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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海运提单Marine Bill of Lading or Ocean Bill of Lading，或简称

为提单Bill of Lading, B/L，是国际结算中的一种最重要的单据

。 《汉堡规则》给提单下的定义是：Bill of lading, means a

document which evidence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and the

taking over or loading of the goods by the carrier, and by which the

carrier undertakes to deliver the goods against surrender of the

document. A provision in the document that the goo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the order of the document. A provision in the document

that the goo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the order of a named person, or

to order, or to bearer, constitutes such an undertaking.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商法》1993年7月1日施行第71条规定：“提单，是

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

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

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

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

保证。”提单的主要关系人是签订运输合同的双方：托运人

和承运人。托运人即货方，承运人即船方。其他关系人有收

货人和被通知人等。收货人通常是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买方，

被通知人是承运人为了方便货主提货的通知对象，可能不是

与货权有关的当事人。如果提单发生转让，则会出现受让人

、持有人等提单关系人。2.提单的功能提单具有以下三项主

要功能： 提单是证明承运人已接管货物和货物已装船的货物



收据对于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运输的托运人，提单具有货物收

据的功能。不仅对于已装船货物，承运人负有签发提单的义

务，而且根据托运人的要求，即使货物尚未装船，只要货物

已在承运人掌管之下，承运人也有签发一种被称为“收货待

运提单”的义务。所以，提单一经承运人签发，即表明承运

人已将货物装上船舶或已确认接管。提单作为货物收据，不

仅证明收到货物的种类、数量、标志、外表状况，而且还证

明收到货物的时间，即货物装船的时间。 本来，签发提单时

，只要能证明已收到货物和货物的状况即可，并不一定要求

已将货物装船。但是，将货物装船象征卖方将货物交付给买

方，于是装船时间也就意味着卖方的交货时间。而按时交货

是履行合同的必要条件，因此，用提单来证明货物的装船时

间是非常重要的。提单是承运人保证凭以交付货物和可以转

让的物权凭证 对于合法取得提单的持有人，提单具有物权凭

证的功能。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在目的港以提单相交换来

提取货物，而承运人只要出于善意，凭提单发货，即使持有

人不是真正货主，承运人也无责任。而且，除非在提单中指

明，提单可以不经承运人的同意而转让给第三者，提单的转

移就意味着物权的转移，连续背书可以连续转让。 提单的合

法受让人或提单持有人就是提单上所记载货物的合法持有人

。提单所代表的物权可以随提单的转移而转移，提单中所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也随着提单的转移而转移。即使货物在运输

过程中遭受损坏或灭失，也因货物的风险已随提单的转移而

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只能由买方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要求。提

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提单上印就的条款规

定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且提单也是法律



承认的处理有关货物运输的依据，因而常被人们认为提单本

身就是运输合同。但是按照严格的法律概念，提单并不具备

经济合同应具有的基本条件：它不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

物，约束承托双方的提单条款是承运人单方拟定的；它履行

在前，而签发在后，早在签发提单之前，承运人就开始接受

托运人托运货物和将货物装船的有关货物运输的各项工作。

所以，与其说提单本身就是运输合同，还不如说提单只是只

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更为合理。如果在提单签发之前，承托双

方之间已存在运输合同，则不论提单条款如何规定，双方都

应按原先签订的合同约定行事；但如果事先没有任何约定，

托运人接受提单时又未提出任何异议，这时提单就被视为合

同本身。虽然由于海洋运输的特点，决定了托运人并没在提

单上签字，但因提单毕竟不同于一般合同，所以不论提单持

有人是否在提单上签字，提单条款对他们都具有约束力。3.

提单的流通性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

以转让，转让的方式有两种：空白背书和记名背书。 但提单

的流通性小于汇票的流通性。其主要表现为，提单的受让人

不像汇票的正当持票人那样享有优于前手背书人的权利。具

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用欺诈手段取得一份可转让的提单，并

把它背书转让给一个善意的、支付了价金的受让人，则该受

让人不能因此而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不能以此对抗真正的所

有人。相反，如果在汇票流通过程中发生这种情况，则汇票

的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仍将受到保障，他仍有权享受汇票上的

一切权利。鉴于这种区别，有的法学者认为提单只具有“准

可转让性”Quasi-negotiable。4.提单的签发有权签发提单的人

有承运人及其代理、船长及其代理、船主及其代理。 代理人



签署时必须注明其代理身份和被代理方的名称及身份。签署

提单的凭证是大副收据，签发提单的日期应该是货物被装船

后大副签发收据的日期。提单有正本和副本之分。正本提单

一般签发一式两份或三份，这是为了防止提单流通过程中万

一遗失时，可以应用另一份正本。各份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但其中一份提货后，其余各份均告失效。副本提单承运人不

签署，份数根据托运人和船方的实际需要而定。副本提单只

用于日常业务，不具备法律效力。5.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由

于提单的利害关系人常分属于不同国籍，提单的签发地或起

运港和目的港又分处于不同的国家，而提单又是由各船公司

根据本国有关法规定自行制定的，其格式、内容和词句并不

完全相同，一旦发生争议或涉及诉讼，就会产生提单的法律

效力和适用法规的问题，因此，统一各国有关提单的法规，

一直是各国追求的目标。 当前已经生效，在统一各国有关提

单的法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或有关国际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

有三个：海牙规则Hague Rules海牙规则的全称是《统一提单

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 of Lading， 1924

年8月25日由26个国家在布鲁塞尔签订，1931年6月2日生效。

公约草案是1921年在海牙通过，因此定名为海牙规则。包括

欧美许多国家在内的50多个国家都先后加入了这个公约

。1936年，美国政府以这一公约作为国内立法的基础制定

了1936年美国海上货物运输法。海牙规则使得海上货物运输

中有关提单的法律得以统一，在促进海运事业发展，推动国

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最重要的和目前仍被普

遍使用的国际公约，我国于1981年承认该公约。海牙规则的



特点是较多的维护了承运人的利益，在风险分担上很不均衡

，因而引起了作为主要货主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纷纷

要求修改海牙规则，建立航运新秩序。维斯比规则Visby Rules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下，修改海牙规则的意见已为北

欧国家和英国等航运发达国家所接受，但他们认为不能急于

求成，以免引起混乱，主张折衷各方意见，只对海牙规则中

明显不合理或不明确的条款作局部的修订和补充，维斯比规

则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所以维斯比规则也称为海牙-维斯

比规则Hague-Visby Rules，它的全称是《关于修订统一提单若

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的议订书》Protocol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 of Lading，或简称为“1968年布鲁塞尔议订书

”The 1968 Brussels Protocol，1968年2月23日在布鲁塞尔通过

，于1977年6月生效。目前已有英、法、丹麦、挪威、新加坡

、瑞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一公约。 汉堡规

则Hamburg Rules汉堡规则是《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

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f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1978，1976年由联合国贸易法律委员会草拟，1978年经联

合国在汉堡主持召开有71个国家参加的全权代表会议上审议

通过。汉堡规则可以说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复斗争下，经

过各国代表多次磋商，并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协后通过的。汉

堡规则全面修改了海牙规则，其内容在较大程度上加重了承

运人的责任，保护了货方的利益，代表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

家意愿，这个公约已于1992年生效。但因签字国为埃及，尼

日利亚等非主要航运货运国，因此目前汉堡规则对国际海运

业影响不是很大。 >二、提单的内容 1. 提单的正面内容通常



，提单正面都记载了有关货物和货物运输的事项。这些事项

有的是有关提单的国内立法或国际公约规定的，作为运输合

同必须记载的事项，如果漏记或错记，就可能影响提单的证

明效力；有的则属于为了满足运输业务需要而由承运代自行

决定，或经承运人与托运人协议，认定应该在提单正面记载

的事项。前者称为必要记载事项，后者称为任意记载事项

。1) 记载事项各国关于提单的法规都对提单的必要记载事项

作出规定，虽然有简有繁，但是，从提单的法律效力和业务

需要考虑，各国对提单的必要记载事项规定是基本相同的。

我国海商法第73条第1款规定，提单内容，包括下列各项：① 

关于货物的描述：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

或者体积，以及运输危险货物时对危险性质的说明；②关于

当事人：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名称、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

；③ 关于运输事项：船舶名称和国籍、装货港和在装货港接

受货物的日期、卸货港和运输路线、多式联运提单增列接受

货物地点和交付货物地点；④ 关于提单的签发：提单的签发

日期、地点和份数；承运人、船长或者其代理人的签字。⑤

关于运费和其他应付给承运人的费用的记载。 在以上各项中

，除了在内陆签发多式联运提单时的船舶名称、签发海运提

单时的接受货物地点和交付货物地点，以及关于运费的支付

等三项可以缺少外，其他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地，关于提

单的签发和其他应付给承运人的费用等几项记载由承运人填

写，其他都由托运人。 除上述各必要记载的事项外，如承运

人与托运人协议，同意将货物装于舱面；或约定承运人在目

的港交付货物的日期；或同意提高承运人的责任限额；或同

意扩大承运人的责任；或同意放弃承运人的某些免责；或其



他有关法律规定的事项等，都应在提单正面载明。提单的正

面内容还可有一些以打印、手写或印章形式记载的事项。一

些是属于承运人因业务需要而记载于提单正面的事项，如航

次顺号，船长姓名，运费支付的时间、地点、汇率、提单编

号及通知人等。一些是属于区分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责任

而记载的事项，如关于数量争议的批注；一些是属于为减轻

或免除承运人责任而加注的内容，如为了扩大或强调提单上

已印妥的免责事项，对于一些易于受损的特种货物，承运人

在提单上加盖的以对此种损坏免责为内容的印章等。 2) 提单

正面的条款提单正面条款是指以印刷的形式，将以承运人免

责和托运人作出的承诺为内容的契约文句，列记于提单的正

面。常见的有以下条款：① 装船或收货条款。如：“Shipped

in board the vessel named above in a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the goods or packages specified

herein and to be discharged at the above mentioned port of

discharge or as near thereto as the vessel may safely get and be always

afloat.”上列外表状况良好的货物或包装除另有说明者外已装

在上述指名船只，并应在上列卸货港或该船能安全到达并保

持浮泊的附近地点卸货。② 内容不知悉条款。如：“The

weight, measure, marks, numbers, quality, contents and value, being

particulars furnished by the Shipper, are not checked by the Carrier

on loading.”重量、尺码、标志、号数、品质、内容和价值是

托运人所提供的，承运人在装船时并未核对。③ 承认接受条

款。如：“The Shipper, Consignee and the Holder of this Bill of

Lading hereby expressly accept and agree to all printed, written or

stamped provisions,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including those on the back hereof.”托运人、收货人和本提单持

有人兹明白表示接受并同意本提单和它背面所载一切印刷、

书写或打印的规定、免责事项条件。④ 签署条款。如：“In

witness whereof, the Carrier or his Agents has signed Bills of Lading

all of this tenor and date, one of which being accomplished, the

others to stand void. Shippers are requested to note particularly the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validity of the insurance upon their goods. 为证明以上各项，承运

人或其代理人已签署各份内容和日期一样的正本提单，其中

一份如果已完成提货手续，其余各份均告失效。要求发货人

特别注意本提单中关于该货保险效力的免责事项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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