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日期

D D M M Y Y Y Y

不可撤销跟单备用信用证开立/修改/解除申请书

这是有关下列贸易服务的申请书。

请填妥所须信息和提供任何有关贸易服务的指示。

 修改第 号跟单备用信用证（只需提供新的详情）

 解除第 号跟单备用信用证

2.1  申请人（客户） 2.4  申请人的姓名和地址（若有别于客户的姓名和地
址，将于跟单备用信用证内列明）

2.2  客户的联系详情

2.3 客户的电话 / 电邮 / 传真 2.5  客户的账户号码（如有）

2.6  客户与申请人（如果并非客户）的关系

3.1  受益人 3.2  受益人地址

4.1  币种 4.2  金额

5.1  通知行 / 转开行（名称和地址） 5.2 通知行/转开行的 SWIFT（如知道）

6. 随附跟单备用信用证格式 / 条款

随附跟单备用信用证格式

7. 开立方式

电报 / SWIFT 转开

8. 到期日

D D M M Y Y Y Y 

9. 管辖规则

《国际备用证惯例》（ISP98）

《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

10.1 货物 / 服务和相关交易的描述（合同或投标书名称） 

10.2  合同编号 10.3 合同日期   
       D D M M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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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申请开立跟单备用信用证

在 的柜台



11. 所须文件

受益人签署的声明书，声明本备用信用证项下提取的款项（代表和包括发票的违约金额）。

受益人签署的声明书，声明受益人已装运所须货物和向买方提供所须文件，并且没有在发票日 / 装运日期 / 运输单据签发日期起

天内立即收到货款。

跟单备用信用证开立行的即期汇票

其它

参看随附的跟单备用信用证格式。

于附页继续。

12. 保兑

需保兑

13. 部分提款

允许 不允许

14. 费用-将由申请人  (A)/受益人(B)支付  A  B 14.4  支付费用的账户

从我们的如下账户中扣除贵行的手续费、通知费用14.1  代理行的费用

14.2 汇丰银行的费用

14.3  保兑费用

15. 其它备注

授权签署及公司签章

 10.5  卸货港（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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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装货港（如适用）

我们谨提及汇丰银行(经不时修订的)标准贸易条款(“标准贸易条款”)。客户可通过www.gbm.hsbc.com/gtrfstt 
取得、阅读并打印标准贸易条款，或向客户经理索取标准贸易条款的复印件。
本申请书包含标准贸易条款并受其约束，如同标准贸易条款已完整地被载于本申请书中。本申请书与标准贸易条
款共同构成一份重要协议。
客户签署本申请书即表示：

• 客户不可撤销地请求汇丰银行根据本申请书的指示提供上述贸易服务；和
• 客户确认其已阅读和理解标准贸易条款，并同意本申请书包含标准贸易条款且上述请求的贸易服务适用

于标准贸易条款。
代表客户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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