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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借提单（Advanced B/L），是

指信用证项下，卖方（托运人）已将

部分货物或全部货物交给了承运

人，但由于某些原因货物只有部分

装船或全部未装船，这时承运人应

托运人的请求为满足其信用证项下

结汇的要求提前签发已装船提单

（On Board B/L）。这样出口商可凭

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提单在信用证下

提示结汇，而进口商则面临延迟收

货的结果。

预借提单从出具程序上来看是

违法的，承运人从卖方手中把货物

接管之后，还没有把货物装上已租

订的船只，或在装货过程中，仍有部

分货物还未装上船，或者还有部分

货物未完成接收，这时如果承运人

签发清洁的已装船提单，那货物实

际装船日期就明显与提单上的日期

不同，晚于提单的装船日期，即提单

签发日期会早于实际装船日期。在

实践中，这种和正常货物装船日期

不相符的预借提单通常会是卖方和

船方合议之下签发的，其目的主要

是为了使提单的签发日期符合信用

证规定的日期，如最晚装船日、单据

最晚提示日或信用证有效期。签发

预借提单是在法律上属于侵权行

为，卖方（托运人）和承运人是要为

此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预借提单

本身又是法律生效的提单，在实践

中预签提单的使用仍然存在，由此

而引发的案例有上升的趋势。

一、从实践中看预借提单

产生的原因

（一）承运人的失误

通常情况下，卖方(托运人)都

会提前足够的时间租船订舱，将要

装船的货物提前准备好交给承运

人。但由于承运人的船舶延误了时

间，不能按时到达指定港口，导致卖

方的货物比规定的装船日期晚装

船，或者因为货物太多而一时无法

按时装完。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为

了避免承担责任（如不能按时交货

就会付有一定的责任），往往会给卖

方（托运人）按时签发已装船清洁提

单，实际上就是预借提单。

例如 2019年 2月，德国 A公司

与中国 B 公司签订了一份购买

2000公吨货物的 CIF合同，结算方

式为信用证。信用证规定最晚发货

期为 5月 15日。B公司按时向承

运人 C公司下达订舱单，并于 5月

10日将货物运到港口码头交给承

运人。并于 14日取得已装船清洁提

单。但实际情况是由于承运人的船

期延误，卖方所定的船舶于 6月 1

日才到达指定的港口，货物于 6月

2日装船完毕,3日出运。C公司其

实在签发已装船提单给 B公司时已

经知道船无法按时到达发货港的情

况，可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即签发

了已装船提单。B公司在拿到已装

船清洁提单后顺利向银行交单结

汇。货物到达目的港后，A公司感觉

货物到达时间比通常情况下晚了半

个月，于是通过船公司查看该船的

航海日志，发现该船实际离港的时

间是 6月 3日，比信用证规定的时

间5月 15日晚了 18天。据此 A公

司向法院控告 B公司欺诈，并请求

法院扣押船舶。B公司又将将承运

人 C公司告以非法出具预签提单的

罪名将其告上法庭。最后已 C公司

按 B公司要求赔偿 A公司损失后 A

公司付款提货结案。

在远洋运输的情况下，如果晚

发货在 3-5天内，船公司出具预借

提单的行为不会被买方察觉，一般

情况下也不会给买方造成损失。因

为在远洋海运过程中，由于海况的

变化，运输到港时间不可确定，经常

有 3-5天的误差出现。所以船公司

（承运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差来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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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晚发货的失职行为。上述案例中

承运人晚发货的时间长达 18天，难

免给买方造成损失，如果是季节性

的货物则造成的损失更大。

（二）卖方（托运人）的失误

在信用证项下，卖方已提前向

承运人租船订舱，但当货船已经到

达装运港时，卖方（托运人）没有在

合同的期限内准备好所有货物，或

者因为没有及时办理好货物出口所

必需的各种手续单证等（比如出口

许可证或必要的官方文件及出口报

验报关等手续），使得货物不能按时

装船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将货物

全部装到船上。在此情形下，卖方为

了满足信用证单证一致的规定，就

会请求承运人（船公司）将提单上的

装船日提前到信用证规定的最后提

示日或最后装船日或信用证有效期

之前的日期，如此就不会违反信用

证的规定，可以凭包括提单在内的

全套单据收取货款。承运人为了维

护客户（托运人）的利益，也为了避

免自己的经济损失（比如船舶滞期

费、空仓费等经济损失），会应客户

（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无需托运人担

保的短期预借提单（一般 3-5天）或

需要托运人担保的长期预借提单（5

天以上）。在实践中签发早于实际装

船日 5天以上的预签提单风险更

大。

例如 2019年 3月，中国威能化

工有限公司（简称 W公司）与澳大利

亚汉特公司（简称 H公司）签订进口

稀土抛光粉烘干设备的 CFR合同,

付款方式为信用证。信用证的到期

日为 5月 20日。4月 23日，H公司

开始在澳大利亚悉尼港装运设备，

中间因为部分配件未如期到达，导

致全套设备到 5月 20日前无法全

部交给承运人装船。为了赶在信用

证失效前取得提单，并及时交单议

付，H公司用提供保函的条件请求

承运人签发了装船日期为 5月 20

日前的已装船清洁提单（预签提

单）。承运人同意并签发了装船日为

5月 18日的提单。H公司因而顺利

向开证行中国银行结汇。货物于 6

月 18日到达天津港。W公司提货时

查了一下该船的航行记录，发现实

际装船日为 5月 30日，已超过信用

证有效期，属于提单欺诈行为，于是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止付信

用证并扣押船舶。法院准予了 W公

司的申请。随后买卖双方达成和解，

卖方 H公司同意给买方 W 公司赔

偿，W公司撤诉。

在这个案例中，H公司为了掩

盖其迟延交货的失职行为，给承运

人出具保函，要求承运人在设备未

完全装船的情况下出具了清洁已装

船提单，也就是预借提单。结果被买

方发现而付出赔偿的代价。

（三）信用证“单证一致”的严格

要求

在采用信用证方式结算时，由

于信用证具有银行信誉、象征性交

货（也即单据业务）和独立于合同之

外的特点，只要卖方给银行提供信

用证项下要求的全套单据，且单证

相符，买方需要无条件付款，这就使

得卖方在进行交易时不用担心买方

拒付的问题，买方也不用担心付了

款而收不到货的问题。正是由于信

用证的出现才使得国际贸易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信用证也被誉为“国际

贸易的血液”。但信用证对“单证相

符”的要求很严格，包括对提单日，

单据提示时日及信用证的有效期均

有严格规定，如果违反了相关规定，

卖方（托运人）就可能面临买方拒付

或外加赔偿损失的结果。信用证“单

证一致”的严格规定在贸易实践中

保障买卖双方利益的优越性，但也

显现出缺乏灵活性的一面，信用证

单证一致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了预借提单产生的一个原因。

二、从法律角度看预借提单

存在的依据

从国际公约的角度看，《海牙规

则》、《汉堡规则》等公约有关提单相

关法规中，对于船方没有按照合同

规定的装运日签发提单有无法律效

力未有明确的规定。其他相关行为

如何处理也并未解释。所以凭借国

际公约不能断定预借提单没有法律

效力。从国内法的角度看，船方和

买方基于提单所产生的关系都是由

法律规定的，我国《海商法》对提单

规定了其各项内容，如收货人、发货

人等以及提单的签发日期、地点和

份数。同时阐明，如果缺少了提单内

容中所规定的一项或几项，提单不

会随之改变自身的性质。所以从国

内法的角度看，提单的日期被改，并

不能导致提单无效。

从实践中看,如果预借提单法

律无效，那么提单所赋予的发货人

和承运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则无法

律基础，也即发货人和承运人之间

不存在合同关系，那么收货人在付

款赎单后就不能凭借该提单去承

运人那里提取货物。这与实际情况

不符，实际情况是凭预签提单可以

提货，只不过晚提货而已。因此从

实践来看，认为预借提单提单无效

是不现实的。从银行的角度看，银

行处理单据是按照 UCP600 以及

ISBP 的规定，认单不认货，遵循单

证一致的原则。银行只负责审核单

据表面上与信用证规定一致，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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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致，而不负责确认单据的真

伪。也就是说卖方所提供的单据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单据的内容是否

属实，不属于银行需要负责的范

围。其实不管卖方给银行提供的是

预借提单还是其他提单，表面上看

都是已装船清洁提单，符合信用证

要求。故预借提单并不影响银行审

单付款，应该具有法律效应。

综上所述，签发预借提单的行

为是违法的侵权行为，但这不影响

预借提单本身仍然具有的法律效

力。需要相关各方不能只看预借提

单本身法律有效的一面而忽视签

发预借提单是违法的侵权行为，要

认清使用预借提单的风险并采取

适当的措施来避免预借提单的使

用。

三、相关各方应谨防预借

提单的使用

签发预借提单的行为虽然是

违法的，但是预借提单本身又是法

律生效的。我们知道在实践中使用

预签提单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会

对相关贸易各方造成损失（如上述

案例所示）。所以在实践中，买卖双

方和承运人应各自尽到职责，谨防

并避免预借提单的出现和使用。

（一）从卖方的角度

1.及时交货，监督运输。卖方

在与买方谈判签约时，就应根据所

交易的货物的特性和市场的情况

以及运输的状况，规定合适的装船

日期，要及早租船订舱，并准备好

货物。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以便及

时出运货物。卖方应该避免到了装

船日期却不能按时将货交给承运

人的情况发生。

此外要了解承运人的情况。在

运输实践中船期不准、甩货等情况

时有发生，对货物的运输造成延

误。卖方在租船订舱后，要时刻掌

握所订船只的动向，当船舶在运输

过程中遇到麻烦可能会影响下一

次的船期时，要及时与船公司沟通

联系，看能否妥善解决。若不能妥

善解决，则要决定是否更换船只，

以便顺利装船交货。尤其是在买方

负责租船订舱的情况下，卖方更应

该与买方保持紧密联系，保证船、

货衔接得当，在规定时间内装船。

如果发现承运人有甩货行为（这种

行为更多的发生在转船运输过程

中），也要及时要求承运人立即采

取补运措施，尽量避免给买方造成

损失。

2.仔细审核信用证，注意其中

关于提示单据、最迟装运期及信用

证到期日。这三个日期应该有合

理的时间间隔，提示日期一定要

在最晚装运期之后，且要有足够

的交单期；信用证到期日最好要晚

于提示日期或与提示日期为同一

天。注意信用证的到期日不可以

和最迟装运期为同一天或这两个

日期离的太近，否则卖方就得在

信用证规定的最迟装运期把全部

货物装完，否则就会违反信用证

规定，即使装货完毕，也难以做到

在完成装货的当日提示单据。所

以签订合同时，要将发货期和单

据提示日期及信用证的有效期合

理分开，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备货、

装船、制单结汇，以避免签发预借

提单状况的出现。

3.买卖双方要及时沟通。如果

卖方因一些难以预料或难以避免

的情况，未能及时将货物装船，卖

方首先要联系买方，协商能否用修

改信用证的方式推迟装船期。在一

般情况下，买方通常会给予通融。

（二）从承运人的角度

签发预借提单是属于非法的

侵权行为，很可能会给相关各方带

来风险。作为提单的签发人，承运

人应该做到遵守诚信原则，如实地

记载货物的装船日期。在贸易中，

如果是由于承运人的失误导致货

物未及时装船而信用证又要马上

到期，则可以请求卖方（托运人）看

能否修改信用证延期装船，而不是

考虑签发预借提单。

对于承运人而言，即使托运人

提供保函，也不要签发预借提单。

虽然保函在贸易实践中被大量使

用，比如提货保函等，但用于换取

预借提单的保函在法律上是无效

的，对托运人无法律约束力，万一

出现风险，托运人如果推脱责任，

承运人需付全责。

（三）从买方的角度

在签订合同之前多了解卖方

的信誉，最好与信誉良好的客户做

交易，如果遇到信誉不太好或无法

确认其信誉的卖方，买方应在签约

时除了采用安全的结算方式外，同

时也要选择适合的贸易术语，比如

FOB、FCA等由买方负责租船订舱的

术语，这样会降低或避免托运人或

承运人使用预借提单的可能性。

同时也要注意选择可信赖的

承运人。针对预借提单的签发，承

运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

的作用。所以在租船订舱时，尽量

选择有过多次良好合作的或是信

誉好的承运人。

虽然预借提单本身在法律上

是有效的，但其签发程序毕竟是

违法的。需要贸易相关各方谨防

预借提单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