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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常见付款方式及案例分析 

•国际贸易的三种付款方式 ： 

•电汇 T/T（Telegraphic Transfer）信汇、票
汇 

•付款交单D/P（Document against Payment）
/承兑交单DA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信用证L/C（Letter of Credit） 





电汇 T/T 

•电汇 T/T（Telegraphic Transfer，wire 
transfer） 

•前T/T，后T/T 

•公司收汇,个人收汇 

 

 



最浪漫的事：款已到 



公司收汇汇款路线 

• Beneficiary’s Name: JIALI (HK) TECHNOLOGY LIMITED 

• Beneficiary’s Address： city cube No.1 building,No.96 huangjin 
Road ,Baima ,Nancheng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 

• A/C No.:817 838 

• SWIFT Address: HSBCHKHHHKH 

•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 Beneficiary Bank Name: HSBC Hong Kong 

• Beneficiary Bank Address: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SWIFT Code 、 Routing Number、
IBAN 
• SWIFT Code(简称银行国际代码)中国的银行就使用 

SWIFT Code、 IBAN和Routing Number都是银行国际电汇编码的一
种，只是使用地区不同而已;美国和北美地区的银行一般使用
RoutingNumber，欧洲的银行(尤其是德国)使用IBAN，北美和欧洲
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使用SWIFTCODE。 



票汇 

 

 

支票样板 



Case 1 

•一个欧洲新客户，付款方式是30%订
金TT,余款是见提单在货到港一周前付
款。做的是FOB条款，请问这样有风
险吗？ 



公司收汇之离岸帐户 

•离岸账户也叫OSA账户，境外机
构按规定在依法取得离岸银行
业务经营资格的境内银行离岸
业务部开立的账户，属于境外
账户；离岸账户只针对公司开
户，个人开户是不支持的。 



离岸帐户注意事项 

• 1.不要给其它人代收款，杜绝和地下钱庄有任何的
往来，背景真实，正常交易。 

• 2.不与高危地区国家交易，避免和受联合国和美国
制裁的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往来。 

• 3.不要经常频繁的有大额资金的整存整取或者转帐； 

• 4.如果可以，最好一年操作几笔信用证，银行非常
喜欢做信用证的客户。  

 



离岸帐户注意事项 

•5.保持帐号处理活跃状态，保持帐号有一定的
存款，不要让帐号的余额为0； 

•6.超过三个月不活动的帐号银行将有可能关闭
您的帐号； 

•7.积极配合银行填写的年检和尽职调查表格； 

•8.如果可以，香港公司最好每年做正规的营业
申报  
 



Case 2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客户，转了3万多美金，2017年2
月7号就发了水单 过来，公司财务查帐一直没有到，
打电话到银行查询，他们也没有收到这笔款。一般
这种情况是有什么可能呢？客人是通过第三方转款
过来。 



TT之个人收汇、汇款路线 
• Beneficiary’s Name: CAO LIXIA 

• Beneficiary’s Address： city cube No.1 building,No.96 huangjin 
Road ,Baima ,Nancheng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 

• A/C No.:817 838 

• SWIFT Address: HSBCHKHHHKH 

•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 Beneficiary Bank Name: HSBC Hong Kong 

• Beneficiary Bank Address: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在哪个银行开个人帐户较好 

  1.中国建设银行——CCB(China Construction 
Bank)  

  2.中国农业银行——ABC(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3.中国工商银行——ICBC(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4.中国银行——BOC（Bank of China) 



Case 3 



个人收汇之西联汇款 
https://www.westernunion.com 

1：一般提供收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联系方
式），地址就行了， 

2：客户安排付款后最好是让他把付款水单拍
照或是扫描给到你， 

3：我们去银行取款之前可以提前在网站上查
（西联汇款在线查询）最好直接拨打客服电话
800-820-8668 （一定是收款本人打，会有电
话录音），客服会与你确认身份及汇款信息 



收款资料 
• 将以下资料通知你的付款客户，这些都是使用西联汇款必须的资
料： 
Re: Western Unio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for your reference to Western Union  

   payment. 
Payee / beneficiary: 
- FAMILY NAME: 姓[拼音，必须同身份证] 
- GIVEN NAME: 名字[拼音，必须同身份证] 
- Identity card No.: 身份证号码 
- Add.: 地址和邮编 [拼音或英文] 
- Tel: 电话号码，必须包含国家代码，区号 
- City: 城市[拼音] 
- Province: 省份[拼音] 
- Country: China 
 



汇款回执 
 •以下邮件内容，同样也是要发给客户，要求客户汇
款必须提供的资料： 
Re: The payment receipt pass Western Union 
Please fax or scan back the payment receipt to 

   us after paying, many thanks! 
And that inform us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Remitter [FAMILY NAME and GIVEN NAME] 
2] Paying amount 
3] TRANSFER CONTROL NO. 
 



收汇和结汇 

•得到客户汇款通知（汇款人姓名，地址，
币种+金额，十位数密码MTCN）后， 
可以致电西联客户电话或是西联网站进行
查询汇款状态： 
客户电话：800-820-8668 
网站：http://www.westernunion.com [网
站速度比较慢，要有耐心] 
 



取款方法 



收汇和结汇 

•确认款项到达后，就可在农行或邮局网点进行申领
了！ 
申领时，需携带收款人（本人）身份证及汇款通知
（客户提供给你的汇款资料，同上，MTCN最重
要）； 
以下申领以农行为例； 
到达农行后，可直接到VIP窗口领取一份《西联汇
款 收汇单》； 
填写说明，详见下图 
 





特别说明 

• 1. 收款金额与汇款金额有时会不同，因为西联汇款可能收取并扣
除一部份的手续费，这是汇款人在汇款里的选择有关， 
手续费并不高，如一位法国客户汇了USD 198.86过来，但是收到
时是USD 195.98，扣了USD 2.88。 

• 2. 所以在填写《收汇单》之前，请先在VIP柜台查询一下实际的到
款金额，再填上正确的“收汇金额”； 

• 3. 如果你要结汇为人民币时，还需要在结汇前，到农行国际业务
部打一份“结汇通知书”； 
 



个人收汇之速汇金 
 

•速汇金—国际特快汇款（MoneyGram）是指个人到
个人的全球特快汇款服务。 

•网址：http://www.suhuijin.cn/ 



速汇金 Money Gram 

• 在速汇金代理网点收款 

• 第1步： 寻找代理网点 

• 第2步：带上你的信息 

• 收款时，确保你带上了交易参考号和身份证明文件 

• 交易参考号：询问汇款人交易的参考号。在汇款凭证以及在线汇款的确认邮
件里可以找到 

• 身份证明文件：你需要携带附有照片的有效身份证件（护照，身份证，居住
许可证），你可能会被要求提供居住地证明（银行证明或是公共账单）. 
第3步：完成交易 



Paypal 

•https://www.paypal.com 

•一般自已或是公司申请开通一个帐户即可，
以邮箱来申请的，要绑定银行卡 

•1 小时内（一般就是马上到帐，像国内的支付
宝一样） 



PayPal具体的担保流程简单 

• 1，买家就没收到货（货物与描述不符）通过
PayPal给卖家发一个争议 

• 2，卖家收到争议首先主动联系买家撤销争议 

• 3，双方就争议并无达成和解，PayPal出面要求双
方提供各自证明 注：买家也需要提供相应争议证
明 



PayPal经常被误解的2点 

• 一，paypal是有担保作用的一个收款工具，这个作用和国内的支
付宝是一样的，都是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让双方生意直接做起来，
但paypal不等于支付宝，2个担保的流程是不一样的，大家不可以
按照支付宝的模式来理解paypal，支付习惯和方式是有很大差别
的，所以大家在使用paypal的时候切勿去模仿支付宝的使用。 

• 二，PayPal除了担保外就是一个支付工具，你跟客户做生意该怎
么做还是怎么做，如何做售后，如何二次跟进跟传统的模式没有
什么2样，还是需要更多的耐心,灵活的头脑，和气生财！ 



付款交单DP 

•付款交单DP (DOCOMENT AGAINST 
PAYMENT 

•即期 

•远期交单（D/P after sight or after date)
付款交单（D/P AT Sight） 



承兑交单DA 

•承兑交单DA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承兑交单方式只适用于远期汇票的托
收 



交单付现CAD 
(cash against documents) 

 交单付现，就是说，买方
付款后，卖方交单。买方
付款是卖方交单的前提条
件。 



赊销（OA） 

  OA=Open Account   也就是佘销 
在外贸中,一般是针对有信用与实力,业
务往来比较熟悉的客户采用的. 
在法律中,也是做OA产生的纠纷比较多 

   如佘销30天 



Case 3 
 

请问有谁做过印度客人的DP PAYMENT
的订单？之前一直谈的付款方式是TT 
payment 30% deposit,balance before 
shipment,现在客人要求TT payment 
30% deposit ，Balance DP at sight. 



信用证（L/C ) 

•1、信用证是个啥东西 

•2、涉及哪些当事人 

•3、我的信用证实操流程 
•4、案例分析 

 



信用证（L/C )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
简称L/C ) 
 

•Kelly理解的信用证是什么样
子的? 



 

有请助教 



 
信用证（L/C）  

 •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在古罗马时代起源于英国，之后在
欧美国家流行开来，慢慢发展成为完善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融
资工作。 

• 信用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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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1.信用证是付款承诺，不是现钱。 

• 2.信用证是有条件的，不会随便付款。 

• 3.信用证是付款的工具，而不是拒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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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2月3日美国再次制裁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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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印度…… 

    同学们，你们知道还有
哪些国家是信用证高危
国家吗？如果知道， 

    告诉我。 

 



TIPS3 
• 你知道受国际制裁的敏感国家有哪些吗？ 

 
 巴尔干国家（如原南斯拉夫、科索沃、波黑等地

区的部分制裁）、白俄罗斯、缅甸、科特迪瓦、
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伊朗、伊拉
克、利比里亚、黎巴嫩、朝鲜、叙利亚、津巴布
韦、苏丹、索马里 
涉及以上国家，要在尽职调
查的基础上谨慎处理，尽量
采取非美元结算方式，避开
美国的银行、美资银行以及
美国控股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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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证使用远期汇票 
•信用证必须明确受益人/议付行可
以即期索汇，且开证行见索即付 
•信用证必须明确受益人/议付行对

远期汇票即期索汇，其远期汇票下
的贴现利息及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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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y的信用证实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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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证涉及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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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信保 

• 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短期出口信用保
险业务；国内信用保险业务；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信用担保业
务和再保险业务；应收账款管理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息咨询
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http://www.sinosure.com.cn 

• 电话：4006502860 

• 东莞办事处电话：0769-23129088/23281306 

 

http://www.sinosure.com.cn/
http://www.sinosure.com.cn/
http://www.sinosure.com.cn/
http://www.sinosure.com.cn/


Case 1 



Case 2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使用信用证？
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比较适合使用信
用证来进行交易呢？ 



 

•客户没开草稿，直接开正本，
原来合同上的海运被改成了空
运，后客户同意更改，有无什
么不妥？ 

Case  3 



附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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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kelly@ppfoamfile.com 
微信：15625599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