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１日订于维也纳） 

 
Конвенция о договор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упли-продажи товар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Mandarin Version) 

 
 

 
 

https://miripravo.ru/lsa01 
 
 

 
 
 

 
 

https://miripravo.ru/
https://miripravo.ru/lsa01


MIRIPRAVO.RU —образц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трактов от а до Z 

 
本公约各缔约国， 
铭记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

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的广

泛目标， 
考虑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是

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认为采用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

制度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将有

助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

贸易的发展， 
兹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适用范围和总则 
第一章 适用范围 
 
第一条 
（１）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

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ａ）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 
（ｂ）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

约国的法律。 
（２）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事实，

如果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

立合同时，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

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出，应不予考虑。 
（３）在确定本公约的适用时，当事人的

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

应不予考虑。 
第二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ａ）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

的销售，除非卖方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

或订立合同时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

些货物是购供任何这种使用； 
（ｂ）经由拍卖的销售； 
（ｃ）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它令状的销

售； 
（ｄ）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

或货币的销售； 
（ｅ）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 
（ｆ）电力的销售。 
第三条 
（１）供应尚待制造或生产的货物的合同

应视为销售合同，除非订购货物的当事人

保证供应这种制造或生产所需的大部分重

要材料。 
（２）本公约不适用于供应货物一方的绝

大部分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它服务的合

同。 
第四条 
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和卖方和

买方因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特

别是，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以下

事项无关： 
（ａ）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

或任何惯例的效力； 
（ｂ）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

影响。 
第五条 
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

造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 
第六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十

二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

改变其效力。 
第二章 总则 
第七条 
（１）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

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

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 
（２）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

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

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

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第八条 
（１）为本公约的目的，一方当事人所作

的声明和其它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

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

道此一意旨。 
（２）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

所作的声明和其它行为，应按照一个与另

一方当事人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

相同情况中，应有的理解来解释。 
（３）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

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

到与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

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

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第九条 
（１）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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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

事人均有约束力。 
（２）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

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

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

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

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

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 
第十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 
（ａ）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

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

业地为其营业地，但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

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ｂ）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其惯

常居住地为准。 
第十一条 
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

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它条件的限制。 
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

证明。 
第十二条 
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

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

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它意旨表示得以

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

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已按照

本公约第九十六条做出了声明的一个缔约

国内，各当事人不得减损本条或改变其效

力。 
第十三条 
为本公约的目的，“书面”包括电报和电传。 
第二部分 合同的订立 
第十四条 
（１）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

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

发价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

构成发价。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

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

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 
（２）非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

的建议，仅应视为邀请做出发价，除非提

出建议的人明确地表示相反的意向。 
第十五条 

（１）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时生效。 
（２）一项发价，即使是不可撤销的，得

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被发价

人之前或同时，送达被发价人。 
第十六条 
（１）在未订立合同之前，发价得予撤销，

如果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

前送达被发价人。 
（２）但在下列情况下，发价不得撤销： 
（ａ）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它

方式表示发价是不可撤销的；或 
（ｂ）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

可撤销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 
发价的信赖行事。 
第十七条 
一项发价，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于拒绝通

知送达发价人时终止。 
第十八条 
（１）被发价人声明或做出其它行为表示

同意一项发价，即是接受，缄默或不行动

本身不等于接受。 
（２）接受发价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发

价人时生效。如果表示同意的通知在发价

人所规定的时间内，如未规定时间，在一

段合理的时间内，未曾送达发价人，接受

就成为无效，但须适当地考虑到交易的情

况，包括发价人所使用的通讯方法的迅速

程序。对口头发价必须立即接受，但情况

有别者不在此限。 
（３）但是，如果根据该项发价或依照当

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作法和惯例，被发价

人可以做出某种行为，例如与发运货物或

支付价款有关的行为，来表示同意，而无

须向发价人发出通知，则接受于该项行为

做出时生效，但该项行为必须在上一款所

规定的期间内做出。 
 
第十九条 
（１）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

或其它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价，

并构成还价。 
（２）但是，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

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

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

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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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

如果发价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

就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

的更改为准。 
（３）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

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

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

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

更发价的条件。 
第二十条 
（１）发价人在电报或信件内规定的接受

期间，从电报交发时刻或信上载明的发信

日期起算，如信上未载明发信日期，则从

信封上所载日期起算。发价人以电话、电

传或其它快速通讯方法规定的接受期间，

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时起算。 
（２）在计算接受期间时，接受期间内的

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应计算在内。但是，

如果接受通知在接受期间的最后１天未能

送到发价人地址，因为那天在发价人营业

地是正式假日或非营业日，则接受期间应

顺延至下一个营业日。 
第二十一条 
（１）逾期接受仍有接受的效力，如果发

价人毫不迟延地用口头或书面将此种意见

通知被发价人。 
（２）如果载有逾期接受的信件或其它书

面文件表明，它是在传递正常、能及时送

达发价人的情况下寄发的，则该项逾期接

受具有接受的效力，除非发价人毫不迟延

地用口头或书面通知被发价人：他认为他

的发价已经失效。 
第二十二条 
接受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接受原应

生效之前或同时，送达发价人。 
第二十三条 
合同于按照本公约规定对发价的接受生效

时订立。 
第二十四条 
为公约本部分的目的，发价、接受声明或

任何其它意旨表示“送达”对方，系指用

口头通知对方或通过任何其它方法送交对

方本人，或其营业地或通讯地址，如无营

业地或通讯地址，则送交对方惯常居住地。 
 

第三部分 货物销售 
第一章 总则 
第二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

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

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

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

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

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

果。 
第二十六条 
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

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 
第二十七条 
除非公约本部分另有明文规定，当事人按

照本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

任何通知、要求或其它通知后，这种通知

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错误，或者未能到

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知的

权利。 
第二十八条 
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权

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

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

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

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 
第二十九条 
（１）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

改或终止。 
（２）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

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它

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

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

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 
 
第二章 卖方的义务 
第三十条 
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

货物，移交一切与货物有关的单据并转移

货物所有权。 
 
第一节 交付货物和移交单据 
第三十一条 
如果卖方没有义务要在任何其它特定地点

交付货物，他的交货义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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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

卖方应把货物移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

给买方； 
（ｂ）在不属于上款规定的情况下，如果

合同指的是特定货物或从特定存货中提取

的或尚待制造或生产的未经特定化的货物，

而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这些货

物是在某一特定地点，或将在某一特定地

点制造或生产，卖方应在该地点把货物交

给买方处置； 
（ｃ）在其它情况下，卖方应在他于订立

合同时的营业地把货物交给买方处置。 
第三十二条 
（１）如果卖方按照合同或本公约的规定

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但货物没有以货物

上加标记、或以装运单据或其它方式清楚

地注明有关合同，卖方必须向买方发出列

明货物的发货通知。 
（２）如果卖方有义务安排货物的运输，

他必须订立必要的合同，以按照通常运输

条件，用适合情况的运输工具，把货物运

到指定地点。 
（３）如果卖方没有义务对货物的运输办

理保险，他必须在买方提出要求时，向买

方提供一切现有的必要资料，使他能够办

理这种保险。 
第三十三条 
卖方必须按以下规定的日期交付货物： 
（ａ）如果合同规定有日期，或从合同可

以确定日期，应在该日期交货； 
（ｂ）如果合同规定有一段时间，或从合

同可以确定一段时间，除非情况表明应由

买方选定一个日期外，应在该段时间内任

何时候交货；或者 
（ｃ）在其它情况下，应在订立合同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交货。 
第三十四条 
如果卖方有义务移交与货物有关的单据，

他必须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

式移交这些单据。如果卖方在那个时间以

前已移交这些单据，他可以在那个时间到

达前纠正单据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

但是，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遭受不

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但是，

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的

任何权利。 
 
第二节 货物相符与第三方要求 
第三十五条 
（１）卖方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

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 
同所规定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２）除双方当事人业已另有协议外，货

物除非符合以下规定，否则即为与合同 
不符： 
（ａ）货物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

的目的； 
（ｂ）货物适用于订立合同时曾明示或默

示地通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目的，除非情况

表明买方并不依赖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力，

或者这种依赖对他是不合理的； 
（ｃ）货物的质量与卖方向买方提供的货

物样品或样式相同； 
（ｄ）货物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装箱

或包装，如果没有此种通用方式，则按照

足以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装箱或包装。 
（３）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不

可能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卖方就无须 
按上一款（ａ）项至（ｄ）项负有此种不

符合同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１）卖方应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

对风险移转到买方时所存在的任何不符合

同情形，负有责任，即使这种不符合同情

形在该时间后方始明显。 
（２）卖方对在上一款所述时间后发生的

任何不符合同情形，也应负有责任，如果

这种不符合同情形是由于卖方违反他的某

项义务所致，包括违反关于在一段时间内

货物将继续适用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某

种特定目的，或将保持某种特定质量或性

质的任何保证。 
第三十七条 
如果卖方在交货日期前交付货物，他可以

在那个日期到达前，交付任何缺漏部分或

补足所交付货物的不足数量，或交付用以

替换所交付不符合同规定的货物，或对所

交付货物中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做出

补救，但是，此一权利的行使不得使买方

遭受不合理的不便或承担不合理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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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规定的要求损害

赔偿的任何权利。 
第三十八条 
（１）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

时间内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 
（２）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检验

可推迟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进行。 
（３）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

再发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 
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

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

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第三十九条 
（１）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必须在发现

或理应发现不符情形后一段合理时间内通

知卖方，说明不符合同情形的性质，否则

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 
（２）无论如何，如果买方不在实际收到

货物之日起两年内将货物不符合同情形通

知卖方，他就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的权

利，除非这一时限与合同规定的保证期限

不符。 
第四十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规定指的是卖方已知道

或不可能不知道而又没有告知买方的一些

事实，则卖方无权援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 
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

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

在这种权利或要求的条件下，收取货物。

但是，如果这种权利或要求是以工业产权

或其它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卖方的义务应

依照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１）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

不能根据工业产权或其它知识产权主张任

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但以卖方在订立合

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权利或要求

为限，而且这种权利或要求根据以下国家

的法律规定是以工业产权或其它知识产权

为基础的： 
（ａ）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预期

货物将在某一国境内转售或做其它使用，

则根据货物将在其境内转售或做其它使用

的国家的法律；或者 
（ｂ）在任何其它情况下，根据买方营业

地所在国家的法律。 
（２）卖方在上一款中的义务不适用于以

下情况： 
（ａ）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

不知道此项权利或要求；或者 
（ｂ）此项权利或要求的发生，是由于卖

方要遵照买方所提供的技术图样、图案、 
程式或其它规格。 
第四十三条 
（１）买方如果不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第

三方的权利或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内，将

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通知卖方，就丧失

援引第四十一条或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权利。 
（２）卖方如果知道第三方的权利或要求

以及此一权利或要求的性质，就无权援引

上一款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尽管有第三十九条第（１）款和第四十三

条第（１）款的规定，买方如果对他未发

出所需的通知具备合理的理由，仍可按照

第五十条规定减低价格，或要求利润损失

以外的损害赔偿。 
 
第三节 卖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四十五条 
（１）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

中的任何义务，买方可以： 
（ａ）行使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二条所规

定的权利； 
（ｂ）按照第七十四条至第七十七条的规

定，要求损害赔偿。 
（２）买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

何权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它补救办法 
的权利而丧失。 
（３）如果买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

办法，法院或仲裁庭不得给予卖方宽限 
期。 
第四十六条 
（１）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除非

买方已采取与此一要求相抵触的某种补救

办法。 
（２）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只有在此

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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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交付替代货物，而且关于替代货

物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三十九条发出的

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３）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买方可以要求

卖方通过修理对不符合同之处做出补救 
，除非他考虑了所有情况之后，认为这样

做是不合理的。修理的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三十九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

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理时间内提出。 
第四十七条 
（１）买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时间，让卖方履行其义务。 
（２）除非买方收到卖方的通知，声称他

将不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买方在

这段时间内不得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

办法。但是，买方并不因此丧失他对迟延

履行义务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

权利。 
第四十八条 
（１）在第四十九条的条件下，卖方即使

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付费用，对任何

不履行义务做出补救，但这种补救不得造

成不合理的迟延，也不得使买方遭受不合

理的不便，或无法确定卖方是否将偿付买

方预付的费用。但是，买方保留本公约所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权利。 
（２）如果卖方要求买方表明他是否接受

卖方履行义务，而买方不在一段合理时间

内对此一要求做出答复，则卖方可以按其

要求中所指明的时间履行义务。买方不得

在该段时间内采取与卖方履行义务相抵触

的任何补救办法。 
（３）卖方表明他将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履

行义务的通知，应视为包括根据上一款规

定要买方表明决定的要求在内。 
（４）卖方按照本条第（２）和第（３）

款做出的要求或通知，必须在买方收到后，

始生效力。 
第四十九条 
（１）买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

效： 
（ａ）卖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

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ｂ）如果发生不交货的情况，卖方不在

买方按照第四十七条第（１）款规定的 
额外时间内交付货物，或卖方声明他将不

在所规定的时间内交付货物。 
（２）但是，如果卖方已交付货物，买方

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ａ）对于迟延交货，他在知道交货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 
（ｂ）对于迟延交货以外的任何违反合同

事情： 
（一）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

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二）他在买方按照第四十七条第（１）

款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卖方

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履行义务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三）他在卖方按照第四十八条第（２）

款指明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买方

声明他将不接受卖方履行义务后一段合理

时间内这样做。 
第五十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不论价款是否已付，

买方都可以减低价格，减价按实际交付的

货物在交货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

当时的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算。但是，

如果卖方按照第三十七条或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对任何不履行义务做出补救，或者买

方拒绝接受卖方按照该两条规定履行义务，

则买方不得减低价格。 
第五十一条 
（１）如果卖方只交付一部分货物，或者

交付的货物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合同规定，

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条的规定适用于缺漏

部分及不符合同规定部分的货物。 
（２）买方只有在完全不交付货物或不按

照合同规定交付货物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

才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 
第五十二条 
（１）如果卖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

买方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 
（２）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合同

规定的数量，买方可以收取也可以拒绝收

取多交部分的货物。如果买方收取多交部

分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他必须按合同价

格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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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买方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

价款和收取货物。 
第一节 支付价款 
第五十四条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根据合同或任何

有关法律和规章规定的步骤和手续，以便

支付价款。 
第五十五条 
如果合同已有效的订立，但没有明示或暗

示地规定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价格，在没

有任何相反表示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应

视为已默示地引用订立合同时此种货物在

有关贸易的类似情况下销售的通常价格。 
第五十六条 
如果价格是按货物的重量规定的，如有疑

问，应按净重确定。 
第五十七条 
（１）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它特定

地点支付价款，他必须在以下地点向卖方

支付价款： 
（ａ）卖方的营业地；或者 
（ｂ）如凭移交货物或单据支付价款，则

为移交货物或单据的地点。 
（２）卖方必须承担因其营业地在订立合

同后发生变动而增加的支付方面的有关费

用。 
第五十八条 
（１）如果买方没有义务在任何其它特定

时间内支付价款，他必须于卖方按照合同

和本公约规定将货物或控制货物处置权的

单据交给买方处置时支付价款。卖方可以

支付价款作为移交货物或单据的条件。 
（２）如果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卖方

可以在支付价款后方可把货物或控制货物

处置权的单据移交给买方作为发运货物的

条件。 
（３）买方在未有机会检验货物前，无义

务支付价款，除非这种机会与双方当事人

议定的交货或支付程序相抵触。 
第五十九条 
买方必须按合同和本公约规定的日期或从

合同和本公约可以确定的日期支付价款，

而无需卖方提出任何要求或办理任何手续。 

第二节 收取货物 
第六十条 
买方收取货物的义务如下： 
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行动，以期卖方能交

付货物；和接收货物。 
第三节 买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第六十一条 
（１）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

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 
（ａ）行使第六十二条至第六十五条所规

定的权利； 
（ｂ）按照第七十四至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要求损害赔偿。 
（２）卖方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

何权利，不因他行使采取其它补救办法的

权利而丧失。 
（３）如果卖方对违反合同采取某种补救

办法，法院或仲裁庭不得给予买方宽限期。 
第六十二条 
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支付价款、收取货物或

履行他的其它义务，除非卖方已采取与此

一要求相低触的某种补救办法。 
第六十三条 
（１）卖方可以规定一段合理时限的额外

时间，让买方履行义务。 
（２）除非卖方收到买方的通知，声称他

将不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卖方不

得在这段时间内对违反合同采取任何补救

办法。但是，卖方并不因此丧失他对迟延

履行义务可能享有的要求损害赔偿的任何

权利。 
第六十四条 
（１）卖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宣告合同无

效： 
（ａ）买方不履行其在合同或本公约中的

任何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或 
（ｂ）买方不在卖方按照第六十三条第

（１）款规定的额外时间内履行支付价款

的义务或收取货物，或买方声明他将不在

所规定的时间内这样做。 
（２）但是，如果买方已支付价款，卖方

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除非： 
（ａ）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他在知道

买方履行义务前这样做；或者 
（ｂ）对于买方迟延履行义务以外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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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合同事情： 
（一）他在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违反合

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或 
（二）他在卖方按照第六十三条第（１）

款规定的任何额外时间满期后或在买方 
声明他将不在这一额外时间内履行义务后

一段合理时间内这样做。 
第六十五条 
（１）如果买方应根据合同规定订明货物

的形状、大小或其它特征，而他在议定的

日期或在收到卖方的要求后一段合理时间

内没有订明这些规格，则卖方在不损害其

可能享有的任何其它权利的情况下，可以

依照他所知的买方的要求，自己订明规格。 
（２）如果卖方自己订明规格，他必须把

订明规格的细节通知买方，而且必须规定

一段合理时间，让买方可以在该段时间内

订出不同的规格。如果买方在收到这种通

知后没有在该段时间内这样做，卖方所订

的规格就具有约束力。 
 
第四章 风险移转 
第六十六条 
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

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

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行为或不行

为所造成。 
第六十七条 
（１）如果销售合同涉及到货物的运输，

但卖方没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交付货物，

自货物按照销售合同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

转交给买方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

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

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

人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受

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

风险的移转。 
（２）但是，在货物以货物上加标记、或

以装运单据、或向买方发出通知或其它方

式清楚地注明有关合同以前，风险不移转

到买方承担。 
 
第六十八条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

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

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

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

由买方承担。尽管如此，如果卖方在订立

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遗失或

损坏，而他又不将这一事实告之买方，则

这种遗失或损坏应由卖方负责。 
第六十九条 
（１）在不属于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

规定的情况下，从买方接收货物时起，或

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内这样做，则从货

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

同时起，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 
（２）但是，如果买方有义务在卖方营业

地以外的某一地点接收货物，当交货时间

已到而买方知道货物已在该地点交给他处

置时，风险方始移转。 
（３）如果合同指的是当时未加识别的货

物，则这些货物在未清楚注明有关合同以

前，不得视为已交给买方处置。 
第七十条 
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第六十七条、

第六十八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不损害

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

救办法。 
第五章 卖方和买方义务的一般规定 
第一节 预期违反合同和分批交货合同 
第七十一条 
（１）如果订立合同后，另一方当事人由

于下列原因显然将不履行其大部分重要义

务，一方当事人可以中止履行义务： 
（ａ）他履行义务的能力或他的信用有严

重缺陷；或 
（ｂ）他在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中的

行为。 
（２）如果卖方在上一款所述的理由明显

化以前已将货物发运，他可以阻止将货物

交给买方，即使买方持有其有权获得货物

的单据。本款规定只与买方和卖方间对货

物的权利有关。 
（３）中止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论是

在货物发运前还是发运后，都必须立即通

知另一方当事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对履

行义务提供充分保证，则他必须继续履行

义务。 
第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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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果在履行合同日期之前，明显看

出一方当事人将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２）如果时间许可，打算宣告合同无效

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合

理的通知，使他可以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

保证。 
（３）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声明他将不履

行其义务，则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 
第七十三条 
（１）对于分批交付货物的合同，如果一

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义务，

便对该批货物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则另一

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对该批货物无效。 
（２）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任何一批

货物的义务，使另一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

断定对今后各批货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

同，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一段合理时间

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 
（３）买方宣告合同对任何一批货物的交

付为无效时，可以同时宣告合同对已交付

的或今后交付的各批货物均为无效，如果

各批货物是互相依存的，不能单独用于双

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设想的目的。 
 
第二节 损害赔偿 
第七十四条 
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应负的损害赔偿额，

应与另一方当事人因他违反合同而遭受的

包括利润在内的损失额相等。这种损害赔

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

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事实和情

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的可

能损失。 
第七十五条 
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在宣告无效后一

段合理时间内，买方已以合理方式购买替

代货物，或者卖方已以合理方式把货物转

卖，则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可以取得合同

价格和替代货物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

按照第七十四条规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他

损害赔偿。 
 
第七十六条 
（１）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而货物又有

时价，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如果没有根

据第七十五条规定进行购买或转卖，则可

以取得合同规定的价格和宣告合同无效时

的时价之间的差额以及按照第七十四条规

定可以取得的任何其它损害赔偿。但是，

如果要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在接收货物之后

宣告合同无效，则应适用接收货物时的时

价，而不适用宣告合同无效时的时价。 
（２）为上一款的目的，时价指原应交付

货物地点的现行价格，如果该地点没有时

价，则指另一合理替代地点的价格，但应

适当地考虑货物运费的差额。 
第七十七条 
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

采取合理措施，减轻由于该另一方违反合

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

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一方可

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

失数额。 
 
第三节 利息 
第七十八条 
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支付价款或任何其它

拖欠金额，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对这些款额

收取利息，但不妨碍要求按照第七十四条

规定可以取得的损害赔偿。 
第四节 免责 
第七十九条 
（１）当事人对不履行义务，不负责任，

如果他能证明此种不履行义务，是由于某

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

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

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２）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他所

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

方不履行义务所致，该当事人只有在以下

情况下才能免除责任： 
（ａ）他按照上一款的规定应免除责任，

和 
（ｂ）假如该项的规定也适用于他所雇用

的人，这个人也同样会免除责任。 
（３）本条所规定的免责对障碍存在的期

间有效。 
（４）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

对他履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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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

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仍

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他对由于另一方未收

到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５）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何一方行使本公

约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 
第八十条 
一方当事人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使得另一

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不得声称该另一

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 
 
第五节 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第八十一条 
（１）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在合同中

的义务，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

责。宣告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关于解决争

端的任何规定，也不影响合同中关于双方

在宣告合同无效后权利和义务的任何其它

规定。 
（２）已全部或局部履行合同的一方，可

以要求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

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

必须同时这样做。 
第八十二条 
（１）买方如果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

原状归还货物，他就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

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 
（２）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ａ）如果不可能归还货物或不可能按实

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并非由于买

方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或者 
（ｂ）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的毁灭或变

坏，是由于按照第三十八条规定进行检验

所致；或者 
（ｃ）如果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在买方发

现或理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为买方

在正常营业过程中售出，或在正常使用过

程中消费或改变。 
第八十三条 
买方虽然依第八十二条规定丧失宣告合同

无效或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但

是根据合同和本公约规定，他仍保有采取

一切其它补救办法的权利。 
第八十四条 
（１）如果卖方有义务归还价款，他必须

同时从支付价款之日起支付价款利息。 
（２）在以下情况下，买方必须向卖方说

明他从货物或其中一部分得到的一切利 
益： 
（ａ）如果他必须归还货物或其中一部分；

或者 
（ｂ）如果他不可能归还全部或一部分货

物，或不可能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

全部或一部分货物，但他已宣告合同无效

或已要求卖方支付替代货物。 
第六节 保全货物 
第八十五条 
如果买方推迟收取货物，或在支付价款和

交付货物应同时履行时，买方没有支付价

款，而卖方仍拥有这些货物或仍能控制这

些货物的处置权，卖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

理措施，以保全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

物，直至买方把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他

为止。 
 
第八十六条 
（１）如果买方已收到货物，但打算行使

合同或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把货物退

回，他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保全

货物。他有权保有这些货物，直至卖方把

他所付的合理费用偿还给他为止。 
（２）如果发运给买方的货物已到达目的

地，并交给买方处置，而买方行使退货权

利，则买方必须代表卖方收取货物，除非

他这样做需要支付价款而且会使他遭受不

合理的不便或需承担不合理的费用。如果

卖方或受权代表他掌管货物的人也在目的

地，则此一规定不适用。如果买方根据本

款规定收取货物，他的权利和义务与上一

款所规定的相同。 
 
第八十七条 
有义务采取措施以保全货物的一方当事人，

可以把货物寄放在第三方的仓库，由另一

方当事人担负费用，但该项费用必须合理。 
第八十八条 
（１）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在收取货物或收

回货物或支付价款或保全货物费用方面有

不合理的迟延，按照第八十五条或第八十

六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的一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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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取任何适当办法，把货物出售，但

必须事前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合理的意向

通知。 
（２）如果货物易于迅速变坏，或者货物

的保全牵涉到不合理的费用，则按照第八

十五条或第八十六条规定有义务保全货物

的一方当事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把货

物出售，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必须把出售

货物的打算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３）出售货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从销

售所得收入中扣回为保全货物和销售货物

而付的合理费用。他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

说明所余款项。 
第四部分 最后条款 
第八十九条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第九十条 
本公约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以缔结并载有

与属于本公约范围内事项有关的条款的任

何国际协定，但以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均

在这种协定的缔约国内为限。 
第九十一条 
（１）本公约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会议闭幕会议上开放签字，并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继续开放签字，直至１９８１年９

月３０日为止。 
（２）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核

准。 
（３）本公约从开放签字之日起开放给所

有非签字国加入。 
（４）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和加入书

应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存放。 
第九十二条 
（１）缔约国可在签字、批准、接受、核

准或加入时声明他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的

约束或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的约束。 
（２）按照上一款规定就本公约第二部分

或第三部分做出声明的缔约国，在该声明

适用的部分所规定事项上，不得视为本公

约第一条第（１）款范围内的缔约国。 
第九十三条 
（１）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领土单位，而依照该国宪法规定、各领土

单位对本公约所规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

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字、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时声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

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领

土单位，并且可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修

改其所做的声明。 
（２）此种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且明确

地说明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３）如果根据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

约适用于缔约国的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部

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

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的目的，该营业

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

则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４）如果缔约国没有按照本条第（１）

款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

土单位。 
第九十四条 
（１）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相同

或非常近似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适用于营

业地在这些缔约国内的当事人之间的销售

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订立。此种

声明可联合做出，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

的方式做出。 
（２）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

个或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非常近似的

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随时声明本公约不

适用于营业地在这些非缔约国内的当事人

之间的销售合同，也不适用于这些合同的

订立。 
（３）作为根据上一款所做声明对象的国

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这项声明从本公

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具有根据第

（１）款所做声明的效力，但以该新缔约

国加入这项声明，或做出相互单方面声明

为限。 
第九十五条 
任何国家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

书或加入书时，可声明它不受本公约第一

条第（１）款（ｂ）项的约束。 
 
第九十六条 
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

书面证明的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十二

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十一条、第二十

九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

https://miripravo.ru/


MIRIPRAVO.RU —образц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трактов от а до Z 

 
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

它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

任何规定不适用，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

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 
第九十七条 
（１）根据本公约规定在签字时做出的声

明，须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时加以确认。 
（２）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

并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３）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开始生效

时同时生效。但是，保管人于此种生效后

收到正式通知的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

明之日起６个月后的第１个月第１天生效。

根据第九十四条规定做出的相互单方面声

明，应于保管人收到最后一份声明之日起

６个月后的第１个月第１天生效。 
（４）根据本公约规定做出声明的任何国

家可以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该

项声明。此种撤回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

起６个月后的第１个月第１天生效。 
（５）撤回根据第九十四条做出的声明，

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就会使另一国家根据

该条所做的任何相互声明失效。 
第九十八条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作任何

保留。 
第九十九条 
（１）在本条第（６）款规定的条件下，

本公约在第十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包括载有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

做出的声明的文书交存之日起１２月后的

第１个月第１天生效。 
（２）在本条第（６）款规定的条件下，

对于在第１０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

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准、接受、核准或加

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其批

准书、接受书、核准车或加入书之日起１

２个月后的第１个月第１天对该国生效，

但不适用的部分除外。 
（３）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

国家，如果是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海牙签

订的《关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统一

法公约》（《１９６４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和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在海牙签订的《关

于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的公约》（《１９６

４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中一项或两项公

约的缔约国。应按情况同时通知荷兰政府

声明退出《１９６４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或《１９６４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或退

出该两公约。 
（４）凡为《１９６４年海牙货物销售公

约》缔约国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声明或业已声

明不受本公约第二部分约束的国家，应于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

声明退出《１９６４年海牙货物销售公约》。 
（５）凡为《１９６４年海牙订立合同公

约》缔约国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公约和根据第九十二条规定声明或业已声

明不受本公约第三部分约束的国家，应于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通知荷兰政府

声明退出《１９６４年海牙订立合同公约》。 
（６）为本条的目的，《１９６４年海牙订

立合同公约》或《１９６４年海牙货物销

售公约》的缔约国的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入本公约，应在这些国家按照规定退出

该两公约生效后方始生效。本公约保管人

应与１９６４年两公约的保管人荷兰政府

进行协商，以确保在这方面进行必要的协

调。 
 
第一百条 
（１）本公约适用于合同的订立，只要订

立该合同的建议是在本公约对第一条第

（１）款（ａ）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

（１）款（ｂ）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或

其后作出的。 
（２）本公约只适用于在它对第一条第

（１）款（ａ）项所指缔约国或第一条第

（１）款（ｂ）项所指缔约国生效之日或

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一百零一条 
（１）缔约国可以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

声明退出本公约，或本公约第二部分或第

三部分。 
（２）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１２个月后

的第１个月第１天起生效。凡通知内订明

一段退出生效的更长时间，则退出于保管

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时间满时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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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１日订于维也纳，正本

１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

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都具有同等

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

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 本公约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生效。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代表签署本公约，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

１日交存核准书。核准书中载明，中国不

受公约第一条第（１）款（Ｄ）、第十一条

及与第十一条内容有关的规定的约束。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联合

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ＵＮＣＩＴ－ＲＡ

Ｌ）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１日在维也纳召

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的。该公约于１９８

８年１月１日生效。目前批准加入和认可

该公约的国家有３２个国家，它们是： 
阿根廷①、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

⑧⑨、智利①、中国②＊、捷克斯洛伐克

③、丹麦④、⑤、埃及、芬兰④⑤、法国、

法国⑦、加纳、几内亚、匈牙利①、伊拉

克、意大利、莱索托、墨西哥、荷兰、挪

威④⑤、波兰、罗马尼亚、新加坡、瑞典

④、⑤、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

利坚合众国③、委瑞内拉、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①、苏联①、南斯拉夫、

赞比亚。 
上述国别后之序号代表该国在加入公约时

所做的声明和保留内容，具体如下： 
①阿根廷、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智利、匈牙利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政府在批准该公约时根据公约第

十二条和第九十六条规定声明，公约第十

一条、第二十九条或第二部分任何条款凡

准予以书面形式以外的任何形式签订销售

合同或根据协议对其进行修改或予以终止，

或进行报价、认可或表示意向者不适用于

在它们各自国家内设有营业点的任何当事

方。 
 
②中国政府在认可公约时宣布，它不受第

一条第（１）款（ｂ）项和第十一条的约

束，也不受公约内与第十一条内容有关的

规定的约束。 
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在批准公约时宣布，它们不受第一条第一

款（ｂ）项的约束。 
④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府在批准公

约时根据第九十二条第（１）款的规定宣

布，它们不受公约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的约束。 
⑤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政府在批准公

约时根据第九十四条第（１）款和第（２）

款声明，公约不适用于营业地点设在丹麦、

芬兰、瑞典、冰岛或挪威的当事方的销售

合同。 
⑥匈牙利政府在批准公约时声明，它认为

经济互助委员会各成员国组织之间交货的

共同条件应受公约第九十条规定的约束。 
⑦德国政府在批准公约时宣布，对于已经

声明不适用第一条第（１）款（ｂ）项的

任何国家，它将不适用第一条第（１）款

（ｂ）项。 
⑧加拿大政府在加入该公约时宣布，根据

该公约第９３条，该公约不适用于艾伯塔、

不列颠哥伦比亚，曼尼托巴、新不伦瑞克、

纽芬兰、新斯科舍、安大略、受德华太子

岛和西北地区。 
⑨加拿大政府在加入该公约时宣布，根据

该公约第９５条，就不列颠哥伦比亚而言，

加拿大不受该公约第一条第（１）款（ｂ）

项的约束。 
 
＊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在公

约上签字并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批

准该公约。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１９８１年８月１

３日签署，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３日批准 
了该公约；公约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１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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