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国际贸易实务

纠纷。
（5）国际货物贸易往往参与者众多，企业实力较强，有时还会受到参与国政府的
鼓励和支持，因而竞争更为激烈。
因此，要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做货物买卖，需要熟练运用外语，掌握并运用国际
贸易的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的法律与惯例、国际汇兑与结算、国际货运与保险、国
际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国际贸易实务”正是将上述理论知识与实际业务相结合的一
门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也是经济管
理类其他专业和工程类专业学习与了解国际贸易的基础课程。

0.2 “国际贸易实务”的内容体系
国际货物贸易是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在遵守相关的国内、国际贸易
法律、惯例的前提下，采用特定的形式，遵循一定的程序，而进行的跨国货物买卖。
因此，“国际贸易实务”以国际货物买卖为对象，以交易条件和合同条款为重点，以国
课程介绍

际贸易惯例和法律规则为依据，并联系我国外贸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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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物买卖最基本的贸易方式是单纯的进口、出口业务（逐笔交易），即进出口
商为购买、出售某种货物进行交易磋商，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然后各自履行合同义务
（卖方交货、买方付款）。因此，本书以逐笔交易为基础，第一部分介绍贸易合同的条
款，第二部分介绍贸易合同的磋商、签订和履行。合同条款及其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条约及各国国内法是第一、二部分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关于国际贸易方式，
对目前货物贸易中的其他贸易方式的性质、特点、基本做法及适用的业务做基本介绍。
课程内容体系如图 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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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课程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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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合同部分，先按合同的交易条款，如品质条款、数量条款、包装条款、价格条
款等，学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同时解释与有关条款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和法律
规则。然后，学习合同的磋商、签订和履行，介绍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相关的国际贸易惯
例和法律规则。这是一种先见树木再见森林的方法，从具体的、容易理解的内容着手，然后
介绍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国际贸易方式部分，采取并列介绍的方法，并注意介绍各种贸易方式的比较与联系，使学
生在掌握最基本的贸易合同的基础上，对常用的贸易方式有所了解，能够在实际中具体应用。

0.3

进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0.3.1

出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出口交易的一般程序如图 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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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出口交易的一般程序

1. 出口交易前的准备
出口交易前主要应做如下准备工作。
（1）做好对国际市场的调查研究。这主要包括对进口国别地区的调查研究、对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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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研究和对交易对象（客户）的调查研究三个方面。
（2）制订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制订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是以
对国际市场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是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本企业的
国际市场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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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方面的内容一般比
较简单，局限于成本核算与出口定价。
（3）落实货源、制订出口商品生产计划。在制订出口商品经营方案或价格方案的
同时或前后，应根据经营方案和商品的特点，及时与生产、供货部门落实货源收购、
调运或制订出口商品生产计划。
（4）广告宣传。广告宣传的内容及其采用的方式与手段要针对不同的市场和商品
的特点，要注意实际效果，符合我国的国情。
（5）选定客户和建立业务关系。通过对业务对象深入、细致的调查，选定资信情
况良好、经营能力较强、对我方友好（或不抱偏见）的客户，通过采取主动发函、发
电等方式进行初步联系并与之建立业务关系。

2. 出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在与选定的国外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以后，双方就货物买卖的各种交易条件进行实
质性谈判，即交易磋商。交易磋商包括面对面的磋商、书信磋商和数据电文磋商等方
式。在实际业务中，通常当事人双方要签署一份有一定格式的书面合同。

3. 出口合同履行
出口合同的履行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准备货物。即根据出口合同规定按时、按质、按量准备好货物。
（2）落实信用证。落实信用证主要包括催证、审证和改证等。
（3）安排装运。即收到信用证并经审核无误后，应办理货物装运手续。
（4）制单结汇。货物装运后，应缮制和备妥各种单据，包括商业发票、运输单据
和保险单等。单据备妥后，即可向有关银行交单收取货款。

0.3.2

进口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进口交易的一般程序如图 0-3 所示。
进口贸易的业务程序分为进口交易前的准备、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以及进口
合同履行三个阶段。其具体工作有些与出口业务相同，如市场调研、选择客户、建立
业务关系、交易磋商、签订合同等，有些与出口业务不同，简述如下。

1. 进口交易前的准备
（1）从商品的供应、价格、规格、技术水平等方面对供应国的主要生产者进行比
较，力争从产品对路、货源充足、技术水平高、价格较低的市场采购。
（2）对客户进行调研，了解其购销渠道，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进口
成本。

2. 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
进口交易磋商和合同订立的做法与出口基本相同，但要特别注意做好价格比较工
作，力争签订对我方较有利的购货合同或购货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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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交易的一般程序

3. 进口合同履行
我国进口货物，按 FOB、FCA 条件和信用证方式付款订立合同较多，其履行程序一般包
括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催货、租船订舱或订立运输合同、通知装货日期、接运货物、办
理保险、付款赎单、进口报关、接卸货物、进口报验、拨交等环节。
不管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交易前的准备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往往被没有经验的
业务员所忽略。下面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交易前准备的重要性。

案例 0 -1
盲目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案
【案情】
改革开放初期，某侨商 L 经私人介绍，同我国某进出口公司 X 建立业务关系。某年 9
月，客户 L 在 X 公司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工厂参观，对某重工业产品表示有兴趣，声称该产品
在国外有销路，年销 2 万台没问题。后经 X 公司、工厂及 L 三方协商，签订了一份 5 年产销
合作协议。协议规定 L 每年在国外市场销售 2 万台。当年 10 月，客户 L 以 U 公司名义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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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 A、B 两个型号共 1 万台正式签订合同，价格条件为 CIFC 8%，总值 2 500 余万港元。
合同规定次年 4 ～ 11 月交货，支付条件规定“买方须于接到卖方电报 15 天内开出不可撤销
的即期信用证”，卖方在“收到信用证后 45 天内装出”。
X 公司签订出口合同后，于当月同工厂签订 1 万台收购合同。合同中的两个型号，A 型是
公司早期的产品，后因销路不佳而停产。这次安排生产后，又经有关部门鉴定通过，并于当年
年底将样品送客户确认。B 型原是该厂签订合同的前一年的产品，这次又根据客户样品进行改
制而成。工厂为完成这次供货任务，又同 50 多家协作厂分别签订零部件生产与供货合同。
从当年 10 月签订合同起，工厂即着手生产，陆续组装成品，部分产品已抵装运口岸。这
期间，X 公司多次向客户 L 催证，而客户既不开证，也不回复。直到次年 5 月 11 日，客户 L
才来电称 5 月底可开证，确认 3 000 台。X 公司对此未置可否。6 月 2 日，客户 L 又电传通
知 X 公司，先试订 200 台，稍后再订 500 台，并称市场竞争激烈，不久可开证，但需要时间。
6 月 16 日，X 公司收到客户 L 的来信，信上并未提及上封信确认的 3 000 台，也不提以后的
200 台或 500 台，更不提 1 万台的合同，只是解释他“正在按计划进行”，但“国际经济衰退，
市场竞争激烈”，他是“逆风前进”；并称他的公司“已在各地配备了精悍的技术队伍和完善、
坚强的销售网”，要我方公司对该产品“有一定数量存仓，不必担心”。
来信之后，客户 L 再无音信。从次年 6 月到 10 月，X 公司多次向客户发函发电，催促开
证，但都石沉大海，毫无反应。次年 10 月，X 公司不得不致函我国驻马来西亚商务处请求协
助，敦促客户履约。据我国驻马来西亚商务处反映，签订合同的前一年，马来西亚全年进口各
种型号的该类重工业产品只有 1.3 万余台，其中来自中国的不足 800 台。本案所涉及的合同，
仅仅两个型号，在 8 个月内交货的数量达 1 万台，这个数量从市场容量来看，是没有可能的。
不久，我国商务处函告 U 公司，该公司称“此事由 L 经营，别人不管此事，现 L 在日本
养病，不知何时返马”。从此之后，我方公司的所有函电催促，均未得到回复。至于客户 L，
也不知下落了。
由于客户不履行合同，X 公司也无法履行同工厂签的收购合同，使工厂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X 公司同工厂多次协商，进行善后处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 X 公司承担一定的经
济责任。按协议计算，X 公司在这笔交易中除直接损失 30 余万元人民币外，还占用了 400 余
万元的资金。

【讨论分析】
1. X 公司遭受了哪些损失？哪些是直接损失？哪些是间接损失？
2. X 公司在签订合同前有没有做市场调研？如果做了市场调研，它会认为市场容量有多
大？对于初次入市的它，合同数量多少为宜？
3. X 公司在签订合同前有没有做客户调研？如果做了客户调研，它会认为这是一个在该
重工业产品上经营多年，并且“已在各地配备了精悍的技术队伍和完善、坚强的销售网”的
大客户吗？
4. 客户 U 公司遭受了哪些损失？ U 公司为何与 X 公司签订这样的合同呢？
5. 本次交易导致合同双方都遭受损失的原因是什么？

第1章

商品的品名与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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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了单证一致起见，所有单据上均用“ APPLE WINE ”。不料货到国外后遭海关
扣留罚款，因该批酒的内、外包装上均写的是“ CIDER ”字样。结果外商要求我方赔
偿其损失。

【讨论分析】
1. 请查阅字典，明确“ APPLE WINE ”和“ CIDER ”的区别。
2. 请查阅（某国，例如美国）海关税则，看看“ APPLE WINE ”和“ CIDER ”的
进口关税相差多少。
3. 分析海关扣留罚款的原因。
4. 总结本案的教训。

【延伸思考】
1. 若“CIDER”和“APPLE WINE”都可以作为“苹果酒”的品名，已知“APPLE
WINE ”比“ CIDER ”进出口监管更严厉、关税更高，在商订合同的时候，你会选择
“ CIDER ”还是“ APPLE WINE ”作为品名？
2. 若本案合同规定的品名是“CIDER”
，但信用证规定的品名是“APPLE WINE”
，
出口方应如何处理才能顺利履行合同？

2. 规定品名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买卖合同中的品名条款是合同的要件，在规定时买卖双方应予以重视。具体来说
应注意以下问题。
（1）必须具体明确。商品名称必须能明确反映交易标的物的特点，应避免空泛、
笼统的规定，以利于合同的履行。
（2）尽可能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许多商品各地叫法不一，为避免误解，应尽
可能使用国际上通用的称呼。若使用地方性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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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际上的习惯，并注
意它在外文中的意义。新商品的定名必须做到准确、易懂，译名应符合国际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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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目 前 各 国 的 海 关 统 计、 普 惠 制 待 遇 等 都 按
H.S. 进行。所以，我国在采用商品名称时，应与 H.S. 规定的品名相适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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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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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
合同的品名时应当选用对交易双方有利的名称。

1.2

商品品质的含义
狭义地理解，商品品质（quality of commodity）是指商品的外观形态和内在品质

的综合表述。商品的外观形态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可以直接获得的商品的外形特征，

商品命名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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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品的大小、长短、结构、造型、款式、色泽、光彩、宽窄、轻重、软硬、光滑、粗糙以
及味觉、嗅觉等。商品的内在品质则是指商品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生物特征、技术指标
和要求等，一般需借助各种仪器、设备分析测试才能获得。例如，纺织品的断裂强度、伸长
率、回潮率、缩水率、防雨防火性能、色牢度；化工商品的熔点、沸点、凝固点；机械类产
品的精密度、光洁度、强度；肉禽类商品的各种菌类含量等。
对广义品质的理解，需要从生产过程、市场营销等方面出发。例如，国际贸易商品的生
产过程中加工方法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生产过程是否违反环境保护的要求，是否产生有害物
质，等等；如果从国际市场营销的整体产品概念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商品的品质还应该包括
商品的包装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深入，不仅要加深对国际贸易
商品品质的狭义品质含义的理解，而且要从广义品质的角度，完善国际贸易商品的品质。

案例 1-2
【案情】
出口合同规定的商品名称为“手工制造书写纸”
（hand-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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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造，对
方要求我方赔偿，而我方拒赔，主要理由是：① 该商品的生产工序基本上是手工操作，而且
关键工序完全采用手工；② 该交易是经买方当面看了样品才成交的，而且实际货物品质又与
样品一致，因此应认为所交货物与样品一致。

【讨论分析】
1. 双方对商品品质的理解存在怎样的差异？
2. 你认为卖方的解释有道理吗？
3. 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本案纠纷？

【延伸思考】
对这种“关键工序完全采用手工、部分制造工序为机械操作”的“手工制造书写纸”，应
在合同中如何表述才能避免类似本案的纠纷？

1.3

商品品质的表示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商品种类纷繁复杂，而不同商品有各自的特点，其中包括制造加工

情况、市场交易习惯等，因此描述商品品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主要有
两大类，即实物表示法和文字说明表示法。实际业务中，具体采用何种方式，须视商品的种
类、特性及双方的交易习惯等而定。

1.3.1

以实物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有些商品由于其本身的特点，难以用文字说明表示其品质，或者出于
市场习惯而以实物表示商品品质，主要包括看货买卖（sales by actual quality）和凭样品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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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by sample）两种。

1. 看货买卖
看货买卖又称看货成交，即买方先验货物而后达成交易，卖方须按对方验看的商品交货，
只要卖方所交付的商品已为买方所检验，买方就不能对品质提出异议。在国际贸易中，这种
交易方式多用于寄售、拍卖、展卖等业务中。
有些特种商品，既无法用文字概括其品质，也没有品质完全相同的样品可以作为交易的
品质依据，如珠宝、首饰、字画、特定工艺制品等，对于这类具有独特性质的商品，买卖双
方只能看货洽商，按货物的实际状况达成交易。

2. 凭样品买卖
样品（sample）通常是指从一批商品中抽取出来，或者由生产、使用部门设计加工出来的
足以代表整批商品品质的少量实物。凭样品买卖即以样品表示商品的品质，并以此作为交货
依据。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部分工艺品、服装、轻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等一些难以用科学的方
法表示商品品质的买卖。凭样品买卖可分为凭卖方样品买卖、凭买方样品买卖。
（1）凭卖方样品买卖。凭卖方样品买卖（sales by seller’s sample）是指交易双方约定以卖
方提供的样品作为交货依据的买卖。由卖方提供的样品称为“卖方样品”（seller’s sample），凡
凭卖方样品作为交货的品质依据者，称为“凭卖方样品买卖”。在此情况下，在买卖合同中应
订明：“品质以卖方样品为准”
（quality as per seller’s sample），卖方所交整批货物的品质必须与
其提供的样品一致。
卖方所提供的能充分代表日后整批交货品质的少量实物，可称之为代表性样品（representative sample）。代表性样品也就是原样（original sample）或称标准样品（type sample）。
卖方在送交买方代表性样品的同时，应保留一份或数份同样的样品，即留样（keep sample），
或称复样（duplicate sample）。卖方应在原样和留存的复样上编制相同的号码，注明样品
提交买方的具体日期，以便日后联系及洽商交易时参考。
（2）凭买方样品买卖。买方为了使其订购的商品符合自身要求，有时也提供样品交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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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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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样
成交”或“来样制作”。凭买方样品买卖的好处是可以提高卖方产品在国外市场的适销性，有
助于扩大出口。
在此情况下，在买卖合同中应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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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业务中，如卖方认为按买方来样供货没有切实的把握，卖方可根据买方来样加工仿
制或从现有货物中选择品质相近的样品提交买方，这种样品称“对等样品”
（counter sample）或
称“回样”
（return sample）。对等样品经买方确认后，称为“确认样”
（conf irmed sample）。卖方
所交整批货物的品质，必须与确认样相同。这样做，等于将“凭买方样品买卖”转变成了“凭
卖方样品买卖”。

3. 凭样品买卖应该注意的问题
（1）凡凭样品买卖，卖方交货品质必须与样品完全一致（strictly same as sample）。○买方
一

一

一 《民法典》第六百三十五条：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质量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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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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不易发现的不符合销售的缺陷。《民法典》第六百三十六条：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
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
《中华人民
共和国
民法典》
（合同编
第一分编）

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买方对与样品不符的货物，可以提出赔偿要求甚至
拒收货物。
（2）采取措施防止在履约过程中可能产生品质方面的争议。凡能用客观的指标
表示商品品质的，尽量避免采用凭样品买卖。对于某些需要采用凭样品买卖，而在
制造、加工技术上有一定困难，难以做到与货样一致或无法保证批量生产时品质稳
定的商品，则应在订立合同时规定一些弹性条款，如：品质与样品近似（quality to
be nearly the same to the sample ...）或品质与样品大致相同（quality be similar to the
sample ...）。

《中华人民
共和国
民法典》
（合同编
第二分编）

（3）采用“凭买方样品买卖”时，要特别注意防止侵犯第三者工业产权。根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
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
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为限。为了避免纠纷，最好在品质
条款中对此做出明确声明。例如：
凡根据买方提供的式样、商标、品牌及

For any goods produced with the designed，

（或）印记等生产的产品，如果因涉及第

trade marks，brands and/or stamps

三方的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

provided by the Buyers should there be any

纠纷，概由买方负责。

dispute arising from infringement upon the
third party’s industrial property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it is the Buyers

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

to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it.
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此类侵权越来越重视，许多国家纷纷从法律、法规、行政措
施上加强和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旦发生了侵权之诉，作为侵权商品的生产者、
出售者，仅根据合同中的这一免责条款是难以逃脱其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因此，在
接受买方样品时，一定要做细致的调查，以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了他人的知识
产权。
（4）结合其他描述商品品质的有效方法，完善凭样品成交方法。在国际贸易中，
单纯凭样品成交的情况并不多，而是以样品来表示商品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品质指
标。例如，在纺织品和服装交易中，“色样”（color sample）用来表示商品的色泽，“款
式样”（pattern sample）则用来表示商品的造型；而对这些商品其他方面的品质规定则
通过文字说明来表示。
（5）凡凭样品买卖，为了避免双方在履约过程中产生品质争议，必要时还可以
使用“封样”（sealed sample），即由第三方或公证机关在一批商品中抽取同样品质的
样品若干份，每份样品采用铅丸、钢卡、封条、封识章、不干胶印纸以及火漆等各种
方式加封留存备案。有时，封样也可由出样人自封或买卖双方会同加封。《民法典》
第六百三十五条规定，凭样品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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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说明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

以说明表示商品品质是指用文字、图片、照片等方式来说明商品的品质。这
是国际货物买卖中大多数商品表示品质的方法，称为“凭文字说明买卖”（sales by
descriptions），具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以文字说明
表示品质

1. 凭规格买卖（sales by specif ications）
商品规格（specif ication of goo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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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格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具
有简单易行、明确具体、可根据每批成交货物的具体品质状况灵活调整的特点，故在
国际贸易中广为运用。例如：二
一

漂白布
Bleached Cotton
Shirting

纱支

密度（每英寸）

30 支 ×36 支

幅宽（英寸）
一
○

72×69

二
○○

38 英寸 ×121 码

Yarn Counts

No.of threads (per inch )

Width (inch)

30s×36s

72×69

38″×121yds

由于各种商品有其特定的结构，规格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即不同商品所采用的商
品品质的指标也不同；商品用途不同，描述用途要求的品质指标也会有所不同，即同
一商品，因用途不同，规格的内容也会有差异。如大豆，用来榨油时，规格中应列明
含油量指标，而食用时规格中则应列明蛋白质含量。

2. 凭等级买卖（sales by grade）
商品的等级是指把同一种商品按其质地的差异，或尺寸、形状、重量、成分、构
造、效能等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和档次，用数码或文字表示，如特级（special
grade）、一级（f irst grade）、二级（second grade）等。如我国出口的钨砂，主要根据三
氧化钨和锡含量的不同，分为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而每一级又规定有下列相对固
定的规格。
三氧化钨最低

锡最高

砷最高

硫最高

特级

70%

0.2%

0.2%

0.8%

一级

65%

0.2%

0.2%

0.8%

二级

50%

0.5%

0.2%

0.8%

因此，在交易双方对等级所含规格理解一致时，采用凭等级交易，无须再列明
规格。
商品的等级通常是由制造商或出口商根据其长期生产和了解该项商品的经验，在
掌握其品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有助于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也有利于根据
不同需要来安排生产与加工整理。这种表示品质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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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 英寸 = 0.025 4 米。
○
二
1 码 = 0.914 4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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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案情】
某出口公司与国外成交红枣一批，合同规定是三级红枣，卖方交货时发现三级红枣缺货，
卖方在没有征得买方同意的情况下，交货时用二级红枣代替三级红枣并在发票上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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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分析】
1. 货物的品质高于合同规定也构成“货物品质不符合合同”吗？
2.“货物品质符合合同”的要求是什么？

【延伸思考】
1. 履行合同时，出现需要以好顶次的情况，卖方应怎样处理才不会出现类似本案的
纠纷？
2. 在收到货物的品质高于合同规定时，买方为什么还会拒绝收货？

3. 凭标准买卖（sales by standard）
商品的标准是指将商品的规格、等级标准化并以一定的文件表示出来。标准化的规格、
等级所代表的品质指标即为一定规格、一定等级的指标准则，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 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一些标准，还有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如英国的 BS、美
国的 ANSI、法国的 NF 等。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品质标准，有的由国家政府组织规定，有
的则由同业公会、贸易协会、科学技术协会、商品交易所等制定。
国家制定的标准，有的具有品质管制的性质。不符合标准的商品不准进口或出口；有
的则没有约束性，只供贸易双方选择使用。买卖双方可另行约定品质的具体要求。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某些标准需要经常修改。当规定了新的标
准后，旧的标准一般都废弃不用，但有时仍然保持使用一段时期。所以标准一般有不同年
份的版本，版本不同，品质标准内容也不尽相同。在合同中援引标准时，应注明采用标准
的版本名称及其年份。在实际业务中，买方要求卖方交货品质符合其指定标准，并经其
确认。
我国有国家标准、专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我国外贸实践中，除使用国际标准
和某些外国的标准外，也有使用我国国家标准的。
例如：生丝 5A 级 20/22 GB/T 1797—2008○
一

Raw Silk 5A 20/22 GB/T 179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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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来表示其品质。
所谓良好平均品质（fair average quality，F.A.Q），是指一定时期内某地出口货物的平
均品质水平，即指由同业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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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生丝》（GB/T 1797—2008）规定，生丝的等级分为 6A、5A、4A、3A、
○

2A、A、级外品等 7 个标准等级。20/22 表示生丝的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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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去少量实物加以混合拌制，并由该机构封存保管，以此实物所显示的平均品质水平，作
为该季节同类商品的品质的比较标准。这种表示品质的方法非常笼统，实际并不代表固定、
具体的品质规格。在我国，某些农副产品的交易中也使用 F.A.Q 表示品质，习惯上我们称其
为“大路货”，其交货品质一般以我国产区当年生产该项农副产品的平均品质为依据而确定。
采用这种方法，除在合同中注明 F.A.Q 字样和年份外，一般还订明该商品的主要规格指标。
例如：
中国花生仁 F.A.Q 2014

China Peanuts F.A.Q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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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 (Min) 44%

国际上在买卖木材和冷冻鱼虾等水产品时，往往采用“上好可销品质”
（good merchantable
quality，G.M.Q）。所谓上好可销就是卖方要保证其交付的货物品质良好，适合商销。如果卖
方所交货物无该类货物通常的使用目的，无市场交易可能，则由卖方承担责任。显然这种标
准更为笼统，这种方法极少使用。

4. 凭牌名或商标买卖（sales by brand or trade mark）
商品的牌名是指厂商或销售商所生产或销售商品的牌号，简称“品牌”；商标则是牌号
的图案化，是特定商品的标志。使用牌名和商标的主要目的是使之区别于其他同类商品，以
利于销售。在国际交易中，凭牌名或商标买卖一般适用于品质稳定的工业制成品或半制成品。
在市场上行销已久、品质稳定、信誉良好的产品，其品牌或商标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品质象
征，人们在交易中可以只凭品牌或商标买卖，无须对品质提出详细要求。
例如：SH 100 大白兔清凉奶糖

SH 100 White Rabbit Mint Creamy Candy

采用商标或品牌规定商品品质时，主要有以下两种规定办法。一种是在合同中既订
明商品的商标或品牌，同时又列明该商品的具体品质要求，此种规定办法要求卖方所交付
的货物必须具有合同中所指明的商标或品牌，而且货物的品质还要与合同中的具体规定一
致。另一种规定办法是买卖双方在合同中仅订明商品的商标或品牌，而未列明品质要求，此
种情况下，卖方所交货物必须符合该商标或品牌的商品通常所具有的品质，否则，即构成
违约。
应当注意，牌名和商标属于工业产权，各国都制定了有关商标法加以保护。在凭牌名或
商标买卖时，生产厂商或销售商应注意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在销往国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以维护商标专用权。

5. 凭产地名称买卖（sales by name of origin, or sales by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在国际贸易中，有些产品，尤其是农副产品，因产区的自然条件、传统的加工工艺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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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这类产品一般可用产地名
称来表示其品质。如以一个国家为标志的“法国香水”
（France Perfume）、“德国啤酒”
（German
Beer）、“中国梅酒”（China Plum）；以某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为标志的“中国东北大米”（China
Northeast Rice）；以某个国家的某一地区的某一地方为标志的“四川榨菜”（Sichuan P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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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etable）、“绍兴花雕酒”（Shaoxing Hua Tiao Chiew）等。这些标志不仅标注了特定商品的产
地，更重要的是无形中对这些商品的特殊品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凭产地名称买卖涉及地理标志，实际使用中要确切了解其中的内涵。地理标志在《关税
及贸易总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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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
充分理解其中的价值，而且要注意保护和避免侵权。

6. 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sales by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
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是指在国际贸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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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具体性能和结构特点。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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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适用于对材料和设计的要求严格，产品结构复杂，说明其性能的数
据较多的机械、电器和仪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以说明书和图样表示商品品质时，
卖方要承担“所交货物的品质必须与说明书和图样完全相符”的责任。
目前，不少厂商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顾客分送整本的商品目录或单
张的产品介绍，用图片和文字介绍其产品造型、外观设计、内部构造、性能、使用方法、注
意事项以及价格和售后服务等情况，供顾客选购。这种办法又称凭商品目录买卖。国际上有
不少定型的机电产品都是用这种办法进行交易的。
以上表示商品品质的各种方法，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根据商品的特点、市场或交易的
习惯，将几种方式结合运用。但要注意，在销售某一商品时，原则上，可用文字说明表示品
质的，就不再同时用样品表示。反之亦然。如果有些商品确需既用文字说明又用样品表示品
质，则一旦成交，卖方必须承担交货品质既符合文字说明又符合样品的责任，否则买方有权
拒收货物，并可以提出索赔要求。因此，凡能用一种方法表示品质的，一般就不宜用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方法来表示。
在用文字说明表示品质时，为了使买方进一步了解商品的实际品质，增加感官认识，可
寄送一些参考样品（reference sample）。这与“凭样买卖”是有区别的，因为这种参考样品是
作为卖方宣传介绍之用，仅供对方决定购买时参考，不作为交货时的品质依据。为了防止可
能发生的纠纷，一般应标明“仅供参考”（for reference only）字样。同时，在对外寄送参考样
品时，也必须慎重对待，力求做到日后交货的品质既符合文字说明，又与参考样品相接近。
总之，卖方应根据商品的特点、市场习惯和实际需要，适当地选用适合于有关商品的表示品
质的方法，以利销售，并维护其自身利益。

案例 1-4
【案情】
我方某公司向德国出口农产品一批，合同规定水分最高为 15%，杂质不得超过 3%，但在
成交前我方曾向买方寄过样品，订约后，我方又电告对方所交货物与样品相似，货物装运之
前，由我国商品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签发了品质规格证书，货到德国后，买方提出了货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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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样品低 7% 的检验证明，并据此要求我方赔偿 1 500 英镑的损失。

【讨论分析】
1. 按照书面合同，此笔交易是凭规格买卖还是凭样品买卖？
2. 成交前我方向买方寄送样品，对买方在交易中的决定有无影响？
3. 订约后，我方电告对方所交货物与样品相似，买方是否可以据此认为样品是货
物品质依据之一？
4. 买方能否依据货物与样品的差异提出索赔？
5. 卖方应如何据理力争、处理此事？
6. 如果你是仲裁员，你将如何裁决此纠纷？

【延伸思考】
从本案中，卖方应该吸取的教训有哪些？

1.4

合同中的品名品质条款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品名和品质条款是与合同标的有着密切关系的条款，合

同条款对交易商品的名称和品质描述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是构成商品说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买卖双方交接货物的基本依据。

1.4.1

合同中的
品质条款

品名品质条款的基本内容

合同中的品名条款通常是在“货物名称”或“品名”（name of commodity）的标题
下，具体列明双方当事人同意买卖的货物名称。但有的合同品名条款不单独列出，而
是与品质条款一起出现。合同中的品质条款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是一项重要条
款，它既是构成商品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买卖双方交接货物时对货物的品质进
行评定的主要依据。在合同的品质条款中，表示品质的方法和品质条款的繁简应视商
品特性而定，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不同，合同中品名品质条款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但
通常应包括商品的名称、货号和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品质条款的写法与品质的表示
方法紧密关联。品质可以用样品（样 1）来表示，也可以用规格（样 2）、等级（样 3）、
标准（样 4）来表示，还可以用商标或牌名（样 5）、产地名称（样 6）、说明书和图样
（样 7）来表示。
样 1： 样品号 NT001 长毛绒玩具，尺码 24

Sample NT001, Plush Toy Bear, Size24",

英寸，根据卖方于 2006 年 10 月 20

as per the sample dispatched by the

日寄送的样品

seller on 20th Oct., 2006

样 2：“金鱼”印花布

Printed Shirting“ Golden Fish ”

纱支

Yarn Counts 30×36

密度（每英寸）

No.of Threads (per inch) 72×69

幅宽（英寸）

Width (inch)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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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reen Tea

样 3：中国绿茶
特珍眉

特级

货号 41022

Special Chunmee Special Grade
Art. No. 41022

特珍眉

一级

货号 9317

Special Chunmee Grade 1
Art. No. 9317

特珍眉

二级

货号 9307

Special Chunmee Grade 2
Art. No. 9307

样 4： 利 福 平（甲 哌 利 福 霉 素）《英 国 药 典》

Rifampicin B.P. 1993○○
一

1993 年版
样 5：梅林牌辣酱油

Maling Brand Worcestershire Sauce

样 6：绍兴花雕酒

Shaoxing Hua Tiao Chiew

样 7： 1515A 型多梭箱织机，详细规格如所附

Multi-shuttle Box Loom Model 1515A,

文字说明与图样

Detail Specif ications as Attached description
and illustrations

1.4.2

品质公差和品质机动幅度

在国际贸易中，卖方交货品质必须严格与买卖合同规定的品质条款相符。○但是，某些工
一

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和生产过程中存在自然损耗，以及受生产能力等因素
的影响，难以保证交货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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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把品质指标绝对化，必然会给卖方的顺利交货带来困难。为了避免因交货品质与合同稍有
不符而引起争议，订立合同时可在品质条款中规定一些灵活条款，如在品质条款中规定品质
公差（quality tolerance）或品质机动幅度，规定卖方所交商品品质只要在公差范围内，即可认
为交货品质与合同相符，买方无权拒收。

1. 品质公差
品质公差是指国际上公认的产品品质的误差，如手表每天出现误差若干秒应算正常。这
种公认的误差，即使合同没有规定，也不能视作违约。凡在品质公差范围内的货物，买方不
得拒收或要求调整价格。
在实际操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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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公认的品质公差或者买卖双方对品质公差理解不一致，或者由于生产
原因，需要扩大公差范围时，也可在合同中具体规定品质公差的内容，即买卖双方共同认可的
误差。

2. 品质机动幅度
某些初级产品的品质不甚稳定，为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规定其品质指标的同时可另订
一 《民法典》第六百一十五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
○

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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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的数量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掌握成交数量，对促成交易的达成和争取有利
的价格，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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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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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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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第 3 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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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或美制计量单位者外，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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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棉花每包净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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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2.3.1

计量单位

在国际贸易中，确定买卖商品的数量时，必须明确采用什么计量单位。由于商品的种类
和性质不同，所以采用的计量单位也不同。下面介绍几种常用商品的计量单位。

1. 重量单位（weight unit）
适 用 商 品： 一 般 农 副 产 品、 矿 产 品 以 及 部 分 工 业 制 成 品， 如 谷 物、 油 类、 沙 盐、 药
品等。
常用计量单位：千克（kilogram，kg.）
，吨（ton，t）
，公吨（metric ton，m/t）
，公担（quintal，q．
）
，
公分（gram，gm．
）
，磅（pound，lb．
）
，盎司（ounce，oz．
）
，长吨（1ong ton，l/t）
，短吨（short ton，
s/t）。钻石之类的商品，则采用克拉作为计量单位。

2. 个数单位（number unit）
适用商品：一般日用消费品、轻工业品、机械产品以及一部分土特产品，如文具、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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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成衣、车辆、拖拉机、活牲畜等。
常用计量单位：只（piece，pc．
），件（package，pkg．
），双（pair），台、套、架（set），打
（dozen，doz.），罗（gross，gr.），大罗（great gross，g．gr.），令（ream，rm.），卷（roll，coil），
辆（unit），头（head）。有些商品也可按箱（case）、包（bale）、桶（barrel，drum）、袋（bag）等
计量。

3. 长度单位（length unit）
适用商品：纺织品匹头（如丝绸、布匹）、绳索、电线电缆等。
常 用 计 量 单 位： 码（yard，yd）
， 米（metre，m．
）
， 英 尺（foot，ft．
）
， 厘 米（centi-metre，
cm．
）
，等等。

4. 容积单位（capacity unit）
适用商品：谷物类，以及部分流体、气体物品，如小麦、玉米、煤油、汽油、酒精、啤
酒、过氧化氢、天然瓦斯等。
常用计量单位：公升（litre，l．
），加仑（gallon，gal．
），蒲式耳（bushel，bu．
），等等。美
国以蒲式耳作为各种谷物的计量单位，但每蒲式耳所代表的重量，则因谷物不同而有差异。
例如，每蒲式耳亚麻籽为 56 磅，燕麦为 32 磅，大豆和小麦为 60 磅。公升、加仑则用于酒
类、油类商品的计量。

5. 面积单位（area unit）
适用商品：皮制商品、塑料制品等，如皮革、塑料篷布、地毯、铁丝网等。
常用计量单位：平方码（square yard，yd2）
，平方米（square metre，m2）
，平方英尺（square
foot，ft2）
，平方英寸（square inch），等等。

6. 体积单位（volume unit）
适用商品：化学气体、木材等。
常用计量单位：立方码（cubic yard，yd3）
，立方米（cubic metre，m3）
，立方英尺（cubic
foot，ft3）
，立方英寸（cubic inch）
，等等。

案例 2-1
【案情】
大连某出口公司向日本出口大米一批，在洽谈时，谈妥 2 000 公吨，每公吨 US$280 FOB
大连口岸。但在签订合同时，在合同上只是笼统地写了 2 000 吨，我方当事人认为合同上的
吨就是指公吨，而发货时日商却要求按长吨供货。请问外商要求是否合理，应如何处理此项
纠纷？

【讨论分析】
1. 1 长吨等于多少公吨？
2. 若按长吨发货，对何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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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合同的数量条款存在什么问题？
4. 针对外商的要求，出口方应如何处理？

【延伸思考】
本案例是在发货时外商提出的要求，我方尚可据理力争，若货到目的地后，国外市场价
格下跌，外商以此让我方让步，我方将遭遇什么后果？

2.3.2

计量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许多商品采用按重量计量，计算重量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按毛重计
毛重（gross weight）是指商品本身的重量加上包装材料的重量，也就是商品连同包装的
重量，即皮重（tare）。有些单位价值不高的商品（例如，用麻袋包装的粮食、蚕豆等农产品）
可采用按毛重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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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作净”
（gross for net）。
由于这种计重方法直接关系到价格的计算，因此，在销售上述种类的商品时，不仅在规
定数量时，需明确“以毛作净”，在规定价格时，也应加注此条款，例如，“每公吨 200 美元，
以毛作净”
（US $200 per metric ton，gross for net）。

2. 按净重计
净重（net weight）是指商品本身的实际重量，不包括包装材料的重量，即毛重扣除皮重
的重量。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按重量计量的商品大都采用以净重计量。有包装的商品如按净
重计算时，应将包装重量扣除，即用毛重减去皮重。
计算皮重的方法有以下 4 种。
（1）实际皮重（real t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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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部商品中抽取几件，称其包装的重量，除以抽取的件
数，得出平均数。再以平均每件的皮重乘以总件数，算出全部包装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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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按公认的标准单件包装重量乘以商品的总件数，得出全部包装重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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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已被公认的皮重，即为习惯皮重。
（4）约定皮重（computed tare）。买卖双方以事先约定的单件包装重量，乘以商品的总件
数，求得该批商品的总皮重。
去除皮重的方法，依交易商品的特点，以及商业习惯的不同，由买卖双方事先商定在买
卖合同中做出具体规定。如果在合同中未明确规定用毛重还是用净重计量、计价，则按惯例
应以净重计。

3. 其他计算重量的方法
（1）按公量计重（conditioned weight）。在计算货物重量时，使用科学方法，抽去商品中
所含水分，再加标准水分重量，求得的重量称为公量。这种计重办法较为复杂，主要使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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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有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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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见式（2-1）和式（2-2）。
公量 = 商品干净重 ×（1 + 公定回潮率）
公量 = 商品净重 ×

1 + 公定回潮率
1 + 实际回潮率

（2-1）
（2-2）

式中，公定回潮率○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回潮率计算。实际回潮率是指商品中所含的实际
一

水分与剩下的干量之比。例如，1 公斤生丝，用科学的方法除掉水分 0.2 公斤，剩下的干量为
0.8 公斤，0.2 与 0.8 的比率为 25%，即实际回潮率为 25%。
（2）按理论重量计重（theoretical weight）。理论重量适用于有固定规格和固定体积的商
品。规格一致、体积相同的商品，每件重量也大致相等，根据件数即可算出其总重量。如马
口铁、钢板等。
（3）法定重量（legal weight）和净净重（net net weight）。纯商品的重量加上直接接触商品
的包装材料，如内包装等的重量，即为法定重量。法定重量是海关依法征收从量税时，作为
征税基础的计量方法。而扣除这部分内包装的重量及其他包含杂物（如水分、尘芥）的重量，
则为净净重，净净重的计量方法主要也为海关征税时使用。
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如果货物是按重量计量和计价，而未明确规定采用何种方法计
算重量和价格时，根据惯例，应按净重计量和计价。

2.4

合同中的数量条款
1. 基本内容
合同中的数量条款，主要包括成交商品的具体数量和计量单位。有的合同还需要规定确

定数量的方法。
样 1：5 000 箱，每箱 10 打

（毛巾）

5 000 cartons of 10 doz. each.

样 2：1 000 码

（布）

1 000 yards.

样 3：2 500 包，每包 300 磅 （棉纱）

2 500 bales of 300 lbs each.

2. 数量的机动幅度条款一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有些商品是可以精确计量的，如金银、药品、生丝等，但有些商品
受本身特性、生产、运输或包装条件以及计量工具的限制，不易精确计量，如散装的谷物、
油类、矿砂以及一般的工业制成品等。为了便于合同顺利履行，减少争议，可以在合同中规
定数量机动幅度条款，允许交货数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灵活掌握。数量机动幅度通常采用溢
短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来表示。
溢短装条款，又称数量增减条款（plus or minus clause），就是在规定具体数量的同时，在
合同中规定允许多装或少装一定百分比的数量。卖方交货数量只要在允许增减的范围内即为
符合合同有关交货数量的规定。一个完整的溢短装条款应包括三项内容：第一，允许溢装或
一
为了消除因回潮率不同而引起的重量不同，满足纺织材料贸易和检验的需要，国家对各种纺织材料的回潮
○

率规定了相应的标准，称为公定回潮率。各国对纺织材料公定回潮率的规定往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
所以并不完全一致。羊毛、生丝、棉花的公定回潮率分别为 15% ～ 1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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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装的比率；第二，实际交货时由谁决定溢短装；第三，溢短装部分的价格计算。
样 1： 20 000 公吨，允许溢短装 3%，由卖方
选择。（白砂糖）

20 000 metric tons, 3% more or less at seller’s
option.

样 2： 卖方可比合同规定的货物数量多装或

The seller has the option to load 6% more or

短装 6%，溢短装部分按合同价格计

less than the quantity contracted, each difference

算。（大米）

shall be settled at the contract price.

样 3： 中 国 东 北 大 豆：6 000 公 吨， 以 毛 作
净，卖方可溢装或短装 3%。

Chinese northeast soybean ：6 000M/T gross for
net，3% more or less at seller's option．

拟订溢短装条款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数量机动幅度的大小要适当。
数量机动幅度的大小通常都以百分比表示，如 3% 或 5% 不等。究竟百分比多大合适，应
视交易数量、商品特性、行业或贸易习惯和运输方式等因素而定。数量机动幅度可酌情做出
各种不同的规定，其中一种是只对合同数量规定一个百分比的机动幅度，而对每批分运的具
体幅度不做规定，在此情况下，只要卖方交货总量在规定的机动幅度范围内，就算按合同数
量交了货；另一种是，除规定合同数量总的机动幅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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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只按每批分运数量的
机动幅度交货，这就要求卖方根据过去累计的交货量，计算出最后一批应交的数量。此外，
有的买卖合同，除规定一个具体的机动幅度外，如 ±3%，还规定一个追加的机动幅度，如
±2%，在此情况下，总的机动幅度，应理解为 ±5%。
在 实 际 业 务 中， 还 有 以“约” 量 来 表 示 交 货 数 量 的 增 减 范 围 的， 例 如， 约 5 000 码
（about 5 000 yards）。常见的有“大约”“近似”“左右”（about，circa，approximate）。但是，
以“约” 量 表 示 机 动 幅 度， 常 常 会 引 起 贸 易 纠 纷。 因 为 在 目 前 的 国 际 贸 易 中， 对 于“大
约”“近似”“左右”等用语尚缺统一的解释，有的解释为 2.5%，有的解释为 5%，有的解
释为 10%，所以，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一般不用约量来表示机动幅度，即使采用，也要
求双方当事人就这种约量做出具体规定。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简称 UCP 600）的规定，“约”或“大约”用于信用证金额
或信用证规定的数量或单价时，应解释为允许有关金额或数量或单价有不超过 10% 的增减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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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行使这种机动幅度的选择权呢？一般来说，是履
行交货的一方，也就是由卖方选择。但是，如果涉及海洋运输，交货量的多少与承载货物的
船只的舱容关系非常密切，在租用船只时，就得跟船方商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交货机
动幅度一般是由负责安排船只的一方（如 FOB 的买方）选择，或是由船方根据舱容和装载情
况做出选择。总之，机动幅度的选择权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由买方行使，也可由卖方行使，
或由船方行使。因此，为了明确起见，最好是在合同中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
此外，当成交某些价格波动剧烈的大宗商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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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