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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7_BB_BC_

E5_90_88_E6_8C_87_E5_c32_479168.htm （五）背书：⋯⋯⋯

⋯⋯⋯⋯⋯⋯⋯⋯⋯⋯⋯⋯⋯⋯⋯⋯indorsement

、endorsement背书1、要求：连续性2、目的：票据转让、票

据托收、票据质押（押汇等）3、分类： a、限制性背书：⋯

⋯⋯⋯⋯⋯⋯⋯⋯⋯⋯⋯⋯⋯restrictive endorsement限制性背

书pay to A co. [ only / not transferable / not to order ]字样 限制性

背书，我国规定，如再背书转让，则原背书人对后手被背书

人无保证责任。 b、记名背书：特别背书、指示背书⋯⋯⋯

⋯⋯⋯⋯⋯⋯⋯⋯⋯special endorsement pay to A co. pay to the

order of A co. pay to A co. or order字样 c、无记名背书：空白背

书⋯⋯⋯⋯⋯⋯⋯⋯⋯⋯⋯endorsement in black不记名背书 不

记载受让人，只作签章，以后可以自由受让。在我国禁止。

d、委托背书：⋯⋯⋯⋯⋯⋯⋯⋯⋯⋯⋯⋯⋯⋯⋯⋯

⋯..endorsement for collection for collection pay to the order of A

co. 字样 被背书人得到的是货款代收权而非债权。因此只能在

委托背书，不能做转让背书。 E、条件背书 （我国不允许） 

（六）拒付：⋯⋯⋯⋯⋯⋯⋯⋯⋯⋯⋯⋯⋯⋯⋯⋯⋯⋯⋯⋯

⋯⋯⋯⋯dishonour拒付1、分类：（提示时遭遇）拒绝承兑拒

绝付款 *、遭遇拒付，必须有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做成“拒绝证

书”（需公证）或“退票理由书”。2、四种情形： a、承兑

人或付款人出具拒绝证书或退票通知 b、⋯⋯⋯⋯⋯⋯⋯.逃

匿、死亡 构成事实拒付 c、⋯⋯⋯⋯⋯⋯⋯.破产、被责令终

止营业⋯⋯⋯⋯⋯⋯ d、付款人 虚构或无支付资格⋯⋯⋯⋯



⋯⋯⋯⋯.（此前议付是骗汇）（七）追索：⋯⋯⋯⋯⋯⋯⋯

⋯⋯⋯⋯⋯⋯⋯⋯⋯⋯⋯⋯⋯⋯⋯⋯⋯..recourse 追索1、定义

：汇票遭拒付时，持票人要求前手乃至出票人清偿票面金额

、利息、作成通知和拒绝证书等的费用。出票人被迫最终偿

付后，可以向承兑人申请赔偿。2、追索权行使四要件：前后

a、法定期限内提示汇票 b、法定期限内发出退票通知 c、法

定期限内作成拒绝证书 d、法定期限内行使追索权（八）保

证：⋯⋯⋯⋯⋯⋯⋯⋯..⋯guarantee保证，guarantor保证人

，warrantee被保证人1、目的：增强付款信誉，常被用作融资

手段。 2、要求：a、“保证”字样，b、被保证人，c、保证

人名称及住址，d、日期，e、签名 只有保证字样，没有记载

被保证人： 如是承兑汇票，则被保证人是承兑人，即保证人

保证绝对被承兑，否则自己负无限付款责任； 如是未承兑汇

票，则出票人未被保证人，即如果持票人前（开证行）后（

出票人）都收不到 款项，则自己替出票人承担无限付款责任

。 3、无条件性：附有条件，不影响保证人的责任4、责权：a

、责任同被保证人：汇票到期付款 b、前手追索权（向被保

证人或其前手），这种权利适用抗辩切断。？？？五、汇票

内容：缮制 要式证券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要式齐全。 （一）、

“汇票”字样：Draft / BILL OF EXCHANGE（二）、“无条

件”支付委托：不可附加支付条件。例如“若货物符合合同

规定，即支付”，汇票无效。（三）、金额：与发票金额一

致。 如信用证规定汇票金额为发票金额的97%，则按之填写

（3%为佣金，不列入）； 如果来证规定货款分信用证和托收

两部分支付，则开两张汇票。金额合计是发票金额。两套汇

票付款 人不同，信用证为开证行，托收项下是进口商。 大小



写一致避拒付；“USD 1 005，00 / US Dollars one thousand and

five point cents thirtiy only” 如果出现另外一种外币，要注明汇

率； 有利息条款，要注明利率及计息天数。否则，利息条款

无效，但汇票有效。 >（四）、付款人（payer / drawee）：即

受票人。信用证项下是开证行 / 托收项下则是进口商。 （五

）、收款人（payee）：又称抬头。我国只支持记名汇票，同

样背书也必须是记名背书。 抬头种类： 限制性抬头：不可背

书转让。“pay to ⋯.only / not transferable” 指示性抬头：可背

书转让。“pay to sb / sb or order / the order of sb”（多此类） 

持票人 / 来人抬头：不指定收款人，“pay to holder / bearer”

，转让也不用背书，我国不使用。（六）出票日期(date of

issue)：出票日期必须填写交单日。日期用英文填写，不能用

数字。 23RD SEPTEMBER 2004 2004-09-23一般不行 出票日期

三作用： 1、 决定汇票有效期 2、 决定到期付款日 3、 决定出

票人的行为能力 （七）付款到期日(tenor)：未注明的视为见

票即付，不肯定者无效 (“约**日款 货到后付款”) 见票即

付(at sight / on demand / on present)：此类汇票称为即期汇

票(sight /demand draft) 定日付款(at a fixed date)：即远期汇

票(time / usance /term draft)，常先提示明确付款责任。At 31

Dec .2005 fixed。将Sight划去。 出票后定期付款(at a fixed

period after date)： 见票后定期付款(at a fixed period after sight)

Etc. 注意1：实践中，要将出票日写成提单日/交单日，付款期

限写成出票后定期。 注意2：定期付款的期限一般是30、45

、60、90，不超过90。 注意3：计算到期日的方法：（具体

见P45） (1)、计收不计尾； (2)、月为日历月：以月为单位计

算到期日时，不考虑每月的具体天数，一 律以相应月份的同



一天为到期日；若无对应日期，则以该月最后一天代替。 (3)

、先算整月，后算半月，半月按15天计算。 (4)、假日顺延。 

（八）出票地点和付款地点：汇票无记载，则以当事人的营

业场所、住所、经常居住地为之。 （九）出票人签章代理签

字，但须注明：“for / on behalf of / for and on behalf of / per

pro.”，并签字后面加上职务，例：for A co.Ltd., London John

Smith Manager (十）出票条款：Drawn under ： （开证行）

，L/C No. （信用证号码）、Date（出证日期）。 练习题：中

国上海进出口贸易公司（SHANGHAI IMP SONS

CORPORATION，美国开证行ABC BANK信用证号码

为2004BR08（开证时间2004年3月16日），信用证金额

为USD55,000。信用证上注明我方开具“见票后45天付款汇票

” / “即期汇票”一张。货物装运后，上海公司章立峰经理

于2004年5月15日开出序号为2004SB005的汇票一张，并同其他

单据一起押汇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请根据条件，缮制汇票

两张并提交论坛单证VIP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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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