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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1、信用证是个啥东西 

2、涉及哪些当事人 

3、信用证样本解读 

4、我的信用证实操流程 

5、案例分析 

 



信用证是个啥东西 

国际贸易的三种付款方式 ： 
L/C 
T/T 
D/P 

信用证（即L/C，种类繁多） 

汇付（包括电汇即T/T、信汇M/T和
票汇D/D，后两者用得较少） 

托收（包括付款交单D/P和承兑交单
D/A）。 



5W2H问题法 

What 

When 

Who Where 

Why 

How 

How 
many/Much 



5W2H法则 

Why 

• 为什么要做信用证，买家担心付了款卖家不发货怎么办？卖家担心买家收了货不
付钱怎么办？ 

What 

• 信用证是个啥东西？信用证长什么样呢？ 

• 要掌握哪些原则 

Who 

• 信用证有哪些当事人 

• 各个当事人的关系 

When 

• 什么时候交单 

• 交单周期 

Where 
• 进口商选择了哪家开证行？它的资质怎么样?交单出现不符点怎么办 

How 
• 信用证是怎样的支付方式  

How 
much 

•信用证涉及哪些费用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信用证货款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L/C） 

 

 

 

 

Kelly理解的信用证是什么样子的? 



信用证的起源和发展 

 

 

有请助教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简称L/C） 

 

是一种开证银行根据申请人（进口方）的要
求和申请，向受益人（出口方）开立的有一
定金额、在一定期限内凭汇票和出口单据，
在指定地点付款的书面保证。信用证是开证
行向受益人作出的付款承诺，使受益人有了
收款的保障，因此是对受益人有利的支付方
式。但是受益人只有在按信用证规定提供了
信用证要求的单据时才能得到款项.因此信用
证是银行的有条件的付款承诺。  



信用证样本 







我和信用证的渊源 



TIPS1 
你知道必做信用证的国家有哪些？ 
 
 
 
 
 
 
 
 

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阿根延，伊朗 
委内瑞拉，缅甸 
凡是外汇管制的国家都是LC。 
同学们，你们知道还有哪些国家必做信用证吗？如果知道， 
告诉我。 
注：阿根廷去年取消了外汇管制 

 



TIPS2 

你们知道信用证高危国
家 有哪些？ 

巴西，尼日利亚，伊朗，
非洲 

同学们，你们知道还有
哪些国家是信用证高危
国家吗？ 



信用证与其他付款方式比较 

信用证是                   ，只要单据满足 

                                          ，开证行就必须

履行其付款的责任； 

其他的付款方式，例如电汇（T/T）,托收

（D/A或者D/P），都是                   。 

 

银行信用 

“ ” 

商业信
用 

1.收款安全性 



2.评估进口商实力 
 

买家开立信用证需要交纳一定比例或全额的保
证金，保证金比率多少取决于买家的资信和实
力。如果买家能开立大额信用证，从侧面可以
判定买家实力； 

而其他的付款方式则评估不到。 

 



3.货物的安全性 
 

信用证单据都是通过出口方银行寄给进口方银
行，只有等到进口商付款赎单后，国外银行才
会把单据给进口商提货，因此货物不容易随便
被提走。 

而其他的付款方式，银行不一定有如此严格的
把关，甚至没有银行把关。 

 



信用证的类型 

根据付款时间不同，可分为： 
   A.即期信用证(Sight L/C) 42C是AT SIGHT就表示是即期信用证 
    指开证行或付款行收到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跟单汇票或装运单据

后，立即履行付款义务的信用证。 

 B.远期信用证(Usance L/C) 42C 是AT 90 DAYS AFTER DATE OF ISSUE 
    指开证行或付款行收到信用证的单据时，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付款义
务的信用证。 
   

   C.假远期信用证(Usance Credit       
Payable at Sight) 
 这种信用证对受益人来讲，实际上
仍属即期收款。 
    
Tips:出现在韩国比较多 



根据受益人对信用证的权利可否转让，可分为： 

 
A.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L/C) 

    指信用证的受益人（第一受益人）可以要求信用

证中特别授权的转让银行，将该信用证全部或部
分转让给一个或数个受益人（第二受益人）使用
的信用证。开证行在信用证中要明确注明“可转
让”(transferable)，且只能转让一次。 

Tips:1，一般银行不会接受可转让信用证的融资请求。
2.对于第二受益人风险比较高，需谨慎呢！ 

B.不可转让信用证 

    指受益人不能将信用证的权利转让给他人的信用证。 

    凡信用证中未注明“可转让”，即是不可转让信用
证。 

 



以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是否附有货运单据划分为： 

A.跟单信用证(Documentary Credit) 

    是凭跟单汇票或仅凭单据付款的信用证。 

    B.光票信用证(Clean Credit) 

    是不附单据、受益人可以凭开立收据或汇
票分批或一次在通知行领取款项的信用证。 

   在国际贸易的货款结算中，绝大部分使用跟
单信用证。 



以开证行所负的责任为标准可以分为： 
 

A.不可撤销信用证（Irrevocable 
L/C） 

    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
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同意，
开证行不能片面修改和撤销，只要
受益人提供的单据 符合信用证规定，
开证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 

    B.可撤销信用证(Revocable L/C) 
   开证行不必征得受益人或有关当事

人同意有权随时撤销的信用证，应
在信用证上注明“可撤销”字样。 

    最新的UCP600规定银行不可开立
可撤销信用证。 

 









案例一： 



通知行收到信用证后会联系寄正本 

跟单信用证 



货币代码 



允许 

即期付款 



一式两份汇票 

B/L 

COMMERCI
AL INVOICE 

PACKING LIST 



Shipment advance 

CERTIFICATE 
F46A 06+AWB 

C/O 



CERTIFICATE 
F46A 08 

CERTIFICATE  
F46A 09 

CERTIFICATE 
F46A10 



所有文件必须用英文,除非另
有指定。 



支付指令/接受/议付银行 

汇票必须在背面背书 

即期付款 





信用证实操流程 
 KELLY的实操流程 

 1.把出口商的通知行名称、地址、SWIFT代码给国
外客户（即出口商的收证银行资料）； 

 2.出口商确认信用证草稿没问题后，国外客户到开
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 

 3.国内银行收到信用证并通知受益人； 
 4.受益人按信用证要求备货，运输，整理好全套单

据，交单到国内银行，银行审单和寄单； 
 5.国外客户付款赎单； 
 6.国内银行收款结汇，付款给受益人。 

 



信用证涉及的费用 

一般来说，进口商承担的费用有： 

   1.开证费，如有修改，则有信用证修改费 

   2.电文费 

   3.如果是远期信用证，会有承兑费 

一般来说，出口商承担的费用有： 

   1.信用证通知费，如有修改，还会有修改通知费
(通知费为200，修改费为100，外资银行除外) 

   2.银行审单费（交单金额的0.125%） 
 



 3.银行寄单快递费（USD20~80不等） 

 4.国外银行扣费（包括电文费、偿付费等费用，
正常情况下很难确认） 

    

   在费用条款中比较常见的条款是：ALL BANK 
CHARGES OUTSIDE ISSUING BANK  ARE FOR 
BENEFICIARY ACCOUNT. 

   不合理的条款是：ALL BANK CHARGES  ARE  FOR 
BENEFICIARY ACCOUNT. 



做即期信用证和信用证买断
的费用对比 



风险及措施 

信用证虽然相对安全，但是如果操作不当，
还是会存在风险，如： 

 1.信用证里有“软条款”，或由于制单不严谨，
迟交货等原因而产生不符点。 

    常见的软条款：记名提单；验货报告；贸易俗
语。 

 2.国外银行违规操作，与国外客户勾结。 
   建议：客户选择资信较好的开证行，尽量要求单

据可控。 
 



措施： 
 

1.认真审核信用证草稿，不
要接受有风险的条款，做到
按期交货，认真制作单据；
尤其是提单，需要提前向客
户的货代确认，如果无法做
到，要求开证申请人更改单
据要求。 

   2.接单前调查好国外客户资
信情况，要求国外客户选用
资信好的大银行作为开证行。 

   3.必要时投保出口信用保险。  
 



案例二： 

in the total one BL you have to mentioned the goods separately 
 but the shipping agent did not do it 
and also IGM is mistake 
[17:08:59] Ma   pls told the MCC shipping line to do the correction 
[17:10:53] Ma   One master BL is ok but here they have to declared 
the different company name also separate goods weight 
declaration 
[17:11:15] Ma: but the shipping issue one BL only to mentioned 
name of mr Bn Ind  
[17:11:17] Ma: why? 
[17:11:57 | : there is no way to clear the goods without correction 
[17:12:06] : and we will not settle the payment also 
[17:12:16 | : i already stopped the payment 
 



Dear Kelly, 
  
You will inform your china shipping line of MCC to do 
the correction of IGM ( Import General manifest). 
They raised the IGM only for mr Bn Ind and also 
notify 198packages. That’s why we did not clear the 
goods. Pls inform your MCC line to do the correction 
as below: 
  
1.       IGM for Rrise Qty. 174 Packages 
2.       IGM for Mr Ball pn Ind. Qty. 24 Packages. 
  
 



Your chinese MCC  shipping line will inform 
their agent in Chittagong of Bangladesh to do 
the correction of IGM and then they will do it 
and we will able to clear the goods. If they do it 
we may save the time and also save the 
demurrage. 
  
For issuing the IGM just follow the attached 
two BL. 
  
  
Pls show this email to your shipping agent in 
china. 
 



IGM定义 

IGM= INTERNATIONAL GENERAL MANIFEST 
国际标准舱单  C/A=CORRECTION ADVICE 舱
单更改通知  以上这两个词一般在船公司跟他们
国外的代理之间使用的比较多， 通常印度那边的
进口舱单递交一般当地海关的说法就是IGM 
SUBMITION，船公司在国外的代理会在海船到
达当地港口48-78小时前 提前把进口舱单按照当
地海关的要求及时申报递交，IGM申报结束以后
的任何舱单更改对他们来说就是C/A （ 更改通
知）， 按照一般的操作习惯，通常国外代理是要
看到POL 起运港船公司的书面或者邮件的通知他
们才会帮忙做更改 
 
 



案例三： 

Can Bao be the consignee this time. Can they help you to get the goods? 
Would you talk with your shipping agent about it? 

 

Dear Kelly 

I’ve spoken to our clearing agents and we cannot use Bao as the 
consignee as all payments done to you was by Ore. 

They have advise me that you must send me the BL for telex release then 
they can handle everything on e-mail and we don’t need the originals. 

  

I will collect the original BL tomorrow and send back to you. 

  

The CONSIGNEE is Ore(Pty)Ltd street, West, 7130. Att: ster Cell 0848 739. 
NOTIFY IS THE SAME.  

Sorry for all this extra work. 

 



能找到我吗？ 



推荐一本书 



          谢谢！ 
祝大家工作愉快 

业绩飚红！ 

通过LC 多接订单 

学有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