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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 
 

叶伟膺  译 

 

 

解释规则 

    共同海损的理算，应适用下列规则，凡与这些规则相抵触的法律

和惯例均不适用。 

    除首要规则和数字规则已有规定者外，共同海损应按字母规则理

算。 

 

首要规则 

    牺牲或费用，除合理作出或支付者外，不得受到补偿。 

 

规则 A 

    1.只有在为了共同安全，使同一航程中的财产脱离危险，有意并

合理地作出特殊牺牲或支付额外费用时，才能构成共同海损行为。 

    2.共同海损牺牲和费用，应按下列规定由各分摊方分担。 

 

规则 B 

    1.如果船舶拖带或顶推其他船舶，并且它们都是在从事商业活动

而不是救助作业，则处于同一航程之中。 

    当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使这些船舶及其货物（如果有）脱离共同

危险，则应适用本规则。 

    2.如果船舶处于共同危险之中，而一艘船舶的脱离既可以增加其

安全，又可增加同一航程中所有船舶的安全，则该脱离是共同海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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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如果同一航程中的船舶进入避难港或避难地，则根据本规则的

补偿可以给予每一艘船舶。除服从规则 G 第 3 和第 4 款的规定外，共

同海损的补偿应在共同航程结束时终止。 

 

规则 C 

    1.只有属于共同海损行为直接后果的损失或费用，才应作为共同

海损。 

    2.环境损害或因同一航程中的财产漏出或排放污染物所引起的损

失或费用不得认作同海损。 

    3.不论是在航程中或其后发生的滞期损失、行市损失和任何因迟

延所遭受的损失或支付的费用以及任何间接损失都不得认作共同海

损。 

 

规则 D 

    即使引起牺牲或产生费用的事故，可能是由于航程中一方的过失

所造成的，也不影响要求分摊共同海损的权利，但这不妨碍非过失方

与过失方之间就此项过失可能提出的任何索赔或抗辩。 

 

 

规则 E 

    1.要求共同海损补偿的一方应负举证责任，证明要求补偿的损失

或费用应作为共同海损受偿。 

    2.航程中的所有方应尽快提供分摊价值的详细资料，如果要求共

同海损补偿，则应将要求补偿的损失或费用书面通知海损理算师，并

提供支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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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不通知或任何一方在共同航程结束后或费用支付后十二个

月内不提供支持所告知的要求补偿的详细资料，则海损理算师可以根

据所掌握的材料估算补偿金额。有关分摊价值的资料应在共同航程结

束后十二个月提供。如不提供，海损理算师同样可以估算分摊价值。

此项估算应书面通知有关方。只有在收到估算书后两个月内并且估算

明显不正确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异议。 

    4.航程中任何一方就要求作为共同海损的牺牲或费用向第三方追

偿的，应告知海损理算师，并且应在追偿成功，收到赔偿后两个月内

向海损理算师提供所有的追偿详细资料。 

 

规则 F 

    凡为代替本可作为共同海损的费用而支付的额外费用，可以作为

共同海损并受到补偿，无须考虑对于其他方有无节省，但其数额不得

超过被代替的共同海损费用。 

 

规则 G 

    1.共同海损损失和分摊的理算，应以航程终止时在终止地的价值

为基础。 

    2.本条的规定不影响对编制海损理算书地点的决定。 

    3.船舶在任何港口或地点停留，而根据规则十和十一的规定将发

生共同海损补偿时，如果全部货物或其中的一部分用其他方式运往目

的地并已尽可能通知了货方，则共同海损的权利和义务，将尽可能如

同没有此项转运，而是在运输合同和所适用的法律的认可下，由原船

继续原航程一样。 

    4.因适用本条第 3 款，认作共同海损补偿并由货物分摊的部分应

限于假如由货主承担费用将货物转运至目的港所应支付的费用。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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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不包括根据规则 F 所认入的任何补偿。 

 

规则一  抛弃货物 

    除非按照公认的航运习惯运送，被抛弃的货物不得认入共同海损。 

 

规则二  为了共同安全作出牺牲所造成的损失 

    为了共同安全作出牺牲或其后果和为了共同安全，抛弃财产而开

舱或打洞以致进水，造成同一航程中财产的损失，应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三  扑灭船上火灾 

    为了扑灭船上火灾，因水或其他原因致使船舶、货物遭受损坏，

包括将着火船舶搁浅或凿沉所造成的损坏，均应认作共同海损受到补

偿。但由于烟熏或因火引起热烤所造成的损坏除外。 

 

规则四  切除残余部分 

    因切除由于意外事故原已折断或实际上已经毁损的船舶残留部分

所遭受的损失，不得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五  有意搁浅 

    不论船舶是否势必搁浅，如果为了共同安全有意搁浅，则因此造

成同一航程中财产的损失应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六  救助报酬 

    1.航程中各有关方所支付的救助费用，不论救助是否根据契约进

行，都应认入共同海损，但以使同一航程中的财产脱离危险而进行的

救助为限，并服从本条第 2、3 和第 4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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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尽管有上述第 1 款的规定，当航程中的有关方对救助人承担各

自的合同或法律责任时，救助仅在发生下列情况才被认可： 

    (1)在后来的航程中，发生事故或其他情况致使财产遭受损失或损

坏，从而导致获救价值和分摊价值之间有显著的差异； 

    (2)在获救财产中有数额很大的共同海损牺牲； 

    (3)获救价值明显不正确，并且救助费用的分摊也明显有误； 

    (4)获救的任何一方已支付了应由另一方承担的大部分救助费用； 

    (5)大部分关系方已经认可根据实质上不同条款的救助索赔，不考

虑利息、汇率的调整以及救助人或分摊方所支付的法律费用。 

    3.上述第1款所指的救助费用应包括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十三

条第 1 款第 2 项所称的考虑到救助人在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中的技艺

和努力而付给救助人的任何救助报酬。 

    4.根据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第十四条第4款或任何其他实质上类

似的规定（例如 SCOPIC），由船舶所有人付给救助人的特别补偿，不

得认入共同海损，并且不被认作本条第 1 款中的救助费用。 

 

规则七  机器和锅炉的损坏 

    在船舶搁浅并有危险的情况下，如经证明确是为了共同安全，有

意使机器、锅炉冒受损坏的危险而设法起浮船舶，则因此造成任何机

器和锅炉的损坏，应认入共同海损；但船舶在浮动状态下因使用推进

机器和锅炉所造成的损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八  搁浅船舶减载所引起的费用和损坏 

    作为共同海损行为卸下搁浅船舶的货物、船用燃料和物料时，其

减载、租用驳船和重装（如果发生）的额外费用和由此造成同一航程

中财产的任何灭失或损坏，都应认作共同海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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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九  用作燃料的货物、船用材料和物料 

    在遭遇危险时，为了共同安全的需要，被当作燃料的货物、船用

材料和物料应认作共同海损，但船用材料和物料受到补偿时，应从共

同海损中扣除为完成原定航程本应消耗的燃料的估计费用。 

 

规则十  在避难港等地的费用 

    1.(1) 船舶因遭遇意外事故、牺牲或其他特殊情况，为了共同安

全必须驶入避难港、避难地或驶回装货港、装货地时，其驶入这种港

口或地点的费用应认作共同海损；其后该船舶装载原装货物或其中的

一部分驶出该港口或地点的相应费用也应认作共同海损； 

    (2) 船舶在任何避难港或避难地不能进行修理而需转移到另一港

口或地点时，此第二港口或地点应视作避难港或避难地适用本条的规

定。此项转移费用，包括临时修理费用和拖带费用，应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十一的规定应适用于因此项转移而引起的航程延长期间。 

    2.(1) 在装货、停靠或避难港口或地点在船上搬移或卸下货物、

燃料或物料的费用，应认作共同海损，如果这种搬移或卸载是共同安

全所必需的，或者是为了使船舶因牺牲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坏得以

修理，而且此项修理是安全完成航程所必需的。但如果船舶的损坏是

在装货或停靠港口或地点发现的，而且航程中没有发生过与此项损坏

有关的任何意外事故或其他特殊情况，则不在此列； 

    (2) 只是为了重新积载在航程中移动的货物而产生的在船上搬移

或卸下货物、燃料或物料的费用，除非该项重新积载是为了共同安全

的需要，否则不得认作共同海损。 

    3.当货物、燃料或物料的搬移或卸载费用可以认作共同海损时，

该货物、燃料或物料的储存费，包括合理支付的保险费、重装费和积



 7 

载费也应认作共同海损。规则十一的规定应适用于重装或重新积载所

引起的额外停留期间。 

    4.如果船舶报废或不继续原定航程，认作共同海损的储存费只应

计算至船舶报废或放弃航程之日为止。如果船舶在卸货完毕以前报废

或放弃航程，则应计算至卸货完毕之日为止。 

 

    规则十一  驶往和停留在避难港等地的船员工资、给养和其他费

用 

    1.如果船舶驶入避难港、避难地或驶回装货港、装货地的费用根

据规则十第 1 款的规定可以认作共同海损，则在由此引起的航程延长

期间合理产生的船长、高级船员和一般船员的工资、给养以及消耗的

燃料和物料也应认作共同海损。 

    2.（1）由于意外事故、牺牲或其他特殊情况，船舶驶入或停留在

任何港口或地点，如果是为了共同安全的需要，或者是为了使船舶因

牺牲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坏得以修理，而且此项修理是安全完成航

程所必需的，则在该港口或地点额外停留期间，直至该船舶完成或应

能完成继续航行的准备工作之时为止合理产生的船长、高级船员和一

般船员的工资和给养均应认入共同海损； 

   （2）额外停留期间消耗的燃料和物料应认作共同海损，但为进行

不属于共同海损的修理所消耗的燃料和物料除外； 

   （3）额外停留期间的港口费用也应认作共同海损，但仅为进行不

属于共同海损的修理而支付的港口费用除外； 

   （4）如果船舶的损坏是在装货或停靠港口或地点发现的，而且航

程中没有发生过与此项损坏有关的任何意外事故或其他特殊情况，则

在修理上述损坏额外停留期间所支付的船长、高级船员和一般船员的

工资、给养以及消耗的燃料、物料和港口费用均不得认作共同海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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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该项修理是安全完成航程所必需的； 

   （5）如果船舶报废或不继续原定航程，认作共同海损的船长、高

级船员和一般船员的工资、给养以及消耗的燃料、物料和港口费用，

只应计算至船舶报废或放弃航程之日为止；如果船舶在卸货完毕以前

报废或放弃航程，则应计算至卸货完毕之日为止。 

    3.（1）本规则中所称的工资应包括船东付给船长、高级船员和一

般船员或为他们的利益而支付的一切款项，不论该款项是根据法律应

由船东支付或者是根据雇佣条款支付的； 

   （2）规则所指的“港口费用”应包括在规则十一第 2 款第 1 项的

情况下，为了共同安全或使船舶进入或停留在避难港或停靠港，习惯

和额外产生的所有费用。 

    4.为了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采取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如果是在下

列情况下产生的，应认作共同海损： 

   （1）作为为了共同安全而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而这种措施假如

由同一航程以外的第三方所采取，该方本可获得救助报酬； 

   （2）作为规则十一第（1）款所述情况下船舶进入或驶离任何港口

或地点的条件； 

   （3）作为规则十一第（2）款所述情况下船舶在任何港口或地点停

留的条件的。但如果实际已经有污染物漏出或排放，则为了防止或减

轻污染或环境损害而采取任何额外措施的费用，不得作为共同海损受

偿； 

   （4）为了搬移、卸载、储存和重装货物、燃料或物料的需要，如

果这些措施的费用可以认入共同海损。 

 

规则十二  货物在卸载等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坏 

    只有当搬移、卸载、储存、重装和积载货物、燃料或物料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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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作共同海损时，由于各该措施的后果使货物、燃料或物料遭受

的损失才应作为共同海损受到补偿。 

 

规则十三  修理费用的扣减 

   1.用新材料或新部件更换旧材料或旧部件时，如果船龄不超过十五

年，认入共同海损的修理费用，不作“以新换旧”的扣减，否则应扣

减三分之一。是否扣减，应按船龄确定，船龄是从船舶建成之年的十

二月三十一日起计算至共同海损行为之日止。但绝缘材料、救生艇和

类似小艇、通讯和航海仪器以及设备、机器和锅炉应按各自使用的年

限确定。 

   2.扣减应只从新材料或新部件制成并准备安装到船上时的价值中

扣减。供应品、物料、锚和锚链不作扣减。干坞费、船台费和船舶移

泊费应全部认入共同海损。 

   3.船底刷洗、油漆或涂层费用不应列入共同海损，除非在共同海损

行为发生之日以前二十四个月内曾经油漆或涂层，在此情况下，应半

数认作共同海损。 

 

规则十四  临时修理 

    1.如果船舶为了共同安全或对共同海损牺牲所造成的损坏在装

货、停靠或避难港口进行临时修理，则此项修理费用应认入共同海损。 

    2.如果为了完成航程而对意外损坏进行临时修理，则无需考虑对

于其他方有无节省，此项修理费用应认作共同海损，但其数额应以因

此所节省的假如不在该港进行临时修理本应支付并认入共同海损的费

用为限。 

3.可以作为共同海损的临时修理费用，不应作“以新换旧”的扣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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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十五  运费损失 

    如果货物的损失是共同海损行为所造成的，或者已作为共同海损

受到补偿，则由于货物损失所引起的运费损失也应作为共同海损受到

补偿。 

    从损失的运费总额中应扣减其所有人为赚取此项运费本应支付但

由于牺牲无需支付的费用。 

 

规则十六  货物因牺牲所受损失的补偿金额 

    1.（1）牺牲的货物作为共同海损受补偿的金额，应是以其在卸货

时的价值为基础计算得出的损失。此项价值应根据送交收货人的商业

发票确定，如果没有此项发票，则应根据装运价值确定。此项商业发

票可以被海损理算师视为反映其在卸货时的价值，与运输合同下 终

的交货地点无关； 

   （2）货物在卸货时的价值应包括保险费和运费，但不由货方承担

风险的运费除外。 

    2.如果受损货物已经出售，并且损失金额未经另行议定，则作为

共同海损受偿的金额应根据出售净得与按本条第 1 款计算得出的完好

净值之间的差额确定。 

 

规则十七  分摊价值 

    1.（1）共同海损的分摊，应以航程终止时财产的实际净值为基础，

但货物应以卸货时的价值为基础，此项价值应根据送交收货人的商业

发票确定；如果没有此项发票，则应根据装运价值确定。此商业发票

可以被海损理算师视为反映在卸货时的价值，与运输合同下 终的交

货地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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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货物的价值应包括保险费和运费（除非运费系由货方以外的

其他方承担风险)，并应扣减卸货前和卸货时所遭受的损失。任何货物

均可被排除在共同海损之外，如果海损理算师认为与 终的分摊结果

相比，支付费用以便将其包括在理算中是不适宜的； 

   （3）确定船舶的价值，无须考虑该船舶因订有光船或定期租船契

约而产生的有利或不利影响。 

    2.上述价值如果没有包括遭受牺牲的财产作为共同海损的补偿，

则应加上此一数额。从有风险的客、货运费中，应扣减假如船舶和货

物在共同海损行为发生之日全部灭失，就无须为赚得该项费用而需支

付的不属于共同海损的费用和船员工资。从财产的价值中，还应扣减

在共同海损行为发生以后所支付的一切额外费用，除非该费用已认入

共同海损。如果根据规则六第 2 款的规定，为救助服务支付的款项不

能认作共同海损，则扣减应限于支付给救助人的款项，包括利息和救

助人的法律费用。 

    3.在规则 G 第 3 款所述的情况下，除非在运达目的地以前出售或

另作处理，货物和其他财产，应以其在原目的地交货时的价值为基础

参加分摊；船舶则应以其在卸货完毕时的实际净值参加分摊。 

    4.如果货物在运达目的地以前出售，则应按出售净得的数额加上

作为共同海损受偿的数额参加分摊。 

    5.邮件、旅客行李、私人随身物品和随带的机动车辆，不分摊共

同海损。 

 

规则十八  船舶损坏 

    共同海损行为造成的船舶、机器和船具的损失，认作为共同海损

的数额如下： 

    1.如已经修理或更换，按该项损失的修理或更换的实际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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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规则十三的规定扣减。 

    2.如未经修理或更换，按该项损失引起的合理贬值，但不得超过

估计的修理费用。如船舶遭受实际全损或修理费用超过修复后的船舶

价值，则作为共同海损的数额应为该船的估计完好价值减去不属于共

同海损损失的估计修理费用和船舶在受损状态下的价值（如果出售，

则为出售净得）的余额。 

 

规则十九  未经申报或申报不实的货物 

    1.未通知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而装载的货物或装运时故意谎报

的货物所遭受的损失，不得作为共同海损。但此项货物如果获救，仍

有责任分摊共同海损。 

    2.如装运时不正当地以低于实际价值申报的货物遭受损失时，应

按申报价值受到补偿，但应按实际价值参加分摊。 

 

规则二十  提供的款项 

    1.为筹款支付共同海损费用而变卖货物致使货主遭受的资本损

失，应认入共同海损。 

    2.共同海损费用垫款的保险费也应认入共同海损。 

 

规则二十一  共同海损损失的利息 

    1.对于共同海损费用、牺牲和受偿项目，应给予利息，计算至共

同海损理算书发出后三个月之日止；对由各分摊方预付或从共同海损

保证金内先行拨付的一切款项也应给予利息。 

    2.每一日历年用于计算利息的利率应为理算货币在该日历年一月

一日公布的十二个月的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加上百分之四。如果理算

货币没有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公布，则使用十二个月的美元伦敦同业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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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利率。 

 

规则二十二  保证金的处理 

    1.如果海损理算师就货物应承担的共同海损、救助费用或特别费

用收取了现金担保，此项保证金应汇给海损理算师，由其用理算师的

名义存入特别账户，以便尽可能赚取利息。 

    2.特别账户应根据理算师住所地关于客户和第三方资金的法律设

立。托管或遵守类似管理第三方资金的法律规定，存款应与理算师自

己的资金分开。 

    3.此项存款连同可能产生的利息，作为货方向应收回共同海损、

救助费用或特别费用的有关方付款的担保。需有理算师书面证明、经

通知且获得保证金提供者认可，才可以用保证金预付或将保证金退还。

在接到保证金提供方的批准，或在九十天内未得到批准，海损理算师

才可以从保证金中提取预付款或 终分摊款。 

    4.所有保证金、支付或退款不影响各方的 终责任。 

 

规则二十三  共同海损分摊的时效 

    1.在服从所适用的法律中任何关于时效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 

   （1）除非要求分摊的一方在共同海损理算书发出后一年内提起诉

讼，要求共同海损分摊的权利，包括基于共同海损保证书和担保函的

索赔权归于消灭。但在共同航程终止之日起六年后将不得提起诉讼； 

   （2）如果共同航程终止后有关方同意，上述期限可以延长。 

    2.本条不适用于共同海损有关方同各自的保险人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