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章  国际商事仲裁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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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一、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是指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依据事先或事后
达成的仲裁协议，自愿将他们之间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争议交由
仲裁庭进行裁决的制度。 

        （一）国际性的界定   

    以国籍、住所和惯常居所、营业地、争议性质为标准判定仲裁的
国际性。 

        （二)商事范围的界定 

    多作广义理解。 

     二、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 

           自愿性、自治性、保密性、快速性、裁决的域外执行性 



三、国际商事仲裁的分类 

    

  1、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 

  2、依法仲裁和友好仲裁（依公平善意原
则） 

  3、私人间仲裁和非私人间（国家之间）
仲裁 



     四、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国际商会仲裁院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瑞士苏黎士商会仲裁院 

                           美国仲裁协会 

                           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国际常设
仲裁机构 

国家常设
仲裁机构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一、概念和种类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合意将他们之间
已经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商事争议交付
仲裁解决的一种书面协议。 

    ——仲裁条款（争议发生前在合同中订立） 

            实践中最常用的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书（争议发生前或后）较少采用。 

    ——其他表示提交仲裁的文件。 



二、仲裁协议的内容及有效要件 

（一）内容 

     1、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 

     2、仲裁地点 

      如未明确常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作为仲裁地点。 

     3、仲裁机构 

     4、仲裁规则 

     5、裁决的效力 



存在的问题： 

1、规定可诉可裁的仲裁协议 

           “……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或上诉当
地人民法院按法律程序解决。” 

           最高法院：如当事人起诉，法院可取得管辖权。 

           赋予先提出请求一方优先选择权。 

2、仲裁机构不明确 

      ——规定两个仲裁机构。请求一方可选择。 

      ——可申请再次仲裁。再次仲裁应认定无效。 

3、可对仲裁裁决起诉的仲裁协议 

      应认定起诉部分无效。 



三、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1、对当事人的法律效力。 

      不得向法院起诉。 

2、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效力。 

      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 

3、对法院的效力。 

      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 

4、仲裁协议是使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的 

      依据。 



四、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确定及其法律适用 

（一）有效仲裁协议的构成要件 

1、仲裁协议的形式——书面形式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3、仲裁协议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 

4、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 

     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行政争议一般不可仲裁。 

（二）瑕疵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 

1.当事人同时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2.当事人仅约定了仲裁地点但未约定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3.当事人约定既可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又可向法院起诉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4.当事人约定了仲裁规则，但未约定仲裁机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5. 文字表述有瑕疵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三）认定有效性所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的能力适用属人法，仲裁协议的其他事项适用当事

人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或者选择的法律违反仲裁地强制性
规则的，一般适用仲裁地法。 
 
 

 （四）确认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机构 
    ——仲裁庭自行认定，仲裁庭有“自裁管辖权”。 
    ——仲裁机构认定。《仲裁法》20条规定，既可请求仲裁机构认定，也

可请求人民法院认定，但法院有优先决定权。 
    ——法院的最终决定权。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决定受理诉讼之前，应报请高级法院审查，如高级法院同意受

理，应将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时不予受理。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 

 

 第十八条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
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
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五、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 

 
——是关于仲裁条款与规定仲裁条款的合同二者之间的

关系问题。即合同无效是否导致仲裁条款无效，仲裁
条款能否独立于主合同而存在的问题。 

 
    仲裁条款独立于主合同其他条款独立存在，主合同的

变更、解除、终止、无效或失效等情形并不影响仲裁
条款的效力。  

 （一）观点 
1、合同无效导致仲裁条款无效。（传统观点） 
2、合同无效仲裁条款仍然有效。（现代观点） 
      （仲裁条款自治说） 



（二）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存在的依据 

1、二者规定的内容不同。 

      主合同规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仲裁条款规定当事人实体权利和
义务得不到实现的法律救济措施。 

2、仲裁条款有独立于主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合同准据法的规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取决于仲裁地法
对仲裁条款形式和内容的规定。判断二者效力的法律依据不同。 

3、制定仲裁条款的目的在于解决合同争议，其中包括合同无效争议。 

4、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 

5、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符合实践的需要 

   ——《仲裁法》19条的规定 



（三）存在的问题 

1、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如合同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或被确认无 

          效，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 

  ——合同依法未成立，当事人就仲裁未达成 

          合意，仲裁条款无效。 

2、欺诈或侵权案由对仲裁条款独立性的影响。 

   ——1988年中技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 

   ——1998年最高法院的裁定法院无管辖权。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  

 

           第一节    仲裁程序 

           第二节    仲裁的财产保全 

           第三节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第一节     仲裁程序 

    一、仲裁申请 

    二、仲裁的受理 

    三、仲裁员的指定和仲裁庭的组成 

    四、仲裁审理 

    五、法律适用 

    六、仲裁中的调解 

    七、仲裁裁决 



第二节    仲裁中的财产保全 

一、概念 

二、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 

——仲裁程序进行之中 

——仲裁程序开始之前  《仲裁法》未明确规定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可以采取。 

三、作出财产保全的机关 

——法院   我国的规定 

——仲裁庭       ——当事人选择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1.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法 

 2.仲裁协议适用仲裁地法律 

 3.“非当地化”理论 

     仲裁程序不应受仲裁地法约束，应当允许当
事人约定适用仲裁地国以外的仲裁程序规则作
为规范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法。 



第四节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 

 一、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 

 1、仲裁协议无效  2、仲裁程序违反正当原则  3、仲裁庭越权仲裁 

 4、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法  5.违反本国公共政策 

 

 二、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程序问题 

 1.有权撤销仲裁裁决的法院  裁决仲裁地法院  裁决适用法律国家的法院 

 2.提起撤销仲裁裁决的期限  各国规定不同，我国为6个月 

 3.不当撤销仲裁裁决的司法救济 

 外国有上诉程序，我国实行报告制度 

 1998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
项的通知》 

 



第五节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的含义 

——承认仲裁裁决是指法院依法确认裁决在法院地国有可予执行的
法律效力。 

——执行是指法院在承认裁决的基础上，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执行
程序予以强制执行。 

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 

（一）外国仲裁裁决的确定标准 

1、采用领域标准（仲裁地标准） 

      被申请执行国以外国家作出的。 

2、非内国标准（在内国作出与外国有关） 



（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 

 

 当事人举证证明拒绝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 

 1、仲裁协议无效   

 2、仲裁程序违反正当原则  

     3、仲裁庭越权仲裁 

 4、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违法   

 5.仲裁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或被撤销 

 

 法院依职权审查拒绝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 

 1.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    

 2.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违反本国公共政策 



二、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是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 

       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中国1986年加入。 

主要内容： 

1、承认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2、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缔约国） 

3、规定了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 

4、依被申请执行地国家的程序规则承认与执行。 



三、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和执行 

（一）涉外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承认及执行 

 1.执行法院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人民法院 

 2.申请执行的期限：2年  

 3.拒绝承认及执行的理由 

 （1）没有仲裁协议，事后没有达成仲裁协议  （2）未得到仲裁通知或者进行仲
裁程序通知，不属于被申请人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  （3）仲裁庭裁决事项不属于
仲裁协议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裁决的  （4）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仲裁规
则不符  （5）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违反本国公共政策 

 4.承认及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程序 

     当事人申请承认及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期限2年 

5.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报告制度 

 

 



——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 
《民事诉讼法》260条  《仲裁法》71条 

1、没有仲裁协议； 

2、没有得到适当的通知，未能陈述意见； 

3、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 

4、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 

      机构无权仲裁； 

5、法院认定执行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裁定不予执行的权力由最高法院决定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
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院在裁定不予执行之前必须报请高级
人民法院审查，如高级法院同意不予执行应将
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法院答复后
才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 



（二）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和执行 

1.执行依据： 

   （1）1958年《纽约公约》，我国加入公约时提出的保留 

——互惠保留，只承认和执行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商事保留只承认和执行属于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关系引起的争议所作
出的裁决。 

   （2）双边条约，包括司法协助条约、投资、贸易条约 

   （3）互惠原则 

2.管辖法院：中级人民法院，（1）自然人住所地、居所地  （2）法人主要
办事机构所在地  （3）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 

3.执行期限：2年 

4.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报告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