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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单放货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陈 亚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分析无单放货诉讼案例关于诉讼期间

起算的几种不同观点，鉴于无单放货的普遍性和时效
起算的特殊性，建议我国设置独立的无单放货诉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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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单放货纠纷审判中关于时效
期间起算的多样性

效条文。

对于无单放货诉讼时效的起算，法院主要有这样
【关键词】 无单放货；诉讼时效；起算；交付之日； 几种观点：
应当交付之日
第一，从无单放货事实发生即实际交付之日起算。
我国《海商法》没有单独规定无单放货的诉讼时

法院认为，
《海商法》第 257 条中的“交付”是指货物的

效，只在其第 257 条笼统规定了对承运人的诉讼时效。 实际交付，而不论是交付给提单持有人还是交付给其
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普遍认为，无单放货对承运人

他人。

的诉讼，提单持有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以违约

第二，无法确定或证明实际交付之日的，
时效期间

或者侵权起诉。但不论是违约还是侵权之诉，都应当

从“应当交付之日”起算。这个观点实际上与上述第一

适用《海商法》第 257 条关于 1 年的规定。

点是一致的。何时构成“应当交付”，法院认为，货物运

对时效期间的起算，
《海商法》第 257 条规定“自承

抵港时间即为应当交付的时间。由于被告无法提交无

运人交付或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开始起算”，与《民法通

单放货具体时间的证据，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承运人就

则》上规定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

具备了交付条件，该抵港时间即为时效的起算点。如

时”起算不太一样。这是由《海商法》本身的特点以及

果对货物运抵港时间也无法证明，那么被诉方承担举

航运习惯所决定的，不过二者之间也具有一致性。货

证不能的后果，可推定权利人未过诉讼时效。

物交付时，
如果发生货损，那么收货人就会知道或者应

第三，无单放货的实际交付并不构成《海商法》中

当知道其权利是否被侵害；如果货物灭失，收货人在应

的“交付”，因此只能从“应当交付之日”起算。在认定

当交付之日没有接到提货通知或者提不到货，那他应 “应当交付之日”问题上，又有几种不同观点：
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了。不过无单放货情形有所不

（1）提单持有人“提货请求”对应承运人的“应当交

同，因为一般来说，提单持有人知道货物已被放走的时

付”，
因此正本提单持有人请求交付或者取回正本提单

间比实际交付时间晚，如果货物已经被放走，则承运人

之时构成“应当交付之日”。在中国包装进出口山东公

也不可能在应当交货日前发出提货通知，那么此时诉

司诉香港均辉货运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一案 中，法院

讼时效如何起算呢？

认为，
《海商法》第 257 条的“交付”应当是合法、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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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单。本案被告在未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

如签发了提单，在交货同时一定要收回正本提单。因

交给他人，不构成《海商法》中的“交付”，因此时效从

此，只有承运人的交货符合了上面几个条件，
才算是完

“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即原告凭全套正本提单向

成了合同交货义务，否则就不能说完成了“交付”。

被告主张交付货物、而被告不能交付之时起算。因原

无单放货实际上不构成《海商法》第 257 条中所说

告无法举证何时主张货物权利，法院就以其取得正本

的“交付”。既然签发了提单，则承运人交付的对方必

提单的日期作为可以向被告主张交付货物的最早日

须是有权提货的人即持有正本提单的人，并且还要凭

期。

单放货。那么承运人无单放货，把货错放给他人，其交

（2）货物运抵目的港，具备交付条件后且该交付的
合理日期届满之时为时效起算的 “应当交付货物之
日”。山东省高院在“XIANG XUE LAN”一案 中认为，

货义务就没有完成，因为他还对正本提单持有人负有
交付义务。
可见，法院第一种判决观点即从无单放货之日开

“应当交付”是对没有实际“交付”时的补充规定，是拟

始起算是错误的。第二种观点其实也是建立在第一种

制的“交付”。由于海上运输的特殊性，应以船舶航程

观点之上的，因此也不可取。另外，既然法院已经认定

这种客观条件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而不是把是否

时效应从实际放货之日起算，那承运人就应当承担该

持有提单、是否可以主张权利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前

举证责任以及举证不能的后果。当承运人举证不能

提，不应参照《民法通则》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时，法院将该起算之日变更为“应当交付货物”时则是

利被侵害之日”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条件来确定何时构

没有任何道理的。退一步讲，法院认定“应当交付货物

成“应当”。因此，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是指没有实际交

之日”也是有问题的，不能简单地将“到港日”等同于

付货物时，以未发生意外情况、货物按照船舶正常航 “应当交付之日”。因为船舶抵港后可能是提前到达卸
程运抵目的港、具备了交付条件为应交付货物的合理

货港，或者尚未发出提货通知，
或者自己连卸货准备都

日期。

没有做好等等。况且，国际集装箱货物运输中集装箱

第四，一年时效期间应从提单持有人知道或应当

错装、漏装、错卸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能一抵港就起算

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而不是从货物实际到港或

诉讼时效，这样对提单持有人实在不公平。如果承运

实际放货之日起算。法院认为，无单放货时效起算点

人连到港日及其准备交付的时间都无法证明，那法院

应以《民法通则》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 也不能随意推定诉讼时效未过，而是必须根据该航次
计算，
《海商法》第 257 条时效起算没有区分违约与侵

起运港到卸货港的距离，从航海习惯和实践经验出发

权，一概照搬《海牙规则》适用无单放货会对受害人造

来推断到达抵达港的大致时间和做好准备的时间后，

成重大损害，对权利人不公平；再者，提单持有人难以

再判断起诉是否过诉讼时效。再次，对于依法交货行

准确知道货物交付时间，在该情况下，以“交付”时间起

为来说，
交货日可能是货物到港当日，
也可能是货物到

算不利于受害人，对受害人不公平。

港之后的某日。而如果无单放货的违法行为以货物到
港之日作为时效起算日，就会获得比合法交货行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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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观点评析

为周延的法律保护，这与法理相悖。

首先需要明确《海商法》中“交付”的正确含义。交

第四种观点是从《民法通则》角度来起算诉讼时

付货物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基本义务，是

效，这种观点也不妥。
《海商法》是特别法，可以对诉讼

每个运输合同的默示条款。这种交付应该是适当交

时效作特别规定。海上运输的特殊性和航海惯例都会

付，在有提单情况下，是对特定人即提单持有人交付货

影响时效的设置，如果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

物。概括起来，
《海商法》中规定承运人交货义务有这

害之日开始起算，权利人很可能是在提单层层转让很

样几层含义：在交付时间上，是在约定的时间或者合理

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对承运人有些不公平。从另

的时间内完成；在交付地点上，是在约定的卸货港或其

一个角度来说，
《海商法》并没有完全脱离《民法通则》

他合理港口完成；
在交付对象上，应当是承运人承运的

精神。一般来说，当提单流转到银行、担保人或者其他

或者是提单上记载的那批货物；在交付对方上，必须是

第三人手中时，作为一个谨慎的提单持有人应该密切

有权提取货物的人；在交付形式上，应满足法定要求， 关注该提单项下货物的流程，虽然承运人不再可能会
发出提货通知，因为实际上货物已经被放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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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情况下，假定未发生意外情况，货物正常运抵目的

而且是处于海上运输过程中的货物权利会置之不理、 港，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合理日期。[1] 一般来
不闻不问。因此，即使提单上没有记载约定的具体交

说，承运人运抵目的港交付货物总有一个期限，这个期

付日期，那提单持有人也会关注应当交货的大致日期。 间要么有明确约定，要么根据航行惯例来合理预计。
另外，
当提单从银行退回到托运人手里之前，货物已经

交付货物是承运人最基本的义务之一，但承运人在该

被放走或者届满应当交付之日，托运人仍可以通过与

期限界至前可以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来履行交付货物

贸易买方和承运人的联系中取得货物信息，况且托运

的义务。
《海商法》第 257 条的“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是

人在托运货物之前肯定对运输所需时间有所了解。相

从时间上强调必须要交付货物的那一天。换句话说，

反，如果完全依照《民法通则》
“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 “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暗含着交付货物在时间上已经没
受侵害时”起算，
那就可能从消极方面促使提单持有人

有回旋余地，过了这一天承运人就构成了迟延交付，而

怠于关注和行使提单项下的货物权利，而不利于对海

在这一天之前承运人虽然可能有交付货物的强制义

上纠纷的及时处理。

务，但在时间上是“可以交付”。因此，
“应当交付货物

笔者比较赞同法院的第三种观点。既然无单放货

之日”是指约定的或者合理预计的交货期限的最后一

不属于《海商法》的“交付”，那就只能从“应当交付货物

天。那种把通知退单、收到退单或者请求交付的时间

之日”起算了。在无单放货情形下，从“应当交付货物

当作是应当交付的时间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实际

之日”起算是合理的。首先，这符合国际公约和航海惯

上就是回到了上述法院的第四种判决，即以知道或者

例，只有共同遵守这些惯例，才能构成相对趋同且被认

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作为时效起算点，由此推

为是合理的秩序和发展。其次，承运人一般不用通知

论权利人只有持有提单才可能知道权利被侵害，才能

货物到达，
因为在签发可转让提单后，提单最终转到谁

行使权利。

手中不清楚，承运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 309 条以不

当运输合同有明确约定交付期间时比较容易判断

知道收货人为由不履行通知义务。那么，海上运输就 “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如果没有具体约定，那就只能
需要各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提单持有人不能因为其

根据相关习惯和实践经验来确定，不过需要假定船舶

持有提单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过问提单项下的货物流

正常到港后未发生交货：首先举证船舶抵港时间，这是

向和怠于行使权利，这不符合海上运输所追求的效率

确定交付货物时间的前提，然后依据港口习惯和实际

原则，
我国有的法院甚至认为此是违反法定义务，自担

需要确定交付货物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和提货交付的合

损失；
即使是作为尚未被通知或收到退单的托运人，其

理期限。如果承运人在此种情况下一般需要发出提货

也会对货物的交付予以关注，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谨

通知的，
发出通知的时间即为准备妥当的时间，这时在

慎的卖方或者托运人，因此从“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

收货人收到通知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仍未提货，即构

算时效对其并没有特别的不公平。再次，从承运人角

成应当交货的最后一日。当然，这些都需要诉讼双方

度看，其营运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在制度上应对其给予

根据各自的利益举证后由法院最后认定。

一定的保护，短期时效就是一个内容。时效当然要包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种情形，
即无单放货是发

括起算的设计，如果起算太晚，那就实际上起不到短期

生在“应当交付货物”的日期之后，这时时效期间起算

时效的作用。总之，时效从承运人应当交付之日起算

是否应有不同？笔者认为，
在货物迟延后的无单放货，

对承运人有利，也兼顾了收货人利益，使他有足够时间

时效期间不能从“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而应该从

来提货。同时，从应当交付之日起算，等于从收货人应

实际放货之时起算。超过约定或者合理期限而没有交

当提取货物的最后之日开始计算，可以促使收货人积

付，那承运人就构成迟延交付。如果该迟延是由于在

极主张自己的提货权利。

卸货港无人提货或者收货人迟延、
拒绝提取货物的，承

3 “应当交付货物之日”的探讨

运人可以根据《海商法》第 86 条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
其他适当场所而免除交付义务。然而，这些都不能成

如何确定“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法院的判决对此

为承运人无单放货的理由。那么从实际放货开始计算

是有分歧的。
“应当交付之日”其实是一种法律上的逻

诉讼时效的理由主要是：在“应当交付货物之日”无单

辑推定，是指在由于货物灭失等原因没有实际交付货

放货尚未发生，
如果以无单放货起诉，
其提单项下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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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利没有被侵害，承运人也还没有违反凭单放货的

当交付货物之日起算；
如果承运人实际放货在后的话，

义务，那么提单持有人的诉权就还没有产生。既然诉

则从实际放货之日起算。
”

权都没有产生，当然就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货物

针对该条，
需补充说明几点：
（1）在法律条文中，用

在已经迟延后，相关权利人就应当给予一定的关注。 “无正本提单放货”的表述更加严肃和严谨；
（2）
“实际
然后，
一旦货物发生无单放货，提单持有人权利即被侵

放货”的措辞比“实际交付”好，可避免与《海商法》
“交

害，加上权利人的关注，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就是

付”的正确含义发生混淆；
（3）就无单放货，对实际承运

合理的，这同时也与《海商法》时效设置的理念相一致。 人以及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的代理人、受雇人的请求
权时效，
也应当与对承运人一样，
但这不仅体现在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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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放货中，
还包括其他方面的请求权，所以这点可以在时

根据上面分析，无单放货纠纷诉讼时效的适用并

效一章作一般性的规定；
（4）对提货人、保函出具人提

不能完全照搬我国《海商法》第 257 条的规定，主要是

起无单放货诉讼，
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的 2 年规定，

在时效起算上。无单放货纠纷在海上国际运输中比较

但没有必要作专门规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这些

常见，借鉴挪威《海商法》 ，笔者建议可以对无单放货

人不可能提起什么无单放货的诉讼，因为他们根本没

的诉讼时效设立独立的立法条文，或作出明确的司法

有放货，而只是无单提货或者协助无单提货。另外，

解释，并规定如下：
“第××条：就无正本提单放货对承运人提起的诉
讼，不论诉因如何，其诉讼时效均为一年，从承运人应
挪威《海商法》第 501 条第 8 项：
“有关无单放货或错误交付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时效期间为 1 年，自货物应当交付或实际交付之日起计算，
如
果后者更迟的话。
”

（上接第

《海商法》没有作特别规定的，那当然就应该适用《民法
通则》的一般规定。
参考文献：
[1] 傅旭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M]．
北京：
人民法院出
版社，199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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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通过一系列公约和规定，积极推动和监督各缔约

的地区。另外，这些地区运输发达，通过发达的海运方

国海上反恐工作。2004 年 12 月 1 ～ 10 日 IMO 召开

式可以与国际市场紧密相连，高速公路及铁路网可以

第 79 届海安会，再次强调了国际海上反恐的责任和义

与内地密切相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可以迅速将储备

务。我国港口保安及船舶保安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油投向市场。目前，华南地区石油战略储备基地还未

绩，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港口企业对

列入计划之中，国家应加快战略石油储备基地规划步

于履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具有保安知识、了解

伐，尽快规划第二批战略石油储备基地。

国际公约及相关规定的专业人员不足；港口设施的保
安演练、演习工作与保安要求存在一定差距；部分港口
公用设施还未进行保安评估；在一些地方保安措施没
有得到有效执行、落实。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强港口
与船舶保安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国港口与船舶
保安工作正处在摸索与发展过程中，需长期坚持下去
并不断加强和完善。

沿海石油储存能力不足
目前，
我国战略石油储备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中，一
期工程已经开始运作，一期储备基地主要分布在华东
及环渤海地区。我国油气供需结构表明，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特别是华东和华南地区石油消耗量大，对进口
石油依赖性强，是最容易受到国外石油供应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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