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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对外公司与毛里求斯公共事业部污水局签订了承建毛里

求斯扬水干管项目的合同。该项目由世界银行和毛里求斯政

府联合出资 ,合同金额 477万美元 ,工期两年 ,监理工程师是英

国 GIBB公司。该项目采用的是 FDIC合同条款。 按照该项目

的合同条款的规定 ,用于项目施工的进口材料 ,可以免除关税 ,

我方认为油料也是进口施工材料 ,据此向业主申请油料的免税

证明 ,但毛里求斯财政部却以柴油等油料可以在当地采购为由

拒绝签发免税证明。我们对合同条款进行了仔细研究 ,认为这

与合同的规定不相一致 ,因此我方提出索赔 ,要求业主补偿油

料进口的关税。 一、索赔通知 按照 FDIC条款 53.1条的规定 ,

如果承包商决定根据合同某一个条款要求业主支付额外费用 (

即向业主提出索赔 ),承包商应在这个事件最初发生之日起的

28天内 ,通知监理工程师承包商将提出索赔要求 ,并将该通知

抄送业主。 我方按照上述规定 ,在 2000年 9月 15日正式致函监

理工程师 ,就油料关税提出索赔 ,索赔报告将在随后递交 ,并将

该函抄送了业主。 二、索赔记录 按照 FDIC条款第 53.2的规

定 ,在递交了索赔通知之后 ,承包商应将与该索赔事件有关的

、必要的事项记录在案 ,以作为索赔的依据或证据。而监理工

程师在收到索赔通知后 ,不论业主是否对该项目的索赔承担责

任 ,都要检查这些记录并且可以指示承包商记录他认为合理而

重要的其他事项。 因此 ,我方在每月的月初向监理工程师递

交上个月实际采购油料的种类和数量 ,并将有我方与供货商双



方签字的交货单复印附后 ,以便作为计算油料关税金额的依据

。监理工程师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要求我们继续保持记录并按

月上报。 三、索赔报告 按照 FDIC合同条款 53.3的规定 ,在递

交索赔通知的 28天或监理工程师认为合理的期限内 ,承包商应

该将每一项索赔金额的详细计算过程和所依据的理由递交给

监理工程师并抄送给业主。在索赔事件对承包商的影响没有

终止之前 ,这个索赔金额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时段的索赔金额 ,

承包商应该按照监理工程师要求 ,继续递交各个时段的索赔金

额以及计算这些金额所依据的理由。承包商应该在索赔事件

结束的 28天内递交最终的索赔金额。 索赔报告的关键是索赔

所依据的理由。只有在索赔报告中明确说明该项索赔是依据

合同条款中的某一条某一款 ,才能使业主和监理工程师信服。

为此 ,我方项目经理部仔细地研究了合同条款。 合同条款第

二部分特殊条款第 73.2条规定 :凡用于工程施工的进口材料可

以免除关税；对进口材料所作的定义是 :(1)当地不能生产的

材料；(2)当地生产的材料不能满足技术规范的要求 ,需要从

国外进口；(3)当地生产的材料数量有限 ,不能满足施工进度

要求 ,需从国外进口。 我们提出索赔的第一个理由是 :油料是

该项目施工所必需的 ,而且 ,毛里求斯是一个岛国 ,既没有油田

也没有炼油厂 ,所需的油料全部是进口的 ,因此油料应该和该

项目其他进口材料如管道、结构钢材等材料一样 ,享受免税待

遇 ,而毛里求斯财政部将油料作为当地材料是不符合合同条款

的。 其次 ,我们从其他在毛里求斯的中国公司那里了解到毛

里求斯财政部曾为刚刚完工的中国政府贷款项目签发过柴油

免税证明 ,这说明有这样的先例 ,我们将财政部给这个项目签

发的免税证明复印件也作为证据附在索赔报告之后。 对于索



赔金额的计算 ,关键在于确定油料的数量和关税税率。如前所

述 ,我方将每一个月项目施工实际使用的油料种类和数量清单

都已上报监理工程师 ,这个数量监理工程师是认可的。关税税

率则是按照毛里求斯政府颁布的关税税率计算 ,这样加上我方

的管理费 ,计算得出索赔金额。关税税率的复印件也作为索赔

证据附在索赔报告之后。 四、工程师的批复意见 监理工程师

在审议了我们的索赔报告后 ,正式来函说明了他们的意见 ,并

将该函抄送业主。他们认为免税进口材料必须满足两个要求

:1、材料必须用于该项目的施工； 2、材料不是当地生产的。 

监理工程师认为油料完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 ,因而承包商有权

根据合同条款申请免税进口油料。 五、业主的批复意见 业主

在审议了我们的索赔报告和工程师的批复意见后 ,仍然坚持他

们的意见 ,认为油料是当地材料 ,拒绝支付索赔的油料关税金

额。 至此 ,由于与业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这个索赔变成了与

业主之间的争议 ,也就进入了争议解决程序。 六、解决争议

的第一步 请求监理工程师裁决FDIC条款中对业主和承包商之

间所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和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FDIC条款

第 67.1条规定 :如果业主和工程师之间发生了与合同或者是合

同实施有关的 ,或者是合同和合同实施之外的争议 ,包括对工

程师的观点、指示、决定、签发的单据证书以及单价的确定

引起的争议 ,不论这些争议发生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工程完工之

后 ,也不论是在放弃或终止合同之前还是之后 ,首先应该致函

监理工程师 ,并抄送对方 ,请求监理工程师就此争议进行裁决

。监理工程师应该在收到请求之日起的 84天内 ,将其裁决结果

通知业主和承包商。 FDIC条款第 67.1条还规定 :如果业主或

者承包商不满意监理工程师的裁决结果 ,不满意裁决结果的一



方决定将此争议提请法庭仲裁 ,那么在收到裁决结果的 70天内

,不满意裁决结果的一方应将这个决定书面通知对方并抄送给

工程师。还有一种情况是监理工程师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裁决结果通知业主和承包商 ,如果业主或者承包商有一方打算

将此争议提请法庭仲裁 ,那么他应在 84天的期限到期之后的

70天内 ,将他的决定通知对方并抄送监理工程师。如果在收到

监理工程师的裁决之后的 70天内 ,业主和承包商都没有通知工

程师他们打算就此争议提请法庭仲裁 ,那么工程师的裁决就是

最终裁决 ,对业主和承包商都有约束力。 按照以上合同条款

的规定 ,我方在 2001年 2月 26日致函监理工程师并抄送业主 ,

要求就油料免税事宜请监理工程师做出裁决。按照合同规定 ,

监理工程师应该将裁决结果在 84天内即 2001年 5月 20日之前

通知业主和我方。 2001年 5月 16日 ,我方收到了监理工程师的

裁决结果。在裁决书中 ,监理工程师首先声明裁决是根据合同

条款 67.1的规定和承包商的要求做出的 ,并且叙述了索赔的背

景和涉及到的合同条款 ,简要回顾了在索赔过程中承包商、监

理工程师和业主在往来信函中各自所持的观点。最后工程师

得出了以下四点结论 : 1、柴油、润滑油和其他石油制品不是

当地生产的 ,因此 ,按照合同条款 73.2条的规定 ,只要是用于该

项目施工的油料 ,在进口时就应该免除关税。 2、免除关税只

适用于在进口之前明确标明专为承包商进口的油料 ,承包商在

当地采购的已经进口到毛里求斯的油料不能免除关税。 3、

毛里求斯财政部的免税规定与合同有冲突 ,承包商应该得到关

税补偿 ,补偿金额从承包商应该得到免税证明之日算起。 4、

在同等条件下 ,财政部已经有签发过柴油免税证明的先例。 

根据以上结论 ,监理工程师做出了如下的裁决 :根据合同条款



的规定 ,承包商有权安排免税进口用于该项目施工所需的柴油

和润滑油 ,因此 ,承包商应该得到进口油料的关税补偿。补偿

期限从 2000年 10月 22日开始 (我方申请后应该得到免税证明

的时间 ,业主及财政部的批复期限按 2个月计算 )到该项目施

工结束。 从该裁决结果可以看出 ,监理工程师确实是站在公

正、中立的立场上做出了他们的裁决 ,这个裁决结果对我方十

分有利。 但是尽管监理工程师做出了明确的裁决 ,业主仍然

致函监理工程师 ,表示对监理工程师的裁决不满意。 鉴于这

种结果 ,经过项目经理部内部讨论并请示公司总部 ,考虑到该

项目的油料用量不大 ,索赔金额有限 (约 15万美元 ),如果提请

法庭仲裁 ,不但会影响我公司今后业务的开展 ,而且开庭时还

要支付律师费用 ,就是打赢这场官司 ,索赔回来的钱扣除律师

费用后也所剩无几 ,因此决定不提出法庭仲裁 ,但争取能够与

业主友好协商解决。 七、解决争议的第二步 业主和承包商友

好协商解决FIDIC条款第 67.2条规定 :当业主或承包商有一方

按照 FIDIC条款 67.1条规定通知对方打算通过法庭仲裁的办法

解决分歧时 ,在开始法庭仲裁之前双方应该努力通过友好协商

的办法解决该争议。除非双方协商一致 ,而且不论是否打算友

好协商解决该争议 ,法庭仲裁都应该在给对方发出法庭仲裁通

知的 56天之后开始。 这条规定说明 ,在法庭仲裁之前 ,有 56天

的时间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该争议。在此期间 ,我们多方面地

做了业主的工作 ,业主友好地表示可以增加一些额外工程 ,但

是就该项索赔他们也无能为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毛里求斯财政

部不同意签发免税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该争议没有能够进行

友好协商解决。在 56天到期之后 ,我方正式致函业主 ,我方放

弃法庭仲裁。 八、解决争议的第三步法庭仲裁 按照 FIDIC条



款第 67.3条的规定 :当争议的双方有一方不服从监理工程师按

照 FIDIC条款 67.1规定所作的裁决 ,或者双方没有能够按照

FIDIC条款 67.2规定通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 ,那么除非合同另

有规定 ,这个争议应该按照国际商业仲裁调解法则 ,并且由按

照该法则指定的一个或多个仲裁员裁决 ,这个裁决将是最终裁

决。仲裁员有权打开、审查和修改工程师所做出的、与该争

议有关的任何决定、判断、指令、裁决、单证以及确定的价

格。 该条款还规定 :争议的双方在法庭仲裁过程中可以不受

为监理工程师做出裁决而提供的证据、论点的限制 ,监理工程

师所作的裁决也不能使监理工程师失去在法庭上被请求作为

证人或提供证据的资格。法庭仲裁可以在项目完工之前进行 ,

也可以在项目完工之后进行 ,但不论在何时进行 ,业主、监理

工程师和承包商的义务和职责都不能因为法庭仲裁而改变。 

由此可以看出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争议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法

庭仲裁。法庭仲裁往往会花费很长的时间 ,而且争议双方为了

赢得官司 ,都要请最好的律师 ,而律师的费用通常是按小时计

算的、非常昂贵的。因此 ,在打算与业主对簿公堂之前 ,一定

要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 ,从该项目的油料关税索赔几乎完整

的索赔过程可以看出 ,一个完整的工程索赔实际上包含了业主

和承包商之间争议的解决过程。而在国际承包项目的实施过

程中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有利益冲突 ,业主总是想用最少的投

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工程 ,而承包商在实施这个工程时

总是想用最小的投入赚取最大的利润 ,因此二者之间的争议 ,

绝大多数还是由索赔引起的。 在国际项目的执行过程中 ,由

于许多国内承包商不熟悉 FIDIC条款的索赔程序和争议解决

程序 ,往往是提出了索赔 ,而且索赔也有理有据 ,但一旦业主拒



绝了索赔要求 ,承包商也就放弃了索赔 ,没有请求工程师裁决

或提出法庭仲裁 ,因而损失惨重。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工程监

理公司是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的 ,如果承包商请求监理工程师

裁决的话 ,他们都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非常公正的 ,这是因为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争议有可能通过法庭仲裁来解决 ,如果仲

裁员监理工程师的裁决不公正 ,有偏袒业主或承包商的现象 ,

这也就对损害了工程监理公司自身的形象。 另外 ,一旦承包

商就某一争议提请法庭仲裁 ,业主作为被告也需要花费人力物

力准备答辩材料 ,聘请律师 ,如果输了官司 ,业主就得支付所有

的索赔费用既由此引起的承包商的其他损失 ,从这个角度讲业

主也不愿意将争议诉诸法庭。 因此对于金额较大的索赔或者

与业主的争议 ,承包商应该依靠合同文件 ,以不惜诉诸法庭的

勇气和决心 ,坚决地捍卫自己应得的权益。实际上 ,如果业主

发现承包商熟悉合同条款 ,索赔有理有据 ,业主为了避免法庭

仲裁败诉给自己造成额外经济损失 ,也就会严格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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