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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进一步帮助新型小微企业、特别是品质优良的农产品

企业了解外贸技巧，开拓国际市场，我们以《外贸七日通》一书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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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进出口权问题，外贸基础知识，网上外贸及市场开发的具体

操作，外贸单证的处理以及事故应对，国际货款结算，信用证审核与

应用，国际货物运输操作等，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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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日 入门篇：从零开始，四步教你上手做外贸

一、外贸第一步：外贸经营权----四招开启外贸之门

（一）取得外贸通行证第一招：向所在地的外经贸委申请进出口权。

自己拥有进出口权当然很好，全套业务都可以自己进行，对外的合同等等

票据都以自己的名义出具，对企业形象和树立品牌很有好处。

（二）第二招：代理出口，主要用于暂时达不到申请进出口条件要求，

或因地区和行业的限制不便申办的企业。对众多的民营小企业而言，通过

外贸公司代理出口更为简便可行。所谓代理出口，就是找一家外贸公司或

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合作。与外商的生意你自己去洽谈，谈定后，以外贸公

司的名义与之签订合同。根据合同备货妥当后，由外贸公司代理进行出口

事宜，比如商品进出口检验检疫、海关申报、外汇收支等。外商把美金货

款支付给外贸公司，外贸公司再按照约定的比例折合成人民币，扣除相应

费用后支付给你。这样一来，虽然实质上仍是你做外贸，但操作形式上就

变成：你以普通内贸的方式把货物赊销给外贸公司，外贸公司自行出口后

支付货款。

（三）第三招：挂靠，主要用于“个人做外贸”。所谓“挂靠”就是

与某个外贸公司达成协议，成为此外贸公司名义上的业务员或兼职的业务

员。业务自己做，以外贸公司的名义对外签合同、交货、结算货款，自己

则按照约定的比例计提利润。挂靠的方式多见于有一定的外贸经验，有自

己的进货和销售渠道的人。之所以选择挂靠而不是自己去开公司，主要是

借助大型外贸公司的知名度和商业信用，以期在购销过程中得到优惠便利，

并节省办公费用。

申请上也没有资金限制，具体步骤是：

1．在工商局办理个体工商户注册。

2．到外经贸委作个人外贸经营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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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海关办理“中国电子口岸”入网手续。

4．到外汇管理局办理“对外付汇进出口单位名录”或者出口收汇核销备

案登记手续。

5．在银行开立个人对外贸易结算帐户，办理外汇收付。

二、外贸第二步：选择受欢迎的经销产品

在经销产品的选择上，我们首先要避免常见的三个误区：1、品质越高

越好，2、价格越低越有竞争力，3．关心产品是否属于朝阳产业。

（一）自己已有的行业产品是首选。因为你了解工艺生产，有条件自

己去调整产品控制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刚开始的时候不妨模

仿，跟在别人后面模仿，通常不会有什么利润，但却是稳妥的第一步。

（二）发展国外市场。这种情况下，就要认真考虑，寻找自身优势，

比如行业知识，所在地区的特产或优势产品，人际关系等。一般的原则上

是以货源为考虑重心。

（三）个人从事外贸。考虑到个人做生意的特点和局限，一般的选择

原则是倾向于日常消费品，体积小，耐储藏，价格弹性大，品质标准比较

模糊，不涉及进出口商品检验检 疫的商品，比如工艺品、以年轻消费者为

目标的流行饰品、时装箱包等，避免食品、农副产品、大宗纺织品、电器

这类较专业，各国限制较多的类别。

三、外贸第三步：破解外贸的三个关键秘密

（一）外贸关键秘密之一：单证交易。

所谓单证交易，就是用一套单证文件来代表货物。交易以这套单证为

对象，谁拿到了这套单证，谁就是货物的主人。这样一来，货物尽量不动，

单证则任意买卖转手，由单证的持有者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最终处理货物。

这套单证，通常包括几个核心文件：

1．提单（即提货单 Bill of loading，缩写为 B/L）

2．发票（Invoice）。与普通发票的概念不同，外贸中的“发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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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自己制作的列明该货物名称、数量和价格的一份署名文件。

3．装箱单（Packing List）。自己制作的列明该批货物体积重量及包

装情况的一份署名文件。

4．其他说明货物情况的文件，如证明货物品质的检验证书，证明产地的

产地证书等。

全套单证中，以提单最为重要，因为它是货物的所有权证明----是具

备国际公认的法律效力的物权证明。发票和装箱单可以自己缮制。其他检

验证书、产地证书等等则根据货物的特性和买家的要求，由相应的国家机

构如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等，或双方认可的组织机构如民间检验公司，

货运公司等出具。

（二）外贸关键秘密之二：退税制度

退税是外贸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目前外贸业务中利润的主要来源。为

便于管理，国家假定所有产品均为国内流通与消费，因此普遍征收增值税，

税率高达售价的 6%～16%不等。正规情况下，国内采购或出口前的价格均为

含税价，即已经缴纳了增值税的价格。而产品用于出口的话，这部分税就

不应征收了，已经征收的可以按照程序部分或全部退返给出口商。

出口前需从外汇管理局部门领取《出口退税核销单》，申报出口总金额。

核销单还需海关盖章确认货物确实已经出口。在收到国外买家支付的货款以

后，凭银行收据，连同核销单到外汇管理局办理核销，再凭增值税发票等到税

务局办理退税事宜，领取退税金。

（三）外贸关键秘密之三：信用证交易

信用证是外贸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常见的工具，以外贸“单证交易”特

性为基础，通俗说来就是买卖双方事先商定交易条件，如品名、数量、质

量标准、价格、交货时间等。然后买家找一家银行（通常就是买家的开户

行，或有一定的担保）作为“中间人”，把这些交易条件提交银行，银行

据以出具一份文件作为买卖双方交易的依据。银行作为中间人的责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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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监督交易行为。卖方根据文件来备货出货，然后把代表货物的全套单证

交付银行。银行审核单证无误以后，直接支付货款。有银行作为中间人，

买卖双方就不再直接进行钱货交易，而是分别与银行打交道。卖家不及时、

按质按量交货，就拿不到钱；买家不付钱，就拿不到货。反之，有银行作

保，只要卖家交了货，就一定能拿到钱。这种方式，既不占用买家资金，

又给予了卖家很好的信用保证。这份用以证明双方商业信用的文件，就叫

做信用证。

信用证最基本的一般有四个关系方：

1．进口商----负责向自己的开户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叫做信用证申

请人。

2．进口商的银行----负责开立信用证并审核单据、拨付款项，叫做信

用证开证行。

3．出口商----负责根据信用证出货，享有信用证保障的付款，叫做信

用证受益人。

4．出口商的银行----负责替出口商领取信用证、转交单证并与开证行

接洽，叫做通知行。

此外，最终负责拨款的银行叫做信用证偿付行，一般就是开证行；也

可以由另外的银行先行垫付并收取少量费用，叫做信用证议付行，一般也

就是通知行。

（四）总结标准出口操作案例流程：

寻找客户----签订合同----客户开出信用证----根据信用证备货----

货物办理商检、报关后交付货物运输公司并取得提单----根据信用证备齐

全套单据----单据交付国外银行，国外银行审核无误后拨付货款至国内银

行----根据国内银行的收款凭证至外汇管理局办理核销----至税务局办理

退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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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日 进阶篇：网商时代，一台电脑通天下

一、第一步：建立一个网站，在互联网上宣传你的产品

（一）注册域名。首先，需要找一家“ISP 网络服务商”，也就是国家

电信部门授权进行网络服务的运营商。通过 ASP 网络服务商来注册一个域

名----就是你在互联网上的地址。域名的格式一般是 www.XXX.com。其中

XXX 部分是你自己起的名字，由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

（二）租用虚拟主机。所谓虚拟主机，可以理解为互联网中一台 24小

时开机的所有人都能使用的电脑，用以存放你网站上的网页内容。虚拟主

机的容量一般在 100M 以上。租用虚拟主机的时候，通常还会提供一个专有

的、以你的域名为后缀名的电子信箱。

（三）建立网站。网站由多个网页组成。网页的制作，可以委托你的

ISP 网络服务商或专门的网站设计制作公司来做--这样的公司或公开/半公

开的个人服务者有很多。一般的外贸商业网站，都会有中英文两个版本，

方便国内与国外的访问者。

（四）“活网站”的四大关键因素：醒目明确的标题、实质性内容、

被搜索引擎列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稳定且浏览速度快。激“活”网站的四

大要素，须从设计网页做起，要与搜索引擎捆绑在一起来制作网页。委托

网络公司建站，也一定要督促网页制作者把这四大关键因素摆在首位。

二、第二步：登陆 B2B 国际贸易平台，主动出击发布广告

（一）国际贸易 B2B（Business to Business）贸易平台，就是互联网

上专供国际买卖双方发布各自供求信息，以促进合作的网站，是国际商人

聚会的大本营。

（二）加入 B2B 贸易网站，一般都会有免费会员和收费会员制两种方

式。免费会员一般都可以发布消息广告，不妨先免费用一段时间，如果真

的有不少客户找上门来，说明这个网站确实有一定影响，此时再考虑做付

费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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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求信息很重要，外贸中习惯称之为“Trade Lead”，在 Google

中输入这个关键词，可以找到更多的 B2B 网站。再加上你产品的名称一起

搜索，可以缩小范围，提高准确性。写 Trade Lead 的时候，要简洁、鲜明，

突出你的优势，强调你的特点，“吸引眼球”，脱颖而出。

三、第三步：从撒网到钓鱼，在网上直接找客户的四大招数

在网上直接找到客户，是日常工作的首选目标，而灵活使用搜索引擎，

是其中制胜关键。

（一）第一招 关键词法

用法之一：选择适当的关键词，直接查找潜在客户发布的求购信息。

选择关键词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此外，涉及到行业的，要注意英文

中的行业术语，以及对这一产品最喜欢的表达方式。

用法之二：对 B2B 网站中获取的信息做“深加工”。

B2B 网站里免费看到的求购信息通常没有联系方式，但不少会显示公司

名称，那么以这个公司名称作为关键字去搜索，就有可能找到这个公司的

网站，就可以获其联系方式了。甚至，还可以根据求购信息的只言片语去

搜索。

（二）第二招 逆向法

在国际贸易商中，无论是批发商还是零售商，他们既需要购买进货，

也需要销售出货。这是逆向法的关键。寻找那些在网站上作销售的商家，

虽然他们没有发布求购信息，但既然他们销售，就肯定需要货源，你完全

可以向他们推荐你的多款产品。显然，寻找这些在自己的网站或其他网站

上销售产品的客户，比寻找求购者要容易得多。

（三）第三招 横向法

除了专业性很强的产品，很多产品特别是工艺品和家居日常消费品类

别，其潜在客户面是相当广的。当我们获知一个客户信息时，即使他采购

的产品并不是你生产的东西，但只要类别接近，仍不妨一试，不管是产品

功效接近还是材质接近。特别注意的是，对于横向法找到的客户，促销方



7

式不宜急切。此外，对某些产品，横向法还可以直接用于消费客户。只要

你想到了，直接与他们联系，提供一些样品，就有机会。而这些潜在的用

户，通常都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详细的分公司以及部门联系方式，便于

查找。

横向法可以和逆向法结合使用，扩大寻找买家的范围。

（四）第四招 纵向法

纵向法多用于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销售。即了解你的产品的最终用途或

深加工用途，除了专门的原料采购商以外，寻找那些在网上发布了这些下

游产品销售信息的商家，与之联系。通常，销售信息比购买信息要容易查

找，联系方式等也更开放。

关键词法、逆向法、横向法和纵向法，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用效果

更好。尤其是有机会参加传统交易会，收集了大量名片以后，再通过这几

个方法拓展，可以极大拓展贸易空间。

四、第四步：开发信----抛向客户的媚眼

得到潜在客户的联系方式以后，接下来当然是主动出击，吸引客户，

争取贸易机会了。写给客户的第一封信很重要，外贸上称之为开发信。

开发信习惯的格式，首先是说明获得客户联系方式的途径，以免唐突。

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包括公司规模、成立时间（国际贸易

商青睐成立时间较久的企业，觉得信用度较高）、产品----特别是主打产

品的简介、对双方合作的诚意以及联系方式等。开发信应言之有物，凸显

公司与产品的优势，提高吸引力。但也不宜太过详细，长篇大论。能吸引

客户回复的开发信，才是成功的开发信。

五、第五步：电子邮件战

（一）使用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目前是外贸中最基本的联系方式。如果你建立了网站，通常

就会同时拥有一个网站下的电子信箱，这是外贸的首选。首先因为电子邮

件通讯成本很低，在市场开发阶段不像传统的电话或传真容易引起客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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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其次，电子邮件的格式和措辞比较轻松，比古板的公司传真更容易接

近与陌生客户间的距离。

（二）客户不回信怎么办？

一是确保不是技术故障，二是保持无重复内容的联系，三是适当寻找

突破口，找出客户沉默的原因。

六、第六步：传统的交易会及后期的网上跟进

虽然网上外贸的比重越来越大，但传统的交易会仍是直接寻找客户的

主流形式，效果也更为集中。

一是，一定要深入了解你的产品，记牢不同的品质与价格---尤其是款

式较多的产品类别。二是，准备好记录的工具，细致而快速记录客户的询

问和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后期跟进的关键。三是，利用机会参观同

行的参展摊位，了解竞争对手的动态。四是，交易会结束后，及时整理资

料，对访问过摊位的客户，一一发信问候，确认询问事宜，补充更详细的

产品资料，促使客户的兴趣变成实际的订单。

第 3 日 技巧篇：讨价还价，签个漂亮的合同

外贸就此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外商询问价格，术语叫做询价（Inquiry），

给客户报出个价格，术语叫做报价(Quote)。

一、让国际买家相信你

国际贸易买卖双方远在各国，虽然有法律，有仲裁，多数情况下靠的还是

各家的信用。因此商业信用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远远大于普通的国内贸易。除

了合同等正式文件，传真乃至电子邮件中，若出现“确认”（confirm）字样，

习惯上也应视为等同合约的效力。

二、外贸商品价格的计算方式

在真实的外贸中，价格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什么质量和服

务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报价，如何讨价还价，才是外贸制胜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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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货物的价格，有独特的计价方式。具体说来，你的产品从出厂到通过

集装箱远洋运输交付到国外客户指定的外国海港码头或某个地点，将可能产生

下列几种或全部费用：

1．产品的出厂价格。

2．申报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检验以及出具品质证明的费用，即商检

费。

3．申报中国海关出口的费用，即出口报关费。

4．租用集装箱装货并运到中国海港码头的费用以及在中国码头产生的

各项杂费。

以上为货物运至中国海港码头出口前的手续和费用。

5．用远洋货轮运至外国海港码头的运费，即海运费。

6．办理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费。

以上为货物运至外国码头的手续和费用。

7．集装箱在外国海港码头卸货及其他码头上收取的杂费。

8．申报外国海关进口的费用，即进口报关费，有时候还需要缴纳进口

关税。

9．货物从外国海港码头运至客户指定地点的费用。

以上为货物交到客户手中前的手续和费用。

此外，因为货款的收取需要经过银行，银行也会收取一定的经办手续费。

分析上述费用构成，我们不难发现，可以将海港码头作为划分费用的

基准点。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就是区分责任。依据“海港码头作为基准点”

的原则，产生了国际贸易特有的计价方式和价格术语：

（一）以出口地港口（Loading Port）为基准点：FOB（Free on Board）。

更准确地说，FOB 计价方式的基准点是出口地港口货轮的船舷。货物运抵码

头后，需吊装至货轮上，FOB 即以吊钩越过船舷为精确分界点。也就是说，

吊钩越过船舷之前的所有费用，就是 FOB 计价方式所包含的费用。所以 FOB

也译作“船舷边交货价”。反过来相对于买方而方，这个价格就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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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港口”的交货价，故根据英文“Off shore”又译作“离岸价格”。

（二）以目的地港口（Destination Port）为基准点：CNF 和 CIF。CNF

又称为 C&F，即成本（离岸价格）加上运费。同样地，反过来相对于买方而

言，这就是抵达目的地口岸后的价格，故称为“至岸价”。CNF 再增加一个

保险费 insurance 就变成了 CIF（cost, insurance, freight）。

价格术语相应地有特别的表达方式，格式为“货币单位+金额+术语+港

口名称”，表达式中，港口名称很重要，而且应具体。

三、预防成本陷阱

（一）银行费用。从国外汇进的款项，国外银行和国内银行会从中扣

除手续费。

（二）码头操作。码头杂费名目繁多，该由发货人还是收货人承担则

模棱两可。FOB 条件下，由进口方负责订舱，CNF 和 CIF 条件下则由出口商

负责订舱。在操作 FOB 的时候，如果是初次合作的货运公司，有必要事先

核对一下相关费用。如果发现费用分担明显不公，则与国外客户联系协商

要求调整。

四、报价技巧

（一）实盘。外贸的报价有其特殊的规定。理论上一个正式的外贸报

价，不但应有完整的价格术语表达式，还应包括品名、价格有效时间、可

供应的数量、交货时间等。这样的报价叫做“实盘”（firm offer），理

论上具有相当的效力，一旦客户接受，报价方不可更改。因为这样的报价

几乎涵盖了合同的基本要素。之所以规定价格有效时间，是考虑到国际市

场的波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催促客户早日定夺。

（二）虚盘。实际操作中多数情况下会有意无意漏掉一些要素，使格

式不完整，成为无最终效力的“虚盘”（non-firm offer）。发虚盘可以

给双方留下较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灵活运用虚盘，是外贸谈判的基本技

巧。

报价可以是虚盘，但到最后确认价格的时候则一定要是实盘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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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价格与数量、交货时间、货款结算方式等等捆绑在一起确认。否则，客

户以大数量低价格订货，最后却迟迟不出货，我方的仓储费用和生产费用

增加负担，薄利多销的初衷完全失去了意义。

（三）经验总结。

1、经验一：“留尾”的虚盘。两种常见的报价技巧：“低价留尾”和

“高价留尾”。

“低价留尾”，就是报个低价，得规定一个比较大的订货量，甚至大

大高于你所估计的客户可能的订购量也没有关系，关键是用低价勾起客户

兴趣，又为将来的涨价 提供顺理成章的依据—订量不够，价格当然要贵一

点。

“高价留尾”，就是报高价后，故意规定一个小的订货量（估计客户

不难达到的量），并许诺如果超过此量，价格会有折扣。此外，表示根据

付款方式的不同，可给予较大优惠云云。漫天要价，但鼓励客户就地还钱。

2.经验二：变被动为主动。业务员对报价的处理要逐步变被动为主动，

多尝试着去“引导”客户和公司，促进生意的达成。这种“引导”基于三

个理念：

一是价格是活的。

二是客户不一定会固守其对产品的要求。

三是公司不一定会固守所谓的产品价格底线。

具体做“引导”的时候，注意几点：

一是“低价”可以，但多半要跟“量大”、“预付款多”、“余款及

时安全”、“交货期长”等等条件捆绑。

二是主动给客户提建议，如上面提及的零部件与加工步骤的调整建议。

三是多与客户交流，了解客户的真实想法。

四是多与工厂生产部门交流，探讨根据不同品质要求而从工艺上进行

替代调整的可能性。

五是商业情报的收信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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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外贸报价的技巧，与钓鱼同理：既不能白白地撒饵，也不能冷

冰冰甩个空鱼钩过去。

第 4 日 实务篇：外贸单证的缮制与单证事故处理

一、外贸单证的种类与使用

外贸实务中，单证的制作与出具人通常有出口商、出口国的商检等机

构，货运公司以及进口商，一般规定是英文或中英文对照。

（一）外贸常见的单证有：

1．合同（CONTRACT）

2．发票（INVOICE）或称商业发票（Commercial Invoice）。

3．形式发票（PROFORMA INVOICE）样式近似商业发票，几乎可以直接

把商业发票过来，标题改为“PROFORMA INVOICE”即可。

4．装箱单（PACKING LIST）

5．提单（BILL OF LOADING）

6．装船通知（SHIPPING ADVICE）

7.保险单（INSURANCE POLICY）

8．商检证、质量证、重量证、卫生证等（INSPECTION CERTIFICATE OF

QUANTITY，WEIGHT，HEALGH。。。）

9．原产地证

10．受益人声明（BENEFICIARY CERTIFICATION）

11.船公司/货运人声明（FORWARDER CERTIFICATION）

12．出口收汇核销单

13．出口货物报关单

14．信用证

（二）不常用到的其他单据有：

1.海关发票（Customs I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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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事发票（Consular Invoice）

3.汇票（Draft）

（三）单证流程总结：

1．外贸洽谈前期，制作形式发票用于报价、交易参考或客户申请进口

许可等。

2．交易确认以后，制作外贸合同。

3．准备交货的时候，制作商业发票、装箱单、核销单、报关单，申请

商检放行单等报关出口。

4．报关后海关退返核销单、报关单的收汇联与核销联等。

5．交货付运后，得到三证三副提单。

6．制作、申办、整理客户所需的全套单据，如发票、装箱单、商检证、

产地证、受益人证明等等以收取货款。

7．凭收汇银行水单、核销单、报关单核销联等办理核销与退税。

（四）单证制作的基本原则

一是“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即单证制作符合信用证要求（在信用

证操作时），同一套的单据间，在相同栏目的内容一致。

二是每份单据都会标明出具日期，一般地，作为收款用的全套单据，

日期以提单上的 ON BOARD DATE 为基准，来确定各单据的日期：

发票（INVOICE）日期一般早于所有单证；

装箱单（PACKING LIST）一般与发票同日，必须在提单日之前；

提单日（ON BOARD DATE）不能超过 L/C 规定的装运期；

保单（INSURANCE POLICY）的签发日应早于或等于提单日期，不能早

于发票；

产地证（C/O、FORMA）不早于发票日期，不迟于提单日；

商检证（INSPECTION CERTIFICATION）日期不晚于提单日期，但也不能过

早于提单日；

受益人证明（BENEFICIARY CERTIFICATION）等于或晚于提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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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证明（FORWARDER CERTIFICATION）：等于或早于提单日；

汇票（DRAFT）日期应晚于提单、发票等其他单据，但不能晚于 L/C 的

效期。

（五）制单错误处理方式

可分为“将错就错”和“分套处理”两类方式。

所谓将错就错，就是虽然与实际不符，仍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制单，

因此赞成的影响另外与客户协商解决。

所谓分套处理，就是根据单证交付对象的不同，分别制作内容不同的

单证。

二、单证遗失事故的处理

单证遗失，可能是由于出口商制作和保管单证不善赞成的，也可能是

单据在交付邮政或快递公司转递过程中遗失的。

（一）报关单据的遗失

发票等单据在报关前遗失的，尽量自己补发并快递给报关代理人。如

果是长期合作的报关代理人，不妨预先留几份签章空白发票箱单等，以便

急需时由报关代理人帮忙填写；随付报关的核销单遗失，必须将所遗失的

核销单立即报告外汇管理局，登报声明作废，再另外出具一份核销单；海

关已签发的报关单证明联、核销联遗失，可以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补签，

并随附有关证明材料，海关审核同意后，可予以补签，海关在证明联、核

销联上注明“补签”字样，并按规定收取工本费。

（二）提单的遗失

提单遗失后，可以通过货代补发提单，或电放（收货人无需正本提单，

凭货代电报指示放货）形式解决。如果是“记名提单”（即提单上限定具

体的提货人）比较好办，只要提货人证明自己身份即可电放，但如果是“指

示提单”（即提单上暂未指定收货人，这一点在本书后面的货运章节中将

详细解释）就麻烦了。如果货代信任发货人那么通常发货人一封保函（担

保因此出现的所有责任由发货人自己承担）即可解决；而如果彼此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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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货代通常会要求在出具保函的同时提供相当于货值或双倍的担保金，担

保金期限甚至长达一年。这对于货主而言将是个沉重的负担。

（三）原产地证的遗失或修改

如果因实际交货与申报的不符，或有其他错漏，需要修改补充原产地

证内容，必须申明更改理由并提供依据，经签证机构审查符合要求后，重

新办理申请手续，收回原发原产地证，换发新证。如已签发的原产地证遗

失或损毁，从签发之日起半处内，申请单位必须向签证机构申明理由并提

供依据，经签证机构审查同意后重新办理申请手续。签证机构在新签证书

上注明“XX年 XX 月 XX 日原发 XX 号原产地证作废”。这里说的签证机构，

可以是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也可以是各地的贸易促进会。

第 5 日 高手篇：信用证全攻略

一、外贸货款结算方式

结算货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电汇（T/T）即把单证传真给客户，证明货物确已付运。客户即通

过银行将货款直接电汇至出口商银行帐户内。办理电汇，需要开立一个美

金帐户，并预先告之客户帐户资料。

二是付款交单（简称D/P，Document against Payment）即出口商把全套单

证交给银行，委托银行向客户收钱，在收到钱以后银行将全套单证交给客

户。

三是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L/C）即客户按照双方约定事项，委

托银行开立一份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该文件注明了交易的商品、

数量、品质、交货时间等要求，并相应规定了所需单证的种类和制作要求。

出口商根据信用证备货，然后缮制和收集好全套单证，在规定的时限内交

付银行，银行审核无误后即支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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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证实践操作详解

为规范使用信用证，并为纠纷仲裁提供依据，国际商会制定了《跟单

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 年修订）》即国际商会 500 号出版物，行业习惯称

为《UCP500》。所以不少信用证上都会附注“本证根据《UCP500》办理”

或类似字句。

（一）一份信用证可能牵涉到的当事人

1.开证申请人（Applicant）。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的人。

2.开证行（Opening/Issuing Bank）。接受开证申请人的委托开立信用证

的银行，它承担保证付款的责任。

3.通知行（Advising/Notifying Bank）。指受开证行的委托，将信用证转

交出口人的银行，它只证明信用证的真实性，不承担其他义务。

4.受益人（Beneficiary）。指信用证上所指定的有权使用该证的人，即

出口人或实际供货人。

5.议付银行（Negotiating Bank）。指愿意卖入受益人交来跟单汇票的银

行。

6.付款银行（Paying/Drawee Bank）。信用证上指定付款的银行，在多数

情况下，付款行就是开证行。

（二）理论程序和实际操作

1.信用证的理论程序：

（1）开证申请人根据合同填写申请书并交纳押金或提供其他保证，请

开证行开证；

（2）开证行根据申请书内容，向受益人开出信用证并寄交出口人所在

地通知行；

（3）通知行核对印鉴无误后，将信用证交受益人；

（4）受益人审核信用证内容与合同规定相符后，按信用证规定装运货

物、备妥单据并开出汇票，在信用证有效期内，送议付行议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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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议付行按信用证条款审核单据无误后，把货款垫付给受益人；

（6）议付行将汇票和货运单据寄开证行或其特定的付款行索偿；开证

行核对单据无误后，付款给议付行；开证行通知开证人付款赎单。

2.实际操作流程：

（1）准备操作信用证的时候，把你的开户银行的名称、地址、SWIFT

代码等资料（告知你的开户银行，准备操作信用证，银行就会把这些资料

完整提供给你）告诉客户，客户的开证行会按照这个资料把信用证开出到

你的银行。

（2）银行收到信用证以后会及时通知你，你可以去领回原件，也可以

领完整的复印件而将原件放在银行保管。

（3）根据信用证准备货物、运输并整理好全套信用证上规定的单证，

在信用证规定的时限内把全套单证交给你的银行，你的银行会事先审核一

遍，发现有错误就提醒你修改。修改不了的就征询你的意见，是否“不符

点”交单。如果审核无误的就转交给国外开证行。

（4）通常一周以内开证行就可以收到这套单证，一般在 7个工作日会

审核单证，认可无误后即通知你的客户付款并取走单证----即术语“赎单”。

信用证开出来之前，作为受益人，一定要与申请人----也就是客户预

先商量好条款，特别是单证要求方面的条款，信用证的审核工作应该在申

请前就着手。

如果发现开出的信用证出现问题条款，就一定要及时修改。不要轻易

不符点交单，也不要轻易相信客户“接受不符点”的单方承诺。

目前信用证的开证和通知方式都采用 SWIFT 形式发出。SWIFT 是环球银

行财务电讯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缩写。

三、信用证事故的处理

（一）“单证不一致”的防范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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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证不一致，即单据缮制没有完全符合信用证明规定，其结果就是直

接导致不符点，甚至导致单据被拒付。信用证中出现错别字或明显的语法

错法，只要不导致产生歧义，在无法修改的情况下，也要将错就错地照样

搬到所有单证中去。再者，同一票货物，交给商检部门、海关和银行的几

套单证在某些方面有出入，并不影响银行对自己那套单证的审核与付款。

因此，其他单证可以略有差池，但给银行的这一份则一定要完全与信用证

一致，这是“单证不一致”事故处理的最大原则。对于国家机构比如商检

局出具的单据，不易灵活处理，因此要慎重一些。

（二）“单单不一致”的预防与处理

单单不一致，指同一套单证里不同单据相同栏目的内容不一致。这个

问题通常是由于部门分工协作制单中的疏漏造成的。预防的方法，就是事

先编制交易档案，按照栏目分别归类，像一个数据库一样，根据交易编码，

各部门或者各单证直接调用。此外，审单证的时候，不但要逐张审核，还

可以“横”审，即比对不同单证同一栏目内容。实务中，也允许有些地方

在合理范围内某些栏目单单不一致的。这种单单不一致，一般都不予计较。

但碰到有风险的交易，存在客户有意挑刺的可能时，尽量避免这样的节外

生枝。

（三）不符点的处理

单证缮制与信用证规定的差异一概称为不符点。轻微的不符点比如某

个字母或标点符号的错误，不造成歧义，对交易性质无实质影响的，一般

开证行也会接受。可较大的错误，特别是数量、金额、交货期方面的错误，

就严重了。开证行会通知出口商（受益人）不符点的情况，并暂时中止执

行信用证支付。待受益人与客户（开证申请人）协商，客户愿意接受不符

点同意付款了，才会支付----同时不符点费用照扣。可见，不符点将直接

导致信用证实效可能。

所以不符点交单要特别慎用。出现此情形的时候，最好先与客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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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客户确认接受不符点。必要的话，请客户出具“公司信”（officeletter，

一种抬头落款齐全，内容完整的正式商业信函），届时提供给国外开证行。

更稳妥的方法，如果国内银行议付的话，由国内银行通过 SWIFT 接洽开证

行，告知不符点，请开证行与客户（开证申请人）联系，让客户向开证行

确认接受不符点，开证行再向国内银行确认。这种操作方式称为“电提不

符点”。

（四）不符点拒付的处理

不得已不符点交单，或者开证行自己判断为不符点的，有可能导致单

据被拒付。这样的事故中,第一，要区分责任,判断开证行拒付是否有合理

依据并符合程序，所谓合理依据，就是开证行提出的不符点应有站得住脚

的理由，或是否出于误会。否则可通过国内银行回复解释申辩。程序上，

开证行必须在 7 个工作日内审核单证并一次性提出不符点，否则即使有不

符点也无权再提。确有不符点的，看看是否来得及换单，把修改正确的单

证补交上去。只要修改后的单据在信用证规定的有效期内提交到指定银行，

且新提交的单据没有新的不符点，则视为单据不存在不符点，开证行必须

付款。

第二，尽早安排出货也是预防措施之一，早出货早出单，就有活动的

余地。无法及时更改的，即可与客户联系，说明情况，请客户接受不符点。

第三，还有一些信用证事故，是一开始就因为信用证的条款不合理而

埋下隐患的。常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软条款”。

“软条款”，是指在不可撤销信用证中出现的某些可能令受益人在无

过错情况下蒙受损失的条款。“软条款”是外贸行业的俗称，并没有学术

上的标准定义。软条款本身并不违背《UCP500》原则，也不一定会给受益

人造成损失。软条款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信用证在不同程度丧失执行

的独立性和不可撤销性。也就是说，有了软条款的信用证，客户可以通过

各种手段使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单方面废止。因此，外贸业务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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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识别“软条款”，牢记两个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的原则：不能让客户

有可能在付款赎单前自行提货；开证以后，所有单证可以单方收集办理，不需

要依赖客户。凡是违背了这两条原则的，基本上就是软条款了。

第 6 日 合作篇：与货代打交道

一、找个好货代

对于常见的正规的外贸，绝大多数时候采用是相对最廉价的集装箱远

洋海运的方式。你可以租用一个集装箱。行话叫做整柜（FCL，FullContainer

Loading，集装箱也可称为货柜）。也可根据你货物量的多少租用部分集装箱,

行话叫做拼柜（LCL，Less than Container Loading，与其他用户拼用一

个货柜）。

承担集装箱远洋运输业务的公司有两类：船公司和货运代理公司（简

称货代）。两者的区别，船公司自己有远洋货轮，而货代没有。

一个好的货代，能够及时提供运价信息，应急订舱，并解决付运过程

中的突发事故。确定大致的出运期后，就可以向货代订舱了。根据货物名

称、数量、体积、重量、目的港等填写订舱单，或者直接发给货代。如果

是整柜，货代会协调安排调柜、集装箱拖车和装柜时间；如果是拼柜，货

代会提供“进仓单”，通知出口商在约定的时限之前把货物送至指定仓库。

船运要注意时限的要求。货物必须在截关期前完成报关事宜，否则无

法放行装船。拼柜货物或装箱交付给货代后，货代安排报关装船事宜。出

运以后，货代给我们出具提单（Bill of Loading，简称 B/L）作为物权凭

证和提货依据。我们再把提单交给国外的客户，等货物运抵目的港码头后，

客户凭提单去码头提货。这就是最基本的流程。偶尔也会有特殊情形，提

单因某些原因未能及时开具并送抵收货人手中，而我们又同意客户（收货

人）提货的话，可以授意货代以电报通知的形式许可客户无单提货。这种

操作称为电放（Telex Release），不再开具提单，已经开具的也要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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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货代时常见的专业名词有：

“指定货代”：指在 FOB 条件下，由国外客户订舱，并告知我们承接

该业务的货代联系方式，我们据以办理运输。

“运费到付”（Freight Collect）：是指到目的港后由国外客户支付

远洋运费。

“运费预付”（Freight Prepaid）：指在 CNF/CIF 条件下，由我们自

己订舱并支付费用。

为了规避风险，很多出口商偏向于 FOB。

二、重要的提单

（一）填写方法

各个船公司的提单格式大同小异。提单一般有三份正本（ORIGINAL）

和三份副本（COPY）组成。各栏的填写方法是：

（1）发货人（Shipper）：填写出口商的完整名址。

（2）收货人（Consignee）：填写收货人名址或“凭指示”（下面在

提单分类中将具体说明二者区别）。

（3）通知方（Notify Party）：填写约定的货到码头后需通知的人，

如客户或客户的运输代理名址电话。

（4）船名（Ocean Vessel）：此栏装船后由货代通知并填写。

（5）航次（Voyage No.）：同上，此栏装船后由货代通知并填写。

（6）收货地（Place of Receit）：通常就是装运港。

（7）装运港（Port of Loading）；出口地装运港。

（8）目的港（Port of Discharge）：进口地目的港，或转船条件下

的中转港（关于转船下面在提单分类中将具体说明）。

（9）交货地点（Place of Delivery）：货物实际的交货地点，可以

与目的港相同，在转船的情况下则是最后的交货港。

（10）货物的运输唛头及分类（Marks and Number）；假如一批货有

几类的话分别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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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货物名称数量等（Number and Description of Goods）。

（12）货物毛重（Gross Weight）：一般以公斤为单位。

（13）货物体积（Measurement）：一般以立方米为单位。

（14）装船日（Onbord Dated）：货物装上船的时间，这是计算船期

的重要标志，表明启运完成。

（15）提单出具者签名（Sign by）：船公司或货代的签章。

（16）运费（Freight）：FOB 则 Freight Collect（运费到付）；CNF/CIF

则 Freight Prepaid（运费预付）。

（二）提单分类

（1）根据提单出具人的分类。船公司出具的叫做船东提单（MASTER

B/L），货代出具的叫做货代提单（H-B/L）。理论上船东提单最为保险，

凭船东提单，可以在目的港码头直接提货。货代提单是货代征得船公司同

意以后出具的，由货代自己负责，在目的港码头需要先到船公司港口代理

那里换成提货单才能提货。

（2）根据提单上收货人一栏的分类。如果引栏直接填写收货人（国外

客户或其转售的下），就叫做记名提单（Straight B/L）。如果写的是“To

the order”或“To order of XXXX”，即“凭指示”/“凭某某指示”，

就叫做指示提单（Order B/L）。指示提单的意思，就是暂时不限定收货人，

以后（通常是确保收到货款后）再指定。记名提单限定了收货人，只有他

才能提货，因此不能转让提单；而指示提单可以通过背书方式随意转售（所

谓背书，就是提单拥有人在提单背面签名盖章，表示转让，谁下一个拿到

引提单谁就是货物的拥有者。自然，发货人将是第一个背书者）。实际操

作中，指示提单更受欢迎。

（3）根据运输路线方式可分为直航提单（Direct B/L，即从起运港直

抵目的港的运输提单）、转船提单（Transhipment B/L 即运输过程中可以

在中途某个港口转船的运输提单）和联运提单（Through B/L，即可以陆路、

空运、海运联合运输的提单，常见于出发地和/或目的地是内陆地区的运



23

输）。直航提单和转船提单更为常见。转船提单更受欢迎，因为它允许运

输者见机行事安排航程，特别有利于起运港/或目的港比较小，航次少的情

形。

（4）根据提单内容的繁、简分为全式提单（Long Form B/L）和简式

提单（Short Form B/L）。全式提单在提单的背面详细注明承运人和托运

人之间各自的权利、义务；简式提单则只注明承运的货物的基本情况和托

运人的名称、地址、收货人等。偶尔一些谨慎的外贸商会特别注明不允许

使用简式提单，以强调贷代的责任。

（5）还有一些外观类似，也能作为提货依据，但不具备物权证明的提

单变形。比如 FCR（FORWARDERS CERTIFICATE OF RECEIPT）、FTBL（FORWARDERS

THROGH BILLS OF LADING）等。在这种方式下，跟船公司签定运送契约的

是承运人而不是发货人（SHIPPER），因此发货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以后，

得到的单据是承运人收据而不是海运提单。

（三）交货迟误在提单上的处理方法

在外贸实务操作中，交货迟误是家常便饭。而如果不能在最后装船期

限前交货，就会造成比较重大的违约，如果是信用证的话，客户可以拒付，

或以此为借口要求降价赔偿。即使客户不介意，银行也会因此不符点而扣

款。但如果迟误的时间不长，只有几天工夫的话，只要货代愿意帮忙，可

以变通解决，避免损失。

1.方法之一是虚打日期。比如原规定 8 月 8 日为最后装船期限，实际

迟误到 8月 15 日才装船工。可如果货代愿意在提单上注明“8 月 8日装船”

的话，单证表面上就没有问题了----外贸既然是凭单证交易，自然也就不

会有问题。这种倒过去打日期的做法，叫做“倒签提单”（Ante Dated B/L）。

2.方法之二是提前出单。在倒签提单的做法下，日期固然没问题了，

可是如果按照正常程序，8 月 15 日再出提单的话，加上单据传递的时间，

就很可能超过信用证允许的交单时限了。解决的方法是不等船开，确认可

以上船之后就先行出具体提单以便交单银行。这种做法叫做“预借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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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B/L）。因此，倒签和预借提单在实务中很常见。倒签和预签，

通常只出现在货代提单操作中。船东提单比较严谨，很难接受这种行为----

这也是货代提单比船东提单更受出口商欢迎的原因是之一。

三、相关的货运知识

（一）集装箱。集装箱是外贸运输中最常用的装载工具。常见的集装

箱分两种：20 英尺和 40 英尺（40 英尺还有平柜高柜之分）。针对有冷冻

要求的产品，还有专门的冷冻集装箱，通常是 40英尺的。注意，因为各国

码头对集装箱有限重规定，因此在计算集装箱装载量的时候，不能简单用

容积去除单位产品的体积。此外，集装箱内部的左右上角各有一处饭盒大

小的凸角，多少会影响装货，在计算的时候，特别是预计塞得满满当当的

时候，要考虑这个因素。对于一些需要防潮的产品，可以在集装箱内放置

各种防潮剂。

在海关进出口报关的时候，各国海关通常会随机查验，有时候甚至会

开箱检查。因此，碰到一个集装箱装载了多种货物的时候，最好每种货物

挑一箱/个摆在靠门的位置，以减少海关彻底倒箱检查的风险----彻底检查

不但容易增加货物残损的概率，费用也不低。订舱之后，货代会调配集装

箱给发货人。每个集装箱都有惟一的编号刷在箱体上。发货人装货后，用

铅封 SEAL LOCK（一种一次性的印有编号的特制锁）封住集装箱门，并记录

铅封号码，与集装箱号一起作为运输记录。签收货柜发入/设备交接单

（Equipment Interchange Receipt），返运回码头的集装箱场站。

（二）托盘（PALLET）。托盘用于垫放货物，以用叉车自动装卸。最

高承重可达 2 吨。通常由木头制成。因为欧美国家对木制品进口有规定必

须进行熏蒸灭活处理，因此采用木质托盘的集装箱也必须作熏蒸，并取得

熏蒸证明。熏蒸可委托货代一并操作。不愿意做熏蒸的（熏蒸需要费用），

可酌情选用塑料或复合木托盘，价格稍贵。

（三）铅封。集装箱专用的一次性锁，有惟一的对应编号，装柜后即

封并记录在提单上。除非海关查柜，否则一直交付收货人手中都应完好无



25

损。

（四）货运常见的行话与术语

冲关：货物未能及时报关的，或报关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为赶船期，

在开船前一天灵活处理力争迅速清关。

甩柜：因港口拥挤，清关后未能及时放行装船而被滞留下来。

拖柜：用集装箱拖画民集装箱从场站中拉到货物所在地，装柜后再返

回。

查柜：集装箱被海关随机抽中检查。货主会因此额外承担查柜费。

小柜：20尺柜的俗称之一，相应的 40尺柜为大柜。

重柜：装了货物的集装箱。未装货的称为“吉柜”。

抛货：指体积大重量轻的货物。对这类货物一般按照体积计算费用或

费用加成。计算方法为货物体积（立方厘米）/6000=公斤。

重货：指体积小重量大的货物。

CFS：集装箱货运站（Container Freight Station）拼柜货配箱的地

方。

CY：集装箱堆场（Container Yard）集装箱交接、保管、堆放的场站。

DOOR：在集装箱运输术语中表示发货人和收货人自行装卸货物的仓库

地点。

根据货物运输在站 CFS、场 CY、门 DOOR 三点的交接情况，分成了 CY---CY、

CFS---CY、DOOR----DOOR 等不同方式。这些方式会显示在提单上。

（五）其他运输方式。除了海运以外，常见的国际货物运输还有空运

和国际快递。空运出具的是空运提单（AIR WAY BILL，简称 AWB）。空运必

须指明收货人，因此和海运提单中记名提单类似，收货人无需凭正本空运

提单，只需证明自己的身份即可提货。国际快递则不出具体提单，仅给发

货人留一联快递底单。每张快递底单上均有惟一的快递单号作为查询依据。

通过国际快递运送货物，省去了自己报关、核销的麻烦。但是客户在收到

货物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按照发货人申报的金额缴纳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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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日 经验篇：外贸江湖

一、“三无”企业中，外贸新手入行如何开展工作

作为新人，一是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认真积极地与现有合作的外贸公司

配合，按照不同的订单留心整理归档。

二是外贸市场不是一两个月时间就能开发出来的。外贸是个系统工程，

除了价格最重要外，其他的运输和单证交接也是关键。即使找到了一个有

意向的客户，客户也需要时间来了解你，观察你，以确信你能够在这个价

格条件下准时地保质保量交货，并提交单证。

三是外贸学习的好方法是以单证为中心和关键点，用单证把外贸流程

各个步骤“串”起来。通过工厂业务资料、同行交流和互联网下载等方式，

把外贸常见单证如发票、装箱单、商检、提单、产地证、汇票、受益人声

明、信用证等收集范本，存底备查。

四是熟悉产品知识是成功外贸业务员的基础。越了解产品，客户就越

尊重你，讨价还价时言语就更有分量。

五是尊敬你可能碰到的前辈同行或同事。外贸行业繁琐小事很多，但

也是扎实学东西的机会----虽然是小事，可“知道怎么做”和真正去做往

往有差别。

六是遵守职业道德。信誉在外贸这一行非常重要。

二、样品

（一）选择客户。只有那些目的明确，意向较强的客户才考虑提供样

品。真正有价值的客户，往往通过他的询盘就能看出来，比如准确的行业

术语与规格型号，明确地采购数量和交货要求等等。这样的客户比较有经

验，清楚自己想得到什么，比较识货，相对地也不会乱要样品。只要样品

符合行业要求，价格适中，成交可能性很大。

（二）确定细节。一旦确定交易细节，争取说服客户先以“样品合格”

为假设条件，确认所有交易事项，包括价格数量交货期等，“万事俱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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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样品”了，再寄样不迟。

（三）收取费用。费用包括样品费和邮寄费。作为客户，当然不大愿

意承担，那么作为相互妥协，样品价值低的，可以免掉样品费而收取邮寄

费；价值高的，承诺一旦客户下订单，可以减去已付样品费用。

三、FOB 条件下的运杂费

这些费用往往会与海运费剥离开来另外收取的。某些货代为招揽生意，

故意将运费降低吸引客户，操作完成后再额外收取高额杂费以弥补。或者

将部分费用转嫁给另一方，应对的方法，就是在订舱前与货代确认费用。

首先多与几家货代联系，了解当地的“行情”，再与货代确认费用，如果

索价基本吻合就罢了，明显乱收费的，据理力争。贷代不顾“行情”不肯

协商的，就与客户联系，通过客户来协调。二是同时转移利润，合理规避

税收；三是维持业务量来提高地位，便于揽客及获得船东优惠的“批发价”。

四、网络信息的查询

目前最好的综合性搜索引擎应该说是 Google，该网站最常用的是网页

搜和图片搜索。

呈：省政府办公厅 厅领导

送：机关各处室（单位）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