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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BIMCO 适用于定期租船合同的 CII 条款 
 
国际海事组织推出的船舶碳强度指标(CII)评级系统将于明年开始实施。CII 评级系统将

用于评估船舶营运的效率。这是国际海事组织出台的首个碳规则，很有可能会改变船

东与期租租船人之间的传统责任划分模式，并且可能显著改变船舶的营运方式。不熟

悉 CII 规则的读者，可参阅我们同时发布的文章“碳强度指标合规带来的挑战——合

作是关键”。 
 

 

 

BIMCO 适用于定期租船合同的 CII 条款简介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发布了 CII 条款。该条款旨在帮

助船东和租船人从合同角度共同应对和协作处理 CII（作为一项运营方面的衡量指标）

的合规事宜。该条款与其他 BIMCO 条款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别，因为该条款必须平

衡租船人发出雇用指令的权利以及船东为遵守 CII 规则的要求而坚持营运调整的需

求。 

BIMCO CII 条款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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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CO CII 条款的核心是要求双方相互协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租船人在向船

东发出航次指令时允许船舶遵守 CII 规则。这将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 双方有相互协作和共享发现和数据（这可能有助于监测和评估船舶对 CII 合规

情况并规划以后的航次），以及共享有助于船舶提高能效的最佳实务的“诚信”
义务。 

• 在交船时，船东有义务向租船人提供船舶交船时已获得 CII 信息（即船舶从当

年（日历年度）年初到交付给租船人使用之日为止已经获得的 CII 信息）。  

• 根据预期，很多船舶必须降低航速，以遵守 CII 规则，并且该条款旨在通过规

定租船人须承担的两套责任来解决由此可能产生的问题： 

o 首先，租船人有义务按照“符合防污公约之碳强度规则的方式”营运和雇

用船舶。这可能要求作出营运调整，例如发出备选雇用指令。 

o 其次，租船人还有一项额外义务，即不得允许“租船合同中的已获得 CII”
逊于“商定 CII”，即便“租船合同中的已获得 CII”优于“要求的 CII”评级

（根据该条款中的定义，“要求的 CII”为 CII 评级 C 级的中位点）。 

航速的降低或航次指令的变动均须以船舶、船员和设备运行的安全为前提。 

• 租船合同中已有的、关于速遣以及船舶航速和消耗的保证仍然存在，但船东遵

守该等保证义务的前提是租船人有义务调整雇用指令以遵守其在 CII 条款项下

的义务。 

• 如果在任何时候，数据显示船舶的已获得 CII 正在偏离租船合同中的商定 CII，
船东有义务向租船人发出提前警告。如果该趋势持续并且船东可以证明租船人

“有合理可能”无法遵守有关商定 CII 的义务，则： 

• 船东可以要求租船人在两个工作日内，提交至少覆盖下一航次的书面计划。 

• 如果船东可以“合理证明”，拟定的计划将导致租船人无法遵守其义务，船东必

须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此告知租船人。然后，双方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相互协

作，商定下一航次的经调整船舶使用计划，以使租船合同中的已获得 CII 符合

商定 CII。 

• 在双方就经调整船舶使用计划达成一致前，船东有权不执行包括降低船舶航速

在内的现有指令，并且无须就此承担违约责任。船舶应始终处于非停租状态。 

• 租船人还有义务确保提单或其他运输合同中规定，船东遵守 CII 条款的行为不

构成对该运输合同的违约，并且租船人应当保障船东免于承担超出船东在该条

款项下责任范围的任何额外责任。迄今为止，BIMCO 尚未发布适用于航次租船

合同或提单的 CII 条款。 

• 船东的义务是尽合理勤勉以确保船舶的燃料和能源利用效率，包括采取措施对

船舶设备进行维护，以最优方式使用导航设备以及任何其他辅助手段，例如气

象定线和航次优化。船东必须遵守 SEEMP，并每日监测和计算船舶的实际消

耗情况，并向租船人提供所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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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款提到七种不同的“CII”衡量标准——商定 CII、CII（如《防污公约》中定

义）、租船合同中的已获得 CII、交船时已获得 CII、预测已获得 CII、要求的

CII 和预测 CII 评级。各种“CII”分别旨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并且双方需要密切注

意每种定义。 

• 船东有权就租船人违反该条款引起的损害提起索赔。 

其他考虑因素 

CII 条款为行业迎接 CII 规则的实施做好准备，并且为合同谈判提供良好的起点。鉴于

CII 合规的复杂性和实际难度，有些合同方可以使用 BIMCO 条款作为双方商谈/谈判的

基础，并根据特定租船合同的需要作出相应修改。双方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谈判时，

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日期和期限。对于短期定期租船合同或航次期租而言，可能更适合在租船合同

中约定航次指令的范围，包括航次指令的最高和最低航速等参数，而非依赖于

CII 条款。另一项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租船合同项下的交船时间——CII 规则

下的评估会在日历年度结束时进行；如果双方签订租船合同的时间接近年底，

双方可以考虑分别约定针对当年（日历年度）剩余月份航次指令的条款以及从

新日历年度起开始使用的条款。 

• 交船时的 CII 评级。鉴于商定 CII 将在租船合同谈判过程中商议，租船人可能希

望提前获得船舶的性能数据——而不是在船舶交付给租船人时，才索取该等性

能数据。 

• 保证。租船合同中的保证条款未来可能需要更新，并且可能包含交船时的 CII
评级。性能保证也需要根据船上安装的任何能效装置进行调整。这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以防这些装置发生故障，导致船舶效率的下降以及航次碳强度的潜

在上升。 

• 定期维护。鉴于船舶效率对于降低每个航次碳强度的重要性，双方可以约定定

期对船舶进行维护，例如船身和螺旋桨清洁。 

• 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气象定线和航次优化很可能有助于降低每个航次的碳强

度。因此，双方应该考虑服务提供商的委托流程，包括服务提供商协议，委托

范围以及涉及的费用。除这些服务提供商外，双方还可以在租船合同中约定聘

请第三方专家，在执行航次前以及航次完成后评估航次碳强度。 

• “符合 CII 规则的指令” —— CII 条款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是其效果可能不明

确。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船舶的 CII 路线保持在商定 CII 范围内，但租船人基于

经济因素发出的、以更高航速航行的指令可能被视为“不符合”CII 规则的精神。

双方可能希望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哪种义务。 

• 经调整船舶使用计划——为了尽快解决任何关于营运调整范围的争议，CII 条款

规定了紧迫的期限。该期限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以及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会

产生什么后果，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实践验证。该条款未对后者作出明确规定。 

• 利益共享。如果船舶因为自身的 CII 评级而从港口当局获得利益或奖励，双方

是否可以约定如何分配和共享这些利益？租船人还可以考虑，如果由于船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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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方式导致还船时的 CII 评级获得提升，租船人是否有权获得抵扣额度，以

及该等抵扣额度如何计算。 

• 租船合同链/运输合同。CII 条款旨在适用于长期定期租船合同。对船舶进行转

租的定期租船人必须采取谨慎措施，以确保下游租船合同具有一致的法律效

果。这可能需要增加相关条款，明确允许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船舶为 CII 评级

的目的减速航行（或甚至以更低航速航行）或改变航线。上述因素同样适用于

所有运输合同，包括提单。   

• 调和不同的公式。国际海事组织（以及 CII 条款）在确定船舶和航次的碳强度

时，主要关注年度效率比(AER)。已加入《海运货物宪章》的租船人将使用另

一种的公式（即能效营运指标(EEOI)）报告其航次的碳强度。因此，有必要考

虑如何调和不同的公式，以及如何出于《海运货物宪章》的目的共享数据。  

结论 

BIMCO 的 CII 条款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于任何其他广泛使用的租船合同条款，这对于

航运市场的很多人而言是全新的方式。这不可避免——该条款完全是因 CII 规则应运

而生，而 CII 规则针对船舶营运/航行，作出了全新的限制规定。BIMCO 条款当然不是

可能存在的唯一解决方案，但是确实是合理的起始点，并且为定期租船合同双方考虑

CII 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行业也可能需要更新租船合同的格式，以体现对船

舶营运/航行的新限制。 

我们预计船东和租船人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充分理解 CII 规则对其营运产生的影

响，进而了解 CII 条款是否适合他们的需求。降低碳排放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只有

各方协作才能实现。BIMCO 的 CII 条款试图平衡租船人发出雇用指令的权利以及船东

为 CII 合规而坚持营运调整的需求。这一平衡点只有通过实践摸索才能找到。     

•  
作者：Wan Jing Tan 
高级律师，新加坡 



GARD INSIGHT 12 DECEMBER 2022 

© 2022 Gard AS  5 
 

•  
作者： Louis Shepherd 
高级理赔顾问兼律师，伦敦 

•  
作者：Adam Świerczewski 
高级律师，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