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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商业发展是成立此类法庭的根

本原因。从“灰脚法庭”的程序特点来看，它兼具仲裁和诉讼的特点。“灰脚法

庭”的存在为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

同样受到商业推动或更多源于商业诱因。从国外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

计来看，它们都试图吸收仲裁和诉讼的优点，摈弃二者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诉讼的仲裁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也是为了顺应“一带一路”倡议所

激发的商业发展的需要，但囿于现有法律框架的限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

设计更多体现了保守型的特点，其程序既没有大胆吸收仲裁程序的优点，也没有

完全克服现有诉讼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不过，作为一个新设的专门解决国际商

事争议的法院，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之处十分明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

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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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riginated from the courts of pie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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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ges，which was mainly pushed forward by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s of piepowder were
mixed with those of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which may become reference for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were also motivated by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ries to reflect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while abandoning their disadvantages，and to
arbitrationalize the litigation．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is also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frequent business transactions spurred by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in other
countries，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is more or less conservative，

neither reflect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nor abandon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litigation regime．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in China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foreign experiences; local development; the People＇ s
Supreme Court

2018 年 6 月 29 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深圳和西安挂牌成立了第一、第二国际商

事法庭，成为国际上国际商事法庭改革和发展中又一重要事件。2018 年 12 月 5 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并正式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

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

商事法庭程序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程序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

作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工作规则》) 三项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进入正

式运行阶段。随后在 2018 年 12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

称，第一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已分别受理一批国际商事纠纷案件①。2019 年 5 月 29 日和 5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1］和第一国际商事法庭［2］都已分别首次公开开庭

审理案件。截至 2019 年 6 月，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已受理案件 11 件，涉及意大利、日本、维尔

京群岛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等地区的当事人［3］。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从纸上蓝图成为现实的

纠纷解决平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既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又借鉴了国外国际商

事法庭的有益经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能否很快进入角色，发挥应有作

用，还有待观察。本文旨在通过理性分析国际商事法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国际商事法庭设

立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 通过考察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运作，厘清国际商事法庭所具有的

一些共同经验和特点; 在此基础上，阐明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异同，尝

试为其未来发展提供管见。
一、国际商事法庭的起源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西欧一些地区盛行的市场和市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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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站 http: / / cicc． court． gov． cn /html /1 /218 /149 /192 /1150． html，2019 年 1
月 8 日访问。



此类法庭在当时的英国被称为“灰脚法庭”或“泥足法庭”( courts of piepowder) 。这一名称的

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此类法庭的当事人是经常往

来于不同市场、脚上沾满灰尘的外国或外地商人; 二是指此类法庭处理争议快捷，商人脚上

的泥土尚未掉下，诉讼便已完结［4］。此类法庭是随着 10 世纪以来西欧城市和商业的复兴而

出现的。当时欧洲各地出现了许多市集，在市集上活跃着大量的外地商人。由于通过对此

类商人进行征税可以增加当地财政，因此，当时的地方统治者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和保护前来

交易的外地商人。“灰脚法庭”的设立正是这一政策和思想的反映［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地方商业法庭的建立，不是为了阻止商业，而是为了鼓励外来商人们带着商品来到自己的

王国”［6］。
作为专门处理商人之间争议的法庭，“灰脚法庭”在法庭人员组成、管辖权范围、适用法

律、审理程序等许多方面不同于当时的城市法庭和普通法庭。此类法庭的审判人员主要由

商人组成，在涉及外国商人时，还需要有外国人作为陪审员参与诉讼; 此类法庭受理的案件

主要是外地商人之间或外地商人与本地市民之间的各类商事争议，如债务、契约、侵害之诉

等; 此类法庭在处理争议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当时尚处于萌芽时期的“商人法”( lex mer-
chant) 。这种商人法主要体现为商人们在长期交易中形成的一些交易惯例、原则等［7］; 为快

速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此类法庭一般适用不同于普通法程序的简易灵活程序，实现快速审

判①。从“灰脚法庭”的这些特点来看，它既非纯粹意义上的诉讼，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仲

裁，而是兼具二者的特点。它已具备了现代商事法庭的雏形，体现出与现代商事法庭一脉相

承的一些特征，如当事人的特定性、争议的商业性、法官的专业性、程序的简易性等。
“灰脚法庭”盛行于 12—13 世纪，但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此类法庭的独立性慢慢丧失，

它们日益遭到本地商人的反对，再加上此类法庭的地域性特点所造成的判决执行的困难，此

类法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了 17 世纪，此类法庭大都被正规的国家法庭所取代［5］。虽然

“灰脚法庭”风光不再，但它冥冥之中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为现代商事法庭的建立指明了方

向，它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建立现代商事法庭时用之不竭的财富。“人事有代谢，往

来成古今”。从“灰脚法庭”产生的背景来看，商业发展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只要商业交易繁

盛、商人往来频繁、商事争议纷攘不断，商事法庭总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一般认为，现代意

义上的国际商事法庭可追溯至英国在 1895 年设立的伦敦商事法庭( 该法庭在 2017 年 10 月

更名为英格兰及威尔士商事与财产法庭) 。设立该法庭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快捷、经济地审理

商事纠纷，以满足伦敦金融城和商业社会的迫切需求。实践证明，该法庭的设立不但有助于

推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和商业中心，也为伦敦乃至英国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各类工作机会。
例如，围绕英国商事法庭等司法机构，英国的法律服务业年收入达 260 亿英镑，占全国 GDP
的 1． 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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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灰脚法庭”特点的介绍，参见徐浩: 《中世纪西欧商人法及商事法庭探析》，载《史学月刊》，
2018 年第 1 期第 60 － 63 页; 赵立行:《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载《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1 期第 95 － 97 页。
参见单文华:《国际商事法庭建设域外经验与中国贡献》，载《中国审判》，2018 年 8 月。



进入 21 世纪后，一些国家为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吸引外资，或为了通过法律服务

业增加税收，纷纷通过立法或修改相关法律成立专门的国际商事法庭。例如，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在 2004 年成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庭，2009 年卡塔尔成立了卡塔尔国际法庭和争端

解决中心，2015 年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①，哈萨克斯坦也在同年成立了阿斯塔

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临近，一些欧洲国家为了争取成为英国“脱

欧”后新的欧洲商事争议解决中心，争夺欧洲法律服务市场，纷纷成立国际商事法庭②。例

如，2017 年荷兰和比利时通过相应立法成立了自己的国际商事法庭。德国在 2018 年通过立

法草案，拟在德国全境设立国际商事审判庭③。2018 年 2 月，巴黎上诉法院宣布成立一个新

的英法双语国际商事法庭，以受理来自巴黎商事法院的上诉④。为了避免在欧洲出现山头林

立、各自为战的局面，还有人建议在欧洲设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商事法院，使其成为一个真正

的国际法院，这样将更有利于欧洲各国商人间商事争议的解决⑤。
二、国际商事法庭的域外经验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现代国际商事法庭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有千丝万缕的基因关联。
同时，因应时代发展需求，它的出现和发展又体现出必然的法理逻辑。虽然说商业发展是商

事法庭产生的根本原因，但不同时代的商业法庭的设立体现了对商业发展的不同理解和应

对。如果说“灰脚法庭”的出现是中世纪商人们为解决商事纠纷而被动采取的一种应对措施

的话，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则更多体现为一种主动为之的态度，在很多国家，现代国际

商事法庭的建立已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而是希望通过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使本

国法院成为国际上当事人“挑选法院”的首选，使本国成为“管辖权旅游地”( jurisdictional
tourism) ［8］，从而抢占法律服务市场，使法律服务业成为本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迪拜国际金

融中心法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以及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国际商事法院的建立都体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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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undaresh Meno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System of Dispute Ｒesolution，
Openjing Lecture for the DIFC Courts Lecture Series 2015，available at https: / /www． supremecourt． gov． sg /
docs /default-source /default-document-library /media-room /opening-lecture---difc-lecture-series-2015． pdf，最
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9 月 20 日。
据报道，欧洲法律服务市场 2016 年的规模约为 160 亿欧元。由于国际商务合同大都以英文缔结，争夺
解决机制也以英国法律为依据，这使得伦敦占据了国际商事及金融法律服务的核心位置。英国脱欧
后，相当部分的法律服务和争端解决会转移到其他欧洲国家。所以，一些欧洲国家早已按奈不住，摩拳
擦掌，力求分得一杯羹。参见王战涛: 《巴黎上诉法院新设英法双语国际商事法庭欲填补英国退欧空
白》，环球网，http: / /news． sina． com． cn /w /2018-02-11 /doc-ifyrkrva7142369． s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6 日。
有关该立法草案及德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介绍，参见毛晓飞:《独特的德国国际商事法庭模式———解析联
邦德国引入国际商事法庭立法草案》，载《国际法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97 － 109 页。
Xandra Kramer，The Domino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in Europe---Who’s Next?，available at
http: / / conflictoflaws． net /2018 / the-domino-effect-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urts-in-europe-whos-next /，最
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0 月 18 日。
Giesela Ｒuehl，Towards a European Commercial Court?，available at http: / / conflictoflaws． net /2018 / to-
wards-a-european-commercial-court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2 日。



种趋势。
现代纠纷解决方式主要包括仲裁和诉讼。二者各有优劣，难分伯仲，在纠纷解决中各占

半壁江山。相对而言，仲裁程序灵活，仲裁员具有专业性，仲裁判决的全球执行更为便利，但

仲裁一裁终局、仲裁的民间性等特点也会带来相应的缺陷; 诉讼程序固定化，程序的进行有

国家强制力保障，对判决结果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但诉讼程序过于僵化可能导致耗时过长，

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存在更大不确定性等。各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法理逻辑就是为

了克服仲裁的固有缺陷，增强诉讼效能，满足跨境商事纠纷对法治产品的更高需求，完善司

法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最终提升国家制度的竞争力［9］。为此，近年来各国国际商事法

庭的制度设计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一法理逻辑。
从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律框架和运行规则来看，可以把国际商事法庭的类型分为

两类: 激进型和保守型。笔者把通过修改宪法或制定专门立法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而设立

的国际商事法庭界定为激进型的国际商事法庭，而把未经修改宪法而只是通过细枝末节式

改造而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界定为保守型国际商事法庭①。依此标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

院、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院、卡塔尔国际法庭和争端解决中心、阿
布扎比全球市场法院均属于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而苏格兰和威尔士国际商事和财产法庭、
以及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等一些国家最近成立的商事法庭则可归属于保守类型。综合

激进型和保守型国际商事法庭的经验分析，可以看出，二者虽然改革的力度不同，但它们都

旨在吸收仲裁的优点，对诉讼程序进行优化，以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诉讼服务模式。
通过考察现有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特别是激进型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可以

看出现有国际商事法庭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1． 管辖范围扩大化。根据史料分析，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受理的案件具有一定的地域

性，即在特定地域设立的“灰脚法庭”一般只受理在该地域发生的纠纷［5］。而现在一些国家

的国际商事法庭逐步通过立法扩大了自己的管辖权，突破了地域限制。例如，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法院受理的案件再不仅限于在金融中心发生的各类商事案件，它还可以受理来自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由当事人书面协议提交的其他案件。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也有类似的规定，

它可以受理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提交的具有国际和商事性质的案件，同时它还可以受理与

国际商事仲裁有关的其他事项，如仲裁裁决的执行和撤销等②。
2． 法官任职专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法官队伍是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保障［10］。

为此，一些国家专门修改宪法对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的任职资格作出规定。如新加坡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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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也有学者根据国际商事法庭设置体系的不同，将国际上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置模式概括为嵌入式和
独立式两种，参见卜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载《求是学刊》，2018 年第 5
期，第 92 － 93 页。
Alastair Henderson，Emmanuel Chua，Amendment to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Ｒegime to
Strengthen Singapore as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eat of Choice，available at https: / /hsfnotes． com /arbi-
tration /2018 /01 /11 /amendments-to-the-singapore-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urt-regime-to-strengthen-singa-
pore-as-an-international-arbitration-seat-of-choice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的《宪法》第 95 条对国际法官的任命做了相应规定。目前，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共有 15 名

国际法官，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①。根据迪

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有关法官任命资格的规定，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阿联酋政府所承认的

司法管辖区的高级职位，而且具有在普通法体系中丰富的律师或法官经历，就可被任命为该

法院的法官②。在该法院的现任 12 名法官中，就有多名法官来自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等国③。2017 年 3 月德国联邦司法部在建立法兰克福国际商事法庭的司法建议书

中，也建议该法庭的法官应由具有深厚商法知识和娴熟英语技能的人担任，同时也可任命来

自金融、审计、国际商事等领域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担任非职业法官④。布鲁塞尔国际商

事法庭也有类似的有关法官资格的规定。
3． 诉讼程序灵活化。相对于国内其他法院程序的僵硬化，大部分国家的国际商事法院

都采用了非常灵活、机动的程序，吸收了仲裁程序的许多优点。在国际商事法院程序所采用

的语言、证据规则、外国法查明、程序保密性等方面都采取了灵活化处理，以顺应国际商事争

议解决的需要。例如，现有的国际商事法院大都允许用英语进行庭审，提交证据材料，甚至

用英语作出判决或判决附上英文译本;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还允许外国律师出庭代理一些

与新加坡没有实质联系的案件，还在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给予极大尊重，例如，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允许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新加坡的证据规则，决定程序是否保密进行

以及决定是否放弃上诉的权利等⑤。
4． 判决流通便利化。判决能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即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得

到其他国家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在商事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判决不能得到承认和执行，

国际商事法庭的各类优点就会消失殆尽。这也是与仲裁裁决相比，法院判决存在的一个不

利之处。为了使判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通，一些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使出浑身解数，

充分创造并利用各种条件确保本法院的判决能够自由流通。例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充

分利用该国签订或加入的有关判决承认和执行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该国制定的相关立

法，如《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等，推动

该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⑥。同时，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或仲裁

—0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网站有关法官的介绍: https: / /www． sicc． gov． sg /about-the-sicc / judges，最后访
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https: / /www． difccourts． ae /court-structure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https: / /www． difccourts． ae /court-structure / judges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Matthias Weller，The Justice Initiative Frankfurt am Main 2017，available at http: / / conflictoflaws． net /2017 /
the-justice-initiative-frankfurt-am-main-2017-law-made-in-frankfurt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KC Lye and Darius Chan，Launch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itonal Commercial Court: Singapore’s Latest Offer-
ing for Dispute Ｒesolution， available at http: / /www． nortonrosefulbright． com /knowledge /publications /
127746 / launch-of-the-singapore-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urt，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2 月 1 日。
关于外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与执行，参见欧福永: 《外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和执行》，载《河北法
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69 － 171 页。



机构达成了许多有关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备忘录①。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

也充分利用既有的一些地区性公约如《阿拉伯联盟判决和仲裁裁决执行公约》《阿拉伯联盟

国家间司法合作的利雅得公约》《关于判决执行、委托授权和司法通知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公

约》以及该法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或仲裁机构签署的相关备忘录等促进该法院判决

的流通②。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而新颖的建议即将该法院的

判决转化为仲裁裁决来推动该法院判决的执行③。
5． 争议解决多元化。在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国家内，国际商事法庭只是作为国际商事

争议解决的一种可选手段，与仲裁相互补充，满足不同当事人的需要。为了给当事人提供可

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许多国家还规定了仲裁、调解等多种争议解决方式。例如，迪拜国

际金融中心纠纷管理局下设三个彼此独立的机构，即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迪拜国际金融

中心———伦敦国际仲裁院以及与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相关的法庭及附属机构。它们相互

配合，为当事人提供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式，实现纠纷的“一站式”解决。
此外，为了提高商事诉讼的效率，增强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和公开化，一些国际商事法庭

还大力推动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司法程序的信息化。例如，英国商事法院最近改革的

一个突出表现是“在线司法”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电子卷宗的推广应

用［11］。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商事法庭也考虑全面采用电子支持系统，以实现电子化的“程序

和案件文档管理”④。
通过对国际商事法庭上述特点的分析可知，国际商事法庭的程序吸收了仲裁程序的很

多优点，如裁判者的专业性、程序语言的灵活处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等，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诉讼程序的仲裁化。如前所述，在中世纪“灰脚法庭”的程序中，仲裁与诉讼界限难

明，二者混为一体，共同服务于商事纠纷解决。英国在 1697 年通过仲裁法案，正式承认了仲

裁制度。但当时及其后的 18 世纪，英国法院对仲裁并不支持，诉讼与仲裁多有抵牾。19 世

纪中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始得普遍建立，各国仲裁立法渐次蔚然成风，仲裁机构

也开始雨后春笋般涌现。诉讼与仲裁也如两条平行线，各自并行发展。二者虽有相交，但互

不干涉。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的弊端日渐显露，对二者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商业发

展的需求的呼声日渐高涨。如何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成为改革商事纠纷解决制度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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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Kannan Ｒamesh，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 Unicorns on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speech de-
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Ｒ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s，available at https: / /www． sicc．
gov． sg /docs /default-source /modules-document /news-and-article / 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urts-unicorns _
23108490-e290-422f-9da8-1e0d1e59ace5． pdf，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
DIFC Courts Enforcement Guide ( edition 4) ，available at https: / /www． difccourts． ae /wp-content /uploads /
2018 /01 /ENFOＲCEMENT-GUIDE-2016-AW． pdf，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28 日。
Charles Lilley，Update: “Converting”DIFC Court Judgment into Arbitral Awards，available at https: / /
www． blplaw． com /expert-legal-insights /articles /update-converting-difc-courts-judgments-arbitral-awards． ，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Matthias Weller，The Justice Initiative Frankfurt am Main 2017，available at http: / / conflictoflaws． net /2017 /
the-justice-initiative-frankfurt-am-main-2017-law-made-in-frankfurt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正是反映了这样的需求，它试图吸取仲裁和诉讼的各自精华，弃其糟

粕，努力成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新宠。正如一位法官指出的，国际商事法庭“是诉讼和仲裁之

间的一场精心的婚姻”①。
三、国际商事法庭的本土发展

同样，商业发展以及解决商事纠纷的需要也是我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根本原因。“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 5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人文交流日益

频繁。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6 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

计超过 6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 900 亿美元，双向旅游交流规模超过 6000 万人

次［12］。频繁的经贸、人文交流随之产生了大量民商事、投资纠纷。如何妥善解决这些纠纷引

发了国内对如何构建“一带一路”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讨论热潮。许多学者见仁见智，提

出了不同的方案和设计。
笔者当时不揣谫陋，略陈管见，认为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合作性和非机制

性特点，“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应以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为主，不宜强调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构。否则，考虑到“一带一路”
倡议的开放性，如何认定哪些国家是“一带一路”国家，哪些国家不是“一带一路”国家。只

有完善了国内的涉外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才能以不变应万变［13］。至于完善的途径，无非

“激进型”和“保守型”两种。由于我国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在商业发展的推动

下不得已、被动为之，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建立此类争端解决机制时在很大程度上会采用保守

型方式，而不是激进型方式———考虑到我国法院目前的受案数量，吸引外国当事人到国内法

院解决争端，从而增加国内收入，应该不是建立此类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考虑。
实际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

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若

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都体现了这种保守型的思路和方法。《意见》虽然提出要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但最终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名称是国际

商事法庭，并没有强调“一带一路”，这说明新的国际商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并不专门针对“一

带一路”国家，而是面向所有国家，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是契合的。从《规定》《程

序规则》和《工作规则》来看，显然我国新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与国内其他法院相比具有很多

创新性②。之所以强调与我国国内其他法院相比，是因为这些创新性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商事

法庭相比并不明显，甚至比保守型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做法还略显保守。原因如前所述，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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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Matthias Weller，The Justice Initiative Frankfurt am Main 2017，available at http: / / conflictoflaws． net /2017 /
the-justice-initiative-frankfurt-am-main-2017-law-made-in-frankfurt /，最后访问日期: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张勇健法官( 现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负责人) 曾撰
文指出，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商事案件管辖机制的创新、国际商事
专家委员会的创新、“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的机制创新、涉外商事诉讼证据的机制创新、域外法律查明
的机制创新以及裁判文书说理的机制创新，张勇健:《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新》，载《人民法院报》2018
年 7 月 14 日。



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只是为了被动顺应商业发展，为当事人特别是参与国际交易的我国当

事人提供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不像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那样是为了吸引外国当

事人当地进行诉讼以期增加当地收入———因此，制度创新就成为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很多国家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仲裁、诉讼的弊端，吸收二者的优点，实

现仲裁化的诉讼。从《规定》和《程序规则》的内容来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并没

有体现出太多仲裁的特点，例如，囿于现有法律的限制，诉讼程序不能使用英语，外国律师不

能出庭代理，除当事人可选择案件的准据法外，当事人意思自治在诉讼程序中几无体现。从

上面的介绍来看，其他国家，即使是保守型的国际商事法庭，也都允许法庭程序使用英语，甚

至判决也可直接用英语作出。此外，《规定》在管辖权方面仍然采用了广受诟病的“实际联系

标准”，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通过书面协

议选择的法院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这样的规定，会使很多当事人无法通过书面协议选择

到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提起诉讼。对于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这一重要问题，《规定》和《程序规

则》也没有做出创新性的规定，仍然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虽然《南宁声

明》强调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可采用推定互惠，但由于这一声明并不具有

法律效力，且只针对东盟国家，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与其他许多国家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仍

处于不确定状态①。
有学者认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一裁终审制、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制度以及“三位一体”的“一站式”纠纷解决等几个方面［14］。虽然这几方面的制度设计确

实不同于国内以往的任何做法，但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确实能够吸引当事人到国际商事法庭

解决争议、快速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还值得商榷。例如，将国际商事法庭设在最高人民法院内

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裁终局，尽快定纷止争。《规定》第 15 条和《程序规则》第 32 条也明

确规定了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但这种制度设计

不能消除人们对仲裁的担忧之一，即裁决的终局性使当事人在很多情况下丧失了寻求再次

救济的机会。由于仲裁员个人能力大小、业务技能娴熟程度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作出的仲裁

裁决可能并非公正，在程序没有瑕疵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这也是

很多当事人不愿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原因之一。如果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考虑到这

一点，保留上诉机制也许是一种更为适当的选择。实际上，国外其他国际商事法庭基本上都

采用了二审终审制，或者将是否上诉的权利交由当事人双方决定。这样，既保留了诉讼相对

于仲裁的优势，也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虽然我国《意见》《规定》和《程序规则》都提出要建立调解、仲裁、诉讼有效衔接的纠纷

解决平台，并专门设立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但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能否有效实现“三

位一体”的“一站式”纠纷解决还有待观察。例如，根据《规定》和《程序规则》②，国际商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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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提出，在判决承认和执行问题上，中国法院可以采用反向互惠，以便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互
惠关系，朱伟东:《试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反向互惠制度的构建》，载《河北法学》2017 年第 4
期，第 19 － 25 页。
《规定》第 11 条、第 12 条;《程序规则》第 17 条。



家委员会成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国际商事法庭的委托对争议进行调解，但没

有规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也可以对争议进行仲裁，而且《程序规则》也只是规定了审

前调解程序①，对于仲裁只是规定了申请保全和申请撤销或执行仲裁裁决程序，并没有规定

相应的仲裁程序②。根据《通知》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希望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国际商事法庭

只能委托其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③。从这一制度设计来看，它并不能在国际商事法庭内实现

调解、仲裁、诉讼“三位一体”的有效衔接。
也许对这一制度稍作调整就可实现这一目的。例如，在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国际商事法

庭时，国际商事法庭可首先让当事人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通知》确定的调解机

构调解解决; 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无法达成调解，可让当事人通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成员进行仲裁解决; 在当事人不同意仲裁或仲裁无法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裁决的，国际商事

法庭再对争议进行审理。这就可以实现调解、仲裁、诉讼的有效衔接。但这需要授予国际商

事专家委员会成员进行临时( 专案) 仲裁的职能。这就涉及到对《仲裁法》的修改。
考虑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设立的，上述《规定》《程序规则》的保守

内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现有规定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调

解、仲裁、诉讼“三位一体”的“一站式”纠纷解决功能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规定而言，

仍有通过修改现有立法进行完善的可能。为了使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更好地解决“一带一路”
商事纠纷，乃至吸引国外当事人到我国解决纠纷，可以利用修改立法或发布司法解释的机会

对《规定》的某些方面进行完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拟定《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

商事判决若干问题的规定》，可利用这一司法解释明确采纳反向互惠或其他相关制度，促进

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其他国家的流通［15］; 《仲裁法》的修改也在酝酿中，可在修改后的

《仲裁法》中规定临时仲裁，这样，向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如果愿意通过仲

裁解决纠纷，就可选择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作为仲裁员通过临时仲裁方式解决争议，

实现诉讼、仲裁、调解的有效衔接; 最后，可考虑修改《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允许与我国

国际商事法庭无实际联系的当事人也可选择到该法院解决纠纷，从而吸引更大范围的当事

人到我国解决纠纷［13］。
结语

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商业发展是成立此类法庭的根本原因。
从“灰脚法庭”的程序特点来看，它兼具仲裁和诉讼的特点，旨在为不同地方的商人提供快速

的争议解决方式。“灰脚法庭”的存在为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现代国际商

事法庭的设立同样受到商业推动或更多源于商业诱因。从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

来看，它们都试图吸收仲裁和诉讼的优点，摈弃二者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讼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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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程序规则》第四章。
《程序规则》第七章。
目前，《通知》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北京
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作
为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仲裁和调解机构。



裁化，为当事人提供了便捷的争议解决途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也是为了顺应商业

发展的需要，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囿于现有法律框架的限制更多体现了保守型

的特点，其程序既没有大胆吸收仲裁程序的优点，也没有完全克服现有诉讼制度中的一些弊

端。不过，作为一个新设的专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的法院，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之处十

分明显。作为一种保守型的制度设计，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应该能够满足解决“一带一路”国

际商事纠纷的需要，但与国外同行相比，这种制度设计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否吸引外国当事

人更多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解决纠纷，还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1］龙飞．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敲响“第一槌”［EB /OL］．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站: http: / /

cicc． court． gov． cn /html /1 /218 /149 /192 /1235． html，2019-06-16．
［2］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首次公开开庭审理案件［EB /OL］．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网站:

http: / / cicc． court． gov． cn /html /1 /218 /149 /192 /1247． html，2019-06-16．
［3］孙航． 迈向国际商事争端解决舞台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一周内回顾［N］． 人民法

院报，2019-07-01．
［4］赵立行． 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1) : 92; 徐浩． 中世纪西欧商人法

及商事法庭探析［J］． 史学月刊，2018，( 1) : 60．
［5］赵立行． 论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1) : 94，97 － 99，98．
［6］Leon E． Trakman，The Law Merchant: The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1983，p． 9，转引自赵立行． 论

中世纪的“灰脚法庭”［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1) : 94．
［7］夏小雄． 商人权利保护机制之变迁: 理论反思和体系再造［J］． 河北法学，2017，( 6) : 42．
［8］［加纳］理查德弗林蓬奥蓬． 朱伟东译．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法律问题［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45 － 246．
［9］沈伟． 国际商事法庭的趋势、逻辑和功能———以仲裁、金融和司法为研究维度［J］． 国际法研究，2018，

( 5) : 109 － 122．
［10］卜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J］． 求是学刊，2018，( 5) : 93．
［11］威廉·詹姆斯·林顿·布莱尔． 林娜译． 英国商事法院改革的最新发展［N］． 法制日报，2016-12-14

( 11) ．
［12］李进峰． 推动“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N］． 中国经济时报，2019-04-23．
［13］朱伟东．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J］． 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 3) : 42 － 43，46 － 47．
［14］张勇健． 国际商事法庭的机制创新［N］． 人民法院报，2018-07-14; 杜涛，叶珊珊． 国际商事法庭: 一个新

型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N］． 人民法院报，2018-07-10．
［15］朱伟东． 试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反向互惠制度的构建［J］． 河北法学，2017，( 4 ) : 19 － 25．

( 全文共 10，040 字)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