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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在外贸实务操作中，有些商

品因为其本身特性和运输条件的

限制，在签订合同时不能准确地

计算商品的数量，买卖双方在合

同中会设置一定数量的机动幅

度，在幅度范围内允许溢短装，这

就是我们所说的溢短装条款。虽

然溢短装条款在对外贸易的理论

教学中没有进行大篇幅的论述，

但在外贸业务实践中却被广泛地

应用。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

经历，通过几则案例分析溢短装

条款容易误操作的几种情况，提

出在外贸业务的实际应用中企业

应如何避免因溢短装条款使用不

当而遭到银行拒付，希望对外贸

出口企业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案例简介

（一）分批装运中溢短装条款

的使用是否因装运要求而改变

青岛祥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祥云公司）与尼日利

亚 A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A公司）

经过几轮磋商，于 2019 年 8 月签

订一份出口铁矿石的贸易合同，

在合同中有如下规定：支付方式

为即期信用证，数量为 10000公

吨，10%的溢短装，允许分批，最迟

装运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

祥云公司按照生产情况，于 2019

年 8 月装运了 5000 公吨、9 月装

运了 6000 公吨铁矿石出口到尼

日利亚，货物装运后，受益人顺利

结汇。2019年 11月应 A公司的请

求，双方签订第二笔出口铁矿石

的合同，支付方式仍为即期信用

证，来证显示数量为 26000 公吨，

10000 公吨最迟于 11 月 22 日交

货，16000公吨最迟于 12 月 22日

交货，信用证金额和数量允许增

减 5%。祥云公司接到信用证后，

发现还是上次的开证行，条款内

容也差不多，且第一笔合同顺利

结汇，于是就按照上次的操作来

装运货物，在 11 月 20 日装运了

10000公吨铁矿石，顺利结汇，12

月 1 日装运了 17000 公吨铁矿

石，12 月 3 日受益人向银行交单

时，开证行以“超装”为由拒付。受

益人称同样的开证行、同样的进

口商，都允许分批装运，相同的操

作，为什么一笔顺利结汇，一笔就

拒付了,受益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信用证表面金额用完的

情况下，是否允许装运溢装数量

2019年 3月，青岛宇通贸易公

司与澳大利亚 B贸易公司签订一批

出口大豆的销售合同，随后青岛宇

通贸易公司收到对方开来的信用

证，信用证显示：金额 about10000

美元，数量 about10000公斤，2019

年 5月前装运，允许分批。4月 10

日开证行收到受益人第一次交单，

数量为 10000公斤，金额为 10000

美元，单证相符，开证行付款。4月

22日开证行收到了受益人的第二

次交单，数量为 1000公斤，金额为

1000美元，开证行以“信用证金额

已用完为由”对受益人拒付。

（三）溢短装条款是否适用所

有商品

2019年 4月山东贵全跨境电

商有限公司收到德国 C贸易公司

购买电视机的发盘，经过几轮讨

价还价，双方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签订合同，不久德国 C贸易公

司开来以山东贵全跨境电商有限

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来证规

定：商品名称为电视机，数量为

从几则案例谈“溢短装”条款在对外贸易中的应用
■ 孙 静 青岛黄海学院

摘 要院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为保证货物实际装运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进出口双方通常会在合同或信用证中
设置溢短装条款。然而出口企业因对溢短装条款理解得不准确、不全面而遭到银行拒付的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几则

案例，结合溢短装条款在对外贸易实际应用中容易被忽视的几个知识点，深入分析企业在使用溢短装条款时需要

满足的条件。通过这些分析，希望可以给出口企业使用溢短装条款时提供一些帮助，提升企业的业务能力。

关键词院溢短装条款；信用证；商品数量

[作者简介]孙静（1982—），女，青岛黄海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ECONOMIC ELATIONSR F
PRACTICE IN

REIGN
AND TRADE

案例分析

2000台，支付方式为即期信用证，

最迟装运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11

日，5 月 20 日受益人在将货物运

送码头的途中，发生剐蹭，经检验

有三台电视机外壳变形已不符合

买方要求，于是受益人装运了

1997台，货物装船完毕之后，承运

人向出口商签发海运提单，显示

货物数量为 1997台，受益人向开

证行交单结汇，银行以单据上的

数量与信用证的数量不符为由，

对受益人拒付，受益人援引货物

有 5%的溢短装条款进行抗诉，最

后也是以失败告终。

（四）溢短装条款中金额和数

量的增减是否同步

2019年 6月青岛江顺贸易公

司与韩国 D贸易公司签订一批出

口毛绒玩具的合同，7 月韩国 D

贸易公司开来信用证，根据信用

证要求，青岛江顺贸易公司向韩

国 D贸易公司出口毛绒玩具狗和

毛绒玩具猪共 3000 只，其中毛绒

玩具狗单价为每只 1 美元，毛绒

玩具猪单价为每只 2美元，总金

额约 4000美元，2019年 7月底前

发货，受益人收到信用证后审核

没有问题，按照要求备货装运，

2019 年 7 月 25 日，出口商根据

“约”字含 10%的增减幅度，将

2200 只毛绒玩具狗，1100 只毛绒

玩具猪，总金额为 4400 美元的商

品发往了韩国 D贸易公司。货物

装运后，受益人向开证行交单，银

行以货物数量与信用证数量不符

为理由，对受益人拒付。受益人则

认为在总金额前有“约”字，金额

可以有 10%的上下增减，在单价

不变的情况，只有数量的增减才

会引起金额的变化，也就表示数

量有 10%的增减，金额和数量的

增减应该是同步的。

二、案例分析

（一）在分批装运中溢短装幅

度因装运要求而改变

在祥云公司和 A公司的案例

中，银行对受益人最后一批货物

的拒付是有道理的。具体分析如

下：虽然两份信用证都允许出口

商根据实际情况溢短装，允许分

批装运，相同的开证行和进口商，

出口商也是在规定的装运期内将

可以溢短装的数量放在最后一批

进行装运，但是将两份信用证认

真对比发现，两份信用证的装运

要求是不同的。第一份信用证只

规定了这批货物的最迟装运日期

和货物总的数量，允许分批，出口

商只要在规定的装运日期前装完

规定的数量即可，当然可以把允

许溢短装的数量放在最后一批装

运。虽然第二份信用证也规定最

迟装运日期和货物总的数量，但

第二份信用证是分批对装运数量

和装运日期进行规定，这种情况

下，溢短装的数量是适应于信用

证规定的各分批的，而将所有的

溢短装数量放到最后一批来装运

是不合理的。在祥云公司和 A公

司的案例中，最后一批货物的装

运数量应该在是 16000 公吨的基

础上进行溢短装 5%，也就是最多

装运 16800 公吨，而祥云公司装

运了 17000公吨，显然是超装了，

因此开证行的拒付是有依据的。

同时此案例也暴露出祥云公司在

外贸业务操作中粗心大意，经验

主义严重，没有仔细地甄别两份

信用证的不同，就贸然操作导致

单证不符，此不符点的产生是完

全可以避免的。

（二）信用证表面金额用完的

情况下，允许装运溢装货物的数

量是有条件的

在青岛宇通贸易公司和澳大

利亚 B贸易公司的案例中，银行

拒付理由不成立。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信用证规定的金额和数量

都有 about 进行修饰，则意味着

受益人最多可以装运 11000 公斤

货物，最多可以向开证行议付

11000美元，受益人第二次交单的

数量为 1000 公斤、金额为 1000

美元的货物，是在信用证所规定

的数量和金额浮动范围内。其次，

信用证允许分批装运，这是受益

人能够得到货款的一个关键点，

此种情况下受益人的操作就是同

一合同项下的两批货物，相反，如

果信用证不允许分批装运，受益

人的操作就会构成不符点；最后，

受益人是在规定的装运期内对溢

装货物进行了装运，完全符合信

用证的要求。综上所述，银行拒付

理由不成立。在信用证表面金额

用完的情况下，受益人想装运上

浮数量的货物，用上浮的金额来

付款，条件是信用证规定货物可

以分批装运，受益人只要在规定

的装运日期内装运即可。同时也

可以看出该公司对溢短装条款理

解的比较全面，业务水平较高。

（三）溢短装条款并非适用所

有的商品

山东贵全跨境电商有限公司

和德国 C 贸易公司的外贸业务

中，银行的拒付是有道理的，因为

溢短装条款并非适用所有的商

品，具体分析如下：一是在

《UCP600》的第 30 条明确指出，如

果货物数量前没有 about 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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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量幅度的描述时，货物数

量也可以有 5%的增减幅度，但需

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是支出金

额不能超过信用证的总金额；货

物的数量不是以包装单位或者是

个数计数；信用证没有规定货物

的数量不得增减。从上述表述可

以看出，溢短装条款并非适用所

有的商品，如果货物是以包装单

位或个数进行计数时，货物是不

适用 5%的溢短装条款的。二是从

溢短装条款产生的原因来看，溢

短装条款主要是为解决货物在装

运时数量不好控制，一般货物的

单价不高且数量在一定范围内的

浮动在货款金额上对进出口双方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三是从溢短

装条款商品使用的范围来看，主

要适用于农产品、矿石、原木等大

宗商品。综上所述，山东贵全跨境

电商有限公司和德国 C贸易公司

签订合同的货物是电视机，是单独

包装的且以个数进行计数的商品，

应该排除在适用 5%溢短装条款的

范围内；此外交易商品的数量极易

控制且单价较高，交易商品不是大

宗货物，该商品不适合溢短装条

款。因此，受益人应该按照信用证

规定的数量交货，不得少装或多

装。同时，该案例也暴露出青岛贵

全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对溢短装条

款理解得不全面，实际应用经验不

足，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四）溢短装条款中金额和数

量前的修饰词是相互独立的

青岛江顺贸易公司在向韩国

D 贸易公司出口毛绒玩具的合同

中，银行以数量不符为由，对青岛

江顺贸易公司进行拒付是有依据

的。因为在溢短装条款中，修饰词

所引起金额的浮动并不意味着数

量也随之变动，两者之间是独立

的。具体分析如下：进口商购买的

是两种价格不同的毛绒玩具，信

用证没有规定每种毛绒玩具的具

体数量，只是规定了总数量，所以

两种产品不同的数量组合必然导

致总金额变化，总金额前的“约”

是为满足不同的数量组合而导致

总金额的上下浮动，跟货物数量

的变化没有关系。案例中出口商

没有领会到修饰词“约”字的真正

含义，没有认识到金额和数量前

的修饰词是相互独立的，错误地

认为，在单价不变的情况下，金额

的浮动必定会引起数量的浮动，

于是按照自己的片面理解，提交

商品数量时按照金额的浮动多提

交了 10%，造成单证的不符，遭到

银行拒付。从此案例中可以看出，

该公司的业务人员对合同和信用

证的内容没有仔细斟酌，对条款

理解的不够全面，缺乏认真严谨

的工作态度。

三、案例启示

（一）增强业务能力，加深对

溢短装条款的理解

从上述几则案例可以看出，

与简单的理论描述相比，溢短装

条款在外贸实践中繁琐且复杂，

容易被忽视和误解的细节较多，

外贸出口企业要想在应用该条款

时不被银行拒付，就需要不断增

强自己的业务能力，辨析溢短装

条款的不同之处。

首先，企业要经常组织员工

对《UCP600》《ISBP745》中溢短装

条款的内容进行学习，通过学习

过程中大家对疑惑点的讨论，实

现外贸业务员对溢短装条款的全

面理解。其次，企业要关注国际商

会中关于该条款案例的判定，一

方面可以从案例判定中反思操作

失误之处，从中吸取教训积累经

验；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及时地

了解国际商会对该条款的最新研

究动向，掌握实践中的前沿知识，

为以后操作奠定基础。最后，企业

可以多向银行审单方面的工作人

员学习，了解他们处理该条款时

的习惯做法，企业甚至可以和银

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邀请

他们给外贸业务员做相关讲座，

将日常操作的单据进行现场分

析，提高员工的实践技能。

（二）对待外贸业务应该严谨

认真，不可忽视条款的细节

外贸业务相对国内业务而

言，更具有复杂性和风险性，外贸

业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不仅需要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在信用证业

务下更需要严谨和认真，很多看

起来相似的条款实质上却大有不

同。外贸实践中容易被忽视的细

节，一般是一些边缘条款或者是

条款的隐含意义，受益人一旦粗

心大意就容易错过，造成错误的

操作而被银行拒付，企业想避免

细节条款被忽视，就需要以下几

个方面对员工进行培训。

首先，通过实践锻炼，有意培

养员工认真严谨的工作习惯。企

业可以定期举行业务实践操作

赛，将企业这一段时间客户开来

的信用证集中起来，让外贸业务

员进行条款分析和细节操作，一

方面帮助员工形成严谨的工作习

惯，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一些被忽

视的细节挖掘出来，降低实践操

作中的失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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