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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 

港口现货购销合同 

               成交号：      

               签约日期：       

 

卖方：         （会员名称，会员号） 

账号：          

开户行：         

税务登记号：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买方：         （会员名称，会员号） 

账号：          

开户行：         

税务登记号：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鉴于： 

1、 买卖双方均为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或“北矿所”）铁

矿石现货交易会员； 

2、 买方和卖方均互相认可对方参与铁矿石现货交易的资质、信用，自愿认定对方为己方参与北京国

际矿业权交易所铁矿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对象。  

3、 买卖双方根据《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铁矿石现货交易规则（试行）》，在北矿所中国铁矿石现货

交易平台成交一笔港口现货（电子成交确认书成交号：    ；成交日期    年   月  日）； 

4、 电子成交确认书内容构成双方买卖合同的基本要素，对买卖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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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铁矿石现货

交易平台交易规则（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以 《电子成交确认书》为基础，确定合同内容如下： 

1. 交易标的（商品名称）：      。 

2. 原产地：      。 

3. 成交数量：      湿吨（+/-10%，由卖方选择）。 

4. 品质及检验： 

4.1 检验证书名称：       ， 

编号：         。 

4.2 成交品质（规格）： 

元素 含量（%） 元素 含量（%） 

Fe  Mn  

SiO2  CaO  

Al2O3  K2O  

S  MgO  

P  Na2O  

H2O  TiO2  

 

 LOI  

 

 FeO  

粒度 含量（%） 

+  mm  

-  mm  

-  mesh  

抗压强度 kg min  

 

5. 船舶(进口运输)名称：       ， 

航次号：      。 

6. 交货地点（国内港口）：      。 

7. 成交价格                                                                                

7.1 固定价格：   元/湿吨（现汇含税湿吨车板，税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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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买卖双方另行约定    作为提货方式（如国内船舶等），差价为   元/湿吨。 

7.2  浮动定价：                        （详见《电子成交确认书》）。 

8. 结算重量：结算重量为实际提货数量。 

实际提货数量以交货港依据提货方式出具的相应重量证明文件为准： 

（1）汽车运输以港口地磅磅单为准； 

（2）火车运输以发货铁轨道衡为准： 

（3）二程船运输以港口水尺为准； 

（4）交货港出具的其他证明文件。 

9. 结算品质 

9.1 第 4 条规定的品质为结算品质，无价格调整，买方亦无权拒收，9.2 规定的情况除外。 

9.2 买方自检或委托其他检验机构检验的结果与第 4 条规定的指标存在以下差异： 

（1） Fe 含量： 

买方自检或委托其他检验机构检验的结果低于第 4 条规定的铁品位百分含量超过 1%（含 1%）； 

（2） 其他元素存在较大差异。 

9.3 发生 9.2 的情况下，买方有权申请委托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如 CCIC、SGS 等)对该批货物品质重

新检验，该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需由双方认可。该申请需在合同签订后的 2 个工作日内提出。该

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为结算品质，双方依此检验结果进行结算。如果检验结果铁

品位百分含量低于第 4 条规定的成交铁品位百分含量超过 2%（含 2%），买方有权拒收。 

（1） 如第 4 条规定的成交品质与该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差异较大的，该检验费

用由卖方承担； 

（2） 如买方自检或委托其他检验机构的检验结果与该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差

异较大的，该检验费用由买方承担。 

9.4 价格调整：发生 9.2 的情况，买卖双方需按以下规定进行价格调整，并在双方认可的检验结果出具

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调整后价格的书面确认。 

（1） Fe 含量：（成交价格/成交铁品位百分含量）* 结算铁品位百分含量； 

成交价格依据第 7 条规定；成交铁品位百分含量依据 4.2 条规定；结算铁品位百分含量依据第 9

条规定。 

（2） 其他元素：买卖双方自行协商。 

9.5 如果买方依据第 9 条提出质量异议，并申请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对货物品质进行

复检，该异议及复检申请并不影响双方首先履行第 10 条和第 11 条规定的与付款及交货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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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价格调整及货物拒收，依据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复检结果并在该结果出具后进行。 

10. 付款与结算 

10.1 合同总货款(成交数量*成交价格)：人民币     元整。 

10.2 付款，买卖双方依据实际情况，可选择下述第   条作为付款条件： 

10.2.1 先款后货：买方须在合同签订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 10.1 条规定的合同总货款。如

买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款，卖方有权终止合同自行处置货物，并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10.2.2 先货后款：买方须在收到卖方的《货权转移通知书》后 1 个工作日内向交货港口确认货

权转移并向卖方支付 10.1 条规定的总货款。如买方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款，卖方有权

终止合同自行处置货物，并追究损害赔偿责任。 

10.2.3 经北矿所进行货款结算：买方需在合同签订后 1 个工作日内将 10.1 条规定的合同总货款

汇入北矿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北矿所收到买方的总货款后立即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通知卖方，卖方收到北矿所通知

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将货权转移给买方并将《货权转移通知书》抄送给北矿所。 

买方确认收到货权后立即通知北矿所，北矿所收到通知后在 1 个工作日内将总货款转移给

卖方。 

10.3 结算： 

10.3.1 依据第 8 条和第 9 条规定，买卖双方依据结算重量和结算品质，确定结算价格和结算总

货款（结算价格*结算数量）。 

10.3.2 卖方在收到合同总货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合同总货款的 90%。 

双方确认结算总货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卖方向买方开具剩余货款的增值税发票。买方收

到剩余货款发票后的 3 个工作日内，依据多退少补的原则，双方结清货款。 

11. 货物交付 

11.1 交货：（1）双方选择 10.2.1 作为付款方式，卖方收到买方全额总货款后 1 个工作日内将货权转移

给买方。买方有权在收到《货权转移通知书》后至付款日前向交货港确认货权。若经确认卖方无

此货权或在交货期内卖方未将《货权转移通知书》递交至交货港（未完成货物交付），买方有权

终止合同，并追究卖方的损害赔偿责任。（2）双方选择 10.2.2 作为付款方式，卖方在签订本合同

后 1 个工作日内将货权转移给买方。买方收到《货权转移通知书》后，有权在付款前向交货港确

认货权，若经确认卖方未将《货权转移通知书》递交至交货港（未完成货物交付），买方有权拒

绝付款，并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双方选择 10.2.3 作为付款方式，买方有权在收到《货权转

移通知书》后需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货权的确认。若经确认卖方无此货权或在交货期内卖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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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货权转移通知书》递交至交货港（未完成货物交付），买方应立即通知北矿所暂停或终止支

付货款，并有权终止合同，且可追究卖方的损害赔偿责任。   

11.2 运输：买方自行安排运输工具。卖方负责将货物移交至买方安排的运输工具。 

11.3 免费堆存期：免费堆存期为 15 日(含第 15 日)，自买方收到卖方发送的有效《货权转移通知书》

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超过 15 日产生的堆存费，由买方承担。 

11.4 买方承担二次运输费、过磅费、短倒费（如有发生）以及货权转移至买方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 

11.5 买方提货完毕后，需在 2 个工作日内将提货数量书面通知卖方。经卖方与交货港口核实后，双方

确定结算重量。 

12.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即买卖双方在签约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造成的不能履约

或延迟履约，违约方可以免责。 

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1.自然灾害；2.政府禁令、政策的变更；3.战争、罢工、暴乱等社会事件。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受影响方应在事件发生的 3 日内口头或书面通知对方，并于 15 日内将不可抗

力事件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给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之影响在自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消失，买卖双方应继续执行此合同；若超过 30 日，双方

可协商进行合同变更。若影响超过 60 日，买方或卖方有权终止执行该合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并可免

责。 

13. 违约责任 

13.1 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卖方或者买方无论任何理由未履行任何或全部合同条款时，违约方应向守

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仍然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可以继续向

违约方追偿损失。 

13.2 卖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因买方不按本合同规定付款的除外），应承担违约责任：卖方逾

期交货，应在交货前与买方协商一致，买方同意接收的，则卖方可以交货，但卖方仍需承担逾期

交货的违约责任。 

13.2.1 违约责任标准：卖方向买方每日支付逾期交付货物价款的 1‰（千分之一每日），并应

支付逾期期间的港口堆存费和/或货物保管费（如有发生）。 

13.2.2 若违约状况在 15 日内不能消除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卖方退还全部/部分货款，

并可要求卖方按本款前述约定的标准承担赔偿责任。 

13.3 买方不按合同规定期限付款的，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买方逾期付款的，应在付款前与卖

方协商一致，卖方同意付款的，则买方可以付款，但买方仍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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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违约责任标准为：买方向卖方每日支付逾期付款数额的 1‰（千分之一每日），并应支

付逾期期间的港口堆存费和/或货物保管费（如有发生）。 

13.3.2 若违约状况在 15 日内不能消除的，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买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

任. 

13.4 若买卖双方采用 10.2.3 作为付款条件： 

卖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期限交货，依照 13.2 的规定；北矿所依据以下文件或情况对货款进行相应处

理：  

（1）收到买卖双方签字并盖章确认的终止执行本合同的证明文件后 2 个工作日内将货款退还给

买方。 

（2）依据 14.2 条的仲裁机构裁决结果，做相应处理。 

（3）北矿所收到货款后第 15 个工作日至第 17 个工作日之内，除收到双方的另行通知外，自动

将总货款退还给买方。 

14.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4.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4.2 买卖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无效时，由原告向

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诉讼。 

15. 保密条款 

买卖双方签订的本合同，除政府、法院等相关有权机构要求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一方不得将本合

同任何条款以任何方式泄露给除北矿所以外的其他方，若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并寻求

相应的损害赔偿。 

16. 合同的生效与变更 

16.1 买卖双方在交易平台达成交易后，依据《电子成交确认书》签订本合同，本合同经买卖双方签字

并盖章后立即生效。 

16.2 有关本合同的任何变更、修改和补充均应由买、卖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后方能生效。有关本合同的

任何变更、修改和补充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3 本合同及有关本合同的任何变更、修改和补充均需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和北矿所各执一份。  

16.4 本合同及本合同内提到的相关文件，电子邮件或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7. 《电子成交确认书》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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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矿所结算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账号：         

邮编：     电话：     

 

 

 

 

 

卖方：                               买方：                             

 

签字：                               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