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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通常只采用一种支付方式，但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

同的客商，不同的市场状态和不同货源国的情况，为了把商

品打入国际市场，可采用灵活的、多样的支付方式综合运用

，加强竞争，便于成交，旨在按时安全收汇，加速资金周转

，争取好的经济效益。 不同支付方式的灵活运用 1. 在进出口

业务中正常情况，一般来讲都采用即期信用证，但为了推销

产品，出口商给进口商提供优惠条件，可以采用远期信用证

方式成交，亦可以采用付款交单托收方式成交。 2. 为了处理

货源国或出口方的积压商品或库存商品，或错过货物销售季

节的滞销商品，把这类的商品变成外汇，可采用托收承兑交

单方式成交。除采用上述灵活方式成交外还可采用不同支付

方式相结合的办法来支付货款。 3. 信用证与汇付相结合 信用

证与汇付相结合系指部分货款采用信用证，余额货款采用汇

付结算。例如，成交的契约货物是散装物，如矿砂、煤炭、

粮食等，进出口商同意采用信用证支付总金额的90％。余

额10％，待货到后经过验收，确定其货物计数单位后，将余

额货款采用汇付办法支付。 4. 信用证与托收相结合 不可撤销

信用证与跟单托收相结合的支付方式，是指部分货款采用信

用证支付，部分余额货款采用跟单托收结算。 一般的做法，

在信用证中应规定出口商须签发两张汇票，一张汇票是依信

用证项下部分，货款凭光票付款。另一张汇票须附全部规定

的单据，按即期或远期托收。但在信用证中列明如下条款，



以示明确： 货款50％应开具不可撤销信用证，其余额50％见

票付款交单，全套货运单据应附在托收部分项下。于到期时

全数付清发票金额后方可交单。 50% of the value of goods by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and remaining 50% on collection basis at

sight, the full set of shipping documents are to accompany the

collection item. All the documents are not to be delivered to buyer

until full payment of the invoice value. 采用不可撤销信用证与跟

单托收相结合的支付方式，其优点： 对进口商来讲，可减少

开证保证金，用少数的资金可作大于投资几倍的贸易额，有

利于资金的周转，而且可节约银行费用。 对出口商来讲，采

用部分使用信用证部分托收，虽然托收部分须承担一定的风

险，但以信用证作保证，这是一种保全的办法。除此之外，

还有保全措施，即全部货运单据须附在托收汇票项下，开证

银行或付款银行收到单据与汇票时，由银行把住关口，须由

进口商全部付清货款后才可把提单交给进口商，以策安全收

汇，可防止进口商于信用证项下部分货款付款后，取走提单

。 在买卖契约中，开证申请书中及信用证中必须载明，进口

商必须付清发票全部金额，才能取得单据。若不付清发票全

部金额则装运单据须由银行控制，并凭出口商旨意，予以办

理。在信用证上，表示上述功能的文句如下： 兹开立本信用

证规定50％发票金额凭即期光票支付，余50％即期付款交单

。100％发票金额的全套装运单据随附于托收项下，于进口商

付清发票全部金额后交单。若进口方不付清全部金额，则装

运单由开证银行(或付款银行)控制，凭出口商旨意予以办理

。 We hereby issue this credit stipulating that 50% of the invoice

value is available against clean draft at sight while the remaining 50%



of documents be held against payment at sight under this credit. The

full set of the shipping documents of 100% invoice value shall

accompany the collection item and shall only be released after full

payment of the invoice value. If the importer fails to pay full invoice

value, the shipping documents shall be held by the issuing Bank (or

Paying Bank) at the seller s disposal. 在实务中还有另一种支付方

式，可减少进口商拒付的风险。 5. 备用信用证与跟单托收相

结合 采用备用信用证与跟单托收相结合作为支付方式，这是

为了防止跟单托收项下的货款一旦遭到进口商拒付时，可利

用备用信用证的功能追回货款。为了表示其功能，在备用信

用证中须载明如下条款： 凭即期付款交单与备用信用证相结

合为付款方式，在备用信用证中应列明以卖方为受益人，其

金额为＿＿＿＿并明确依＿＿＿号信用证项下跟单托收，若

付款人于到期拒付时，受益人有权凭本信用证签发汇票和出

具证明书，依＿＿＿号信用证项下收回货款。 Payment

available by D/P at sight with a Stand-by L/C in favour of seller for

the amount of ＿ as undertaking. The stand-by L/C should bear the

cause: In case the drawee of the documentary collection under credit

No. ＿＿＿＿ fails to honour the payment upon due date, the

Beneficiary has the right to draw under this L/C by their draft with a

statement stating the payment on credit No. ＿＿＿＿ was not

honoured. 采用这种支付方式的特点是跟单托收被拒付时，出

票人可凭备用信用证所列的条款，予以追偿。 在实务中还可

以采用如下相结合的支付方式，旨在减少风险，作到安全收

汇。 6. 跟单托收与提交预付金相结合 采用跟单托收并须由进

口商提交预付款或一定数量的押金作为保证。于契约货物装



运后，出口商通过银行可获得货款的部分金额。若托收遭到

进口商拒付时，出口商可将货物运回，而从已获款额中扣除

来往运费、利息及合理的损失费用。关于预付金和一定数量

的押金的数目，应经协商方式视情况而定。但为表示上述功

能，在契约和信用证中，必须明确如下内容： 装运货物系以

第＿＿号即期信用证规定的电汇或信汇方式向卖方提交预付

金＿为前提，其余部分采用托收凭即期付款交单。 Shipment

to be made subject to an advanced payment or payment amounting 

＿＿ to be remitted in favour of seller by T/T or M/T with indication

of S/C No. ＿＿ and the remaining part on co11ection basis,

documents will be released against payment at sight. 7. 不同支付方

式与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相结合。 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

双方经谈判对大型设备、成套机械及大型交通工具的成交时

，可采用上述支付方式。这种特定的贸易方式其特点是契约

货物金额大、制造生产周期长、检验手段复杂、交货条件严

格及产品质量保证期较长等，可采用两种不同的支付方式，

例如： 进出口商双方对开保函与分期付款相结合。 进口商依

契约规定开具银行保函(Letter of Guarantee)，而依生产进度分

期交付货款。 进口商为了保障本身的利益，防止出口商延迟

交货，或产品质量与契约不符，或因故违约等，故亦要求出

口商提供保函(Letter of Guarantee)。 预付定金与延期付款相结

合。 依契约由进口商提交一定数额作为定金，并依契约规定

延期付款。延期付款的金额系在交货后若干年付款，亦称赊

购支付方式。对进口商来讲，必须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

。 在实务中，除采用上述相结合的办法作为支付方式外，还

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运用，如采用部分现汇、部分托收、



或部分金额采用信用证作为支付方式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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