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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国际贸易功能多元化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高档化、智能化和软性化
•货物、技术、 服务三足鼎立
•贸易集团化趋势加强
•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贸易主力军，市场竞争
•向综合化、全方位方向发展
•国际保护主义更加隐蔽化、管理化
•贸易手段规范化
•交易方式电子化



2013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
•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4.16万亿美元
•进口1.95万亿美元
•出口2.21万亿美元

2013年美国进出口货物贸易
•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39104.1亿美元
•进口额23315.2亿美元
•出口额15788.9亿美元

中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
贸易的国家，这是里程碑的重大事件，具有伟大的历史
意义

2. 中美现况



3. 进出口国际贸易的的基本程序
客户询价（Inquiry)
报价(Quotation)
还盘(Counter Offer)
确认定单(Confirmation)
签订合同(Sign Contract)
付款(Payment)
备货(Manufacture Products)
订船（机等）发货(Shipment)
做单据(Invoice, Certificate of Origin, Packing 
list, Shipping document, etc)
交给客户(Delivery)

准备阶段->成交阶段->履约阶段->清结阶段



4.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
定义买卖双方的义务
a.关于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
华沙—牛津规则（1932） => 美国对外贸易定义(1941)    =>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国际商会） =>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  

b.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与作用：惯例不是法律；也不是习惯做法；不具有强制性；合同
采用的惯例具有强制性

Incoterms 2010:

General Transport:

EXW – Ex Works (named place of delivery)  工厂交货
FCA - Free Carrier (named place of delivery) 货交承运人
CPT – Carriage Paid To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运费付至
CIP – Carriage and Insurance Paid to (place of destination) 运费和保险付至
DAT – Delivered at Terminal (place of destination) 运输终端交货
DAP – Delivered at Place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目的地交货
DDP – Delivered Duty Paid (named place of destination) 完税后交货

Sea and Inland Waterway Transport:

FAS – Free Alongside Ship (named port of shipment) 船边交货
FOB – Free on Board (named port of shipment) 船上交货
CFR – Cost and Freight (named port of destination) 成本加运费
CIF – 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port of destination) 成本、保险费 加运费



5. 进出口国际贸易合同内容
1) The Buyers and The Sellers

2) Description of Goods: Name of Commodity, specifications, Quantity, Unit Price, Total 

Amount, Total Contract Value (in both numeric number and wording value)

3) Payment terms: T/T， L/C， Other

4) Country of Origin and Manufacturers

5) Packing

6) Shipping Mark

7) Latest date of Shipment

8) Port of Shipment

9) Port of Destination

10)Insurance

11)Documents

12)Shipping Advice

13)Final Acceptance Test

14)Guarantee of Quality

15)Claims

16)Force Majeure

17)Late Delivery and / or Late Acceptance Penalty

18)Arbitration

19)Governing Law

20)Signatures of Parties



Documents for L/C (Letter of Credit):

1) Full set (3/3) of clean on board bills of lading marked "Freight 

Prepaid" made out to order blank endorsed notifying the 

Buyers

2) Invoice in 5 originals indicating contract number and shipping 

mark, made out in details as per the relative contract

3) Packing list in 3 originals issued by the Manufacturer

4) Certificate of Quality in 2 copies issued by the Manufacturer

5) Certificate of Origin in 1 copy issued by the Manufacturer

6) Copy of fax to the Buyers advising particulars of shipment 

within 3 working days after shipment is made

7) Non-wood packing material certificate or ISPM stamped wood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Sellers or heat treatment certificate 

IPPC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marks

8) Insurance Policy or Certificate in 2 copies covering 110% of the 

invoice Value for all risks and war risks



6.商品描述
a.商品的品名
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 对新商品的定名，应力求准确，符合国
际上的习惯称呼。对某些商品还应注意选择合适的品名，以利减低
关税，方便进出口和节省运费开支
b.商品的品质
货物品质，一般是指货物本质性的质量和外观形态。货物本质性的
质量表现为货物的化学成分的构成、物理和机械性能、生物特征等；
货物的外观形态则表现为货物的形状、结构、色泽、味觉等。
c.商品的数量
按重量、个数、长度、面积、体积、容积等不同的计量单位
d.商品的包装
在保护性、装饰性、竞争性、适应性上要求更高。
商品包装材料分为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木材类、复合
材料类、陶瓷类、纺织品类、其他材料类等包装。



7. 合同报价
FOB (Free on Board ）
CFR (C&F) = cost + freight
CIF = cost + insurance + freight



8. 国际货物运输

1) 国际海洋货物运输
2)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
3)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
4)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
5) 国际多式联运
6) 集装箱运输

国际货物运输的代理人主要有：
• 租船代理 (Shipping Broker)
• 船务代理(Shipping Agent)
• 货运代理 (Freight Forwarder)
• 咨询代理(Consultative Agent)等



9.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1)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
2) 国际铁路货物运输保险、
3)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
4)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和
5) 邮包运输保险等。

6) 其中历史最悠久、业务量最大、法律规定最全
的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

7) 一般报合同价的110%进行保险
8) All risks and war risks



10. 支付

1) 汇付（T/T)
2) 信用证（L/C: Letter of Credit)
3) 托收(Collection thru the bank)
4) 其他



11. 进出口商品检验

进出口商品检验包括
• 品质检验
• 安全卫生
• 数量鉴定
• 重量鉴定等

工作程序包括
• 接受报验
• 抽样
• 检验
• 签发证书

国际上检验标准每3至5年修订一次



12. 争议与索赔
在索赔条款中应明确下列三个内容；
1.索赔期限
2.索赔依据：事实上的依据和法律上的依据
3.索赔方式
(1)异议与索赔(Discrepancy and Claim)条款是针对卖方
交货的品质、数量或包装不符合同规定而订立的，例如：
买方对于装运货物的任何异议，必须于货物运抵提单所列
明的目的港30天内提出，并须提供经卖方认可的公证机构
出具的检验报告。如果货物已经过加工，买方即丧失索赔
权利。属于保险公司或轮船公司责任范围的索赔，卖方不
予受理。
(2)罚金(Penalty)条款与「异议与索赔」条款的不同之处
在于，罚金条款仅适用于卖方延期交货或买方延期接货，
并在条款中规定了罚金的计算方法， 规定最高罚金额。



13.不可抗力
指在货物买卖合同签订以后，不是由于订约者任何一方当
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既不能预见，
又无法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的意外事故，以一致不能履行或
不能如期履行合同，遭受意外事故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合
同的责任或延期履行合同。

不可抗力的必要条件
1、不可预见性
2、不可避免性
3、不可克服性

通常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自然力量」引起的，如水
灾、火灾、冰灾、暴风雨、大雪、地震等；另一种是由于
「社会力量」引起的，如战争、罢工、政府禁令等。



14.仲裁
1. 选仲裁地点
1). 力争规定在中国或自己公司所在国仲裁
2). 规定在被告所在国仲裁
3). 规定在双方认同的第三国仲裁

2. 仲裁机构的选择
在仲裁协议中规定在常设的仲裁机构进行

3. 仲裁程序法的适用

4. 国别性常设仲裁机构
(1)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AISCC)

(2)伦敦国际仲裁院(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简称为LCIA)

(3)瑞士苏黎世商会仲裁院
(4)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简称AAA)

(5)日本商事仲裁协会(Jap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6)香港国际仲裁中心(I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简称HKIAC)

(7)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
(8)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15.各式单证
Letter of Credit

https://www.key.com/pdf/sampleloc.pdf

http://www.tradev.net/Downloads/Tools/guide2lc.pdf

Commercial Invoice

http://www.shipnorthamerica.com/htmfiles/docfiles/FILL_CommercialInvoice

.pdf

http://images.fedex.com/us/services/pdf/CommercialInvoice.pdf

Packing list

http://www.lasworldwide.com/heli_expo_commercial_invoice.pdf

http://www.clearedanddelivered.com/forms/packlist.pdf

Certificate of Origin

http://www.exportlogisticsandshipping.com/Certificate%20of%20Origin.pdf

http://forms.cbp.gov/pdf/CBP_Form_3229.pdf

Insurance Policy

http://www.unzco.com/basicguide/figure9.html

http://www.shipping-insurance.com/images/page01.pdf 

http://www.shipping-insurance.com/images/page02.pdf  



17. 资料 美国关税 hts.usitc.gov

中国关税 www.customs.gov.cn；
www.haiguan.info 

www.export.gov

www.atacarnet.com 

www.ustpo.gov

www.travel.state.gov

www.stat-usa.gov

www.sbaonline.sba.gov

www.wto.org

www.opic.gov

www.exim.gov

www.usaid.gov

www.ita.doc.gov

www.trade.gov

www.gpoaccess.gov

www.bis.doc.gov 

www.ftc.gov

www.USITC.gov   

www.ice.gov 

www.customs.gov 

www.atf.treas.gov   

www.commerce.gov   



•海、空运进、出口的一些常识；
•一些常见国际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和疑问；
•近期较为时兴的电商运输环节的问题；
•有关国际贸易中，运输、物流环节的
问题答疑。



祝大家
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吉祥如意！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