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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89_A9_c31_636376.htm 第六章 国际货运管理 掌握内容

：1、船期表的制定原则和方法.2、国际集装箱货运出口程

序.3、国际集装箱货运进口程序。 理解内容：1、班轮航线分

类.2、班轮航线参数.3、船期表维持.4、集装箱提单.5、班轮

运价管理.6、船次的收入与成本.7、航次费率估算.8、国际多

式联运主要法规。 一般了解内容：1、《海牙规则》、《维

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的主要内容.2、国际货运事故处

理。 一、班轮航线分类(理解) 1、运输对象：通杂货航线、集

装箱航线、客运航线。 2、运输组织：多港挂靠直达航线和

干、支线结合分程运输航线。 3、所跨区域：沿海航线、近

洋航线、远洋航线。 4、航行线路：来回式航线和环状航线

。 二、班轮航线参数(理解) 1、航线发船间隔和发船密度。 2

、航线往返航次时间。 3、航次平均装卸总定额。 4、航线货

流总量及各两港间货流量。 5、航线货流方向不平衡系数。 6

、航线货流时间不平衡系数。 7、航线货物平均运距。 三、

船期表的制定原则和方法(掌握) 1、船期表的内容 船期表的内

容有：航线、船名、航次编号、始发港、中途港及终点港的

港名、到离各港的时间等。 2、船期表的制定原则 (1)船期表

的制定要符合实际情况 依据可靠资料合理计划，要避免闭门

造车、盲目计划，否则在实际上难以实行，反而带来更大麻

烦。 (2)船舶应在适当的时间到港和离港 如避免在港口非工作

日到港，且离港时间应选择在货源充足的时候为好。 (3)方便

托运 为更好招揽货主，航线途径的港口和货载，应方便货主



托运，也要满足各揽点的需要。 3、船期表的制定方法 (1)确

定发船间隔，可采用周两班、周二班船、二周班船或月班船

的形式。 (2)计算到离各个港口的时间。 这要注意的问题：a

、由于时差的关系，每航行一个时区，要调整航行时间。 b

、各航段以及各港的作业时间必须留有一定富余时间，尤其

是远洋航行。 c、对于远洋航班，要使运输组织有节奏、有规

律地运行。 四、船期表维持(理解) 1、码头和库场. 2、快速装

卸. 3、船务配合。 五、国际集装箱货运出口程序(掌握) 1、集

装箱货运出口业务程序 集装箱班轮运输的货运出口业务包括

制定和定期公布船期表，揽货订舱、船舶配载及航次货运安

排，箱子调配，出口单证缮制与提单签发，运费收取和费用

结算等。 2、集装箱货运出口的主要环节及其注意要点 (1)货

运订舱与接受业务 订舱是指托运人根据其买卖合同和信用证

规定自行或委托货运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申请货运舱

位的行为。根据托运人和货物所在的情况，实务中有出口地

订舱、异地订舱和进口订舱等方式。 货物订舱有口头和书面

形式。 (2)关于空箱发放与重箱进场 订舱后，根据发货人订舱

用箱要求应及时向其提供箱子。 (3)货物装箱与铅封 (4)货物

场站保管与装船 根据我国海商法及其规定，承运人在装货港

接受集装箱货物，其责任即从装货港接受货物时开始。必须

对货物进行妥善保管。 集装箱货物装船时，为确保班轮的装

卸效率，一般先由码头根据承运人的代理人汇总航次货物装

船清单统一制定码头作业计划和航次货物的预配计划，并采

用航次货物“集中装船”的模式。 (5)货运出口业务的流转文

件 3、集装箱货运进口业务操作要求 (1)审核进口货运文件，

及时做好船舶货运进口申报工作 (2)协调卸货安排，及时认定



货物交接责任，解决货物卸载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类问

题。 (3)及时通知货主提货，敦促货主及时办妥货物进口和提

货必需的各类文件。 (4)在目的港和目的地把承运货物交付给

收货人或接货人，是承运人履行货运合同的一项义务。 (5)谨

慎防货。 六、集装箱提单(理解) 1、集装箱提单的特点 (1)集

装箱提单是集装箱运输下的主要运输单证。 (2)适用于集装箱

运输的提单有：港到港的海运提单.内陆的多式联运提单。

(3)法律效力和作用于传统提单相同。 (4)集装箱船单一般是待

装船提单。 (5)集装箱提单在制作时，应注意在箱数或件数栏

内，既要填写集装箱数，又要填写箱内货物件数。 (6)集装箱

提单签发的地点与集装箱运输中货物交接地点、交接方式是

一致的。 2、集装箱提单与一般海运提单的区别 (1)正面条款

与一般提单的主要区别在于确认条款，即表明承运人是在箱

子外表状况良好，铅封号码完整下接、交货物并说明该提单

是收货代运提单。 (2)背面的主要条款区别： A、承运人的责

任险期. B、舱面(甲板)货选择权条款. C、承运人(集装箱运输

经营人)的赔偿责任限制. D、制约发货人(托运人)的责任条款

。 七、班轮的运价种类(理解) 1、班轮运价管理的特点 (1)班

轮运价水平较高. (2)班轮运价相对稳定. (3)班轮运价是一种垄

断价格. (4)班轮运价通常采用等级运价. (5)班轮运价由基本费

率和附加费两部分组成。 2、班轮运价的种类 (1)根据制定运

价的主体分类：班轮公会运价、班轮公司运价、双边运价、

协议运价. (2)根据费率结构分类：等级运价、单项费率运价 

、航线运价。 3、班轮运费的结构 班轮运价通常是由基本费

率和各种附加费所构成。因此，运输费用包括基本运费和附

加运费两部分。基本费用是任何一种货物都要计价的运费.附



加运费则是视不同情况而加收的运费。 (1)基本费：综合基本

港的情况，从而为航线上基本港口间的运输制定的运价称为

基本运价或基本费率。 (2)附加运费：燃油附加费、货币贬值

附加费、港口附加费、港口拥挤附加费、转船附加费、超长

附加费、超重附加费、直航附加费、选港附加费、洗舱附加

费、变更卸货港附加费、绕航附加费、旺季附加费、超额责

任附加费等。 八、航次费率估算(理解) 1、航次的收入与成本

(1)航次的收入：单航次租船、连续航次租船、航次期租船、

包运合同等4种不定期船经营形式，其收入计算公式为： 航

次收入=运费率(运价)×载货吨数 (2)船舶成本(航次完全成本)

： 我国把船舶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欧洲一些国家

把成本分为：资本成本、营运(经营)成本和航次变动成本。

其关系为：固定成本=营运成本 资本成本.变动成本=航次变

动成本。其中，资本成本是购、造船舶的实际费用.营运成本

是船舶处于营运状态下，必然会发生的费用所构成.变动成本

是船舶在营运时直接与航次有关的费用。 2、航次估算程序

(1)计算航次时间. (2)计算燃料消耗. (3)计算航次载货量. (4)计

算航次变动成本. (5)航次盈亏分析： A、欧美式的估算方法：

评价指标：每天净收益。 航次总收入=预计运费率×航次货

运量 滞期费 亏舱费 航次净收入=航次总收入-佣金 航次毛收

益=航次净收入-航次变动成本 每天毛收益=航次毛收益/航次

时间 每天净收益=每天毛收益-每天营运成本 每天净利润=每

天净收益-每天折旧 相当期租租金费率=(航次总收入-航次变

动费用)×30/(船舶夏季载重吨×航次天数) B、日本的估算方

式：把航次租船化为相应的期租租船，再加以分析。 C、保

本运费率方式： 式中： 最低(保本)运费率. K1每天固定成本.



T航次时间. 港口使用费. 航次燃料费用. X航次其他费用. D速

遣费或滞期费. t佣金占运费的百分比. Q货运量。 九、《海牙

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的主要内容(一般了

解) 1、《海牙规则》 1931年生效，是有关国际海上货物运输

提单的国际公约，主要包括： A、 承运人最低限度责任与义

务. B、 承运人免责条款. C、 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失的赔偿

限额. D、 托运人的责任与义务. E、 运输合同的无效条款. F、

索赔和诉讼时效. G、 适用范围。 2、《维斯比规则》 1977年

生效，是针对“海牙规则”偏袒承运人并根据集装箱运输技

术的发展，对“海牙规则”进行修订的国际公约。主要内容

： A、 承运人的责任限制. B、 提单的最终效力. C、 侵权行

为的诉讼. D、 适用范围。 3、《汉堡规则》 1992年生效，是

国际海商法的历史变革。该规则对承运人与托运人双方的权

利与义务作了明确合理的规定，使船货双方对货物承担的风

险趋于平衡.废除了“海牙规则”中片面袒护承运人的利益以

及不合理的免责条款，加重了承运人对货物承担的责任，提

高了赔偿限额，延长了承运人的责任期和索赔时效。 A、 承

运人的责任. B、 托运人的责任. C、 运输单证. D、 索赔与诉

讼。 十、国际多式联运主要法规(理解) 1、国际货物多式联运

概念与构成条件 国际多式联运，按照“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

约”的定义，是指多式联运营运经营人按照多式联运合同，

以致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将货物从一国境内接管货物的

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货物的地点的运输方式。 基本

条件：必须具有一个多式联运合同.必须签发多式联运单证.必

须是国际间的货物运输.必须是至少两种不同运输方式的联运.

必须有一个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负责。 特点：由多式



联运经营人与托运人签订一个运输合同，实行运输全程一次

托运，一张单证，一次计费，一次保险，并由多式联运经营

人对全程负责。 2、《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的主要内容

(1)公约的适用范围与管理. (2)经营人的责任及责任限制. (3)发

货人的义务与责任. (4)收货人的义务与责任. (5)多式联运单证.

(6)索赔与诉讼. (7)海关事项. (8)其他条款。 十一、国际货运

事故处理(一般了解) 1、国际货运事故索赔处理 (1)索赔程序

：损失通知.申请检验.提交索赔单证. (2)被保险人的索赔时应

履行的其他义务：a、采取施救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 b、向

有关责任方索赔. 2、国际货运事故理赔处理 (1)确定损失原因

：货物原残.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 (2)责任审定：险别责任的

审定.保险期限的审定.被保险人义务的省定。 把物流师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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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