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付款方式的英文表达及简要说明
(通用于国际贸易)
付款方式

名称
款到生产(A)

前
T/T

电

款到发货(B)

款到发单(C)
汇
(T/T)

后

T/T
(OA)

前
后
结
合

T/T

托
收
(D/P)

说明
风险
收到款后给工厂传合同,工厂开始
无
生产,发货,收到提单后,立刻寄单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生产,接到
货款后,发货,收到提单后,立刻寄 较小
单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
小
发货,接到货款后,寄单据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
货到收款(D) 发货, 收到提单后,立刻寄单,等货 最大
到达客户那里后,收款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
提单日后 xx
发货, 收到提单后,立刻寄单,等到 较大
天收款(E)
达规定的天数时,收款
收到部分款后给工厂传合同,工厂
开始生产,发货,收到提单后,立刻寄
A 与 D 结合
单,等货到后,收其余货款
收到部分款后给工厂传合同,工厂
开始生产,发货,收到提单后,立刻寄
A 与 E 结合
单,等提单日后 xx 天,再收其余货款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发
货,拿到提单后,将单据交给托收行,
托收行再将单据交给代收行,代收
即期托收
行通知进口人付款赎单,代收行收
妥货款后,将货款转给托收行,托收
行再将货款给我司

远期托收
(付款赎单)
托
收
(D/P)

远期托收
(承兑取单)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发
货,拿到提单后,将单据交给托收行,
托收行再将单据交给代收行,代收
行向进口人提示承兑,到期日进口
人付款赎单,代收行收妥货款后,将
货款转给托收行,托收行再将货款
给我司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工厂生产,发
货,拿到提单后,将单据交给托收行,
托收行再将单据交给代收行,代收
行向进口人提示承兑,进口人承兑
后取得单据,到期日进口人付款,代
收行收妥货款后,将货款转给托收
行,托收行再将货款给我司

小

小

大

大

较小

英文表达
Full payment in advance
seller release the
shipment after receipt
buyer’s full payment
seller release the shipping
documents after receipt
buyer’s full payment
The buyer shall pay the
total value to the seller
after receipt of goods
Full payment within xx
days after B/L date
OA XXdays
?% payment in advance
and and the buyer shall pay
the rest value to the seller
after receipt of goods
?% payment in advance
and the rest payment within
xx days after B/L date

D/P at sight

D/P after sight
D/P at xx days sight
D/P at xx days after B/L date
(注:天数要根据航行天数而
定,最好早于航行天数 4-7 天)

D/A(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

信
用
证
(L/C)

三
种
付
款
方
式
的
综
合
运
用

接到客户信用证后,给工厂传合同,
工厂开始生产,发货,取得提单后,连
同其他单据,一起交给通知/议付行,
即期不可撤 银行审单无误后,将单据寄给开证
销信用证
行,开证行接单据审核无误后,付款 小
给议付/通知行, 议付/通知行再将
款项给受益人(我方)
接到客户信用证后,给工厂传合同,
工厂开始生产,发货,取得提单后,连
同其他单据,一起交给通知/议付行,
远期不可撤 银行审单无误后,将单据寄给开证
销信用证
行,开证行接单据审核无误后,承兑,
较小
等到期日付款给议付/通知行, 议
付/通知行再将款项给受益人 (我
方)

款到生产与
D/P 即期的
结合

款到发货与
D/P 即期的
结合

收到客户部分款项后,给工厂传合
同,安排工厂生产,发货,取得提单
后,连同其他单据交给托收行,托收
行再将单据交给代收行,代收行向 小
进口人提示付款,进口人付款后,代
收行将款项划拨给托收行,托收行
将款项交给出口人(我方)
先给工厂传合同,安排生产,等收到
部分款后,安排发货, 取得提单后,
连同其他单据交给托收行,托收行
再将单据交给代收行,代收行向进 小
口人提示付款,进口人付款后,代收
行将款项划拨给托收行,托收行将
款项交给出口人(我方)

irrevocable L/C at sight

irrevocable L/C at xx days
sight/irrevocable L/C at xx
days after B/L date

？ % payment in advance
and the rest payment by D/P
at sight

seller release the shipment
after receipt buyer’s ?%
payment and the rest
payment by D/P at 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