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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的立法目的 第一条 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

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

展，制定本法。 二、商海法中的重要概念 本法所称海上运

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之

间的直达运输。 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

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 第三条 本法

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

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２０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第二

节 船舶 一、出船舶所有权 第七条 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

有人依法对其船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 第

十一条 船舶抵押权，是指抵押人对于抵押权人提供的作为债

务担保的船舶，在抵押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依法拍卖，从

卖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十五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抵押人应当对被抵押船舶进行保险；未保险的，抵押权人

有权对该船舶进行保险，保险费由抵押人负担。 第十六条 船

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应当取得持有三分之二以

上份额的共有人的同意，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

十条 被抵押船舶灭失，抵押权随之消灭。由于船舶灭失得到

的保险赔偿，抵押权人有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 三、船

舶优先权 第二十一条 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本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



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

权利。 第二十二条 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 （一

）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

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 （二）在船舶营运中

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

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 （四）海难救助的救助款

项的给付请求； （五）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

赔偿请求。 第三节 船 员 一、船员 第三十一条 船员，是指包

括船长在内的船上一切任职人员。 二、船长 第三十五条 船长

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 第三十六条 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

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

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第

三十七条 船长应当将船上发生的出生或者死亡事件记入航海

日志，并在两名证人的参加下制作证明书。死亡证明书应当

附有死者遗物清单。死者有遗嘱的，船长应当予以证明。死

亡证明书和遗嘱由船长负责保管，并送交家属或者有关方面

。 第三十八条 船舶发生海上事故，危及在船人员和财产的安

全时，船长应当组织船员和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在船舶

的沉没、毁灭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船长可以作出弃船决定；

但是，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报经船舶所有人同意。 第四节 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 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般规定 第四十一

条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

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 第四十二条 本

章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

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二）



“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

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 （三

）“托运人”是指： １、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

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２、

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

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第四十三条 承运

人或者托运人可以要求书面确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成立。

但是，航次租船合同应当书面订立。电报、电传和传真具有

书面效力。 二、承运人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 在承运人的责任期

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

当负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

，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

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

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第四十八条 承

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

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 第四十九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

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航线将货物运往卸货港。 船舶在海上

为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而发生的绕航或者其他合

理绕航，不属于违反前款的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条 货物未能

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

。 第五十一条 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

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船长、船员

、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

中的过失： （二）火灾，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

的除外； （三）天灾，海上或者其他可航水域的危险或者意

外事故； （四）战争或者武装冲突； （五）政府或者主管部



门的行为、检疫限制或者司法扣押； （六）罢工、停工或者

劳动受到限制； （七）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

产； （八）托运人、货物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的行为； 

（九）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 （十）货物包装不良

或者标志欠缺、不清； （十一）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船舶

潜在缺陷； （十二）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

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 第五十五条 货物灭失的赔偿额

，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按照货物

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 货物的

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 第

五十六条 承运人对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的赔偿限额，按照货

物件数或者其他货运单位数计算，每件或者每个其他货运单

位为666.67计算单位，或者按照货物毛重计算,每公斤为２计

算单位，以二者中赔偿限额较高的为准。 三、托运人的责任 

第六十六条 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

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

、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

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六十

七条 托运人应当及时向港口、海关、检疫、检验和其他主管

机关办理货物运输所需要的各项手续，并将已办理各项手续

的单证送交承运人；因办理各项手续的有关单证送交不及时

、不完备或者不正确，使承运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托运人

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六十九条 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运人

支付运费。 托运人与承运人可以约定运费由收货人支付；但

是，此项约定应当在运输单证中载明。 第七十条 托运人对承

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



负赔偿责任；但是，此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或者托

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除外。 四、运输单证 第

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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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二条 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

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 提单可以

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提单由载货船船舶的船长签发的，

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 第七十三条 提单内容，包括下列各项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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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承运人的

名称和主营业所； （三）船舶名称； （四）托运人的名称； 

（五）收货人的名称； （六）装货港和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

日期； （七）卸货港； （八）多式联运提单增列接收货物地

点和交付货物地点； （九）提单的签发日期、地点和份数； 

（十）运费的支付； （十一）承运人或者其代表的签字。 第

七十九条 提单的转让，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记名提单

：不得转让； （二）指示提单：经过记名背书或者空白背书

转让； （三）不记名提单：无需背书，即可转让。 五、货物

交付 第八十一条 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未将货

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书面通知承运人的，此项交付视为承

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以及货物状况良好的初步

证据。 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非显而易见的，在货物交付

的次日起连续七日内，集装箱货物交付的次日起连续十五日

内，收货人未提交书面通知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八十三条 



收货人在目的港提取货物前或者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前

，可以要求检验机构对货物状况进行检验；要求检验的一方

应当支付检验费用，但是有权向造成货物损失的责任方追偿

。 第八十七条 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

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

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

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 六、合同的解除 第八十九条 船

舶在装货港开航前，托运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除合

同另有约定外，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约定运费的一半；

货物已经装船的，并应当负担装货、卸货和其他与此有关的

费用。 第九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承运人和

托运人的原因致使船舶不能在合同约定的目的港卸货的，除

合同另有约定外，船长有权将货物在目的港邻近的安全港口

或者地点卸载，视为已经履行合同七、航次租船合同的特别

特定 第九十二条 航次租船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

供船舶或者船舶的部分舱位，装运约定的货物，从一港运至

另一港，由承租人支付约定运费的合同。 第九十七条 出租人

在约定的受载期限内未能提供船舶的，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

。但是，出租人将船舶延误情况和船舶预期抵达装货港的日

期通知承租人的，承租人应当自收到通知时起四十八小时内

，将是否解除合同的决定通知出租人。 第一百零一条 出租人

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卸货港卸货。合同订有承租人选择卸货港

条款的，在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确定的卸货港时，

船长可以从约定的选卸港中自行选定一港卸货。承租人未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确定的卸货港，致使出租人遭受损失的

，应当负赔偿责任。出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擅自选定港口



卸货致使承租人遭受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八、多式联

运合同的特别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本法所称多式联运合同，是

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

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

，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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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