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浙 72 民初 467 号
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兰溪市
兰江街道上黄村。
法定代表人：毕建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现民，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海样，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
省厦门市湖里区高崎南五路 212 号 C405 单元 A 区。
法定代表人：王共和，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
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海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
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
令 1、被告赔偿原告货款损失美元 114862.62 元及利息（按起诉
之日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7.0836 折算为人民币 813640.86 元，
以该款项为基数，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的利息损失）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货款损失美元 114862.62 元及利息（按起诉之日起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 7.0836 折算为人民币 813640.86 元，以该款项为基数，
自 2019 年 10 月 20 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事实和
理由：2017 年 11 月，原告委托被告从中国宁波出运一票货物由
中国宁波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货物名称为布匹，以整
箱装载于 1 只 40 英尺的集装箱内，
价值 FOB 宁波美元 114862.62
元。被告接受委托后，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将上述货物装船出
运，船名/航次为 SEAMAX ROWAYTON V.0005W，并向原告签
发了由被告作为承运人的正本提单，提单编号为
SHE171108007。上述货物出运后，由于收货人迟迟未支付货款，
原告遂向被告查询货物情况，被告称货物在仓库并产生仓储费
用。原告为减少损失联系货物转卖事宜，但被告拒绝让新的买
家查看货物，导致原告无法转卖货物。由于涉案整箱出运的集
装箱已拆箱并投入新的运营，货物已被无单放行，现原告仍持
有上述货物的正本提单，被告作为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故
原告将其诉至法院。
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书面答辩称：1、
虽然涉案集装箱查询信息显示的是本案集装箱的流转情况，但
结合空箱返还日期（2019 年 6 月 19 日）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
集装箱流转信息并非针对涉案航次。参考宁波港至阿根廷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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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艾利斯港同航线集装箱流转时间仅为 37 天的信息，涉案集
装箱应早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前后就抵达目的港，根据《海商
法》第 257 条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该请求
不应得到支持。2、被告曾告知原告货物在目的港仓库的陈述，
仅是协助原告向目的港代理确认货物状态，被告从未做出任何
同意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承诺，不应构成时效的中断。3、原
告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利息损失存在错误，不应
得到支持。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
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提单，用以证明被告系涉案货物承运人的事实；
证据二、集装箱流转记录，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已经被放
行的事实；
证据三、报关单、装箱单、形式发票、商业发票，用以证
明涉案货物的价值；
证据四、电子邮件、（2019）浙 72 民初 1109 号民事判决书，
用以证明在已经生效的关联案中，法院已认定被告同意履行交
货义务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
证据五、其他法院生效案例，用以证明审判实践中对诉讼
时效的认定。
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
见，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 1、同航线集装箱流转信息，用以证明自宁波港到布宜
诺斯艾利斯港集装箱的流转时间仅为 37 天；
证据 2、（2019）沪 72 民初 41 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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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
证据 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 15 号，用以证明原
告主张的利息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未到庭发表质证
意见。
经开庭质证，对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的证据，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 1、
证 2 有异议，该二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不予
认可；对证 3 无异议，原告也同意按照 LPR 来计算涉案利息。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
司提供的证据。证一提单、证二集装箱流转记录、证三报关单、
装箱单、形式发票、商业发票、证四电子邮件、（2019）浙 72
民初 1109 号民事判决书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货物已被放货
给原告造成了货款损失且证一、证三中大部分证据系原件，证
四被关联案（2019）浙 72 民初 1108 号与 1109 号两案所确认，
故对该四组证据均予认定。证五系复印件，且与本案不具有关
联性，不予认定。二、关于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提供的证据。证 1 同航线集装箱流转信息、证 2（2019）
沪 72 民初 41 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原告有
异议，对该二组证据不予认定；证 3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
第 15 号，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
定下列事实：
原告与 QS 公司近年来有多次贸易往来。2017 年 11 月，QS
公司向原告订购一批布匹，协议号为 VMC17QS011。随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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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委托被告将上述货物由宁波运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港，
被告向其签发了编号为 SHE171108007 的正本提单，提单中载明
托运人为原告，收货人与通知方为 QS 公司，船名及航次为
SEAMAX ROWAYTON V.0005W，装货港中国宁波，卸货港和
交货地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货物为布匹，装于一个 40 尺
集装箱内，集装箱号 TCNU5262760，交货方式 CY－CY，装船
出运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22 日。涉案货物的交易方式为 FOB 宁
波，货物价值为美元 114862.62 元。货物出运后，原告在未收到
货款的情况下，涉案集装箱空箱返回。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
间，原告与被告、QS 公司以及被告的目的港代理 GD 公司邮件
往来。其中，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的邮件中， GD 公司告知原
告，货物在保税仓库，QS 公司已经在询问海关仓库的仓储费了，
其代表进口商将货物移至仓库，仓储费也由进口商承担。在同
年 12 月 21 日的邮件中，GD 公司向被告发送邮件称，原告需要
转卖或得到 QS 公司的付款。其后，被告回复邮件称，其需要确
认到目前的仓存费和货物照片，并请 QS 公司确认同意放货给原
告的新买家。QS 公司随后回复称，其仍在与原告商谈欠款事宜，
在阿根廷变更收货人很复杂，并在邮件中附上了其向原告购买
的包括编涉案提单项下货物在内的 10 票货物滞箱费清单。后因
各方就还款问题未达成协议，且原告仍持有涉案货物的全套正
本提单，未收到货款，各方纠纷成讼。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以及案外人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协议号为 VMC18QS001 以及协议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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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17QS014、VMC17QS015 项下货物无单放货问题产生争议，
原告将被告与案外人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诉至本院，案号分别为（2019）浙 72 民初 1108 号与
（2019）
浙 72 民初 1109 号。该两案中查明 QS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向原
告支付美元 150000 元货款。现该两案已判决生效。
再查明，在上述两个关联案件中，本院认定被告已在我国
交通运输部备案，具有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质。
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外因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涉案货物出运港为宁波港，位于本院辖区范围内，故本院对本
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原告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被告
未提出异议，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被
告对于原告仍持有正本提单，而货物已交收货人的无单放货事
实未提出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
效。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
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
物之日起计算。涉案提单 SHE171108007 项下货物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出运，原告提供的集装箱流转记录显示涉案编号为
TCNU5262760 的集装箱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空箱返回，该流转
记录无法显示承运人交付货物的实际日期；被告虽然抗辩称宁
波港至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同航线集装箱流转时间仅为 37
天、涉案集装箱应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前后抵达目的港，但被
告作为掌握涉案货物运输信息和各个时间节点的承运人，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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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告
主张对于涉案货物，各方一直保持沟通并确认货物在目的港仓
库，如果提单持有人要求提货，被告也同意交付货物，故诉讼
时效在 2018 年 12 月中断，应重新起算。被告辩称其虽协助原
告向目的港代理 GD 公司确认涉案货物状态，但其从未做出任何
同意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的承诺，不应构成时效中断。本院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
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
而中断。根据 201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原、被告及 GD 公司、
QS 公司之间的多份电子邮件往来，原告询问货物下落、仓储费
及计划转卖等事宜后，GD 公司作为被告的目的港代理都予以答
复，被告对沟通经过均知情并参与其中；被告作为承运人负有
向作为托运人的原告告知货物下落的义务，而在事实上其也认
可 GD 公司的相关陈述，如 2018 年 11 月 16 日被告陈述了货物
在海关仓库及费用，2018 年 12 月 20 日被告参与联系原告转卖
涉案货物事宜，以上行为构成其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依
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故涉案货物所涉纠纷仍在诉
讼时效期间之内。被告作为承运人，依法应赔偿其因无单放货
给原告造成的货款损失美元 114862.62 元。原告还主张以自 2019
年 10 月 20 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货款损失的逾期付款利息，
本院认为该利息主张及计算方式合法有理，依法予以保护。综
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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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兰溪市唯美进出口有限公司货款损失美元
114862.62 元及利息（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7.0836 折算为人民币
813640.86 元，以该款项为基数，自 2019 年 10 月 20 日起至判
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1936 元，
减半收取人民币 5968 元，
由被告厦门环球捷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

审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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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吴 静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艺融

【附页】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五十五条

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

算；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
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
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
计算。
前款规定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时应当减去因货物灭失或
者损坏而少付或者免付的有关费用。
第七十一条

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

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
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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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
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

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

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
物之日起计算；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间届满后，被认定为
负有责任的人向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期间为九十日，
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
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

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

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
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的，时效不中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条

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

适用的法律。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

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

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提单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
人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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