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制定，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航空货物运输的管理，维护正常的航空运输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用航空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适用于出发地、约定的经停地和目的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用航空货物

运输。  

  第二条 承运人应当按照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合理运输的原则，安全、迅速、准确、经

济地组织货物运输，体现人民航空为人民的宗旨。  

  第三条 本规则中下列用语，除具体条文中另有规定者外，含义如下：  

  （一）“承运人”是指包括接受托运人填开的航空货运单或者保存货物记录的航空承运

人和运送或者从事承运货物或者提供该运输的任何其他服务的所有航空承运人。  

  （二）“代理人”是指在航空货物运输中，经授权代表承运人的任何人。  

  （三）“托运人”是指为货物运输与承运人订立合同，并在航空货运单或者货物记录上

署名的人。  

  （四）“收货人”是指承运人按照航空货运单或者货物运输记录上所列名称而交付货物

的人。  

  （五）“托运书”是指托运人办理货物托运时填写的书面文件，是据以填开航空货运单

的凭据。  

  （六）“航空货运单”是指托运人或者托运人委托承运人填制的，是托运人和承运人之

间为在承运人的航线上承运货物所订立合同的证据。  

  第二章 货物托运  

  第四条 托运货物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它有效身份证件，填写货物托运书，向承运人

或其代理人办理托运手续。如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要求出具单位介绍信或其它有效证明时，托

运人也应予提供。托运政府规定限制运输的货物以及需向公安、检疫等有关政府部门办理手

续的货物，应当随附有效证明。  

  货物托运书的填写及基本内容：  

  （一）托运人应当认真填写，对托运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在托运书上签字

或者盖章。  



  （二）货物托运书的基本内容：  

  １．货物托运人和收货人的具体单位或者个人的全称及详细地址、电话、邮政编码；  

  ２．货物品名；  

  ３．货物件数、包装方式及标志；  

  ４．货物实际价值；  

  ５．货物声明价值；  

  ６．普货运输或者急件运输；  

  ７．货物特性、储运及其它说明。  

  （三）运输条件不同或者因货物性质不能在一起运输的货物，应当分别填写托运书。  

  第五条 货物包装应当保证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致损坏、散失、渗漏，不致损坏和污染飞

机设备或者其它物品。  

  托运人应当根据货物性质及重量、运输环境条件和承运人的要求，采用适当的内、外包

装材料和包装形式，妥善包装。精密、易碎、怕震、怕压、不可倒置的货物，必须有相适应

的防止货物损坏的包装措施。严禁使用草袋包装或草绳捆扎。  

  货物包装内不准夹带禁止运输或者限制运输的物品、危险品、贵重物品、保密文件和资

料等。  

  第六条 托运人应当在每件货物外包装上标明出发站、到达站和托运人、收货人的单位、

姓名及详细地址等。  

  托运人应当根据货物性质，按国家标准规定的式样，在货物外包装上张贴航空运输指示

标贴。  

  托运人使用旧包装时，必须除掉原包装上的残旧标志和标贴。  

  托运人托运每件货物，应当按规定粘贴或者拴挂承运人的货物运输标签。  

  第七条 货物重量按毛重计算，计量单位为公斤。重量不足１公斤的尾数四舍五入。每张

航空货运单的货物重量不足１公斤时，按１公斤计算。贵重物品按实际毛重计算，计算单位

为０．１公斤。  

  非宽体飞机载运的货物，每件货物重量一般不超过８０公斤，体积一般不超过４０×６

０×１００厘米。宽体飞机载运的货物，每件货物重量一般不超过２５０公斤，体积一般不

超过１００×１００×１４０厘米。超过以上重量和体积的货物，承运人可依据机型及出发

地和目的地机场的装卸设备条件，确定可收运货物的最大重量和体积。  



  每件货物的长、宽、高之和不得小于４０厘米。  

  每公斤货物体积超过６０００立方厘米的，为轻泡货物。轻泡货物以每６０００立方厘

米折合１公斤计重。  

  第八条 托运人托运的货物，毛重每公斤价值在人民币２０元以上的，可办理货物声明价

值，按规定交纳声明价值附加费。  

  每张货运单的声明价值一般不超过人民币５０万元。  

  已办理托运手续的货物要求变更时，声明价值附加费不退。  

  第三章 货物承运  

    

  第一节 货物收运  

  第九条 承运人应当根据运输能力，按货物的性质和急缓程度，有计划地收运货物。  

  批量大和有特定条件及时间要求的联程货物，承运人必须事先安排好联程中转舱位后方

可收运。  

  遇有特殊情况，如政府法令、自然灾害、停航或者货物严重积压时，承运人可暂停收运

货物。  

  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禁止运输的物品，严禁收运。凡是限制运输的物品，应

符合规定的手续和条件后，方可收运。  

  需经主管部门查验、检疫和办理手续的货物，在手续未办妥之前不得收运。  

  第十条 承运人收运货物时，应当查验托运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凡国家限制运输的物品，

必须查验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准许运输的有效凭证。  

  承运人应当检查托运人托运货物的包装，不符合航空运输要求的货物包装，须经托运人

改善包装后方可办理收运。承运人对托运人托运货物的内包装是否符合要求，不承担检查责

任。  

  承运人对收运的货物应当进行安全检查。对收运后２４小时内装机运输的货物，一律实

行开箱检查或者通过安检仪器检测。  

  第十一条 航空货运单（下称货运单）应当由托运人填写，连同货物交给承运人。如承运

人依据托运人提供的托运书填写货运单并经托运人签字，则该货运单应当视为代托运人填写。  

  托运人应当对货运单上所填关于货物的说明或声明的正确性负责。  



  货运单一式八份，其中正本三份、副本五份。正本三份为：第一份交承运人，由托运人

签字或盖章；第二份交收货人，由托运人和承运人签字或盖章；第三份交托运人，由承运人

接受货物后签字盖章。三份具有同等效力。承运人可根据需要增加副本。货运单的承运人联

应当自填开货运单次日起保存两年。  

  货运单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填单地点和日期；  

  （二）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  

  （三）第一承运人的名称、地址；  

  （四）托运人的名称、地址；  

  （五）收货人的名称、地址；  

  （六）货物品名、性质；  

  （七）货物的包装方式、件数；  

  （八）货物的重量、体积或尺寸；  

  （九）计费项目及付款方式；  

  （十）运输说明事项；  

  （十一）托运人的声明。  

  第二节 货物运送  

  第十二条 需办理急件运输的货物，托运人应当在货运单上注明发运日期和航班，承运人

应当按指定的日期和航班运出。需办理联程急件货物，承运人必须征得联程站同意后方可办

理。  

  限定时间运输的货物，由托运人与承运人约定运抵日期并在货运单上注明。承运人应当

在约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运抵目的地。  

  承运人应当按本章第十三条的发运顺序尽快将货物运抵目的地。  

  第十三条 根据货物的性质，承运人应当按下列顺序发运：  

  （一）抢险、救灾、急救、外交信袋和政府指定急运的物品；  

  （二）指定日期、航班和按急件收运的货物；  



  （三）有时限、贵重和零星小件物品；  

  （四）国际和国内中转联程货物；  

  （五）一般货物按照收运的先后顺序发运。  

  第十四条 承运人应当建立舱位控制制度，根据每天可利用的空运舱位合理配载，避免舱

位浪费或者货物积压。  

  承运人应当按照合理或经济的原则选择运输路线，避免货物的迂回运输。  

  承运人运送特种货物，应当建立机长通知单制度。  

  第十五条 承运人对承运的货物应当精心组织装卸作业，轻拿轻放，严格按照货物包装上

的储运指示标志作业，防止货物损坏。  

  承运人应当按装机单、卸机单准确装卸货物，保证飞行安全。  

  承运人应当建立健全监装、监卸制度。货物装卸应当有专职人员对作业现场实施监督检

查。  

  在运输过程中发现货物包装破损无法续运时，承运人应当做好运输记录，通知托运人或

收货人，征求处理意见。  

  托运人托运的特种货物、超限货物，承运人装卸有困难时，可商托运人或收货人提供必

要的装卸设备和人力。  

  第十六条 承运人应当根据进出港货物运输量及货物特性，分别建立普通货物及贵重物

品、鲜活物品、危险物品等货物仓库。  

  货物仓库应当建立健全保管制度，严格交接手续；库内货物应当合理码放、定期清仓；

做好防火、防盗、防鼠、防水、防冻等工作，保证进出库货物准确完整。  

  第十七条 货物托运后，托运人或收货人可在出发地或目的地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查询货

物的运输情况，查询时应当出示货运单或提供货运单号码、出发地、目的地、货物名称、件

数、重量、托运日期等内容。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对托运人或收货人的查询应当及时给予答复。  

  第三节 货物到达和交付  

  第十八条 货物运至到达站后，除另有约定外，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收货人发出

到货通知。通知包括电话和书面两种形式。急件货物的到货通知应当在货物到达后两小时内

发出，普通货物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发出。  



  自发出到货通知的次日起，货物免费保管３日。逾期提取，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按规定核

收保管费。  

  货物被检查机关扣留或因违章等待处理存放在承运人仓库内，由收货人或托运人承担保

管费和其它有关费用。  

  动物、鲜活易腐物品及其它指定日期和航班运输的货物，托运人应当负责通知收货人在

到达站机场等候提取。  

  第十九条 收货人凭到货通知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身份证件提货；委托他人提

货时，凭到货通知单和货运单指定的收货人及提货人的居民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身份证件提货。

如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要求出具单位介绍信或其它有效证明时，收货人应予提供。  

  承运人应当按货运单列明的货物件数清点后交付收货人。发现货物短缺、损坏时，应当

会同收货人当场查验，必要时填写货物运输事故记录，并由双方签字或盖章。  

  收货人提货时，对货物外包装状态或重量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查验或者重新过秤核对。  

  收货人提取货物后并在货运单上签收而未提出异议，则视为货物已经完好交付。  

  第二十条 托运人托运的货物与货运单上所列品名不符或在货物中夹带政府禁止运输或

限制运输的物品和危险物品时，承运人应当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在出发站停止发运，通知托运人提取，运费不退。  

  （二）在中转站停止运送，通知托运人，运费不退，并对品名不符的货件，按照实际运

送航段另核收运费。  

  （三）在到达站，对品名不符的货件，另核收全程运费。  

  第二十一条 货物自发出到货通知的次日起１４日无人提取，到达站应当通知始发站，征

求托运人对货物的处理意见；满６０日无人提取又未收到托运人的处理意见时，按无法交付

货物处理。  

  对无法交付货物，应当做好清点、登记和保管工作。  

  凡属国家禁止和限制运输物品、贵重物品及珍贵文史资料等货物应当无价移交国家主管

部门处理；凡属一般的生产、生活资料应当作价移交有关物资部门或商业部门；凡属鲜活、

易腐或保管有困难的物品可由承运人酌情处理。如作毁弃处理，所产生的费用由托运人承担。  

  经作价处理的货款，应当及时交承运人财务部门保管。从处理之日起９０日内，如有托

运人或收货人认领，扣除该货的保管费和处理费后的余款退给认领人；如９０日后仍无人认

领，应当将货款上交国库。  

  对于无法交付货物的处理结果，应当通过始发站通知托运人。  



  第四节 货物运输变更  

  第二十二条 托运人对已办妥运输手续的货物要求变更时，应当提供原托运人出具的书面

要求、个人有效证件和货运单托运人联。  

  要求变更运输的货物，应是一张货运单填写的全部货物。  

  运输变更应当符合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否则承运人有权不予办理。  

  第二十三条 承运人应当及时处理托运人的变更要求，根据变更要求，更改或重开货运单，

重新核收运费。如果不能按照要求办理时，应当迅速通知托运人。  

  在运送货物前取消托运，承运人可以收取退运手续费。  

  第二十四条 由于承运人执行特殊任务或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货物运输受到影响，需

要变更运输时，承运人应当及时通知托运人或收货人，商定处理办法。  

  承运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运输费用：  

  （一）在出发站退运货物，退还全部运费。  

  （二）在中途站变更到达站，退还未使用航段的运费，另核收由变更站至新到达站的运

费。  

  （三）在中途站将货物运至原出发站，退还全部运费。  

  （四）在中途站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将货物运至目的站，超额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第五节 货物运输费用  

  第二十五条 货物运价是出发地机场至目的地机场之间的航空运输价格，不包括机场与市

区间的地面运输费及其它费用。  

  贵重物品、动物、鲜活易腐物品、危险物品、灵柩、骨灰、纸型以及特快专递、急件货

物等按普通货物运价的１５０％计收运费。  

  声明价值附加费的计算方法为：〔声明价值－（实际重量×２０）〕×０．５％。  

  第二十六条 承运人可以收取地面运输费、退运手续费和保管费等货运杂费。  

  第二十七条 托运人应按国家规定的货币和付款方式交付货物运费，除承运人与托运人另

有协议者外，运费一律现付。  

  第四章 特种货物运输  

  特种货物运输，除应当符合普通货物运输的规定外，应当同时遵守下列相应的特殊要求：  



  第二十八条 托运人要求急运的货物，经承运人同意，可以办理急件运输，并按规定收取

急件运费。  

  第二十九条 凡对人体、动植物有害的菌种、带菌培养基等微生物制品，非经民航总局特

殊批准不得承运。  

  凡经人工制造、提炼，进行无菌处理的疫苗、菌苗、抗菌素、血清等生物制品，如托运

人提供无菌、无毒证明可按普货承运。  

  微生物及有害生物制品的仓储、运输应当远离食品。  

  第三十条 植物和植物产品运输须凭托运人所在地县级（含）以上的植物检疫部门出具的

有效“植物检疫证书”。  

  第三十一条 骨灰应当装在封闭的塑料袋或其它密封容器内，外加木盒，最外层用布包装。  

  灵柩托运的条件：  

  （一）托运人应当凭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及有关部门出具的准运证明，并事先与承运人

联系约定；  

  （二）尸体无传染性；  

  （三）尸体经过防腐处理，并在防腐期限以内；  

  （四）尸体以铁质棺材或木质棺材为内包装，外加铁皮箱和便于装卸的环扣。棺内敷设

木屑或木炭等吸附材料，棺材应当无漏缝并经过钉牢或焊封，确保气味及液体不致外溢；  

  （五）在办理托运时，托运人须提供殡葬部门出具的入殓证明。  

  第三十二条 危险货物的运输必须遵守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有关危险货物航空安全运输的

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动物运输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出具当地县级（含）以上检疫部门的免

疫注射证明和检疫证明书；托运属于国家保护的动物，还需出具有关部门准运证明；托运属

于市场管理范围的动物要有市场管理部门的证明。  

  托运人托运动物，应当事先与承运人联系并定妥舱位。办理托运手续时，须填写活体动

物运输托运申明书。需专门护理和喂养或者批量大的动物，应当派人押运。  

  动物的包装，既要便于装卸又需适合动物特性和空运的要求，能防止动物破坏、逃逸和

接触外界，底部有防止粪便外溢的措施，保证通风，防止动物窒息。  

  动物的外包装上应当标明照料和运输的注意事项。  

  托运人和收货人应当在机场交运和提取动物，并负责动物在运输前和到达后的保管。  



  有特殊要求的动物装舱，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注意事项或在现场进行指导。  

  承运人应当将动物装在适合载运动物的飞机舱内。动物在运输过程中死亡，除承运人的

过错外，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 托运人托运鲜活易腐物品，应当提供最长允许运输时限和运输注意事项，定

妥舱位，按约定时间送机场办理托运手续。  

  政府规定需要进行检疫的鲜活易腐物品，应当出具有关部门的检疫证明。  

  包装要适合鲜活易腐物品的特性，不致污染、损坏飞机和其它货物。客运班机不得装载

有不良气味的鲜活易腐物品。  

  需要特殊照料的鲜活易腐物品，应由托运人自备必要的设施，必要时由托运人派人押运。  

  鲜活易腐物品在运输、仓储过程中，承运人因采取防护措施所发生的费用，由托运人或

收货人支付。  

  第三十五条 贵重物品包括：黄金、白金、铱、铑、钯等稀贵金属及其制品；各类宝石、

玉器、钻石、珍珠及其制品；珍贵文物（包括书、画、古玩等）；现钞、有价证券以及毛重

每公斤价值在人民币２０００元以上的物品等。  

  贵重物品应当用坚固、严密的包装箱包装，外加＃字型铁箍，接缝处必须有封志。  

  第三十六条 枪支、警械（简称枪械）是特种管制物品；弹药是特种管制的危险物品。托

运时应当出具下列证明：  

  （一）托运人托运各类枪械、弹药必须出具出发地或运往县、市公安局核发的准运证或

国家主管部委出具的许可证明；  

  （二）进出境各类枪支、弹药的国内运输必须出具边防检查站核发的携运证；  

  枪械、弹药包装应当是出厂原包装，非出厂的原包装应当保证坚固、严密、有封志。枪

械和弹药要分开包装。  

  枪械、弹药运输的全过程要严格交接手续。  

  第三十七条 根据货物的性质，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专人照料、监护的货物，托运人应当派

人押运，否则，承运人有权不予承运。押运货物需预先订妥舱位。  

  押运员应当履行承运人对押运货物的要求并对货物的安全运输负责。押运员应当购买客

票和办理乘机手续。  

  托运人派人押运的货物损失，除证明是承运人的过失造成的以外，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经证明是由于承运人的过失造成的，按本规则第四十五条的有关条款赔偿。  



  承运人应当协助押运员完成押运任务，并在押运货物包装上加贴“押运”标贴。在货运

单储运注意事项栏内注明“押运”字样并写明押运的日期和航班号。  

  第五章 航空邮件及航空快递运输  

  第三十八条 航空邮件的托运和承运双方要相互协作、密切配合，按公布的航班计划和邮

件路单安全、迅速、准确地组织运输。  

  航空邮件应当按种类用完好的航空邮袋分袋封装，加挂“航空”标牌。  

  承运人对接收的航空邮政信函应当优先组织运输。  

  航空邮件内不得夹带危险品及国家限制运输的物品。  

  航空邮件应当进行安全检查。  

  航空邮件按运输时限的不同计收相应的运费。  

  承运人运输邮件，仅对邮政企业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航空快递企业要以本规则为依据，使用专用标志、包装。  

  航空快递企业应当安全、快速、准确、优质的为货主提供服务，并按规定收取相应的服

务费。发生违约行为时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六章 货物包机、包舱运输  

  第四十条 申请包机，凭单位介绍信或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与承运人联系协商包机运输条

件，双方同意后签订包机合同。包机人与承运人应当履行包机合同规定的各自承担的责任和

义务。  

  包机人和承运人执行包机合同时，每架次货物包机应当填制托运书和货运单，作为包机

的运输凭证。  

  包机人和承运人可视货物的性质确定押运员、押运员凭包机合同办理机票并按规定办理

乘机手续。  

  第四十一条 包用飞机的吨位，由包机人充分利用。承运人如需利用包机剩余吨位应当与

包机人协商。  

  第四十二条 包机合同签订后，除天气或其它不可抗力的原因外，托运人和承运人均应当

承担包机合同规定的经济责任。  

  包机人提出变更包机前，承运人因执行包机任务已发生调机的有关费用应当由包机人承

担。  



  第四十三条 包用飞机，承运人按包机双方协议收取费用。  

  第四十四条 申请包舱或包集装板（箱）的合同签定及双方应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参照包

机的有关条款办理。  

  第七章 货物不正常运输的赔偿处理  

  第四十五条 由于承运人的原因造成货物丢失、短缺、变质、污染、损坏，应按照下列规

定赔偿；  

  （一）货物没有办理声明价值的，承运人按照实际损失的价值进行赔偿，但赔偿最高限

额为毛重每公斤人民币２０元。  

  （二）已向承运人办理货物声明价值的货物，按声明的价值赔偿；如承运人证明托运人

的声明价值高于货物的实际价值时，按实际损失赔偿。  

  第四十六条 超过货物运输合同约定期限运达的货物，承运人应当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进

行赔偿。  

  第四十七条 托运人或收货人发现货物有丢失、短缺、变质、污染、损坏或延误到达情况，

收货人应当场向承运人提出，承运人应当按规定填写运输事故记录并由双方签字或盖章。如

有索赔要求，收货人或托运人应当于签发事故记录的次日起，按法定时限向承运人或其代理

人提出索赔要求。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要求时应当填写货物索赔单，并随附货运单、运输事故

记录和能证明货物内容、价格的凭证或其它有效证明。  

  超过法定索赔期限收货人或托运人未提出赔偿要求，则视为自动放弃索赔权利。  

  第四十八条 索赔要求一般在到达站处理。承运人对托运人或收货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应

当在两个月内处理答复。  

  不属于受理索赔的承运人接到索赔要求时，应当及时将索赔要求转交有关的承运人，并

通知索赔人。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自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起施行。中国民用航空局１９８５年制定发布

的《中国民用航空局货物国内运输规则》同时废止。  

  关于《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的说明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是在对民航局一九八六年一

月一日发布实施的原规则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制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民航

的政企分开以及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原《货规》已不适应行业管理的需要。为落实

民航总局提出的三年实现良性循环和跨入二十一世纪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总结十多年来国内货运实践经验，并参照了华沙公约、海牙议

定书等国际公约和通常做法，制定了《货规》。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货规》的结构变化  

  《货规》各章基本上是按货物运输流程的顺序编排的。原货规为４章４３条，各章依次

是：总则、货物运输、货物包机包舱运输、责任与赔偿。现《货规》共有８章４９条。各章

依次是：  

  总则，  

  货物托运，  

  货物承运，  

  特种货物运输，  

  航空邮件及航空快递运输，  

  货物包机、包舱运输，  

  货物不正常运输的赔偿处理，  

  附则。  

  修订后，《货规》结构更为合理，内容更加充实。  

  二、关于航空货运单  

  《货规》参照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的规定对货运单做了较大修改：  

  １．明确了货运单由正本和副本组成（第十一条）。即货运单正本一式三份：第一份交

承运人，第二份交收货人，第三份交托运人，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货运单的副本根据业

务需要增减，目前，暂定附本为五份。  

  ２．明确了货运单的填写责任为托运人，习惯上由承运人填写的货运单应视为代托运人

填写。货运单由双方签字有效。  

  ３．明确了货运单基本内容。  

  三、《货规》增加了有关货物声明价值的规定  

  原货规只有航空货物运输险的规定，而没有声明价值的条款。国际惯例对价值高的货物

有办理声明价值的规定，为此在《货规》中明确了托运人可以办理声明价值，并规定了托运

人对声明价值附加费的计收方法（第二十五条）和有关赔偿的规定（第四十五条）。  

  四、《货规》增加了航空邮件及航空快递运输的规定  



  航空邮件运输自中国民航成立就有该项业务，但原货规没有相应的条款。《货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并按照国际惯例，规定了“承运人对接收的航空邮政信函

应当优先组织运输”。这是因为目前国内的邮政信函和包裹混在一起，邮包的运量越来越大，

给航空公司的运输组织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要求对邮政信函与一般邮件的运输（第三十八

条）加以区别。  

  关于航空快递在我国尚处于开发阶段，发展潜力大，为此也提出了原则要求（第三十九

条），并与邮件运输合成为一章。  

  五、关于特种货物运输  

  原货规对有特殊要求的货物所规定的品类较少，如微生物及其制品运输，骨灰、灵柩运

输，枪支弹药等，现此种货物的运输已越来越多，为此在《货规》中予以说明并单独列为一

章（第四章）加以规定，以便于运输管理。  

  六、关于运输费用  

  原货规有关货物的运输费用除航空运费外，对各项杂费均做了具体规定，没有体现出物

价变化和地区差别的因素。《货规》对航空运费及货运杂费根据财务司的意见只做了原则性

规定。  

  七、关于货物不正常运输的赔偿处理  

  关于货物不正常运输的赔偿处理，基本是以国际惯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结合制定的，

如：  

  １．货物损失的赔偿。运输中发生货物损失时，华沙公约和海牙议定书是以限额赔偿和

声明价值相结合进行处理。即对货物损失的赔偿以每公斤２０美元为最高限额；已办理声明

价值的则按所声明的价值作为赔偿依据。新货规采取限额赔偿和声明价值相结合的做法。即

货物赔偿最高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２０元；办理声明价值的则以声明价值作为赔偿依据。  

  ２．赔偿要求的提出。《货规》规定，收货人或托运人对承运人有索赔要求时，应于签

发运输事故记录的次日起，按法定时限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索赔要求。考虑国内的实际

情况，为方便货主，《货规》明确索赔要求一般由到达站受理（第四十八条）。  

  此外，《货规》还就单件货物的重量、体积（第七条）、机长通知单（第十四条）、监

装监卸（第十五条）、无法交付货物的处理（第二十一条）、托运活体动物的声明要求（第

三十三条）等做了相应的修改或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