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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资料20 首先，国际贸易商品要适应各国销售市场的消费

习惯和消费水平。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的消费

习惯和消费水平相差较大。在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消费

者往往更追求商品款式的新与异，而不过分要求商品的耐用

性；而消费水平较低国家的消费者则更重视商品的耐用的程

度，对商品的外观形态、包装不十分讲究。 第二，国际贸易

商品要适应各国销售市场的季节和其他自然条件。这一方面

是由于在不同的季节和其他自然条件下，各国市场对某些商

品的品质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 国际

贸易商品的品质只有充分照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才有可能扩

大销售、提高售价。 第三，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各不相同的宗教与文化特点，这是中国际交往中必须尊

重的。国际贸易商品各个方面的内容也要适应各国销售市场

的民族风俗、文化传统、消费习惯和爱好特点， 特别是要注

意一些国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有关规定，保证销往这些国家

的商品在包装、造型、商标图案等方面不能与进口国的有关

规定相抵触。 第四，国际贸易商品要适应进口国政府有关法

令和条例的规定。例如，发达国家对进口蔬菜、水果、茶叶

等商品的农药残留、陶瓷的含铅量、花生及花生制品的黄曲

霉素含量、电器的安全指标等都有规定，凡是达不到规定或

要求的商品，一律不准进口，有的甚至还要就地销毁，并由

货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因此，要使商品顺利地进



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要了解各国对进出口商品品质的管理规

定，避免因此而遭受损失。 具体来说，应做以下几个方面工

作：①强化质量意识，提高商品信誉，把好质量关，出口商

品要符合样品标准或说明书注明的用途、规格、性能等等。 

②发扬传统优势产品，开拓新产品。力求适销对路，即重视

不同目标市场，不同消费层次，不同消费需要的特点及变化

。 ③建立行之有效的商品生产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体系。 ④

出口商品应重视与符合进口国（地区）有关法令和要求，充

分尊重进口国家的民族传统与文化习俗。 四、品质的表示方

法 不同种类的货物，有不同表示品质的方法。在国际贸易中

，表示货物品质的方法有多种，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用

实物表示和用文字表示。 （一）以实物表示商品的品质 1、

凭样品表示（SALE BY SELLER’S SAMPLE） 样品（SAMPLE

）通常是指一批货物中抽取出来或由生产和使用部门设计加

工出来的能够代表出售货物品质的少量实物。凭样品表示是

指买卖双方同意根据样品进行磋商和开立合同，并以样品作

为交货品质的依据。 这种方法又称“凭样品买卖”（SALE

BY SAMPLE）。凭样品买卖的方法一般适用于难于标准化、

规格化，难于用文字说明其品质的商品，如部分工艺品、服

装、土特产品、轻工产品等。 凭样品买卖可分为凭卖方样品

买卖和凭买方样品买卖2两种。 ① 凭卖方样品买卖， 凭“方

样品买卖”（SALE BY SELLER’S SAMPLE）。卖方所提供的

能代表整批交货品质的少量实物，即为“代表性样品“

（REPRESENTATIVE SAMPLE）。 在向国外客户寄送代表性

样品时，应留存一份或数份同样的样品，以备日后交货或处

理争议时核对之用，该样品称为“复样”（DUPLICATE



SAMPLE）。寄发样品和留存复样，都应编上相同的号码或

注明提供寄送日期，以便日后联系时引用并便于查核。 某些

货物由于其特点和交易的需要，可使用封样（SEALED

SAMPLE）。封样是由第三者（如商检局）将从整批货物中

抽取出来的样品分成若干份，在每份样品经包裹捆扎后用火

漆或铅封，除第三者留下若干外，其余封样交卖方使用。 封

样有时也可以由卖方自封，或由买卖双方会同加封。 ②凭买

方样品买卖 凭买方提供的样品磋商交易和订立的合同，并以

买方样品作为交货品质的依据，称“凭买方样品买卖（SALE

BY BUYER’S SAMLPE）。凭买方样品买卖，也称“来样成

交”。 为了防止日后交货困难及减少发生纠纷，在买方来样

的情况下，卖方可根据买方提供的样品，加工复制出一个类

似的样品交买方确认，这种经确认的样品，称为“对等样品

”（COUNTER SAMPLE）或称“回样”，亦称“确认样品

”（COMFIRMING SAMPLE）。当对等样品为买方接受之后

，则日后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须以对等样品为准。 此外，还

有买卖双方为了发展贸易关系、介绍商品而相互寄送的样品

，应标明“仅供参考”字样（FOR REFERENCE ONLY），以

免与标准样品混淆，因为参考样品对买卖双方均无约束力。 

应该指出，采用以样品表示商品的品质的方法，容易在履约

过程中在交货品质方面产生争议。因此，只有在不能用文字

说明商品的品质的交易中，才可以酌情采用这种方法。但是

在实际业务中，经常可以用样品表示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

品质状态。例如，用样品表示商品的颜色，称“色样”

（COLOUR SAMPLE）；用样品表示商品的造型，称“款式

样”（PATTERN SAMPLE）。而与此同时货物其他方面的品



质状况，就可以采用其他相应的方法（如文字说明）来表示

。单纯用样品表示商品品质的方法在实际业务中已不多见。

2、看货成交 看货成交，这是直接根据商品目前的实际品质

状况进行交易的一种方法，买方或其代理人一般要到卖方所

在地验看货物，若认为商品品质符合其购买意图，就以达成

交易。这属于现货交易方式。由于买方或其代理人已经验看

过货物，所以除非货物的缺陷是内在的，否则一般不能在到

货物后，就货物的品质向卖方提出异议。 （二）凭文字说明

表示商品的品质 在国际贸易中，除了部分货物用样品表示品

质外，大多数货物可用文字说明来表示品质。买卖双方凭文

字说明磋商交易和订立合同，交货品质以文字说明为依据，

称作“凭说明买卖”（SALE BY DESCRIPTION）。 这是指用

文字、图表、照片等方式约定商品的品质，具体有以下几种

情况： 1、 以规格、等级或标准表示商品的品质 这是国际货

物买卖中最常用的表示货物品质的方法，又分以下不同情况:

A、凭规格买卖（SALES BY SPECIFICATION），“凭规格买

卖”是指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用规格来表示商品的品质。 规格

（SPECIFICATION）是足以反映商品品质的主要指标，如成

份、纯度、含量、大小等。用规格表示商品的品质的做法比

较简单，对品质的说明也比较准确。但要注意的是商品往往

同时具有多种用途和多种规格，在合同中不可能将商品规格

一一列出，要根椐商品的不同用途选择相应的指标作为规格

。 例如，买卖大豆时，如果是用于榨油，就要将含油量作为

一项表示大豆品质的主要指标，而若是用于食用，则要将蛋

白质含量作为表示品质的一项主要指标。 B、凭等级买卖

（SALE BY GRADE），“凭等级买卖”是指买卖双方在交易



中以商品的等级表示商品的品质。在日常经营中，厂商往往

会依据行业的特点和长期的生产、贸易实践经验，在掌握产

品产的品质规律的基础上，把同一类商品按其品质规格的差

异分成不同的挡次，由此便形成了表示品质优劣不同的若干

等级（GRADE）。 由于特定的等级往往规定了不同的规格指

标的特定水平，所以用等级表示商品的品质使交易双方在磋

商中以对等级的讨论代替对许多种规格和讨论，可以简化交

易，也有利于安排生产和加工整理工作的进行。 但是，由个

别厂商制定的等级通常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买卖双方完全

可以在订约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调整或改变。 C、 凭标准

买卖（SALE BY STANDARD），“凭标准买卖”是指买卖双

方在交易中约定以某种标准表示商品的品质，并对卖方交货

的品质进行衡量。 所谓“标准”（STANDARD）是由政府机

关或商业团体统一制定和公布的规格或等级。世界各国一般

都制定有国家标准。 例如，我国有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制定的国家标准，也有各类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

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具有普遍

的约束性，有些则没有约束性。如果标准没有约束性，买卖

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另外约定货物的品质规格。另外，

不同时间版本的同一标准，对同一种商品的品质标准的规定

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应确切了解所依据的标准的内容，

并在合同中注明所援引的标准的版本、年份。 在国际贸易所

涉及的各种标准中要特别注意，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

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ISO/TC176）为适应国家间贸易发展的

需要，在总结工业发达国家质量管理、质量保证理论和实践

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于1987年正式公布了《质量



管理和质量保证》国际系列标准（即IS09000系列标准）。如

欧共体就曾宣布，凡1993年后进入欧共体市场的产品，企业

必须按IS09000系列标准进入。 >第三节、商品的数量 货物的

买卖是指一定数量的货物与一定金额的价款的交换.在国际货

物买卖中,买卖双方在磋商订约时必须约定数量,否则,就不能

构成合同.因此,货物的数量,也是主要交易条件之一. 一\计量单

位 在国际贸易中,确定买卖商品的数量时,必须明确采用什么

样的计量单位.由于商品的种类和性质不同, 采用的计量单位

也不同,通常采用的计量单位有下列几种” 1\重量(WEIGHT),

如, 克\公斤\磅\公吨\长吨\短吨等. 2\个数(NUMBER):如, 只\件\

套\打\罗\令等. 3\长度(LENGTH): 如, 米\英尺\码等. 4\面

积(AREA): 如, 平方米\平方英尺\平方码等. 5\体

积(CAPACITY): 如, 立方米\立方英尺\立方码等. 6\容

积(VOLUME): 如, 加仑\蒲耳等. 由于各国度量衡制度不同, 所

使用的计量单位也各不相同. 目前,国际贸易中通常使用的有

公制\英制和美制三种.此外,还有在公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

际单位(INTERNATIONAL SYATEM OF UNITS),缩写为“SI”.

我国政府规定, 公制是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 并要逐步采用国

际单位制.根据“中国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 全国于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向法定计量单位过渡. 1991年1

月1日起,除个别特殊区域外,不允许再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在

对外贸易中,出口货物除合同规定需采用米制\英制或美制计量

单位者外,均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二\计算重量的方法 在国际

贸易中,有许多商品是按重量买卖的.其主要计算方法有: (一) 

按毛重计算 毛重(GROSS WEIGHT), 是指货物本身的重量加

上皮重,即, 加上包装材料的重量. 有些单位价值不高的货物, 可



采用按毛重计量的方法, 也就是按毛重作为计算价格的基础.

这种计量和计价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称作“以毛作净

”(GROSS FOR NET ). (二) 按净重计算 净重(NET WEIGHT)

是指货物的本身重量,即, 不包括皮重的货物的实际重量.如合

同中未明确规定用毛重还是净重计量\计价的,则按惯例“以净

重计价”. (三) 公量 所谓“公量”(CONDITION WEIGHT),就

是用科学方法抽出商品中的水分后,再加上标准含水量所求得

的重量.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价值较高而水分含量极不稳定的货

物,诸如, 羊毛\ 生丝等. (四)理论重量 理论重

量(THEORETICAL WEIGHT) ,是指某些有固定规格形状和尺

寸地商品, 如马口铁\钢板等, 只要规格一致, 每件重量大体上

相同, 故可以从其件数推算出总量. 这种计重方法称为“理论

重量”. 三、数量机动幅度 在国际贸易中,应明确规定具体的

买卖数量.但有些商品由于计量不容易精确, 或受包装和运输

条件的限制, 实际交货数量往往不容易做到绝对准确. 为了避

免日后争执，买卖双方应事先谈妥并在合同中订明交货数量

的机动幅度。 数量机动幅度是指卖方可按买卖双方约定某一

具体数量多交或少交若干的幅度。规定数量机动幅度的方法

有二种：一为“溢短装条款”；二为规定“大约”俊? （一）

溢短装条款： 所谓“溢短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就是允许交货时可多交或少交一定比例的数量

，例如： BOTH QUANTITY AND AMOUNT 5% MORE OR

LESS ARE ALLOWED。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