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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系FIATA海运工作组发布的第三份最佳做法指引，编制的目的在于为FIATA
国家级会员及其货运代理人个体会员提供协助。

海上运输工作组由货运代理人和贸

及时，因为近几年来，免堆期和免

的问题，FIATA海上运输工作组发

易协会中专长于海上运输业（无论

箱期在缩短，而滞港费和滞箱费费

现有航运公司存在在空箱归还时收

是否为从业者）或专长于就可能产

率却大大上涨。航运公司被指责滥

取清洁与维修费用的不公正做法。

生的纠纷和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用权力向货方收取不公平且不合理

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由FIATA

的滞港费和滞箱费。

秘书处进行管理，通常在每年的2

FIATA海上运输工作组谨此发布第

月、6月和FIATA全球年会上召开

三份最佳做法指引，本次指引的主

三次会议。工作组是FIATA多式联

在 2019 年 3 月 于 苏 黎 世 举 办 的

题是航运公司收取的集装箱现金押

运研究机构的组成部分，在FIATA

FIATA春季会议上，FIATA海上运

金。前两份最佳做法指引涉及的是

春季总部会议和FIATA全球年会上

输工作组以“集装箱运输和集装箱

全球性问题，此份指引主要聚焦于

进行汇报。

质量”为主题发布了第二份“最佳做

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集装箱担

法指引”。FIATA海上运输工作组

保事宜。

发现，空箱提取环节中的集装箱质
在 2018 年 9 月 于 新 德 里 举 办 的

量大幅下降，而一些实际考量常常

FIATA全球年会上，FIATA海上运

引起纠纷，导致产生额外成本，特

本最佳做法指引清晰易懂、简明扼

输工作组以集装箱运输中的滞港费

别是造成供应链中断。FIATA海上

要，同样意在使任何行业领域的读

和滞箱费为主题发布了第一份“最

运输工作组认为，航运公司正在削

者均能明白下述各种情形中的逻辑

佳做法指引”。该指引的发布非常

减设备维护成本。至于归还空箱

性和合理性。希望本指引能够帮助
大家进行更好的理解。

DISCLAIMER: This Best Practice Guide on Container Shipping and Container Deposits (Vol. 3)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T Club’s off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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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之前的最佳做法指引中，我们已经（特别）确定：
•

集装箱是航运公司一项重要的投资，对于航运公司来说，尽可能快速地流转集装箱才符合其利益。

•

航运公司有责任确保其集装箱是安全的且适合用于要求用途。

•

货方有义务谨慎对待和装卸集装箱，并清洁集装箱及其内部、清除所有货物遗留痕迹，特别是疏松粉末
、谷物和有害物质和熏蒸剂，除非货方已与航运公司另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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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
虽然在很多发达国家，航运公司不征收集装箱现金押金，但在发展中国家，航运公
司要求各种现金押金和文件是一直以来的传统。我们认为，對許多國家来说，要求
現金擔保的惯例必须重新审视，因为那是過時且極度不合理的做法。

被要求提供集装箱押金的货运代理人不仅会因提供现金押金而发生额外成本，还会因跟进和确保押金退还而产生
行政开销。由于押金退还往往需要经历噩梦一般的行政程序，进展缓慢，因此产生的行政开销完全是不合理的。
FIATA 的宗旨是向进行商业合作的各方提供他们在合作关系和往来交易中应当予以考虑的“最佳做法”。下文总结
介绍了一些涉及集装箱现金押金的情形，同时提出了“最佳做法”建议，供商业合作各方在合作关系中考虑。

透明公开和正当（客观）理由

情形
航运公司通过使用滞港费和滞
箱费这两种工具，来确保他们
的集装箱得以快速归还。空箱
归还时，航运公司会对集装箱
的状态和质量进行检查——可
能会因此征收清洁和维修费用
。

最佳做法
如果在某个特定国家需要额外担保
来确保集装箱空箱得以以良好状况
返还，航运公司应当将其风险评估
和评估结论透明公开化。航运公司
应该有记录并解释其做出收取现金
押金决定的相关数据（例如未归还
集装箱的数量）。我们要求的只是
航运公司合理解释并公开其决定坚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航运公司

持要求额外担保的缘由。某个国家

还会要求提供集装箱现金押金

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理由不仅不

，通常还有额外文件，以此确

够充分，甚至带有歧视性——航运

保空箱的归还。这些措施的实

公司应当给出合理的理由，且这些

施通常是由航运公司自由决定

理由应有书面记录支持。

，并未经过任何风险评估。
在发展中国家，物流费用通常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相对较
高的比例。上述情形进一步加
剧了这一情况，削弱了发展中
国家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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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担保和相关程序——迟延和行政噩梦

情形

使航运公司有正当理由要求额外担

但皆与大量货主（客户）有交易往

如上所述，码头提箱时，通常

保，以确保集装箱得以以良好状况

来。对于某个特定的货运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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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审核，按照其平均在运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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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也不应按照货运代理人所经手

箱的百分比要求银行保函，但这应

还。在现在已经是数字化、自

的每个集装箱计算，而应根据该特

当基于简易而透明公开的风险评估

动化的时代，这些现金流程不

定货运代理人（或代表货代会员协

结果来决定。

啻于一场行政噩梦。除此之外

商的货运代理协会）的平均在运集

，航运公司还会拖延退款，而

装箱的百分比进行风险评估，进而

且通常不会解释原因，这也是

基于风险评估结果计算。

通过这一程序，航运公司的风险得
以获得保障。以下各个不合理的情

众所周知的。

况将得以终结：
货运代理人可能是作为货主的代表
最佳做法
现金交易应当被视为历史遗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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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也可能受货主委托作为契约
承运人（无船承运人）。无论哪种
情况，货运代理人皆非实际货主，



按每个集装箱计算担保金额



行政噩梦



不合理的退款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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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做法
情形
在安排内陆拖运时，航运公司
将集装箱运至港口的前期运输以及集装箱出港后的后续运输可能由承运

实际上是在和他们的客户，即

人拖运，也可能由货主安排拖运。集装箱承运人有提供与货运代理人类

货运代理人竞争。当市场实体

似的服务。在承运人拖运的情况下，承运人不需要考虑现金担保的问题

有权力对其竞争对手收取不合

，而在货方拖运的情况下，货运代理人则将面临现金担保的问题，因此
这二者之间可能发生扭曲的市场竞争。
有迹象表明，航运公司滥用自己的身份，获取不公平的市场优势。

理的费用、加诸不合理的手续
时，市场效率将大打折扣。无
论是通过货方拖运还是通过承
运人拖运的方式运输集装箱，
对待客户的方式应当是平等且
公平的。在现今的商业环境中
，对货方拖运的集装箱收取现
金担保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
道德的。我们只能假定，这种
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挤兑
安排货方拖运的货运代理人的
生存空间。

FIATA 建议进行商业合作的各
方应就合作条款进行磋商，减
少这种不公平差别化的现象。
FIATA 同时鼓励会员协会了解
各自司法辖区内与此问题相关
的反垄断规定，并给予其会员
妥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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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货主/货运代理人负有在合理时间内归还合理质量的集装箱空箱的明确义务。通过收
取滞港费和滞箱费，航运公司敦促货主/货运代理人快速归还集装箱。同样，通过收
取有事实依据的清洁和维修费用，航运公司已经有措施来确保归还集装箱的良好质
量。

但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航运公司在释放进口集装箱之前要求货主提供额外担保。这些担保可能是现金押
金、保函和额外费用，同时还伴有不合理的行政程序。

为改善上述情形，FIATA 提出以下最佳做法建议：


航运公司应当将其风险评估和评估结论透明公开化。某个国家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理由不仅不够充分
，甚至带有歧视性——航运公司应当给出合理的理由，且这些理由应有书面记录支持。



现金交易应当被视为历史遗物，即使航运公司有正当理由要求额外担保，以确保集装箱得以以良好状况
归还（如上所述），航运公司要求的也应当是银行担保。银行担保的金额也不应按照货运代理人所经手
的每个集装箱计算，而应根据其平均在运集装箱的百分比进行风险评估，进而基于风险评估结果计算。



无论是通过货方拖运还是通过承运人拖运的方式运输集装箱，对待客户的方式应当是平等且公平的。在
现今的商业环境中，对货方拖运的集装箱收取现金担保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我们只能假定，
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挤兑安排货方拖运的货运代理人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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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最佳作法协力提供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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