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S® WORLDWIDE ECONOMY 条件及条款 

A.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说明 

在这些条件及条款中，UPS 的含义与包含上述条款及条件的任何协议所引用的 UPS 实体含义相同。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通过 Worldwide Economy 网络，从选定的亚太地区国家/地区运送重量轻、价值低的
国际货件到选定的目的地国家/地区，并提供最终递送。 

合同制 

UPS 在合同制基础上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 所有寄件人必须签订获批准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合同。 

营运模式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将通过 UPS Worldwide Economy 网络进行递送，该网络包括分包服务提供商。 

寄件人除支付适用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费率和其他费用外，还应支付适用于此类包裹的关税、
税费和清关费。 

主包装箱；最终递送 

寄件人递交用于寄送的包裹时，必须确保每个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以下称“包裹”）用仅含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的包装箱、托盘或盖洛德纸箱（以下称“主包装箱”）包装。 选定的起运地可以提供
将主包装箱运往出口处理地的国内运输服务。  包裹从出口地到目的地国家/地区的运输可能由第三方承担，最
终递送通过 UPS Worldwide Economy 网络进行。 

地理范围 

附件 A-1 所列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货物起运地和目的地可能发生变更。 

运输解决方案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仅适用于通过 UPS WorldShip、在 UPS.com 上寄件、UPS 寄件 API、经批准的 

UPS Ready® 解决方案或在寄件时满足 UPS 要求的经批准主机系统处理的包裹。 

尺寸、重量、价值允许范围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运送的包裹有最小及最大尺寸和重量限制。 

以下尺寸和重量限制适用于主包装箱，另有书面约定除外： (i) 主包装箱最大长度（最长的一边）：274 厘米；
(ii) 最大尺寸：长度加周长[（2 x 宽）+（2 x 高）]的总和为 400 厘米；(iii) 最大重量：70 千克。 超过以上重量
和尺寸限制的主包装箱不允许运输。 若发现 UPS 系统中存在此类包装箱，经 UPS 全权且无条件自行决定，将
按 70 千克主包装箱适用费率收取费用，同时可加收额外费用，或将货件退回给寄件人，由寄件人承担此退回
费用。 长度加周长[（2 x 宽）+（2 x 高）]总和超过 300 厘米但不超过最大尺寸 400 厘米的主包装箱将收取 

UPS 费率和服务指南以及 UPS 价格表/服务条款和条件中所述的大包裹附加费。 

以下尺寸及重量限制适用于包裹： (i) 最大长度（包裹最长的一边）：122 厘米；(ii) 最大尺寸：330 厘米；(iii) 

最大重量：30 千克。 超过以上重量和尺寸限制的包裹不允许运输。 若发现 UPS 系统中存在此类包裹，经 

UPS 全权且无条件自行决定，将按 30 千克包裹适用费率收取费用，同时可加收额外费用，或将货件退回给寄
件人，由寄件人承担此退回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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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重量 

计费重量将是包裹的实际或体积重量，以较大者为准。 所有包裹的体积重量均按公式（长 x 宽 x 高）/5000 

计算。 

上述任何应结账重量公式的例外情况必须经 UPS 书面批准。 任何此类例外情况必须于寄件前在客户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协议中予以规定。  

 

B.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 

UPS 在向您（以下称“客户”）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时，将遵守以下条件及条款（以下称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 

1. 适用的条款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提供依据：(i) 于货件装运时有效的上文所列服务说明及此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ii) 经此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修订后，于货件装运时有效的 UPS 费率和服
务指南所列条款及 UPS 价目表/服务条件及条款（以下称“UPS 价目表”）；(iii) UPS 与客户之间的承运人协议
（以下称“协议”）。 UPS 费率和服务指南及 UPS 价目表（均可在 ups.com 上获取）如有变更，不提前通知。 

经 UPS 全权且无条件自行决定，进行书面通知后，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说明及此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可变更。 若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与 UPS 价目表、UPS 费率和服务指南、或协
议中的其他任何条款存在冲突，以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为准。 UPS 价目表、UPS 费率和服务指
南以及协议通过在此引用而构成本附录的一部分。 

2. 地理范围 

以于装运时有效为前提，依照上述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说明规定，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向
且由起运地和目的地提供。 UPS 保留未经事先通知而增减被允许的起运地和目的地的权利。 

3. 包裹清关服务 

客户同意以下海关清关服务条款：  

 

• 客户授予 UPS 选择的经授权运输合作伙伴委托书，授权其担任任何货件的海关代理。 经授权运输合作
伙伴将代表您与外国税务局进行业务往来，以完成货件清关并支付关税和税款。 

o 对于运入欧盟的货件，您同意并指定经授权运输合作伙伴以“直接代表”的身份行事。 根据理事
会 (EEC) 第 2913/82 号条例第 5 条和海关法，“直接代表”以他人的名义并代表他人行事。   

o UPS 或其经授权运输合作伙伴可能需要代表客户预付某些关税和税款。 在这种情况下，将根
据 UPS 对其需要预付的关税和税款的最佳估计和海关清关费，以及根据客户与 UPS 之间事先
协议的百分比附加费对客户进行金额评估。 该金额可能并不反映为完成海关清关所支付的实
际关税和税款。 金额因国家/地区而异。 除非与 UPS 另有约定，否则客户应对 UPS 或其运输
合作伙伴代表客户支付的任何以及所有关税和税款承担责任。 UPS 可自行决定要求提前付款
或确认赔偿安排，以此作为完成清关和递送的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向 UPS 认为信誉不佳
的收件人递送货件和货件申报价值较高的情况。  UPS 报价的任何运费均包含当地机场税，但
不包括因运输客户的文件或货物而产生的任何增值税、关税、课税、税款、押金或费用支出。 

如果客户未能支付费用，包裹将不会寄出，或者如果已经寄出，货件可能会退回给客户，或放
入普通订货仓库或海关保税仓库。 然后，客户必须支付预付关税/税款、原始运费和退货费。  

 

• 对于因海关或类似机构扣留客户文件或货物而产生的任何罚款或损失或损害，UPS 及其经授权运输合
作伙伴概不承担责任。 客户特此同意对 UPS 及其官员、董事、员工、代理人及其继承人和受让人，以
及其经授权运输合作伙伴及其官员、董事、员工、代理人及其继承人和受让人进行赔偿、辩护，使其
免受因代表寄件人运输、进口、出口或清关或因寄件人未遵守适用于货件的起运地和目的地国家/地区
法律法规或 UPS 的要求而引起的任何及所有索赔、要求、费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罚款、罚金、违
约金、存储费用、关税、费用、税费、滞纳金或其他应付款项。 

 

• DDP 包裹将按照完全到岸成本递送。 “完全到岸成本”包括向任何 DDP 选项可到达目的地国家/地区运
输的费用，以及任何关税、清关费、税费和执行递送所需的其他费用。 若以下情况发生，UPS 保留向
客户收取附加关税和税费的权利：(i) 由 UPS 选定为客户海关代理的经授权运输合作伙伴认定客户向 

UPS 提供的美国海关关税（“HTS”）代码不正确，(ii) 与客户向 UPS 提供的 HTS 代码相比，由该等海
关代理全权且无条件自行决定的正确 HTS 代码需缴纳的关税和税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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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户在寄件时未提供 HTS 代码，UPS 保留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物品描述和国家/

地区代码）确定包裹的 HTS 代码的权利。 UPS 对任何不正确的 HTS 代码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客户
提供的信息不足或者 UPS 无法确定包裹的 HTS 代码，UPS 保留将此包裹退还给客户的权利，费用由
客户承担。 

 

• 对于从美国出口的 DDP 包裹，客户应作为美国利益主体 (USPPI) ，并负责遵守所有自动出口系统 

(“AES”) 和电子出口信息 (“EEI”) 申报要求。 客户授权 UPS 根据客户提供的信息代表客户填写 EEI。 

客户应负责遵守适用的出口管制和国际贸易法律、公约和许可要求，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确保所有需要
出口控制商品编号 (ECCN) 的产品都分配至 DDP 包裹，并确保每个 ECCN 都根据出口管理条例 (EAR) 

进行验证。 客户可能需要作为 USPPI 提供额外的委托书或书面授权书，以满足 EEI 申报要求。 

 

• 客户应负责确保收件人或接收货件的一方不是法定受限个体。 “法定受限个体”是指被列入美国任何政
府机构维护的禁止向或与特定个人、公司或其他实体出口或进行金融交易名单或计划中的任何公司、
国家/地区或个人，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特别指定的国民、封锁人员和
被拒人员名单或由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维护的法人实体名单。  客户不应要求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向法定受限个体运送货件。 

4. 包裹安检 

客户同意对其包裹进行安检。 

5. 尺寸和重量限制；包装限制 

以于装运时有效为前提，依照上述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说明规定，向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
递交的包裹受重量和尺寸限制。 不符合上述尺寸和重量限制的包裹将收取附加费用，或可能将货物退回给客
户，由客户承担此退回费用。 

对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客户不得使用 UPS 提供的包装箱或其他 UPS 提供的包装，本协议另有规定
情况除外。 使用 UPS 提供的包装箱或其他 UPS 提供的包装的包裹将根据所使用的包装估算寄件费率和费用。 

6. 限制条件；UPS 允许的商品 

客户应遵守在寄件时有效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以及所有适用的 UPS 要求，包括对包裹商品
种类和包装的限制。 依照于装运时有效的 UPS 价目表中的规定，客户还应确保 UPS 禁止运送或声明不接受的
任何商品不包含在包裹中。 

对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客户不得向 UPS 递交且 UPS 也不予接受含以下物品的包裹：危险品
（《美国联邦法规法典》第 49 条或美国邮政总局出版的第 52 号出版物中规定的危险品）、危险货物（由国
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或国际民航组织（“ICAO”）制订的《危险货物运输规定》、《关于国际公路运输
危险货物的欧洲协定》（“ADR”）或《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中规定的危险货物）或其他受
《美国联邦法规法典》第 49 条（包括危险品豁免 (ORM-D)）限制的商品。 

UPS 不是公共承运人，仅承运属于客户财产且受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约束的包裹、文件或
货物。 UPS 拥有绝对酌情决定权，并保留拒绝为任何个人、公司承运任何其他包裹、文件或货物以及承运任
何其他类别文件或货物的权利。 UPS 应不时向客户通报本节中未列出但不接受承运的任何文件或货物。 

对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UPS 不予接受的包裹包括但不限于： 

• 金条和银条、硬币、尘土、氰化物、沉淀物或任何形式未铸成钱币的金银矿石块、铂金和其他贵金属、
宝石和半宝石（包括商业碳或工业钻石）、任何国家的货币（纸币或硬币）； 

 

• 有价证券、股票、债券、证书、未盖销邮票或印花税票、战争储蓄或储蓄邮票、空白或背书的银行出
纳支票、汇票或旅行支票、信用证、古董、画作； 

 

• 用于商业、政府或军事用途、转售或批量订购的商品（例如，企业对企业，即“B2B”货件）； 

 

• 未经商业交易的商品（例如，消费者对消费者的货件） 

 

• 不符合目的地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商标或著作权规定的商品； 

 



• 危险、可燃或爆炸性材料，包括气溶胶、含有压力气体的物品、易燃物品（如油墨、油漆和酒精类香
水等），或被列为危险货物或不允许在客机上运输的任何其他物品； 

 

• 烟草、水烟、电子烟及相关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寄件时 www.ups.com/tobacco 中定义的任何“烟草制品”； 

 

• 单独包装或成套包装的消耗品（例如药品、毒品、食品、液体、化妆品等），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 电池，无论是在设备内还是单独包装，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 寄件时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附录中所列的动物（无论是否活着、干燥、冷冻或以其他方式
制备）、任何可食用动物产品或动物的任何副产品 (https://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除非协议
另有规定； 

 

• 植被（无论是否存活的、防腐的、调制的还是副产品）和自然或生物样本（例如，泥土、岩石、植物
等），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 武器或武器配件（例如，刀、枪、枪镜、枪支光学器件或枪盒），或热成像产品，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 任何种类的翻新商品或使用过的商品，除非协议另有规定。 

上述任何包裹禁运品的例外情况必须经 UPS 书面审查和批准。 任何此类例外情况必须于寄件前在客户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协议中予以规定。 

如果任何客户将此类物品托运给 UPS，则客户应就与此相关的所有索赔、损害和费用对 UPS 作出赔偿，UPS 

有权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此类物品，包括在 UPS 知晓此类物品违反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
条款时即刻放弃承运的权利。 

客户未遵守 UPS 要求而导致的处罚、罚款或其他损害赔偿，由客户自行承担。 客户知晓且同意，对依据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进行的任何及所有出口交易，客户将承担所有与出口商登记相关的法律责任和财务责
任，并且 UPS 及任何 UPS 关联企业均不对出口分类或遵守适用于出口商登记的出口管制法律负责。 客户担保
所有向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递交的包裹符合所有适用的进出口管制和国际贸易法律、公约和许可要
求。 客户同意对因任何违反此担保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责任、损害赔偿或费用进行赔偿，并使 UPS 对此不
承担任何责任。 

7. 运输时间；服务保证 

对于任何交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包裹，其递送日期和时间不予保证。 适用的 UPS 价目表中所列 

UPS 服务保证不适用于交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包裹。 对于因延迟递送交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包裹而产生的或与该等延迟递送相关的针对 UPS 或任何第三方承运人的任何损害赔偿或责任
，客户代表自身及收件人放弃相关权利和索赔权，并同意就任何此类索赔进行赔偿，且使 UPS 和任何第三方
承运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8. 运输方式；递送 

UPS 自行决定以何种运输方式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 客户知晓，UPS 可自行决定是否由第三方
承运人承担全部或部分包裹运输，包括向某些国家/地区的货物运送。 每件包裹仅递送一次。 但是，针对进行
第一次递送尝试后未送达的包裹，第三方承运人可自行决定提供重新递送和/或自行取件选项。 包裹可不经签
收便在收件人地址释件。 

9. 无法递送的包裹 

UPS 保留自行决定以任何方式处理无法递送的包裹的权利。 

10.  服务终止 

若发生以下情况，UPS 有权对客户立即终止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i) 客户未遵守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或任何协议条款，或 (ii) UPS 整体终止或暂停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 终止服
务将提前三十 (30) 天通知客户。 



11. 定价 

客户应支付适用于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费率和费用，本协议另有规定情况除外。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的费率和费用，在事先通知客户的情况下可随时因任何原因进行变更。 变更将
自通知中指定日期起生效。 

不提供第三方付款和收件人付款（运费到付）选项。 

12. 处理系统；牌照；出口地 

客户应使用（并应确保所有客户寄件地点都使用）在 UPS.com 上寄件、UPS 寄件 API、经批准的 UPS Ready 

Solution® 或在寄件时满足  UPS 要求的经批准主机系统（统称为“UPS 自动化寄件系统”）来处理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 

客户应在每个单独的包裹上均粘贴 UPS Worldwide Economy 牌照标签，并将这些包裹装入主包装箱中。 客户
应确保包裹和内容物按照其适用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运输要求进行适当包装，以便安全运输。 

13. 包裹分离 

UPS 有权要求客户将主包装箱与其他进行 UPS 服务的包裹分离，UPS 对此保留权利。 

14. 责任限制 

客户应承担因客户未能遵守本条款规定的义务或因客户疏忽而引起的所有损失、损害和费用。这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条款明确排除 UPS 和 UPS 员工及代理对特定损失和损害承担任何责任，并规定 UPS 

和 UPS 员工及代理对其他损失和损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此处规定的金额。 因此，建议客户对于 UPS 未明确承
担的任何损失和损害自行投保。 

UPS 承担每个包裹依任何法律依据认定的任何及所有损失或损害的最大责任限额为等价于 100 美元 ($100) 的
当地货币。 

15. 名称使用指南 

客户在印刷或在线零售通信中提及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时，应遵守 UPS Worldwide Economy 名称使
用指南。 久负盛名的 UPS® 品牌包括商标名称在内，与外界有众多重要的接触点。 UPS （“我们”或“我们的”

）对服务名称进行命名，目的是帮助客户能够识别他们所需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求正确使用该名称，帮
助我们保护这些宝贵资产。 若您将使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务，请确保您正确使用名称。 请应用以下
名称使用指南： 

• 我们的许多注册名称都包含前缀“UPS”。 此前缀为注册名称的一部分，应始终包括在名称内。 

• 在名称最前面或最突出的地方加上正确的注意符号“®”。 

• 引用我们的服务名称时，请勿用缩写。 

• 名称不应以任何文本之外的形式出现。 

希望在印刷品和在线零售信息中引用 UPS 运输服务的客户，我们鼓励其使用正确的商标名称，而不是通用名
称，这将有助于向您的客户展示，您已经为您的产品递送聘请了一流的供应商。 

客户也可以选择用通用名称代替我们的商标名称。 但请勿编造名称（如：Value Saver Plus）或编造带有 UPS 

商标名称的表达（如：UPS Value）。 因“Standard”、“Saver”、或“Ground”等词，表示含有其他 UPS 服务，并
对客户体验的期望进行了限定，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此类词语。 

 

商标名称“UPS® Worldwide Economy”是优质，合适之选。 请按照以上指南准确展示 UPS 商标名称。 商标注
册为 UPS 提供了法律保护，此举可防止其他公司使用该商标，避免误导或混淆公众。 

“International Economy Shipping Option”为可采纳的通用表达。 因该表达描述的是服务内容，且不与我们的品
牌产品名称相冲突，也不会造成混淆，所以可以采纳该表达。 该表达为网上购物者提供了信息，将有助于他
们对运输选项进行比较。 

16. 法律及管辖权 

本附录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端解决应根据包裹提交给 UPS 运输的国家/地区的法律进行管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