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ＦＯＢ 贸易中卖方与买方指定货代
之间的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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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ＦＯＢ 是中国出口最常用的贸易条件。 这种条件下， 通常买方委托货代

租船或订舱， 控制货物运输， 卖方承担交货义务。 尽管卖方与买方货代可能发生业

务联系， 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是否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直接涉及卖方的权利义务。 卖方须对此采取因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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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国际贸易中， 货运代理 （简称 “货代” ）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并发挥着重

要作用。 ＦＯＢ （Ｆｒｅｅ ｏｎ Ｂｏａｒｄ）， 即船上交货， 是中国出口中最常用的贸易条件。
在这种贸易条件下， 通常由国外买方安排货物运输。 买方一般委托货代租船或订

舱， 该货代通常又与卖方发生业务联系， 参与和操作出口业务。 货代参与出口业务

的操作方式最常见的是 “三方关系模式” 和 “四方关系模式”。 在这两种模式下，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可能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也可能不存在任何关系， 双方

之间是否存在货代合同关系直接涉及卖方的权利义务， 但因贸易商的知识不足、 操

作技能欠缺及法律的滞后性等原因， 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不断， 贸易商为此付出了巨

大代价。
本文通过典型判例， 就 ＦＯＢ 条件下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贸易

合同、 货代合同、 货物运输合同及航运实务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对贸易商及

货代的业务规范操作有所裨益。

一、 货代的法律地位及其操作模式

货代业务是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货代与货主的关系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 在办理代理业务中， 货代提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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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物流通领域的物流增值服务并对货主负责， 且按代理业务项目和提供的劳务向

货主收取报酬。 通常， 货代发挥代理人的作用， 以其自己或以委托人的名义， 替货

主办理进出口货物运输、 商检和报关手续， 垫付有关运费、 保险费、 海关关税甚至

包装费用等， 同时向货主收取代理费用并要求货主承担货代相关的成本开支。
ＦＯＢ 是中国出口贸易中最常用的贸易条件。 ＦＯＢ 贸易条件下， 货物运输通常

由国外买方负责安排。 在买方安排运输的过程中， 买方一般委托货代， 由其具体负

责向船公司订舱以及出口货物的接货、 出运等事宜。 但是， 在 ＦＯＢ 贸易中， 通常

存在着两个托运人， 即分别为契约托运人 （国外买方） 和交货托运人或实际托运

人 （中国卖方）。 此时，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是何种关系对卖方的权利与义

务至关重要。
就 ＦＯＢ 条件而言， 货代参与贸易操作的形式主要是三方关系模式和四方关系

模式。 所谓 “三方关系模式” 是指在 ＦＯＢ 条件下， 买方指定某一货代代办租船或

订舱， 同时指示卖方也必须使用该货代并将货物交付给该货代以完成其贸易合同项

下的交货义务。 这种模式下， 存在买方、 卖方及一个货代三方关系人， 且卖方与买

方货代必然产生业务联系， 进而可能形成某种关系， 如货代合同关系， 但也可能没

有关系。 所谓 “四方关系模式” 是指在 ＦＯＢ 条件下， 买方指定某一货代租船或订

舱， 而卖方另外指定自己的货代， 委托其代办出口报关、 内陆运输等事项。 双方的

货代再就交货、 交单等事宜进行联系。 此间， 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可能并不发生联

系。 四方关系模式下， 卖方货代接受卖方委托从事出口报关、 陆运事宜， 故双方之

间的关系明确， 即双方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同样即使产生争议也易于处理。 值得研

究的是， 在这两种模式下，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究竟形成何种关系。 由于货

代的加入， 贸易操作程序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加之法律的滞后性及贸易商知

识与经验的不足， 进而出现不同类型的争议或纠纷， 导致中国贸易商付出了巨大成

本。 探讨这一问题有益于中国贸易商降低风险， 节省成本， 提高贸易质量， 同时可

为相关法律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 同一货代兼任双方代理时卖方与其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在中国， ＦＯＢ 条件下的出口贸易中， 经常存在买方和卖方共同使用一个货代

的现象， 即同一个货代既担任国外买方的订舱代理， 又担任中国卖方的交货代理，
这是典型的三方关系模式。 在此情况下， 该货代与国外买方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即

委托其订舱。 中国卖方也向该货代出具出口委托书， 委托其办理出口手续， 并通过

其向承运人交货， 与其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但有时该货代向船公司订舱时， 要求承

运人签发以该货代自己为托运人、 以国外买方为收货人的提单 （记名提单）， 且货

物装船后将该提单交付给买方， 甚至指示承运人电放货物。 因无提单而无法收取货

款， 中国卖方根据货代合同起诉该货代， 要求法院判决该货代交付提单或赔偿损

失。 在这种情况下， 货代是否必须向卖方转交提单？ 如果不转交提单， 货代是否需

向卖方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上述问题， 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卖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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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代存在货代合同的关系， 货代从中国卖方接收货物， 并且办理货物的出口运输、
海关等手续， 货代应在提单中将卖方记载为托运人， 并将提单转交给中国卖方。 但

若中国卖方接受 “电放” 或放弃提单的除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 因货代负责租船

或订舱， 货代就应将提单转交给国外买方， 这是由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所决定的。 对

中国卖方而言， 其只是根据贸易合同完成交货义务。 货代将提单转交给国外买方的

行为符合运输代理行业的惯例， 因而中国卖方的要求不成立。 但比较相关的判例，
大多不支持国外买方的诉求， 认为货代应该将提单转交给中国卖方。① 针对这一争

议，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下称

《货代规定》 ） 第 ８ 条已予以规定， 即货代接受国外买方的委托办理租船或订舱事

务， 同时又接受中国卖方的委托向船公司交付货物， 货代应该将其取得的提单等单

据转交给中国卖方， 而不是国外买方。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在 ＦＯＢ 贸易中， 作

为同时兼任买卖双方代理的货代应该将提单向谁交付这一问题， 中国司法解释保护

了货物所有人货主的利益， 规定货代应将提单转交给卖方， 因为卖方实际交付了货

物， 这是卖方以货换取的提单。
ＦＯＢ 条件下， 货代兼任双方的代理时， 向卖方转交提单等单据是货代合同的

一项主要义务。 但在实际业务中， 卖方可能因疏忽而未向货代要求交付提单等单

据， 这种情况下货代是否应向卖方主动履行报告义务并交单？ 判例表明②， 即使货

代合同没有明确规定， 也无需卖方提出交单要求。 货代必须在取得提单等单据后的

合理时间内将相关单据转交给卖方。
在 “绍兴市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诉杭州南华货代部及上海亚轮国际货运有限公

司” 一案中③， 南华货代以卖方未要求交付提单和未支付运费为理由， 未将提单转

交给卖方。 法院认为， 作为货代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南华货代在取得提单后， 应根

据诚信、 善意的原则， 通知卖方前来领取提单， 或者主动将提单交付给卖方。 没有

提单卖方将无法结汇， 这必然将会对卖方造成损失， 南华货代明知提单物权凭证的

重要作用， 而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 这是南华货代对提单的不当占有， 并导致卖方

产生损失。 因此， 对于不当占有而造成的损失， 南华货代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种类型的案例在中国屡见不鲜， 此类案例的争议焦点主要是货代是否有义务

向货主主动转交提单等相关单据。 依中国 《合同法》 第 ４０４ 条的规定， 处理委托事

务时， 受托人应将其获得的财产交给委托人。 这里的 “财产”， 既包括金钱、 物品等实

物财产， 又包括权利凭证等单据财产。 不管是以委托人名义， 还是以代理人自己名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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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绍兴县南方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上海亚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赔偿纠纷案； 上海海事法

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６） 沪海法商初字第 ２０７ 号。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
ｆｙｉｎｔｅｌ＿ 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７０９ ／ ｄ＿ １９９６４９ ｈｔｍｌ； 谢振衔  货运代理人交单问题的实证分析。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ｆｙｉｎｔｅｌ＿ 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９０９ ／ ｄ＿ ２０００４６ ｈｔｍｌ。

启东市对外贸易公司诉上海飞达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案； 上海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１） 沪海法商初字

第 ４０１ 号。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ｆｙｉｎｔｅｌ＿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７０８ ／ ｄ＿１９９５７４ ｈｔｍｌ。
绍兴市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诉杭州南华货代部及上海亚轮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案； 上海海事法院民事判决

书 （２００２） 沪海法商初字第 ２６７ 号。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ｆｙｉｎｔｅｌ ＿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７０８ ／ ｄ＿１９９６２０ ｈｔｍｌ。



得的财产， 货代都应将其交付给委托人。 货代在处理委托业务时取得的提单、 核销单等

单据， 依据上述合同法的规定， 货代应将这些单据交付给其委托人即卖方。
在货代接受某出口公司的委托办理货物出运和报关一案中①， 委托合同中并未

具体规定交单事宜。 但在货物出口 ４ 个月之后， 货代才将出口收汇核销单转交出口

公司， 以至于该出口公司不能办理核销退税手续且不得已补缴了相关税款。 法院认

为， 该货代在接受出口公司的委托之后， 作为委托合同的受托方， 必须按照委托人

的要求办理报关业务， 并在报关完成后及时将所取得的出口收汇核销单交付给委托

人的出口公司。 即使货代合同中双方未约定核销单的具体交接事宜， 货代也应依据

货代行业的习惯行事， 本着合理和谨慎的原则， 在合理时间内告知并将出口收汇核

销单交付给出口公司。 因货代未尽到谨慎义务， 未在合理时间内交付核销单， 货代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以上类似案例中， 作为货代合同的委托人， 出口商并未主动要求货代提交提

单等单据。 那么， 货代是否在接到出口商的交单要求之后才有履行交单的义务？
依据法律及行业惯例， 受托人在处理受托事务时何时交付取得的财产， 应依委

托合同的约定； 委托合同中未约定的， 需经委托人提出， 且在受托人完成委托合同

前交付。 但货运代理业务比较特殊， 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货代向卖方交付单据并不

以卖方是否要求为条件。 对于货代合同而言， 卖方订立货代合同的根本目的， 是为

了履行贸易合同规定办理货物出口手续。 对作为委托人的卖方而言， 只有取得提单

才能实现贸易合同的目的， 货代根据其业务常识对此应该是清楚的。 因此， 在货运

代理合同的履行中， 交付提单等单据给卖方是货代的一项主要义务，② 因为只有取

得提单卖方才能实现贸易合同的目的， 即使在货代合同中双方未约定交单事宜， 也

无需以卖方提出交单要求为前提条件。

三、 卖方仅向买方货代交货并不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对于 ＦＯＢ 下的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是否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还应结合

具体约定和实践操作进行判断， 不宜仅凭卖方的交货行为即认定双方成立货代合同

关系； 判断卖方是否应向买方货代支付费用， 应从各方关于费用支付的具体约定和

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进行分析。 既无费用支付的具体约定， 又不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对于买方货代要求卖方支付费用的请求， 不应支持。 “青岛天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天虎货代） 诉海远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远公司） 等海上货

运代理合同纠纷案”③ 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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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健  委托合同纠纷过错的归责原则。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ｆｙｉｎｔｅｌ＿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３０２ ／ ｄ＿２７００１０ ｈｔｍｌ。

上海中艺国际储运有限公司诉上海捷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 上海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０４） 沪海法

商初 字 第 ３９ 号。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ｆｙ ｇｏｖ ｃｎ ／ ｈｓ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ａｔａ ／ ｉｎｆｏｐｌａｔ ／ ｐｕｂ ／ ｈｓｆｙｉｎｔｅｌ ＿ ３２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７０８ ／ ｄ ＿
１９９６１９ ｈｔｍｌ。

青岛天虎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海远集团有限公司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ｈｔｔｐ： ／ ／ ｓｈ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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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 原告天虎货代与两被告海远公司 （买方） 和泓辉公司 （卖方） 之间

在业务开展之初， 买方海远公司曾分别与天虎货代、 卖方泓辉公司明确约定由天虎

货代作为货物出运代理人； 泓辉公司作为海远公司的代理， 在货物装船出运之前，
代海远公司向天虎货代提供相关出运单据。

在货物装船出运后， 目的港提箱、 进口清关、 存储、 交货、 确定船舶到港日期

等业务， 均由天虎货代与海远公司沟通联系， 天虎货代接受的相关指令亦是由海远

公司发出。 天虎货代及泓辉公司确认， 海运费由海远公司承担。 此后， 天虎货代亦

依三方当事人的约定， 向海远公司开具了包括海运费在内的代理费发票， 但海远公

司只支付了部分费用， 尚有剩余部分未支付。 因此， 天虎货代主张泓辉公司应就海

远公司所欠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最终判决： 海远公司

（买方） 应向天虎货代支付剩余的费用及其利息， 卖方泓辉公司无需承担连带

责任。
该案引发的争议是，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界定、 卖方是否

负有向买方货代支付费用的义务。
（一）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的关系的界定

该案也是 ＦＯＢ 下典型的三方关系模式， 但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是否存在货代

合同关系值得探讨。
有观点认为， 卖方直接或间接向买方货代的交货行为， 使得该货代成为卖方的

交货代理， 《货代规定》 第 ８ 条规定该货代应向卖方履行交单义务， 这从法律上拟

制了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的委托关系， 因此， 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了货代合同关

系。 但法院则认为， 对于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是否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应结合具体

约定和实践操作加以判断， 不宜仅凭卖方的交货行为即认定双方之间成立了货代合

同关系。
第一， 就概念的产生而言， 卖方 “实际托运人” 的地位是海商法基于海运业务

的特殊性而特别设定的。 《货代规定》 中， 赋予了作为实际托运人的卖方向买方货

代要求交付单证的请求权， 是出于 ＦＯＢ 下保护卖方权益的政策需要， 而将实际托

运人的卖方 “加入” 到买方与货代的合同关系中， 这种交付单证的请求权具有法

定性， 它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不以卖方与该货代存在代理合同关系为基础，
也并不因此创设新的合同关系。

第二， 就交货行为的法律意义而言， 虽然 《货代规定》 中对此表述为， 买方

的货代 “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 （卖方） 的委托向承运人交付货物”， 但事实上， 这

种 “委托” 只是一种法律的拟制。 对卖方而言， 其向买方的订舱货代交货只是其

交货过程中的一环， 不能理解为其与该订舱货代存在订立货代合同的意思表示。 若

卖方将货物交给订舱货代之后， 涉及内陆运输、 仓储、 报关报检等业务， 则卖方与

订舱货代的关系当依具体的情况而定， 但在不存在由该货代办理而是卖方自己或委

托他人办理内陆运输等业务的情况下， 仅凭卖方与订舱货代之间的货物交接行为，
并不能得出双方成立了具有明确权利、 义务的货代合同关系的结论。

第三， 就海运实务而言， 实际托运人的卖方， 其当然负有贸易合同下的交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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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而 ＦＯＢ 条件下是买方负责租船或订舱， 对卖方而言， 从业务操作的可行性和

便利性的角度看， 绝大多数情况都需通过买方指定的订舱货代才能向承运人交货，
这也就意味着卖方与订舱货代之间的货物交接行为普遍且广泛存在， 若由此即认定

双方成立了货代合同关系， 则将面临一个新问题是， 在该 “合同” 关系中， 如何

界定双方权利、 义务的具体内容？ 即使能从卖方的交货行为推定其有成立 “货代合

同” 的意思表示， 对于订舱货代默默无言的接货行为， 又当作何种解释？ 正如卖

方向承运人的直接交货行为并不必然使二者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一样， 卖方将货

交订舱货代的行为也不必然使双方成立了货代合同关系。
本案中， 各方关系人之间即为典型的三方关系模式， 天虎货代为买方指定货

代， 买方海远公司为缔约托运人， 卖方泓辉公司为实际托运人。 由前述分析可知，
仅凭货物交接本身并不足以认定卖方泓辉公司与天虎货代之间货代合同关系成立，
而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三方在业务开展之初即已对各方的法律地位

予以明确： 即泓辉公司仅系代海远公司向天虎货代提供出运单证， 因此买方海远公

司与天虎货代成立了货代合同关系， 而卖方泓辉公司与天虎货代并不成立货代合同

关系。
（二） 卖方对买方货代费用支付义务的认定

关于卖方是否负有向买方货代支付费用的义务： 一种观点主张 “权义平衡

说”， 认为 《货代规定》 既然赋予卖方向买方货代要求交付单证的请求权， 从权利

义务相平衡的角度考虑， 卖方相应地应承担对该货代费用的支付义务； 另一观点则

主张 “公平责任说”， 认为卖方是否需承担向该货代支付费用的义务， 应取决于其

是否实际从货代那里取得了提单等运输单证。 其实这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
判断卖方是否有义务向买方货代支付费用， 首先， 应分析各方之间就货代费用

的支付是否有明确约定。 如上所述， 在该案中， 天虎货代与买方海远公司成立了货

代合同关系， 各方在业务开展之初即约定相关费用由海远公司承担。 因此， 该案未

支付的费用应由海远公司承担继续履行责任。 其次， 应判断卖方与买方货代是否成

立货代合同关系。 虽然 “权义平衡说” 和 “公平责任说” 两者均有一定道理， 但

支付货代费用实为货代合同项下委托人的义务， 委托人支付相关费用与货代处理受

托事务分别是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 因此， 考虑货代费用支付义务人不应脱离基

础的货代合同关系。 就 “权义平衡说” 而言， 卖方虽依 《货代规定》 享有对货代

的单证交付请求权， 但设置该请求权的立法本意在于， 以此控制现阶段中国出口商

在 ＦＯＢ 条件下的利益受到侵害的局面， 体现了对卖方进行倾向性保护的政策取向，
若因此而向卖方施以支付货代费用义务， 则未免与该立法本意相异， 对卖方利益的

保护程度也将大大削弱甚至成为一种负担。 而对于 “公平责任说” 而言， 一方面，
这一观点与 “权义平衡说” 一样， 忽视了赋予卖方单证交付请求权的立法本意，
即该权利是法定的， 而不需要卖方为此付出任何对价； 另一方面， 单纯的取得提单

的行为与支付货代费用并不能形成对等关系， 因为提单是卖方以货物换取的， 因此

该观点也不宜承认。
综上所述， 判断 ＦＯＢ 条件下卖方是否负有向买方货代支付费用的义务， 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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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关于该费用支付的具体约定以及货代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加以分析。 既无费用支

付的具体约定， 又不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对于买方货代要求卖方支付该货代费用的

请求， 不应支持。

四、 四方关系模式下买方货代与卖方不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如前所述， ＦＯＢ 贸易中， 另一种货代操作模式是四方关系模式， 即买方委托

货代订舱， 而卖方自行将报关、 内陆运输等事项委托给自己指定的货代操作。 这两

个货代再就交货、 单证交付等事宜进行联系。 此间， 卖方与买方货代之间可能并不

发生联系。 四方关系模式下， 卖方与买方指定的货代之间为何种关系值得探讨。 在

“锦程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华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纠纷案” 中①，
卖方委托自己的货代直接向承运人交货， 而买方货代将承运人签发的其 “Ｓｈｉｐｐｅｒ”
记载为买方的提单交给了买方并凭此提取了货物。 卖方因无提单而丧失货权和货

款， 买方货代是否须向卖方承担错误交单的责任和赔偿卖方的损失？ 该案给予有益

的启示。
该案中， 中国卖方华裕电器与国外买方 Ｈｏｍｅｓｔａｒ 签订冷柜销售合同， 贸易术

语为 ＦＯＢ 宁波， 买方委托锦程物流订舱。 华裕电器根据买方的要求向锦程物流交

付货物， 但其自行委托宁波佰度货代办理内陆运输、 代其直接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及

出口报关。 承运人签发了提单且记载的 “Ｓｈｉｐｐｅｒ” 为国外买方 Ｈｏｍｅｓｔａｒ。 锦程物

流取得该提单后， 并未交付给华裕电器， 而是交给了买方。 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即被

买方提货。 华裕电器仅收到部分货款， 尚未收到剩余货款。
华裕电器向法院起诉并主张： 华裕电器依国外买方的要求， 委托锦程物流办理

货物出运事宜。 锦程物流接受委托后， 将货物交由承运人运输， 但却将提单交给了

买方且已实际提货。 锦程物流的行为致使华裕电器失去了对货物的控制， 遭受货款损

失。 请求判令锦程物流赔偿华裕电器货款及利息。 锦程物流则主张： （１） 锦程物流

是接受国外买方委托， 无证据证明华裕电器曾委托锦程物流进行托运事务， 双方之间

不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２） 锦程物流在涉案货物操作过程中， 无任何过错， 不知道

涉案货物出口人是谁， 也没有理由去知道。 请求驳回华裕电器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 国外买方委托锦程物流办理订舱事务， 与锦程物流之间成立货

代合同关系， 买方是契约托运人， 但不影响华裕电器作为实际托运人与锦程物流之

间另外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华裕电器作为 ＦＯＢ 条件下货物的出口卖方， 委托佰度

货代办理内陆运输和出口报关， 由佰度货代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符合货代操作的惯

例， 华裕电器系实际托运人。 法院指出， 双方之间的货代合同关系以及华裕电器在

货运代理关系下的委托人身份， 应基于查明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认定， 而不以

货代是否知晓为条件。 锦程物流作为货运代理， 有责任通过交货人等途径谨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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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实际托运人， 以明确交付提单的对象。 华裕电器有权要求锦程物流向其交付涉

案提单。 但锦程物流在货物出运后则将提单交付给买方， 客观上已丧失向华裕电器

交付提单的可能， 其过错行为直接导致华裕电器失去货权， 华裕电器要求锦程物流

赔偿货款损失， 于法有据。 另一方面， 本案中锦程物流仅作为买方的订舱代理， 华

裕电器委托自己的货代进行内陆运输、 报关及交货， 未将其为实际托运人的情况及

时告知锦程物流， 是致使锦程物流错误操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且事后也未积极向

锦程物流主张， 以便锦程物流挽回损失。 故双方对锦程物流错误交付提单致使华裕

电器损失的结果均有责任， 应各承担一半损失。
华裕电器、 锦程物流均不服一审判决， 分别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锦程物流不服二审判决，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

请。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 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 依法

应予纠正。 判决撤销一审和二审判决， 驳回华裕电器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作为买方货代的锦程物流是否接受了卖方华裕电器的委托

并与其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涉案货物贸易合同约定 ＦＯＢ 宁波， 华裕电器是贸易合同中的卖方及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中的实际托运人； Ｈｏｍｅｓｔａｒ 是贸易合同的买方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契约

托运人。 锦程物流与国外买方订立货代合同， 作为买方的货代办理订舱事宜。 但不

能仅因锦程物流办理涉案运输的订舱业务， 就认为其与卖方华裕电器之间也同时成

立货代合同关系。 华裕电器主张其与锦程物流之间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锦程物流是

其货运代理， 应举证证明二者之间签订了货代合同书或其委托锦程物流实际从事了

货代业务。
依据 《货代规定》 第 ３ 条的规定， 在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时，

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 ５ 个方面： （１） 书面合同中关于权利义务的约定， （２） 货代

获得报酬的方式和名义， （３） 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 （４） 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

惯， （５） 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 该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查明， 华裕电器

自行委托佰度货代办理货物内陆运输和出口报关等货代业务。 无证据表明， 华裕电

器曾委托或通过佰度货代转委托锦程物流办理货运代理事务、 向承运人交货。 华裕

电器也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曾通过佰度货代向锦程物流实际支付了代理费

用。 因此华裕电器与锦程物流之间未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一、 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当

事人之间成立了货代合同关系， 证据不足。
尽管依据 《货代规定》 第 ８ 条第 １ 款规定， 货代接受契约托运人买方的委托

办理订舱事务， 同时接受实际托运人卖方的委托向承运人交付货物， 卖方请求货代

交付其取得的提单、 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 法院应予支持， 但该条适用于货

代既接受买方的订舱委托， 同时又接受卖方向承运人交货的委托的情形。 本案中，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 华裕电器是涉案运输实际托运人， 但其在涉案运输中委托佰度

货代直接向承运人交付货物，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华裕电器曾委托锦程物流代为向承

运人交付货物， 因此， 本案不存在适用 《货代规定》 第 ８ 条第 １ 款规定的情形。
故锦程物流将提单交付给委托其订舱的国外买方， 并无不当。 一、 二审法院认定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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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物流错误交付提单、 判决锦程物流承担赔偿责任， 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

予以纠正。

五、 买方货代仅与卖方有业务联系并不一定与其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如前所述， ＦＯＢ 条件下， 即使买方委托其货代代为租船或订舱， 与承运人订

立运输合同， 但从保护卖方利益出发， 无论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法律均赋予了卖方

优于买方的某些权利， 如优先取得提单的权利。 但这并非意味着买方委托的货代只

要其与卖方有业务联系， 该货代就与卖方成立了货代合同关系。 依中国法律， 当事

人订立合同须采取要约与承诺方式， 必须包含双方同意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和具体

明确的合同内容。 “潮州市枫溪区雅圣陶瓷制作厂与绥芬河市盛源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① 给予有益的启示。
该案中， 原告陶瓷厂以 ＦＯＢ 条件向阿塞拜疆买方 ＪＡ 出售陶瓷制品， ＪＡ 委托

被告盛源公司办理该货物从中国盐田港区至俄罗斯海参崴港的海上运输。 盛源公

司向陶瓷厂发送了订舱确认单。 货物发运后， 陶瓷厂曾向盛源公司告知其尚未收

到货款。 盛源公司也明确表明自己只是买方的代理。 陶瓷厂要求盛源公司未经其

许可不可放货， 盛源公司表示可帮忙向买方催款也多次向买方催款， 但买方一直

未付款。 当盛源公司告知货物已到达莫斯科， 询问陶瓷厂能否将货物交付买方

时， 陶瓷厂告之不可放货给买方。 盛源公司建议陶瓷厂在国外寻找仓库将货物储

存， 否则货物装在货柜在车站等待交付， 将会产生高额的费用， 并告知陶瓷厂，
若买方支付了运费和关税， 则货物必须交给买方， 要求陶瓷厂尽快决定。 陶瓷厂

回复称未收到货款， 不能放货， 除非盛源公司向自己支付货款。 盛源公司表示自

己并非货物的买方， 无理由付货款。 陶瓷厂以盛源公司作为买卖双方共同委托的

货代负责安排租船或订舱和货物到港后的陆路运输， 但其未按照承诺将提单上的

托运人记载为陶瓷厂， 在货物到港后又擅自清关， 导致陶瓷厂无法控制货物并遭

受货款损失为由， 诉请法院判决盛源公司赔偿货款损失。 盛源公司辩称， 双方之

间不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承运人未对涉案货物出具正本提单， 陶瓷厂无索赔权

利。 货物实际仍处于盛源公司控制之下， 陶瓷厂应在 ３０ 日内查看货物状况并提出

合理解决办法， 请求驳回陶瓷厂的诉讼请求。 法院最终判决， 驳回原告陶瓷厂对被

告盛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焦点仍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如上所述， 依国际贸易的 ＦＯＢ 条件， 一般由买方负责租船或订舱， 与承运人

订立运输合同， 而卖方依买方要求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上。 为操作方便， 卖方

常常也委托买方指定的货代向承运人交付货物及办理货物出口报关等事宜， 即所谓

的三方关系模式。 同样， 《货代规定》 第 ８ 条规定， 货代在分别接受买方和卖方委

托时， 应将其取得的提单首先交付给卖方。 但这并非意味着， 买方委托的租船或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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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代理， 只要与卖方有过业务联系， 该货代就与卖方一定成立货代合同关系。 依据

中国 《合同法》 第 １３ 条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需采取要约、 承诺方式。 要约、 承

诺可以书面形式作出， 也可以口头形式作出， 也可如行为表示等其他方式作出， 但

必须包含当事人同意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和具体明确的合同内容。 就本案而言， 在

本案货物装船之前， 没有证据表明陶瓷厂向盛源公司发出过就委托办理货物运输事

宜的要约， 双方之间对货物运输和交付方式、 承运人选任、 代理费用等事宜没有任

何意思表示。 盛源公司将订舱确认单发送给陶瓷厂， 只是安排货物装箱上船以便顺

利完成买方委托的货运事宜， 并非基于陶瓷厂的委托行事。 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陶

瓷厂曾委托盛源公司办理 《货代规定》 第 １ 条所列举的任何货代事宜， 双方也没

有关于货代报酬的约定或支付记录。 货物装船后， 双方仅就货物的到港时间、 存放

地及产生的堆存费用等事宜有过意思表示， 陶瓷厂虽基于不能收回货款的风险曾向

盛源公司提出过不可放货、 由其代买方支付货款等要求， 但并不涉及货代合同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 且盛源公司未作出过任何承诺。 相反， 双方往来中一直强调盛源

公司是买方的代理， 其基于买方的委托办理货物运输事宜。 因此， 陶瓷厂关于其与

盛源公司之间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盛源公司未按其指示放货导致其货款损失的主张

不成立， 其损失应自行承担。

六、 因应策略

中国是贸易大国， 但非贸易强国， 且货代行业在中国仍属不成熟的服务业， 无

序竞争和发展失衡的问题比较突出。 加之中国贸易商的国际惯例及相关知识和经验

不足， 导致贸易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因此未来贸易商必须实施相应的因应策略，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防患于未然。 为此， 本文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１） 熟悉和研

究国际贸易惯例及相关法律， 提高自身业务操作技能。 国际贸易可谓离开惯例及法

律寸步难行， 增强贸易商竞争力的根本是提高自身相关知识水平和熟练掌握相关技

能， 这是根本之道。 （２） 对卖方而言， 应力争选用 ＣＩＦ， ＣＦＲ 或 Ｄ 组贸易术语，
尽可能避免使用 ＦＯＢ 条件。 这样卖方可自行租船或订舱， 委托自己的货代与承运

人订立运输合同， 以便控制货物及提单等运输单据， 避免 ＦＯＢ 条件下由买方控制

货物及提单的被动局面， 掌握贸易主动权。 （３） 不得已采用 ＦＯＢ 条件时， 卖方应

自己委托货代办理出口手续， 即尽可能采用四方关系模式， 以便控制货代交货和交

付提单， 避免使用由买方控制货代的三方关系模式。 （４） 无论是三方关系模式还

是四方关系模式， 卖方必须与货代订立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货代合同。 上述

案例表明， 卖方与货代之间的纠纷其根源是合同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合同。 订立

明确的货代合同， 即使发生纠纷也有据可依， 可降低交易和法律成本。 （５） 即

使采用 ＦＯＢ 贸易术语， 卖方也必须无条件地坚持提单的 “ｓｈｉｐｐｅｒ” （托运人） 记

载为卖方自己或第三方， 不应记载买方为托运人， 否则卖方无法控制货款、 货物

及提单。 这是中国贸易纠纷的深刻教训。
（责任编辑　 武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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