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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整理了全球银行在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情况下的常见做法，并分享了一

些指导意见。这并非是一份“最佳实践”文件，而且所述的许多做法已经有所改

进。相反，这是一份实用的参考文件，在纸质单据难以或无法流转时，提供如何

采取促进贸易和贸易金融发展相关措施的信息。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扰乱了航运、

当面交流和旅行。因此，亟需替代流程来解决贸易金融交易。此份文件数据源自

国际商会、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以及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成员单位 2020 年

的数据。 

 

一、导言 

发生全球危机时，国际贸易可能会放缓，但绝不能停止。虽然新冠肺炎疫情

暴露了纸质贸易体系的缺点，但金融机构正在寻求保持贸易流通的方法。他们是

怎么做的？ 

该份文件分享了金融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正在实施的特别做法。他们的

方法不同于应对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危机，这次针对的是当无法实际接触时如何保

持贸易流通这一独特问题。 

我们预计，许多“快速反应”的准数字化解决方案如今将重新得以检验，并

可能在危机后撤销。然而，如果能吸取经验教训，这种经验将会积极地改变银行

及贸易金融的发起、交易和结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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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忽略快速数字化的经验。疫情过后，金融机构和企业都需要重新设

计业务流程。而且我们坚信，各国政府将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为促进这种长期

数字化进程，国际商会已创建了诸如数字贸易路线图这样一些工具。 

本文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包括两项全球银行业调查和许多次级来源 2。受访

者包括全球前十大贸易银行以及其他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贸易金融的银行。受访

机构遍及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 

 

二、问题的范围 

当今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贸易中最为顽固的弱点：纸。纸是金融业的致命弱

点。破坏总是会发生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 

国际商会的初步数据表明，金融机构已感到了影响。在最近的贸易调查报告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补充调查中，60%以上的受访者预计他们的贸易流量在 2020

年将下降至少 20%。 

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环境下克服贸易金融的实际困难，许多银行表示，他们

正各自采取措施，放宽对正本文件的内部规章。然而，只有 29%的受访者称，其

当地监管机构已经为正在进行中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支持。如果没有监管机构的大

力支持，个别银行自身措施的有效性将受到限制。 

疫情为贸易金融流程中的五个方面带来或加剧了挑战。受访者反馈了以下几

个直接而重要的问题： 

>交易发起和分发 

>可转让票据 

>文件传递 

>授权签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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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m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1/icc-digitalisation-of-trade-finance-roadmap.pdf


>运输 

金融机构在这五个方面所面临的具体困难详见表 1。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疫情带来的三个常见困境：缺少员工、无法打印、以及延迟/无法递交。

根据传闻证据，在 2020 年 4 月，大多数银行称其 75-90%的操作人员居家办公。

第 5 栏内容（如有）包括了现有的指导文件。这些文件是应各贸易行业协会的银

行成员要求编制的。 

表 1、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贸易实务带来的挑战以及可获取的指导文件 
 

（类别） 传统贸易 供应链金融 物流 可获取的指导文件 

 

 

 

交易发起和分发 

客户/银行无法取得原始经授权

的签字。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电

子签名使用指导文件  

客户/银行无法提交申请。  国际商会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适用国际商会规

则的贸易金融交易指导文

件 

错误认为参与协议需要实际签

字。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成

员使用电子邮件确认通常

无需实际签字 

 

可转让票据* 

司法要求湿墨签名的付款责任。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关

于可转让票据的文件  

文件传递 

见证担保文件

/契约。 

开证行无法收

到交单。 

 部分地区无法投

递导致文件无法

寄送。 

国际商会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适用国际商会规

则的贸易金融交易指导文

件 

多数企业远程操作、员工减少、当地限制出行、收

发室人员和操作人员均害怕使用公交系统的情况下

寄送、处理或审核实物运输单据。 

 

国际商会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适用国际商会规

则的贸易金融交易指导文

件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关

于数字化可转让票据的倡

议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tfa.org/guidance-on-digitally-signing-master-participation-agreement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tfa.org/trade-forfaiting/fintech-initiatives/
https://itfa.org/trade-forfaiting/fintech-initiatives/
https://itfa.org/trade-forfaiting/fintech-initiatives/


（类别） 传统贸易 供应链金融 物流 可获取的指导文件 

文件传递 

 证实认证 /正本单据的挑战。 

 

 国际商会针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适用国际商会规

则的贸易金融交易指导文

件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关

于数字化可转让票据的倡

议 

电子提单：尚未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地获得认可（因此

必须采用纸质形式）。 

国际商会关于电子提单法

律地位的调查 

如处理机构位于某封锁的国家，集

中处理该国的运营。 

  

 

 

授权签名 

 

客户/银行无法获得原始经授权的

签名。 

 

 使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示范法 

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电

子签名使用指导文件 

 

运输 

 无法在港口停靠

和卸货。 

 

由于缺少货物/飞机空间/油罐空间导致错过合同最后

期限 

 

来源：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和国际商会成员的调查反馈、个人反馈信息、国际贸易与福费廷协会和国际商会指南。 

*可转让票据类别还包括付款责任 

银行面临的困难与贸易性质息息相关。事实上，影响银行的许多问题都源于

客户，然后影响到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运输公司、海关及其他机构。这凸显了

只凭银行的解决方案无法解决问题这一事实。 

 

三、常见做法及其发展 

金融机构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做出了迅速反应。 截至 2020 年

4 月，国际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71%的受访者反馈已经实施了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措施来支持其客户。即使金融机构自身的业务操作被中断，这些措施也能

为客户提供支持。金融机构受干扰的程度之深从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贸易金融

委员会的电话内容中可见一斑。据金融机构报告，大多数金融机构有 75%-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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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居家完成必要工作。其他人员轮流值班，以便接收、打印和寄送实物单

据，因这些单据仍然是贸易金融流关键部分。 

银行实行的特别做法分为四类： 

>扩大现有数字渠道 

>电子单据 

>电子签名 

>新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方法 

金融机构采取的特别做法详见表 2。本文所述的措施，包括新的业务流程和

控制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并且也是为应对临时问题设计的。我们在疫情期间观

察到，各栏中的重点有几处重大变化。我们列出了围绕签名和单据已发展的实务

做法。 

表 2 疫情期间工作流程的常见调整（截至 2020 年 4 月） 

扩大了现有的 

数字化渠道 
电子单据 电子签名 新业务流程和管控方法 

更多地使用 

电子邮件 

海关当局的建议：美

国、欧盟、印度等接受

电子植物检疫证书。 

无需客户的湿墨签名。 修改协议以允许各方同意

使用电子单据。 

第三方平台 

国内监管机构的建议：

例如阿尔及利亚银行通

知所有当局机构和银行

使用电子单据。印度银

行业协会同样如此通

知。 

电子邮件取代签名通常

采取在电子邮件中添加

未经签署的文件作为附

件，并使用合适的措辞

将邮件中的签名应用于

该单据。    

鉴于员工远程办公，在 PDF

交单中加入措辞，以及使

用载有电子签名的 PDF来

交付信用证项下单据 3。 

 

 

 

                                                           
3需要注意的是，在跟单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或代表受益人交付单据不在 UCP600 的范围之内。此外，开证行向申请人交付

单据也不在 UCP600 的范围内。 



 

扩大了现有的 

数字化渠道 
电子单据 电子签名 新业务流程和管控方法 

 在特定备用信用证下，

允许使用 PDF 格式加上

合适的附件交单。 

 

临时的(例如 90 天)业务

湿墨签名确认例外（即，

例外情况下不需要），对

于某些司法管辖区域允许

在客户签署的索赔书上，

使用电子邮件代替湿墨签

名。 这既可用于交易请

求，也可用于选择客户单

据，例如同意使用电子渠

道的协议。 

创意配置人员-高级管理层

允许关键人员（可通勤）

前往指定的办公地点处理

实物单据。关键人员可报

销所有费用，并获取额外

的金钱奖励。 

在现有流程中加

入电子签名解决

方案（用于单

据）。 

对现有单据的保管已转

移到其他进行支持的国

家（在进口信用证项下

通过紧急 SWIFT 报文调

整地址）。 

签名的照片（因为客户没

有 扫 描 仪 ， 需 使 用 手

机）。 

 

 

  具有产生电子签名功能的

软 件  ( 例 如  Adobe 

Sign)。 

通过使用扫描单据(随附

SWIFT 证实电报)证实交

单。 

   
采取人员轮休及灵活日程

安排处理实物运输单据。 

   
开立保函和办理融资交易

时实行无纸化审批（即，

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签

名）。 

   
建立危机治理机制，以确

保任何偏离流程框架的行

为都将进行风险评估、审

批和记录。 

   
授予更多员工远程访问权

限。 

   采用 eUCP2.0和 eURC1.0

作为操作模式，并对内部

流程进行配置以便更多地



使用这些规则。 

来源：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的调查反馈、个人反馈信息 

第一个趋势是电子签名相关实践的演变。对于那些在封锁期伊始已经接近完

成的交易，目标是要在对软、硬件和信息技术技能掌握程度有限的工作人员能力

范围内，找到可以快速实施的解决方案。鉴于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电子邮

件，因此“附加电子邮件签名”被广泛使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随着人们对

数字签名/证书愈加熟悉，故而使用更为广泛，因为显然它们更加稳健和安全。

下一个发展阶段是，一方面更深入地检验法律要求，以确保最佳法律解决方案，

例如欧洲 eldas4法规下的合格法律签名，另一方面是希望在尽可能少的人工干

预下，将这些工具整合到更为整体化的企业资源管理流程中。 

第二个是与电子单据有关的实践。在那些地方当局已出台了官方指导的地区，

这项推进最为轻松。指导很有必要，因为数字单据的相关立法远不如电子签名的

相关立法成熟。电子单据还必须处理法律和操作层面上的手续。电子单据处于

19 世纪的立法和 21 世纪的不成熟操作者的无所适从的交叉路口。相较于世界上

许多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接受的电子签名，电子单据的进展明显滞后 5。 

第三个趋势是数字解决方案的推出。对于现有的数字平台，金融机构报告称，

他们正在扩大规模。我们期望，这就是 53％的国际商会调查受访者所说的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所推出的新数字解决方案。人们愈加关注区块链、单据数字化及自

动化加工和处理软件及平台的加速应用。 

 

四、哪些支持结构可以快速响应？ 

                                                           
42014 年 7 月 23 日第 910/2014号欧盟法规 

5 就电子单据而言，等效功能法是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因为它关注到了纸张所带来的，但通常是错误的安心感觉。《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提倡这种方法，认为纸的目的和功能可以通过电子等效物实现，并且提供了达成此目标

的连贯系统来实现此目的。国际商会电子规则（eUCP 2.0 版和 eURC 1.0 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数字解决方案的快速应用当然会给现有贸易流程带来新的风险。调查报告的

受访者提到了四类风险（表 3）。了解这些风险可使监管当局更加清楚应该采取

哪些措施，以便确保国内法规允许数字化应对措施向前发展。 

在此表之后，我们将讨论缓释措施和官方指导在允许银行从惯常商业实务转

型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表 3、快速响应数字化措施带来的新风险 

尽职调查 操作方面 欺诈/安全 形式 

反洗钱/了解你

的客户 

法律风险 居家工作和使用如电子邮

件等非安全渠道造成的数

据外泄 

所有利益相关者需

准备好接受电子形

式。 

制裁问题 

通过数字化渠道增加了差错  欺诈风险增高 电子记录的格式需

要对各方当事人均

可读取。 

 互联网连接不稳定、信息技术/

数据中心风险 

远程访问权限由部分选定

员工扩大到所有员工后对

客户信息的保护 

“正本”作为原件

的定义在数字世界

中不存在。 

 需要清楚近期提单中增加的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内容,以

及货物运输中断或延迟的可能

性。货物可能未被装载到预期

船只上，并可能未经通知即在

其他另选的港口卸货。国际商

会银行委员会正在准备恰当的

回应。 

信用证项下的副本单据存

在欺诈隐患 

 

数字化格式更适用

于 eUCP2.0，而非

UCP600。 

来源：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会和国际商会成员调查反馈、个人反馈信息 

 

本文件详述的特别做法并非孤立地制定的。为了采取非常规措施，大多数措

施都伴随着两种扶持活动。第一种是制定缓释措施，即提升对单据的信任程度所

采取的措施。 

第二种扶持活动是监管指导。根据国际商会的经验，国际商会很早就收到过

请求,要求就错过诸如 UCP600 之类贸易规则中规定的最后期限提供指导意见。作



为回应，截至 2020 年 4 月，国际商会已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 6，其中包括一

份专门针对贸易金融交易影响的文件 7。 

 

    缓释和管控措施  

    上述数字化响应措施需要缓释及额外管控措施。尽管金融机构认识到对金融

犯罪或可疑活动作出快速反应的迫切需要，但许多临时措施与合同要求并不相符。 

    缓释或管控制措施的一些例子包括： 

>  回访电话机制（银行的团队主动致电公司） 

>  在跟单信用证或交易性文件中增加或修改相关条款以保护各当事方 

 >   PDF 单据随附 SWIFT 证实电报 

>  单据无法投递时与交易当事方安排替代方案（详见《国际商会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适用国际商会规则的贸易金融交易指导文件》） 

关于银行如何在业务连续性计划（BCP）中缓释风险，金融与贸易银行家协

会的调查数据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对于所调查的所有类型工具，目前不足 1/3

的银行要求纸质原件。其余的银行允许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第三方软件提交。 

这些数字提交方式往往通过回电话来核实。例如，对于新的商业协议，超过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第三方软件接受这些协议。其中，近四

分之三的银行回电话确认传真，68％的银行回电话确认签名人电子邮件的提交。

在这两种情况下，不到 40%的银行要求接电话的人是授权代表。 

 

指导 

在某些地区，监管指导和建议对促进数字化实践至关重要。电子单据（例如

                                                           
6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memo-to-governments-and-central-banks-on-essential-steps-to-safeguard-tradefinance- 

operations/ 

https://iccwbo.org/media-wall/news-speeches/icc-publishes-covid-19-business-continuity-guide/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force-majeure-and-hardship-clauses/ 

http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3/2020-forcemajeure-commcontracts.pdf 

 
7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 

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memo-to-governments-and-central-banks-on-essential-steps-to-safeguard-tradefinance-operation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memo-to-governments-and-central-banks-on-essential-steps-to-safeguard-tradefinance-operations/
https://iccwbo.org/media-wall/news-speeches/icc-publishes-covid-19-business-continuity-guide/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icc-force-majeure-and-hardship-clauses/
http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3/2020-forcemajeure-commcontracts.pdf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https://iccwbo.org/publication/guidance-paper-on-the-impact-of-covid-19-on-trade-finance-transactions-issuedsubject-to-icc-rules/


电子提单）面临的挑战是在法律上是否有效。该问题的答案是需要地方当局或政

府的建议。但截至 2020 年 4 月，已出台的监管指导有限。国际商会调查受访者

称，只有 30％的地方当局或政府为支持跟单信用证流程的电子化提供了监管指

导。 

例如，阿尔及利亚银行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做法，向成员银行发出了建议。如

果当地监管已有关于使用电子文档的法规，则可能不需要建议。不过，在新兴经

济体，人们更偏好当地监管的建议。 

在贸易金融方面，印度、美国和欧盟等国当局等已开始鼓励提交电子海关文

件。 

结束本节时，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大多数银行还报告，客户很欢迎这些豁免

做法。对于银行能够或提出使用替代方式支持其交易并维持全球贸易的流动，客

户表示赞赏。 

 

 五、我们能够对贸易金融改变多少？ 

您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数字化措施还没有落实到位？有三个答

案：成本、复杂性和网络。 

首先是实施和入门的成本。虽然可以扩展现有的数字化措施,例如 DocuSign

或其他平台，但此类产品并非免费的。另外，数字平台的使用通常包括培训员工

和客户如何使用的问题。这通常是分阶段进行的，因为立即实施具有上述风险。 

其次，有些当事方会需要纸质原件。在一项贸易交易中有很多交易对手，如

果一个交易对手因为监管或法律原因要求纸质原件，那么该过程至少有部分从源

头上是纸质的。了解哪些客户和交易对手需要纸质原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三，贸易交易经常与保险相互作用。如果需要保险，应注意的是,许多承

保人严重依赖纸质件。任何成功的长期数字化解决方案都必须能够在不需要集中

运营商的情况下连接网络。 

以下是从本次疫情的前两个月中获得的一些经验教训： 

>  在危机中使用特别措施实现数字化是可能的。 



>  在早期阶段，官方指导和缓释措施至关重要。 

>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需要做什么，就需要跨行业工作组促使监管改变 

   的发生。 

>  为更新和调整法律及法律框架，需要监管和政府指导。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的采用可起到催

化作用 8。 

>  改善多个现有的单方平台在短期内有效，但通过标准化平台连接 

   多个交易对手则是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  解决大多数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促进商界各方之间、以及与银行 

   之间的对话。 

国际商会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国际商会数字贸易路线图旨在帮助与监管机

构、政府和您的雇主进行宣传。后续将提供更多指导。 

 

 

 

 

 

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组织翻译 

翻译：黄卉、林雨 

译审：徐珺 

 

                                                           
8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ecommerce/modellaw/electronic_transferable_records 

https://cms.iccwbo.org/content/uploads/sites/3/2020/01/icc-digitalisation-of-trade-finance-roadmap.pdf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ecommerce/modellaw/electronic_transferable_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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