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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商如何避免开证行

拒付的措施，在不少的教材和公

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进行了论述，

该论述大多是关于信用证的“软条

款”和开证行的资质，且以理论层

面的研究为主，而在实践操作中

因上述方面遭到开证行的拒付，

给企业造成损失的案例较少，因出

口企业对开证行的审单标准不熟

悉、遇到拒付时不积极申诉，给企

业造成的损失的案例较多。笔者

结合在外贸企业多年的工作经

验，通过真实的案例，分析开证行

的审单标准，提出在遭遇拒付时

应积极应对，维护自己的合法利

益。

一、案情简介

出口方：青岛博莱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通知行：中国银行青

岛西海岸分行，开证行：STANDARD

BANK SA,MAPUTO,MZ，进口方：莫

桑比克 MZ贸易公司。2019年 8月

青岛博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莱公司）与莫桑比克

MZ 公司（以下简称 MZ 公司）签订

一份出口小推车的合同，装运港

为青岛港，目的港为马普托。2019

年 8 月 21日博莱公司收到 MZ公

司开来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号码

为 TF0000201908021。信用证中规

定 ：TIME OF SHIPMENT:BETWEEN

20190901 AND 20190930,THE

EXPIRY OF L/C：OCT 30,2019。

2019 年 9 月 30 日博莱公司装船

完毕，承运人签发的海运提单，显

示装运日期是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0月 10日博莱公司去中

国银行西海岸分行交单议付，遭

到拒绝。银行拒付理由如下：第

一，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日期是 9月

1日和 9月 30日之间，博莱公司提

交的海运提单上显示的装运日期

为 9月 30日，不符合信用证的要

求，单证不符；第二，商业发票和信

用证中关于货物描述的说法不一

致，商业发票中商品的名称为

WHELBARROW,而在信用证货物描述

中产品的名称为 WHEELBARROW，两

者英文翻译不同；第三，原产地证

书上的收货人为 XX公司，海运提

单上的收货人为 TO ORDER OF

STANDARD BANK SA,单据间的收货

人不一致，违反单单一致的原则；

第四，信用证的 47A中规定所有的

单据必须用英文撰写，但是在博

莱公司提交的受益人证明中，用

英文描述了信用证规定的所有内

容后，在单据的右下角预先用中

文印刷上了出口商的公司名称和

地址。基于以上四点不符点，开证

行拒绝付款。博莱公司接到拒付

通知后，看到如此多的不符点，且

该公司成立不久，对自己的制单

能力缺乏自信，对银行提出的不符

点没有进行认真分析，而是第一时

间联系了 MZ公司，希望可以通过

降价 5%的方式让对方放弃不符

点，MZ公司看过不符点之后，立即

答应了博莱公司的要求，博莱公司

在此笔交易中不但没有赚到钱，还

赔了钱。接下来我们根据 UCP600、

ISBP745 条款分析银行提出不符

点是否是真的不符点，博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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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案例谈信用证下的审单标准
■ 鞠 萍 梁忠环 李宜伟 青岛黄海学院

摘 要院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为了保证货款能够及时安全收到，出口商更愿意采用信用证的结算方式。若
出口商提交的单据满足开证行的审单标准，做到单证一致和单单一致，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的开证行就必须

无条件履行付款义务。通过一则案例，结合开证行的审单标准，对出口企业在外贸实践中遇到的单据不符点进

行深入分析，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出口企业能够对开证行的审单标准理解更加准确，提高制单水平，在面对开

证行拒付时，能够进行积极地应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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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必要通过降价来获取货款。

二、案例分析

（一）关于装运日期的问题

案例中开证行提出货物的装

运日期与信用证规定的装运日期

不符，违反了“单证一致”的原则，

而《UCP600》的第三条关于词语用

在日期之前的解释指出, 单词

to、until、till、from 和 between

用于装运日期之前时，所述日期

应该包含在内。案例中信用证规

定 的 装 运 日 期 为 BETWEEN

20190901 AND 20190930，按 照

《UCP600》上述条款的表述，装运日

期应该包含 9月 30日，出口商提

交的单据上显示 9月 30日的装运

日期并没有违反信用证的规定。

开证行以此为不符点，对受益人

拒付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该不符

点不成立。

（二）关于商业发票中货物描

述和信用证中货物描述不一致的

问题

开证行在拒付通知中指出商

业发票中关于小推车的英文名称

为 WHELBARROW， 和 信 用 证 中

WHEELBARROW不同，按照信用证的

严格相符原则，两者描述不同，造

成单证不一致。而在《UCP600》第十

四条（d）款指出：“单据、信用证以

及国际标准银行实务中关于内容

的描述不需要完全一致，但也不

允许单据之间、单据和信用证之间

存在冲突。”此外在《ISBP745》第

A23 条也做了相类似的表述：“如

果拼写或打字错误并不影响单词

或其所在句子的含义，则不构成

单据不符，型号不同除外。”根据

《UCP600》和《ISBP745》上述两条条

款的表述，案例中博莱公司提交的

商业发票中产品名称的描述和信

用证中的产品描述虽不完全一

致，但不影响对词义的理解，仅仅

是漏掉一个英文字母“E”,很有可

能是单词拼写时的误拼。其次，该

不同并不是产品型号的不同，也没

有造成单据之间的矛盾，银行在审

单时完全没有必要按照“镜像标

准”对照，该字母差异不足以构成

单据不符，因此开证行提出博莱

公司商业发票的不符点不成立，

银行凭此理由进行拒付不合理。

（三）关于原产地证书的收货

人和海运提单的收货人不一致的

问题

案例中原产地证书的收货人

为 XX公司，海运提单中的收货人

为凭开证行指示，开证行认为违

反单单一致的原则。而在《UCP600》

十四条（f）款指出：“当信用证规

定提交运输单据、商业发票以及

保险单据以外的其他单据，但对

单据的具体内容未作规定时，只要

提交的单据满足其功能需要且符

合十四条（d）款的要求，银行对单

据将予以接受。”同时在《ISBP745》

第 L5条也指出：“原产地证书和运

输单据的收货人信息不应该矛盾，

但是在‘凭指示’的情况下，原产

地证书的收货人只要是受益人之

外的具体实体就可以”。

根据上述两款内容的表述银

行提出的不符点不成立，原因如

下：其一，根据《UCP600》和《IS-

BP745》表述，运输单据、商业发票、

保险单据以外的其他单据，只要单

据的内容满足单据功能的需要，单

据信息不与其他单据相矛盾即可，

案例中受益人提交的原产地证书

属于其规定以外的单据，收货人

信息的填写满足其功能需要，且没

有与其他单据相矛盾。其二，如果

运输单据的收货人是“凭指定银行

指示”，则原产地证书的收货人允

许是受益人之外的其他人。案例

中海运提单的收货人是凭开证行

指示，原产地证书的收货人为 XX

公司是受益人之外的其他人，所

以原产地证书的制作是符合要求

的。其三，由于原产地证书、装箱

单等单据是中性单据，进口商将产

品进行再次转让时，这些单据不需

要重新制作，所以在单据传递过程

中，单据上的发货人、收货人以及

发票号等信息与某次交易的发票

信息、运输单据信息不完全相同，

但货物描述中产品的名称、规格

型号等信息一致，是贸易实务操

作中的正常现象，不能作为不符

点进行处理。案例中的 MZ公司有

可能是中间商，向博莱公司购买小

推车转手给 XX公司，原产地证书

这样制作是为了交易方便。

（四）关于单据的语言问题

信用证中要求所有单据用英

文撰写，博莱公司提交的受益人

证明的左下角却出现了预先印刷

的公司名称地址的中文表述，开证

行认为该单据与信用证的要求不

一致。而在《ISBP754》A21条款（e）

款中指出印章、背书、实体名字或

类似数据以及预先在单据上印刷

的文本，可以采用信用证规定之

外的语言显示。在这个案例中，受

益人证明的左下角印刷有中文的

表述，虽然看似不符合信用证关

于所有单据需要英文撰写的规

定，但因为是预先印刷的，且是公

司名称属于实体名字，根据上述

条款规定，预先印刷的文本和实

体名称是可以用信用证规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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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显示。所以此条不构成不

符点，银行以此进行拒付是不合

理的。

三、案例启示

经过上述的案例分析，开证行

提出的不符点都可以用《UCP600》

和《ISBP745》的相应条款进行反

驳，看似不符点较多但并不成立，

而受益人对不符点没有进行认真

分析就降价，说明对自己的业务能

力缺乏信心，对银行的审单工作过

于“迷信”。此外开证行能够一次

性地提出如此多的不符点，说明

受益人的制单水平有待提高，对

审单标准掌握不够准确。其三，货

物临近装运日期的截止时间才装

运，虽然勉强在信用证规定的装

运时间内完成，但风险较大，出现

这种情况说明出口商的前期准备

不足。因此，为保护出口商的利

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笔者在此

为出口企业提供几点建议：

（一）面对不符点要冷静分析，

积极应对，增强自信心

开证行对受益人提交的单据

提出不符点，是保护其自身利益

的需要，受益人应在有效期内对

单据进行修改，使其符合开证行要

求，这也是受益人的制单工作内

容，出口企业应正确看待。出口企

业在面对开证行提出不符点时，一

方面，在充分理解审单标准的前提

下，对开证行提出的不合理的不符

点要积极应诉，找出《UCP600》、

《ISBP745》相应条款进行反驳，据

理力争，树立自信心。另一方面，

出口企业可以寻求行业专家、通

知行、议付行的国际审单部人员

协助寻找应对方案，主动出击，不

坐以待毙。

（二）不要过于相信银行的审

单能力

银行由于其机构的特殊性，部

分企业认为其工作带有一定的权

威性，对于银行的判定缺乏质疑。

然而银行工作也存在一定局限

性：一方面，由于银行的工作人员

每天接触大量的业务，国家多、种

类多，不可能对所有单据的细节

都准确掌握。另一方面，银行审单

人员缺乏外贸业务实践经验，虽然

银行每年都对他们进行培训，但在

单据的具体处理上还是缺乏一定

灵活性，再加上部分年轻审单人

员其业务能力、工作经验不足，难

免会出现审单失误。基于以上两

点，企业在遇到银行拒付时要认

真分析，不要出现“一边倒”的现

象。

（三）增强业务技能，提高制单

水平

外贸业务由于其特殊性，没有

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出口企业要

不断增强业务技能，与时俱进。一

是企业要把银行的审单标准作为

员工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形成常态

化，使全体员工都对《UCP600》《IS-

BP745》条款运用自如。二是企业内

部要定期组织员工进行银行审单

案例交流。银行审单条款多而复

杂，单纯地依靠记忆，员工很难掌

握，通过案例交流的形式，将审单

条款形象化，便于员工多角度全面

地理解条款内容。三是企业形成

专门的单据制作部门与银行对

接，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制单形成

专业化的操作，提高单据的准确

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企业同银

行审单部门的联系，在遇到银行拒

付时获得他们的帮助。四是企业

要多参加行业交流活动，增强对外

贸易技能的认知。每一地区都有

自己的外贸协会，定期举行交流

活动，外贸协会成员在出口产品

方面存在相似性，出口国家方面存

有地域性，协会成员分享的审单心

得对出口企业的实践操作具有较

强针对性。

（四）考虑周全，提前准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单

外贸出口业务牵扯海关、物流、检

验检疫局等多个部门，并且在这

些国家部门中，出口企业完全没

有主动权，在需要国家部门配合出

具单据方面，要留有缓冲时间。此

外，当进口商是一些比较小的国

家，如案例中的莫桑比克时，要提

前查询货物的船次、航班，因为出

口到该国家的航班较少，货物运

输时间受牵制较大，所以对信用证

规定的交货期，要提早准备，制定

预备方案，确保可以在交货期内

按时交货，若存在困难，应及时与

进口商联系修改信用证，不要因为

前期准备不足造成交单延误，导致

银行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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