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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闻 

 

国内最大海上油气田发生溢油事故 

国内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位于渤海

的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美国康菲石

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石油中国有限

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 19－3 油田在 6 月

初发生溢油事故。根据国家海洋局 7 月

5 日通报的情况，本次溢油污染造成劣

四类海水面积 840 平方公里，对油田以

及周边海域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

污染损害。漏油造成的污染范围远远超

出了中海油公司之前声称的 200 平方

米。国家海洋局官员称康菲石油中国有

限公司应该承担溢油事故的法律责任。 

 

交通运输部：国内船舶可免费订制 

电子海图在线服务 

2011 年 6 月 14 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在上海正式开通“中国海事航海图书资

料发行网”（www.chart.gov.cn），并向国

内航运业免费提供官方的沿海电子海

图、内河水域的电子航行示意图及电子

海图更新信息，此举标志着我国电子海

图在线服务体系建设跨上新台阶。 

 

中日韩即将实现动态船期数据共享 

在6月22日落幕的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

网络第二次技术会议上，来自中国、日

本、韩国三方代表团就动态船期数据元、

代码集以及三方物流信息系统接口标准

等内容达成共识，从而为下一步三方各

自进行互联系统开发建设、测试港口动

态船期数据共享奠定了基础。 

敬海快讯 
 

本所与阿肯色州世贸中心在美国 Rogers 合作举办中国法律研讨会

2011 年 6 月 6 日，我所合伙人沈祥满律师与高级客户经理黄沃森先

生前往美国阿肯色州的 Rogers——沃尔玛的供应商和对沃尔玛的服

务企业的枢纽中心，以在中国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为题进行演讲。

来自阿肯色州面向中国开展业务的 30 多家公司的 50 多位代表出席

了本次研讨会。在研讨会活动进行中，本所合伙人沈祥满律师与阿

肯色州世贸中心的总裁 Dan Hendrix 代表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

加强本所与阿肯色州世贸中心在未来的项目合作，以及共同促进双

边企业在两地的业务发展。 

 

本所律师在美国西雅图出席 TerraLex 国际律师联盟会议 

2011 年 6 月 1 日至 5 日，我所管理合伙人王敬律师、合伙人沈祥满

律师及高级客户经理黄沃森代表我所在美国西雅图出席 TerraLex 全

球会议。TerraLex 是一个全球性律师事务所网络，我所是该联盟在

广州与深圳等华南地区的代表。借本次会议，我所律师与众多感兴

趣的 TerraLex 会员律师进行了友好会面和交流，本所黄沃森先生受

邀代表我所就如何在市场推广中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 Linkedln 为主

题向各会员发表演讲。 

 

青岛分所成功举办“2011 青岛航运论坛” 

2011 年 6 月 16 日，由青岛分所主办的“2011 青岛航运论坛”在青

岛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以船舶融资、保险及常见航运法律问题为

主题，青岛分所合伙人袁晖律师为来自 Watson, Farley & Williams 的

演讲嘉宾 Clarence Ho 先生担任现场翻译，并随后作了题为《船员人

身伤害赔偿有关问题的探讨》的演讲。其他演讲嘉宾分别就船舶融

资、海盗问题、租约纠纷、涉外管辖和法律适用、海事证据和保险

问题展开演讲。本次研讨会成功地为山东及其他地区的航运界、保

险界以及律师、保险和中介机构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高端航运法

律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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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 预期 今年海盗袭击要高于去年 

总部设于吉隆坡的国际海事局（IMB）

海盗报告中心，其主管蒙库达日前总结

上半年工作时形容，索马里海盗袭击商

船行为已经发展成为“海盗产业规模”。

他警告，IMB 预期今年海盗袭击个案总

量高于去年。“海盗要求赎金叫价愈来愈

大。”目前，80%抓捕海盗个案是以释放

告终，他呼吁不能手软，应予起诉，以

免传出错误讯息。 

 

马士基与中国开发银行签署战略合作 

马士基船舶租赁卖买公司（Maersk 

Broker）日前在希腊雅典与中国开发银

行代表，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旨在

加强在新船和其他海事领域的金融服务

合作。 

 

青岛决心打造“蓝色硅谷” 

在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城市转型

升级的双重目标中，青岛将城市定位与

发展优势充分结合，确定了打造中国“蓝

色硅谷”的发展新航标，致力于成为国

家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走向深海的

桥头堡。 

 

青岛市董家口港区大唐码头项目 

正式开工 

2011 年 6 月 17 日，青岛市董家口港区

大唐码头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开工。董家

口港区大唐码头的形式建设和相关联产

业的布局，为三大交易平台（矿石、石

化、煤炭）之一的煤炭交易平台构建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规动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具几处重大创新，是我国油污损害赔偿

法律制度立法的一次有益尝试。 

 

海事局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 

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顺利实施，规范海员外派管理，

海事局于 6 月 21 日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有关

事项的通知》，就海员外派机构资质、机构资质的受理审批、机构的监督管理、

海员外派备用金和海员外派突发事件的处理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新《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7 月 1 日起施行 

我国《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2011 年修改通报按规定程序业已批

准，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山东高院下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

规定：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主张按照《交强险条例》和交

强险合同，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

分别确定单项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行政强制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2011 年 6 月 30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并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实施。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7 月 1 日施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 67 次部务会审议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若干规定》，2011 年 7 月 1 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同时

施行。 

 

新《人个所得税法》获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 30 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法律规定，工资、薪

金所得，每月免征额为 3500 元，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为 3%至 45%，9 月 1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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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透过一起案件看发货托运人的法律地位 

 

背景： 

百事佳公司与大众公司签订一份销售合同，启航公司作为托运人，向鑫金航分公司办理涉案货物的托运手续，在鑫金航

分公司出口货物托运单上记载：发货人芒特公司，收货人凭指示，装货港湛江，运费预付，海运费 3,100 美元，文件费 17

美元。启航公司以托运人的名义在该托运单上盖章，鑫金航分公司以承运人名义签字盖章。 

 

随后，启航公司向鑫金航分公司支付上述海运费和文件费共计 3,117 美元。在编号 HKGCB7434825 的提单上记载：托运

人芒特公司，收货人 M/S G.K 国际，装货港香港，从湛江经香港转船至新德里，运费预付，提单于 9 月 8 日在香港签发。 

 

2007 年 9 月 10 日，启航公司开出编号为 00799563 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一份，记载：付款单位百事佳公司，

电饭煲运费 3,366 美元。该发票已由百事佳公司的纪金菲领走，但未向启航公司付款。 

 

在目的港，涉案货物被要求交纳 12%的服务费、1%至 12%的中学及高等教育社科院费、2%至 12%的教育社科院费。为

此，目的港的收货人交纳了 1,327 美元，并在付给百事佳公司的货款中扣除了该 1,327 美元。 

 

百事佳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13 日致函里集诺集装箱航运公司，指出：你公司向我司的目的港客户多收取 1,327 美元是不

合理的，我司客户已在给我司的货款里扣除该 1,327 美元，此费用不合理，请尽快退还我司。 

 

原告启航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百事佳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约定运费 3,366 美元。之后，原告又与被告鑫金航分公司签

订运输合同，约定预付运费，从起运地至目的地的运费与附加费为 3,117 美元。原告已向鑫金航分公司支付了 3,117 美元，

货物已运抵目的地，但百事佳公司以目的地收货人少付货款 1,327 美元为由，拒不向原告支付 3,366 美元。为此起诉，请求

判令两被告连带返还运费 3,366 美元，并由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百事佳公司辩称：我方作为货物电饭煲的卖方，与买方大众公司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条件是 FOB

湛江，由买方租船。我方并没有以托运人的身份向原告托运货物，原告应向最终收货人芒特公司追偿拖欠的运费。我方没有

承担运输合同的义务，也没有承诺为运费承担保证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鑫金航分公司辩称：我方与原告之间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约定的运费为 3,117 美元，原告已向

我方支付该运费，我方已将货物运抵目的地。我方有权收取运费。鑫金航分公司与百事佳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

没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相互承担担保责任，因而要求连带返还代付的运费没有事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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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 

广州海事法院认定启航公司为衔接百事佳公司与鑫金航分公司的中间人，启航公司与百事佳公司之间成立一个运输合同

关系，启航公司为契约承运人，百事佳公司为发货托运人；启航公司与鑫金航分公司之间成立另一个运输合同关系，启航公

司为托运人，鑫金航分公司为承运人。启航公司作为契约承运人，有权依约定收取运费。百事佳公司未向启航公司支付运费，

已构成违约，应向启航公司支付约定的 3,366 美元运费。 

 

广州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湛江市百事佳电器有限公司向原告湛江市启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清偿运费 3,366 美元；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虽然本案标的额不大，但是本案涉及到 FOB 条件下的卖方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身份与地位问题，极具典型意义。

卖方百事佳公司关于自己并非托运人、不应承担运输合同义务的抗辩，是相当一部 FOB 价格条件下卖方心态的真实写照。 

 

我国《海商法》明确把将货物交与承运人的人规定为托运人，本意即在于解决 FOB 价格条件下卖方对货物的控制权，

即承运人应将提单签发给卖方，使卖方以托运人的身份能在收到货款前控制货物。因卖方与货物运输合同无任何关联，不能

控制承运人掌管下的货物，这样的规定有助于避免出现在交单结汇环结出现差错或收货人拒绝支付货款时卖方因没有法律上

的起诉权而钱货两空的情况。 

 

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FOB 价格条件下的卖方百事佳公司符合将货物实际交付给承运人这个要件，即成为法定的

发货托运人，享受托运人的权利，相应地应承担托运人的义务。 

 

该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发货托运人身份的隐蔽性。法律赋予 FOB 下卖方以托运人身份，本意在于保护其权益免遭海运

合同下的不当侵犯，但在赋予法律权利的同时，必然要附加一定的法律义务，且这种义务往往已有当事人包括发货托运人的

约定或认可，如在本案提单中明确运费为起运港“预付”而不是 FOB 通常条件下的目的港“到付”。显然，卖方百事佳公司作为

法定的托运人，在这种情况下应承担托运人的主要义务运费支付，以便使合同得以顺利履行；相应地，在目的港的缔约托运

人反而没有了支付运费的义务。 

 

综上，发货托运人支付运费义务并非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下合同约定的结果；涉案提单明确记载了运

费预付，法官据此判决由发货托运人百事佳公司支付运费，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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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 年 7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正式开始实施。该司法解释

填补了我国海事油污损害赔偿方面的诸多空白，对海洋环境保护、海事司法机制完善和相关当事方的利益合理分配都将起到

重要作用。现笔者对该司法解释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适用范围 

（一）船舶 

解释中所称的“船舶”，与《海商法》中对“船舶”的解释类似，包括航行于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的油轮和非油轮。但

解释中的定义并没有将 20 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排除在“船舶”范围外。 

 

（二）油类 

本解释所批的“油类”是烃类矿物油及其残余物，限于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持久性货油、装载于本船运行的持久

性的非持久性燃油，不包括装载于船上作为货物运输的非持久性货油。也就是说，该解释仅规定 3 种烃类矿物油类造成的油

污损害：油轮装载的持久性货油和持久性燃油；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包括持久性燃油和非持久性

燃油。 

 

二、管辖 

解释以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管辖为主，以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为辅的管辖原

则，开创了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集中管辖制度，是对原《海事诉讼法》确立的分散管辖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海事诉讼法》第七条（二）规定：“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

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这种分散式的管辖对实体纠纷的审理及基金的分配带来诸多不便，促使当事人择地诉讼，同时不利于当事人在油污事故

发生后及时地进入诉讼程序。司法解释规定一般性的油污损害事故的起诉和基金的设立由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管

辖；事故发生在中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外，对中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造成油污损害或者形成油污损害威胁的，当事

人起诉和设立基金应当由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这种集中式的管辖制度一方面明确了油污

损害事故的主要管辖法院，使当事人能够及时高效地就事故提起诉讼，避免择地诉讼和管辖纠纷的出现；另一方面，司法解

释确定的集中管辖优先顺序的规定，又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海事司法管辖权，统一司法裁判，是对我国海事司法管辖制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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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有益尝试。 

 

三、赔偿范围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 1.为防止或者减轻船舶油污损害预防措施所发生的

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2.船舶油污事故造成该船舶之外的财产损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3.因油

污造成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4.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其中第 1、3、4 项为油污损

害赔偿制度特别规范的重点。 

 

总体来说，该司法解释对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和认定的规定较之以往的法律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一是对认定油污损害的标

准和赔付的条件更加合理、规范；二是参照《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将环境损害的赔偿限于已实际采取

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可以预见，这一规定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渔业资源损失赔偿

争议问题。 

 

四、代位受偿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 5 条第 5 项规定了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的代位权。我国虽然

加入了该公约，但由于国内法中并没有明确此种代位权，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不予承认船东和保险人的代位权利，

这无疑对船东和保险人极为不利，显失公平。 

 

而该司法解释第一次在国内法中明确了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在先行赔付后享有参与油污责任基金分配

的权利。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在油污责任基金分配之前，船舶所有人、责任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已先行赔付油污

损害的，可以书面申请从基金中代位受偿其赔付范围以内且不超过接受赔付的人依法可获得的赔偿数额的金额。本条还对利

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等作出了程序性规定，保障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利，增强了实用性和可行性。船东和保险人代位权的确立

有利于鼓励船东在油污损害事故发生后自己主动赔偿，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损害，同时也有利于维护船东和保险人合法权益，

维护我国司法公正，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司法形像。 

 

五、直接诉讼 

《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 7 条第 8 项规定了油污损害受害人可以直接向船舶保险人或者财务保证人提出

索赔请求，并且规定了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的抗辩权利。虽然我国 2009 年《保险法》第六十五条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第三

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诉讼权利，但《保险法》的规定对直接诉讼设置了条件，使第三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本司法解释第一次

在国内法中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对保险人和财务保证人的直接诉讼权利以及保险人或财务保证人的抗辩权利，使得船舶油污损

害的索赔方能够更加方便的索赔，减少诉讼程序的繁琐，并且直接向财力雄厚的保险人索赔使得受损害人有更大的机会获得

满意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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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责任限制 

本司法解释分别针对不同的油类作了不同的赔偿责任限制规定。对油轮装载的非持久性燃油、非油轮装载的燃油造成的

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适用海商法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对于油轮装载的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油污损害主张责任限制

的，应当设立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基金的数额为《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赔偿限额。 

 

作出这样的规定的原因在于《1992 年民事责任公约》规定了独立的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和专属油污损害赔偿请求

清偿的专项基金，而《2001 年燃油公约》并没有独立的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和专项基金，而是将责任限制问题指向适用《1976

年责任限制公约》或者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法。我国并没有加入《1976 年责任限制公约》，而是在我国海商法中吸收了公约

的相关规定。因此在司法解释中将油轮装载的持久性油类造成的损害与其他油类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限制区别开来。 

 

七、优先权 

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船舶取得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财务保证的，油污受损害人主张船舶优先权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与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相比，该条规定没有“载运 2000 吨以上散装货油”的限制，也就是说，

不论油轮还是非油轮，不论载运货油是否在 2000 吨以上，只要船舶取得了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财务

保证，油污受损害人将不能主张船舶优先权。 

 

八、对限制赔偿责任权利先行判决 

司法解释规定在受损害人起诉并主张船东无权限制赔偿责任时，法院可以对船东是否享有赔偿责任限制权利的争议先行

审理并作出判决。 

虽然海诉法规定船舶造成油污损害的，船舶所有人及其责任保险人或者提供财务保证的其他人应当向海事法院设立油污

损害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但是海事法院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时，仅对“设立基金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事故所涉及债

权的性质和设立基金的数额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时并不会对基金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即其是否有权限制赔偿

责任进行裁判。对船舶所有人是否有权限制赔偿责任的争议先行审理并做出判决有助于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避免给当

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该司法解释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1. 关于管辖的规定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存在冲突，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 

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七条第（二）项的规定，船舶污染海域案件，由污染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

污染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而司法解释确立的以船舶油污事故发生地海事法院管辖为主，以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

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为辅的集中管辖原则，就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产生了冲突。 

司法解释在第三十二条规定最高院发布的其他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但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法》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并非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而且其效力应当高于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也就是说，《海

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效力高于本司法解释，当它们的规定产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这就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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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适用和管辖的确定带来了困难。 

 

2. 司法解释没有对索赔主体做出规定。 

对一项索赔权利进行规范，最首要的应当是规范其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草案中曾规定遭受船舶油污损害的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有权向油污责任人索赔；明确了采取清污、防污措施的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就采取

合理措施的费用直接向油污责任人索赔；海洋环境保护法授权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在授权范围内代表国家，就船

舶油污事故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向油污责任人索赔。但是在最终方案中这些规定都未被采用。 

 

3. 司法解释未对非漏油船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船舶互有过失碰撞引起油类泄漏造成油污损害的，受损害人可以请求泄漏油船舶所有人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 

本条并没有明确说明非漏油船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而条文中的“可以”也显得模糊不清。司法解释的草案中曾讨论过

漏油船舶承担赔偿责任，非漏油船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双方按各自碰撞过失程度的比例承担责任等方

案，但明司法解释最终没有明确非漏油船舶的碰撞责任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立法漏洞，既不利于

实践中对双方责任进行明确的判定，也会为受损害人的索赔造成困难。 
 

4. 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提到了“油污责任人”的概念，但并没有明确界定“油污责任人”是仅指漏油船舶所有人还是包括

漏油船舶所有人和非漏油船舶碰撞责任人，可以预见，这种模糊性的规定会使实践中的具体操作产生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