物的所有权，买方的基本义务
是支付货款。这是货物买卖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的一个主要特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同其
他合同一样，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二）合同有效成立的条件
交易一方的发盘一经对方有效接受，合同即告成立。但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还要视其是
否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根据各国合同法规定，一项合同，除买卖双方就交易条件通过发盘和接受
达成协议外，还需具备下述有效条件才算是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1．当事人必须在自愿和真实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各国法律都承认“契约自由”和“意思自主”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签订必须是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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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一方采取强制、威胁、暴力、诈骗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合同
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此外，当事人之间必须达成协议，这种协议是通过要约与承诺达成的一项合
同，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各国法律都认为，意思表示一致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就同
一标的交换各自的意思，从而达成一致的协议。如果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一项要约，而对方对
该项要约表示承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达成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2．买卖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订约的行为能力
签订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必须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按照各
国法律的一般规定，自然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才具有行为能力，而未成年人
或精神病人订立合同必须受到限制。关于法人签订合同的行为能力，各国法律一般认为，法人必
须通过其授权的代理人，在法人的经营范围之内签订合同，而且其活动范围不得超过公司章程的
规定，否则属于越权行为，合同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对未成年人、精神病
人签订合同的能力加以限制外，对某些合同的签约主体还做了一定的限定。如规定只有取得对外
贸易经营权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才能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没有该项经营权的企业如若要签
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委托有该项权益的企业来代理签约。

3．合同必须有对价和合法的约因
有些国家法律要求，一项在法律上有效的合同，除了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必须
具备另一项要素。这个要素，英美法称为“对价”（consideration）
，法国法称为“约因”（cause）。
按照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合同只有在有“对价”或“约因”的情况下，才是法律上有效的合
同；无“对价”或“约因”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

4．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
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这是几乎所有国家法律对合约订立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不仅
仅是指合同的内容，包括合同中约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标的本身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
规定，也是指合同的标的和内容不得违反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善良风俗 ；
同时合同的内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
52 条明确规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合同中违反我国的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
条款，如经当事人协商同意予以取消或改正后，则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5．合同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合同的形式是指订立合同的当事人达成的协议的表现形式。各国法律对合同成立的形式要求
不同。如有些国家从便利商业交往的角度出发，规定买卖合同可以以任何方式订立，无论是以口
头方式、书面方式或以行动来表示均无不可，听凭当事人自愿。有些国家从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出
发，规定某些合同特别是超过一定金额的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的方式订立。《公约》对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的形式原则上不加以限制，无论采用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虽然允许合同的订立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我国通常认为涉外经济合同是重
要的合同，原则上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因此我国在 1986 年 12 月 11 日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时，对公约的该项规定提出了保留，即订立、更改或终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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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可以包括信件、电报和电传。

（三）书面合同的形式
在国际贸易中，书面合同的格式和名称，不尽相同，形式很多，均无特定的限制。一般常用
的有销售合同、购货合同、成交确认书、协议、意向书、备忘录、订单等。我国对外贸易业务
中，主要采用的书面合同是销售合同、销售确认书两种。

1．合同
合同（contract）的内容比较全面、完整，对于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发生争议后如何处
理，均有较详细、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大宗商品或成交额较大的交易中，多普遍采用此种形式。
合同包括销售合同和购货合同。这两种合同的格式和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包括商品的品
名、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装运、保险、支付、商检、索赔、仲裁、不可抗力等条款。在我
国对外贸易实践中，通常由我国企业印制固定的格式，一式两份，成交后，由买卖双方按双方约
定的交易条件逐项填写，经双方签字，买卖双方各自保存一份。合同有正本和副本之分，合同副
本与正本同时制作，无须签字，亦无法律效力，仅供交易双方内部留作参考，其份数可视双方需
要而定。

2．成交确认书
成交确认书（conﬁrmation）属于简式合同的一种，是买卖双方在通过交易磋商，达成交易
后，由买卖双方加以确认的、列明达成交易条件的书面证明。确认书主要包括品名、规格、数
量、价格、包装、装运、保险和付款方式等条款。虽然它所包括的条款较为简单，但与合同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对买卖双方均有约束力。
成交确认书分为销售确认书（sales conﬁrmation）和购买确认书（purchase conﬁrmation）
。这
两种确认书基本一致，当达成交易时，通常也由企业填制事先印就的、格式固定的确认书，一式
两份，经双方签署后，各自保存一份，以备存查，并作为履行合同的依据。

3．协议
协议（agreement）在法律上是合同的同义词。只有协议对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
具体和肯定的规定，即使书面文件上被冠以“协议”或“协议书”的名称，一经双方签署确认，
即与合同一样对买卖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交易洽商的内容比较复杂，双方商定了一
部分条件，还有一部分条件有待进一步洽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双方先签订一个“初步协议”
（preliminary agreement）或“原则性协议”（agreement in general）
，同时在协议书中订明“本协议
属初步协议，正式合同有待进一步洽商后签订”之类的说明，这种协议就不属于正式有效的合同
性质。

4．意向书
在交易磋商尚未最后达成协议前，买卖双方为了达成某项交易，将共同争取实现的目标、设
想和意愿，有时还包括初步商定的部分交易条件，以书面形式记录，作为今后进一步谈判的参考
和依据。这种书面文件即称为“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
。意向书只是双方当事人达成某项协议
的意愿表示，不是法律文件，对当事人仅仅具有一定道义上的约束力。但根据意向书，有关当事
人彼此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进一步洽谈时，一般不应与意向书中所做的规定偏离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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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备忘录
备忘录（memorandum）是指进行交易洽商时用来记录洽商的内容，以备今后核查的文件。
如果当事人双方把洽商的交易条件完整、明确、具体地记入备忘录，并经双方签字，那么这种备
忘录的性质和作用与合同无异。如果双方洽商后，只是对某些事项达成一致或一定程度的理解或
谅解，并记入备忘录，作为双方的初步协议，以及今后进一步合作的参考依据，并常常冠以“理
解备忘录”或“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的名称，则这种备忘录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只是对双方具有一定道义上的约束力。备忘录在我国外贸实际工作中较少使用。

6．订单和委托订购单
订单（order）是指进口商或实际买家拟制的货物订购单。委托订购单（indent）是指由代理
商或佣金商拟制的代客购买货物的订购单。在我国出口贸易实践中，交易达成后，有的客户往往
发出订单，要求我方签署后退回一份。这种经洽商成交后发出的订单，实际上是国外客户的购买
合同或购买确认书。对此，我方应仔细审阅其内容，看其中的条款与双方已商定的各项交易条件
是否一致。如果内容一致或者虽有添加、更改之处，但情况并不严重且我方可以接受，则应按对
方要求签署订单。如果发现添加、更改之处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则必须及时向对方提出异议，
以免对方误认为我方已默认其订单中所列条款，进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此外，有些并未与我方
进行过磋商的国外客户有时会径自寄来订单，对于这类订单，应根据其具体内容区别其为发盘还
是发盘邀请，并及时予以答复。

（四）书面合同的内容
在进出口贸易中，书面合同的内容一般由下列三部分组成。

1．约首
约首是指合同的序言部分，其中包括合同名称、编号、合同当事人名称和地址、订约时间与
地点等。合同的订约地点往往要涉及合同准据法的问题，我国的出口合同的订约地点一般都写在我
国。有的合同将“订约时间和地点”在约尾订明。除此之外，在合同序言部分常常写明双方订立合
同的意愿和执行合同的保证。该序言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因此，在规定该序言时，应慎加考虑。

2．本文
本文是合同的主体部分，具体列明各项交易的条件或条款，包括货物的名称、品质、数量、价
格、包装、交货时间与地点、运输与保险、支付方式以及检验、索赔、不可抗力和仲裁等，这些条
款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也叫权利义务部分，一般分为合同的主要条款和一般条款。

3．约尾
约尾涉及合同的效力范围和有效条件等主要问题，所以又称为效力部分。一般列明合同适用
的法律和惯例、合同的份数、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生效的时间以及双方代表签字等内容。有的
合同还根据需要缮制附件及其效力附在合同后面，作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签订书面合同的意义
如前所述，买卖双方经过磋商，一方的发盘被另一方有效接受后，交易即达成，合同即告成
立。成交后，另行签署一份合同或确认书不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必备条件。但是，在国际贸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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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双方当事人达成交易后，一般均签订一份具有一定格式的书面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因为签订书面合同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书面合同是合同成立的证据
根据法律要求，凡是合同必须能得到证明，提供证据，包括人证和物证。书面合同因有买卖
双方的正式签订而为其有效成立提供了证据。某些被国家法律认可具有效力的口头合同，更需要
用一定的书面形式加以确定，以成为口头合同有效成立的书面证据。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证据，
书面合同在处理双方争议问题上的作用显得最为突出。当双方将其争议提交仲裁或诉讼时，书面
合同可以作为仲裁庭或法官进行仲裁和做出判断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没有这种书面形式的证据，
就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有理的一方，也会丧失其权益。

2．书面合同是合同生效的条件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有时合同的生效是以签订书面合同为条件的。如果买卖双方磋商时，一
方要求以签订书面合同为准时，即使双方已对交易条件全部协商一致，在书面合同签订之前，合
同不能生效。在此情况下，签订书面合同就是合同生效的条件。另外，有些国际的法律或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或当事人约定签订书面合同的，都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否则，就是
违法或违规的。有些国家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某些合同必须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合同才能
成立，例如“要式合同”。对于这类合同，仅由买卖双方予以书面签订还不够，要待政府主管部
门批准后，才能成为有效合同。

3．书面合同是履行合同的依据
合同履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很多环节和部门，只有各方面都围绕同一个合同协
同动作，才能有序、正确地履行合同。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一份包括各项
交易条件或条款的合同，就会给合同的履行带来许多不便。所以，在实际业务中，签订书面合同
或用书面形式加以确定的口头合同作为履行合同的依据，来规定双方各自应享受的权利和应承担
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节

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

国际贸易的当事人通常身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各国或地区的法律和制度不尽相同，国际
贸易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也有较大不同。概括起来，国际贸易适用的法律法规与惯例主要有三个方
面：国际条约、国内法和国际贸易惯例等。

一、国际条约
1．国际条约的含义及特点
国际条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确定彼此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军事等方
面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缔结的诸如公约、协定和议定书等各种协议的总称。
贸易条约与协定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确定彼此间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的权利
和义务关系而缔结的书面协议。它是国际条约与协定的一种，是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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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和法律依据之一。

2．国际商事中的主要国际条约
（1）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公约
1）《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维也纳，1980）
2）《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海牙，1964）
3）《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时效期限公约》（纽约，1974）
（2）关于国际货物运输的公约
1）《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1924）
2）《有关修改统一提单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简称维斯比规则，1968）
3）《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简称汉堡规则，1978）
4）《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1929）
5）《修改华沙公约议定书》（简称海牙议定书，1955）
6）《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简称国际货协，1951）
7）《关于铁路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简称国际货约，1961）
8）《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1980）
（3）关于国际支付的公约
1）《汇票、本票统一法公约》（日内瓦，1930）
2）《解决汇票本票法律冲突公约》（日内瓦，1930）
3）《统一支票法公约》（日内瓦，1931）
4）《解决支票法律冲突公约》（日内瓦，1933）
5）《联合国国际汇票国际本票公约》（日内瓦，1988）
（4）关于对外贸易管理的公约
《国际贸易组织协议》（马拉喀什，1994）
（5）关于贸易争端解决的公约
1）《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纽约，1958）
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马拉喀什，1994）
（6）关于国际投资的公约
1）《解决一国与他国国民投资争议的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1965）
2）《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简称汉城公约，1985）
（7）关于知识产权的公约
1）《保护知识产权巴黎公约》（巴黎，1967）
2）《商标注册马德里公约》（马德里，1995）
3）《伯尔尼公约》（伯尔尼，1971）
4）《世界版权公约》（日内瓦，1971）

二、国内法
1．国内法的含义
国内法是指由某一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在本国主权管辖内生效的法律。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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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因此订立合同时，经常会涉及适用何国法律作
为争议处理依据的问题。

2．目前我国涉及有关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内法
（1）适用于国际贸易买卖的国内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 年 3 月 15 日通过，
1999 年 10 月 1 日生效）。
（2）适用于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的国内立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1992 年 11 月 7 日通过，1993 年 7 月 1 日生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3）适用于国际货款收付的国内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1995 年 5 月 10 日通过，
1996 年 1 月 1 日生效）。
（4）适用于对外贸易管理的国内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
（5）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国内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三、国际贸易惯例
1．国际贸易惯例的含义
国际贸易惯例（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经过长期反复实践形成
的，并经过国际组织加以解释和编纂的一些行为规范或习惯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第 9 条对国际贸易惯例的解释为 ：“在国际贸易上已经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
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贸易惯例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国际贸易惯例应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经长期反复实践而形成的某种商业方法或通例或行
为规范。
2）国际贸易惯例的内容必须是明确肯定的，并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认可。
3）国际贸易惯例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众所周知的，从事该行业的人们认为是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

2．国际贸易惯例的使用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在当前各国积极谋求国际贸易法律统一化的过程
中，国际贸易惯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贸易界和法律界的重视。许多
国家在立法中明文规定了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在国际立法中，特别是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
合同公约》中，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也被充分肯定。《公约》明确规定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排
除适用的惯例，或双方采用和经常遵守的惯例，即使当事人未明确同意采用，也可作为当事人默
示同意惯例，因而该惯例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法律是有本质不同的。国际贸易惯例本身不是法律，虽然采用国际贸易
惯例已成为国际范围内的一种趋势，但国际贸易惯例对贸易当事人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使用是
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运用国际贸易惯例，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国际贸易惯例不能与有关的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在运用时应对国际贸易惯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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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事实进行必要的审查。
2）国际贸易惯例不宜与合同明确规定的条款相冲突。
3）当事人未明确主张使用国际贸易惯例时，法官或仲裁员有权主动适用有关的国际贸易惯例。
如果对于同一争议有几个不同的惯例存在，则应考虑适用与具体交易有密切联系的国际惯例。

3．常用的国际贸易惯例
（1）关于国际贸易术语
1）《1932 年华沙 - 牛津规则》（Warsaw-Oxford Rules）
2）《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ﬁnition 1990）
3）《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INCOTERMS）
（2）关于国际货款收付
1）《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2006 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 600 号出版物（UCP600）
2）《托收统一规则》（1995 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 522 号出版物（UCP522）
3）《国际保付代理惯例规则》（1994 年）
4）《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1992 年）
（3）关于运输与保险
1）《伦敦保险协会保险条款》（2009 年）
2）《约克 - 安特卫普规则》（国际海事委员会）
（4）关于国际仲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本章小结
进出口贸易是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中心进行的，其中，交易磋商是要达成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的第一步。交易磋商是以成立合同为目的的，一旦双方对各项交易条件协商一致，买卖合同即
告成立。磋商是合同的根据，合同是磋商的结果。交易磋商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进行，磋
商的内容就是合同的条款。交易磋商的程序一般包括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其中发盘和接受
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买卖双方就各项交易条件达成协议后，并不意味着此项合同一定有效。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还需具备一定的有效条件，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在我国对外贸易业务中，
主要采用的书面合同是销售合同和销售确认书两种。书面合同的内容一般由三部分组成 ：约首、
本文和约尾，其中本文是合同的主体部分。签订书面合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交易磋商 business negotiation

发盘 offer

还盘 counter-offer

接受 acceptance

实质性变更 material alteration

逾期接受 late acceptance

国际贸易惯例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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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
1．谈判中卖方主动发盘报价叫（
A．报盘

）。

B．递盘

2．在谈判中买方主动发盘报价叫（
A．报盘
A．询盘

D．受盘

C．受盘

D．递盘

C．虚盘

D．递盘

）。

B．还盘

3．不可撤销的发盘叫做（

C．还盘

）。
B．实盘

4．在进出口交易洽商的有关环节中，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环节是（
A．询盘

B．发盘

5．一项发盘，经过还盘后，则该项发盘（

C．还盘

）。

D．接受

）。

A．失效

B．对原发盘人有约束力

C．仍然有效

D．对还盘人有约束力

6．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合同成立的必要程序是（

）。

A．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

B．发盘、接受和签约

C．询盘、发盘、还盘、接受和签约

D．发盘和接受

7．逾期接受按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是（

）。

A．还盘

B．应当视为一项新的发盘

C．接受

D．询盘

8．《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发盘内容“十分确定”的解释是（

）。

A．明确规定合同的有效期

B．规定责任范围和解决争端的办法

C．规定交货地点和时间

D．明确货物、规定数量和价格

9．我国对外贸易实践中所称的“虚盘”是对应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
A．发盘

B．还盘

10．下列哪个行为构成接受？（

C．接受

）
。

D．询盘

）

A．你 6 日电接受，交货期改在本月底
B．你 6 日电接受，100 个单位包装另加托盘装运
C．你 6 日电接受，请提供中国原产地证
D．你 6 日电接受，另需 100 打同样条件
二、多项选择题
1．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受盘人对（

）等内容提出添加或变更，均

作为实质性变更发盘条件。
A．价格

B．付款

C．品质

D．数量

2．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卖方的基本义务有
（

）。

A．提交合格货物

B．办理运输

C．提交合格的单据

D．转移货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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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磋商的程序包括有（
A．询盘

）。

4．还盘在性质上属于（

B．发盘

C．还盘

D．接受

）。

A．一项新的发盘

B．对还盘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C．对原发盘的拒绝

D．对原发盘人具有约束力

5．一项发盘在下列哪种情况下失效？（

）

A．被发盘人撤回或撤销

B．被受盘人还盘

C．被受盘人拒绝

D．超过发盘规定的接受有效期

6．书面合同签订的意义在于（

）。

A．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基础

B．合同生效的条件

C．合同成立的证据

D．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基础

三、简答题
1．发盘和接受的条件有哪些 ?
2．如何区分一项答复是还盘还是接受 ?
3．发盘在何种情况下失效？
4．怎样处理逾期接受？
5．怎样理解对原发盘的实质性更改和添加？
6．书面合同有哪些形式？既然一项发盘经有效接受合同即宣告成立，为什么还要签订书面
合同？
四、案例分析
1．A 在 2 月 17 日用航空信寄出一份注有“不可撤销”字样的实盘给 B，规定受盘人在 2 月 25
日前答复有效。但 A 又于当日下午用电报发出撤回通知，该通知于 2 月 18 日上午送达 B 处。
B 于 2 月 19 日才收到 A 航空邮寄来的实盘，由于考虑到发盘的价格对他有利，于是立即用电
报向 A 发出接受通知。试问：合同成立否？
2．上海 B 公司于 10 月 20 日收到香港 A 商行出售木材的发盘，发盘中列明各项必要条件，
但未规定有效期。经研究后，B 公司于 22 日上午 11 时整，向上海电报局交发对上述发
盘表示接受的电报，该电报于 22 日下午 1 时整送达香港 A 商行。在此期间因木材价格上
涨，香港 A 商行于 22 日 9 时 15 分向香港电报局交发电报，其电报如下 ：“由于木材价格
上涨，我方 10 月 20 日电发盘撤销”，A 商行的电报于 22 日 11 时 20 分送达 B 公司。试
问：合同是否成立？
3．A 向 B 发盘：“供应 50 台拖拉机，丰收牌，100 匹马力，每台 CIF 香港 6 500 美元，订立合同
后两个月装运，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支付，请电复”。B 在收到发盘后立即复电 ：“我方接受
你方的发盘，订立合同后立即装船。”但 A 未作答复，试问上述情况下合同成立否？
4．我出口企业于 6 月 1 日用电传向英商发盘销售某商品，限 6 月 7 日复到。6 月 2 日收到英商来
电 ：“如价格减 5% 可接受。”我方尚未对英商来电作答，由于该商品的国际市价剧涨，英商
又于 6 月 3 日来电传表示 ：“无条件接受你方 6 月 1 日发盘，请电告合同号码。”试问 ：在此
情况下，我方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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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某外贸公司于 3 月 1 日向美商发去电传，发盘供应某农副产品 1 000 公吨并列明“牢固麻
袋包装”。美商收到我方电传后立即复电表示 ：“接受，装新麻袋装运”。我方收到上述复电
后，即着手备货，准备于双方约定的 6 月份装船。数周后，某农副产品国际市价猛跌，针
对我方的催证电传，美商于 3 月 20 日来电称 ：“由于你方对新麻袋包装的要求未予确认，
双方之间无合同。”而我外贸公司则坚持合同已有效成立，于是双方对此发生争执。试问 ：
此案应如何处理？说明理由。

C

hapter2

第二章

国际贸易术语

学习目标
◆

掌握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性质与作用，了解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与规则

◆

掌握《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 6 种主要贸易术语的含义、特点及其应用，能够比

较贸易术语的异同
◆

掌握《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与《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主要区别

◆

了解其他国家贸易术语的含义

案例导入
森德国际贸易公司与南非 NEO 公司通过磋商，确定达成交易，森德公司向 NEO 公司出口碎
片蘑菇罐头（CANNED MUSHROOMS PIECES & STEMS）1 800 箱，并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关于
合同中的价格条款，NEO 公司希望森德公司报 FOB 价，由该公司派船、办理保险，以便控制船期
和保险等事宜。但森德公司提出，按照该商品的贸易惯例，一般都以 CIF 价成交。经协商后，NEO
公司接受了森德公司的报价。合同中的价格条款确定为：USD9.8/CARTON CIF CAPE TOWN。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与国内买卖合同不同，在价格条款中，需要通过确定的贸易术语规定交易双
方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卖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交合格的货物和单据，买方的对等义务是收取货物和支
付货款。通过贸易术语，还可以明确交易双方在货物交接过程中，有关风险、责任和费用的划分，
这不仅关系到商品价格的确定，更关系到合同履行中一旦发生争议，如何确定违约事件和责任的归
属。因此，学习和掌握国际贸易中现行的各种贸易术语及有关国际惯例，对于国际贸易合同的履行，
明确当事人基本义务和合理规定价格，以及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贸易争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国际贸易术语概述

一、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
贸易术语（trade terms），又称贸易条件、价格术语（price terms），是在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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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以英文缩写来表明商品的价格构成，说明货物交接过程中有关的买卖双方的风险、责
任和费用划分问题的专门用语。贸易术语规定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在多个重要环节中各自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卖方的交货地点；
第二，货物发生损坏或灭失的风险转移的时间和地点；
第三，由谁办理有关的运输、保险及通关手续，并支付相关的费用；
第四，买卖双方各有怎样的交单责任。
国际贸易的买卖双方在规定合同的价格条款时使用贸易术语，既可节省交易时间和费用，又
可简化交易磋商和买卖合同的内容，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交易的达成和贸易的发展。

二、有关贸易术语的贸易惯例
早在 19 世纪初，贸易术语就已开始被运用到国际贸易中。但是，最初国际上对各种贸易术
语并无统一的解释。为了消除分歧，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上的某些商业团体、学术机构试
图统一对贸易术语的解释，并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贸易术语的解释和规则。这些解释和规则为较
多的国家或贸易团体所熟悉、承认和采用，就成为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目前，国际上
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1932 年华沙 - 牛津规则》
该惯例由国际法协会于 1928 年在波兰首都华沙制定，共有 22 条规则。后于 1932 年在英国
牛津修订为 21 条，定名为《1932 年华沙 - 牛津规则》（Warsaw-Oxford Rules 1932，简称 W. O.
Rules 1932）。这一规则对于 CIF 合同的性质、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及所有权的转移方式
等问题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解释，至今仍有较大权威性。它对 CIF 贸易术语确定的性质，被后来的
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所采用。

（二）《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
该惯例最早于 1919 年在纽约由美国 9 个商业团体联合制定，原称《美国出口报价及其缩写
条例》。后来在 1941 年美国第 27 届对外贸易会议上做了修订，并更名为《1941 年美国对外贸易
定义修订本》（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ﬁnition 1941）。1990 年又加以修订，改称《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Revised American Foreign Trade Deﬁnition 1990）。其共对 6 种贸易
术语做了解释，分别是 Ex（Point of Origin）、FOB、FAS、C&F、CIF 和 Ex Dock（named port of
importation）
。而其中 FOB 又分为六种情况（见表 2-1）。
表 2-1 《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中的贸易术语
贸易术语
EXW

英文全称
Ex Works（named place）
FOB（named inland carrier at named inland point of
departure）

FOB

Free On Board（named inland carrier at named inland
point of departure）Freight Prepaid to（named point of
exportation）

中文名称
工厂交货，指定起运地点
指定国起运地点的指定国内运输工具上交货

指定国内起运地点的指定运输工具上交货，运费
预付至指定出口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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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贸易术语

英文全称

中文名称

Free On Board（named inland carrier at named inland point
of departure）Freight Allowed to（named point）

指定国内起运地点的指定运输工具上交货，扣除
至指定地点运费

Free On Board（named inland carrier at named point of
exportation）

FOB

Free On Board Vessel（named port of shipment）
Free On Board（named inland point in country of
importation）

指定出口地点的指定国内运输工具上交货
指定装货港船上交货
进口国指定国内地点运输工具上交货

FAS

Free Along Side Vessel（named port of shipment）

指定装货港船边交货

CFR

Cost and Freight（named point of destination）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地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int of destination）

成本加保险费、运费，指定目的地

DEQ

Delivered Ex Quay（Duty Paid）

目的港码头交货，关税已付

本规则在北美大陆有较大影响，虽然美国贸易界已同意使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以实现贸易术语解释的国际性和统一化，但事实上部分美国贸易商仍继续使用修订本。由于它
对贸易术语的解释，特别是对 FOB 术语的解释与《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有所不同，所以
在同该区域客户进行贸易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两大惯例文本的差异，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甚
至纠纷。

（三）《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INCOTERMS®）
是一套国际商会关于国内外贸易术语使用的通则，旨在便利全球贸易活动。自 1936 年国际
商 会 创 立 国 际 贸 易 术 语 解 释 通 则 以 来， 其 分 别 于 1953 年、1967 年、1976 年、1980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07 年对通则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现行的版本是《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以下简称《2010 年通则》），是国际商会第 715 号出版物（INCOTERMS®2010，ICC
Publication 715）
，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0 年通则》中，对买卖双方义务的描述仍采用“A 卖方义务，B 买方义务”的方式对应
编排，对买卖双方分列了 10 项义务（见表 2-2）。
表 2-2 《2010 年通则》对买卖双方责任的规范
A1 卖方一般义务
A2 许可证、授权、安检通关和其他手续
A3 运输合同与保险合同
A4 交货
A5 风险转移
A6 费用划分
A7 通知买方
A8 交货凭证
A9 查对—包装—标记
A10 协助提供信息及相关费用

B1 买方一般义务
B2 许可证、授权、安检通关和其他手续
B3 运输合同与保险合同
B4 收取货物
B5 风险转移
B6 费用划分
B7 通知卖方
B8 交货证据
B9 货物检验
B10 协助提供信息及相关费用

《2010 年通则》解释了 11 种贸易术语，并将其分为两大类：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或多种运输
方式的术语和适用于海运及内河水运的术语，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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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010 年通则》的 11 种贸易术语
组

别

贸易术语

中文含义

适用的运输方式

第一类

EXW Ex Works
FCA Free Carrier
CPT Carriage Paid To
CIP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DAP Delivered at Place
DAT Delivered at Terminal
DDP Delivered Duty Paid

工厂交货
货交承运人
运费付至
运费、保险费付至
目的地交货
目的地或目的港的集散站交货
完税后交货

任何运输方式或多种运输方式

第二类

FAS Free Alongside Ship
FOB Free On Board
CFR Cost and Freight
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船边交货
装运港船上交货
成本加运费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

海运及内河水运

第一类中的七个贸易术语，不论选用何种运输方式，也不论是否使用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
均可适用，甚至也适用于没有海上运输的情形。但是，这些术语也能够用于当船舶只作为运输的
一部分的情形，只要卖方交货点，或者货物运至买方的地点，或者两者兼备，在装船之前。
第二类术语，交货地点和将货物交至买方的地点都是在港口，因此被划分为“适于海运及内
河水运的术语”。在 FOB、CFR 和 CIF 三个术语中，省略了以船舷作为交货点的表述，取而代之
的是货物置于“船上”时构成交货，这样的规定更符合当今商业现实，且能避免那种已经过时的
风险在一条假想垂直线上摇摆不定的情形出现。

三、《2010年通则》的主要特点
《2010 年通则》考虑了无关税区的不断扩大、商业交易中电子信息使用的增加，货物运输中
对安全问题的进一步关注以及运输方式的变化。《2010 年通则》更新并整合了与“交货”相关的
规则，将术语总数减至 11 条，并对所有规则做出更加简洁、明确的陈述。

（一）新增了 2 个术语，删除了 4 个术语
与《2000 年通则》相比，删除了《2000 年通则》中四个 D 组贸易术语，即 DDU、DAF、
DES、DEQ，只保留了 D 组中的 DDP，另外新增了两个 D 组贸易术语，即 DAT 与 DAP。这两
个新增术语中，交货地点都在指定地。
DAT（Delivered at Terminal）可以用于任何运输方式和多式联运，DAT 是指当货物运输到某
一港口被卸货后，卖方根据买方的指示将货物运输到某一港口集散站或某一目的地。在 DAT 的
条件下，卖方有出口清关的义务，没有进口清关的义务。通常认为，在集装箱运输，并且在目的
地货物卸载后被装入集装箱堆码的情况下，DAT 要比 DEQ 更加合适。以前没有一个贸易术语能
够较好地解决在买方所在地的集装箱问题。
DAP（Delivered at Place）代替了 DAF、DES 和 DDU，在 DAP 条件下，货物被卖方交付到
买方指定的目的地。卖方承担货物运送到指定目的地的所有风险。

（二）《2010 年通则》将贸易术语分为两大类
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2010 年通则》把 11 种贸易术语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适用于任何运
输方式或多式运输的 7 种贸易术语，即 EXW、FCA、CPT、CIP、DAP、DDP 和 DAT 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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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术语可以用于没有海洋运输的情形，也可用于船只作为运输的一部分的情形，只要卖方交货
点，或者货物运至买方的地点，或者两者兼备，在装船之前。
第二类包括了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水运的 4 种贸易术语，即 FAS、FOB、CFR 和 CIF。这类
术语的交货地点和将货物交至买方的地点都是港口。其中 FOB、CFR 和 CIF 术语中省略了以船
舷作为交货点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货物置于“船上”时构成交货。这样的规定更符合商业现
实，且能避免已经过时的风险在一条假想的垂直线上摇摆不定的情形。

（三）《2010 年通则》中的贸易术语对国际和国内货物买卖合同均可适用
《2010 年通则》正式认可所有贸易规则既可以适用于国内交易也可以适用于国际交易。所
以，《2010 年通则》在一些地方明确规定，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有义务遵从进口或者出口的手
续。传统的 INCOTERMS 规则只在国际销售合同中运用，此种交易货物运输都需跨越国界。这
一规定使得《2010 年通则》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各类贸易中，企业脱离了以前在国内贸易中引用
INCOTERMS 条款名不正言不顺的窘境。

（四）增加了“使用说明”
每一种《2010 年通则》中的术语在其条款前都有一个使用说明（guidance note）。使用说明
解释了每个术语的要点，如该术语何时适用，风险何时转移和买卖双方如何分摊费用。这些使用
说明不是术语正式规则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用来帮助和引导使用者准确有效地为特定交易选择
合适的术语。

（五）赋予电子通信方式完全等同的功效
《2000 年通则》已经确定了可以被电子数据交换信息替代的文件。然而《2010 年通则》中
A1/B1 赋予电子通信方式和纸质通信相同的效果，只要缔约双方同意或存在国际惯例。这一规
定，有利于促进《2010 年通则》中新的电子程序的演进。

（六）充分考虑了保险条款的变动
新规则考虑了 2009 年修订的《伦敦保险协会货物保险条款》，《2010 年通则》新包含了很多
关于买卖双方如何分配报关与协助报关责任的条款。卖方和买方分别要帮助对方提供包括与安全
有关的信息和单据，并向受助方索偿因此而发生的费用。

（七）安检通关及其通关所需信息
如今人们对货物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日益关注，因而要求检定货物，不会因为除其自身
属性外的原因而造成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因此，《2010 年通则》在各术语的 A2/B2 和 A10/B10 条
款中，明确了买卖各方间完成或协助完成安检通关的义务，比如产销监管链信息。

（八）明确了码头作业费的分摊
在《2000 年通则》的条件下（比如 CIF 和 CFR），买方有可能遇到对于同样的服务重复支付
费用的情形。卖方通常会将运费考虑进价格，然而，在目的港或集装箱目的地，买方有时会被承
运人索要货物地面操作费。《2010 年通则》为了避免上述重复支付的问题，清楚地分派了费用的
支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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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连环贸易的补充
与特定产品的销售不同，在商品销售中，货物可能在一笔连环贸易（string sales）下的运输
期间被多次买卖，由于连环贸易中货物由第一个卖方运输，作为中间环节的卖方就无须装运货
物。因此，处在销售链中端的卖方不是以运送货物的方式，而是以获得（procure）货物的方式，
履行其对买方的义务。着眼于贸易术语在连环贸易模式下的应用，《2010 年通则》的相关术语中
包括了“获得运输中货物”的义务，并以其作为在相关术语中运输货物义务的替代义务。

（十）术语的使用解释
《2010 年通则》为了便利使用者，对几个专用词在本通则中的特定含义做出指导性说明。
承运人：在《2010 年通则》术语中，承运人是签约承担运输责任的一方。
海关手续 ：指为遵守任何适用的海关规定所需满足的要求，并可包括各类文件、安全、信息
或实物检验的义务。
交货：在贸易法律与实务中，此概念有多种含义。但在《2010 年通则》术语中，其所指的是
货物灭失与损坏的风险从卖方转移至买方的点。
交货凭证：此词现为 A8 的标题。它是指证明已交货的凭证。在《2010 年通则》许多术语中，
交货凭证是运输凭证或对应的电子记录。但是，在使用 EXW、FCA、FAS 和 FOB 时，交货凭证
可能仅仅是一张收据。交货凭证也会有其他作用，比如作为支付安排的构成部分。
电子记录或程序 ：由一条或多条电子信息组成的整套信息，同时如适用时与对应的纸质凭证
具有同等效力。
包装：此词可用于不同目的。
（1）为满足买卖合同的要求对货物进行包装。
（2）为适应运输需要对货物进行包装。
（3）在集装箱或其他运载工具中装载包装好的货物。
在《2010 年通则》术语中，包装所指的是以上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2010 年通则》中的术
语不涉及各方在集装箱内的装载义务，因此，如需要的话，各方应在买卖合同中做出约定。

专栏2-1

国际贸易术语的产生与发展

一

中世纪时期的海外贸易，一般都是商人自己将货物运往国外销售，或亲自到海外采购货
物，运回国内销售，因此货主承担了全部的风险、责任和费用。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到 19
世纪初，出现了装运港船上交货的 FOB 术语。在当时，FOB 仅规定了由买方租船接货，卖方
将货物交至买方租定的船上，买方当场验货，货物与样品相符就立即支付货款。19 世纪中叶，
随着保险公司的成立和银行参与贸易结算，以 CIF 为代表的单据买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
常用的贸易做法。
但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往往处于不同的国度，而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习惯
又有所不同，这就容易引发误解、争议和诉讼，从而导致时间和金钱的大量浪费。为解决这些
问题，便于商人们交易，就需要编订一个统一的贸易术语解释出版物。有鉴于此，国际商会于
1921 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授权“贸易术语委员会”搜集各国所理解的贸易术语的摘要，
一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冷柏军的《国际贸易实务》（第 2 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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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广泛征求出口商、进口商、代理人、船东、保险公司和银行等各方面的意见，来寻求一个
各方均适用的贸易术语解释。摘要的第 1 版于 1923 年出版，内容涉及 FOB、FAS、FOT 或 FOR、
Free Delivered、CIF 以及 C&F 6 种贸易术语 ；摘要的第 2 版于 1929 年出版，其摘录并整理了 35
个国家对上述 6 种术语的解释，内容经整理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后又经过几年的磋商和研讨，国
际商会最终于 1936 年 6 月在理事会会议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1936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
通则》（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INCOTERMS 1936），简称《1936
年通则》，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此后，为适应不断变化的贸易形势，国际
商会又分别于 1953 年、1967 年、1976 年和 1980 年、1990 年、2000 年、2007 年对《国际贸易术
语解释通则》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和修订。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针对西欧与东欧国家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盛行边境交货
及进口国目的地交货的贸易实务，国际商会于 1967 年补充了边境交货（DAF）和完税后交货
（DDP）两种贸易术语。
随着集装箱运输方式的发展，多式联运应运而生，门到门的交货方式已逐渐被世界各地广泛
采用。为配合此种国际贸易的需要，国际商会于 1980 年增订了货交承运人（FCA）术语，其目
的是适应在海上运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交货点不再是传统的 FOB 点（货物越过船舷），而是
在货物装船之前运到陆地上的某一点，在那里将货物装入集装箱，以便经过海运或其他运输方式
（即多式联运）继续运输。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电子资料交换系统在国际贸易中被日益频繁应用，越来越多的交易通
过电子计算机通信网络来处理。以电子单证代替纸质单证成为全球贸易的潮流，因此，1990 年修
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明确规定在卖方必须提供商业发票或合同可能要求的其他单证
时，可提供“相等电子单证”，以替代纸质单据。
1999 年，为使贸易术语更进一步适应全球无关税区的发展、交易中使用电子信息的增多以及运
输方式的变化，国际商会再次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进行修订，并于 200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010 年 9 月国际商会完成了《2010 年通则》的修订，并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发布生效。新版
本充分考虑到近十年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内容更清晰简洁，操作性和指导性进一步加强，更
符合当前贸易实务的需要。

第二节

六种主要国际贸易术语

在国际贸易中，FOB、CFR、CIF、FCA、CPT 和 CIP 是实践中使用较多的贸易术语。熟悉
并掌握这 6 种贸易术语的含义、买卖双方分别应承担的义务与费用，以及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非常重要。根据使用的运输方式，这 6 种贸易术语分为仅适用于水上运输方式（FOB、CFR、
CIF）和适用于多种运输方式（FCA、CPT、CIP）两大类。

一、FOB
FREE ON BOARD（…named port of shipment）——装运港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是
指卖方以在指定装运港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舶，或取得已如此交付的货物，卖方完成交货。
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在货物交到船上时转移，同时买方承担自该时起的一切费用。FOB 术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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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水运。

（一）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
根据《2010 年通则》，FOB 术语下买卖双方的义务如下：

1．卖方的主要义务
（1）货物交付。负责在合同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指定装运港，将符合合同规定的货物按
港口习惯方式交到买方指派的船上，并给予买方充分的通知。
（2）办理通关。负责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核准书，并办理货物出口所需的一切海关手续。
（3）风险转移。承担货物装上船为止的一切风险。
（4）费用负担。承担交货前一切成本和所涉及的各项费用，包括办理货物出口所应交纳的关
税和其他通关费。
（5）单据提供。负责提交商业发票、官方及其他正式出口文件、证明货物已交至船上的通常
单据或协助买方取得运送单据、协助买方取得进口及过境他国的相关文件。如果买卖双方约定采
用电子通信，则所有单据均可被具有同等效力的电子数据交换信息（EDI message）所替代。

2．买方的主要义务
（1）负责按合同规定支付价款。
（2）负责租船或订舱，支付运费，并给予卖方关于船名、装船地点和要求交货时间的充分
通知，如果没有依规定发出通知或所指定船未能准时抵达或承载货物，一切损失及费用均由买
方负责。
（3）自负风险和费用，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核准书，并办理货物进口以及必要时经由另一
国过境运输的一切海关手续。
（4）负责货物在装运港交至买方指定船上后的一切风险及费用。
（5）收取卖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货物，接受与合同相符的单据。

（二）使用 FOB 术语应注意的问题
1． FOB术语的性质
FOB 合同属“装运合同”。在 FOB 术语下，卖方在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即完成了交货义
务。装运合同与到达合同是完全不同的。所谓“装运合同”，就是只管按时装运，不管货物何时
到达；而“到达合同”，则是既要按时装运，又要按时到达。
FOB 还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性交货。所谓象征性交货是卖方只要按期在约定地点完成装运，并
向买方提交合同规定的，包括物权凭证在内的有关单据，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须保证到
货。可见，在象征性交货方式下，卖方是凭单交货，买方是凭单付款。只要卖方如期向买方提交
了合同规定的全套合格单据，即使货物在运输途中损坏或灭失，买方也必须履行付款义务。反
之，如果卖方提交的单据不符合要求，即使货物完好无损地运达目的港，买方仍有权拒收单据并
拒付货款。FOB 合同的卖方可通过向买方提交货运单据（主要包括提单和商业发票）来完成其
交货义务。卖方提交单据，可推定为交付货物，而买方则必须凭符合合同要求的货运单据支付价
款。但是，必须指出，按 FOB 术语成交，卖方履行其交单义务，只是得到买方付款的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还必须履行交货义务。如果卖方提交的货物不符合要求，买方即使已经付款，仍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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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合同的规定向卖方提出索赔。

2．“装上船”的要求和风险转移
按 INCOTERMS，各种贸易术语都有其特定的“交货点”（point of delivery）
，亦即“风险划
分点”（point for division of risk，以下简称“风险点”
）。《2010 年通则》规定，FOB 合同的卖方必
须在装运港将货物交至船上（deliver on board the vessel）或“装上船”（load on the vessel）。当货
物装上船时，风险转移，卖方完成交货。由此可见，FOB 术语的交货点（风险点）为装运港船上。
《2010 年通则》取消了“船舷”的概念，卖方承担货物装上船为止的一切风险，买方承担货物自
装运港上船后的一切风险。
FOB 术语除了有交货点 / 风险点外，还有“费用划分点”（point for division of costs）。FOB
的费用划分点与交货点是相重合的（coincide）
，都是在装运港船上。FOB 卖方负担一切费用到货物
交至船上为止，货物装上船后，由买方负担一切费用。在实际业务中，FOB 术语下买卖双方的费
用划分往往按运费的结构、港口习惯或买卖双方的约定做必要的调整，而不严格以装上船为界。

3．关于船货衔接问题
在 FOB 合同中，买方必须负责租船或订舱，并将船名和装船时间及时通知卖方，而卖方必
须负责在合同规定的装船期和装运港，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只。所以这就存在着船货衔接问
题。买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安排船只到合同指定的装运港接受装货。如果船只按时到达装运
港，而卖方因货未备妥而未能及时装运，则卖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空舱费（dead freight）或滞期
费（demurrage）
。反之，如果买方延时派船，使卖方不能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将货物装船，则
由此而引起的卖方仓储、保险等费用支出的增加，以及因迟收货款而造成的利息损失，均需由买
方负责。因此，在 FOB 合同中，买卖双方对船货衔接事项，除了在合同中应做明确规定外，在
订约后，必须加强联系，密切配合，防止船货脱节。
在按 FOB 术语订约的情况下，如成交货物的数量不大，只需部分舱位而用班轮运输时，卖
方往往按照买卖双方之间明示或默示的协议，代买方办理各项装运手续，包括以卖方自己的名义
订舱和取得提单。除非另有协议或根据行业习惯，买方应负责偿付卖方由于代办上述手续而产生
的任何费用，诸如货运商和装船代理的装船手续费；其订不到舱位的风险也由买方负担。

4．装货费用的负担
在装运港的装货费用除装船费外，还有理舱费和平舱费。在 FOB 合同中，如果买方用班轮
装运货物，买方支付班轮运费，由于班轮运费包括装货费用和卸货费用，上述装卸费用均由买方
承担。但是，在大宗货物需用租船装运时，买卖双方对装货费用由何方负担应进行协商，并在合
同中用文字做出明确规定，也可在 FOB 术语后加列字句或缩写，形成 FOB 术语的变形来表示。
常用的 FOB 术语变形有：
（1）FOB 班轮条件（FOB liner terms）：指装船费用按照班轮的做法来办理，由支付运费的一
方（即买方）负担。
（2）FOB 吊钩下交货（FOB under tackle）
：指卖方将货物交到买方指定船只的吊钩所及之处，
即吊装入舱以及其他各项费用概由买方负担。
（3）FOB 理舱费在内（FOB stowed）：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支付包括理舱费在内
的装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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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B 平舱费在内（FOB trimmed）：指卖方负责将货物装入船舱，并支付包括平舱费在内
的装船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 FOB 的变形只是为了表明装船费用由谁负担问题而产生的，它们并不
改变 FOB 的交货地点以及风险划分的界限。

5．《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对 FOB 的不同解释
《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将 FOB 术语分为 6 种，其中只有 FOB Vessel（named
port of shipment）
（指定装运港船上交货）与《2010 年通则》中的 FOB 术语相近。但是在办理出
口手续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按《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规定，只有在买方提出请求，
并由买方负担费用的情况下，FOB Vessel 的卖方才有义务协助买方取得由出口国签发的、为货物
出口或在目的地进口所需的各种证件，并且出口税和其他税捐费用也需由买方负担。这些规定与
《2010 年通则》FOB 术语关于卖方负责取得出口许可证，并负担一切出口税捐及费用的规定，有
很大不同。对于这些差异，我国外贸企业在与北美国家的出口商按 FOB 术语成交时应特别注意，
最好在合同中具体订明，避免因解释不同而引起争议。

案例讨论2-1

FOB术语下买方违约延迟派船

一

【案例介绍】
中国 A 公司与非洲 B 公司签订了出口小麦的 FOB 术语合同。合同规定分四批交货。合同中
的装运条款规定 ：“买方接货船只必须于装船前 8 日内到达装运港口，否则，由此引起的卖方的
任何损失和费用由买方承担。”同时还规定 ：“买方必须于船只到达港口前 5 天将船名和估计到达
装运港的时间以电信方式通知卖方。”在合同的执行过程当中，前三批均按合同顺利执行，但最
后一批，买方迟迟不派船，A 公司反复催促。B 公司回电称船源紧张，租不到船只，要求推迟 2
个月交货。A 公司立即复电指出 ：“按照合同规定，B 公司必须派船接运，如确有困难，我方可
例外同意你方延期装运，但 B 公司应当赔偿合计达 20 万美元。
”此后 A 公司和 B 公司展开了讨
价还价，将赔偿金额降到了 15 万元，B 公司得以缓期 2 个月派船。
【案例分析】
采用 FOB 术语订合同，按时派船接货是买方的义务。
《2010 年通则》规定 ：
“买方应自付费用
订立从指定装运港接货的合同。
”同时还规定：
“买方应给予卖方关于船名、装货和所要求交货时间
的充分的通知。
”如果买方指定的船只未能按时到达，或未能接受货物，或比规定时间提前停止装
货，则自规定的交付货物的约定日期或期限届满之日起，承担货物灭失和损坏的一切风险。
事后得知，合同标的小麦在最后一批的执行期间，国际市场小麦的价格大幅下跌，B 公司小
麦的销路受到巨大影响，因而试图取消最后一批小麦的交货，于是采取拖延战术，试图使 A 公司
自行提出取消合同，但 A 公司正确地坚持自己的利益，采取得当的措施，有理有据地运用 FOB
术语，使得 B 公司的预谋失败，并得到了合理的赔偿。

二、CIF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指定
一

秦超，陈颖 . 国际贸易实务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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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港）是指卖方将货物交至船上，或取得已如此交付的货物，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
运至指定目的港所必需的费用和运费，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于发生事件而引
起的任何额外费用，自卖方转移至买方。然而，在 CIF 术语中卖方还必须为货物在运输中货物灭
失或损坏的买方风险取得海上保险。因此，卖方须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费。但买方应注意，
在 CIF 术语下，卖方只需按最低责任的保险险别投保。如买方需要更大责任保险险别的保障，需
与卖方明确达成协议，或者自行安排额外保险。CIF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
根据《2010 年通则》的规定，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如果买卖双方当事人无意以
货物装上船为完成交货，则应使用 CIP 术语。

（一）买卖双方的主要义务
1．卖方的主要义务
（1）货物交付。负责在合同规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装运港将符合合同的货物交至运往指定
目的港的船上，并给予买方充分的通知。
（2）办理通关。负责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手续，取得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核准书。
（3）租船订舱。负责租船或订舱，并支付到达目的港的运费。
（4）办理保险。负责办理货物运输保险，支付保险费。
（5）费用负担。承担货物装上装运港船上之前的一切成本、费用、出口通关费、主运费及保
险费。
（6）风险转移。负担货物送至装运港船上之前的一切风险。
（7）单据提供。负责提供商业发票、官方及其他正式文件、保险单、标明“运费已付”的货
物运往约定目的港的运输单据和协助买方取得货物进口及过境他国的相关文件。如果买卖双方约
定采用电子通信，则所有单据可被具有同等效力的电子数据交换信息所替代。

2．买方的主要义务
（1）负责按合同规定支付价款。
（2）负责办理货物进口手续，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核准书。
（3）负担货物在装运港上船之后的除了主运费及保险费由卖方负责外其他所有的费用及风险
（如过境费）。至于货物于运送途中若有任何损害或损失则由买方负责照料及索赔。
（4）收取卖方按合同规定交付的货物，接受与合同相符的单据。

（二）使用 CIF 时应注意的问题
1．CIF术语的性质
CIF 术语与 FOB 术语一样，交货地点和风险划分点都是在装运港船上。因此和 FOB 术语一
样，采用 CIF 术语订立的合同属“装运合同”，是象征性交货。卖方在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即
完成了交货义务。卖方不保证货物必然到达和何时到达目的港，也不对货物装上船后的任何进一
步的风险承担责任。

2．卖方保险的责任
按照《2010 年通则》对 CIF 的解释，如无相反的明示协议，卖方只需按《协会货物保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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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或其他类似的保险条款中最低责任的保险险别投保，最低保险金额应为合同规定价款加成
10%，并以合同计价货币投保。但在买方要求，并由买方承担费用的情况下，可加保战争、罢
工、暴乱和民变险，并与卖方明示地达成协议，或者自行安排额外保险。CIF 合同中卖方办理海
上运输保险是属于代办性质。因为货物在装运港装上船后的风险由卖方承担，卖方是为了买方的
利益办理海上运输保险，并不等于承担海上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因此在实际交易中，买卖双方最
好在合同中具体规定保险金额、保险险别和适用的保险条款，以免发生争议。

3．卸货费用的负担
在 CIF 合同中，从装运港至目的港的正常运费由卖方负担，因此装货费用总是由卖方承担。
至于卸货费用，如果货物系用班轮运输，运费由订立运输契约并支付班轮运费的卖方负担。如果
是租船运输，在装运港的装船费用由卖方支付，而在目的港的卸货费用由何方负担，通常需由买
卖双方在合同中订明，也可以使用下列 CIF 术语的变形来表示：
（1）CIF 班轮条件（CIF liner terms）：卸货费用按班轮条件办理，由支付运费的一方，即卖
方负担。
（2）CIF 舱底交货（CIF ex ship’s hold）：买方负担将货物自舱底起吊至卸到码头的费用。
（3）CIF 吊钩下交货（CIF ex tackle）：卖方负担在目的港将货物从船舱吊起至卸离吊钩的全
部费用。如果船舶不能靠岸，卖方则负责将货物卸到驳船上，租用驳船的费用和货物从驳船卸至
岸上的费用，由买方负担。
（4）CIF 卸至岸上（CIF landed）：卖方负责将货物卸到岸上，并负担包括驳船费和码头费
（literage and wharfage charge）在内的全部卸货费用。
与 FOB 术语的变形一样，CIF 术语的变形，也只是为了说明卸货费用的负担问题，其本身并
不改变 CIF 的交货地点和风险划分的界限。

三、CFR
Cost and Freight（…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是指卖方
将货物交至船上，或取得已如此交付的货物，完成交货。CFR 是象征性交货，属于装运合同。卖
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港所必需的费用和运费，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
于发生事件而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自卖方转移至买方。CFR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
本术语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如果双方当事人不以货物装上船作为完成交货，而以货物
于装船前在指定地点交给承运人完成交货，则应采用 CPT 术语。
CFR 与 CIF 的不同之处仅在于 ：CFR 合同的卖方不负责办理保险手续和不支付保险费，不
提供保险单据，有关海上运输的货物保险由买方自理。除此之外，CFR 和 CIF 合同中买卖双方的
义务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按 CFR 术语订立合同，需特别注意的是装船通知问题。因为在 CFR 术语下，卖方负责安排
在装运港将货物装上船，而买方须自行办理货物运输保险，以就货物装上船后可能遭受灭失或损
坏的风险取得保障。因此，在货物装上船前，即风险转移至买方前，买方及时向保险公司办妥保
险，是 CFR 合同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10 年通则》中关于卖方“通知买方”的规定为“卖
方必须给予买方所需的任何通知，以便买方采取通常必需的措施以收取货物”。虽然对卖方未能
给予买方通知的后果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根据有关货物买卖合同的适用法律，卖方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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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或不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而使买方未能及时办妥货运保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违约责
任。为此，在实际业务中，出口企业应事先与海外买方就如何发给装船通知商定具体做法 ；如果
事先未曾商定，则应根据双方已经形成的习惯做法，或根据订约后、装船前买方提出的具体请求
（包括在信用证中对装船通知的规定），及时用电信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上述做法也适用于我方
出口的 FOB 合同。
此外，在 CIF 术语中述及的关于租船或订舱的责任和在目的港卸货费用负担的问题，同样适
用于 CFR 术语。为明确卸货费用负担，也可采用 CFR 术语的变形，例如，CFR 班轮条件（CFR
liner terms）、CFR 舱底交货（CFR ex ship’s hold）、CFR 吊钩下交货（CFR ex tackle）和 CFR 卸
到岸上（CFR landed）。上述 CFR 术语的各种变形，在关于明确卸货费用负担的含义方面，与前
述 CIF 术语变形中所说明的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FOB、CIF 和 CFR 这三种常用的价格术语都是第二类价格术语，都是水上运输、
在装运港交货，其风险的划分都以装运上船为界。此类合同都属于装运合同，是象征性交货。采
用这样的贸易术语成交，除了对买方的资信状况要有总体的把握，并且在结算方式等方面进行必
要的控制外，在贸易术语的选择和交货环节，还应该注意防范买方不按时派船的风险（使用 FOB
术语）、船货衔接不当的风险（使用 FOB 术语）、买方不凭正本提单提货的风险（使用 FOB 术
语）、漏保及运输途中的风险（使用 FOB 或 CFR 术语）。

案例讨论2-2

CIF合同下过期交货被拒收

一

【案例介绍】
某出口公司按 CIF AVONMOTH 向英国进口商出口 1 700 公吨核桃仁。核桃仁是欧洲圣诞节
的畅销商品，英方要求我方保证核桃仁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送达，故双方在合同中规定 ：买方须
于 9 月底以前将信用证开到，卖方保证货物于 12 月 2 日运抵目的港，若迟于 12 月 2 日到货，买
方有权取消合同。
卖方在买方如期开来信用证后，于 10 月上旬租船将货物运出。因当时苏伊士运河被封锁，
只能绕道好望角。船到好望角时，主机出故障，只好请拖轮拖至 AVONMOTH 港，比规定的时间
晚了几个小时，结果被英商拒收，只得就地抛售，总共损失了 70 多万美元。
【案例分析】
CIF 合同中买卖方责任的划分是以货物装上船为界，卖方只能保证装船时间。因此，在
CIF 合同中规定到货时间是与 CIF 的含义相悖的。因此，本案例中的合同性质已不属于 CIF 合
同。因为：
（1）CIF 合同是“装运合同”，即按此类销售合同成交时，卖方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期内，在
装运港将货物交至运往指定目的港的船上，即完成了交货义务。对货物运输途中发生灭失或损坏
的风险以及货物在交运后发生的事件中所产生的费用，卖方概不承担责任。而本案例中的合同条
款规定 ：“卖方保证不得迟于 12 月 6 日将货物交付买方，否则，买方有权撤销合同……”该条款
意指卖方必须在 12 月 6 日将货物实际交给买方，这就改变了“装运合同”的性质。
（2）CIF 术语是典型的象征性交货，在象征性交货的情况下，卖方凭单交货，买方凭单付款，
一

叶德万，陈原 . 国际贸易实务案例教程 [M]. 2 版 .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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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案例合同条款规定 ：“……如卖方已结汇，卖方须将货款退还买方。
”该条款已改变了“象征
性交货”下卖方凭单交货的特点。
因而，本案例中的合同性质已不属于 CIF 合同。我方应注意到这种订法是不合理的，甚至会使
合同被认为无效。如果对方一定要我方保证到货时间，就应改用 D 组价格术语，如 DAT、DAP 等。

四、FCA
Free Carrier（…named place）——货交承运人（……指定地）是指卖方在指定地将经出口
清关的货物交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即完成了交货。FCA 合同也属于装运合同，是象征性交货。
《2010 年通则》将承运人定义为缔约承运人，即签署运输合同的一方。本术语适用于任何运输方
式，包括公路、铁路、江河、海洋、航空运输以及多式联合运输。FCA 是在以 FOB 同样原则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运输的一种贸易术语。只要
将货物在指定地点交给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并办理货物的出口清关手续，即完成交货。

（一）卖方的主要义务
（1）风险转移。卖方只要将货物在指定的地点交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并办理了出口清关手
续，即完成了交货。卖方承担的风险均于货物交给承运人时转移。风险转移之后，与运输、保险
相关的责任和费用也相应转移。
（2）费用负担。承担货物交付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接管前一切成本、费用及出口通关费。
（3）单据提供。负责提供商业发票、官方及其他正式出口文件、一般交货证明或运送单据、
协助买方取得进口及过境他国的相关文件。
（4）货物交付。卖方须于规定期限内办妥货物出口通关事宜并负责一切风险及费用直到货交
买方指定交货地的承运人接管。

（二）买方的主要义务
待货物交付买方指定承运人后其一切风险及费用全归买方负担。

（三）采用 FCA 术语时需注意的问题
（1）交货点和风险转移。由于 FCA 可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它的交货点需按不同的运输方
式和不同的指定交货地而定。FCA 卖方如何完成交货义务，可概括为：
1）如合同中所规定的指定交货地为卖方所在处所，则当货物被装上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提
供的收货运输工具上，卖方即完成了交货义务。
2）在其他情况下，当货物在买方指定的交货地，在卖方的送货运输工具上（未卸下——not
unloaded），被交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处置时，卖方即完成了交货义务。
由此可见，在以上第 1 种情况下，FCA 的交货点是在卖方所在处所（工厂、工场、仓库等）
由承运人提供的收货运输工具上；在第 2 种情况下，FCA 的交货点是在买方指定的其他交货地（铁
路终点站、启运机场、货运站、集装箱码头或堆场、多用途货运终点（terminal）或类似的收货
点）卖方的送货运输工具上。当卖方按合同规定，在卖方所在处所将货物装上承运人的收货运输
工具，或者，在其他指定交货地，在卖方的送货运输工具上，将货物置于承运人处置之下时，货
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即转移至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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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买方安排运输。FCA 合同的买方必须自负费用订立自指定地运输货物的合同。但是，如
果买方提出请求，或按照商业惯例，在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时（如在铁路或航空运输的情况
下）需要卖方提供协助的话，卖方可代为安排运输，但有关费用和风险由买方负担。

五、CPT
Carriage Paid to（…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
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将货物交给其指定的承运人（在多式联运情况下，则交给第一承运人），并
负责订立将货物运至目的地指定地点的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即完成了交货义务。卖方交货后要
及时通知买方，卖方承担货物交给承运人之前的一切风险。买方自货物交付承运人处置时起，承
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买方还要在双方所约定的目的地指定地点受领货物，支付货款，
并承担除运费以外的货物自交货地点到达目的地为止的各项费用以及卸货费和进口税捐。在 CPT
条件下，卖方交货的地点可以在出口国的内地，也可以在出口国的港口，不论在何处，卖方都要
负责货物出口报关的手续和费用。
CPT 是在以 CFR 同样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包括公路、铁路、
江河、海洋、航空运输以及多式联合运输，是集装箱运输和多式运输的一种贸易术语。CPT 合同
也属于装运合同，是象征性交货。
CPT 术语中的“承运人”与 FCA 术语中的承运人含义相同。不同的是，FCA 术语中的承运
人由买方指定，买方签订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 ；而 CPT 术语中的“承运人”由卖方指定，卖方
缔结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如果为了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地需要利用后续承运人，风险也自货物
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接受监管时转移。

（一）卖方的主要义务
（1）风险转移。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之前的一切风险。
（2）费用负担。承担货物交承运人接管之前的一切成本、费用、出口通关费及主运费。
（3）单据提供。负责提供商业发票、官方及其他正式出口文件、一般交货证明或运送单据、
协助买方取得进口及过境他国的相关文件。
（4）货物交付。卖方须于规定期限内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约定地点交承运人（如有后继承运
人，则交第一承运人），其后风险由买方负责。

（二）买方的主要义务
待货物交付承运人后，除了主运费由卖方负责外，其他所有的费用及风险均由买方负责（如
过境费）。至于货物于运送途中的任何损害或损失则由买方负责照料及索赔。
在 CPT 合同中，卖方负责安排运输，而买方负责货物运输保险。为了避免两者脱节，造成
货物装运（货物交承运人接受监管）后，失去对货物必要的保险保障，卖方应及时向买方发出
装运通知。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处理方法，在前文 CFR 中所做的说明，也同样适用于按
CPT 和 FCA 术语达成的交易。

六、CIP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运费、保险费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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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目的地）是指卖方除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向其指定的承运人交货，并支付将货物运至目的地
的运费，还需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取得保险，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同
CPT 一样，该术语可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如果买卖双方使用接运的承运人将货
物运至约定的目的地，则风险自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时起转移。
按 CIP 术语成交的合同，卖方要负责办理货运保险，并支付保费，但货物从交货地运往目的
地的运输途中的风险由买方承担。所以，卖方的投保属于代办性质。一般情况下，卖方要按双方
协商确定的险别投保。如果买卖双方事先未在合同中规定保险险别和保险金额，卖方只需按最低
责任的保险险别投保，最低保险金额为合同价款加成 10%，并以合同货币投保。保险责任的起讫
期限必须与有关货物的运输相符合，并必须自买方需负担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时（即自货物在
发货地被交付给承运人时）起开始生效，直至货物到达约定的目的地为止。若买方需要更高的保
险险别，则需要与卖方明确达成协议，或者自行做出额外的保险安排。

（一）卖方的主要义务
（1）风险转移。承担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之前的一切风险。
（2）费用负担。承担货物交承运人接管之前的一切成本、费用、出口通关费、主运费及保
险费。
（3）单据提供。负责提供商业发票、官方及其他正式出口文件、标明“运费已付”的运送单
据及保险单据、协助买方取得进口及过境他国的相关文件。
（4）货物交付。卖方须于规定期限内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约定地点交承运人（如有相继承运
人，则交第一承运人），其后风险由买方负责。

（二）买方的主要义务
待货物交付承运人后，除了主运费及保险费由卖方负责外其他所有的费用及风险均归买方负
责（如过境费）。至于货物于运送途中的任何损害或损失则由买方负责照料及索赔。

七、FOB、CFR和CIF与FCA、CPT和CIP贸易术语的比较
FCA、CPT 和 CIP 三种贸易术语是分别在 FOB、CFR 和 CIF 三种传统贸易术语的基础上发
展出来的，买卖双方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
（1）都是象征性交货，属于装运合同性质。
（2）均由卖方负责办理出口清关手续，买方负责进口报关。
（3）在两类贸易术语下，买卖双方所承担的运输和保险责任相互对应。
但是，这两类贸易术语也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适用的运输方式不同。FOB、CFR 和 CIF 术语只适用于海洋运输和内河航运，其承运人
一般仅限于船公司 ；而 FCA、CPT 和 CIP 术语则适用于包括海洋运输在内的各种运输方式以及
多式联运方式，其承运人可以是船公司、航空公司或多式联运的联合运输经营人。
（2）交货和风险转移的地点不同。FOB、CFR 和 CIF 的交货点均为装运港船上，风险均于货
物在送到装运港船上时从卖方转移至买方 ；而 FCA、CPT 和 CIP 的交货地点须视不同的运输方
式和不同的约定而定，它可以是在卖方所在处所由承运人提供的运输工具上，也可以是在铁路、
公路、航空、内河、海洋运输承运人或多式运输承运人的运输站或其他收货点卖方的送货运输工

44

国际贸易实务

具上。至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则于卖方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时，即自卖方转移至买方。
（3）装卸费用负担不同。按 FOB、CFR 和 CIF 术语，卖方承担货物送到装运港船上为止的
一切费用，但由于货物装船是一个连续作业，各港口的习惯做法又不尽一致，所以，在使用租船运
输的 FOB 合同中，应明确装货费用由何方负担，在 CFR 和 CIF 合同中，则应明确卸货费用由何方
负担。而在 FCA、CPT 和 CIP 术语下，如涉及海洋运输，并使用租船装运，卖方将货物交给承运
人时所支付的运费（CPT 和 CIP 术语）
，或由买方支付的运费（FCA 术语）
，已包含了承运人接管
货物后在装运港的装货（装船）费用和目的港的卸货（卸船）费用。这样，在 FCA 合同中的装货
（装船）费用的负担与在 CPT 和 CIP 合同中的卸货（卸船）费用的负担问题就不再存在。
（4）运输单据不同。在 FOB、CFR 和 CIF 术语下，卖方一般应向买方提交已装船清洁提单 ；
而在 FCA、CPT 和 CIP 术语下，卖方提交的运输单据则视不同的运输方式而定。如在海运和内
河运输方式下，卖方应提供可转让的提单，有时也可提供不可转让的海运单和内河运单 ；如在铁
路、公路、航空运输或多式运输方式下，则应分别提供铁路运单、公路运单、航空运单或多式运
输单据。
表 2-4 描述了这两组贸易术语的比较。
表 2-4

货交装运港术语与货交承运人术语的比较
货交装运港术语
FOB、CFR、CIF

比较内容

货交承运人术语
FCA、CPT、CIP

合同性质

装运合同

装运合同

运输方式

海洋、内河运输

多种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联运

交货地点

装运港

出口国内陆或港口

风险转移点

装运港船上

货交承运人

出口手续办理

卖方

卖方

进口手续办理

买方

买方

装卸费用

租船运输时要进一步明确

包括在运费中

运输单据

已装船清洁提单

各种运输单据

第三节

其他五种国际贸易术语

以上阐述的是《2010 年通则》中对六种主要贸易术语的解释和在实际运用中应注意的一些问
题。《2010 年通则》中还对其他五种贸易术语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尽管这些术语在实际业务中使
用相对较少，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是能满足买卖双方的特定要求的，因此，贸易双方可根据
具体业务的需要灵活选用。

一、EXW
Ex Works（…named place）——工厂交货（……指定地）是指卖方在其所在地或其他指定的
地点（如工场、工厂或仓库等）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时，即履行了交货义务。卖方不负责办理出
口清关手续或将货物装上任何运输工具上。而买方自行负担在卖方所在地受领货物的全部费用和
风险。因此，该术语是卖方负担责任、费用和风险最小的一种贸易术语。若买方不便自出口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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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出口手续，则不宜采用此贸易术语。如果买方要求卖方在发货时负责将货物装上收货车辆，
并负担一切装货费用和风险，则应在合同中用明确词句加以规定。本术语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

二、FAS
Free Alongside Ship（…named port of shipment）——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是指卖方
在装运港将货物放置在码头或驳船上靠船边，即履行了交货义务。买方必须负担自此刻起货物灭
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和费用。FAS 术语是象征性交货，属于装运合同。FAS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
口清关手续，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
《2010 年通则》在 FAS 卖方交货义务（A4）中规定 ：“卖方必须在指定装运港于买方指定的
装船地点（如有的话），将货物放置于买方所指定的船舶边，或取得已如此交付的货物……”如
同 FOB、CFR 和 CIF 术语中交货义务的规定，对 FAS 卖方交货义务添加“或取得已如此交付的
货物”，是为了适应大宗商品销售中，对已放置于船边的货物作转售买卖（链式交易）的需要。
使用 FAS 术语与美国商人做贸易时应注意，美国《1990 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中
的 FAS 是指 free along side，意为将货物交到各种运输工具旁边，因而含义较广。只有在 FAS 后
面加上“Vessel”字样，例如 FAS（Vessel）Seattle ，才能表示西雅图港船边交货，此外，FAS
Vessel 的风险划分为船边或码头仓库，出口清关手续仍由买方负责，这些都与《2010 年通则》中
的 FAS 术语有很大区别。

三、DAT
Delivered at Terminal（…named terminal at port or place of destination）——目的地或目的港的
集散站交货（……指定目的地）指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或目的港的集散站卸货后将货物交给买方
处置即完成交货，卖方应负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地或目的港的集散站的一切风险和费用（除
进口费用外）。该术语中的目的地也包括港口。DAT 术语是实际交货术语，属于到达合同。本术
语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或多式联运。

四、DAP
Delivered at Place（…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目的地交货（……指定目的地）是指
卖方在指定的目的地交货，只需做好卸货准备（ready for unloading）无须卸货即完成交货。卖方
应负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地的一切风险和费用（除进口费用外）。术语所指的到达车辆也包
括船舶，目的地也包括港口。DAP 术语也是实际交货术语，属于到达合同。本术语适用于任何运
输方式或多式联运。

五、DDP
Delivered Duty Paid（…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是指
卖方在指定目的地，办理完进口清关手续，将在交货运输工具上尚未卸下的货物交与买方处置
时，即履行了交货义务。卖方必须承担将货物运至目的地的一切风险和费用，包括办理海关手续
的责任和风险，以及交纳手续费、关税、税款和其他费用。而买方只需在指定目的地领受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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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W 术语相反，DDP 术语是卖方承担责任、费用和风险最大的一种术语。如果卖方不能直接
或间接地取得进口许可证或其他由当局签发的进口核准书，则不应使用本术语。DDP 术语是实际
交货术语，属于到达合同。该术语适用于任何运输方式或多式联运。

第四节

国际贸易术语的选用

一、国际贸易术语的总体比较
如前所述，《2010 年通则》把 11 种贸易术语分为两类，第一类包含 7 种贸易术语，适用于各
种运输方式 ；第二类包含 4 种贸易术语，适用于水上运输。掌握每种贸易术语，以及比较不同种
类的贸易术语之间的异同时，应从以下 5 个方面来考虑：
1．卖方的交货地点
2．买卖双方风险划分的界限
3．主要责任的划分（指办理运输、保险、进出口报关手续）
4．主要费用的划分（指与上述责任相关的费用的分担）
5．适用的运输方式
表 2-5 对 13 种贸易术语的以上各项异同进行了归纳。
表 2-5 《2010 年通则》11 种贸易术语的比较
贸易术语

第一类

第二类

交货地点

风险转移界限

运费负担 保费负担 出口报关 进口报关

EXW

出口国商品产地、所在地

货交买方处置

买方

买方

买方

买方

FCA

出口国内

货交承运人

买方

买方

卖方

买方

CPT

出口国内

货交承运人

卖方

买方

卖方

买方

CIP

出口国内

货交承运人

卖方

卖方

卖方

买方

DAT

进口国内

目的地卸货码头或转运基地

卖方

卖方

卖方

买方

DAP

进口国内

买方指定收货点

卖方

卖方

卖方

买方

DDP

进口国内

买方指定收货点

卖方

卖方

卖方

卖方

FAS

装运港口

货交船边后

买方

买方

卖方

买方

FOB

装运港口

货物装上船后

买方

买方

卖方

买方

CFR

装运港口

货物装上船后

卖方

买方

卖方

买方

CIF

装运港口

货物装上船后

卖方

卖方

卖方

买方

其中除 DAT、DAP 和 DDP3 种术语是在进口国交货以外，其余的术语都是在出口国交货，
EXW 术语成交签订的合同为产地交货合同（consignment contract）
，因其代表着在商品的产地或
所在地交货的条件。DAT、DAP 和 DDP3 种术语是实际交货，签订的合同属于到达合同。卖方必
须将货物运至目的地，所承担的费用和风险在到达交货地点时转移给买方。以 F 或 C 开头的贸易
术语是象征性交货，签订的合同均为装运合同。以 F 开头的贸易术语，卖方承担的风险和费用均
在交货地点同时转移给买方；以 C 开头的贸易术语，风险在交货时转移，而费用则在目的港或目
的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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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用国际贸易术语时应注意的事项
《2010 年通则》对各种贸易术语条件下买卖双方承担的基本义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实
际进出口业务中，交易中选择何种贸易术语，要根据具体的交易情况来选择，既要有利于双方交
易的达成，又要避免承担过大的风险。

（一）《2010 年通则》不是自动适用的
《2010 年通则》较其以前各版本更加具体、更加有利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业务的开
展。但是《2010 年通则》实施之后，其之前的版本，如《200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同样
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不同于法律，不存在新法取代旧法的情况，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仅是
一套贸易条款，而且仅限于货物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保险、运输等义务的条款。任何版本的条
款均可以被当事人引用到贸易合同中。
因此，买卖双方签订合同时，要注明所用术语，选择哪年的通则，例如，对于合同各方当事
人意欲任何一种《2010 年通则》中的国际贸易术语适用其合同的情形，其应当在合同中清楚具
体地用“所用术语，选择于《2010 年通则》”等语句表明。
如果买卖双方在合同中明确表示采用某种惯例时，则被采用的惯例对买卖双方均有约束力 ；
如果合同中明确采用某种惯例，但又在合同中规定与所采用的惯例相抵触的条款，只要这些条款
与本国法律不矛盾，就将受到有关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即以合同条款为准 ；如果合同中既未
对某一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未订明采用某一惯例，当发生争议付诸诉讼或提交仲裁时，法庭和
仲裁机构可引用惯例作为判决或裁决的依据。

（二）《2010 年通则》并不包含一整套的合同条款
尽管《2010 年通则》中规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运费或做保险安排，什么时候卖方将货物交给
买方以及各方当事人应承担何种费用，但是《2010 年通则》中并未涉及有关货物价格和所有权，
或者违反合同约定的后果等内容。这些问题通常是通过合同中相关明示条款或者专门管辖合同的
法律来解决。同样地，当事人应当清楚当地强制性的法律比所有贸易术语在内的合同中的任何规
定都具有优先权。

（三）选择适当的贸易术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术语是确定合同性质、决定交货条件的重要因素，选定适当的贸易术语
对促进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选术语需要适合于标的货物和运输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适合于各方当事人是否有意将
更多的责任赋予到卖方或买方，如安排运输或保险的责任。每种术语的指南中包含一些特别有用
的关于何时做出这些选择的信息。然而，包含在指南中的信息并不构成所选术语的一部分。作为
交易的当事人，在选择贸易术语时主要应考虑以下 6 个因素：

1．考虑运输条件
买卖双方采用何种贸易术语，首先应考虑采用何种运输方式运送。《2010 年通则》中第二类
4 种术语适用于水上运输。尽管水运速度较慢，风险相对较大，但其最大特点是运费低廉，特别
是运送大宗货物时，可以有效降低单位商品的运费。第一类 7 种贸易术语适合于各种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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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运输技术的进步，新型运输方式被普遍地应用于国际货物运输，因此，这些贸易术语被越来
越广泛地使用。
在本身有足够运输能力或安排运输无困难，而且经济上又合算的情况下，可争取由自身安排
运输的条件成交（如按 FCA、FAS 或 FOB 进口，按 CIP、CIF 或 CFR 出口）；或者，酌情争取按
由对方安排运输的条件成交（如按 FCA、FAS 或 FOB 出口，按 CIP、CIF 或 CFR 进口）。
总之，买卖双方采用何种贸易术语成交，必须要考虑其采用何种运输方式，要考虑该运输方
式的运输能力、运输速度、运价高低以及运输安排的难易程度等。

2．考虑货源情况
国际贸易中货物品种很多，不同类别的货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在运输方面各有不同要求，
故安排运输的难易不同，运费开支大小也有差异。这是选用贸易术语应考虑的因素。此外，成交量
的大小，也直接涉及安排运输是否有困难和经济上是否合算的问题。当成交量太小，又无班轮通
航的情况下，负责安排运输的一方势必会增加运输成本，故选用贸易术语时也应予以考虑。

3．考虑运费因素
运费是货价构成因素之一，在选用贸易术语时，应考虑货物经由路途的运费收取情况和运价
变动趋势。一般来说，当运价看涨时，为了避免承担运价上涨的风险，可以选用由对方安排运输
的贸易术语成交，如因某种原因不得不采用自身安排运输的条件成交，则应将运价考虑到货价中
去，或在合同中订明以现行费率为准，以免遭受运价变动所带来的损失。

4．考虑运输途中的风险
在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商品一般需要通过长途运输，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自然灾
害、意外事故等风险，特别是在遇到战争或正常的国际贸易遭到人为障碍与破坏的时期和地区，
则运输途中的风险更大。因此，买卖双方洽商交易时，必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运输
路线和运输方式的风险情况，并结合购销意图来选用适当的贸易术语。

5．考虑办理进出口货物的结关手续有无困难
关于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货物的结关手续，有些国家规定只能由结关所在国的当事人安排或
代为办理，有些国家则无此项限制。因此，当出口国政府规定，买方不能直接或间接办理出口结
关手续，就不宜按 EXW 术语成交，而应选用 FCA 术语成交；若进口国政府规定，卖方不能直接
或间接办理结关手续，则不宜采用 DDP 术语成交，而应选用其他术语成交。
另外，只有各方当事人指定地点或港口，所选术语才是有效的，而且指定的地点或港口越精
确越有效。

6．考虑多式联运带来的变化
由于集装箱在国际物流中越发充当主流角色，很多货物即便使用海洋运输方式也往往在集装
箱堆场进行交接，甚至进行“门到门”的交接。因此，《2010 年通则》删除 DEQ 和 DES，而增
加了 DAT 和 DAP。对于进出口商来说，尤其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可多采用 D
组的术语以便更加明晰风险和费用。在集装箱带来的多式联运条件下，FCA、CPT 和 CIP 三种术
语更加方便当事人对货物的交接。我国很多进出口企业，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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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使用 FOB、CFR 以及 CIF 三种传统的贸易术语的习惯，而对 FCA、CPT、CIP 等术语不习惯
采用，随着运输业技术的不断革新，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的迅速发展，传统贸易术
语 FOB、CFR 和 CIF 的弊端日益显现，特别是我国一些内地省份外贸也非常发达，如采用 FOB、
CFR、CIF 等术语成交，将直接导致卖方的交货风险增大，费用负担增加，影响收汇时间，增大
了收汇风险。

案例讨论2-3

贸易术语选择不当致损

【案例介绍】
我国青海西宁某出口公司向日本出口 30 吨冬虫夏草，每吨 50 箱，共 1 500 箱，每吨售价为
20 000 美元，价格条件为 CIF，共 600 000 美元，即期信用证，装运期为 9 月 28 日之前，货物必
须装集装箱。该出口公司在天津设有办事处，于是在 9 月上旬便将货物运至天津，由天津办事处
负责订舱装船。不料货物在天津存仓后的第二天，仓库着火，抢救不及，1 500 箱冬虫夏草全部
烧毁。办事处立即通知公司总部并要求尽快补发 30 吨，否则无法按期装船。结果该公司因货源
不足，无法按照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日期装运，只好要求日商将信用证有效期和装运期延长，并本
着诚信原则告知进口方缘由。日商回电称同意延期，但要求货价降 5%。我出口公司回电据理力
争，同意因延期装运降价 1%。但日商坚持要求降价 5%，否则将视我出口公司违约，要求违约赔
偿。最终我出口公司不得不做出了让步，只好同意降价 2.5%。
【案例分析】
以上案例充分表明了 CIF 术语的缺陷，以及内陆地区出口方在应用此术语时“心有余而力不
足”的情形。在采用 CIF 术语订立贸易合同时，出口方要承担货物装到装运港船上之前的一切风
险和损失，尤其是从内陆地区装车到港口装到船上，中间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
情，谁都无法预料。本案例中，出口方货物在装运港遭遇火灾烧毁，导致了延迟装船，进口方提
出降价，使得出口方受到重大损失。如果该出口公司当初采用 FCA Urumqi 对外成交，出口公司
在当地将 1 500 箱货物交中转站或自装自集后将集装箱交中转站，不仅风险可以转移给买方，而
且凭当地承运人（即中转站）签发的货运单据即可在当地银行办理议付结汇。遗憾的是，该公司
坚持过去习惯的术语不放，反而舍近求远，自担风险将货物运到天津，再装集装箱出口，这不仅
加大了自身的风险，而且受到了损失，教训深刻。
内陆地区使用 CIF 术语还有一笔额外的运输成本，即从内陆地区到装运港装船前的一部分
运输成本，如从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到装运港装船前的费用一般要占到出口货价的一定比
例，有些货物出口中这一比例会达到 20% 左右，而发生意外情况时，这部分成本会使损失变得
会更大。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内陆地区的出口企业在选择贸易术语时要从本地区、本行业和所经
营产品的实际出发，适当选择贸易术语，随着国内外集装箱运输越来越发达、货运量越来越大，
内地省市的出口单位应尽量利用设在当地的一些集装箱网点提供的货运服务，改变过去传统的做
法，千万不要被“出口 CIF”的定式所迷惑。11 种国际贸易术语风险点 / 交货点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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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11 种国际贸易术语风险点 / 交货点示意图

本章小结
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是否划分明确，直接关系到交易能否顺利
地进行。所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最具特色的是价格条款中使用了贸易术语。国际贸易术语是在
长期的国际贸易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专门用语，规定了买卖双方在货物交接方式、价格构
成和费用、风险以及责任划分方面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本章从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入手，介绍了
三个有关国际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并详细分析了《201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简称
《2010 年通则》）中定义的 11 种贸易术语，这 11 种贸易术语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包括适用于
任何运输方式，包括多式运输的 7 种术语 ：EXW、FCA、CPT、CIP、DAT、DAP 和 DDP 术语，
其中 DAT 与 DAP 是《2010 年通则》中新增的术语，DAP 取代了 DAF、DES 和 DDU 3 种术语，
DAT 取代了 DEQ，且扩展至适用于一切运输方式。第二类术语包括比较传统的只适用于海运或
内河运输的 4 种术语 ：FAS、FOB、CFR 和 CIF 术语。这类术语条件下，卖方交货点和货物运至
买方的地点均为港口。
掌握贸易术语的关键是熟知每个术语对交易中的责任、费用、风险和交货地点划分的界限及
价格的构成。要在弄清贸易术语含义的基础上选用合适的贸易术语。

关键词
国际惯例 international practice

贸易术语 trade terms

装运合同 shipment contract

象征性交货 symbolic delivery

到达合同 delivery contract

实际交货 actual delivery

FOB

FCA

CFR

CIF

CPT

CIP

第二章

国际贸易术语

51

思考题
一、选择题
1．Which incoterm means the minimum cost coverage for the seller ？（
A．EXW

B．FCA

）

C．FOB

D．CPT

2．Which incoterm means the maximum cost coverage for the seller ？（
A．EXW

B．DAT

）

C．DAP

D．DDP

3．Which incoterm is treated as domestic sales in the seller’s count ？（
A．EXW

B．FCA

）

C． FAS

D．CIP

4．Which incoterm is treated as domestic sales in the buyer’s count ？（
A．DAT

B．DAP

5．FOB 与 CFR 术语的主要区别在于，（

）

C．DDP

D．CIP

）。

A．风险划分的界限不同
B．办理运输的责任方不同
C．办理货运保险的责任方不同
D．办理进、出口通关手续的责任方不同
6．CIF 和 CFR 两种贸易术语相比，就卖方承担的风险而言，（

）。

A．CIF 比 CFR 大

B．CFR 比 CIF 大

C．CIF 与 CFR 相同

D．无法比较

7．在按 FOB 吊钩下交货的术语成交时，其货物风险转移时（

）。

A．以装运港船舷为界

B．以装运港吊钩下为界

C．以装运港船上为界

D．以装运港船舱为界

8．根据《2010 年通则》，下列适用于海洋运输和内河运输的贸易术语的有（
A．FOB

B．CIP

C．DAT

）。

D．DAP

E．DDP
9．按照《2010 年通则》，买卖双方费用划分界限与风险划分界限相分离的贸易术语有（
A．FOB

B．CIF

C．FCA

）。

D．CFR

E．DAT
10．按 CIF 术语成交，如果卖方愿意承担卸货费用，可以选用（

）。

A．CIF LINER TERMS

B．CIF EXTACKLE

C．CIF LANDED

D．CIF EX SHIP’S HOLD

E．CIF GROSS TERMS
二、简答题
1．试分别指出《2010 年通则》各组贸易术语的共同点以及 11 种贸易术语的交货点 / 风险点。
2．简述 FOB、CFR 和 CIF3 种贸易术语的异同，并在下表各栏中分别填入“买方”和“卖方”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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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术语

风险
谁承担货装上
船后的风险

责任
谁办理租船订舱

谁办理保险

谁办理出口手续

费用
谁办理进口手续

谁支付到目的
港运费

谁支付
保险费

FOB
CFR
CIF

3．简述 FOB、CFR、CIF 与 FCA、CPT、CIP 术语的主要区别。
4．什么是象征性交货和实际交货？请各举两例说明。
5．如果按 CIF 术语出口，载货船舶在航行途中触礁沉没，货物全部灭失，买方闻讯提出拒付货
款。试问：我方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三、案例分析
1．有一份出售一级大米的合同，按 FOB 成交，装船时货物经公证人检验，符合合同规定的品质
条件，卖方在装船后已及时发出装船通知。但航行途中由于舱汗，大米部分受潮，品质受到
影响。当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只能按三级大米价格出售，因而买方要求卖方赔偿损失。试问 ：
在上述情况下卖方对该项损失是否应负责？
2．我方以 CFR 贸易术语与 B 国 H 公司成交一批消毒碗柜的出口合同，合同规定装运时间为 4
月 15 日前。我方备妥货物，并于 4 月 8 日装船完毕，由于遇星期日休息，我公司的业务员未
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运通知，导致买方未能及时办理投保手续，而货物在 4 月 8 日晚因发生了
火灾被烧毁。试问：货物损失责任由谁承担？为什么？
3．我方与荷兰某客商以 CIF 条件成交一笔交易，合同规定以信用证为付款方式。卖方收到买方
开来的信用证后，及时办理了装运手续，并制作好一整套结汇单据。在卖方准备到银行办理
议付手续时，收到买方来电，得知载货船只在航海运输途中遭遇意外事故，大部分货物受损，
据此，买方表示将等到具体货损情况确定以后，才同意银行向卖方支付货款。试问 ：（1）卖
方可否及时收回货款？为什么？（2）买方应如何处理此事？

C

hapter3
第三章

合同的标的

学习目标
◆

了解规定商品名称的意义，理解规定品名条款应注意的事项

◆

掌握商品品质的表示方法，理解规定品质条款应注意的事项
掌握合同中关于品名、品质条款的内容
了解品质公差和品质机动幅度条款及其表示方法

◆
◆

案例导入
森德公司向 NEO 公司发送建立业务关系的邮件后，2011 年 2 月 11 日，森德公司收到 NEO
公司的询盘邮件。在邮件中，NEO 公司对蘑菇罐头产品的品质、包装、价格以及森德公司可以
供货的数量和时间进行了询问，并表达了想要订货的意愿。同时 NEO 公司表示希望能够看到样
品，以便做出最终决定。
接到对方的询盘邮件后，2 月 15 日，森德公司用 DHL 寄出五听 425 克的罐头样品，并发送
电子邮件告知对方。
在磋商谈判过程中，NEO 公司非常关心蘑菇罐头产品的品质以及森德公司可以供货的数量，
因为这两者是贸易合同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要件。
在国际货物交易中，商品的名称和质量是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双方首先需要确定的交易条件，
是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物质基础。同时，商品的数量也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交易条件之一，
并且是构成有效合同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商品的包装也是买卖合同的一项主要条款。因此，交
易双方签订买卖合同时，应具体订明成交商品的名称、品质、数量和包装条款，以利合同的履行。

第一节

商品的品名

一、商品品名的含义
国际贸易买卖合同中，通常在合同正文的开头首先列明成交商品的名称。商品的名称，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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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品名”（name of commodity）
，是指能使某种商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称呼或概念。品名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商品的自然属性、用途及主要的性能特征，在合同或信用证中称为品名条款。实际
上，很多商品在标明品名的同时还标明有品种、型号、规格、等级、品质要求等，在这种情况下
所表示的条款就应看做品名品质条款。一般来说，加工程度较低的商品，其名称较多地反映该商
品的自然属性，如“东北大豆”；加工程度较高的商品，其名称则较多地体现出该商品的性能特
征，如“三星 43 寸液晶电视机”。

二、规定商品名称的意义
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在洽谈商品交易和签订买卖合同时，很少见到具体商品，一般只是
凭借对拟议买卖的商品作必要的描述，来确定交易的标的。
从 法 律 的 角 度 看， 按 照 有 关 的 法 律 和 惯 例， 对 交 易 的 物 品 的 描 述， 是 构 成 商 品 说 明
（description of goods）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的一项基本依据，它关系到买
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若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约定的品名或说明，买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要
求，直至拒收货物或撤销合同。从实务角度看，品名条款是商业统计、外贸统计的依据，也是报
关、报验、托运、投保、索赔仲裁等实务中收费的依据。因此，列明合同标的物的具体名称，具
有重要的法律和实践意义。

三、商品命名的方法
命名商品的方法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 7 种：
（1）以主要用途命名。这种方法在于突出商品的用途，便于买方按其需要购买，例如，公共
汽车、机床、电视机、杀虫剂、运动服等。
（2）以使用的主要原料命名。通过突出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来反映出商品的品质，例如，羊
毛衫、玻璃杯、毛料西装、塑料桶、竹筷等。
（3）以主要成分命名。以商品所含的主要成分命名，可使消费者了解商品的有效内涵，有利
于提高商品的身价。通常用于大众熟知的名贵原材料制造的商品，如西洋参含片、人身蜂王浆、
檀香皂、钻石戒指等。
（4）以制作工艺命名。其目的是突出其独特性，提高产品的威望和信誉，如九制陈皮、手工
水饺、手绣内衣、精制油、非转基因大豆等。
（5）以外观造型命名。有利于消费者从字义上了解该商品的特征，如折叠伞、蝙蝠衫、高跟
鞋等。
（6）以人物或产地命名。其目的在于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兴趣，如孔乙己茴香豆、吴王酒、
湘绣、镇江陈醋、龙井茶叶等。
（7）以褒义词命名。这种命名方法能突出商品的使用效能和特性，利于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如止咳糖浆、青春宝胶囊、减肥美体茶等。

四、品名条款的内容
国际贸易买卖中的交易的标的物一般都是具体的商品。由于进入国际领域的商品种类繁多，
即使是同一商品，亦可能因为品种、品质、产地、花色、外形设计等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品名条款一般比较简单，通常都是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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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或“品名”（name of commodity）的标题下，列明缔约双方同意买卖的商品名称。有时为
省略起见，也可以不加标题，只在合同开头部分，列入双方同意买入卖出某种商品的文句。但由
于成交商品的品种、型号、等级和特点不同，因此，为了明确起见，可以把有关品种或品质产
地、型号等内容概括性地描述进去，做进一步的限定。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品名条款和品质条
款的合并。
总之，合同中有关品名的规定并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格式。如何规定，可根据双方当事
人的意思予以确定。
范例

品名：中国桐油

Name of Commodity：Chinese Tong Oil
品名：绍兴花雕酒
Name of Commodity：Shaoxing Hua Tiao Chiew

五、品名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品名条款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主要条款之一，在规定此条款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品名条款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必须能确切反映交易标的物的用途、性能和特点，避
免空泛、笼统的规定，以利于合同的履行。
（2）品名条款的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品名，对买方而言，必须是其需要进
口的商品 ；对卖方而言，必须是卖方能够生产或供应的品种或型号，凡做不到或不必要的描述性
词句，都不应列入，以免给履行合同带来不利影响。
（3）尽可能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有些商品的名称，不同的地区可能叫法不同，为了避免
误解，应尽可能使用国际上通行的称呼。若使用地方性名称，交易双方应事先就其含义取得共
识，对于某些新商品的定名及其译名，应力求准确、易懂，并符合国际上的习惯称呼。我国于
1992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 H.S. 编码制度）。目前各国的海关统计、普惠制待遇等都按 H.S. 制度规定的
商品名称进行，因此在订立品名条款时，应与 H.S. 制度规定的品名相一致。
（4）适当选择商品的不同名称，以利于降低关税和节省运费。有些商品具有不同的名称，因
而存在着同一商品因名称不同而适用的关税税率和班轮运费率不同的现象，甚至所受的进出口限
制也不同。为了减少关税支出、方便进出口和节省运费开支，确定合同品名的时候，应尽量选取
对交易双方有利的名称。
另外，采用外文名称时，也要做到译音正确，与原名称意思保持一致，避免含糊不清或过于
笼统空泛。诸如，使用“食品、服装、机器”（FOOD、GARMENT、MACHINE）等。
还有，在对外贸易中，外文名称上要贴切，符合实际词语内涵，品名尽量不要使用汉语拼
音。由此，也可能会造成误解，容易引起争议。

案例讨论3-1

选用品名不合适导致损失

【案例介绍】
我国某公司出口苹果酒一批，进口方信用证规定品名为“APPLE WINE”，某公司为了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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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起见，所有单据上品名均为“APPLE WINE”
。不料货到国外后遭海关扣留罚款，理由是该
批酒的内外包装上的品名均写的是“CIDER”，结果外商要求我方赔偿其损失。
【案例分析】
“CIDER”的英文有苹果酒和苹果汁两种含义，一般情况下该词做苹果汁解，而“APPLE
WINE”只做苹果酒解。货到国外后遭海关扣留罚款，主要原因是通常情况下酒的关税税率很高，
而且是专营商品，进出口监管很严格 ；而苹果汁关税税率不高，进出口监管也一般。此案例中，
该批酒的内外包装上的品名均是“CIDER”，海关认为名称与实际货物不符，故扣留罚款，如果
被认为涉嫌走私，情况将更糟。由此可见，品名非常重要，在实际业务中，买卖合同、商品的内
外包装和单据上的品名应该一致。

第二节

商品的品质

一、商品品质的含义
商品的品质（quality of goods）是指商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态的综合。前者包括商品的物
理性能、机械性能、化学成分和生物的物性等自然属性，后者包括商品的大小、结构、造型、款
式、色泽、软硬或者透明度等。

二、商品品质的重要性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货物的品质不仅是主要交易条件，而且是买卖双方交易的首要内容。合
同中的品质条款，是构成商品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的依据。从法律的角度
看，英国货物买卖法把品质条件作为合同的要件（condition）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规定，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如卖方违反合同规定，交付了
与品质条款不符的货物时，买方可以根据违约的程度，主张损害赔偿（包括扣价）或要求修理或
交付替代物，以至拒收货物，宣告合同无效。 一
从实际业务角度看，商品质量的优劣不仅关系到商品的使用效能，影响着商品售价的高低、销
售数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减，买卖双方经济利益的实现程度，而且还关系到商品信誉、企业信誉、国
家形象和消费者的利益。提高商品的质量，根据消费者现实和潜在的需要改进、完善商品的质量，
保证商品质量的稳定性，已成为各国生产厂商、销售商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此外，由于各
国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许多国家把提高商品质量作为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三、商品品质的表示方法
国际贸易中买卖的商品种类繁多、特点各异，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要根据商品的特点进行选
择。根据国际贸易实践，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以实物表示和以文字说明表示两大类。

（一）以实物表示商品品质
凭实物表示商品品质（sale as it is）又可分为看货买卖和凭样品买卖两种方式。
一

参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3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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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货买卖
看货买卖（sale by goods）也称看货成交，当买卖双方采用看货成交时，买方或代理人通常
先在卖方存放货物的场所验看货物，一旦达成交易，卖方就应按对方验看过的商品交货。只要卖
方交付的是买方验看过的货物，买方就不得对品质提出异议。这种做法，多用于寄售、拍卖和展
卖的业务中，尤其适用于具有独特性质的商品，如珠宝、首饰、字画、特定工艺制品等。

2．凭样品买卖
样品通常是从一批商品中抽出来的或由生产、使用部门设计、加工出来的，足以反映和代表
整批商品品质的少量实物。凡以样品表示商品品质并以此作为交货依据的，称为“凭样品买卖”
（sale by sample）
。
在国际贸易中，按照样品提供方的不同，可将样品分为以下 3 种：
（1）卖方样品。由卖方提供的样品称为“卖方样品”，凡以卖方样品作为交货的品质依据者，
称为“凭卖方样品买卖”（sale by seller’s sample）。此时，在买卖合同中应订明 ：“品质以卖方样
品为准”
（quality as per seller’s sample），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必须与提供的样品一致。
（2）买方样品。有时买方为了使其订购的商品符合自身要求，也会提供样品交由卖方依样承
制，如卖方同意按买方提供的样品成交，称为“凭买方样品买卖”（sale by buyer’s sample）。表明
交易双方约定以买方提供的样品作为交货品质依据的买卖，习惯上又称为“来样成交”或“来样
制作”。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双方会在合同中订明“品质以买方样品为准”（quality as per buyer’s
sample）。卖方所交整批货物的品质，必须与买方样品相同。
（3）对等样品。有时卖方可根据买方提供的样品，加工复制出一个类似的样品交买方确认，
这种经确认后的样品，称为“对等样品”（counter sample）或“回样”，也有称为“确认样品”
（conﬁrming sample）。当对等样品被买方确认后，日后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必须以对等样品为
准。对等样品实质上是将买方样品转变成卖方样品。这样既可满足国外客户的要求，又能充分考
虑到国内原材料供应、加工技术、设备和生产安排的可行性。
此外，买卖双方为了发展贸易关系和增进彼此对对方商品的了解，往往采用互相寄送样品的
做法。这种以介绍商品为目的而寄出的样品，最好标明“仅供参考”（for reference only）字样，
以免与标准样品混淆。
范例
圣诞树，货号 CT-500，5 米高，以卖方 2008 年 4 月 15 日提供的样品为准。
CT-500，500cm Christmas Tree，details as per the samples provided by the seller on April 15，
2008.

3．凭样品买卖时的注意事项
（1）凭样品买卖时，卖方提交的货物品质必须与样品严格一致。买方应有合理的机会对卖方
交付的货物与样品进行比较，卖方所交货物不应存在合理检查时不易被发现的不适销售的缺陷。
如卖方所交货物品质与样品不符，买方有权提出赔偿要求甚至拒收货物。
（2）选择的样品要有代表性，并以卖方样品为主 ；样品既不能选择最好的，以免大批量生产
时达不到样品的品质标准 ；也不能选择最差的，使买卖双方不容易成交或成交价格偏低。另外，
为避免货物品质纠纷缺乏依据，卖方在提供样品给买方确认时，应保留一个或几个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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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 果 卖 方 对 交 货 品 质 没 有 绝 对 把 握 时， 可 在 合 同 中 订 明 诸 如“ 品 质 与 样 品 近 似 ”
（Quality is nearly the same as the sample）、“品质与样品大致相同”（Quality shall be about equal to
the sample）的弹性条款。如果买卖合同中有类似条款，即使货物品质与样品品质略有差异，买
方也应该接受，而不能因此提出索赔。
（4）凭样品买卖时，还应特别注意防止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规定，对于依照买方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程序或其他规格生产的产品，如果第三方提出
该产品侵犯了其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卖方对此不负责任。因此，为了防止知识产权纠纷，
应在合同中规定“由于买方来样而发生侵犯第三者权益时，由买方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5）凭样品买卖，容易在履约过程中产生品质方面的争议。因此，凡能使用客观指标表示
商品质量的，就不宜采用此法。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单纯凭样品成交的情况并不多，而是通常
以样品来表示商品的某个或某几方面的质量指标。例如，在纺织品和服装交易中，为了表示商
品的色泽质量，采用“色样”（color sample）；为了表示商品的造型，则采用“款式样”（pattern
sample）；而对这些商品其他方面的质量，则采用其他的方法表示。

（二）以说明表示商品的品质
凭说明表示商品品质，是指用文字、图表、图片等方式来说明成交商品的品质。这类表示品
质方法可细分为如下 6 种：

1．凭规格买卖
商品规格（commodity speciﬁcation）是指一些足以反映商品品质的主要指标，如化学成分、
含量、纯度、性能、容量、长短、粗细等。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由于品质特点不同，其规格也各
异，买卖双方凡用商品的规格确定品质时，称为“凭规格买卖”（sale by speciﬁcation）
。这种表示
质量的方法简单方便、准确具体，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
范例
白米，规格：碎粒（最高）25%；杂质（最高）0.5%；水分（最高）15%
White rice，speciﬁcation：broken grains（max）25%，Admixture（max）0.5%; Moisture（max）
：
15%

2．凭等级买卖
商品等级（commodity grade）是指同一类商品按规格上的差异，分为品质优劣各不相同的若
干等级，以文字、数字或符号表示。凭等级买卖（sale by grade）时，由于不同等级的商品具有不
同的规格，为了便于履行合同和避免争议，在品质条款列明等级的同时，最好一并规定每一等级
的具体规格。这对简化手续、促进成交和体现按质论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范例

中国绿茶

Chinese Green Tea

特珍眉特级

货号

41022

特珍眉一级

货号

9317

特珍眉二级

货号

9307

Special Chunmee Special Grade Art.No.41022
Special Chunmee Grade 1 Art.No.9317
Special Chunmee Grade 2 Art.No.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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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凭标准买卖
有些商品习惯凭标准买卖（sale by standard），人们往往使用某种标准作为说明和评定商品品
质的依据。商品标准（commodity standard）是指将商品的规格和等级予以标准化并以一定的文件
表示出来。商品的标准，有的由国家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规定，如我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的《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 GB/T19001-2000 ；有的由同业公会、交易所或国际性的
工商组织制定，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 ISO9000 标准系列。标准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在国
际贸易实务中，凡按标准买卖的商品，一般遵循下列原则：
（1）我国已有标准的商品，以我国的标准为依据；
（2）我国没有标准的商品，以具有权威性的某些国际标准为依据；
（3）采用国外标准时，应注明所采用标准的年份和版本，以免引起争议。
范例
母水貂皮长大衣，中国标准，身长 120 厘米 ×115 厘米
Female Mink Overcoat Fall Let Out Made Chinese Standard Body Length120cm×115cm

专栏3-1

关于良好平均品质和上好可销品质的说法

1．良好平均品质
在国际贸易中，对于某些品质变化较大而难以规定统一标准的农副产品，往往采用“良好平
均品质”（fair average quality，FAQ）这一术语来表示其品质。“良好平均品质”是指一定时期内
某地出口货物的平均品质水平，一般由同业工会或检验机构从一定时期或季节、某地装船的各批
货物中分别抽取少量的实物加以混合拌制，并由该机构封存保管，以此实物所显示的平均品质水
平，作为该季节同类商品质量的比较标准。一般是指中等货，也称大路货。这种表示质量的方法
非常笼统，实际并不代表固定、具体的品质规格。采用这种方法，除在合同中注明 FAQ 字样和
年份外，一般还订明该商品的主要规格指标。
范例
中国花生仁

F.A.Q 2004

China Peanuts F.A.Q 2004

水分不超过 13%

Moisture（max.）

13%

不完善粒不超过 5%

Admixture（max.） 5%

含油量最低 44%

Oil Contain（min.）44%

2．上好可销品质
“上好可销品质”（good merchantable quality，GMQ）标准是指卖方交货品质只需保证为上好
的、适合于销售的品质即可。这种标准更为笼统，一般只适用于木材或冷冻鱼类等物品。我国在
对外贸易中很少使用。

4．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
在国际贸易中，有些机、电、仪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其结构复杂，对材料和设计的要求严
格，用以说明其性能的数据较多，很难用几个简单的指标来表明品质的全貌，而且有些产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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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名称相同，但由于所使用的材料、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某些差别，也可能导致功能上的差异。
因此，对这类商品的品质，通常以说明书并附以图样、照片、设计图纸、分析表及各种数据来说
明具体性能和结构特点。按此方式进行交易，称为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sale by descriptions and
illustrations）
。
范例
品质和技术数据符合本合同所附技术协议书
Quality and technical data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ttached technical agreement which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contract

5．凭商标或品牌买卖
商标（trade mark）是指生产者或商号用来识别所生产或出售的商品的标志。品牌（brand
name）是指工商企业给制造或销售的商品所冠的名称。因此凭商标或品牌买卖（sale by trade
mark or brand），一般只适用于一些品质稳定的工业制成品或经过科学加工的半制成品。商标或品
牌自身实际上是一种品质象征，人们在交易中可以只凭商标或品牌进行买卖，无需对品质提出详
细要求。尽管如此，在进行这类交易时，必须把好质量关，保证产品的传统特色，把维护名牌产
品的信誉放在首位。
需要注意的是，商标、品牌属于工业产权，受到各国商标法的保护，因此出口商品时，应该
遵守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在销往国办理注册手续，以维护商品的专用权。在进口外国商品时，
要注意出口商是否有权或得到授权使用该商标或品牌，以免造成知识产权纠纷。
范例
梅林牌辣酱油
Maling Brand Worcestershire Sauce
大白兔清凉奶糖
White Rabbit Mint Creamy Candy

6．凭产地名称买卖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有些产品，因产区的自然条件、传统加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在品质方
面具有其他产区的产品所不具有的独特风格和特色，对于这类产品，一般也可用产地名称来表示
品质。如中国东北大米、四川涪陵榨菜、山东龙口粉丝等。
凭产地名称买卖涉及了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文件中已被
正式列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因此实际使用中不仅要充分理解其中的内涵，也要注意保护和避
免侵权。
上述各种表示品质的方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根据商品的特点、市场习惯和实际需
要，将几种方式结合运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同时使用文字说明与样品表示商品品质的进出口贸
易中，必须明确表明是以文字说明为准，还是以样品为准，因为根据国外一些法律的规定（如英
国），凡是既凭样品、又凭文字说明达成的交易，卖方所交货物必须既符合样品，又要与文字说
明保持一致，否则买方有权拒收货物，并可以提出索赔要求。

第三章

案例讨论3-2

合同的标的

61

商品品质说明方法不当引致争议

【案例介绍】
我国 A 公司向德国 B 公司出口一批大豆，合同规定水分最高 15%，杂质不超过 3%，交货品
质以中国商检局证书为依据。成交前，我国 A 公司曾向 B 公司寄过样品 ；签约后，A 公司又电
告 B 公司，确认成交货物品质与样品相似。装运前，我国商检局签发交货品质符合合同规定的证
书。货物运抵德国后，B 公司提出货物与样品不符，并出示了德国检验机构的检验证书，证明货
物的品质比样品低 7%。B 公司以此要求 A 公司赔偿其损失。A 公司认为：合同条款只规定了凭
规格交货，不同意赔偿。请问：A 公司是否该赔偿？为什么？
【案例分析】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这笔交易到底是凭规格买卖还是凭样品买卖？
A 公司所发电报在客观上构成对合同品质条款的补充。从整个交易过程来判断，这笔交易是
既凭规格又凭样品的买卖。因此，A 公司一方面承担双重义务 ：所交货物既要符合规定的要求，
又要与样品一致。但另一方面，A 公司的电报虽然确认成交货物品质与样品相似，而不是相符，
仍应允许 B 公司进行货物与样品的比较并保留异议索赔的权利。
本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已经签约的情况下，A 公司不应再去电报确认交货与样品相似 ；
寄样一般应标注“仅供参考”（for reference only）的字样 ；在凭样品买卖的情况下，卖方应留复
样，以便发生争议时重新检验。

四、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品质条款
表示商品质量的方法不同，合同中品名质量条款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品质条款的具体内容，
应视成交商品的特性、买卖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具体要求而定。

（一）品质条款的主要内容
品质条款中，对可以用科学的指标来说明其质量的商品，应列明诸如商品规格、等级等指标
的内容。凭标准买卖的商品，应在品质条款中列明采用何种标准和标准版本的年份。对性能和结
构比较复杂的机、电、仪等技术密集型商品，很难通过简单的指标表示其品质的全貌，可在品
质条款中载明卖方应提供说明书，并随附有关图样、照片、设计、图纸、分析表及各类数据等内
容。此外，还可要求增加品质保证条款和技术服务条款。在凭样品买卖时，合同中除了要列明商
品的名称外，还应订明凭已达成交易的样品的编号或寄送样品的日期，必要时还要加列交货品质
与样品相符或大致相符的文句。对久负盛名的名牌商品或在品质方面有独特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商
品，可用成交商品的商标、品牌或原产地名称来表示品质。
范例
样品号 NT002 长绒毛玩具熊 尺码 24 英寸
Sample NT002 Plush Toy Bear Size 24

（二）品质公差、品质机动幅度和品质增减价条款
在国际贸易中，卖方交货品质必须严格与买卖合同规定的质量条款相符。但是，某些商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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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自然损耗，以及受生产工艺、商品本身特点等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难以保
证交货质量与合同规定的内容完全一致，对于这些商品，如果条款规定过死或把质量指标订得绝对
化，必然会给卖方的顺利交货带来困难。为此，订立合同时可在质量条款中规定一些灵活条款，卖
方所交商品质量只要在规定的灵活范围内，即可以认为交货质量与合同相符，买方无权拒收。

1．品质公差条款
品质公差（quality tolerance）是指被国际同行业所公认的或买卖双方所认可的产品品质误差。如
手表走时的误差等。实际操作中，对于国际同行业有公认的“品质公差”
，可以不在合同中明确规
定。但如果国际同行业对特定指标无公认的品质公差，或者买卖双方对品质公差理解不一致，或由
于生产原因，需要扩大公差范围，可在合同中具体规定品质公差的内容。对于某些难以用数字或科
学方法表示的，通常采用“合理差异”这种笼统的规定方法，如“质地、颜色允许合理差异”
。但采
用此种规定方法应特别慎重，因为“合理差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能因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

2．品质机动幅度条款
品质机动幅度（quality latitude）是指在某些产品的交易中，由于卖方所交货物难以完全与合
同规定的品质相符，为便于卖方交货，规定卖方所交货物的一些特定指标在一定的幅度范围内机
动。品质机动幅度条款，通常采取以下三种规定方法：
（1）规定范围。是指对某项商品的主要质量指标规定允许有一定的机动范围。例如：
印花布

幅宽

104/107cm

Printed Shirting

Width

104/107cm

（2）规定极限。是指对某些商品的品质规格规定上下极限，如最大、最高、最多、最小、最
低、最少等。卖方所交货物只要没有超出规定的上下极限，均算符合合同的规定。例如：
脱水菠菜，水分不超过 8%
Dehydrated Spinach, Moisture（max.）8%
（3）规定上下差异。是指在规定某一具体质量指标的同时，还规定一定比例的上下变化幅
度。例如：
灰鸭毛，含绒量 18%，允许上下 1%
Grey Duck’s down

18% down content with 1% more or less

3．品质增减价条款
无论是品质公差还是机动幅度，一般只具体规定影响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主要指标。卖
方交货品质在品质公差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均按合同规定的单价计收价款。而在使用品质机动幅
度条款时，为了体现按质论价，经买卖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交货时的实际品质，按比例予以增
价或减价，即规定“品质增减价条款”。根据我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品质增减价条款主要有以下
三种订法：
（1）对机动幅度内的品质差异，可按交货时的实际品质，规定予以增价或减价。如在买卖大
豆时，可以在合同的品质条款中规定“水分 ±1%，价格 ±1%；含油量 ±1%，价格 ±1.5%”。
（2）在规定的品质机动幅度内，实际交货品质如果低于合同规定的品质，买方要予以扣价 ；
而如果交货品质高于合同规定，不予增价，仍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计算货款。

第三章

合同的标的

63

（3）在品质机动幅度范围内，买方按照品质低劣程度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价方法。例如，
规定“若实际交货品质低于合同规定的 1%，扣价 1%；若低于合同规定的 1% ～ 2%，扣价 3%”。
这样可以促使卖方按照合同规定的品质交货。
在上述三种规定方法中，第一种比较公平合理，卖方愿意接受；第二种买方比较愿意接受。
范例
中国芝麻，水分（最高）8%，杂质（最高）2%，含油量（湿态，乙醚浸出物）以 52% 为基
础。如实际装运货物的含油量每增减 1%，价格应该相应增减 1%，不足整数部分，按比例计算。
China Sesame Seeds, Moisture（max.）8%, Admixture（max.）6%, Oil Content（wet bases
ethyl ether extract）52% basis. Should the oil content of the goods actually shipped be 1% higher or
lower the price will be accordingly increased or decreased by 1%, and any fraction will be proportionally
calculated.

（三）订立品质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1）根据商品的特性来确定表示品质的方法。表示品质的方法应视商品特性而定，凡可用一
种方式表示的，就不要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订得过于烦琐只会增加生产和交货的困难。
如果双方商定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表示商品品质时，应该在条款中说明所使用方法的主次，
以免因方法选择次序的差别或双方强调的内容不一致而发生争议。
（2）合同中的品质条款应尽量明确具体，避免笼统含糊。在规定品质条款时，用词须简单、
具体、明确，切忌使用“大约”“左右”“合理误差”等含义不清的词语，所涉及的数据应力求明
确，避免引起纠纷。此外，要切合实际，从生产实际出发，要留有余地，防止把品质条款订得过
于绝对化，给生产或交货造成困难。
（3）品质条款应符合有关国家或相关国际组织的标准，以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
总之，订立品质条款时要注意科学性和灵活性，要根据商品的种类、用途、交易对象的资信
情况、国际市场的形势以及国内企业的生产情况等综合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考虑，只有这
样，才能有利于合同的顺利履行。

第三节

商品的数量

一、数量条款的法律意义
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数量不仅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贸易条款之一，而且是构成有效
合同的必备条件，影响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合同中的数量条款是双方交接货物的依据，涉及成
交数量的确定、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的规定，以及数量的机动幅度等内容。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按约定的数量交付货物是卖方的一项基本义务。如
果卖方交货数量大于约定数量，买方可以拒收多交的部分，也可以收取多交部分中的一部分或
全部，但应按合同价格付款。如卖方交货数量少于约定的数量，卖方应在规定的交货期届满前补
交，但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即使如此，买方也有保留要求损害赔
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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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贸易中常用的度量衡制度
商品的数量是以一定度量衡表示的商品重量、个数、长度、面积、体积、容积的量。在国际
贸易中，世界各国使用的度量衡制度不同，致使计量单位上存在差异，即同一计量单位所表示的
实际数量不同。例如，重量单位吨，有公吨、长吨、短吨之分，分别等于 1 000 千克、1 016 千克、
907.2 千克。所以，了解和熟悉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关系到货物的计量单位是否符合进口国有关计量
单位使用习惯和法律规定等问题。目前，国际贸易中通常使用的度量衡制度有四种：①公制（或米
制）
（metric system）；②美制（U. S. system）；③英制（British system）；④国际单位制（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
国际标准计量组织大会在 1960 年通过的，在公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单位制，已为越来
越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有利于计量单位的统一，标志着计量制度的日趋国际化和标准化，从而对
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我国采用的是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 3 条中明确规定 ：“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
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在外贸业务中，出口商品，除合同规定需采用公
制、英制或美制计量单位外，也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一般不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仪器设备。
如有特殊需要，须经有关标准计量管理机构批准，才能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此外，有些国家
对某些商品还规定有自己习惯使用的或法定的计量单位。以棉花为例，许多国家都习惯于以包
（bale）为计量单位，但每包的含量各国解释不一：如美国棉花规定每包净重为 480 磅；巴西棉花
每包净重为 396.8 磅 ；埃及棉花每包为 730 磅。又如糖类商品，有些国家习惯采用袋装，古巴每
袋糖重规定为 133 公斤，巴西每袋糖重规定为 60 公斤等。由此可见，了解不同度量衡制度下各
计量单位的含量及其计算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解决由于各国度量衡制度不一致带来的弊端，以及为了促进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和国际贸
易的发展，国际标准计量组织在各国广为通用的公制的基础上采用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的实
施和推广，标志着计量制度日趋国际化和标准化，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

三、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一）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常见的计量方法有按照重量、体积、个数、容积、长度、面积计量等方法。常见的计量单位
和应用情形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计量单位
重量单位

国际贸易中常见的计量方法

应用情形
主要适用于羊毛、棉花、谷物、矿产品、盐、油类等天然矿产
品，农副产品及矿砂、钢铁等部分工业制品

常见单位
克、千克、盎司、磅、公吨、长吨、短
吨、公担、英担、美担等
只、件、双、台、打、令、卷、辆、头、
箱、捆、桶、袋、盒、听等

个数单位

适用于成衣、文具、车辆、机器零件等杂货类商品及一般制成品

容积单位

主要适用于小麦、玉米、燕麦、大豆、汽油、天然气、煤油、酒
精、啤酒等谷物类及部分流体、气体物品

公升、加仑、蒲式耳等

面积单位

主要适用于玻璃板、地毯、皮革、布匹、塑料板等板型材料、皮
质和塑料制品

立方米、立方英尺、立方码、立方英寸等

长度单位

主要适用于金属绳索、丝绸、布匹、电线电缆等

码、米、英尺、厘米等

体积单位

主要适用于化学气体、木材等

立方码、立方英尺、立方米、立方英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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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量计量方法
国际贸易中按照重量计算的商品非常多。根据一般的商业惯例，通常计算重量的方法有以下
5 种。

1．按毛重计算
毛重（gross weight）是指商品本身的重量加上包装的重量，即皮重。一般价值不高的商品采
用按毛重计量，即以毛重作为计算价格和交付货物的计量基础。这种计重方法在国际贸易中被称
为“以毛做净”。

2．按净重计算
商品本身重量减去包装的实际重量称为净重（net weight）。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按重量计量
的商品大都采用此种记重方式。有包装的商品如按净重计算时，应将包装重量扣除——毛重减去
皮重。皮重的计算方法有以下四种：
（1）实际皮重（real tare，or actual tare）。将整批商品的包装逐一过秤，算出每一件包装的重
量和总重量。
（2）平均皮重（average tare）。如果商品使用的包装整齐划一，重量相差不大，可以从整批
货物中抽出一定件数，称出其皮重，然后求出平均皮重，再乘以总件数。
（3）习惯皮重（customary tare）。某些商品的包装比较规格化，并已经形成一定的标准，就
可以按照公认的标准单件包装重量乘以商品的总件数，求得总皮重。例如，装运粮食的机制麻
袋，已被公认每只麻袋的重量为 2.5 磅。这种已经被公认的皮重，称为习惯皮重。
（4）约定皮重（computed tare）
。以买卖双方事先约定的包装重量作为计算的基础。
在实际操作中，究竟采用那一种方式求得净重，应当根据商品的性质、包装的特点、合同数
量的多少及交易习惯来确定，并在合同中事先订明，以避免争议的发生。

3．按公量计算
公量（conditioned weight）是以商品的干净重加上国际公定的回潮率与干净重的乘积所得出
的重量。这种计重方法较为复杂，主要适用于少数经济价值较高而水分含量极不稳定的商品，如
羊毛、生丝、棉花等。其计算公式主要有下列两种：
公量 = 商品的净重 ×（1+ 公定回潮率）
或者，
公量 = 商品的干净重 ×（1+ 公定回潮率）/（1+ 实际回潮率）

4．按理论重量计算
理论重量（theoretical weight）适用于有固定规格和固定体积的商品，如马口铁、钢板等。这
些商品规格一致、体积相同，每件重量也大致相等，根据件数就可以算出其总重量。

5．按法定重量计算
法定重量（legal weight）是商品重量加上直接接触商品的包装物料的重量。而除去这部分重
量所表示出来的纯商品重量，则称为实物净重。此计重方法大多用于海关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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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量机动幅度条款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有些商品可以精确计量，如金银、钻石等。但也有许多商品，由于本身
特性、生产、运输或包装条件及计量工具的限制，不易精确计算，如散装谷物、水果、粮食、矿
砂、钢材等，交货时数量往往难以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某一具体数量。为便于合同的履行，减少
争议，买卖双方通常都在合同中规定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这种数量机动幅度条款一般就是溢短
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
。
所谓溢短装条款，就是在规定具体数量的同时，再在合同中规定允许多装或少装的一定百分
比。只要卖方交货数量在约定的增减范围之内，就算按合同数量交货，买方不得以交货数量不符
为由拒收货物或者提出索赔。

（一）数量机动幅度的规定方法
数量机动幅度的大小通常以百分比来表示。例如，3 000 公吨，卖方可溢装或短装 5%。按此
规定，卖方实际交货数量如果为 2 850 公吨或者 3 150 公吨，买方不得提出异议。
究竟多少百分比合适，应该根据商品不同的特性、行业或者贸易习惯或者运输方式等因素而
定。根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规定 ：卖方溢短装交货数量的机动幅度不
超过 5% 为限。
在分批装运情况下，有两种规定机动幅度的方法。一种是只对合同数量规定一个百分比的机
动幅度，而对每批分运具体幅度不作规定，在此情况下，只要卖方交货总量在规定的机动幅度
内，就算按合同交货 ；另一种情况是，除规定合同数量总的机动幅度，还规定每批分运数量的机
动幅度，在此情况下，卖方总的交货量，就得受上述总机动幅度的约束，这时候卖方就要根据过
去累计的交货量，计算出最后一批应交数量。
溢短装条款也称增减条款，在使用时，也可简单地在增减幅度前加上“±”符号。在实际业
务中，还有以“约”（approximately or about）来表示交货数量的增减范围。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
规定，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根据 UCP600 的规定，散装货有 10% 的增减机动幅度。但是，为
了避免出现争议或者纠纷，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般不宜采用这种表述，即使采用，也应该在合
同中应明确规定“约”字所代表的百分比。

（二）数量机动幅度的选择权
合同中规定有溢短装条款，具体伸缩量的掌握大都明确由卖方决定，但有时特别是由买方派
船装运时，也可由买方决定。在采用租船运输时，为充分利用船舱容积，便于船长根据具体情况
考虑装运数量，也可授权船方掌握并决定装运增、减量。在此情况下，买卖合同应明确由承运人
决定伸缩幅度。

（三）数量机动幅度的计价
在机动幅度范围内超过或低于合同数量的多装或少装部分，一般情况下，按合同价格计算，
但总额不超过信用证规定的金额，但是某些价格变化幅度大的商品，可在发货或货到时按国际市
场价格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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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订立数量机动幅度条款的注意事项
在订立数量机动幅度时，要注意以下三点：

1．数量机动幅度的大小要适当
一般数量机动幅度的大小按照商品的特性、行业或贸易惯例、运输方式等以百分比表示。数
量机动幅度可酌情做出各种不同的规定。

2．机动幅度选择权的规定要合理
在合同规定有机动幅度的条件下，应酌情确定由谁来行使这种机动幅度的选择权，如果采用
海运，交货数量的机动幅度应由负责安排船舶运输的一方选择。也可规定由船长根据舱容和装载
情况做出选择。

3．溢短装数量的计价方法要公平合理
对机动幅度范围内超出或低于合同数量的多装或少装部分，比较常见的做法一般是按合同价
格算。但是，数量的溢短装在一定条件下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在按合同价格计价的条件下，
交货地市价下跌，多装对卖方有利 ；但如市价上涨，多装却对买方有利，因此，为了防止有权选
择多装或少装的一方当事人依行市的变化，有意多装或少装以获取额外的好处，也可以合同中规
定，多装或少装的部分，不按合同价格计价而按装船时或货到时的市价计算，以体现公平合理的
原则。
此外，当成交某批价格波动激烈的大宗商品时，为了防止卖方或买方利用数量机动幅度条
款，根据自身的利益故意增加或减少装船数量，也可在机动幅度条款中加订 ：“此项机动幅度，
只是为了适应船舶实际装载量的需要时，才能适用。”

第四节

商品的包装

一、包装与包装条款的重要性
商品包装是商品生产的继续，凡需要包装的商品，只有通过包装，才算完成生产过程，商品
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性
质、特点和形状各异，因而它们对包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除少数商品难以包装，不值得包装或
根本没有包装的必要，而采取裸装或散装的方式外，其他绝大多数商品都需要有适当的包装。这
是因为，包装是保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完好和数量完整的重要措施，有些商品甚至根本离不开包
装，它与包装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经过适当包装的商品，不仅便于运输、装卸、搬运、储
存、保管、清点和携带，而且防止丢失或被盗，为各方面都提供了便利。从国际市场营销的视角
审视以上各环节，都与提高产品竞争力相关。比如，包装大小涉及海运费用，包装款式影响到目
标市场营销。
此外，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包装还是货物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装条件是买卖合同中的一
项主要条件，按照某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如卖方交付的货物未按规定的条件包装，或者货物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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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与行业习惯不符，买方有权拒收货物 ；如果货物另按约定的方式包装，但却与其他货物混杂在
一起，买方也可以拒收违反约定包装的那部货物，甚至可以拒收整批货物。根据《联合国国际货
物销售合同公约》第 35 条 1 款规定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装箱或包装。”如果卖方不
按照合同规定的方式装箱或包装，即构成违约。由此可见，搞好包装工作和按约定的条件包装，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包装的概念与分类
（一）包装的概念
包装是货物的盛载物、保护物和宣传物，是货物运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能保护货物
品质完好无损，美化宣传商品，达到促销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包装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
盛载物 ；二是买卖合同的一项交易条件，卖方交货未按合同规定包装，则构成违约。另外，包装
不良（insufﬁcient packing），船方将在大副收据上有所批注，从而产生不清洁提单，也影响安全
收汇。

（二）包装的分类
根据包装在流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运输包装（即外包装）和销售包装（即内包
装）两种类型，前者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商品和防止出现货损货差，后者除了能保护商品，还具
有促销功能。

1．运输包装
（1）运输包装的分类 。运输包装的方式和造型多种多样，用料和质地各不相同，包装程度也
有差异，这就导致运输包装具有下列多样性：
1）按包装方式，可分为单件运输包装和集合运输包装。前者，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作为
一个计件单位的包装；后者，是指将若干单件运输包装组合成一件大包装，以更有效地保护商品，
提高装卸效率和节省运输费用。在国际贸易中，常见的集合运输包装有集装包和集装袋。
2）按包装类型和工具不同，可分为箱袋、桶和捆不同形状的包装。
3）按包装材料不同，可分为纸质包装，金属包装，木制包装，塑料包装，麻制品包装，竹、
柳、草制品包装，玻璃制品包装和陶瓷包装等。
4）按包装质地来分有软性包装、半硬性包装和硬性包装，究竟采用其中哪一种，需视商品
的特性而定。
5）按包装程度不同，可分为全部包装和局部包装。
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究竟采用何种运输包装，应在合同中具体订明。
（2）运输包装的标志。运输包上的标志，按用途可分三种：
1）运输标志。运输标志又称唛头（shipping mark），它通常是由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和一些
字母、数字及简单的文字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目的地的名称或代号、收发货人的代号、件号、
批号。此外，有的运输标志还包括原产地、合同号、许可证号和体积与重量等内容。
运输标志的内容繁简不一，由买卖双方根据商品特点和具体要求商定。
鉴于运输标志内容差异较大，不适应货运量增加、运输方式变革和电子计算机在运输与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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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方面应用的需要，因此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简化国际贸易程序工作组，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国际货物装卸协调协会的支持下，制定了一项运输标志向各国推荐使用，该标准运输标志包括：
a．收货人或买方名称的英文缩写字母或简称；
b．参考号，如运单号、订单号或发票号；
c．目的地；
d．件号。
至于根据某种需要而须在运输包装上刷写的其他内容，如许可证号等，则不作为运输标志必
要组成部分。现列举标准化运输标志实例如下：
ABC

收货人代号

1234

参考号

NEW YORK

目的地

1/25

件数代号

2）指示性标志。指示性标志（indicative mark）是提示人们在装卸、运输和保管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事项，一般都是以简单、醒目的图形和文字在包装上标出（见图 3-1）。

图 3-1 指示性标志

3）警告性标志。警告性标志（warning mark）又称危险货物包装标志。凡在运输包装内装有
爆炸品、有毒物品、腐蚀物品、氧化剂和放射性物资等危险货物时，都必须在运输包装上标明用
于各种危险品的标志，以示警告，使装卸、运输和保管人员按货物特性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以
保护物资和人身的安全（见图 3-2）。

图 3-2 警告性标志

除我国颁布的《危险货物包装标志》外，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也规定了一套《国际海
运危险品标志》，这套规定在国际上已有许多国家采用，有的国家进口危险品时要求在运输包装
上标明该组织规定的危险品标志，否则，不准靠岸卸货。因此，在我国危险货物的运输包装上，
要标明我国和国际上所规定的两种危险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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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包装
（1）对销售包装的要求。销售包装又称内包装，它是直接接触商品并随商品进入零售网点和
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包装。这类包装除必须具有保护商品的功能外，更应具有促销的功能。因此，
对销售包装的造型结构、装潢画面和文字说明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
为了使销售包装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在设计和制作销售包装时，应体现下列要求：
1）便于陈列展销；
2）便于识别商品；
3）便于携带和使用；
4）要有艺术吸引力。
（2）销售包装的分类。销售包装可采用不同的包装材料和不同的造型结构与式样，这就导致
销售包装的多样性，究竟采用何种销售包装，主要根据商品特性和形状而定。常见的销售包装有
挂式包装、堆叠式包装、携带式包装、易开包装、喷雾包装、配套包装、礼品包装和复用包装。
（3）销售包装的标示和说明。在销售包装上，一般都附有装潢画面和文字说明，有的还印有
条形码的标志。在设计和制作的销售包装时，应一并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
1）包装的装潢画面。销售包装的装潢画面要美观大方，富有艺术上的吸引力，并突出商品
特点，图案和色彩应适应有关国家的民族习惯和爱好。在设计装潢画面时，应投其所好，以利于
扩大出口。
2）文字说明。在销售包装上应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如商标、品牌、品名、产地、数量、规
格、成分、用途和使用方法等。文字说明要同装潢画面紧密结合，互相衬托，彼此补充，以达到
宣传和促销的目的。使用的文字必须简明扼要，并让销售市场的顾客能看懂，必要时也可以中外
文同时并用。
在销售包装上使用文字说明或制作标签时，还应注意有关国家的标签管理条件的规定。
3）条形码。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是由一组带有数字的黑白及粗细间隔不等的平行条纹所组
成，这是利用光电扫描阅读设备为计算机输入数据的特殊的代码语言。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
在商品包上使用条形码，只要将条形码对准光电扫描器，计算机就能自动地识别条形码的信息，
确定品名、品种、数量、生产日期、制造厂商、产地等，并据此在数据库中查询其单价，进行货
款计算，打出购货清单，这就有效地提高了结算的效益和准确性。
目前，许多国家的超级市场都使用条形码技术进行自动扫描结算，如商品包装上没有条形
码，即使是名优商品，也不能进入超级市场而只能当做低档商品进入廉价商店。有些国家对某些
商品包装上无条形码标志，即不予进口。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扩大出口，1988 年 12 月我
国建立了“中国特品编码中心”负责推广条形码技术，并对其进行统一管理。1994 年 4 月我国
正式加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该会分配给我国的国别号为“690”。目前我国已启用的前缀码有 6
个 ：690 ～ 695。需要指出的是 ：前缀码不代表产品的原产地，而只能代表分配和管理有关厂商
识别代码的国家（或地区）的编码组织。

三、中性包装和定牌生产
采用中性包装和定牌生产，是国际贸易中的习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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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性包装
中性包装（neutral packing）是指既不标明生产国别、地名，也不标明厂商名称的包装，也就
是说，在出口商品包装的内外，都没有原产地和厂商的标记。中性包装包括无牌中性包装和定牌
中性包装两种 ：前者是指包装上既无生产国别和厂商名称，又无商标或品牌 ；后者是指包装上仅
有买方指定的商标或品牌，但无生产国别和厂商名称。
采用中性包装，是为了打破某些进口国家与地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适应交易的特殊需
要（如转口销售等），它是出口国家厂商加强对外竞销和扩大出口的一种手段。为了把生意做活，
我们对国际贸易中的这种习惯做法，也可酌情采用。

（二）定牌生产
定牌是指卖方按买方要求在其出售的商品或包装上标明买方指定的商标或牌号，这种做法叫
定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
。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的超级市场、大百货公司和专业商店，其经营出售的商品，都要在商品
上或包装上标有商店使用的商标或品牌，以扩大本店知名度和显示该商品的身价。许多国家的出
口厂商，为了利用买主的经营能力及其商业信誉和品牌声誉，以提高商品售价和扩大销路，也愿
意接受定牌生产。
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如外商订货较大，且需求比较稳定，为了适应买方销售的需要和有利于
扩大我国出口的销路，我们也可酌情接受定牌生产。

四、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包装条款
进出口买卖合同中的包装条款一般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包装规格、包装标志等内容，
为了订好包装条款，以利于合同的履行，在商订包装条款时，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1）要考虑商品特点和不同运输方式的要求。
（2）对包装的规定要明确具体，一般不宜采用“海运包装”和“习惯包装”之类的术语。
（3）明确包装由谁供应和包装费由谁负担。包装由谁供应，通常有下列三种做法：
1）由卖方供应包装，包装连同商品一块交付买方。
2）由卖方供应包装，但交货后，卖方将原包装收回，关于原包装返回给卖方的运费由何方
负担，应作具体规定。
3）由买方供应包装或包装物料，采用此种做法时，应明确规定买方提供包装或包装物料的
时间，以及由于包装或包装物料未能及时提供而影响发货时买卖双方所负的责任。
关于包装费用，一般包括在货价之中，不另计收，但也有不计在货价之内而规定由买方另行
支付的，究竟由何方负担，应在包装条款中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利于合同的履行。

本章小结
国际贸易合同中的品名、品质条款是合同中的一项主要条款，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构成商
品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买卖双方商定价格、达成交易以及处理品质纠纷的重要依据。商品的
品质既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文字说明表示，前者包括看货买卖和凭样品买卖两种方式，后者包
括凭规格、等级、标准、商标或品牌、产地名称和说明书与图样买卖。这样表示方法可以单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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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有时也可酌情混合使用。品质条款中除包括商品品质的表述内容外，有时也有相应的品质
公差与品质机动幅度条款，这样可使品质条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为了体现按质论价，也可在合
同中加订品质增减价条款。在订立品质条款时，要合理使用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力求约定的品
质条款明确、具体。

关键词
商品品名 name of commodity

商品品质 quality of goods

凭样品买卖 sale by sample

对等样品 counter sample

品质公差 quality tolerance

品质机动幅度 quality latitude

溢短装条款 more or less clause

净重 net weight

毛重 gross weight

运输标志 shipping mark

中性包装 neutral packing

定牌生产 OEM

思考题
一、选择题
1．卖方根据买方来样复制样品，寄送买方并经其确认的样品，被称做（
A．复样

B．回样

C．原样

）。
D．对等样品

2．适用于在造型上有特殊要求或具有色香味方面特征的商品，表示品质的方法有（
A．凭等级买卖

B．凭商标买卖

C．凭说明书买卖

）。

D．凭样品买卖

3． 按 照《 联 合 国 国 际 货 物 销 售 合 同 公 约 》 的 规 定， 卖 方 交 货 数 量 如 超 过 合 同 规 定 数 量 时
（

）。

A．买方有权拒收超过的部分

B. 买方有权拒收全部货物

C．买方必须全部接受

D．以上三者皆非

4．合同中使用了“大约”
“近似”等约量字眼，可解释交货数量的增加幅度为（
A．不超过 5%

B. 不超过 10%

C．不超过 15%

D．由卖方自己决定

5．目前我国出口的某些工艺品、服装、轻工业品等常用来表示品质的方法是（
A．凭样品买卖

B．凭规格买卖

6．溢短装部分的计价，通常（

C．凭等级买卖

）
）

D．凭产地名称买卖

）

A．按合同价格结算

B．按装船时的行市计算

C．按货物到达目的地的世界价格计算

D．由仲裁机构解决

E．由卖方自行决定
7．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若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品质条
件，买方有权（

）。

A．要求损害赔偿

B. 要求修理或交付替代货物

C．拒收货物

D．撤销合同

8．用实物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有（
A．以文字说明表示

）
B．看货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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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看样成交

10．运输标志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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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凭规格买卖

9．包装标志按其用途，可分为（
A．运输标志

合同的标的

）。

B．指示性标志

C．警告性标志

D．识别标志

）。

A．便于识别货物

B．方便运输

D．防止错发错运

E．促进销售

C．易于计数

二、简答题
1．在买卖合同中为什么要规定商品的名称？规定品名条款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2．表明商品品质的方法有哪些？在使用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3．凭样品成交时，应注意哪些要求？
4．试述“品质机动幅度”和“品质公差”条款的含义及作用。
5．某公司出口一批脱水菠菜到香港，质量条款规定“水分不超过 8%”。试分析若该公司实际交
货质量高于或低于该标准，卖方所要承担的责任。
三、案例分析
1．出口合同规定的商品名称为“手工制造书写纸”
（Handmade Writing Paper），买方收到货物后，
经检验发现货物部分制造工序为机械操作，而我方提供的所有单据均表示为手工制造。对方
要求我方赔偿，而我方拒赔，主要理由是：
（1）商品的生产工序基本是手工操作，而且关键工序完全采用手工；
（2）该交易是经买方当面先看样品成立的，并且实际货物品质又与样品一致，因此，应认为
所交 货物与商定的品质一致。
试问：此交易争议的责任在谁？应如何处理？
2．1988 年广交会期间，我某公司同日本 D 产业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出口羊绒衫的合同。根据合
同条款的规定，由我公司按每件 10 美元 CFR 横滨卖给日本 D 产业株式会社羊绒衫一批，数
量为 10 000 件，羊绒含量为 100% ；付款条件为即期信用证，以卖方出具的发票、提单、品
质检验证书作为付款的依据。买方有权在货物抵达目的港后予以复验，检验费由买方自理。
该批货物于 1989 年 4 月 2 日运出，4 月 6 日抵达横滨港。日方根据合同的规定，请日本某检
验机构开箱检验。经检验，羊绒含量为 70%，于是日方即以货物成分含量不符合同要求为由，
向我公司提出异议。我方公司对日方的异议表示不予受理。理由是该笔交易是在广交会上经
买方当面看样成交的，并且是在买方同意的情况下签约的，而实际交货与样品一致，因此认
为货物品质已符合双方约定。
试问：本案例哪一方说法有理。
3．中方某公司与国外成交红枣一批，合同与开来信用证上均写的是三级品。但到发货装船时始
发现三级红枣库存告罄，于是改以二级品交货，并在发票上加注 ：“二级红枣仍按三级计价。”
不料货到对方后，进口方却以所交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为由拒绝收货。
试问：进口商拒收的理由正当吗？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