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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Name/联系人姓名:

Email/电邮:*Fax/传真:

*Tel/电话:

*Address/地址:

*Name/名称:

Application and Agreement for Negotiation 
/Collection/Advance  议付/托收/垫款申请及协议书

Drawer Details 出票人资料:                                                                                                         Drawee Details 付款人资料: 

*Ref. No./参考编号:

*Contact Name/联系人姓名:

Email/电邮:*Fax/传真:

*Tel/电话:

*Address/地址:

*Name/名称:

*Ref. No./参考编号:

Document Details 单据详情

Tenor/期限: Bills of Amount(In Figures)/单据金额(小写):Currency/币种:

Shipment Date/装运日期:

 Amount in words/大写金额:

Good Description/货物描述:

L/C Issuing Bank / Collecting Bank Details 开证行或托收行资料

Bank & Branch/银行及分行名称 L/C No./信用证号:

Instructions for Bills Not Under L/C 非信用证项下单据之处理指示     (Please “”the appropriate box请在适当方格加上“X”号)

until date of(dd/mm/yy)至From由日期

Other instructions 其它指示：

If unaccepted/unpaid, store and insure goods 如未获承兑/未获付款，应将货物入仓并投保

Collect interest at % p.a.from drawee向付款人收取年利率为

Collect charges from the Drawee 费用由付款人支付

 Cable Advice of Acceptance and/or Payment 电报通知已获承兑及/或付款

 Cable Advice of Non-Acceptance and/or Non-Payment 电报通知未获承兑及/或未获付款 

 

 Protest for Non-Acceptance and/or Non-Payment (at our cost) 办理未获承兑及/或未获

付款之拒付证书（费用由我司承担） 
 

 Acceptance/Payment may be deferred until arrival of goods 可延至货到后承兑/付款 
 

Release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承兑后交文件 

 

Release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付款后交文件 

 

％的利息

Note: In respect of CFR or FOB shipment, we certify that insurance is covered by drawee. 注：若以CFR或FOB为装运条款， 我司声明保险应由付款人承担。

Proceeds Disposal 款项处理       (Please “”the appropriate box请在适当方格加上“X”号)

Credit Our Account No. 贷记我司在贵行账户号码

Remit Proceeds to 将货款汇至我司账户行 （银行名） Account No./账号

Payment of Bank Charges  银行费用的支付

*Address/地址:

No. of Ver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Export Proceeds 出口收汇核销单编号：

Applicant Signature(s) 申请人签署 
(请使用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存档的签名/盖章)

For Bank Use Only 
银行专用

Special Instruction / Discrepancies 特别指示 / 不符点

Deduct Charges From Export Proceeds 请从出口收汇中扣除相应费用

We agree to accept the discrepancies( if any) in the presented documents, please send the documents to issuing bank for payment/acceptance without our further instructions. 
我司接受递交单据中的不符点(如果有），请将单据寄至开证行付款/承兑，而不需要我司进一步指示。

Within/Exceed Line:

Date Entries Passed:

Discrepancies 不符点（Refer to attached worksheet）（就附随的工作表）

Documents 
单据

Original 
正本

Copies 
副本

Documents 
单据

Original 
正本

Copies 
副本

Other Documents /其它文件 
(Please Specify) /请说明)

Original 
正本

Copies 
副本

Draft 汇票 Bills of Lading 海运提单

Commercial Invoice 商业发票 Air waybill 空运提单

Packing / Weight List 装箱单/重量单 Insurance Policy / Certificate保险单/保险证明

Certificate of Origin 原产地证明 Beneficiary's Certificate 受益人证明

Documents may be released against payment in local currency provided the drawee givestheir  
undertaking to pay any difference arising from fluctuations in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date 
 of payment and date of final remittance  
若付款人承诺支付自付款日与最终汇款日之间因汇率波动而引起之差价，即可以本地货币付款来赎单

Do not waive interest and/or collection charges if refused 如遭拒绝，利息及/或托收费用不可豁免 
(Note: interest and/or collection charges can be WAIVED if refused unless Stated 
注：除非另有列明，如遭拒绝，利息及/或托收费用可以豁免）

Negotiation under documentary credit (with recourse) 信用证项下议付(有追索权)Payment to us after receipt of funds from issuing bank向开证行收妥后付款

Payment to us after proceeds received under D/P or D/A 付款或承兑交单项下收妥后支付 D/A discounting (with recourse) 承兑交单下贴现 (有追索权)

We give you draft and/or documents listed below for handl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and agree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Facility Agreement (if any) and Agreement for Negotiation/ Collection / 
Advance (as applicable) between us and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verleaf for: 
我司向贵行提供以下汇票及/或文件，请按照下列指示办理，并受制于我司与贵行签订之融资协议 (如有)及议付/托收/垫款协议书(如适用)及背页之条款所约束：  (Please complete in English block letters 请以英文正楷
填写)   (Please “X” the appropriate box请在适当方格加上“X”号) 

  

*Currency/币种:

致: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To: Citibank (China) Co., Ltd. 

分行

Branch

申请日期：

正本请寄至: 
 

传真 :

花旗客服热线 :

We agree to undertake all risks and liability and any consequent losses, please sent the documents directly to issuing bank without document checking required for payment /acceptance. 
我司愿意承担所有风险和责任，无需审单，请直接将单据寄至开证行付款/承兑。

*Registred City/注册地 *Registred City/注册地



Terms and Conditions 
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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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担保：我司同意，本协议中所包含的承诺和合意是对贵行目前或
今后可能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的补充，不损害贵行目前或今后可能
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且不受任何帐户的中期付款或结算，或汇
票、单证或信用证项下结算的影响。贵行可随时不经通知我司而放
弃处理、变更、交换、放弃履行或强制执行任何其他担保或汇票、
单证或信用证，并免除任何方对其的义务，并按贵行认为合适的方 
式实现其或其中任何一项。  

  
7.  风险：所有不在贵行营业场所支付的汇票和/或单证，由我司单独承

担传送的风险而向贵行发出或由贵行发出，贵行对任何代理行、代
理人或次代理人的任何行为、疏忽、违约、不能履行或资不抵债，
或在传送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延误均不承担责任。前述汇票和/
或单证可通过邮件或任何其他形式，通过贵行的任何分行、代理
行、代理人或次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传送。另外，前述汇票和/或
单证还可传递至付款人、出票人或代付人以进行现金、信贷支付，
或进行承兑或证明。 

  
8.  权利、权力和特权：尽管有本协议的规定，我司兹此放弃汇票和/或

单证之拒绝承兑的提示、请求、拒绝和通知。贵行在就该等承诺和
协议行使任何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时的任何迟延或遗漏不应减
损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也不应被解释为放弃该等权利、
权力、特权或救济；对任何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的单独或
部分行使不会妨碍贵行对该等权利的进一步行使，或对任何其他权
利、权力、特权或救济的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权利、权力、特权和
救济及补偿是累积的，并且不排除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权力、特
权或救济。 

  
9.  代理人：如我司指定一个非贵行选定的代理行，据以下的明确理解，

贵行将遵循我司指示：我司承担并认可我司自行选择的该等代理行
的所有行为，并同意使贵行免受因此而产生的全部损害。 

  
10. 贵行的义务：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包括任何政府行为、命

令、法令和法规）的规定，花旗银行在本协议下的支付义务（包括
对任何保兑行、议付行或付款行的支付义务）应仅在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由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支付。 

  
11. 国际商会规则：本协议以及我司给予贵行的指示，应受限于《国际商

会（"国际商会"）规则》最新公布的、视情况不时生效的托收统一
规则和/或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视情况而定），并根据上述规则解
释。  

  
12. 自由裁量权：就任何汇票、单证或信用证，贵行可完全自行酌定拒绝

根据本协议行事。 
  

13. 担任不同角色的披露：我司确认花旗银行和其关联公司提供种类广泛
的金融服务，包括代理金融机构和客户进行贸易处理服务，且花旗
银行和其关联公司向国际性的众多客户提供服务，其中一些可能是
我司的相对方或竞争对手。我司确认并同意花旗银行和其关联公司
就我司不时向贵行提交的汇票、单证或信用证可担任多种角色。 

  
14. 客户信息：花旗银行将对与我司有关的信息进行保密，但我司同意

（除非法律禁止该等同意）花旗银行向其分行、子行、关联公司和
代理人，以及任何上述实体选定的任何第三方（而不论该等第三方
位于何处）转让并披露任何与我司有关的信息，供作保密使用（包
括与本协议项下的规定有关的，以及为数据处理、统计和风险评估
之目的使用）。如任何法律、法庭、监管者或程序要求，花旗银行
和任何该等分行、子行、关联公司、代理人或第三方可以转让并披
露任何该等信息。 

  
15. 适用法律：本协议应受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其解释，且我司

不可撤销地同意受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法院的非排他性管辖。双方
同意我司使用贵行的服务即表明我司对上述条件的无保留整体接
受。 

  
  
      

我司同意： 
  

1.  贵行的责任：不论是否在信用证 ("信用证") 项下，就贵行进行的任
何汇票和/或单证的交单、托收、买单、贴现或议付: 

  
(a)  贵行对于以下事项不负有任何职责、责任或注意义务（明

示或默示）：(i)本协议下提交的汇票和/或单证的任何不
符或 未发现或未告知我司任何该等不符，和(ii)审核任何
汇票和/ 或单证的一致性（不论就信用证或其他要求）； 

(b)  就贵行(i)审核汇票和/或单证的一致性（就信用证或其他
要 求），和/或(ii)向开证行或偿付行提交该等汇票和/或
单证，贵行没有，也不应被视为负有任何职责、责任或注
意义务（明示或默示），我司也不应据此对贵行提出任何
异议； 

(c)  如果相关开证行或偿付行认为任何汇票和/或单证与相关
信 用证或其他要求不符，并要求贵行偿还其已支付给贵行
的款项，贵行无需对该等要求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并可立
即或在此之后的任何时间自由地向相关开证行或偿付行偿
还该等款项，连同利息或其他费用，且无需进一步通知我
司；及 

(d)  在任何情况下，就我司可能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
而 遭受或招致的任何间接、结果性的或特殊性损失或损
害，贵行均不对我司承担责任，即使贵行已被告知发生该
等损害的可能性。 

  
2.   付款的追索权： 

(a)  对于贵行进行的任何汇票和/或单证的的任何交单、托
收、 买单、贴现或议付（不论是否在信用证项下），贵行
有权向我司追索与汇票和/或单证有关的、贵行可能已经向
我司支 付的任何款项，而不考虑我司指示中的条款。 

(b)  对于与汇票、单证或信用证有关的、贵行可能已经向我司
提供的任何垫款，不论我司提交的单证与信用证是否存在
不符，贵行均有权向我司追索该等垫款。 

(c)  对于在贵行收到相关货款前根据我司要求已向我司提供
的、与任何汇票或信用证有关的任何垫款，或对于在开证
行/保兑行承兑单证前，贵行已向我司提供的、与任何汇票
或信用证有关的、任何附条件的付款，每一项该等垫款或
附条的 付款均为一项信贷额度，且一经要求，我司应向贵
司偿付该等金额连同其相应的累计利息，以及与之相关的
所有其他到期欠款。 

  
3.  通信和修改：我司将接受经双方同意的任何指示之通信方式（不论是

传真、电话或其电子讯息系统）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错
误传达、伪造、冒名或欺诈的风险。贵行可以依据贵行出于善意而认
为系由我司或我司授权之人士发出的任何指示或通信，并据其行事。
如果指示前后不一致、重复或不清楚，则贵行可自行酌定根据该等指
示的全部或部分行事，或不根据该等示行事。贵行兹此被授权接受我
司通过传真或电话向贵行发出的任何指示，代表我司以使用我司的更
正章更改我司单证的任何不符之处。我司将提前向贵行提供该印章，
供贵行代我司保管和使用，且贵行无需对该等保管和使用承担任何职
责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遗失或误用该印章。贵行无需对任何该等更
改引起的任何后果承担义务或责任。  

  
4. 赔偿：我司承诺就以下事宜向贵行赔偿，并使贵行免受损失： 

(a)  贵行就本协议的任何和所有事项可能招致或遭受的所有责
任、损失、损害、成本、费用、索赔和要求，包括与贵行
和任何开证行或偿付行的交易（在任何汇票、单证或信用
证项下）相关，及与在本协议项下贵行权利的执行或意图
执行相 关，而可能遭受或招致的全部律师费和其它成本和
费用（全额赔偿）； 

(b)  贵行由于以下原因而遭受的任何损失：(i)贵行根据上文
第1(c)条向任何开证行或偿付行进行的任何付款（付款货
币我司在本协议下应付金额之货币不同），及(ii)我司应
付金额被兑换为该等其他货币之日与我司实际向贵行付款
之日间汇率的任何差异。  

(c)  双方认可的与指示之通信方式相关的风险，不论是传真、
电话或其他电子讯息系统。  

         
 5.  账户的贷记：我司兹此授权贵行，无需进一步通知我司，可从我司

在贵行的任何账户中扣除任何对贵行的任何到期款项。贵行发出的
就任何该等款项的付款要求，在没有明显错误时，应作为我司应支
付或应遵守的决定性证据而被我司接受。 

 双方同意我司使用贵行的服务即表明我司对上述条件的无保留整体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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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传真:
*Tel/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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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地址:
*Name/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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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In respect of CFR or FOB shipment, we certify that insurance is covered by drawee. 注：若以CFR或FOB为装运条款， 我司声明保险应由付款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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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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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es
副本
Documents
单据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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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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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waybill 空运提单
Packing / Weight List 装箱单/重量单
Insurance Policy / Certificate保险单/保险证明
Certificate of Origin 原产地证明
Beneficiary's Certificate 受益人证明
Documents may be released against payment in local currency provided the drawee gives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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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花旗客服热线 :
*Registred City/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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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担保：我司同意，本协议中所包含的承诺和合意是对贵行目前或今后可能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的补充，不损害贵行目前或今后可能持有的任何其他担保，且不受任何帐户的中期付款或结算，或汇票、单证或信用证项下结算的影响。贵行可随时不经通知我司而放弃处理、变更、交换、放弃履行或强制执行任何其他担保或汇票、单证或信用证，并免除任何方对其的义务，并按贵行认为合适的方 式实现其或其中任何一项。 
 
7.  风险：所有不在贵行营业场所支付的汇票和/或单证，由我司单独承担传送的风险而向贵行发出或由贵行发出，贵行对任何代理行、代理人或次代理人的任何行为、疏忽、违约、不能履行或资不抵债，或在传送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延误均不承担责任。前述汇票和/或单证可通过邮件或任何其他形式，通过贵行的任何分行、代理行、代理人或次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传送。另外，前述汇票和/或单证还可传递至付款人、出票人或代付人以进行现金、信贷支付，或进行承兑或证明。
 
8.  权利、权力和特权：尽管有本协议的规定，我司兹此放弃汇票和/或单证之拒绝承兑的提示、请求、拒绝和通知。贵行在就该等承诺和协议行使任何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时的任何迟延或遗漏不应减损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也不应被解释为放弃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对任何该等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的单独或部分行使不会妨碍贵行对该等权利的进一步行使，或对任何其他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的行使。本协议规定的权利、权力、特权和救济及补偿是累积的，并且不排除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权力、特权或救济。
 
9.  代理人：如我司指定一个非贵行选定的代理行，据以下的明确理解，贵行将遵循我司指示：我司承担并认可我司自行选择的该等代理行的所有行为，并同意使贵行免受因此而产生的全部损害。
 
10. 贵行的义务：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包括任何政府行为、命令、法令和法规）的规定，花旗银行在本协议下的支付义务（包括对任何保兑行、议付行或付款行的支付义务）应仅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由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支付。
 
11. 国际商会规则：本协议以及我司给予贵行的指示，应受限于《国际商会（"国际商会"）规则》最新公布的、视情况不时生效的托收统一规则和/或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视情况而定），并根据上述规则解释。 
 
12. 自由裁量权：就任何汇票、单证或信用证，贵行可完全自行酌定拒绝根据本协议行事。
 
13. 担任不同角色的披露：我司确认花旗银行和其关联公司提供种类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代理金融机构和客户进行贸易处理服务，且花旗银行和其关联公司向国际性的众多客户提供服务，其中一些可能是我司的相对方或竞争对手。我司确认并同意花旗银行和其关联公司就我司不时向贵行提交的汇票、单证或信用证可担任多种角色。
 
14. 客户信息：花旗银行将对与我司有关的信息进行保密，但我司同意（除非法律禁止该等同意）花旗银行向其分行、子行、关联公司和代理人，以及任何上述实体选定的任何第三方（而不论该等第三方位于何处）转让并披露任何与我司有关的信息，供作保密使用（包括与本协议项下的规定有关的，以及为数据处理、统计和风险评估之目的使用）。如任何法律、法庭、监管者或程序要求，花旗银行和任何该等分行、子行、关联公司、代理人或第三方可以转让并披露任何该等信息。
 
15. 适用法律：本协议应受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其解释，且我司不可撤销地同意受银行所在地有管辖权法院的非排他性管辖。双方同意我司使用贵行的服务即表明我司对上述条件的无保留整体接受。
 
 
      
我司同意：
 
1.  贵行的责任：不论是否在信用证 ("信用证") 项下，就贵行进行的任何汇票和/或单证的交单、托收、买单、贴现或议付:
 
(a)  贵行对于以下事项不负有任何职责、责任或注意义务（明示或默示）：(i)本协议下提交的汇票和/或单证的任何不符或 未发现或未告知我司任何该等不符，和(ii)审核任何汇票和/ 或单证的一致性（不论就信用证或其他要求）；
(b)  就贵行(i)审核汇票和/或单证的一致性（就信用证或其他要 求），和/或(ii)向开证行或偿付行提交该等汇票和/或单证，贵行没有，也不应被视为负有任何职责、责任或注意义务（明示或默示），我司也不应据此对贵行提出任何异议；
(c)  如果相关开证行或偿付行认为任何汇票和/或单证与相关信 用证或其他要求不符，并要求贵行偿还其已支付给贵行的款项，贵行无需对该等要求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并可立即或在此之后的任何时间自由地向相关开证行或偿付行偿还该等款项，连同利息或其他费用，且无需进一步通知我司；及
(d)  在任何情况下，就我司可能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而 遭受或招致的任何间接、结果性的或特殊性损失或损害，贵行均不对我司承担责任，即使贵行已被告知发生该等损害的可能性。
 
2.   付款的追索权：
(a)  对于贵行进行的任何汇票和/或单证的的任何交单、托收、 买单、贴现或议付（不论是否在信用证项下），贵行有权向我司追索与汇票和/或单证有关的、贵行可能已经向我司支 付的任何款项，而不考虑我司指示中的条款。
(b)  对于与汇票、单证或信用证有关的、贵行可能已经向我司提供的任何垫款，不论我司提交的单证与信用证是否存在不符，贵行均有权向我司追索该等垫款。
(c)  对于在贵行收到相关货款前根据我司要求已向我司提供的、与任何汇票或信用证有关的任何垫款，或对于在开证行/保兑行承兑单证前，贵行已向我司提供的、与任何汇票或信用证有关的、任何附条件的付款，每一项该等垫款或附条的 付款均为一项信贷额度，且一经要求，我司应向贵司偿付该等金额连同其相应的累计利息，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其他到期欠款。
 
3.  通信和修改：我司将接受经双方同意的任何指示之通信方式（不论是传真、电话或其电子讯息系统）本身所蕴含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错误传达、伪造、冒名或欺诈的风险。贵行可以依据贵行出于善意而认为系由我司或我司授权之人士发出的任何指示或通信，并据其行事。如果指示前后不一致、重复或不清楚，则贵行可自行酌定根据该等指示的全部或部分行事，或不根据该等示行事。贵行兹此被授权接受我司通过传真或电话向贵行发出的任何指示，代表我司以使用我司的更正章更改我司单证的任何不符之处。我司将提前向贵行提供该印章，供贵行代我司保管和使用，且贵行无需对该等保管和使用承担任何职责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遗失或误用该印章。贵行无需对任何该等更改引起的任何后果承担义务或责任。 
 
4.         赔偿：我司承诺就以下事宜向贵行赔偿，并使贵行免受损失：
(a)  贵行就本协议的任何和所有事项可能招致或遭受的所有责任、损失、损害、成本、费用、索赔和要求，包括与贵行和任何开证行或偿付行的交易（在任何汇票、单证或信用证项下）相关，及与在本协议项下贵行权利的执行或意图执行相 关，而可能遭受或招致的全部律师费和其它成本和费用（全额赔偿）；
(b)  贵行由于以下原因而遭受的任何损失：(i)贵行根据上文第1(c)条向任何开证行或偿付行进行的任何付款（付款货币我司在本协议下应付金额之货币不同），及(ii)我司应付金额被兑换为该等其他货币之日与我司实际向贵行付款之日间汇率的任何差异。 
(c)  双方认可的与指示之通信方式相关的风险，不论是传真、电话或其他电子讯息系统。 
        
 5.  账户的贷记：我司兹此授权贵行，无需进一步通知我司，可从我司在贵行的任何账户中扣除任何对贵行的任何到期款项。贵行发出的就任何该等款项的付款要求，在没有明显错误时，应作为我司应支付或应遵守的决定性证据而被我司接受。 
 双方同意我司使用贵行的服务即表明我司对上述条件的无保留整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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