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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天地   
         大有作为

刘吉庆（集团国际业务总监）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其中尤以经济关系最为突出。中

国企业正不断开辟海外市场，与国外的经济交流日趋频繁。而相较于国内经济，涉外经济往往存在更多的

法律障碍。陌生的语言，陌生的国际惯例、司法制度，令交易风险变得难以控制。相关企业渴求更加专业

的法律人士，帮助他们适应国际规则，降低投资贸易风险，打赢国际官司。因此社会对于涉外律师的需求

非常强劲，这也是律师大有可为的一片天地。

涉外法律事务需要的是复合型的人才。涉外律师不仅通晓本国法律，更加熟知国际惯例和相关国家的

法律制度。他们应时刻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状况，培养敏锐的洞察能力、准确的分析能力及为客户解决各种

疑难问题的处理能力，以便及时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他们还应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在交往中做出

得体应对。他们每一次成功的背后，承载的都是深厚的法律素养和不断钻研、进取的精神。

人，应当专注于脚下，但更要放眼天空。与他国律师交流经验，亲身体会世界先进的法律制度，克服

障碍，绽放才华，在这场涉外法律的大潮中，律师是名副其实的弄潮儿。金融、证券、保险、知识产权，

乃至涉外婚姻、涉外收养，每个领域都有法律人才缺口。法律人若有志投身其中，相信定能获益匪浅。

德衡律师集团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涉外法律工作者，同时德衡也为其提供了极佳的发展平台。本次入

选的文章，都是各位律师在处理涉外法律问题方面的经验之谈，也是本刊所有读者共同的财富。

中国是面朝大海的国度。中国律师的目光同样应当勇于投向国门之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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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正式加盟GGI

经过调查与考察，日内瓦国际专业机构联盟（以下简称"GGI")（www.ggi.com)于近日批准并正式接纳德衡律师集团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为该联盟的中国成员。德和衡律师所为该联盟在中国内地唯一一家律所成员。    

GGI成立于1995年，总部在瑞士，起初为税务咨询师及会计师的国际网络。现今GGI作为跨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

师等多行业网络，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550个成员公司的专业服务机构的联盟。《会计杂志》将GGI排名第七位（包括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GGI的主要成员位于欧美国家以及原英国与欧美附属国家。    

通过成为GGI联盟的成员，德和衡律师所将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专业机构的联系，能够保证在中国企业“走出去”

投资业务上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同时，联盟成员直接互派员工学习、年会、地区会以及专业团队活动等各项制度，能够

给德衡律师集团的执业律师带来更多的业务培训与交流学习机会。

德和衡入选ALB2012年度中国发展最快律师事务所前十名

近日，《亚洲法律杂志》（ALB）最新一期2012年度中国律所发展最快前

10名评选再次出炉，北京德和衡以新增2处分所，新增58名律师，收费额增长

60%入选(排名第一)。    

2012年是北京德和衡全国化发展年，上半年江苏和河北分所连续开业，现

分所达到四家；德和衡计划至2013年底在全国拥有8家分所，律师总数翻倍增

长。同时，德和衡作为ECLA的创建发起所，扩大ECLA的规模是德和衡全国化

的另一战略，ECLA计划在2013年底拥有20家成员所，联盟律师超过1000名。    

一同获选的还有国枫凯文、通力、天元、盈科、山东众成仁和、中伦、大成、嘉源、中银、重庆索通（按ALB杂志排

名）九家传统及新晋行业领先律所。

德衡律师所再获ALB本年度“最佳雇主”奖

《亚洲法律杂志》（ALB）2012年度亚太地区法律市场最佳雇主调查活动近期结束。德衡律师所在国内外知名律师事

务所中再次脱颖而出，连续第4次被业内人士评选为本年度中国区“最佳雇主”奖。为此，ALB就集团管理心得、人才培养

机制等专访了德衡律师所胡明主任，在ALB本年度亚太区杂志第6期等对德衡律师集团做了大篇幅报道。    

这项评奖是亚太地区法律界最权威、最具规模的调查活动之一，相关调查内容包括律所管理、薪资水平、培训以及职

业发展机会等。本年度与德衡律师所同时获奖的有国内律师所北京中伦、北京汉坤、广东敬海、上海方旭等。

 蒋琪主任荣登《中国律师》封面人物
2012年7月，中国律师业官方刊物《中国律师》杂志（2012年第7期总第261期）以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主席蒋琪为封面人物，在刊内配发“道法自然、宁静致远-----记北

京市优秀律师蒋琪”一文，介绍了中国律师界的新锐人物蒋琪从青岛移师北京再转战全国的律师从业经历以及北京德和衡

律师所在蒋琪主任带领下迅速发展壮大并发起创建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的情况，文章一并介绍了蒋琪主任所取得的各项

成就和荣誉、出版发表的各类著作和文章及蒋琪主任关注和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事业的先进事迹等。    

《中国律师》杂志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以律师、律所和法律为主题，将我国目前的杰出律师人物、优秀律所和

法律焦点展现给读者，是中国律师业权威杂志。    

知名法国、巴西律师访问北京德和衡

2012年7月19日，法国知名律师事务所FiDAL的主任Bon先生、

二位合伙人，以及巴西知名律师事务所Siqueira Castro的主管合伙人

Reberto先生一行访问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并与德和衡律师所涉

外业务一部李泳澜主任、葛亮律师就双方业务合作及项目开发问题进行

了会晤。双方律师就国内市场开发、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开发

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和二家外国律所的合作，有利于

德和衡为客户提供更高效更全球化的服务。    

法国Fidal律所拥有90年历史、1200位律师、年收费过3亿欧元，主营

欧洲和非洲市场。    

巴西Siqueira Castro律所拥有63年历史、500名律师，为巴西规模最大最知名的律所之一，主营南美市场。 

蒋琪荣登《方圆律政》封面人物

2012年5月，中国知名法律专刊《方圆律政》（2012年5月号总43期）以中国

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主席、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主任蒋琪为封面人物，在刊内配发“蒋琪：惟兄弟才联盟”专访一文，介绍了

中国律师界的新锐人物蒋琪发起、创建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历程。同时，以“德

和联盟启航”为题介绍ECLA必须联盟、紧密联盟、发展联盟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

施，德和联盟3家发起所、6家成员所、12家观察所旨在打造中国律师界巡洋舰的联

合舰队。    

《方圆律政》杂志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社主办，以律师的工作、

生活、思想为主要内容，将我国目前的律政人物和法律精英阶层展现给读者，是一

份于律师于大众都有益的杂志，在业内外具有广泛性权威影响力。



永丰金控简荣宗处长一行再访德和衡上海律师所

2012年7月25日下午，永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令遵循总处简荣宗

处长、永丰银行廖顺兴副处长、郑力玮专员一行访问德和衡上海所，德和衡

上海律师所主任胡先明、常务副主任汤华东接待到访客人。座谈中，胡先明

主任就一年的服务情况向客人做了介绍，简荣宗处长对德和衡过去一年向永

丰金控及其下属公司提供的法律支持给予了较高评价。双方就今后进一步的

互动及其全面合作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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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办公室刘阳明、黄愉程率先获得大陆律师执业证

继德衡律师集团刘阳明顾问获大陆律师执业证之后，上海市司法局近日又正式批准向台湾籍居民黄愉程颁发律师执业

证。至此，德衡律师集团上海办公室已率先拥有两名台湾籍大陆执业律师。      

除上述两名台籍大陆律师外，上海办公室还将帮助另外几名在本集团实习满一年且符合条件的台湾律师申请大陆律师

执业证，届时本集团将拥有至少五名台湾籍大陆律师。台湾律师团队的加入和发展，将使德衡律师集团在东南亚涉外法律

业务服务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

德衡律师受聘担任美国斯巴达汽车公司在华常年法律顾问

日前，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部受聘担任美国斯巴达汽车公司（Spartan Motors, Inc.）在华常年法律

顾问，为该公司将产品全面打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投资设厂等事宜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斯巴达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特种车辆生产销售商之一。该公司成立于197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其产品主要包括校车、应急消防车辆、运输服务车辆、国防车辆及休闲车辆等，其中6000多辆斯巴达汽车公司所生产

的防伏击、防地雷的特种车辆已被美国派往伊拉克服役。同时该公司在世界各地从事特种底盘和车辆的设计、工程、制造

和销售,其中斯巴达底盘（Spartan Chassis）在全球的应急车辆市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应用。   

通过前期数月的努力，国际业务部刘吉庆总监成功协助斯巴达汽车公司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消防局以及若干消

防行业内的领先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斯巴达汽车公司计划首先扩大在华消防车辆的生产与销售，

继而借助中国市场成为亚洲最大的特种底盘制造销售商。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部将协助其今后在华业务

的全面展开。

日本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访问德和衡上海律师所

2012年6月18日，日本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代表合伙人米田隆律师、野

村律师一行来访德和衡上海律师所。德和衡上海律师所主任胡先明、杨倩娥

律师与日本来访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交流期间，米田隆律师介绍了西村朝日律师服务所的情况。西村朝日

律师事务所是日本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总人数超过1000人。业务领域涵盖投

资、金融、公共事业、政府法务、企业法务、国际法务等多项领域。该所于

2010年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正式进军中国业务。    

胡先明主任也向来访同行介绍了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情况，并表示愿意西村朝日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及

其在上海的业务发展提供支持。    

经此次深入沟通，双方在今后两所间进一步交流、合作方面达成一致共识。

德衡律师集团驻华盛顿特区行政事务代表拜访
华尔街律所Rosensteel Law

日前，德衡律师集团驻华盛顿特区行政事务代表栾姗拜访了纽约华尔

街律所Rosensteel Law. Rosensteel Law 的负责人Edward E. Rosensteel

律师与栾姗代表相互交换了律所资料，并进行了友好交谈。栾姗代表向

Rosensteel 先生介绍了德衡的国际业务和最近在中国邯郸与南京新设分所的

情况。Rosensteel 先生高度评价了德衡发展海外业务的战略，并且表示希望

与德衡在国际仲裁，金融证券和科技等法律问题方面加强合作。最后双方在

会议室合影留念。

日内瓦专业服务国际联盟GGI访问北京德和衡律师所

2012年7月12日日内瓦专业服务国际联盟（以下简称"GGI"）（www.ggi.com)亚洲区副主席Peter Kaeser拜访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

琪、副主任邱榆霞及丁旭热情接待Peter Kaeser,双方就德和衡加入GGI联盟

的相关细节进行了讨论。GGI成立于1995年，总部在瑞士，起初为税务咨询

师及会计师的国际网络。现今GGI作为跨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师等多行

业网络，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550个成员公司的专业服务机构的联盟。

《会计杂志》将GGI排名第七位（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GGI的主

要成员位于欧美国家以及原英国与欧美附属国家。



 普甜食品（01699）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德和衡律师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2012年7月13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应邀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参加了中国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普甜

食品”）上市庆功仪式（香港联交所交易代码：01699）。

德衡律师集团证券团队负责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房立棠、责任律师张义乾及证券团队其他律师历时

两年全程办理了该项目，成功帮助公司完成上市重组、外汇登记、劳动社保、税收优惠、土地物业、业务经营等方面的法

律规范。    

普甜食品登陆香港联交所后，也成为德和衡服务的第一家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农业行业企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成功代理神州数码主商标获准注册

 2010年10月，神州数码申请的重要商标被商标局驳回。为了挽回败局，神州数码慕名找到我所，委托北京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代理该商标的驳回复审案件。    

德和衡律师通过与客户反复沟通，制定了详细的复审方案，收集了大量证据用以证明作为其简称的该商标经过长期大

量广泛的宣传使用，已与申请人形成了唯一、独特、紧密的联系，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通过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

证据说明理由，上述 观点最终获得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认可。    

2012年6月，该商标获准注册，德和衡律师也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北京德和衡律师应邀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课

2012年6月27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季成律师受邀担任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赢在执行—2012中心

支公司负责人管   理研修班”授课讲师。向来自全国66个地区中心支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讲述《从劳动合同纠纷案例

看新劳动合同法下企业管理者如何避免法律风险》。季成律师结合保险公司行业特点及大量的实际经办案例分别就劳动合

同法律基本知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如何防范法律风险等进行了讲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研修班学员的好

评。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保险与劳动法团队长期以来为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律师提供了专项法律服务。德和

衡律师细致、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幸福人寿的高度认可。

德和衡律师担任北京凯林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日前，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建新律师受聘担任北京凯林集团常年法律顾问，为该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    

北京凯林集团是一家集矿产资源、金融投资、教育产业、房地产、影视文化、保健酒生产销售为一体多元化经营的集

团公司。公司一直秉承敢为人先的经营理念，在不断完善服务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可持续发展的业务领域。

德和衡律师受聘担任三井金属爱科特（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日前，德和衡上海律师所主任胡先明律师、杨倩娥律师及陈莉萍律师受聘担任三井金属爱科特（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为该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    

日本三井金属主要从事非铁金属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在提供亚铅、铜、铅贵金属等的基础素材方面已有一个多世纪的

历史，已发展了包括电子材料、汽车零部件、环境事业、传统的金属行业以及囊括了伸铜、陶瓷、结晶等有色金属的相关

行业。三井金属在中国已投资了近十家企业，三井金属爱科特（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型地区总部，主要负责为母

公司及其所投资的企业或关联企业提供投资经营决策、市场营销服务、资金运作和财务管理、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信息

服务、员工培训与管理；从事汽车零部件产品的销售。

北京德和衡成功举办第二期“淘经时光”

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5点，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团队在北

京办公室大会议室成功举办了2012年第二期“淘经时光”，本期主题为“国

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合众高科（北京）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钱塘潮商贸有限公司、北京长辰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华展鑫荣

国际招标代理（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世通嘉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新

冶高科有限公司等公司嘉宾及德和衡各地分支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作为主讲人

结合多年的亲身办案经验，以若干组具体案例，为来宾们深入浅出地讲授了国际货物贸易各个环节中的具体法律风险及其

防范措施，并现场解答了公司业务人员的提问，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在蒋琪律师及其业务团队撰写的《国际货物

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一书即将面世之际，蒋琪律师牵头举办的系列法律讲座必将为其团队发展业务和开拓市场

打下坚实的基础。

山东企业上市圆桌会议在青岛灵山岛成功举办

6月30日，德衡律师集团聚合了来自主管部门和知名中介机构的权威声音，梳理出拟上市公司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

在山东灵山岛成功举办“山东企业上市圆桌会议”。

会上，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丁旭律师首先热情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海岛，与会

嘉宾包括：山东省金融办孙宪青副主任、山东省金融办证券与资本市场处张伟处长、深交所区域首席代表郑静、广发证券

投行部总助伍建筑、“投行小兵”殷世江、大信会计师所副总裁胡咏华、深创投山东区总经理杜力、山东部分地市金融办

领导及山东几十家拟上市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    

山东省金融办领导致辞后，德衡律师及其他中介机构就企业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热烈研讨。参会企业也纷纷结合本企

业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得到满意解答。会后，主办方还邀请参会嘉宾共同畅游灵山岛。

于山东孕育破土的德衡始终坚持立足山东的理念。为更好服务山东地区拟上市企业，德衡律师主办了此次山东企业上

市圆桌会议，并得到了参会领导、行业同仁及众多企业的大力支持。德衡律师相信，此次会议只是一次总结，德衡及合作

伙伴将通过不断努力，坚持为山东企业提供超越其满意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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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和衡南京所李鹏展主任应邀作为“发挥检察职能打造
上市公司高管安全区研讨会”主讲人

日前，检察日报社、江阴检察院和《方圆》杂志社在江苏省江阴市江阴国际

大酒店举办了“发挥检察职能打造上市公司高管安全区研讨会”。来自高检院、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领

导、专家学者及律师100多人与会。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李鹏展主任

就检察机关发挥好检察职能，服务大局，预防高管职务犯罪，保障上市公司健康

发展作了精彩发言。

刘阳明律师应邀出席“第二届两岸商法论坛”

2012年6月3日，由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公益信托台湾财政金融法学研究基金、政治大学法学院财经法中心、

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裕元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第二届两岸商法论坛”在台湾政治大学顺利举办。德衡律师集团

亚太首席法律顾问刘阳明律师与陈璧秋律师应邀出席，台湾前司法院长、证券交易法权威赖英照教授主持开幕并发表祝

词，另外，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吴越教授、蔡元庆教授、叶林教授、钱玉林教授、林国彬教授、朱德芳教授、洪秀芬

教授、游启璋教授、蔡英欣教授等亦参加此次论坛并发表论文。本次论坛的议题是“股东权保护之法律问题”，刘阳明律

师与诸位学者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互动，并积极探讨了其在大陆遇到的公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有力的促进了两岸法学交

流。

《两岸投资法律一本通》
被台湾“国家图书馆”收藏

近日，由德衡律师集团与台湾名阳所合撰的《两岸投资法律一本通》已被台湾“国家图书

馆”收藏。该书已分别于2012年3月1日、2012年5月1日在中国台湾数位法学出版社（中文繁体

版）和大陆法律出版社（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在台湾桃园机场内的书店里，更是将该书放

置于显著位置，以供两岸商务往来企业界人士参考。

蒋琪主任编著《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
正式出版发行

近日，由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主任蒋琪律师及其团队成员王雪虹、孙书佳、姚远、侯卫惠、秦

增光、干文淼共同撰写的《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

解》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了3.6万亿美元，其

中：出口超过1.8万亿美元，进口超过1.7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跃

居世界第一。伴随而来的是贸易模式、合作方式越来越纷繁复杂，法律风险无处不在。因此，越来越多的从事国际货物贸

易方面的专业人士希望能有一本围绕案例梳理相关法律风险的专著，以便能够系统掌握相关知识。蒋琪律师及其团队正是

应这一需求认真撰写了《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一书。该书不仅是外贸企业识别和防范法律风险的好工

具，同时也是这一领域中年轻律师学习的好素材，更是所有法律专业人士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好途径。    

该书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四宝先生和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雪涛先生作序，共计35万字，通过对国际货物贸易中18个方面60余起真实案例的深度解析，将

复杂的法律问题简单化，将错综的法律关系表格化，将深刻的法律规则通俗化，从案情简介、法律风险、法律评析、法律

建议、法条索引五部分着手进行深度分析。形式上活泼清新，内容上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2012年6月27日，河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张继发

副处长、律师管理处盖斌、河北省律协秘书处刘思佳，

在邯郸市司法局张太平副局长、邯郸市律师工作指导处

李辉副处长的陪同下，一行五人专程来到北京德和衡

（邯郸）律师事务所考察“三化建设”（专业化、规范

化、法制化）。    

张继发副处长对刚刚开业一个多月的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与北京德和衡（邯

郸）律师事务所部分合伙人和律师的座谈中，对德和衡邯郸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张继发副处长指出，德和衡邯郸的成立，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切合了省司法厅关于引导高端商事型律师事务

所发展、扶持涉外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事务所的工作部署。张继发副处长进一步强调指出德和衡邯郸要借助北京德和衡的

先进管理经验和成熟的资源平台，努力拓展新的领域，如知识产权、涉外贸易、股市证券、上市公司领域等，努力将德和

衡邯郸打造成邯郸乃至河北律师事务所“三化建设”名列前茅的专业优势明显、优秀人才汇集、管理模式先进、服务质量

上乘的优秀律师事务所。    

德和衡邯郸事务所合伙人郭涛、王秀田、李长平、郑军、柴如雪陪同省司法厅领导和市司法局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河北省司法厅领导考察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所
“三化建设”工作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支部喜获“先进党支部”荣誉称号

2012年6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在朝阳剧场举办了以“创先争优跟党走，服务社会做贡献”为主题的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暨朝阳区律师党委七一表彰大会。在本次表彰大会中，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

支部”，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支部副书记、所常务副主任邱榆霞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

称号，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支部宣传委员、知识产权业务二部主任陈浩获得“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德和衡党支部及党员所获得的荣誉，充分体现了朝阳区律协党委对德和衡党支部工作的认可与支持，鼓舞了德和衡

党支部工作热情，更加激发了德和衡党支部以坚定的政治方向，带领律师员工勤勉尽责为客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工作干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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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成功召开2012年度半年工作总结会

2012年7月14日-15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及其上海分所、南京分所、邯郸分所共120余名律师、员工、家属代表

赴河北白洋淀召开2012年度半年工作总结会。    

会议由德和衡总所常务副主任邱榆霞主持，北京总所20个业务部门负责人、上海所常务副主任汤华东、南京所副主任

张艳、邯郸所主任郭涛、北京所常务副主任丁旭按顺序发言，就上半年各部门、各分所及总所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德

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所主任蒋琪对下半年工作分六方面进行了展望。集团国际业务总监刘吉庆对德和衡上半年的

业务发展与开拓作了精彩分析，集团高级合伙人、行政主管张文代表集团管理合伙人最后发言，对德和衡上半年的工作表

示肯定，希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大业绩。本次会议，还特别安排了对新加入联席合伙人的欢迎仪式。    

2012年上半年，德和衡全体人员以制度、团队及标准化建设为主线，以“全国化战略”为主题，积极开拓业务数量，

努力拓宽业务领域，全面增强业务能力，积极搞好各部门团队培训，精心打造优质、高效、创新、负责的德和衡精品律师

品牌形象，实现了业务服务水准、律所创收、品牌美誉度三方面的丰收，在《亚洲法律事务》（ALB）杂志评出的“2012

年度中国发展最快律所前十”中位居第一名，业务收费同比增长45.4%，继续保持了高于行业的快速发展态势。    

会后，在德和衡团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举办了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四海一家亲联欢晚会，大家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本次总结会活动期间，北京德和衡党、团支部还组织党员、团员参观了白洋淀抗战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大家表示

一定继承英雄的革命精神，努力工作，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王雪虹  律师

擅长领域： 
金融和银行、国际贸易、海商海事、争议解决

 律师参与进口货物贸易法律风险防范
工作流程

国际贸易业务

进口货物贸易风险可以分为交易前风险、签订合同风

险和履行合同风险。进口企业在合同签订前要注意防范风

险；在合同签订后的履行阶段要注意控制风险；如果进口

合同履行出现争议，要运用恰当的手段，化解合同风险。

本文从进口货物贸易的工作流程出发，重点阐述了律师参

与进口货物贸易风险防范、控制以及化解的问题，供大家

参考。  

一、对合同交易主体的审查

 (一)审查资信情况

国际贸易活动中，对方当事人的资信情况关系到其有

无履约能力和有无承担债务责任的能力，因此，律师应当

在签订合同前向进口方提出建议聘请专业的资信调查机构

对贸易对方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一般包括：对方是否具

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是否拥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营实力；

是否有良好的信誉；如果所在国或地区政府对某项贸易有

特别的规定，是否能取得所在国或地区政府的许可等。调

查的途径包括：通过银行调查；通过国外的工商团体进行

调查，如商会、同业公会、贸易协会等;通过我驻外机构和

在实际业务活动中对客户进行考察等。

 (二)审查主体资格

1、在对方以自然人身份出现的情况下，应审查确定

对方是否具有法定的行为能力（即缔约能力）。由于不同

国家的法律对订约年龄标准和宣告禁治产的条件规定不尽

相同，所以实践中就可能发生订约能力的法律冲突问题。

国际司法解决这一法律冲突的原则是依据该自然人属人法

（即国籍国法或住所地法）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缔约能力。

2、在对方以法人或非法人经济组织身份出现的情况

下，应审查其提交的相关证明文件。如合伙协议、登记

注册证件、法人证书、公司章程等文件，以确定其订约资

格。

3、审查对方签约人的资格。对于法定代表人，应审

查能够证明对方身份和地位的各种法律文书，以核实其身

份。对于委托代理人，应审查其委托书。

二、起草、审查进口合同等法律文件    

律师应当建议进口方特别注意采用书面合同来确定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最好保存书面合同的正本直至合同

履行完毕后一定时间。对于合同的修改也应该以书面形式

做成。

 (一)自营进口

1、货物销售的一般条款：在进口合同中，必须注意

货物品种、型号、等级明确、具体，以防止不必要的误解

纠纷，避免出现报关、征税等方面的纠纷或不便。

2、溢短装条款:具体幅度根据不同产品而异。对进口

方来说，应尽可能争取溢短装的幅度小一些，一般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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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防止卖方在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利用溢短装条款

故意多装或少装。

3、货物的质量条款：它是当事人提出索赔的依据，

如果卖方所交货物的品质与合同不符，进口方有权拒收并

可提出索赔。在质量条款中应当对货物规格、型号、颜

色、材质等进行明确具体且操作性强的约定。同时，应当

规定实际交货时的质量如果与合同规定存在明确许可的差

异时，价格是否进行相应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4、包装条款：包装条款一般包括包装材料，包装方

式和包装单位数量或重量，对于有些特殊物品，包装要求

更为严格。

5、贸易术语的选择：进口合同下尽量争取采用FOB

术语，进口商掌握租船订舱的主动权，可以慎重选择船公

司，杜绝了卖方与船公司勾结诈骗的情况。如果货物在运

输途中遭受了损失，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合同向保险公

司索赔，规避了货款两空的局面。

6、支付条款：国际进口贸易的结算方式主要有：信

用证结算方式、汇付和托收结算方式等。不同结算方式

下，进口商面临的商业信用风险是不一样的。货到付款或

采用O/A（赊销）方式交易，对买方来说比较安全。采用

D/P托收、信用证、预先付款结算，买方收货风险逐渐凸

现。

7、要求卖方提供见索即付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作

为卖方履约保证：实际操作中，卖方提供两类保函，一是

预付款保函，指买方向卖方支付订金或进度款之前先要求

卖方开具等额银行保函做担保；二是履约保函，指买方为

了在履约的全过程或阶段性过程中对卖方履约的忠实性进

行资金约束而要求卖方开具的银行保函。

8、装运条款：在班轮运输的情况下，本条款主要包

括装运时间，装运港，目的港，可否分批装运，转运，中

途停靠其他港装货等。在租船进口大宗货物时，该条款十

分重要，尤其需要订得具体，详细，除须具备以上内容

外，还必须明确：

（1）卖方租用的装运船只应具有适航性和适货性，

卖方在选择船舶及租船的船方时应谨慎行事。对由于卖方

租用的船只与合同的条款不符而使买方遭受的一切损失，

卖方须承担全部责任。

（2）老船加保:卖方租用的装运船的船龄一般不得超

过18年，如果船龄超过18年，由此引起的额外保险费由卖

方承担。23年以上船龄的船舶一般情况下买方无法接受。

（3）在租船提单作为议付单据的条件下，可能出现

由租船合同引起船东与租船人之间的纠纷，如运费未付清

等，以致影响买方安全及时提货，造成损失。因此，在合

同上必须明确规定，合同项下货物的交付不受发货人与船

东或与任何第三方之间纠纷的影响。买方对租船合同中与

本合同不一致的条款不承担责任，除非这些不一致的条款

已经过买卖双方书面认可。

（4）船籍:为了增强船只信誉程度，防止出现光船到

达，出具假提单的诈骗事件，买方一般应要求租用的船只

在 “劳氏船级社”或其他同类船级社注册。

9、检验与索赔条款:合同的检验条款应当包括检验的

时间与地点、检验机构、检验证书、检验依据与检验方法

以及商品的复验等。索赔条款应当规定好索赔期限、索赔

方应提供的索赔证明和规定索赔金额的计算方法等内容。

10、 单据条款:除了进口合同中一般要求的提单，发

票，装船通知外，其他单据可根据具体产品而定。由商品

检验公证机构出具的品质质量证明书，比厂家或卖方出具

的更具权威性和公正性，在合同条款中，买方应尽量争取

前者作为议付单据。对于某些产品的进口，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对单据有特殊要求，如钢材要求原产地证书，食品

要求提供卫生检验证书，所以在签约之前，要先向国家有

关机构做深入了解，并在合约中向卖方明确提出。

11、法律选择条款：进口货物买卖合同所涉及的适

用法律，一般允许运用合同意思自治原则，由双方当事人

自行确定，除非法律有强制性规定。进口商应当明确在合

同中适用中国法律，特别是进口货物是我方所需重要物资

时，一旦发生争议，有利于获得合理解决。

12、选择仲裁机构：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采用国际仲

裁的方式最为恰当。世界主要的仲裁机构一般为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口方一般要争取在北

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重要及复杂

的合同可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解决。

（二）代理进口

在外贸代理进口业务中，建议在签订进口合同时，尽

量由外贸代理企业、委托人、第三方共同签订，明确代理

人身份，避免在合同履行时发生歧义。同时，对于代理方

和委托方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律师应从以下方

面进行审查，帮助进口代理方防范风险：

1、明确约定：在外贸公司作为代理人对外签订进

口合同时，委托方先行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或保证

金）。同时，明确约定“追加保证金”条款，如:“当市

场价格下跌超过5%时，委托方在接到代理方通知3日内必

须按跌价幅度相应补充履行保证金，付至代理方帐户。否

则，代理方有权没收履行保证金，并自行处置货物。”

2、明确约定：在信用证到期议付前委托方应全额向

代理方支付全部货款。如果货物先于单证到港，则应于提

货前付清全部货款。货物到港后，如果委托方无法结清货

款，则货物须以代理方的名义存入代理方指定仓库，所有

权归代理方。如信用证为远期支付，可能出现委托方付款

提货前代理方已先行承兑的风险。因此，须要求委托方在

代理方对外承兑前付清货款，如确不能在承兑前一次付

清，至少要在控制其20-30％预付款(或保证金)的前提下，

让委托方付多少款提多少货，一定要杜绝让委托方先提

货，后付款的做法。

3、明确约定：委托方逾期支付货款在多少日内必须

向代理方支付利息(注明利率)及罚金 (注明百分比)，并规

定超过这一规定日期，代理方有权自行处理未提货物，并

保留向委托方追索因此产生的利息、费用及全部损失的权

利。

4、明确约定：进口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方无权提出

违背国际贸易法律和条例的任何要求；一旦开证银行认定

开证人必须无条件付款，不论货物是否符合进口合同的要

求，委托方即对代理方负有支付全部货款及代理费的责

任。

5、为避免委托人擅自提货后拒付货款或委托人弃货

的风险，应要求委托人提供担保。例如：（1）一般信用

保证；（2）流动货物抵押担保；（3）仓单等权利质押担

保；（4）法定代表人、股东个人保证担保；（5）房地产

抵押担保（办理房地产抵押担保登记）。

三、进口合同履行中的风险控制

进口合同履行中的风险，主要是指在履约过程中，由

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变化，特别是对方的不诚信作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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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在履约过程中的开证、交货、审单、验货付款等

环节上尤其要特别注意。律师应跟踪国际货物买卖，对进

口贸易合同履行中各环节出现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

（一）自营进口合同履行中的风险控制

1、为进口商（开证申请人）提供信用证法律服务

信用证是国际货物买卖中最常用的支付手段，

目前国际上最通行的规范是 I C C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UCP600）。根据这一国际惯例，信用证关系与买卖双

方的合同关系相互独立，买卖双方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纠

纷并不能影响信用证的支付，开证行必须仅凭相符单据对

外付款，而不管货物质量怎样。为了保证货物符合贸易合

同的约定，律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为进口商提供信用证法

律服务：

(1)选择延期付款远期信用证作为进口付汇方式，不采

用即期付款信用证和承兑信用证。即期付款信用证下，开

证银行收到相符单证后，必须即时对外付款。货物还在运

输途中，货款就已经被出口商接收了。承兑信用证下，开

证银行收到相符单据后，及时对单据中的汇票进行承兑。

虽然汇票款项需于汇票到期日支付，但信用证下的银行付

款义务已转化为票据上的无条件付款义务，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

第（二）项规定，人民法院已经不能冻结付款。选择延期

付款远期信用证，则可以为质量问题的交涉预留充足的时

间。

(2)帮助进口商合理设置信用证条款。虽然交货不符

不能作为信用证拒付的理由，但是通过合理设置信用证条

款，把交货相符的要求以单据形式体现出来，却可以间接

达到保障交货相符的目的。比如常为出口商诟病的货物检

验报告“软条款”，实际上也是进口商针对货物质量设置

的一种保障条款。当然，为了避免“软条款”之嫌，信用

证可以设置委托第三方检验的条款，将中立第三方的检验

报告作为信用证结算的必备单据。

(3)帮助启动信用证止付的司法程序。当接到国外转

来的全套进口单据时，开证行应会同外贸企业认真审核单

据是否和信用证要求相符，是否属于伪造的单据。进口商

应委托有经验的外贸人员咨询和调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

定，在对方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形下，律师应当建议并帮

助进口商紧急启动信用证止付的司法程序。

2、为进口商提供货物接运、货运保险、报关提货法

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起草、审查各类协议，监督检查协

议的正确履行，提供相关方面的法规政策，提示相关环节

的贸易风险等；

3、为进口商提供检验和索赔法律服务

（1）保存检验证据，为了保证索赔工作的顺利进

行，必须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如事故记录，短卸或残损证

明和检验报告等，必要时，还可提供物证或实物照片等。

（2）掌握索赔期限，向责任方提出书面索赔。如合

同未规定索赔期限，按《联合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

定，买方向卖方这主张货物不符合合同的时限是买方实际

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向船公司索赔的时限，按《海牙规

则》规定，是货物到达目的港交货后一年;向保险公司索赔

的时限，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

款》规定，为货物在卸货全部卸离海轮后两年。

4、对已经出现的质量瑕疵、信用证、贸易款项等风

险、事故、纠纷，依照进口方指示，从进口方的整体利

益、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办案策略，提出解决方

案，出具律师函，律师可与对方协商和解、进行调解或通

过国际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在解决贸易纠纷过程中，

代理律师要全面把握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对方的违约情况。

（二）代理进口合同履行中的风险控制

代理进口业务中，如果代理方代为开立信用证，这样

在委托方付清货款前，代理方面临信用证到期对外垫付信

用证项下款项的风险。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实践中律师应

当建议代理方要求委托方在付清货款后方能提货，在此期

间代理方控制货权。律师应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为代理方

提供防范控货风险的法律服务：

应当避免将货物存放在委托方自己的仓库；

如果仓库兼营同类商品加工、买卖的仓库，应注意防

止监守自盗的发生；

代理方直接与仓储人签订仓储合同，当面签订，保证

合同的真实有效。仓储监管协议的各方必须承诺只有在外

贸公司同意的条件下，仓库才能将货物放行，如果未经外

贸公司同意仓库就将货物放行，则仓库需向外贸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

代理方应当亲自交纳仓储费用，避免由委托方交纳。

仓库出具的入库单应当直接向仓储方（代理方）提

供，避免由委托方转交。

定期与仓库负责人见面，由仓库负责人带领查看仓储

情况。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无法立即取得正本仓单，

应尽早去查看仓储情况，尽可能从速取得，避免时间拖延

产生风险。

孙书佳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外商投资、国际贸易、海商海事

代理出口业务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众所周知，外贸公司通常并不直接生产产品，业务的

展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作为中间商组织货源

再进行出口即自营出口；二是作为代理人代理货物出口。

不少外贸公司认为，代理业务相对外贸公司自营出口而

言，责任轻、风险小，而且有的外贸公司为了完成出口指

标，往往都非常乐意做。但是在代理出口业务的操作过程

中，如果操作不当，风险也是很大，不仅会使自己陷入诉

累，还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外贸企业代理出口业务存在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指在

代理出口过程中，由于没有遵守国际贸易的相关法律规则

（如法律、法规、规章、国际条约、惯例等）的规定，从

而遭受各种不利后果（如法律制裁、处罚以及损失等）的

可能性，主要包括出口收汇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行

政法律风险及民事法律风险。

一、出口收汇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

（一）出口收汇法律风险分析

企业出口最大的风险便是收汇风险，收汇风险主要

是指企业在签订出口合同后，在出口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由于卖方信用、汇率、出口企业在实际业务处理中操作不

当等因素致使商品出口后未能按照预先的约定全额收回货

款的风险。本文阐述的收汇风险主要是指出口企业采取各

种不同的结算方式下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收汇风险。不同

的结算方式其收汇风险程度是不同的，目前国际贸易中普

遍采用的结算方式，按收汇安全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

货前电汇（前T/T）、跟单信用证（L/C）、付款交单（D/

P）、承兑交单（D/A）和货后电汇（后T/T）等。

1、汇付方式下的出口收汇风险

在汇付的支付方式下，出口商的收汇风险主要存在于

进口商这个环节，主要风险可概括如下：进口商所在国的

国家风险，如前文所述，进口国的国家风险主要有战争风

险、国有化征收风险以及外汇管理风险等等；进出口商自

身的信用风险，指出口商刻意诈骗，收货后拒不付款，或

以各种理由要求出口商降低价格而给出口商带来的收汇风

险；市场风险，商品市场风云变换，商品价格变动频仍，

一旦出口商品在进口国市场上行情走低，价格大幅降低

时，进口商可能为避免损失而拒绝收货，也可能因破产而

无力支付货款，从而给出口商的出口收汇带来风险；汇率

风险，由于赊销情况下，出口收汇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90

天以上)，如果结算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波动频繁的话，出

口商可能会因外汇贬值、本币升值而承受汇兑损失。上述

各种风险都会对出口商的出口收汇安全产生一定的威胁。

2、托收方式下的出口收汇风险

托收结算方式是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进口商

破产或丧失清偿债务的能力或拒不付款赎单，银行没有保

证进口商付款的义务。在进口商不付款赎单的情况下，银

行没有义务代出口商保管货物。所以货物在进口地办理退

货、交纳进口关税、存仓、保险、转售以至被低价拍卖或

被运回国内等发生的损失都由出口商自负。在承兑交单条

件下，进口商只要在汇票上办理承兑交单手续，即可取得

货运单据，凭此提取货物。出口商收款的保障是进口商的

信用，一旦进口商到期不付款，出口商便会遭到货款两空

的损失，所以，承兑交单比付款交单的风险更大。

3、信用证方式下的出口收汇风险

（1）“单证”、“单单"不一致导致的不符点风险。

不少信用证开立时就故意设立了容易产生不符点的陷阱，

如软条款、矛盾的单据条款以及一些过于复杂难于理解执

行的条款，因上述条款极易形成单据的不符点，致使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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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只能不符点交单，从而解除开证行的付款责任，导致出

口商承担单据被拒付和无法收汇风险。贸易合同原本基于

的银行信用也转变为单纯的商业信用，出口商在付出相对

较高成本的情况下，却还不得不依靠商业信用来实现收

汇。

（2）信用证中陷阱条款隐藏的收汇风险。进口商经

常有意或者无意地在信用证中设置一些陷阱条款，这些条

款往往会给出口商安全收汇带来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是

单据产生不符点，出口商无法做到相符交单，开证行解除

第一付款责任。这些条款多是出口商难以完成的，即使能

够完成，其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进口商手中。前者的例

子如信用证规定1/3或2/3正本提单寄开证申请人，但在单

据条款中又要求提供全套正本提单；再如有的信用证要求

货物通过空运运达进口商，但因航空运单不控制物权，接

受此条款出口商即放弃了对物权的控制，从而可能导致收

汇风险；而后者如商检条款等，最终的决定权即控制在进

口商手中，出口商想做到相符交单非常困难，收汇风险很

大。

（3）延期付款和承兑信用证远期收汇的风险。由于

商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行情都瞬息万变，过长的收款周期

让出口商承担了商品价格下跌导致进口商不付款的风险，

同时汇率的下跌又会给出口商带来较大的汇率损失，过多

的资金长期占用也会导致企业的运营出现困难。

（二）出口收汇法律风险的防范

1、围绕出口收汇安全，建立出口业务指导制度

（1）指导进口商所在国家贸易风险等级和客户资信

的调查

出口企业应当及时掌握交易对象所在国家的贸易风

险，特别是对一般经营规模的国外客户的资信调查尤为重

要。调查途径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银行、当地的律

师行或者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国内客户、我国驻外商务参

赞处、资信调查机构等。调查了解事项包括公司注册资

本、股东构成、当地影响、商业信誉、公司的资产状况、

历史状况以及同我国贸易情况等。

（2）指导出口贸易方式的选择

①对出口收汇方式的选择

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的资信状

况。对于跟本企业有悠久合作历史、资信良好的客户，出

口企业可以弃用信用证而采用T/T或D/A、D/P远期方式。

对于新客户，建议先采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在客户拒绝接

受信用证方式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采用汇款方式。但为

确保收汇，出口企业必须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对海外客户进

行全面、认真、仔细的调查，及时掌握和了解其经营情况

及偿付能力。

②对贸易术语的选择

尽量采取CIF或CFR。一定要避免外商指定境外货代

安排运输。

③对结算银行的选择

选择信誉好、有关联方银行进行结算，便于及时处理

修改单证、及时通知等。

④对承运人和货代的选择

掌握承运人，就可以有效控制货物，避免钱货两空。

一定要避免外商指定境外货代安排运输。如果外商坚持

FOB条款并指定船公司和境外货代安排运输，出口企业应

指定境外货代的提单必须委托经商务部批准的货运代理企

业签发，并掌握货物的控制权，同时由代理签发提单的货

代企业出具保函，承诺货到目的港后须凭信用证项下银行

流转的正本提单才能放货，否则要承担无单放货的赔偿责

任。外贸企业不要轻易接受货代提单，尤其是外商指定的

境外货代提单。

2、建立收汇风险业务规范制度

（1）出口合同谈判与签订阶段防范措施

在出口合同谈判和签订阶段，应根据不同的结算方

式，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如果是汇付方式，应尽量在合

同条款中要求进口商提供银行保函；如果采取托收方式，

事先要注意有的拉美国家对D/P方式常常按照D/A方式处

理的做法。更要注意设法在进口商付款前确保货物的所有

权，防止钱货两空。在办理托收时不要在托收委托单上指

定代收行；如果是L/C方式，要注意规定对方开证时间、

开证银行，并要求进口商退货时须3套正本提单全部退回

方可。

（2）出口合同履行阶段防范措施

这里以我国常用的L/C收汇方式为例：1）订立合同

时，出口方应要求进口方开立L/C，为必要的修改留下充

足的时间；2）收到L/C后，注意防范L/C本身的风险。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谨防假证和严格审证，防范信用证“软

条款”。信用证中的“软条款”，是指在信用证中加列一

种条款，使出口商不能如期发货，据此条款开证申请人或

者开证行具有单方面随时解除付款责任的主动权，即买方

完全控制整笔交易，使得受益人处于受制人地位，是否付

款完全取决于买方的意愿。防范信用证“软条款”，要严

格审查信用证条款，注意发现其中的“陷阱”条款，坚决

要求对方按照合同要求修改；3）注意单据缮制。国际贸

易是单据贸易，尤其在信用证业务中，因为在信用证业务

中奉行的是“单证一致，单单一致”的原则。因此，单据

做的不好，很大程度决定者是否能安全及时收汇。

3、灵活运用出口收汇安全保障制度

出口收汇，有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国际保理、出

口信用保险等方式可以选择，以增加出口收汇安全保障，

这主要适用于风险较大的出口贸易。

（1）银行保函和备用信用证

根 据 《 国 际 商 会 见 索 即 付 保 函 统 一 规 则 》

（URDG758）第二条，见索即付保函系指由银行、保险公

司或其他机构或个人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凭提交与承诺条件

相符的书面索款通知和保函可能规定的任何类似单据（如

建筑师或工程师出具的证书、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即行

付款的任何保函、付款保证书或无论如何命名或叙述的其

他任何付款承诺。

银行保函是指银行应委托人的申请而开立的有担保性

质的书面承诺文件，一旦委托人未按其与受益人签订的偿

还债务或履行约定义务时，由银行履行担保责任。它有以

下两个特点：(1)保函依据商务合同开出，但又不依附于商

务合同，具有独立法律效力。当受益人在保函项下合理索

赔时担保行就必须承担付款责任，而不论委托人是否同意

付款，也不管合同履行的实际事实。即保函是独立的承诺

并且基本上是单证化的交易业务；(2)银行信用作为保证，

易于为合同双方接受。

由国际商会（ICC）公布的《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

（ISP98）是国际范围内第一个专门规制备用信用证的统

一规则，其前言中指出：备用信用证被用于保证贷款或预

付款在到期或债不履行时或某一不确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

时产生的义务的履行。备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都有信用

证的基本性质，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是自足文件，独立

于合同，不受其约束；是单据的业务，凭相符的单据付

款。备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备用”

的性质，其主要用于担保，而不是用于一般的商业结算。

备用信用证是在申请人违约时，受益人动用备用信用证进

行索赔，也就是揭示单据要求开证行履行第一性的赔付责

任。

（2）国际保理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又称为国际

付款保理或保付代理。它是指保理商通过收购债权而向出

口商提供信用保险或坏账担保、应收账款的代收或管理、

贸易融资中至少两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其核心

内容是通过收购债权方式提供出口融资。国际统一私法协

会《国际保理公约》第一章第一条第二款对保理的定义如

下：所谓保理，系指卖方（供应商或出口商）与保理商之

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卖方（供应商）、出

口商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

物销售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

理商为其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两项：(1)贸易融资：在接

到进口保理商的保证后，出口保理商凭以融资给出口商的

行为。这是目前客户叙做保理业务时，最感兴趣的一个功

能；(2) 销售分户帐管理：在卖方叙做保理业务后，保理

商会根据卖方的要求，定期／不定期向其提供关于应收帐

款的回收情况、逾期帐款情况、信用额度变化情况、对帐

单等各种帐务和统计报表，协助卖方进行销售管理；(3) 

应收帐款的催收：保理商一般有专业人员和专职律师进行

帐款追收。保理商会根据应收帐款的逾期时间采取信函通

知、打电话、上门催款直至采取法律手段；(4) 信用风险控

制与坏帐担保：卖方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后，保理商会

为债务人核定一个信用额度，并且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根

据债务人资信情况的变化对信用额度进行调整。对于卖方

在核准信用额度内的发货所产生的应收帐款，保理商提供

100％的坏帐担保。

（3）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保障

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而制定的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

备金的非营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出口信用保险属于保

险合同范畴。处理争议的依据主要是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

和保险法。由于出口信用保险承担了进口方国家的政治风

险及进口商的商业信用风险，出口商才免除了因进口商破

产、拒收货物、拒付货款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出口收汇也

有了一定的保证，从而减少了逾期账款甚至坏账的产生。

二、刑事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

（一）刑事法律风险分析

外贸企业在代理出口业务过程中，应注意防范的刑事

犯罪风险主要涉及的罪名为走私普通货物罪、骗取出口退

税罪以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1、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

走私是进出口企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也是企业面

临的最大刑事法律风险之一。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

指违反海关法规，非法从事运输、携带、邮寄除毒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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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弹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

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

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固体废物以外的其他货物、物

品，进出国（边）境，偷逃关税，情节严重的行为。

2、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

有些外贸公司只做外销单据，从不跟外商联系，典型

的不见出口货物、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这种“三不

见出口业务”是国家长期以来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要严

厉处罚。如果办理出口退税，单证出现问题，涉嫌骗税，

那么企业就可能面临承担骗取出口退税罪刑事责任的法律

风险。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以假

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

为。

3、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

有些外贸公司在代理出口的过程中没有对即将销售出

口的商品的知识产权情况进行了解，没有了解相关产品是

否已经取得了中国境内的权利或者根据国际条约在中国取

得，也没有了解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是否有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已经有其他企业注册。如果外贸公司代理

出口的货物侵犯了他人的商标权，那么外贸公司就可能面

临承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指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

1、现在有很多个人既未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未注册

为公司，其作为中间人拿到外商的订单后下单给工厂，再

找一家外贸公司代理出口。其与外贸公司签订单独协议，

约定手续费和代理费。外贸公司分别与国内工厂、外商签

订形式上的供货合同和出口合同，国内工厂直接向外贸公

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由外贸公司办理退税手续。中间人根

据需要，安排指示外贸公司支付国内工厂的货款。外贸公

司根据事先约定的方式，将扣除代理费用后的出口业务利

润和退税款支付中间人。中间人是出口业务幕后真正的控

制人，外贸公司是名义上的操作人。这种业务对外贸公司

来讲既不是严格意义的代理业务，也非传统的自营出口业

务。外贸公司只享有收取相对较小数额收益的权利，但却

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从上述业务的流程可以清晰的看出

外贸公司只是能从发票上看到工厂名称、产品名称、不知

道工厂情况，更不知道货物是不是该工厂生产的，若这期

间有代开、虚开增值税发票、购买假发票等行为，将给外

贸公司带来巨大的刑事法律风险。因此，外贸公司在代理

出口业务时必须规范出口经营行为，在外贸出口业务中严

格按照正常的贸易程序开展出口业务。外贸公司要实质参

与出口交易活动，认真落实供货商的相关情况，确保出口

业务的真实性，从而避免企业因代理出口业务而涉嫌骗取

出口退税的罪名。在代理出口业务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不要因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以身

试法。

2、外贸公司在实施进出口贸易或签署加工合同前，

先要对即将销售出口的商品的知识产权情况进行了解，首

先了解相关产品是否已经取得了中国境内的权利或者根据

国际条约在中国取得。如没有，则需了解在同一种商品或

者类似商品上是否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已经有其他企业

注册（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查询），也

可以通过中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系统查询；如果没有注

册，则可以建议委托人进行注册。通过上述查询工作可以

有效避免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因商标侵权而涉嫌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罪。

3、树立外贸公司的业务人员的刑事法律风险意识，

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刑事法律知识培训体系。如果公司业

务人员具备一定的刑事法律风险意识和刑事法律知识，那

么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公司的犯罪风险。

三、行政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

（一）行政法律风险分析

 在本文中，代理出口行政法律风险是代理出口企

业在出口过程中因违反国内行政管理法规而带来的风险。

1、外贸公司从事“四自三不见业务”的法律风险分

析

“四自三不见业务”是指出口企业违反外贸经营的

正常程序，在“客商”或中间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

带汇票、自行报关和出口企业不见出口货物、不见供货货

主、不见外商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出口交易”业务。国

税发【2006】24号《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外贸企业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

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严禁出口企业从事

的“四自三不见”业务行为及违反本通知规定从事不规范

出口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通知》第

二条、第三条，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

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营名义出

口的，出口企业不得将该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

物退（免）税。出口企业从事上述业务并申报退（免）税

的，一经发现，该业务已退（免）税款予以追回，未退

（免）税款不再办理。在外贸公司从事的“四自三不见业

务”中，出口退税的风险完全由外贸公司承担。如果办理

出口退税，单证出现问题，涉嫌骗税，那么企业就要承担

全部由此引起的处罚，情况严重的可能停止企业的出口退

税资格，所有退税资金成为呆账，从而导致公司崩溃。

2、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货物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法

律风险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

七条、第十条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照本条

例的规定，将其知识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备

案，如果发生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情形，要求海关采取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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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0年。知识产权有效的，知识产

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6个

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

为10年。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

或者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备案随即失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国家禁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

进出口；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经海关调查后认定侵犯

知识产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

在实务中，存在大量的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货物因权

利人举报或者经海关查验被发现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最终被海关没收货物并处罚款，由此给外贸公司带来了巨

大损失。

（二）行政法律风险的防范

作为外贸代理出口企业，笔者认为应当在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风险防范：

1、在实施进出口贸易或签署加工合同前，先要对即

将销售出口的商品的知识产权情况进行了解，首先了解相

关产品是否已经取得了中国境内的权利或者根据国际条约

在中国取得。如没有，则需了解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

品上是否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已经有其他企业注册（可

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查询），也可以通过

中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系统查询；如果没有注册，则可以

建议委托人进行注册。

2、与被代理人签订的合同应当包含知识产权授权条

款，并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免责条款。如果因

侵犯知识产权而遭受索赔、处罚等损失的，由被代理人承

担全部责任。

3、发生出口商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被海关扣留的情

况时，需要及时了解已注册或者在海关备案的知识产权的

情况，分析是否构成侵权，如经初步分析很可能被认定为

侵权，则需要及时与权利人取得联系。根据《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条例》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应

当放行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五)海关认定被扣留

的侵权嫌疑货物为侵权货物之前，知识产权权利人撤回扣

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的”，这意味着出口企业可以在海

关正式下发处罚通知前与权利人取得和解，由权利人向海

关申请撤回扣留决定，以减少经济损失。

四、民事法律风险分析及防范

（一）民事法律风险分析

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货物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法律风

险除了外贸公司面临被海关没收侵权货物处以罚款的行政

法律风险，还有被权利人提起侵权赔偿之民事诉讼法律风

险。

外贸公司代理出口货物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

是指侵犯商标权、专利权及著作权的行为。商标侵权行为

是指：行为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其他干涉、妨碍

商标权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

行为。专利侵权行为主要涉及被控抄袭他人产品的外形、

结构、原理等，可能侵犯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

利权。著作权纠纷主要是出口企业在产品上使用了侵犯他

人著作权的图案和标识。

（二）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

1、为了避免被指控知识产权侵权，外贸公司应杜绝

侥幸心理，树立知识产权观念，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2、应加强知识产权权利状态的查询工作，同时做好

对相关知识产权的跟踪。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的专业机构

进行知识产权调查，防止无意中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事件的

发生。如果经调查存在侵权可能，则可及时对产品和工艺

进行修改，以避免遭受侵权指控。

3、签订的合同应包含知识产权授权条款，并可以在

合同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免责条款。如果因为侵犯知识

产权而遭受索赔、处罚等损失的，由被代理人承担全部责

任。

4、在发现确属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可以积极寻

求与对方和解。事实上，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纠纷中，双

方和解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侵权诉讼的高风险性以及诉

讼过程所消耗的漫长时间和巨额费用，可能使双方两败俱

伤，因此在分析和解可能性的基础上，努力创造条件，争

取达成和解。

在代理出口业务中，外贸公司作为代理人只收取了代

理费，若不在交易发生前将每个操作程序的细节和风险考

虑周全，代理方有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外贸公

司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完善代理合同的条款，制订

规范的代理业务操作规程，杜绝“四自三不见”业务，规

避代理风险。同时对一些特殊条款必须明确制订，如依法

缴纳国家的有关税项的责任和涉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

合法性及纠纷的责任等。只有认真对待代理出口业务中的

每一个环节，才能防患于未然，有效防范代理出口经营风

险的发生。

韩启梅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并购、外商投资、知识产权

 遭遇美国高额反倾销税中国光伏企业
路在何方

当地时间2012年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

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主要是中国输美太阳能

电池产品)征收31.14%至249.96%的高额反倾销税。该消息

一经传出，无论是中国商务部，国家机电出口商会，还是

被调查企业，均作出强烈反应，指责美国商务部这一初裁

结果扭曲事实、不公正，损人不利己。那么这一初裁结果

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将最终被逐出美国市场？面临美国商

务部的初裁结果，中国光伏企业，尤其是被裁定征收高达

249.96%惩罚性税率的未应诉企业的路又在何方？笔者于

2011年9月份至2012年1月份参加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司

法厅、山东省商务厅组织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高级培训班

期间正好遇到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光伏企业开始立案调查，

在培训过程中也将该案作为现实案例与美国专家进行了研

究和讨论。在此，通过对该案的解读和分析，希望能进一

步鼓励中国企业客观面对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积极应诉，

争取对中国企业最有利的结果。

1、根据我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美商务部公布

对华太阳能电池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认定强制应诉

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的税率为31.22%，常州天合

光能有限公司的税率为31.14%，其他59家单独税率应诉企

业的税率为31.18%,其余未应诉企业的税率为249.96%。为

什么会存在上述税率上的差异？中国企业积极应诉的意义

是什么？

美国对中国企业反倾销适用的税率分下三种情形：

（1）强制应诉企业（mandatory respondent）税

率。一般出口量最大的三至四家企业会被抽中作为强制应

诉企业，强制应诉企业将根据各自的情况得到其各自的倾

销税率。

（2） 单独税率（separate duty)。在针对非市场经

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会假定所有的非

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都受政府的控制，因此应当给与一个

统一的反倾销税。但是，商务部也制定了一个例外，就是

对那些能够证明自己不受政府控制的企业给与一个单独税

率。对于没有被抽中作为强制应诉的企业，一般要积极进

行单独税率的申请。单独税率是指上述强制应诉企业税率

的平均（不包括零）。

（3）全中国适用的税率（China-wide)。对于那些没

有积极应诉的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将会对其征收高额的

倾销税。

虽然本案中强制应诉的光伏企业的税率已经是相当高

了，但那些未应诉企业的税率竟然高达249.96%,一旦最终

裁决成立，则未应诉企业将面临失去美国市场的境遇。因

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果被抽中作为强制应诉企业，

不应当消极等待，而是应该积极申请单独税率，向美国商

务部提出自主经营的证据，否则将被征收超高的惩罚性关

税，而该税率就是美国申请人申请的最高税率。

   

2．美国此次对中国太阳能电池产品反倾销调查初裁

超高税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美国商务部此次初裁的倾销税率不仅对中国企业是不

公正的，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光伏企业被征收惩罚性关

税最高的一次。

美国在对被调查国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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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区分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对于

市场经济国家，价格的确定主要分为三种方式，即原产国

（home market）的正常价格、第三国价格、构成价格。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替代国”价格则通常被作为确定

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第一选择。

在本案中，中国企业被美国商务部裁定较高的倾销幅

度，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

认可中国企业自己提供的证据材料，而是选择替代国的方

式来计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该调

查方法的根本错误，必然导致其裁决对中国企业的不公。

另外，在本案中，仅有两家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

公司和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被抽中为强制应诉企业，这

不仅不符合惯例，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争取符合自己企业

情况税率的权利。

 

3．美商务部同时公布，拟于10月9日就本案作出反倾

销终裁，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拟于11月23日作出损害终裁。

如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均作出肯定性终裁，美商务

部将于11月30日发布反倾销税令。在最终裁决作出之前，

中国光伏企业，应当进行哪些应对工作？

美国反倾销调查有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是商务部，另

一个是国际贸易委员会，二者是独立的，调查工作是独立

进行的。其中商务部认定被调查产品正在以或将以低于其

正常价值的价格在美国市场销售。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因

被调查产品的进口美国的产业已经被损害或存在被实质性

损害的危险。这两个程序是分别进行的，如果一方做出否

定性的裁决，另一方将终止程序。

在本案中，12月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初裁中

国输美太阳能光伏电池产品对美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

害，这才使美国商务部得以继续对中国进口的太阳能光伏

电池产品的反倾销继续进行调查。然而，如对中国企业签

发反倾销税令，则前提是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均

作出肯定性的最终裁决。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通常美国

商务部还要派人到出口国进行实地调查，如果有关当事人

请求，通常还要举行一次听证会，让有利害关系的人陈述

自己的意见。因此，虽然目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

部均作出了对中国企业极为不利的初裁裁决，但对中国企

业来说并非没有机会。

首先，被调查企业应当保存和准备好公司账本、生

产记录、购销合同、发票、运输、保险等单据，在核查期

间，有关方面要密切配合，及时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如不

能及时提供有关资料，商务部将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作出

最终裁决。

其次，被调查企业应全力合作、积极应诉，据理力

争，要求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最终裁决之前举

行听证会，充分陈述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中国太阳能光伏

电池产品在美国产品中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并非依靠倾

销，而是源于中国企业持续研发先进生产技术，不断拓宽

经营理念，不断降低经营成本，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并没

有损害美国光伏产业。

第三、对美国反倾销案的最终裁决提请司法审查。当

事人对进口方当局的终裁以及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不

服，可要求独立的司法、仲裁。其目的是确定终裁或行政

复审决定的正确性，保障当事人的利益，特别是被征收反

倾销税的当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倾销行政当局滥用权力。

在美国负责处理司法审查的部门有两个：一是美国国际贸

易法院，二是美国海关与专利上诉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

单位和人员包括外国厂商、政府、国内进口商和贸易商，

工商贸易团体和协会等。出口企业如对反倾销案的裁决不

服，可以先起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如仍不服，再上诉

至美国海关与专利法院。

戴庆康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国际贸易、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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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K's and China's Different Attitudes in 
Adopting the CISG: A Comment on The 

Impact of Legal Traditions Upon the Global 
Unification of Commercial Laws

论中英两国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的不同态度—兼论法律传统对商法

全球统一化的影响

CISG is an abbreviation for 1980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This
Convention, aimed at unifying laws of
international sales contracts, has been
ratified by 78 states as of 24 February 2012 1,
including most of the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the USA, Canada, France, Germany, etc.
Therefore, one scholar comments that most
industrial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CISG in foreign trade2. Interestingly, the

** This paper is an updated version of a presentation given
at Cardiff Law School.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Prof. Phil Thomas of Cardiff Law School
for his kind support during my stay in Cardiff. The author is
also grateful for th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attending the
presentation for their critical comments.
1 CISG: Table of Contracting States,
http://www.cisg.law.pace.edu/cisg/countries/cntries.html,
2012-08-03.
2 Camilla Baasch Andersen: Uniformity in the CISG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one of the first-class industrial
countries, has not ratified it yet. The UK’s refusal to
ratify the CISG has deprived the opportunity of the
British talented judges, which obviously they
deserve to have, in interpreting the law. Personally, I
think it is a regrettable thing not only for the British
talented judges, but also for the whole world without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CISG.
Contrasting with the UK’s experience, China, which
is a developing country and which is still under its
transformation to market econom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countries submitting its ratification3. Then

First Decade of Its Application, in Founda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dited by Ian Fletcher, Loukas Mistelis,
Marise Cremona, Sweet & Maxwell, 2001, PP. 280-297, 280.
3 On 11 December 1986, China became the 8th state ratifying the
CISG together with the USA and Italy, following Lesotho (18 June
1981), France (6 Aug. 1982), Syrian Arab Republic (19 Oct. 1982),
Egypt (6 Dec. 1982), Hungary (16 June 1983), Argentina (19 July
1983), Zambia (6 June 1986). This brought the CISG into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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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that happen?

In this paper, I will first speak briefly on the
issues governed by the CISG. Then I will
outline the background and traditions
influencing Chinese ratification of the CISG,
including the Chinese law on those issues
governed by it. Then I will try to illustrate
with examples how the CISG rul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laws
and how this inconsistency makes U.K.
government hesitate to ratify it. Finally I
hope I can reach a conclusion on the impact
of legal traditions upon ratification of the
CISG.

I. the CISG and the Scope of
Issues Governed

As early as 1968, the task to unify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ales was undertaken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whose
membership includes countries of different
legal traditions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4. As a result of

SeeUNCITRAL Reports on the Status Information on the
CISG:
http://www.uncitral.org/english/status/status-e.htm#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Vienna, 1980).
4 Before this, the effort to unify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started in 1930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 (UNIDROIT) in Rome. The
effort of UNIDROIT resulted in the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ULIS)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ULF), which were adopted by a diplomatic conference in
the Hague in 1964. Neither ULIS nor ULF obtained
acceptance within the socialis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wenty-two of the twenty-seven original signatories
were European. Because the unification of laws by
UNIDROIT did not represent all major law systems and
have not attracted sufficient number of states from all major
states, UNCITRAL initiated another campaign of
unification. For a history of the Convention, See Winship:
the Scope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in
International Sale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edited

more-than-one-decad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by prestigious scholars from all
major law system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U. K.,
the full text of the CISG was finally approved at a
diplomatic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U. N.
General Assembly in Vienna in 1980. Its objective is
to remove legal barriers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by unifying global law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ontract5.

The CISG governs two important issues, that is, the
formation of contracts,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contractual parties including the remedies of one
party against the other for breach of a contract.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second part of my paper,
i.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the CISG.

II.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the
CISG

Chi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CISG in 1981 and
ratified it on 11 December 1986. If we look back to
Chinese history, it was only a few years after
Chinese adop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had
not been of great concern until 1980’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during that period, China had few
commercial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t was
after the end of 1970’s when China decided to adopt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a began to
boom. This boom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ok
place when the Chinese basket of commercial
contract law was empty.

by N. Galston & H. Smit in 1984.
5 Preface to the CISG, Para. 3.

The lack of contract laws rendered
uncertainties in trade, especiall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result, in 1980’s,
there were strong appeals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to legislate on contracts. Responding
to those appeals, Foreign Economic Contract
Law (the FECL) was enacted on 21st March
1985 and came into force on 1st July 1985
for contracts between Chinese as one party
and foreign party as another6.

The FECL was legislated in a hurry and was
legislated at the time when China was still at
its childhoo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ho
was ignorant with relevant rules and
practices. After decades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China knew very
little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and
understood little about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In fact,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 of
market economy was classified as capitalist
and the adop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was still a taboo. Consequentially, the
FECL,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ist
doctrine of planned economy, was full of
inconsistencies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usage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example, socialist doctrine of planned
economy demanding extensive state
interference with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squeezed many elements of public
law into the FECL: contracts that violated
the law or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society and
he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invalid (Article 9, the FECL);
contract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state

6 Earlier, a contract was enacted on 13 December 1981 for
contracts between domestic parties, i.e., the Economic
Contract Law (the ECL),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1 July
1982.

policies and state plans, otherwise they may be
declared invalid (Article 4, the FECL). As one
western commentator commented, these public law
aspects of the FECL as a private contract law made
any interpret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uncertain7.
Besides its inconsistencies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usages, the FECL was also full of
loopholes with its omissions and ambiguities
concerning many key issues. For illust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conclude a
contrac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the common
approach in all major law systems is the rules of
objective offer and acceptance8; however, the FECL
had no clause dealing with offer and acceptance. The
only clause dealing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conclude a contract is Article 7
stating: “A contract is formed when the clauses of
contract are agreed in written form and signed by the
parties. In case one party requests to sign a
confirmation letter when the agreement is reached
by the means of letter, telegram or telex, the contract
is only formed upon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being
signed.” The former sentence applied only to the
parties signing the contract face to face, which is a
less common wa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an
concluding a contract through distant exchange of
letters, telex or telegram or even through phone
negotiation. In the latter case, there was no ru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rties reached an agreement.

7 Bruno Zeller: CISG and China, in the CISG and China: Dialog
Deutschland-Schweiz VII, edited by Michael R. Will, Faculte de droit,
University de Geneve (1999).
8 As early as 1979 in UK, Lord Denning has challenged this position.
He stated in Butler Machine Tool Co. Ltd. v. Ex-Cell-O Corporation
(England) Ltd. [1979] 1 All ER 965:

“in many cases our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offer, counter offer,
rejection, acceptance and so forth is out of date… The better way is to
look at all the documents passing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glean form
them o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whether they 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all material points…”
Nevertheless, just as one author pointed out, in England, “more often
than not, … the courts will continue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nalyse
the facts in terms of the classical approach”(the offer and acceptance)
See Paul H.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don: Longman,
2002, P. 14.

The lack of contract laws rendered
uncertainties in trade, especiall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result, in 1980’s,
there were strong appeals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to legislate on contracts. Responding
to those appeals, Foreign Economic Contract
Law (the FECL) was enacted on 21st March
1985 and came into force on 1st July 1985
for contracts between Chinese as one party
and foreign party as another6.

The FECL was legislated in a hurry and was
legislated at the time when China was still at
its childhoo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ho
was ignorant with relevant rules and
practices. After decades of being isolate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China knew very
little about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and
understood little about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 In fact, at that time, the concept of
market economy was classified as capitalist
and the adop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was still a taboo. Consequentially, the
FECL,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ist
doctrine of planned economy, was full of
inconsistencies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usage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example, socialist doctrine of planned
economy demanding extensive state
interference with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ontracts, squeezed many elements of public
law into the FECL: contracts that violated
the law or the public interests of society and
he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invalid (Article 9, the FECL);
contract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state

6 Earlier, a contract was enacted on 13 December 1981 for
contracts between domestic parties, i.e., the Economic
Contract Law (the ECL),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1 July
1982.

policies and state plans, otherwise they may be
declared invalid (Article 4, the FECL). As one
western commentator commented, these public law
aspects of the FECL as a private contract law made
any interpret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uncertain7.
Besides its inconsistencies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and usages, the FECL was also full of
loopholes with its omissions and ambiguities
concerning many key issues. For illust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conclude a
contrac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the common
approach in all major law systems is the rules of
objective offer and acceptance8; however, the FECL
had no clause dealing with offer and acceptance. The
only clause dealing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 to conclude a contract is Article 7
stating: “A contract is formed when the clauses of
contract are agreed in written form and signed by the
parties. In case one party requests to sign a
confirmation letter when the agreement is reached
by the means of letter, telegram or telex, the contract
is only formed upon the confirmation letter being
signed.” The former sentence applied only to the
parties signing the contract face to face, which is a
less common wa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an
concluding a contract through distant exchange of
letters, telex or telegram or even through phone
negotiation. In the latter case, there was no rul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arties reached an agreement.

7 Bruno Zeller: CISG and China, in the CISG and China: Dialog
Deutschland-Schweiz VII, edited by Michael R. Will, Faculte de droit,
University de Geneve (1999).
8 As early as 1979 in UK, Lord Denning has challenged this position.
He stated in Butler Machine Tool Co. Ltd. v. Ex-Cell-O Corporation
(England) Ltd. [1979] 1 All ER 965:

“in many cases our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offer, counter offer,
rejection, acceptance and so forth is out of date… The better way is to
look at all the documents passing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glean form
them o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whether they 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all material points…”
Nevertheless, just as one author pointed out, in England, “more often
than not, … the courts will continue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nalyse
the facts in terms of the classical approach”(the offer and acceptance)
See Paul H.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don: Longman,
2002,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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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se inconsistencies and the loopholes,
the FECL did not change the uncertaint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pute settlement in
China and did not help much in improving
the Chinese legal environment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hich it was
supposed to be. So shortly after the FECL
coming into effect, China ratified the CISG
on 11th December 1986.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ISG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FECL to
be overridden to the extent of the CISG’s
scope of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6
of the FECL itself, any international treaty,
relating to contracts, that China has
concluded or acceded to, prevail over the
FECL.

So to sum up, China’s ratification of the
CISG took place when China had no legal
tradi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ract and when China wanted urgently
legal rules in this area. So it was a blank
white paper where it was easy to draw any
pictures and place any legal rules.
Accordingly, the ratification in China did not
come across any difficultie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erienc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SG, in 1999 when
China enacted a new contract law, most
provisions of the CISG were transplanted
directly into the 1999 Contract Law
governing not only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but domestic contracts as well. I will come
back to this when I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SG rules and the UK rules.

Now let’s turn to the part of the CISG and
the UK.

III. the CISG and the UK

As we mentioned above, despite the wide
acceptance of the CISG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Kingdom has so far been reluctant to adopt it. 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issued two consultation papers respectively in 1989
and 1997 on the subject of the UK entering into the
CISG. Based on the outcome of the consul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issued a position
paper in February 1999 stating that the Convention
should be brought into national law when there is
time available in the legislative program9. However,
after more than one decade, the UK is still outside
the Convention. After such a long time of waiting,
we can have reasonable doubt whether this is caused
by the unavailability of time in the legislative
program or by the UK’s hesitation to enter.

In this part, I would like to examine some of the
remarkable f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 that differ
from English law or even conflict with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 of English contract law, which
are most likely to cause the UK’s hesitation in
ratifying the Convention. Such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are many. I will take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 as an example.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 involves many issues.
Prof. Brent McClintok 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 involved 3 elements, i.e. the
offer, the acceptance and the consideration;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contract. The former
two are the two indicators used in common law,
continental law as well as in the CISG to determine
the parties’ mutual intention or assent to conclude a
contract10. What are different are the rules

9 For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UK’s action on the CISG, see Ahmad
Azzouni: The Adoption of the 1980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by the United Kingdom, submitted on 27 May 2002 and
available at http://www.cisg.law.pace.edu/cisg/biblio/azzouni.html
10 Lord Denning, in England, has challenged this approach as “out of

concerning this.

Let’s look at the revocation of the offer first.
Under Article 16 (2) of the CISG, an offer
may not be revoked if “it indicates, whether
by stating a fixed time for acceptance or
otherwise, that it is irrevocable”, or where
the offeree reasonably relied upon the offer
being irrevocable and has acted in such
reliance; and according to comments on this
provision, this applies to the case in which
the offeree merely needs time to investigate
and consider whether to accept.

In English law, however, “the offeror is the
master of his offer” and can revoke his offer
at any time before the offer is accepted11.
This rule was established as early as 1789 in
Payne v Cave12, and in Routledge v
Grant(1828)13 in which the offeror had
given six weeks for the offeree to accept, the
offeror’s right to revoke was still upheld. The
revocation of an offer by the offeror
remained a strong tradition in common law.
Though the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
in English law does restrict the revocation of
an offer in some cases, the doctrine would
not allow the revocation of an offer just
because the offeree needs time to
investigate14, and its application is deficient

date”, and advocates for the better way “to look at the
documents passing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glean from them
or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whether they have
reached agreement on all material points…” See Butler
Machine Tool Co. Ltd. v Ex-Cell-O Corporation (England)
Ltd. (1979) 1 All ER 965. However, as one commentator
pointed o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courts will continue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analyse the facts in terms of the
classical approach (offer and acceptance). See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Longman, 2002, P. 14.
11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gman, 2002,
P. 41.
12 3 Term Rep. 148.
13 4 Bing 653.
14 Leete, Burt A., Contract Forma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and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Pitfalls for the Unwary,

in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n existing legal
relationship for it to apply15.

If we go back for a moment to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1999, we can see that the wording of Article 19
of this law concerning the revocation of an offer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in CISG. That means the
provision of the CISG is not only applicable to those
contracts governed by the CISG, but also to all
contract cases including a pure domestic contract
tried in Chinese courts. Chinese easy incorporation
of the CISG in 1999 Contract law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lack of rules concerning offer.

Now let’s have a look of the rules of acceptance.
This is a classic area where civil law and English
law collide. The CISG adopts the position of civil
law. Article 18 (2) of the CISG provides that an
acceptance of an offer is effective at the moment it
reaches the offeror and the CISG does not give any
exception to this rule.

On the other hand, in English law, the postal rule i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common
law precedents. According to the postal rule, an
acceptance of an offer is effective as soon as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is validly posted. This rule was
first maintained in 1818 in Adams v Lindsell and
firmly established in 1983 in Brinkibon Ltd. v
Stahag Stahl und Stahlwarenhandelsgesellschaft
GmbH16.

Again if we go back to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1999, Article 26 provides that the acceptance
becomes effective when the notice reaches the
offeror. For the same reason as in the case of offer,
the Law again incorporated the CISG rules on

(1992) 6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193-215.
15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gman, 2002, P. 44.
16 For a more details of the postal rule, see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gman, 2002, P.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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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非洲矿产项目的风险防范提示

投资并购

自从我国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开展以来，笔

者作为涉外律师，经常听到即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把非洲作为重要的投资地。这样的考虑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处于政治友好关系的原因，

有一些援非安排或者贷款。更因为很多中国企业习惯跟着

“领导”走，而不是像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实体对

外投资，更加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非洲国家数目繁多，语言和法律系统庞杂，在

非洲投资矿产项目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且投资环节复杂，

投资周期长，因此应对目标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及法律

制度等情况进行全面而详尽的尽职调查，从而最大程度规

避各类风险，顺利取得既定的投资利益。

在非洲投资矿产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笔者在此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风险，并结合相关的失败案例与教训进行阐

述，以期引起相关投资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非洲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安全及稳定存在

严重隐患

非洲在脱离殖民化的历史过程中，其国家边界由人

工划分，因此存在一定的边界纠纷。有些国家，如苏丹、

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等尚存在国家分裂风

险；因政变夺权导致执政政府不稳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比较有代表性的革命如阿拉伯之春运动（又称“阿拉伯的

觉醒”、“阿拉伯起义”），即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

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

济”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 出自百度百科：http://baike.

baidu.com/view/5489723.htm]该运动波及范围广泛，其中

不乏重要的非洲国家。

非洲有几大“不宜往” [  《战火中的非洲矿产迷

梦》，作者甄静慧，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

cn/s/blog_5e544a230100h3lo.html]，“第一是内战中的国

家。”首先，如果一个国家内存在实力强大的叛军，或者

民主政制在国内实行不久，稳定性不高（如乌干达），随

时有爆发政变或内战的风险。即使投资者花费大量物力财

力跟当权政府搞好了关系，但一旦叛军得胜、当政政府下

台，不仅之前维系的关系白费，甚至规划完备的投资计划

也因新上台执政者的新政策而全盘打乱，导致巨大损失。

比如此前有家国内大型金属开采公司在非洲某国家投

资约3000万美元，花费3年时间完成当地大型铜矿的勘探

工作，但当时正巧遇到这个国家执政党换届，新政府认为

前政府给出的上述铜矿开采是“无效的”．便收回原先铜

矿开采权。[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风险调查》，出自《中

国中小企业》第51页, 作者陈植，2012年3月。]又如当届政

府给外来投资者划定的税收比例是20%，过了一两年政府

换届，新政府把税收增至40%，导致血本无归的结局。

刘静  
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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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Finally, let’s turn to the consideration. The
CISG does not require consideration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contract. Under Article 23, a
contract is concluded when an acceptance of
an offer becomes effective.

Contrasting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SG,
common law takes consideration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to determine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
originated as early as the sixteenth century17,
and has become the unique mark of common
law contracts. Although consideration is not
a big concer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ecause few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are gifts, problems do occur
especially when parties of a concluded
contract intend to modify that contract and
such modification merely increases or
reduces the obligations of one of the parties.
Under Article 29 (1) stating that “a contract
may be modified or terminated by the mer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such a
modification agreement without
“consideration” is enforceable under the
CISG and current Chinese contract law, i.e.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1999, which is
unacceptable in English law.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oth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CISG and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s. Time
does not allow me to go on. However, the
above illust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amples
has shown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17 Paul Richards: Law of Contract, 5th ed., Longman, 2002,
P. 50.

of China and UK towards the CISG: the legal
tradition. English law has deep-seated legal
traditions with its maturity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These legal traditions have
surely contributed to the British business and the
world business as well. But at the age of global
unification of laws, these traditions may turn to be
the irreconcilable impedimental force against the
unification. Contrastingly, in an immature system
like China, without this impedimental force, laws
are far easier to be unified.

This brings us to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s in
understanding, commen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laws
of a particular system and its attitude towards law
unification treaties. Without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s, ratification of laws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is meaningless. If it is true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concerning business, it is more
of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volving more
on soci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ake the CISG as
an example again. Although the time is still not
suitable for the UK to ratify the Convention,
scholars saying so agre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cholarly writing and
assessment for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CISG18. Such awareness will surely promote the
evolution and change of deep-rooted traditions.
Interestingly, the Contract Code drawn up on behalf
the English Law Commission has adopted the CISG
rule on all the above issues discussed. Although it is
not the law, it may indicate the evolution tendency,
and may help the UK government ratify the CISG.

18 Ahmad Azzouni: The Adoption of the 1980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by the United Kingdom, 27 May 2002, at
http://www.cisg.pace.edu/cisg/biblio/azzouni.html



其次，“即使政府军势力强于叛军，并不代表投资

项目的安全就能够得到保障。”[  《战火中的非洲矿产迷

梦》，作者甄静慧，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e544a230100h3lo.html]很多非洲国家内战中的叛军

虽然暂时未能对中央造成威胁，但经常对油田、矿山等地

进行骚扰或绑架工人，以此勒索金钱或要挟政府。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去年6月，英荷壳牌公司在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邦加油田，以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石

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南部的石油管道先后遭到武装分子“尼

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袭击，其中给雪佛龙造成了每天

18万桶原油的产量损失。据统计，自2006年初以来，尼日

利亚的石油主产区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已有近200名外国

石油工人被绑架，对石油设施的袭击更频繁发生。

2007年阿尔及利亚发生多起汽车连环爆炸事件，中国

7名工人受伤，1人失踪。2007年1月25日，9名中国工人在

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分子绑架。2007年4月24日，中原油田

勘探局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工地遭到约200名武装分子袭

击，造成至少74名工人死亡，死者包括9名中国工人，另

有7名中国工人被掳走。

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发生骚乱，中资公司遭抢劫，

中交、中建、中铁、中水等大型中资企业的项目工地都遭

遇袭击。这对中国企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毁坏。工人的人

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大型机器设备被毁。

政治安全与稳定应成为前期考察中的重要因素，该因

素将很大程度地制约中国企业对非洲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

和规模，甚至直接决定是否进行目标项目的投资。

二、非洲的法律体系繁杂，且法律制度可能发生变更

当代非洲主要有三大法系，即：非洲大陆法系、非洲

普通法系以及非洲混合法系。

非洲大陆法系：原法属、葡属、比属、意属和西属非

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几乎都继承了大陆法遗产，许多国家

甚至仍沿用原宗主国法律，因而被称为非洲大陆法国家，

主要包括塞内加尔、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几内亚、马

里、刚果(金)、刚果(布)、中非共和国、乍得、多哥、安哥

拉、莫桑比克、卢旺达、布隆迪、吉布提等国。非洲大陆

法系是这些国家法律体系的统称。

非洲普通法系：非洲普通法系是对原属英美殖民地

和附属国的非洲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统称。绝大部分英语非

洲国家都属于非洲普通法系国家。非洲普通法系国家主要

包括：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驱、利比里亚、

赞比亚、冈比亚、马拉维、乌干达、塞拉利昂、塞舌尔等

国。

非洲混合法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传统或法系的

成分所构成，且其主体具有明显的混合性的国家。非洲混

合法系国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北非混合法系国家、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混合法系国家、南部非洲混合法系国家。

所谓“非洲大陆法系”或“非洲普通法系”只是从

总体上呈“大陆法系”或“普通法系”的一般特征，同时

也会不同程度地适用“普通法”或“大陆法”之特征，甚

至适用习惯法或宗教法等。而且非洲法律制度中不成文法

及习惯法比重较高，且有时会发生变动。非洲法律的此种

特点容易导致国家政策不透明、滋生腐败（法律之外加收

高昂的咨询费等）；政府许可之外还应获得其他许可才能

进行矿产开发。例如我国紫金矿产公司在某国的一个铜矿

项目，获得政府许可之后为获得社区许可（此为开工的前

提）经历了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

三、基础地质资料匾乏或资料作假

与矿产项目相关的地质资料缺失或作假的问题在接受

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甚至有些国家还存在政府资

料、公司资料作假的情况，导致很多项目不得不从填地质

草图开始做起。有鉴于此，聘用专业人士进行尽职调查工

作显得尤为重要，尽职调查应包括对相关企业及矿区从开

始设立时的基本情况，以及国家对矿区的法律规定，包括

矿区的探矿权、开矿权，环保，知识产权，有没有抵押、

保险等等，以及《劳动法》等方面的调查。重点审查矿产

权证明是否属实，探矿权、开矿权等是否有瑕疵；项目是

否位于环境敏感区，是否存在着土地准入、环境准入问题

及由此引发的矿产权风险等问题。

  

四、基础设施落后，后勤得不到保障

丰富而廉价的矿产资源具有巨大诱惑，导致部分投资

人在没有对矿区进行全面考察的情况下盲目投资。然而这

些矿产资源往往地理位置偏僻，其交通及开采的基础设施

落后，导致物流成本高涨，令开采后矿产的价格优势难以

发挥。

丰富而廉价的矿产资源具有巨大诱惑，导致部分投资

人在没有对矿区进行全面考察的情况下盲目投资。然而这

些矿产资源往往地理位置偏僻，其交通及开采的基础设施

落后，导致物流成本高涨，令开采后矿产的价格优势难以

发挥。

除了 “资金压力很大”（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资金或

远远超过非洲矿场投资总额度）之外，参与非洲铁路、港

口等基建投资，不确定性风险不比在非洲投矿少。除了当

地环保与交通规划政策随时能“叫停”铁路或港口建设，

早已圈进大片土地的国际大型矿产公司同样设置种种障碍

一一如果中国企业所建设的铁路要通过它们拥有矿产区

域“地权”（即地表的土地产权），他们就会漫天要价

“逼”中国企业购买地权。[  《中国企业非洲投矿风险调

查》，出自《中国中小企业》第51页, 作者陈植，2012年3

月。]

 

2010年，某公司向旗下的矿石项目和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01.7亿元），并据此获得该

项目25％的权益。

虽然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该笔投资很划算。按每吨

铁矿石４美元的价格计算，该铁矿项目总价值超过400亿

美元，该公司仅以15亿美元的投资获得了25％的权益，看

起来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该决策可能没有考虑到

非洲投资潜伏的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和其他复杂的因素，包

括基础设施落后等”。据专家估计，目标铁矿到海岸线的

距离至少在100多公里以上，必须修建铁路才能把大量的

铁矿运出，因此在这方面的投资也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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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非洲不少国家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地勘服

务。有些项目所在区域，后勤不能保障，中方员工人身安

全得不到保障。  很多发展中国家，生活成本非常高，比

如安哥拉，生产生活成本是国内的8-1 0倍。[  《我国境外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面临的困境及建议》，作者：陈丽

萍、王威、姜雅、孙春强，来源：国土资源情报，相关链

接：http://www.mlr.gov.cn/zljc/201006/t20100618_722148.

htm]

五、缺乏经济实力，且融资无门，一些项目面临矿产

权难以维系的风险

境外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需要大额资金投入，而且

随着工作的开展将面临追加资金的问题，此时常用的融资

渠道是否可行且通畅十分重要，应于投资前进行调查以避

免资金链断裂，进而导致投资计划被打乱，且之前的投资

付之东流。

曾有律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企业到非洲投资首先

要了解当地法律》，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郑斌律师在

首届21世纪中非投资与合作论坛上的发言，http://finance.

ifeng.com/news/special/zhongfei/20100528/2248248.

shtml接：]，有些企业开始进行投资以后，没有了解投资

的矿山矿权是不可做抵押的，本来打算先收购矿山，收了

之后把矿权做抵押，抵押了之后贷款做下一步投资。将矿

权收购以后准备做抵押的时候发现当地国家的法律规定，

这个矿权是不能做抵押的，不得不从其他角度融资；融资

投了一半，发现跟合作方又有很多法律问题没有解决，想

退出时又发现审批程序又没有做到位；又去补手续，把手

续补完了，经济危机又来了，所以丧失了撤回投资的机

会。

六、劳动用工风险

对劳动法的考察是投资者容易轻视的问题，但这种疏

忽往往会引发影响力较大的事件，不仅令投资人遭受经济

损失，也对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声誉带来不利影响。

以中国某工程公司在加蓬的一个建设项目为例。当

该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公司随即解雇了大批当地雇用的

“临时工”，遭到被解雇工人强烈抗议，并随即举行了罢

工，要求中方赔偿。双方为此对簿公堂，判决结果是中方

败诉，公司为此支付了大笔的失业补贴，其总数相当于已

向工人们支付的工资总额。我方败诉的原因是违反了加蓬

的劳动法。根据该法令，一个临时工如果持续工作一周以

上便自动转为长期工，因此他有权获得足够维持两个妻子

和三个孩子生活的工资及交通和失业补贴；一个非熟练工

人如果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则自动转为技术工，工人的

工资也会随之提高。而中国公司管理人员按照国内形成的

对临时工和技工的规则来处理加蓬的情况，导致企业的高

额损失。

该案为投资者在非投资的劳动用工问题提供了教训，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者应注意以下几点，力争将相关风险

降至最低：

首先，在进入非洲当地市场之前，一定要全面了解当

地的劳动法律，并及时调整自己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形成的

意识和观念。在聘用员工时，最好请律师根据当地的劳动

法制定聘用合同，提示用工风险等。

其次，如果员工有违反规章制度、给企业造成损失等

情形，必须保留证据，用作将来可能进行的诉讼证据。例

如在以上案例中，如果“临时工”有违章行为对企业造成

损失，保留的证据将成为诉讼时的有力抗辩。

最后，中国企业应重视当地的工会组织。由于各国

投资政策和环境迥异，加上中非企业在经营模式、处事方

式、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非各国的很多中资企

业都面临劳资纠纷问题以及背后强大的工会组织。加强与

工会组织的沟通和联络不仅有利于了解当地的劳工制度和

惯例，也有利于降低与劳工间发生矛盾，甚至矛盾激化的

几率。

除了以上列举的风险项目外，投资非洲矿产项目时要

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合作伙伴的资质问题、当地股

东的股权比例问题、关税及市场准入问题、税务问题、外

汇管制问题、争议的避免及解决策略等问题，每个因素都

可能决定着整个投资计划的成败，需要投资者慎重对待。

 

结论

非洲拥有丰富而廉价的矿产资源，由此带来的高利

润引发国内投资热潮，但是高利润往往伴随高风险，我们

应当看到许多投资者因不了解非洲复杂的投资环境及法律

制度而盲目投资，最终导致血本无归。失败的教训提醒我

们，赴非投资前要雇用跨国投资经验丰富的律所，以及通

晓非洲矿业法律、掌握多门外语、参与过非洲矿业投资项

目，并拥有实地经验的专业律师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妥

善选择当地的律师，以便了解投资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风

险，提前设计应对方略，将投资风险降至最低。

刘森  律师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并购、国际贸易、劳动法、海商海事

并购结构模式简析
                                     ——以法律为视角

实践中，并购交易通常不会采取单一模式，而是几种

模式的有效组合。然而，实践中无论采用何种模式组合，

理论上和立法上都能抽象出三种基本的法律模式：股权并

购、资产并购和归并（合并）。

一、股权并购

股权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协议购买目标公司股东的权

益从而实现控制目标公司的交易，或收购方增持目标公司

新发行的股份或增资，直至控制目标公司的程度。至于股

权并购的对价形式有多种选择，通常以现金和股权作为对

价，但也存在其它对价形式（如债券、预期利润、甚至通

过对赌协议确定的对价形式）。

（一）现金换股权并购

此并购模式中，目标公司股东以股权置换获得现金对

价，从而退出目标公司；收购方获得目标公司股权并实现

控制目标公司之目的。上述并购交易中，如目标公司不存

在向收购方增发的情形下，无论是收购方还是目标公司，

其公司章程和股东投资协议都将不发生实质性变化，唯一

变化的仅是目标公司的股东而已。另外，如果收购方不能

以现金收购目标公司全部股东的权益，则目标公司将不能

成为收购方的全资子公司。但收购方必须实现控制目标公

司的法律效果（控制权的转移），否则将不能视为并购，

充其量只是参股而已。

（二）股权换股权并购

此并购模式中，收购方的现金对价改为了股权。目标

公司股东获得的不是现金而是收购方的股权。从目标公司

的角度而言，其效果等同于现金换股权并购模式，目标公

司要么成为收购方的全资子公司，要么受控于收购方；但

从收购方而言，其支付的对价是新发行的股份或增资，收

购方的投资结构发生了变化（股东增加了），公司章程必

须作出相应修改。

在英美法制度实践中，收购方为公司时，公司董事

会可不经股东大会批准即有权发行设定上限的新股（公司

在设立时，章程中已经作出明确规定，此为大陆法系理论

界所称英美法制度下的授权资本制）。在我国，具有大陆

法系特征的公司法律制度下，收购方如为公司，则向目标

公司的股东发行新股或增资实现并购目标公司时，程序则

变得相对更为复杂，增发股份或增资需要股东大会或股东

会的投票表决，有限公司中原始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放弃必

须履行法定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换股并购在我

国通常发生在收购方股东和目标公司股东之间。换股并购

发生后，目标公司股东成为收购方股东，收购方股东成为

目标公司的股东，并实现目标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目的。最

后，通过收购方股东控制目标公司以实现收购方控制目标

公司的目的。

二、资产并购

资产并购是指收购方通过协议购买目标公司的整体

资产（业务资产），实现实质控制目标公司商业运营的交

易。目标公司资产被收购后，目标公司通常实施清算后解

散或作为一个无资产的壳公司而存在。至于资产并购的对

价也同样存在多种形式，但仍以现金和股权的形式为主。

（一）现金换资产并购

理论上讲，收购方支付目标公司现金以取得目标公司

的整体“干净”资产。收购方可以接受目标公司的债务以

抵偿资产收购的全部或部分对价，但收购方并非必须这样

做。此并购模式下，无论是收购方还是目标公司的宪章性

文件均无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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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换资产并购

此模式下，收购方用股权代替现金给付目标公司以换

取其整体资产的交易。此模式的结果与现金换资产并购模

式略有不同，目标公司通常将股权对价分配给其股东，然

后进行清算并解散目标公司。这样，目标公司股东成为了

收购方的股东。同现金换资产并购模式，收购方无需承担

目标公司的债务，除非收购方同意这样做，此属于双方意

思自治的范畴，只要履行相关债务转让的形式和实质要求

即可。

资产并购模式下，目标公司除了获得现金或收购方的

股权外已无其它。一旦目标公司解散，其潜在的债权人将

陷入实质上的法律救济困境。其背后的制度缺陷是资产并

购在形式上规避了“事实归并（合并）”的法律后果。后

者是对资产并购以逃避相关潜在责任的否定，但该规则并

非被所有法域所确认，其中代表美国最先进公司制度的特

拉华州就通过判例明确的否定了“事实归并（合并）”的

适用规则。

三、归并（合并）

此为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一种并购形式。其表现为一公

司被吸收到另一公司（我国制度上称为吸收合并），或两

公司合并新设一个公司（我国制度上称为新设合并）。归

并的法律效果明确规定为存续方承担被吸收方的所有权利

义务，相关被吸收方的权利自动转移至收购方。 

（一）以对价形式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换股归并或

现金出局归并

（1）换股归并

此并购模式下，目标公司在法律主体上消失，其资产

和债务在法律后果上全部归入收购方承担，其股东获得收

购方新发行的股份或股权作为对价并加入收购方的股东行

列。

（2）现金出局归并

此并购模式下，目标公司股东获得收购方支付的现金

对价后退出目标公司，其余法律后果等同于换股归并模式

（二）以投票表决机关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长表归

并和简易归并（短表归并）

此分类是以收购方所占目标公司股权份额不同而履

行不同的审批程序所作出的分类。当收购方占目标公司股

权90%以上时，目标公司董事会出具决议即可，不需目标

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此情形下向行政机关提交

的表格较为简单（短表），因此称之为简易归并或短表归

并；相反，当收购方占目标公司股权低于90%时，目标公

司同意归并的审批程序必须履行董事会决议，然后须经股

东会或股东大会投票批准方符合程序规定。此情形下，向

行政机关提交的表格较为复杂（长表），因此称为长表归

并。

上述分类的法律依据为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的具体规

定，我国目前尚没有此分类和规定。因此，无论收购方占

目标公司多少股份（股权），都应履行完整的审批手续并

向行政机关提交。故，我国目前的归并都属于长表归并。 

（三）从收购方策略角度的不同可分为正向三角归并

和反向三角归并

在三角归并模式中，收购方为实现并购单独设立一全

资子公司，用此子公司与目标公司实施归并或合并。收购

方设立的子公司吸收目标公司的归并称为正向三角归并，

此种并购模式下收购方控制权的获得是通过控制其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来实现的；目标公司吸收收购方设立的子公司

的归并称为反向三角归并，此种并购模式下收购方控制权

的获得是通过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来实现，具体表现

为收购方所设子公司并入目标公司，收购方作为上述子公

司的唯一股东通过股权置换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进

而控制目标公司，实现并购目的。 

三角归并在程序上的重大便利是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无需收购方股东的投票表决程序，只需收购方董事会的决

议即可。这样合法避免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召开，更重

要的是程序上合法的回避了中小股东异议评估权的提起，

从而在交易过程中赢得了时间，并降低了交易的诉讼风险

系数。此外，此种下设子公司的三角模式还隔离了收购方

无限承担目标公司潜在风险的全部可能，为收购方在并购

交易过程中规避风险设置了一道有利屏障。

在中国法上，不存在简易归并，也不存在三角归并，

原因在于：（1）在法定资本制下，董事会缺乏发行新股

的能力；（2）不存在缺乏股东会同意的换股；（3）法定

资本制导致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程序等方面的限制过

多，从而使得简易归并和三角归并的快捷效应无所存在。

不过，在现实中，试图采用类似归并方式的公司，可能

会：（1）多了一个母公司股东的批准程序，这就和一般

的归并（长表归并）没什么区别；（2）采用事实归并，

从而绕开形式主义法律的限制。事实归并在我国几乎没有

限制，受损失的股东权利很难获得有效救济，但同意归并

的股东却要遵守复杂的程式。这种“规制无效”和“目的

落空”是法律形式主义的通病。 

虞海升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保险

试谈合资公司僵局及其预防                               

一、公司僵局的含义     

我国法学界对于公司僵局的研究适于股东解散公司的

权利和异议股东救济等问题。对于公司僵局，我国《公司

法》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

释，公司僵局（Corporate Deadlock)指“公司的活动被一

个或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停滞的状态，因为他们反对

公司政策的某个重大方面”。  

合资公司僵局，主要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1、合资双

方各持有50%的股份；2、合资双方拥有相同数目的董事或

者有权力选择同样数目的董事；3、合资公司的小股东通

过增加法定人数或投票要求的条件来保持否决的权力，并

且在合资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了实质的不同意见。在以上任

一情形中，合资公司可能实际上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从实践看，合资公司出现僵局时，董事会因对方的拒绝参

会而无法有效召集，或任何一方的提议都不被对方接受和

认可，即使能够举行会议也无法通过任何提案，使该公司

不能像正常公司那样进行有效的运作和经营，合资公司的

一切事务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公司法》修订之前，由于其制度的欠缺和司法理念

的缺位，致使许多合资公司因股东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却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切实解决僵局问题，而人民法院在处

理公司僵局纠纷中也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僵

局”境地。犹如处在婚姻中的男女双方，和好无望，却因

种种原因无法离婚，各中滋味，不言自明。    

二、合资公司僵局的成因及危害      

合资公司僵局形成的表面原因主要是股东或董事之间

的分歧和对立，深层原因则来自于传统有限公司的制度安

排和公司组织结构的封闭性。产生公司僵局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 

（一）主体利益的差异性 

合资双方之所以决定成立合资公司，毋庸置疑，双方

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正是这些共同的利益才使

得合资公司得以组建，并使合资公司能够正常的运转。但

是作为合资双方的股东，其利益又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

化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利益能达成一致的同时，在其他方

面却存在差异，甚至相互冲突。因此，所有的合资公司的

僵局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僵局主体间利益的差异而引起或者

强化的。 

（二）有限公司的人合性 

合资公司通常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经济实体，

不仅表现为资金的联合，更体现为一种信用联合。合资双

方之间的信赖与合作关系是合资公司得以有效运行的基

础。尽管根据我国《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

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

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

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

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

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

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

条例》第20的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

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

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合营一方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

先购买权。

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的条件，不得比向合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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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转让的条件优惠。

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

因此关于老股东对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有关外商

投资企业的法律和《公司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公司

法》第72条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采取的是一个鼓励

转让的态度，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则要求转让必须

获得除转让人外的其他所有股东的同意，否则转让无效。

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只要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即

可对外转让股权，但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则要求其他

股东全部同意，如果没有其他所有股东的签字，没有董事

会决议，行政部门就不会批准股权转让。

我国最高院针对上述差异，于2010年5月17日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并于2010年8月16日开始实施。根据

《规定（一）》第11条：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

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应当经其他股东一致

同意，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

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   

1、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经同意；    

2、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自

接到书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

3、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表面看来，上述规定为合资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了两

种途径，一是自由向合资公司其他股东转让，二是征得合

资公司对方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向合资公司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但是由于合资公司具有很强的人合性的特征，其设

立以股东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所以在实践中，大多

数情况下，合资公司股东以外的其他人，并不愿意通过受

让股权的形式加入合资公司。于是大多数情况下，股东的

股权转让大多数只能通过内部转让的形式得到实现。而在

合资公司处于僵局时，这种内部转让的途径也就被阻断

了。 “因此，公司人合性的丧失是造成公司僵局的本质因

素”。

（三）多数表决机制失灵 

依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资公司董事会会议应当有２／３以上董事出

席方能举行。通过任何决议都需要至少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或人数的同意，对于增加资本、减少资本、分立、合并、

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则必须

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如果股

东或者董事由于各自不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这种利益与

合资公司利益又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采取了完

全对抗的态度，特别是在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双

方股东委派的董事人数相同的情况下，则任何一方都无法

形成公司法或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无法形成的

有效决议，当多数表决机制陷入困境，公司僵局也由此产

生。可以说，正是这种体现资本民主的股份多数决为公司

僵局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土壤。

 合资公司僵局的发生，无论对合资公司抑或对合资双

方的股东都极为不利。对合资公司而言，由于董事会无法

对合资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决议，合资公司的一切事务陷

于瘫痪，合资公司的运行陷于停滞和混乱，这必然导致合

资公司财产的大量损耗和流失。对合资双方股东而言，由

于合资双方之间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信任，相互合作的基

础已完全破裂，所以控制合资公司的一方往往可能直接侵

害另一方的利益。很多合资公司，其产品、技术、销售和

市场前景都很不错，但由于合资双方股东之间的僵局，最

后导致合资公司停滞或瘫痪，错失发展良机。      

三、我国法律关于公司僵局的救济      

对于公司僵局，我国《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

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

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

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

司。”这为公司僵局的破解提供了一种正式的、制度化的

途径，但是，这种途径的适用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     

1.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     

2.僵局状态的持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但

上述二中情形中关于如何界定严重困难、重大损失，法律

未作出明确规定。     

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就是“用尽内部救济”

原则，但至于哪些是其他途径，如何认定是“通过其他途

径仍不能解决”，法律也并未作规定。     

4.股东的资格。只有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

上的股东才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解散之诉。     因此对于公司

僵局的破解，仅有公司法第183条可供适用，也就是说，

现行法律只提供了诉请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一个途径。但

是，判决解散公司并不是最佳选择，因解散公司面临着一

系列的问题，会影响到合资双方股东、债权人、员工和社

会，还有漫长的诉讼程序，这势必给合资双方造成损失，

可谓劳民伤财、两败俱伤。

四、合资公司僵局的预防     

其实，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在制定公司章程或合资合

同时很大的自治空间，因此合资双方在制定公司章程时，

应当加以充分利用。合资双方应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

考虑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比例、董事会、监事会的人员构

成，在公司章程上对可能产生的公司僵局作出相应的制度

安排，合资双方可以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6条、第43

条、第44条、第49条的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对董事表决规定

限制措施，以防止合资公司僵局的出现。这些预防措施包

括：    

1.规定限制表决权行使制度。即由公司章程规定，一

方股东持有的股权达到一定比例时，减少其投票权的数

额。对控股股东的表决权加以限制，防止其利用资本多数

决制度，侵害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    

2.规定表决权排除制度，即董事表决权排除制度。所

谓董事表决权排除制度是指董事会表决时，与决议事项有

特别的厉害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不得就该决议事项行使

表决权，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其行使表决权。

3．规定默认表决制度，即为了避免一方董事故意缺

席，造成达不到法定表决人数无法形成决议，规定故意不

出席并不委托他人出席的董事，视为其同意对所议事项的

决议。   

4.合资双方之间可以通过分享公司的控制权，以避免

僵局的发生。如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一方担任董事长

的，另一方委派的董事可以占多数；双方的董事人数相等

时可以以公司的名义聘请中介机构出面委派独立董事；一

方担任执行董事的，另一方担任总经理，并明确执行董事

无权聘任或解聘总经理等等。    

5.合资双方股东还可以在其章程中赋予董事长在出现

表决僵局时以最终的决定权等以防止僵局的产生。    

6.对解散权进行明确约定。董事会决议解散不能达成

时，约定解散显得十分重要，合资双方可在公司章程中规

定法定事由以外的其他解散事由，该事由一旦出现，合资

公司即归于解散。如因连续三年未盈利或亏损达到某种程

度时，合资公司解散。    

7 .对股权转让进行明确约定。当合资公司陷入僵局

时，应当允许任何一方股东有权要求其他股东以固定的价

格收购或以固定的计算方法购买股权。在实务中，我们通

常在合资合同中增加“僵局”条款，具体如下：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

出于任何原因，董事会不能通过决议，并且，在连

续两次合法组成的董事会会议上，提议仍然没有被通过；

且：

以上情况的出现影响了新公司的正常业务和运作。

则，任何一方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

（1）要求其董事长会见另一方的董事长以解决僵

局。双方同意彼此以诚相待并尽最大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

受的解决分歧的决议。

（2）把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3）行使股权认购出售权；股权处置方有权提出其

愿意出售其股权的价格或购买其他方在公司中的股权的价

格，非处置方有以该价格购买或出售该股权的优先权。

综上，如果合资各方预先在合资合同中设置了解决方

案或退出机制，一旦产生僵局，合资各方可以协商解决，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即使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以诉

诸法院，受案法院可以根据合资各方事先在合资合同中的

规定，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有效地维护争议各方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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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知识产权

解读美国专利法修改及中国企业应对策略

陈浩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

一．美国专利法发展简介

早在殖民地时期，在美国大多数州，殖民当局都制

定了专利法。建国不久，美国就把鼓励发明创造写入了

宪法。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8）项规定：为促进科学

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国会有权对作者和发明人的著作和

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独占权的保障（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s, by securing for limited times to authors 

and invento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ir respective 

writings and discoveries.）。在宪法的保障下，1790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促进实用技艺进步法

案》，成为最早建立专利制度的国家之一。在随后的两百

多年里，美国专利制度不断创新，比如增加权利要求书作

为专利申请文件，增加创造性作为专利的授权条件，提供

等同原则保护专利权人等多项专利规则，这些专利规则有

效地促进了美国的技术创新活力，也对世界专利制度的发

展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专利是给天才之火添加了利

益之油。但是，并不是在所有时期，美国公众及司法都对

专利制度予以支持肯定。因为专利制度建立意味着一定时

期内的技术垄断，为了限制垄断，鼓励竞争，在二十世纪

上半叶，美国法院提高了专利有效的标准，从而导致专利

被无效的比例大幅上升，以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

法官也抱怨道：仅存有效的专利只能是那些不曾让本院插

手的专利（The only patent that is one which this Court 

has not been able to get its hands on.）。但是，到了

二十世纪下半叶，日本、德国等其他国家创新能力的大幅

提升，美国的创新能力显得动力不足，为了提升美国的创

造力，美国采取了多项改进美国专利制度的措施，放松了

对技术垄断的限制，积极扩大专利保护的范围。1981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关于人工形成的微生物是否可以

获得专利权的判例中写道：天下只要是人创造的东西都能

获得专利保护（Every thing under the sun made by man 

is patentable.）。上述判例的经典阐述被无数次引用，对

扩大了专利授权范围产生了积极影响。

美国上一次对专利法的重大修改是在1952年，数十

年来，法律的结构与内容基本沿用。近十年来，科技创新

日新月异，体现科技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激增，而美国

专利法自1952年后，没有太大修改，专利审批程序远远跟

不上专利申请的速度，大量专利申请积压，已经越来越不

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国内要求专利制度改革的呼

声也日益高涨。美国政府为改变这一现状，着手修改专利

法。2011年6月23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美国发明

法案》（the America Invents Act），2011年9月16日，美

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该法案，从而完成近60年以来美国

专利制度发展史上最全面的一次修改。此次修改的目的就

是加快专利审批程序以及专利成果转化为商品的速度，提

升美国企业的商业竞争力。该法案不仅罕见地得到民主、

共和两党的共同支持，而且得到了各大学、研究机构等学

术界以及微软、IBM、苹果、谷歌等企业界的一致好评。

二．美国专利法修改的具体内容

这次专利法的修改，不同条款生效的日期也不相同，

一些条款自法案签署之日已经开始生效，还有一些条款将

在签署后的18个月中逐渐生效。那么，美国新专利法主要

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修改以后，在专利申请、维权等

程序方面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于什么时候生效

呢？

1．将“先发明原则”（First to Invent）转变为“先

申请原则”（First to File）。这一修改也被普遍认为是

此次美国专利法修改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专利申请程

序中，普遍存在两种原则，一是以递交申请的时间为准，

只对最先提出申请的申请人授予专利权，即先申请原则；

二是以发明完成的时间为准，对最先完成发明的发明人授

予专利权，即先发明原则。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

用先申请原则，如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印度等，而

美国与这些国家都不同，是采用先发明原则。根据先发明

原则，最先提出申请的发明人不一定最终得到专利权，如

果另外有人在先作出同一或类似发明，该人即使没有先于

他人申请，也有机会通过“冲突程序”向专利局提出申

请，通过专利局的裁定而最终成为专利权人。在“先发明

原则”下，对于判定最先发明人来讲，无论是在证据收集

还是在材料审查方面都费时费力，而且给专利授权造成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了专利纠纷。此次修改将这个

延续了200多年历史的先发明原则变成了先申请原则，堪

称是美国历次专利改革法案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

部分。该修改将于自2013年3月16日起生效，也就是说从

2013年3月16日起，新颖性判断以专利申请日为基准，而

不是专利技术的发明日。具体来说，如果被要求保护的发

明已经在申请日前被别人申请了专利或发表、使用出售，

那么被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新颖性。

2．扩大了现有技术的范围，实行绝对新颖性的判断

标准。现有技术应当是在申请日以前公众能够得知的技术

内容。换句话说，现有技术应当在申请日以前处于能够为

公众获得的状态，并包含有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

术知识的内容。如果某项专利申请属于现有技术，则不能

被授予专利权。现有技术的公开方式一般包括出版物公

开、使用公开和以口头公开等其他方式公开三种。此前的

美国专利法实行相对新颖性，也就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以专

利、公开出版物形式公开，以及美国境内公开使用、销售

而公开的技术构成现有技术，不包括在美国境外公开使

用、销售而公开的技术。绝对新颖性的区别在于将国内的

公开使用、销售等公开方式扩大到世界范围。本次修改之

后取消了地域区分，实行绝对新颖性，也就是说世界范围

内以专利、公开出版物、公开使用、销售或其他方式为人

所知的技术均构成现有技术。美国专利法修改后采用绝对

新颖性原则符合世界专利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提高

美国专利申请的质量。

3．增加了申请专利的官方收费。从2011年9月26日

开始，在美国申请专利的很多费用都增加了15％左右，增

加的费用包括专利申请费、多余的索赔费、检索费、考试

费、推广费、恢复的费用和维护费用，比如发明基础申请

费从330美元涨到380美元，发明检索费从540美元涨到620

美元，发明审查费从220美元涨到250美元。在适当的情况

下，收费的增加也应用到小实体。本次专利法修改前，专

利权企业规模如果少于500人，适用于“小实体”资格，

可以减免一半的专利费用。本次修改又引入了“微实体”

资格，即如果一个申请人符合“微实体”资格，那么大部

分的专利费用可以减免75％，并明确了微实体的条件，比

如微实体在递交专利申请前一年的总收入不得超过中等家

庭收入的3倍，并且不得将专利申请转让给在递交专利申

请前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中等家庭收入3倍的实体等。申请

费用增加后，美国专利商标局可以聘请足够多的审查员，

加快专利的审查流程，减少专利申请的积压。对申请人的

不利之处在于美国专利官费提高较多。为避免扼杀缺乏经

济实力个体的创新能力，新修改的专利法又设置了“微实

体”的概念，对专利申请的费用予以大幅减免，鼓励中小

企业的技术创新。

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过调整收费鼓励电子申请：从2011

年11月15日起，凡未提交电子版的专利申请，将加收400

美元附加费。采取电子申请的方式递交专利文件，即方便

专利申请人，也方便专利审查部门。同时本次修改还规

定，美国专利商标局在专利申请符合某些条件下，可以给

予优先审查。申请人提交优先审查申请，并缴纳4800美

元。被优先审查的专利申请不能超过4个独立权利要求，

同时合计不能超过30个权利要求。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将

会从优先审查请求被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被决定是否授予

专利权。

4．对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制度发生重大变

化。本次专利法修改前，在美国对专利的有效性提出挑

战主要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在法院解决。通过行政途径

对专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主要是单方复审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或双方复审程序（Inter Partes 

Reexamination）。在美国，专利诉讼耗时长、花费高，

即使是许多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

营活动，企业迫切希望通过快捷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专利

有效性的问题。本次专利法修改，美国取消了双方复审程

序，增加了授权后重审程序（Post Grant Review）和双

方重审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这两个程序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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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理由有所不同：前者在授权后9个月内，可以提出

任何无效性理由或比当前复审或提议的双方重审更广泛的

理由（如现有技术、实用性和专利适格性等）提出异议；

启动后者的请求则需在专利授予后9个月以后或者前者程

序终止之后方可提出，并且只能以专利文件或出版物为证

据，提出理由则仅限于新颖性、创造性。作为专利权人可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规定的时间内答辩，主张不启动两个程

序，并要求美国专利商标局必须在专利权人答辩后或答辩

期满后3个月内对上述主张做出决定，该决定具有终局性

且不能上诉。授权后重审程序（Post Grant Review）和双

方重审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启动后，均由专利审

判和上诉委员会（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审理。

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在上述程序中作出决定后，任何一

方均可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

上述修改突显了对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追求。利用

行政机关便捷、高效的程序将专利纷争有效分流并快速解

决，可以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权益并为自由竞争创造良好

环境。修改条款将于2012年9月16日开始生效。

5．专利侵权诉讼方面的修改。

本次专利法修改提高了对多个侵权被告合并审理的条

件：专利权人起诉多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只有在源于共同

的交易，使用、销售或进口同一产品，并且基于共同的事

实问题才可以合并审理，不可以仅仅因为多个被告侵犯了

同一专利权就将案件合并处理。上述修改自2011年9月16

日起生效。

本次修改扩大了事先商业使用抗辩的适用范围。修改

前，事先商业使用抗辩仅限于商业方法专利。如果侵权者

可以证明其在商业方法专利申请一年前，已经开始使用与

该专利相同的商业方法，则不视为侵权。本次专利法修改

将这个抗辩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专利。上述修改自2011年9

月16日起生效。

本次修改前，被控侵权可能由于没有事先征求专利律

师关于是否构成专利侵权的法律意见而被判故意侵权进而

加重赔偿。本次修改后，被控侵权人没有提前征求专利律

师关于涉嫌侵权的意见，或者未向法院或陪审团提出这样

的建议，不可被用于证明故意或诱导侵权。上述修改适用

于2012年9月16日之后授予的专利。

6．其他修改。

①专利文件中对披露最佳模式的要求。本次修改前，

专利法要求在专利申请文件中披露实施发明的最佳实施

例。如果发明人未披露最佳实施例，那么即使已经获得授

权的专利也可能会被宣告为无效。这次修改推翻了专利因

未披露最佳模式而被宣告无效。尽管发明人仍然必须披露

发明的最佳模式，但是“没有披露最佳模式”不再是被宣

告无效的理由。

②虚拟标识的规定。本次修改前，专利权人只有具体

标明专利标识（比如专利号）才能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获得

赔偿。本次修改紧跟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标明专利标识的

规定增加了通过虚拟标记来实现，即专利权人只在产品或

包装上印刷“Patent”或“Pat”，并且通过披露互联网址

来满足专利标识的规定，该互联网址无偿向公众公开，公

众可以从互联网址上查到该专利的具体信息。

③虚假标识。本次修改前，如果专利权人采用虚假标

识专利的方式来欺骗公众（包括标识过期专利），任何人

可以起诉虚假标识的专利所有人，所取得的罚款由起诉人

和美国政府对等分配。新修改的专利法不再允许任何人都

可以起诉，只允许有同虚假标识的专利权人有竞争并受到

伤害的人才可以提起诉讼，而且过期的专利标识不算虚假

标识。

④专利期限延长。在某些情况下，如专利所涵盖的产

品在商业销售前，因必须经过营销批准而耽搁了时间，专

利拥有人可以延长专利保护期。

⑤明确人体器官、避税策略没有专利权。修改后的

专利法明确规定人体器官、税务策略没有专利权。包括任

何用于减少、避免或推迟纳税义务的税务策略，包括所有

在专利申请阶段已知或未知的战略。但这个规定不包括单

纯用于准备报税，或财务管理的产品、方法、计算机程序

等。

上述①-⑤项自2011年9月16日起生效。

⑥受让人可以申请专利。本次修改前，专利申请只能

由发明人申请，而且还需要递交一个发明人宣言，宣言包

括国籍、申请人是最初发明人和第一发明人等。但从2012

年9月16日起，专利受让人可以代表发明人签署专利申请

文件。在程序中，专利受让人需要提供有关事实的证明显

示他们的行为的适当性；而且发明人如果死亡或者无行为

能力，申请人（包括受让人）可以递交一个受让人替补声

明替代发明人宣言。

三．美国专利法修改的意义

最近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专利申请量以爆炸似的速度

增长，专利申请量剧增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技术创新的重

视，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大量专利申请积压，

比如专利申请质量下降，比如专利权滥用。特别是专利权

滥用，同行为了垄断技术，打击竞争对手，会大量申请专

利，形成专利池，将竞争对方排除在市场之外，当越来越

多的企业采用这一策略时，就会导致某一技术领域的专利

过多，并且为不同的专利权人拥有，形成了细密的专利

网。为了避开专利雷区，希望推出创新产品的公司就不得

不获取专利许可，而这些专利往往在竞争对手那里，获得

这种许可是相当困难的，这就阻碍了创新技术在商业上的

应用和推广。而且专利申请量剧增的同时，美国专利诉讼

案件的数量也在激增，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得不把精力

放在专利诉讼纠纷上而不是研发技术上，这就偏离了设立

专利制度的初衷——促进技术创新。本次修改后，将出现

积极变化，如专利质量提高，将会增强专利诉讼结果的可

预见性，有助于减少专利诉讼数量和缩短专利诉讼时间。

同时，本次修改也将加速专利审查，提高专利质量，还将

减少专利权滥用，使创新技术更容易在市场上应用推广。

目前，在国际上，专利申请和保护还是采用属地主

义，也就是发明人若要保护自己的创新技术，必须在需要

获得专利保护的国家逐一申请专利，为此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资金，因此，有必要对专利制度进行国际整合。近年

来，美国积极推动全球专利制度的建设，希望能够按照同

一部专利法，通过一个专利机关审查，就能够在多国获得

专利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自身的专利制度要同国际

接轨，比如先发明原则是美国独有的制度，在国际上并没

有市场，因此，本次修改将“先发明原则”转变为“先申

请原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专利制度趋同，积极与

国际专利制度接轨。

四．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美国专利法的本次修改，将会积极促进美国技术的创

新，但是对于在美国专利较少并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企业

来说，进入美国市场，意味着更强的竞争，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新专利法的框架下，中国企业

该如何应对呢？

1．积极了解美国专利制度。专利法就是专利运行的

规则，深入了解美国专利法，了解美国专利机构，了解美

国专利制度，才能运用好美国专利法，为中国企业的经营

服务。目前很多中国企业还只是把产品销到美国，对美国

专利法不是很熟悉，对美国专利法的最新变化更不了解，

不了解哪些专利法条对自己有利，可以积极利用；哪些专

利法条对自己不利，需要谨慎行事，提前预防。中国企业

对美国专利制度不了解，往往都会在专利上栽跟头，而与

之竞争的美国企业，都是极端重视专利保护的，如果中国

企业不重视，很容易踏上他人制造的专利陷阱。比如，为

应对美国专利申请更严格的宽限期，企业应加强保密管

理，适应美国专利标记的规定以避免错误标记。中国企业

只有密切关注美国专利法的变动，才能明白在不同阶段可

以采用不同的策略保护自己的技术创新。而且专利制度特

别重视程序适用的时间节点，中国企业一定要密切关注，

把握好时间节点，否则，一旦错过，就难以挽回。根据修

改后的专利法，中国企业在提专利无效时面对的不再是法

院，而是美国专利商标局，这也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无效成

本，如果对美国专利商标局运作情况不了解，就很难利用

好这一程序。

2．建立适合自己的专利管理制度。建立专利管理制

度，最重要的是加强专利人才培养，企业能够培养的就积

极培养，加强专利人员的培训，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企业

日常的专利管理工作，难以培养的，就把这些事宜委托给

专业机构完成。专利管理制度最重要的是两部分：专利申

请制度和专利风险防范制度。专利申请制度是用来帮助企

业建立自己的专利实力，专利风险防范制度是用来帮助企

业应对潜在的或者现实的专利风险，这二者相辅相成，互

相配合，都要重视技术信息检索。专利申请制度需要通过

检索，对比现有技术和我方技术的优劣，从而启发技术创

新。专利风险防范制度需要通过检索，尽早发现具有潜在

威胁的专利文件，防止产品或技术落入他人专利的保护范

围，从而构成侵权。这样即使面对他人的专利挑衅，也能

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陷入被动。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具体

需要采用不同的专利方案。对于研发的热点领域，要根据

专利管理制度，尽早、尽快、经常检索专利资料，同时还

要动态监控行业内，特别是竞争对手的专利动态。

3．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专利质量。中国企业模

仿能力强，创新能力弱，要与美国企业一起竞争，就需要

提高创新激励，提高发明创造能力，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提高管理及运用专利的能力。这不但是应对美国专利法修

改的要求，也是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市场竞争中自身发展所

必需的。美国专利法的新修改条款逐一生效后，在美国挑

战专利有效性的机会增加，成本降低，但这既是机会，也

是挑战，因为质疑别人专利有效性的次数多了，别人质疑

自己专利有效性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因此，对于企业来

说，只有提高专利质量，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

总之，面对美国专利法修改，中国企业不要回避，积

极应对，了解并掌握相关专利知识，稳健创新，从提高专

利质量入手，增强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实力，进而增强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经营实力和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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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中的知识产权出资

刘吉庆  
集团国际业务总监

擅长领域： 
并购、外商直接投资、
知识产权、劳动

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货币资本与非货币资本的相

对稀缺性已发生变化。货币资本的稀缺性降低，而知识产

权等非货币资本的稀缺性却相对提高了，知识产权资本逐

渐发挥支配作用。尤其是高新技术对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

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企业的存亡。拥有知识产

权是一种财富，擅用这种财富，可使其成为一个企业提高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资源，对于建立市场竞争优势是非常重

要的。鉴于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很多企业尤其是

高科技企业已将知识产权作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重要的投资手段。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来华投资的情形也

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本文拟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相

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早在我国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

《合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和《外资企

业法》中，即对以知识产权投资做出了规定，外商依法可

以知识产权投资。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提高外资利用率的

今天，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允许外商利用知识产权进行

投资，以技术折价入股的方式能使合营双方有更紧密的联

系，它可以积极地配合减少国际技术转让中的风险，更加

关注技术的使用和企业的发展，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但与此同时，外商以知识产权投资在现实操作中也

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条件

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合营者可以用货币出

资，也可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

出资。”明确合营双方只可以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等作价

出资，而将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排除在外。2006年1月1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新《公司

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

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出资。”，将出资

的范围从工业产权扩大到著作权。从理论上讲，著作权的

财产性权利具有可估价的财产价值，也完全可以依法转

让。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越

来越受到重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财产。根据新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营企

业的外商投资者也可以著作权进行投资。

从合法性角度来说，《合营企业法》第五条第二款和

《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规定了一

些限制条件，而我国新旧公司法均未对以知识产权出资提

出上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

实行了“不平等的待遇”。另外，出资知识产权瑕疵的责

任分担有待明确。目前，我国法律对权利的使用范围、后

续改进成果分享、技术成果的出资者是否应该保证该技术

的先进性、实用性以及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地域等均无

明确的规定。责任的分担应本着诚实信用、权利和义务相

一致的原则，根据阶段不同和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来分担。

出资入股时，在要求出资者提供权利担保的同时，还要让

其适当提供技术担保及相关权利担保。入股后，权利担保

主要由成果出资者承担，技术担保原则由新成立的公司承

担，除非技术成果出资者有明显过错。

另外，我们需要明确外商以知识产权投资的是知识

产权的所有权、专有权还是使用权。按照《公司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

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这里的“财产权”指的是所有权、

专有权还是使用权，《合营企业法》及《实施条例》对此

也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专有权”与一般物的所有权是

不同的，“专有权”更能体现其独特性。知识产权出资实

质上以其一定期限的使用费出资，转移的应是获利能力及

相应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让公司像拥有物质资本那样来掌

握和形成公司的独占财产权。出资方转移的和公司获得的

是一定期限的使用费，其出资具有重复性。所以，知识产

权出资并不一定以成果专有权入股，很多是知识产权的使

用权，而且我国《公司法》已经明确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出

资，所以以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出资应该是可行的。

二、外商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作价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

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

价”。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

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而《合营企业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其作价由合营各方依

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或者聘请合营各方同意第三

者评定”。这种冲突需要法律的明确。由于知识产权的评

估作价较为专业，理论上由专业的评估机构作价较为准

确。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客观、准确评估

做出可行的、权威的规定，故对于作价方面的政策法规有

待填充。

此外，知识产权的作价有较大的弹性。一方面，由

于知识产权本身的原因，知识产权的价值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经常没有同类参照物比照。另外，它又具有时效性、

相对性，会因时间的变化和竞争对手水平的提高，其价值

不断增减。而且不同知识产权本身的特点也要考虑。这些

都要求知识产权评估方法应该具有适当性。另一方面，目

前资产评估管理存在政出多门、法度不一的问题。一些行

业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扰乱了资产评估管理秩序。因

此，需要加强评估的公正性。笔者认为，资产评估机构应

对资产评估报告承担连带责任，即当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含有虚假成分，并导致出资人、公司利益受损

时，评估机构应作为第二位顺序的责任承担者，向受损的

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因为入股知识产权价值的不易确定性、收益

的不易预计性等，所以公司章程所载的出资技术评估价额

往往与该技术的实际价额有误差，此评估误差是不可避免

的。从公司稳定性出发，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价额误差不

显著的，可以避免调整。《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

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根据实践

及惯例，评估价格与实际价额误差在实际价额的10%以内

均属正常，即该误差不具有显著性，无需调整。否则，则

需要调整。对于“显著高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情形，

通常是由公司按照技术的实际价值及时地向公司登记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另外，由于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知识产权

的价值变化很大，因此，应建立知识产权出资的年度重新

评估制度，以调整知识产权的资本数额。在遇到知识产权

价值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应设立重大事项评估制度，

在此基础上赋予其他股东重新评估调整股权结构的请求

权，以便适时进行利益调整。这样既能保护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又能避免对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侵害。

三、外商知识产权出资比例和责任

知识产权对于市场的支配作用日渐明显，但也不应忽

略其投资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

占比例过大，会增加投资的风险，进而影响到货币、实物

出资方的利益和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妥善解决了这

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取消了知识产权的出资比例限制，

另一方面第二十七条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

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保证了必要

的安全性。因此，合营企业的外商投资知识产权的比例理

论上最高可以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七十。

那么外商对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如何承担? 外商以

知识产权出资后，知识产权投资的风险转移到合营企业，

实质上是有形财产出资的中方承担。因为企业一旦经营失

败，外方的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损失，至多是得不到预期的

回报，而对于中方经受失败则意味着不仅得不到预期的投

资回报，甚至连本都可能收不回来。现实中的确存在一些

外方责任心不强、抢了便宜就走人的情况。因此，笔者认

为在不影响合作的前提下，要求外方以知识产权出资的同

时，也必须投入一定的资金。此外，在正式签署协议前，

应充分的调查和评估对方的知识产权价值，并依靠谈判和

协议规避预期的风险。

四、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监管和风控

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合营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

业具有很大的市场风险。在我国打着知识产权的名义滥设

公司的情形并不少见。尤其是合营企业仅设立董事会，缺

葛亮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并购、
外商投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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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股东会的必要监督，从某种程度上讲，风险更大。加强

对知识产权出资的审查监督已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审查

不严极易导致公司作弊的严重后果。而我国目前对公司监

管的重点体现在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上，对合营企业监督很

少。2012年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建立外国

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对外资并购

境内企业安全审查的范围、审查内容、审查工作机制以及

审查程序等进行了规定。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为了控制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带

来的风险，可以借鉴外商在并购境内企业知识产权方面的

做法，确保自身利益。在这种并购案中，外国投资者通常

会委托知识产权评估专业律师就中方转让的知识产权的审

慎性调查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然后向国内公司发出调查问

卷，要求国内公司对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做出书面陈

述并准备相关证明材料。随后，外国投资者会委托律师、

会计师、专利审查人员等专业人士到国内公司所在地，现

场查阅陈述中涉及到的文件、证书等，并通过与管理人员

谈话，实地察看、专利检索、商标检索等方式，确认报告

中涉及的内容，并形成完整的审慎性调查报告。最后，根

据前期调查所获得信息，拟定收购协议中知识产权的交易

条款或单项知识产权交易合同，确

保整个交易安全。国内企业与拟

以知识产权出资的外商进行谈判

磋商的过程中，可以采用类似的

方式和程序，对外商拟出资的知

识产权进行详尽的审慎性调查，

通过调查确定拟出资知识产权的

真实价值和相关情况，提高交易

的安全性，降低风险。

对于在中外合营项目中国内

企业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形，一

些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相关经验，

在双方前期协商、谈判或者合同

签订过程中，对企业的商业秘密

或生产过程披露过多。如果合作

失败，企业将面临泄露商业秘密

的风险。即使合作成功，也可能

让外资获取本不属于出资范围内

的商业秘密，让外资“捡”了一

个大便宜。笔者认为，在与外商

合作谈判中，国内企业要确立保

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维护自身的

商业秘密。对披露的知识产权的

范围、用途做出明确限制。同时

与外方和自己的员工签订严格的

保密协议，尽量降低造成商业秘

密泄露的风险。

 

 

闵祥广  律师助理

擅长领域： 
争议解决、经济类刑事、外商投资、并购

知识产权保护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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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은 한국의 수출대상국 1위이며 무역규모는 한국 

전체의 24%를 차지한다. 세계의 시장으로 불릴 만큼 

큰 시장이기도 하다. 기회의 시장인 중국을 공략하는 

한국기업도 갈수록 늘고 있다. 

중국내수 시장의 급성장과 함께 중국에 진출한 한국 

기업의 상표권, 특허권, 실용신안, 디자인 등 각종 지

적재산권 관련분야에서 중국기업 또는 개인에게 권리 

침해 등의 사례가 빈번하게 발생하고 있으며, 한국기

업이나 현지 진출 기업들의 지식재산권 피해우려도 갈

수록 커지고 있다. 

1.지식재산권 침해 개요

참고자료(1): 2010년 한국 특허청 지식재산권 침해 실

태조사에 따르면 최근 10년간 3건 이상의 특허를 출원

한 한국기업 4만9955개사 중 조사 응답업체 6013개사

의 22.1%인 1328개사에서 지재권 침해로 피해를 보았

다고 대답했다. 침해 유형별로 해외 현지에 등록된 지

식재산권의 무단사용이 80.0%로 가장 많았으며, 현지 

지식재산권의 무단 유통이 20.5%, 현지 지식재산권의 

유사 지식재산권 출원이 18.1% 순위였다. 한국기업 외

국에서 당하는 특허침해의 59%는 중국에서 발생한 것

으로 나왔다. 

참고자료(2): 특허청은 KOTRA와 공동으로 2007년 4월

부터 8월까지 중국에 진출한 한국기업을 대상으로 한 

“중국에서 우리기업의 지식재산권 피침해 실태조사”

의 결과에 따르면 중국에 진출한 현지기업의20.2%가 

지재권 침해를 당한 적이 있거나 지재권 분쟁이 발생

한 적이 있다고 응답했다.

참고자료(3): 중국 상무부가 발표한 자료에 의하면 

2012년 1~4월 중국 내 지식재산권 침해, 위조, 모조품 

위법행위 적발 건수는 총 78,773건이며, 위법행위와 

관련된 자금규모는 18.1억 위엔에 달하는 것으로 나타

난다. 상기 적발 사례 중 44,371건은 상무부 자체적으

로 처리하였으며 1,016건은 사법기관에 수사를 의뢰했

다.

침해유형별로 보면 ‘악의적 현지인 무단 선 등록, 미 

등록된 권리에 대한 모조품 유통, 등록된 권리에 대한 

모조품 유통’ 세가지가 있으며, 그 중 한국 기업들이 

가장 많은 피해를 받는 유형은 ‘등록된 권리에 대한 

모조품 유통’이다.

상기 통계자료는 지식재산권 침해 사실이 적발된 것만 

나타난 숫자이므로 실제 상황은 이보다 더 심각할 것

이라 본다.

2.지재권 관련 주요 법규 및 담당 기관

2.1《상표법》

중국의 《상표법》 제2조에 의하면 국무원 공상행정관

리총국 산하 상표국은 전국의 상표 등록 및 관리 업무

를 주관한다. 국무원 공상행정관리총국은 상표평심위

원회를 설치하고 상표 쟁의업무를 처리하도록 한다.

중국에서 상표권을 취득하기 위해서는 먼저 상표국에 

등록을 신청하여야 한다. 상표평심위원회는 국가 공상

행정관리총국에 속하며 상표의 신청과 철회관련 심사, 

상표분쟁 등을 처리한다. 실질적으로 국가공상행정관

리총국 상표국의 업무는 상표등록 및 상표의 부정한 

사용시 해당 상표의 취소 업무를 위주로 하고, 상표권 

침해행위 단속 등 관리업무는 각 지방정부 공상행정관

리국에서 담당하고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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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저작권법》

중국의 《저작권법》 제7조 ‘국무원 저작권 행정관

리기관은 전국의 저작권 관리업무를 관장한다. 각 성, 

자치구, 직할시 인민정부의 저작권 행정관리 기관은 

당해 행정구역의 저작권 관리업무를 관장한다.’고 규

정하고 있다. 

창작자는 해당 저작물의 발표와 상관없이 그 저작물의 

완성과 함께 저작권을 취득하며, 이에 따라 저작권법

의 보호를 받는다. 중국에서 저작권의 등록은 저작권 

취득의 요건이 아니며, 다만 저작권 귀속·침해 분쟁이 

있을 때 창작자 및 저작물 창작시일 등을 추정하게 하

는 법률적 효과가 있다. 현재 중국 국가판권국이 전국

적인 저작권 관리업무를 관장하는 기관이다. 

2.3《특허법》

중국의 특허법 제 3조에 의하면, ‘국무원 특허행정기

관은 중국 전역의 특허업무를 책임지고, 특허권 출원

을 일률적으로 수리, 심사하며 법에 의거하여 특허권

을 부여한다. 성, 자치구, 직할시 인민정부의 특허업

무를 관장하는 부서는 당해 행정구역 범위내의 특허관

리 업무를 책임진다’. 

특허출원의 심사는 국가지식산권국 산하 전리국이 담

당한다. 한국은 특허청이 특허, 실용신안, 상표 등의 

모든 출원과 등록업무를 하는 반면, 중국은 특허를 등

록하는 기관과 상표를 등록하는 기관이 따로 있다. 또

한 국가지식산권국은 중국에 신청되는 모든 전리(특허

·실용신안·다자인) 출원을 심사하고 등록여부를 결정

한다. 반면 각 지방정부 지식산권국은 자기 행정구역 

내에서 특허관리, 특허 침해 행위의 처리 및 조정, 특

허위법행위를 조사 처리하는 업무를 담당한다. 

2.4《지식산권세관보호조례》

중국 《지식산권세관보호조례》 제 3조에 의하면, ‘중

화인민공화국 세관은 수출입 물품에 대해 지적재산권 

보호를 실시하고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세관법>에서 규정한 

관련 권한을 행사한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중국 세관총서는 지식재산권 등록사업을 실시하고 있

다. 일반적으로 권리자가 모조품의 수출입정보를 입수

하고 세관에 관련 모조품의 압류를 요청하는 ‘청구

에 의한 보호조치’를 행사할 수 있으나 법률의 보호

를 받는 상표권, 저작권, 특허권 등 권리를 중국 세관

총서에 미리 등록하면 세권으로부터 해당 등록권리를 

침해한 모조품을 단속하는 능동적인 ‘직권 보호조치’

를 실시하게 된다.

2.5《반부정당경쟁법》

중국 《반부정당경쟁법》에 의하면 경영자가 이 법의 

규정을 위반하여 기타 경영자의 합법적 권익에 손해를 

끼치거나 사회경제질서를 교란시키는 행위를 부정 경

쟁으로 본다. 여기서 경영자라 함은 상품경영 및 서비

스업에 종사하는 법인이나 기타 경제조직과 개인을 말

한다. 중국 내에서 등록되지 않은 상표라고 해도 유명

한 상표인 경우 《반부정당경쟁법》에 의한 보호를 받

는다. 현급 이상 공상행정관리국이 반부정당경쟁 업무

를 주관한 기관이다.

2.6 《산품품질법》 

중국 《산품품질법》에 의하면 국가품질감독검험검역

총국 및 현급 이상의 품질기술감독국은 가짜·허위표

시·위조·저열상품 등을 위주로 품질을 관리한다는 

측면에서 모조품 단속 활동에 참여하고 있다.

3.모조품의 발견

모조품은 여러 경로를 통해 발견될 수 있다. 가장 일

반적인 것은 현지 영업망에서 시장에 유통되는 모조품

을 발견하는 것이지만 그 밖에도 단속전문업체의 제보, 

거래처 신고, 소비자의 신고 및 행정기관의 단속에 의

해 발견되기도 한다.

일단 모조품으로 의심되는 상품이 모조품이라고 판정

되면 조사부터 시작해야 한다. 모조품이 어디서 생산

되는지, 생산된 모조품이 어떤 중간 보관창고 또는 도

매상을 거쳐 어느 지역으로 흘러가는지 등을 조사하는 

것이다. 단속 효과를 최대화하려면 모조품의 생산공장, 

중간 보관창고, 도매상, 말단 판매상의 전체 유통경로

에 대하여 일제히 단속을 해야 한다. 그러려면 철저한 

사전 조사가 필요하게 된다. 이 조사 과정에서 꼭 해 

두어야 할 일은 증거자료를 확보하는 것이다. 이 증거

자료는 공상행정관리국 등 행정기관에 제출하여 침해 

사실을 입증하는 데 사용되게 되며, 장차 민사소송에

서 증거자료로 활용하게 된다. 모조품에 대한 조사는 

단속전문회사를 위임해서 하는 것을 권장한다.

4.구제 방법

모조품을 발견해서 조사를 통해 증거자료를 확보하면 

취할 수 있는 구제조치는 다음과 같다.

4.1권리 보호를 위한 임시조치

권리자 또는 이해관계인은 타인이 자신의 특허권을 침

해했거나 또는 침해 하려고 하는 증거 및 증명이 있는 

경우, 또는 즉시에 제지하지 아니하면 그의 합법적 권

익에 심각한 손해를 입게 될 우려가 있는 경우, 법윈

에 침해행위정지 명령 및 재산보전조치를 신청할 수 

있다. 신청인은 신청서 제출 시 담보를 제공해야 하고, 

담보를 제공하지 아니할 경우 법원은 신청을 거절해야 

한다.

법원은 권리자 또는 이해관계인의 침해정지명령 신청

에 대하여 심사한 후 규정에 부합하는 경우 48시간 내

에 서면으로 결정해야 하고, 침해행위를 정지할 것을 

결정한 경우, 즉기 집행해야 한다. 권리자 또는 이해

관계인은 법원의 침해행위정지 조치 후 15일 내에 소

를 제기해야 하고, 소를 제기하지 아니할 경우 법원은 

결정을 해제하여야 한다. 상기 조치의 당사자가 법원

에 재산보전조치도 동시에 신청할 수 있다.

4.2민사소송

중국 민법통칙 제118조에 의하면 ‘공민과 법인은 저

작권, 특허권, 상표권, 용권, 발견권, 발명권 및 기타 

과학기술성과권이 절도, 개변, 모방 등의 침해를 받았

을 경우, 침해정지, 폐기나 제거, 손해배상을 요구할 

권리가 있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인민법원은 지식재

산권 침해를 당한 권리자의 민사적인 청구를 심리 판

단하여 침해행위의 중지 및 손해배상 등의 명령을 내

린다. 손해배상청구요건으로는 행위자의 고의(침해자

에 대한 편의제공 행위)에 의한 침해행위로 인하여 권

리자의 손해가 발생하여야 하며, 침해행위와 손해발생 

사이에 인과관계가 존재하여야 한다.

특허권법 제65조에서 “손해배상액은 권리자가 침해행

위로 인하여 입은 손해로 확정한다. 손해 정황을 확정

하기 어려울 경우 손해배상액은 침해자가 침해 행위

로  얻은 이익에 의하여 확정할 수 있다. 특허권자의 

손해 또는 침해자가 얻은 이익의 확정이 곤란할 경우, 

특허허가사용료의 배수를 참고하여 합리적으로 확정할 

수 있고 피침해자가 침해행위를 제지하기 위하여 지불

한 합리적인 비용도 포함한다. 피침해자의 손해, 침해

자가 얻은 이익 또는 특허권사용료를 확정하기가 모두 

곤란할 경우에는 법원은 침해행위의 상황에 의하여 손

해배상액을 1만위엔 이상 100만위엔 이하로 판결할 수 

있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상표법제56조에서 “손해배상액은 침해자가 침해 기간

동안 침해행위로 인하여 얻은 이익 또는 피침해자가 

피침해 기간 동안 침해행위로 인하여 받은 손해로 확

정하고, 피침해자가 침해행위를 제지하기 위하여 지불

한 합리적인 비용도 포함된다. 침해자가 침해행위로 

인하여 얻은 이익 또는 피침해자가 침해행위로 인하여 

받은 손해를 확정하기 곤란할 경우, 법원은 침해행위

의 상황에 근거하여 50만위엔 이하의 손해배상 판결을 

내릴 수 있다. 등록상표권을 침해한 상품인 것을 모르

고 한 판매자에 대하여 당해 상품을 합법적인 방법으

로 취득했고, 상품제공자를 설명할 수 있을 경우에는 

배상책임을 지지 아니한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刘阳明    集团亚太区法律顾问 律师

擅长领域： 
证券金融、公司治理、企业并购及投资、不良债权处理、刑事辩护

 大陆赴台结婚配偶的身份及财产权益保障

新服务、新业务

前言

近年来大陆人民赴台结婚的人数，每年高达一万两千人以上，其中女性向来占历年比例九成以上，男性的比例也

逐年提升中。鉴于大陆配偶赴台生活的人数与日俱增，为提升大陆配偶之权益，台湾已于2009年修正《台湾地区人民与

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将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由八年缩短为六年、全面放宽工作权、取消继承遗产

二百万元之限制、放宽经许可长期居留之大陆配偶得继承以不动产为目标之遗产等，皆攸关大陆配偶赴台生活的权益，

本文拟就大陆配偶赴台生活之相关规定作一统整性简介。

大陆人民赴台结婚人数统计表

年度 结婚人数 男 女

2005 14,258 282 13,976
2006 13,964 323 13,641
2007 14,721 371 14,350
2008 12,274 371 11,903
2009 12,796 452 12,344
2010 12,807 562 12,245
2011 12,800 686 12,114

壹、大陆配偶赴台生活

一、赴台生活四阶段

大陆配偶申请来台生活略可分为四个阶段：「团聚、

依亲居留、长期居留、定居」[《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

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大陆配偶提出团

聚申请后，台湾“移民署”将于一个月内访查台湾配偶家

庭、身心、经济状况，审核通过后，将核发大陆配偶入出

境许可证正本，台湾配偶将该许可证寄交大陆配偶，再由

大陆配偶向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大陆配偶入境时将在机场、港口之“移民署”服务站接受

面谈，台湾配偶应同时到场配合面谈，通过者将在许可证

上加盖通过面谈之戳章，入境后夫妻双方于户政事务所办

理结婚登记，大陆配偶即可向台湾“移民署”申请来台依

亲居留。依亲居留满四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即可申请

长期居留。长期居留满二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即可申

请定居[《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17条]。

亦即「长期居留、定居」之申请各有四年与二年之前置期

间规定，所以大陆配偶来台最快必须期满六年，方能申请

在台定居。

二、居留原因消失仍得继续居留之情况

 依《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

48 49

4.3행정기관에 의한 구제

행정기관에 의한 행정적 구제는 각 지방의 공상행정관

리국, 지식산권국, 품질기술감독국 그리고 공안국(공

동 단속에 참여함) 등에 의해 이루어진다. 권리자 또

는 이해관계인은 피청구인 소재지 또는 침해행위지의 

관련 행정기관에 권리 침해행위에 대한 단속을 청구할 

수 있다. 행정기관의 구제를 받은 뒤 이어서 사법기관

에 민사적 구제를 더 산청할 수도 있으며, 양 절차를 

동시에 진행할 수도 있다. 

행정기관은 침해행위가 성립한다고 인정될 경우 단독 

또는 공동단속팀을 조성해서 단속활동을 하게 된다. 

행정기관은 침해행위의 즉시정지 등 조치를 취할 수 

있다. 당사자가 관련부서의 조치에 불복할 경우, 처리

통지를 받은 날로부터 15일 내에 법원에 불복소송을 

청구할 수 있으나 당사자가 이 기간이 만료될때까지 

소를 제기하지 아니하고 또한 침해챙위 정지하지 아니

할 경우, 행정기관은 법원에 강제집행을 신청할 수 있

다. 침해행위를 처리하는 관련부서는 당사자의 청구에 

의한 침해배상액을 조정할 수 있으며, 조정이 이루어

지지 않을 경우 당사자는 법원에 소를 제기할 수 있다. 

4.4형사적 구제

공권력을 통해 지적재산권 침해자에게 법적책임을 묻

는 방법이다. 형법에 의하면 타인의 특허권, 상표권, 

저작권 및 상업비밀을 침해한 행위는 특허침해죄, 등

록상표침해죄, 등록상표를 위조한 상품 판매죄, 등록

상표표지의 불법 제조·판매죄, 저작권침해죄, 위조품

판매죄 및 상업비밀침해죄를 구성할 수 있다. 범죄를 

구성한 경우에는 민사책임 외에 사법기관은 법에 따라 

형사책임을 묻는다. 침해자의 행위가 범죄일 경우 경

찰에 신고하여 형사적 구제를 받는 길을 선택하는 것

이 좋다. 여러 가지 법적 해결 방법 중 형사제재가 가

장 확실하고 강력하며 동일범죄의 재발을 막을 수 있

는 가장 효과적인 방법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5.가타 구제 방법

5.1세관 지재권 등록 제도 활용

세관 지식재산권 등록 제도라 함은 세관의 지재권 보

호시스템에 등록함으로써, 수출입되는 모조품을 세관

의 자발적인 모니터링을 통해 단속하는 제도이다. 중

국 세관에 따르면, 2011년말 기준 중국 세관에 등록

된 유효한 지재권은 총 1만6천여건이나, 그 중 한국 

권리자의 등록건수는 109건으로 0.68%에 불과한 것으

로 드러난다. 세관 지재권 등록 제도를 활용하면, 세

관을 통과하는 모조품에 대한 자발적인 단속을 기대할 

수 있으며, 단속을 통해 얻은 송하인, 수하인에 대한 

정보를 권리자에게 통보함으로써, 이후 손해 배상등

의 민사소송에서 유리한 증거로 활용할 수 있다. 또한, 

세관의 자발적인 단속으로 모조품을 적발한 경우에는 

모조품의 몰수 및 벌금 부과를 위해 따로 소송을 제기

할 필요가 없으므로 권리자 입장에서는 모조품 단속에 

대한 시간 및 비용절감 효과를 기대할 수 있다.

5.2변호사 경고장

침해행위를 발견한 뒤 침해상품 생산자 및 판매자에게 

변호사 경고장을 보내는 것은 직접적인 해결방법이 될 

수 없으나 분쟁 해결에 대한 의지를 드러낼 수 있으며, 

소매업자(특히 대형매장)에게 경고장을 보낼 경우 물

품판매를 중지할 수 있다. 침해기업에 발송할 시 침해

기업 측의 협의제안을 유도할 수 있다.

5.3협상

권리 침해로 인하여 분쟁이 발생하여 당사자가 행정조

치를 진행하려고 할 경우 사전에 조사 및 증거확보가 

필요하며 소송을 진행할 경우 소송기간이 긴 단점이 

있는데, 이러한 경우에는 당사자 간의 협상을 통해 해

결방법을 도출하는 것도 하나의 방법이다. 협상을 원

하지 아니하거나 협상이 이루어지지 않을 경우, 권리

자 또는 이해권계인은 법윈에 소를 제기하거나 관련부

서에 처리를 청구할 수 있다.



或定居许可办法》之规定，原则上居留原因丧失时，撤销

或废止其依亲居留、长期居留、定居许可。例外不撤销废

止之情形为：一、依亲对象死亡；二、于离婚后十日内与

原依亲对象再婚；三、离婚后经确定判决取得、离婚后十

日内经协议取得其在台湾地区已设有户籍未成年亲生子女

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经法院判决

离婚，且有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未成年亲生子女[《大陆

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  

第13条、第25条、第32条]。依照上述规定可知，倘若大陆

配偶在未取得身份证之前，无论何种理由离婚，如无子女

或未取得监护权，将因为离婚导致被迫离开台湾，大陆配

偶面对婚姻纠纷时，对于前述规定应加以留意。

三、在台工作及取得身份证

大陆配偶依亲居留或长期居留者，居留期间得在台

湾工作。此外，大陆配偶于求职或受雇时，受《就业服务

法》及《性别工作平等法》保障。若受雇于适用劳动基准

法的事业单位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适用劳基法的工作者，

大陆配偶均受《劳动基准法》保障，雇主并应为大陆配偶

投保劳工保险、就业保险、全民健康保险等。

大陆配偶向台湾“移民署”申请定居之后，便可持

“移民署”公文、长期居留证正本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

行证正本，至指定“移民署”服务站换领定居证正本。大

陆配偶再亲自持定居证正本、户口簿、印章等文件向预定

申报户籍地之户政事务所办理户籍登记，办妥户籍登记后

即可申请身份证与护照。

大陆配偶赴台生活各阶段讯息简表数据来源：大陆配

偶在台生活信息手册，表格内容略经调整

工作权 继承遗产 居留原因消灭后可否继续居留

团聚 无关
继承总额没有金额的限

制；不可以继承不动产

无关（「团聚」被视为大陆配偶申请来台接受面谈的过程）

依亲居留

不用申请工

作证即可工

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撤销或废止其许可：

一、台湾配偶死亡

二、于离婚后十日内与原依亲对象再婚

三、离婚并于10日内协议取得子女监护权或经法院确定    
       判决取得子女监护权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离婚，且有在台设有户籍之未成年

       亲生子女

长期居留
继承总额没有金额的限

制；可以继承不动产

定居 依「民法」相关规定 取得身份证，即为台湾地区人民

四、未来展望

今年四月，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于台湾大学举办座谈

会，「高雄市新移民社会发展协会」理事长湛秀英身为来

自云南大陆配偶，在会中谈到台湾现行制度仍对大陆配偶

不公。外籍配偶只需赴台四年便可取得身份证，而且归

化之后就能担任十一职等以下的公职，大陆配偶却必须赴

台满六年才能取得身份证，设籍满十年才能担任公职，同

样是海外赴台之配偶却有天壤之别，凸显出现行政策的不

公，由是可知，缩短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在政策

上与其他国家之外籍配偶受同等对待，将是大陆配偶在台

生活权益迈向平权的下一步。

大陆配偶与外籍配偶权益差异对照简表

大陆配偶 外籍配偶

取得身份证时间 6年1 最短4年2

入境面谈 有 无

长期居留人数限额 每年限额15,000人3 无

申请居留 需要有保证人4 无

收养前婚子女 台籍配偶若有子女，不许收养大陆配偶前婚或未婚子女5 无

担任公职 设籍满10年6 归化即可7

高等学历 不被承认 无

犯罪被迫离境 犯罪即有可能被驱逐
经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且属

故意犯罪者才会被驱逐�

继承不动产 不动产若为台湾地区继承人赖以居住者，不得继承9 无

貳、大陆配偶在台之身份关系

一、夫妻財產制度

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之规定，

夫妻之一方为台湾地区人民，一方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其

结婚或离婚之效力，依台湾地区之法律[ 《台湾地区与大

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53条]。通常台湾地区的夫妻双

方结婚时均未以契约約定夫妻财产制，此時，即以法定财

产制为其夫妻财产制。所謂法定財產制乃指夫妻对各自的

婚后财产分别各自管理、处分并对其個人债务各自负清偿

责任[ 台湾地区《民法》 第1017条、第1023条]，而非由双

方共负连带责任。

其次，法定财产制最重要的內容在於夫妻離婚或一

方死亡時法定財產關係消灭，此時财产较少的一方可依民

法规定向财产较多的一方请求「双方财产差额的半数」，

一般称之为「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台湾地区《民

法》 第1030-1条]，亦即夫妻双方现存之婚后财产应先扣除

婚后债务后，就剩余的差额作平均分配。此外，尚應注意

者：一、该请求权自夫或妻知有剩余财产之差额时起，二

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法定财产关系消灭时起，逾五年者

亦归于消灭[ 台湾地区《民法》 第1030-1条第3项]。二、

倘若夫妻间因配偶死亡而导致继承发生，则生存配偶可先

主张「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再与其他合法继承人

共同依照民法继承之规定就死亡配偶之剩余财产作分配，

此系相当有利于生存配偶之规定。

二、继承在台亲属之遗产

依照两岸关系条例之规定，大陆地区人民继承台湾地

区人民之遗产，应于继承开始起三年内以书面向被继承人

住所地之法院为继承之表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

关系条例》 第66条]，且此期間為除斥期間，逾期将被视

为抛弃继承权，无法再要求继承。实务上历来案例，只要

一旦逾越前述继承之时效规定，無論繼承人知悉被繼承人

死亡時間為何，均无法再就继承权作主张，大陆配偶对此

不可不慎。其次，关于大陆配偶继承人之遗产继承，其身

份资格、遗产范围及不动产可否继承登记，应以「被继承

人死亡时」为认定基准[ 台湾“内政部”内授中办地字第 

0980726172 号函]。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之规定，大陆

地区人民继承台湾地区人民之遗产原则上每人不得超过新

台币两百万元，但大陆配偶不受该继承金额的限制[ 《台

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67条]。因此，继承

发生后大陆配偶得继承之金额并无上限。再關於繼承不

動產，应依「被继承人死亡时」该大陆配偶赴台生活的阶

段决定继承方式：若继承发生时大陆配偶尚未申请赴台生

活，应比照一般大陆地区人民继承台湾地区人民遗产之规

定；若继承发生于团聚或依亲居留阶段，大陆配偶不可以

继承不动产，仍应折算成价额而继承；若继承发生于长期

居留阶段或定居阶段但未取得户籍时，大陆配偶可以继承

不动产；若继承发生于定居阶段并在台设有户籍的，大陆

配偶已取得台湾人民之身份，径依民法之规定办理继承即

可。

 

三、资源汇整及结语

与大陆配偶婚姻权益攸关之相关法令包括：《台湾地

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

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大陆地区人民申请进入台湾地

区面谈管理办法》、《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

法》、《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

居许可办法》…等，建议大陆配偶应当持续留意相关修法

信息。

顾及大陆配偶未必能通悉前述法令，为保护大陆配

偶之权益，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特别建制「大陆配

偶关怀专区」网页[http://www2.mac.gov.tw/mac/default.

aspx]，随时有最新信息可供参考。再者，海基会除了办

理文书验证的业务外，也有提供律师咨询服务。此外，

倘若大陆配偶无法上网或是亲临海基会寻求协助，各单

位设有许多专线可以多加利用：台湾“移民署”的「外

籍配偶咨询专线」（0800-088885）、海基会的「大陆配

偶关怀专线」（+886 2 25327885）与「两岸人民急难服

务中心」（+886 2 25339995）、中华救助总会（+886 2 

23935943）。

大陆配偶赴台生活期间，若欲多认识台湾法律规定，

不妨多参考相关出版书籍。“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有出版

一本「大陆配偶在台生活信息手册（第二版）」，内容简

明易读，此外，本所与台湾名阳所合作出版之「两岸投资

法律一本通」亦有相关权益介绍，颇值参考。若大陆配偶

于台湾生活上遭遇任何法律问题，宜速向前述单位寻求协

助或咨询专业法律人士，以求及早解决问题，切莫拖延日

久影响自身权益，祝福所有两岸配偶婚姻美满，携手促进

两岸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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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内で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関する留意点
外国人加入中国社会保险的注意事项

杨倩娥    律师

擅长领域： 
外商投资、知识产权、劳动法

中国で社会保険制度に着目した初の包括的な法律

である「中華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険法」が2011年7月1日よ

り施行され、また、同年 10月 15 日から施行されている

「中国国内で就業する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関する暫

定弁法」（以下「暫定弁法」と呼び）により、中国国内

で就業する外国人についても社会保険料の納付が義務付

けられることとなり、中国でビジネスを展開する外資系

企業関係者の中で改めて中国の社会保険に対する関心が

高まっている。

本稿はでは「暫定弁法」の実施現状を解説すなが

ら、法務の実務中にの注意点を提示する。

一、「暫定弁法」の実施現状

実施内容の概要

「暫定弁法」法に基づき「外国人就業証」「外国専

門家証」および「外国常駐記者証」等の就業、証書なら

びに外国人居留証書を取得しているか、又は「外国人永

久居留証」を保有する中国国内にて合法に就業する非中

国国籍の者は、一律に中国で社会保険に加入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

社会保険に加入する外国人は、条件に合致する場

合、法に基づき社会保険待遇を享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また、所定の養老金受給年齢に達する前に中国を離れる

場合には、本人が書面により社会保険関係の終了を申請

すれば、当該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個人口座預け入れ額を一

括して引き出すことができる。

さらに、中国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は 2011 年 12 

月 2 日、「我が国国内において就業する外国人の社会保

険加入業務を適切にすることに関係する問題に関する通

知」（以下「113 号通知」とする。）を公布し、外 国人

による社会保険への早期加入を促した。「113 号通知」

は、2011 年 10 月 15 日より前に既に中国国内において

就業し、かつ、保険加入条件に合致する外国人は、2011 

年 10 月 15 日から保険に加入し保険料を納付し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と定めている。

　　　　

未納における罰則―――　滞納金の設定

2011 年 10 月 15 日から 12 月 31 日までに保険加入 

保険料納付手続を行った場合は、滞納金が免除されるこ

とも明記した。他方、2012 年 1 月 1 日より 後に保険加

入・保険料納付手続をした場合は、2011 年 10 月 15 日

を起算日として滞納金が徴収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すな

わち、2011 年末までに手続きを行った場合、滞納金は徴

収しないが、2012 年 1 月以降は徴収するということで、

早期の手続きを促したものである。北京市においては、

当地関係部局担当者の説明会でこの規定が厳格に適用さ

れ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り、これを機に企業の社会保険加

入が相当進展した形となった。しかし、 現時点で滞納金

の請求を受けている企業もあれば、受けていない企業が

あるなど、対応にばらつきがみられる。

各地の地方法則の公布

「暫定実施弁法」および「113 号通知」の公布を受

け、一部地域では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ついて地方法

規を制定・公布している。

北京市は、2011 年 10 月 11 日、「本市で就業する

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かかる業務の取扱いに関する問

題についての通知42」を公布し、社会保険加入の際の具

体的な手続きを明文化した。

成都市は 2011 年 10 月 19 日、駅「本市で就業する

外国人および香港・マカオ・台湾の居住者の社会保険加

入にかかる業務の取扱いに関する問題についての通知

43」を公布した。

青島市は 2011 年 11 月 4 日、「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

入に関わる業務の取り扱い規定に関する通知44」を公布

した。

 蘇州市は 2012 年 1 月 18 日、「本市で就業する外

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業務を強化することに関する通知

45」を公布した。

 無錫市は 2012 年 2 月 21 日、「本市で就業する外

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かかる業務の取扱いに関する問題

についての通知46」を公布した。

 福建省アモイ市は 2012 年 3 月 6 日、「本市で就業

する外国人の社会保険加入にかかる業務を着実に実施す

ることに関する問題についての通知47」を公布した。

 今後も各都市において外国人に対する社会保険の加

入義務化が本格的に展開されると予想される。法規上で

は加入を拒む外国人に対しては、滞納金を含む罰則規定

も設けられている。

二、実施の影響　――　コストアップ

社会保険料は毎年、各個人の前年の賃金総額を基数

とし、これに保険料率を乗じて決定されますが、基数は

各都市の前年の平均賃金の60%を下限、300%を上限と

している。外国人駐在員の賃金は多くの場合、平均賃金

の300%を超過すると考えられるので、たとえば上海市

の2010年度の平均賃金3896元で計算すると、2011年度の

基数は3896元×300％＝１万1688元となる。これに基づ

き、外国人が中国の社会保険に加入した場合に、会社お

よび個人の保険料負担がどれくらいになるのかをシミュ

レーションすると、合計で毎月5600元以上、日本円で約

７万円のコスト増となる。つまり日系企業の場合、強制

加入の義務付けによって、被派遣者１名につき、月額最

高７万円程度（会社・社員負担）の負担増になるという

試算もされている。

さらに、大連は、中国唯一の地元企業も外国企業も

給料納付基数上限が突然取り消した都市である。中国東

北部のハイテク都市の大連での新規によると、社員給与

の数額に問わず、雇用先は従業員給与総額の約32%に相

当する社会保障の費用を納付すべき。つまり、毎月給与

6万元の人が納付すべき社会保障金は約3.000元から2万元

以上に増加する。

三、解決の方法

１、人員の調整

日本人駐在員を減らして真の現地化を図る。さら

に、日本人駐在員の効率を高めてコストアップ分を吸収

する。大連市など負担額が大きい都市に対しては、他地

区に事業所があれば、そこを駐在員の赴任地とし、出張

ベースで業務を行う。日本からの出張ベースに切り替え

る。（ただし、出張ベースであっても中国で３カ月以上

就労する場合には就業証を取得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可能

性がある。また、日本の定年後の人員の雇用も考えるべ

きだと思う。

2 、日中二国間社会保険保障協定

新規は外国人に中国人と同じような義務を着せられ

た。国籍は中国と社会保険二国間協定を締結した国の人

は、いくつかの料金減免を獲得する。これまでは、ドイ

ツと韓国、この二つの国だけが中国とこの協議を締結し

た。しかし今回中国の新規導入により、他の多くの国は

中国との協議を求めるようになるだろう。現在、中国は

フランス、ベルギー、日本との関連交渉が進んでいる。

日中二国間社会保険保障協定がもし締結すれば、次のメ

リットとが考えられる。締結の内容にもよるが、少なく

とも適用対象外となった保険に関しては二重納付を免れ

ることになる（私見だが、養老保険と失業保険が適用対

象外になるのではと考えられる。

３、中国法整備の改善点

(1)中国の医療保険に付保されている条件は、全般的

に日本の海外傷害保険よりも低く、中国の医療保険に切

り替えるのは現実的ではない。また、中国の医療保険は

本人しか入れないため、帯同した家族も日本の海外傷害

保険に加入することになる。

(2)通常、給与を現地法人と本社から２０万円ずつ支

給されている場合、個人所得税は会社負担分として給与

の４０万円にグロスアップ計算されるが、社会保険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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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適用されると、支給額を現地法人５万円・本社３５万

円というように、社会保険料を少しでも低減させようと

する動きが出てくる可能性がある。この場合、社会保険

料の基数は５万円をベースにするのか、あるいは４０万

円にグロスアップさせて計算するのかが不確定。

(3)当面は各地方での運用となるため、中国各地に複

数の法人がある場合、社会保険料率の低い地域に駐在員

を移籍させる方法をとる企業が出てくる可能性がある。

(4)董事報酬に対する加入要件が不明。

(5)外国人が中国で失業保険を受給すると、就業ビザ

や就業証の許可要件から外れ、国内滞在要件が満たされ

なくなる。

(6)中国では６０歳で定年となるが、６０歳以上の駐

在員は養老保険が受給できるのか（現在、６０歳以上の

就労ビザ取得自体難しい）、あるいは就労者として継続

して保険料を納める必要があるのか。

中国初の社会保険制度に関する法律として、『暫定

弁法』の実施は中国で就労する外国人の日常生活と仕事

に有力な法律保障を提供し、中国での仕事生活において

抱える不安を解消したが、立法の面において、依然とし

て数多くの不足が存在し、同時に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に

対して、規定の補充または実施する細則の更新が次々と

必要されている。これより、『社会保険法』を完全そし

て整ったものとし、労働者の基本権利の保障という最終

目的に達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李泳澜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并购、外商投资、国际贸易

公务机采购项目律师工作手记

办案手记与案件研讨

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公务机销售的新兴市场，越来

越多的国内企业甚至个人已经成为公务机的拥有者，或是

将采购公务机列入日程。尽管我国客户是商品的购买者，

但在面对屈指可数的几家从事公务机制造和装修的大型跨

国巨头时，国内客户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公务机界的巨

头们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其所提供的各种合同范本动辄

上百页，且可能已经经过上百位专业律师几十年的研究和

实证。相对于国外律师在公务机采购项目中的身经百战，

目前只有相对较少部分的国内律师参与过此类项目，这也

就要求国内律师必须尽快提高专业水平并积累实战经验，

方能在最大程度上为国内客户争取利益。笔者曾全程参与

若干起公务机采购项目和相关合同条款的谈判工作，有幸

接触到这一较为新兴的法律业务领域，整理和总结了一些

办理此类项目时应注意的问题，供广大同仁在处理同类法

律事务时参考、借鉴。由于采购小型公务机的流程较为简

单，且受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以采购中型、大型公务机

的项目为例，就项目的基本流程以及一些笔者认为较为重

要的问题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公务机采购项目的特点

公务机不同于我们经常乘坐的民航客机。民航客机一

般由大型航空公司所拥有并用于通用民航运营，而公务机

大多属于非航空企业甚至私人所拥有，仅供企业和私人使

用或者用于租赁运营。公务机的机型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既有乘坐4-6人的小型公务机，也有以波音737甚至空客

A380为蓝本设计的大型公务机。公务机的内部装修往往依

据客户的需求体现出个性化的设计。对于一些小型公务机

而言，由于其造价低且客户群体的装修需求通常较简单，

公务机的制造和装修一般一并由单一的公务机制造商完

成；而对于中型、大型公务机而言，由于其造价高且客户

群体的装修需求通常较复杂，公务机制造商一般只负责制

造“绿飞机”（Green Plane）[ 指仅具备基本飞行功能但

未做任何内部装饰、装修的飞机。]，而公务机的内部装修

则由其他专门从事公务机装修的企业完成。

公务机内部装修的设计往往是为了迎合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因此客户通常不会采购已经装修完毕的公务机，而

是会选择直接向公务机制造商订购全新的“绿飞机”，再

交由公务机装修商进行设计装修。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公

务机的产量较低且制造周期较长，一些热门机型的提前预

订期限可能长达数年。在此种情况下，客户可以考虑选择

购买已被其他客户订购但尚未交付和进行装修的二手公务

机，再与原公务机装修商或新选定的公务机装修商协商确

定装修事宜。

 

二、公务机采购项目的基本流程

如上文所述，公务机采购项目主要分为全新公务机

和二手公务机的采购。全新公务机的采购流程较为简单，

客户首先需要与公务机制造商协商、签订《飞机购买协

议》，然后及时与公务机装修商商讨、签订《飞机装修协

议》，以确保“绿飞机”在出厂后直接转往装修厂进行装

梁睿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外商投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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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从而避免已制造完成的“绿飞机”滞留在制造商处以

及可能产生的高额的保管费用。

与全新公务机的采购流程相比，二手公务机的采购流

程较为复杂。二手公务机原机主与其公务机的制造商和原

装修商分别签订的《飞机购买协议》和《飞机装修协议》

中通常都含有限制权利转让的条款，要求客户向原机主购

买二手公务机必须取得该二手公务机的制造商和原装修商

的同意，并分别签订《飞机购买合同转让协议》和《飞机

装修合同更新协议》，从而承继原机主向该公务机的制造

商所应承担和享有的所有义务和权利，同时承诺继续委托

原装修商依据另行商定的设计和方案进行公务机的装修工

作。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可能无法与原装修商就装修事宜

达成一致意见，则客户须向原装修商支付一笔费用，从而

另行选择其他的装修商。另外，由于二手公务机的采购项

目涉及多方当事人，在实务中通常会选择聘用拥有飞机采

购经验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作为托管人，采取多方同时交

割的方式，完成二手公务机采购项目的交割。

尽管全新公务机采购项目和二手公务机采购项目的

基本操作流程繁简不一，所涉及的各项法律文件也不尽相

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与公务机制造商和装修商就

《飞机购买协议》和《飞机装修协议》进行谈判和确定协

议条款。以下笔者将根据实际操作经验，就以上两个协议

中可能涉及的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三、《飞机购买协议》中的主要问题

（一）型号认可

国内客户采购公务机通常都是在中国境内使用，

因此必须获得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Cert i f icate of 

Airworth iness），而申请适航证前必须要先取得民航

总局认可的该机型的型号认可证（Validat ion of Type 

Certificate）。然而，公务机的型号层出不穷且更新换代

非常迅速，因此客户在选择公务机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该

公务机的机型是否已经取得了型号认可证，如果没有取得

的话，将暂时无法申领适航证，最终可能导致推迟该公务

机投入境内使用的时间。如果客户选择购买的是一种尚未

取得型号认可证的新机型，则必须注意在该公务机等待取

得型号认可证和适航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停机、维保、管

理等费用的承担以及该公务机的毁损、灭失等风险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该等费用在《飞机购买协议》中注明由公

务机制造商承担，而且与之相关的公务机可能发生的毁

损、灭失等风险也由公务机制造商承担。

（二）配置要求

如前文所述，公务机既可能完全供私人使用，也

可能用于租赁等商业经营用途。我国民航总局对于以上

两种用途的公务机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仅需要满足

《航空器的一般飞行和运行规则》（China 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s 91，俗称CCAR91或第91部）中的有关规

定，而后者则必须还要满足《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

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俗称CCAR135或第135部）中的有

关规定。然而，公务机制造商对公务机默认的出厂配置要

求往往并不当然满足第135部的有关规定。因此，如果客

户在购买公务机时有计划未来将公务机用于商业经营用途

或者期望未来能在二级市场获得一个较高的转让价格，则

必须要求公务机制造商将公务机的技术设备升级成符合

第135部的要求。根据笔者的实务经验，中、大型公务机

该等技术设备升级的费用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因

此，笔者建议在《飞机购买协议》中明确该等费用由公务

机制造商承担，避免将来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因协议约定不

明产生争议。

（三）责任免除

对于一些主流公务机型，基本上是卖方市场，制造

商在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一般情况下，制造商都有自己

的《飞机购买协议》标准合同文本，并要求双方在此基础

上进行谈判。制造商提供的文本通常设置有一些偏向保护

己方利益的条款。例如，在笔者代理的一个项目中，制造

商提供的《飞机购买协议》中制造商除外责任条款就规定

“因次承包商原因造成卖方交机延误或其他违约则卖方免

责”。这种规定显然对采购方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在

《飞机购买协议》项下，合同的当事双方是客户和公务机

制造商。制造商在合同下的主要义务就是按照约定时间提

供符合约定要求的飞机，违反此义务即应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制造商的违约是因为次承包商的违约导致，制造商应

当按照与该次承包商之间的合同约定追究次承包商的违约

责任，而不能以此为由逃避对采购方的违约责任。对于此

类条款，因关乎客户的重大利益，律师应当从法律的角度

代表客户有理有据有节地与制造商谈判，争取主张删除这

样的条款。根据笔者的实务经验，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

部分公务机制造商能够接受删除这样的条款。

（四）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首先，公务机的采购属于国际贸易的范畴。在普通货

物的国际贸易中很多情况下选择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

售合同公约》。但公约明确将“飞机的销售”排除在适用

范围之外，因此公务机采购合同不能选择使用该公约。实

践中，由于目前公务机制造商在市场上的强势地位，制造

商一般都会在标准合同文本里规定合同适用其所在国的法

律，而且在这一点上，采购方的谈判余地通常很小。在笔

者代理的项目中也尝试过就此问题与制造商进行沟通，但

最终制造商均未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应当尽

可能了解当地法律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在诸如所有权及风

险转移、产品责任等重大问题上的规定，必要时还应聘请

当地执业律师出具专业意见。

在争议解决方式上，制造商多数情况下会规定在当地

有管辖权法院诉讼解决。这种方式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

作为采购方的中国客户而言无论在时间还是经济上成本都

很高。根据笔者的经验，建议采用第三地的国际仲裁机构

仲裁，这种方式相对来讲更客观公正，更能节省时间和经

济成本，同时仲裁的保密性对于买卖双方也更有利。在实

践中，经过谈判，这种方式通常也能为制造商所接受。

（五）合同文字

由于目前主要的公务机制造商多为欧美企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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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提供的协议和文书的通常都采用英文。然而从客户

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中国境内的买家，而且是购买如此

高价值的产品，建议要求对方提供相关协议和文书的中文

译本，这样一是体现出谈判双方的平等性，二是便于客户

对照中文译本准确无误地理解英文版本的涵义。但在实践

中，由于制造商的强势谈判地位，很多情况下并不会接受

上述要求。在笔者参与磋商的购机项目中，也曾要求公务

机制造商提供中文译本，尽管经过多次交涉和争取，制造

商均未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律师有深厚的法律英

语功底，方能准确理解合同条款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给

客户提示法律风险和建议防范措施。

四、《飞机装修协议》中的主要问题

与公务机制造商类似，公务机装修商通常也是欧美企

业，《飞机装修协议》通常也由装修商提供。《飞机装修

协议》涉及的问题中，有些《飞机购买协议》中问题基本

相同，如：我国民民航总局第135部的要求、次承包商原

因除外责任的设置、文本文字、适用法律、争议解决等，

本文对上述问题不再赘述，仅就《飞机装修协议》所特有

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客户与公务机装修商开始接洽至正式谈判之

前的期间内，公务机装修商可能会要求客户签订一份《装

修机位预留协议》，其中规定客户需向公务机装修商支付

一笔装修机位预留费作为保证金，从而确保客户在与公务

机装修商正式谈判的过程中不与其他装修商接洽，谈判成

功后该保证金将作为支付给公务机装修商的合同价款的一

部分由公务机装修商予以保留。根据笔者的经验，这种由

客户预先支付保证金的做法在业内并不鲜见，但必须注意

该协议中关于如果双方谈判失败后保证金退留的相关规

定。在笔者实际参与的一个案例中，公务机装修商提供的

《装修机位预留协议》规定：“公务机装修商和客户将本

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公务机装修合同》尽各方最大努力

开展协商，如双方未能在机位失效日或之前签订了《公务

机装修合同》的，公务机装修商将有权出于其自身利益的

考虑扣留所有机位预留费，且不对客户承担任何进一步的

责任”。由于机位预留费高达二百万美元，笔者多次提醒

客户该条款对客户风险较大，并建议客户慎重考虑，尽可

能就上述条款与公务机装修商进行协商，降低机位预留费

金额或约定退款情形和比例，但是由于客户购机心切，且

该装修商是有飞机制造商鼎力推荐的，因此客户并没有采

纳笔者的建议，而是签署了该协议并如约将款项汇入该公

务机装修商的账户。遗憾的是，在这个项目中，客户未能

与公务机装修商在规定日期前签订《公务机装修合同》，

而公务机装修商则依约全额扣留了二百万美元的机位预留

费。此时客户追悔莫及，但合同白纸黑字，只能自认损

失。

（二）公务机装修商装配在公务机上的部件大多为易

耗品，而且某些关键部件可能对公务机的正常航行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务机装修商对其提供的部件的质量

保证条款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公务机装修商承诺的

质量担保期间为一定的公务机飞行小时或公务机交付后的

某个固定时间，两者以先到者为准。一旦某部件在该质量

保证责任期间出现缺陷，则公务机装修商自费负责修理或

更换该部件。笔者认为，考虑到质量保证条款对客户的重

要性，应当对该条款进行细致的规定，以妥善保护客户的

权益。质量保证条款中应明确规定如果公务机装修商提供

的某部件在质量保证责任期间出现缺陷，则公务机装修商

应负责修理或更换该部件，且经修理或更换的部件的质量

保证责任期间重新计算。公务机装修商负责承担与修理或

更换缺陷部件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且不限于：公务机运

至和运出维修地点的相关费用、第三方维修人员的报酬及

差旅费用，且公务机装修商应承担部件缺陷发生时起至修

缮完好的公务机被送至客户指定地点时止飞机损毁或灭失

的风险，且公务机装修商还应向客户赔偿部件缺陷发生时

起至修缮完好的公务机被送至客户指定地点时止因公务机

无法运营给客户造成的所有损失。根据笔者的实际经验，

尽管公务机装修商通常最初并不情愿对质量保证条款作出

太大的让步，但这些问题关系的客户的切身利益，律师应

当配合客户据理力争，在很多情况下公务机装修商还是能

够不同程度地接受上述意见。

 

随着我国公务机销售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公务机采购业

务的迅速攀升，国外公务机制造和装修巨头必将愈发重视

我国的销售市场，我国国内客户在公务机采购项目中的谈

判地位也将不断提高，这也将为我国律师施展才能提供了

更广阔的舞台。我国律师确需尽快提高专业素质，积累与

欧美精英律师比肩的经验和实力，方才能在公务机引进国

内的项目中，更好地保护国内客户的利益。

丁旭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资本市场和证券、并购、

外商投资

2012年4月5日，Naibu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Plc.开始在英国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挂牌交易，发行价格1.24英镑，发行4,838,716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份数的8.82%，募得资金600万英

镑，实现市值6800万英镑。

On 5  Apr i l  2012 ,  Naibu Global  In ternat ional 

Company Plc. (hereinafter as “Naibu Global”) realized 

its listing o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 of London 

Stock Exchange (hereinafter as “AIM”).  At its placing 

price of GBP1.24, Naibu Global is valued at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GBP 68 million and successfully raised 

GBP 6 million for issuing 4,838,716 shares, 8.82 percent 

of the total registered shares of Naibu Global after the 

issuance.

作为本次Naibu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Plc. 

AIM上市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为其上

市提供了全程的法律服务，解决了相关法律问题，并协助

英国律师完成了对招股书的验证。

As the PRC Legal Advisor for Naibu Global’

s listing on AIM, Beijing DHH Law Firm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throughout, resolved relevant PRC legal issues 

and completed ver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Admission 

Document with additional assistance from UK lawyers.

Naibu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Plc. 是本次

AIM上市的上市主体，其境内运营实体：奈步（中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奈步”），是一家国内运动品牌生产

商。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围绕“奈步”这一品牌开展研

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目前在全国通过经销商开立2800家

门店，国内运动品牌排名第十。本次AIM上市对“奈步”

品牌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奈步在这一世界平

台上能越走越好。

Naibu Global with its PRC subsidiary, Naibu (China) 

Co., Ltd.（hereinafter as “Naibu”）as its onshore 

operational entity, is the AIM listing company.  Naibu 

is a PRC domestic sportswear and sport accessory 

manufacturer and has been devoted to research, 

develop and market Naibu-branded produc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Currently, Naibu has developed 

2800 retailing-stores country-wide through its regional 

distributors and it is thereby ranked as the 10th largest 

sportswear and sport accessory brand in PRC. The AIM 

listing is of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 t ra tegy for  Na ibu brand,  which wi l l  fu r ther  i ts 

performa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同时此次上市也为笔者提供了近距离接触AIM的机

会，笔者想借此简单介绍这一市场，尤其是AIM相较其他

市场不同的方面。

In the meantime, the listing also provides the author 

阿贞
律师助理

擅长领域： 
公司、资本市场和证券、并购、

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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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ver 

AIM.  Therefore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lay out a simple 

introduction on AIM, particularly on its differences from 

other capital markets.

1、指定保荐人制度Nominated Adviser

1.1 AIM上市的条件 Entry Requirements for AIM

不同于其他市场，AIM对企业并没有财务数据、经营

期限等硬性要求；根据《AIM规则》，在AIM上市前，公

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Different from other capital markets, AIM has 

no mandatory requirements o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rack record of the listing company.  However, in 

accordance with AIM Rules, companies have to satisfy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fore listing on AIM.

1 .1 .1  该公司必须是一家公共公司（或具有同等资

质）；

The company must be a publ ic company (or 

equivalent).

1.1.2 股东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以电子交易的方式转

让股份；

The shareholders must be able to transfer shares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and the shares must be eligible 

for electronic settlement.

1 .1 .3  必须任命一名指定保荐人和一名经纪人（公

司在AIM上市交易期间，必须始终有指定保荐人和经纪

人）；

The listing company must appoint a Nominated 

Adviser (hereinafter as“Nomad”) and a broker (which 

are required for as long as the company is listed on 

AIM).

1 . 1 . 4  公司公开财务报表必须符合国际会计准则

（IAS），或者，对于注册于某些特定国家的公司，必须

符合公认会计准则（GAAP）。

Published accounts must conform with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 or, for certain countries 

of incorporation, their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1.2 与众不同的保荐制度 Unique System of NOMAD

《AIM规则》要求公司任命一名指定保荐人，英文称

Nominated Adviser（Nomad）。所有证券市场上市，都

需要保荐人的辅导和协助，但是AIM的Nomad除了保荐

的责任外，更重要的角色是决定公司是否可以进入AIM市

场，面向投资者。

AIM Rules require the listing company to appoint 

a Nomad.  Although all IPO projects require counseling 

and assistance from Sponsors, Nomad of AIM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of deciding whether the company 

is eligible to be listed on AIM and face investors, aside 

from the ordinary responsibility of sponsorship.

这种制度的存在和AIM市场本身有重要的关系：AIM

针对的是小型的、高增长性的企业；大多数来AIM上市

的企业寻找的投资者为机构投资者；上市文书Admission 

Document（上市报告书），需要对机构投资者 (这一

专业同时有自身定位的群体 )产生吸引力。Admiss ion 

Document（并非Prospectus）无需获得英国证监会或伦

敦证券交易所的审批，但是需要通过律师的验证，同时获

得各个中介机构的认可。

The existence of such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AIM 

itself since AIM is mainly designed for small-sized and 

highly-growing companies and most companies listed 

on AIM are aiming to fi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ence, 

the Admission Document needs to be appealing to such 

investors, who are professional and self-positioned. 

Furthermore, Admission Document (not Prospectus) 

requires no approval from UK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or from London Stock Exchange while 

i t  needs to be verif ied by the lawyers as well  as 

recognized by the intermediary advisers.

1.3 保荐人的选择 The selection of Nomad

虽然AIM上市没有针对财务和盈利的要求（除了上市

前公司需要做现金流预测（Working Capital Report），

说明公司的现金流，能支持公司上市后12或18个月的运

营），但是Nomad对企业并不是没有任何要求。根据和一

些Nomad和其他中介机构的沟通，Nomad一般倾向于净

利润超过5000万人民币的企业；或者，企业虽盈利较少，

但是所处的行业有很强的说服力。

Although AIM has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about 

financial situation or profitability of the listing company 

(except that the company must be able to file a Working 

Capital Report to show it has enough working capital 

for its current needs and for at least 12 or 18 months 

following listing), Nomad still requires certain standards 

about the l isting company. As communicated with 

some Nomads and other intermediary advisers, Nomad 

normally prefers companies with net profit over 50 

million RMB or companies with less net profit but in 

thriving and compelling industries.

另外，AIM市场对公开发行的股份比例没有限制，但

是为了使得企业AIM挂牌后是真正的公众公司，同时出于

保护小股东的利益，Nomad会更倾向于上市后企业小股东

持股不低于10%。

Fur thermore,  a l though AIM has no l imi t  on 

percentage of shares issued to the public, Nomad 

prefers that minority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own 

more than 10 per cent shares after listing as to ensure 

the company a truly public company as well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2. 上市流程 Listing process

如上文所述，AIM市场以投资者为导向，用通俗的说

法，如果投资者认可，便可以挂牌上市。这一导向，使得

AIM的上市流程也与其他市场有所不同。

As aforesaid, AIM is investor-oriented, which 

means, in a plain view, the companies can list on AIM 

if the investors recognize. Such orientation, therefore, 

makes the listing process of AIM different from other 

capital markets thereof.

2.1 路演前置程序 Prerequisite Procedure before 

Road Show

与所有上市程序相同，项目启动后各方开始准备相关

文件。但是文件基本准备妥当后，与其他市场将文件报送

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或交易所的做法不同，AIM市场的做法

是准备招股意向书（Pathfinder Admission Document），

准备路演。也有人认为，由于A I M市场的监管人员是

Nomad，所以去路演前，实际上文件已经取得了监管人员

（Nomad）的认可，这与其他市场没有本质的区别。

Like all IPO projects, each Party commences to 

prepare relevant documents after the project kicks off.  

After the documents get fully prepared, the AIM listing 

company will start to prepare Pathfinder Admission 

Document and initiate the road show,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apital markets, where before the road show 

the companies usually submit documents to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s or to Stock Exchanges for 

review.  However,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from other capital markets and 

all documents have actually obtained approval from the 

supervisor before going for the road show, since Nomad 

is the supervisor of AIM.

2.2 董事会会议 Board Meeting

所有境外资本市场，尤其是AIM市场，强调的重点是

公司自治，而公司自治的体现主体是董事会会议。路演前

后是公司董事会站在前台展示自己的重要时刻：(i) 路演

前董事会会议决定进行路演；(ii) 就配售的股份比例和价

格召开董事会；(iii) 收到投资者股权认购确认文件后，董

事会会议批准所有相关文件，报告最终版本的Admission 

Document。

All overseas capital markets, especially AIM, are 

mainly focusing on autonomy of the company, which 

is displayed through various board meetings.  The 

company board performs a crucial part in the following 

steps around the road show: (i) pathfinder board 

meeting; (ii) pricing board meeting; and, (iii) final board 

meeting to complete and approve all documents and 

finalize the Admission Document.

2.3 交易所登记 Register with Exchange

公司AIM上市不需要获得伦敦交易所的审批，但是需

要向伦敦交易所提交相关文件：(i) 上市交易前10日，向交

易所递交申请；(ii) 董事会会议批准相关文件后，上市交易

前3日，向交易所提交相关文件。

It is not required for companies listing on AIM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London Stock Exchange, but 

companies still need to file following documents with 

London Stock Exchange: (i) application filing to the 

Exchange within 10 days before listing; (ii) documents 

passed by the Board Resolution filing to the Exchange 

within 3 days before listing.

3. 上市成功后的选择 Options after Listing

上市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步，上市后，企业还面临着继

续发展、继续融资的需求。AIM上市公司上市后主要有两

种选择：(i) 在AIM市场增发；(ii) 在伦敦主板申请上市。

Going public is the first step of the company 

development, after which the company still fac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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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capital raising. There 

are mainly two post-IPO options for companies on AIM: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and transferring to the main 

board of London Stock Exchange.

AIM市场在提供国际融资平台的同时，为企业保留了

很大的自主权。企业上市是企业长期发展的一个环节，对

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保持和投资者、

Nomad、经纪人的持续性沟通，对企业长期发展更具有战

略上的意义。希望已经加入到AIM的企业能充分利用这个

平台，外联世界，内强企业自身实力。

AIM not only offers companies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 capital-raising, but also keeps them a 

great level of autonomy.  Going public is an important 

step among a company’s long-term development.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f inancial markets and maintaining 

communication with investors, Nomads and brokers ar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t is anticipated that listing on 

AIM provides the companies with opportunity to make 

full use of this platform, to connect with the world, and 

汤华东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和银行、知识产权、保险、争议解决

 国际商事代理的本质属性与风险防范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上海威速燃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威

速”）在1998年获得德国某燃烧设备生产商（以下简称

“德国公司”）的授权成为该公司在中国华东地区的唯一

正式的代理商。授权书中没有约定代理期限。2008年3月

26日，上海威速的法定代表人在与德国公司的总裁会面时

突然被告知即日起结束代理关系，同时对上海威速已向德

国公司提交的未被确认的合同不再履行供货义务。对此，

上海威速毫无准备，大量已经签定和正在洽谈签署中的合

同由于德国公司的终止代理通知而无法履行，导致上海威

速对大量第三人（中国客户）产生违约，造成损失超过

千万。

上海威速认为，德国公司无视上海威速十多年来为德

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开拓所做出的长期富有成效的贡献和

投入的大量资金而采取突然方式单方面解除双方已存在多

年的代理关系，既不符合通行的商业惯例，也违反基本的

法律和法理。由于德国公司的毁约行为，原告方已经和将

要产生上千万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故上海威速于2008年

5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涉外诉讼，请求法院

依法判决德国公司赔偿以下损失：

1、 判令被告赔偿因拒绝给原告已确认的合同供货而

造成的利益损失2768655.40人民币。

2、判令被告赔偿因未给原告终止代理宽限期而造成

的相应的可期待利益损失4829974.21元人民币。

3、 判令被告支付终止代理关系补偿金9639948.41元

人民币。

4、 判令被告支付员工遣散补偿金的50%，计315529

元人民币。

5、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近5年花费培训费、客户考察广

告费、新装修费的50%，计513295.06元人民币。

6、 判令被告立即办理原告库存的被告品牌生产的产

品的退货。

7、 判令被告承担所出售的被告品牌的产品的售后服

务责任。

该案件起诉后，上海威速在外高桥保税区仓库内依法

诉讼保全了被告公司的约值千万的燃烧器产品。

 

二、问题提出——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是原被告间的法律

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是代理关系还是买卖关系？二是法律

适用的问题，是适用德国法还是适用中国法？围绕本案的

争议焦点，双方代理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原告代理人主

张双方是代理关系，应依据代理之内部关系确立适用之法

律，应适用本人及德国公司的属人法——德国法，而德国

法指向了《德国商法典》第七章89条和第89条b的规定。

理由之一，代理证书中明确了上海威速是被告德国公司在

华东地区的唯一代理商；在被告公司的网站上的中文网页

中也赫然列明上海威速为其正式的代理商。理由之二，在

交易流程上，上海威速会将自己与客户签订合同后的订货

商品交由德国公司确认后才进行交易。德国公司对上海威

速有监管管控之权责，会定期对上海威速进行培训，上海

威速是被告的业务前台，而非完全独立平等的商事主体。

因此二者之间实质为商事代理关系。因此，本案的纠纷事

实就是一个关于涉外代理授权关系的撤销与解除的问题。

是委托关系之内部关系间的委托方（本人）与代理人之间

的纠纷，而根据主流的商事法律理论，代理权的授予与撤

 ——对一起真实案例的审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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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应受调整内部法律关系——本人属人法调整。这一解决

方法由美国学者斯托雷提出，现已经被广泛接受，而且一

般认为是正确的。故本案应适用德国法律之《德国商法

典》。理由之三，上海威速还认为，双方对货物约定的是

FOB离岸价格，根据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双方之间

约定的合同履行地也是德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也应

适用德国法。而被告代理人认为，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是

买卖合同关系，而非代理关系，且无论是二者中的任何关

系，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都应适用中国法。被告代理人主

张的理由之一，从双方的业务往来来看，原告与第三人

（中国客户）间先签订买卖合同，再将所需商品明细交由

被告确认，确认后在货款的结算方面，原告方向被告支付

订单记载的货款，而原告方向第三人（客户）销售的货款

则由客户直接支付给原告，而非直接支付给被告或被告指

定的账户中。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完全符

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代理人观点分歧明显，法庭

之上，唇枪舌战相持不下。

 

三、法院的结论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上海一中院认为，在本案当事人未约定合同争议适用

法律的情况下，应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本案的法律

适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确定本案法律适用

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性质本就是争议的

焦点之一，故本案法律适用应考虑合同履行方面的因素。

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事实，该合同的履行环节包括：被告

公司授权原告在中国华东地区销售其产品，原告方通过被

告上海代表处发出订单，货物交付则部分在上海保税区仓

库内，部分为进口，货物交付后在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

保养等均在中国境内，因此，相对于德国来说，中国与本

案的审理有更密切的关系，故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二）关于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

上海一中院认为，根据中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的

规定，委托代理关系最基本的法律特征是由受托人处理委

托人的相关事务，委托人应该向受托人支付报酬，而受托

人应该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转交给委托人。但本案

中，合同履行并不符合上述规定。第一，原告并未以被告

的名义代其进行销售，而是由原告公司从被告处购入产品

后，以自己的名义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进行再销售。第

二，原告方将被告产品向客户销售后，并未将销售的货款

转交给被告，而是归原告上海威速公司所有，以此赚取再

销售的利润。第三，原告方并未向被告收取过任何代理费

用，双方亦无此类约定。因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间系委

托关系的观点不成立，本案不予采纳。本院注意到，被告

曾就原告方在中国华东地区销售产品出具过《授权书》，

并确认原告方为其产品的“正式代理商”，对此本院认

为，由于双方买卖的是燃烧器设备，并非普通消费品，除

销售环节外满装调试以及事后的维修保养是不可比避免

的，被告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确定不同的“代理商”

并出具《授权书》的行为，有在中国市场保证产品品牌、

质量以及方便客户维修的作用，但上述“代理商”字样使

用并不改变双方间买卖关系的实质。

（三）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上海一中院认为，原告上海威速与被告间虽然存在

买卖合同关系，但是该关系并不同于一般的买卖关系。被

告除了向原告上海威速公司交付相关产品外，还指定了上

海威速公司作为其品牌产品的代理商，客户不论是需要购

买品牌产品还是要求售后服务，均需通过上海威速公司进

行。这种业务模式的优势在于：就原告上海威速而言，在

其代理商资格存在期间，其销售品牌产品的销售渠道有较

大的保证；就被告而言，上海威速公司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工作对于其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因此，

双方间的买卖关系是一种较为紧密的买卖关系，其业务范

围除直接的买卖环节外还包括售前的宣传、人员培训以及

售后服务的内容。从业务流程来看，上海威速公司接受第

三人（客户）订单后再向被告订购产品，这一订购销售的

环节是滚动进行的，上海威速公司在市场上大量接受客户

订单，是基于其对被告能够及时供货的信赖基础，一旦被

告停止供货，势必造成上海威速公司无法履行客户订单。

因此当被告欲与原告上海威速公司终止合同关系时，应给

予上海威速公司合理的宽限期，以便上海威速公司及时

安排客户订单的履行及已销售货物的售后服务等事宜。因

此，本院认为上海威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六个月的宽限

期是合理的，亦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

海威速公司诉请要求被告赔偿宽限期内的可期待的利润损

失，并按照前五年平均利润计算六个月的可期待的利润，

计算方法合理，且与法不悖，可以采用，故六个月宽限期

内利润的损失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四、由本案引发的关于国际商事代理的法理思考

鉴于本案一审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起上诉，故对

上海一中院的判决的正确与否，笔者不想加以武断评判。

但本案确实让人在读完判决之后不断回味，反思比案件本

身更加抽象的国际商事代理法律制度问题，从更高的全局

视角来看，此类问题却有着更多引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模式创新

化的大背景下，原有的贸易模式也在不断分化重新整合，

法律制度或法律思维本身是否也要与时俱进抛弃原有的简

单化、条块化的法律关系定性，创新出新型的权利义务关

系新类型呢？从本案涉及的交易模式来看，采用单一的买

卖关系说，或者委托代理关系说都不能完整地揭示出该业

务关系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事件中很多业务都是在不断

创新的，如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起新

生的一种集融资与租赁于一体的新型法律关系，先有实践

然后被法律认可并确立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我国《合

同法》中已有单章规范之。而本案中的业务模式，笔者也

认为是一种及代理、国际贸易和经销三种关系于一体的融

合、整合或组合之后的新型业务关系。不可以偏概全地用

单一买卖法律关系对之轻易判断。简单判断的结果必然是

使当事人的某些特殊利益被忽视而无法得到救济。如本案

中，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出六个月的宽限期的可期待的

利益损失之外还要求额外的一年的补偿。其逻辑依据是经

过十多年的市场开拓和积累，原告已经为被告在中国华东

地区开创出一个很大的既有现实市场，而一旦解除关系，

这块市场蛋糕将从原告手中转移到被告或其新的代理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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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故被告应对原告贡献的市场份额进行补偿，世界各国

普遍存在这样的规定，若用单一买卖法律关系定性则无相

应依据支持该项诉请。

其次，本案件强行依据中国《合同法》中关于委托

代理关系的规定来定性涉讼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否有削足适

履之嫌呢?基于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适用《合同法》21

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调整亦有力不从心之嫌。笔者认为，

无论是21条中对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的规定，其应倾向

于是一种事务性的代理，这种代理具有单次性、偶发性、

短期性的特征，追求一次性把事情处理完毕并取得预期之

效果。而《民法通则》中的代理基本上是指直接代理。用

21条的内容调整跨国的具有多元业务组合特征的长期性的

国际商事代理法律行为，笔者认为是不合适的，正所谓勉

强为之而力所不逮。本案中，法官认定其不属于代理关系

后的一个说辞是“原告方并未以被告的名义代理其进行销

售，而是由原告威速公司从被告处购入威索产品后，以自

己的名义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进行在销售”。殊不知，

在国际商事代理活动中，这种模式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交

易过程跨越重洋，相距遥远，基于信用和结算等因素，这

样做对双方更安全稳妥。我国的外贸代理制度中亦存在大

量的外贸公司接受无外贸经营权的企业的委托以外贸公司

自己的名义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同外商签订进出口合同。

国际贸易中大量存在这种间接代理的贸易形式，代理人与

本人间可以选择通过买卖的贸易形式把货物从本人所在国

家转移到代理人所在国家。代理人与第三人间亦可自由选

择交易类型，彼此间签订代理贸易合同或签订买卖合同均

无不可。在委托代理的内外部关系中同时并存和整合买卖

合同的形式完成代理关系的实际履行亦无不可，实践中商

人有权利选择和独创任何可行的方便的而与强行法规范不

悖的交易模式。基于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中

尚无与本案中所言商事代理法律关系完全匹配和适格的法

律制度。希望在今后的商事立法活动中学界和立法者予以

关注，对此类具有长期经销关系的两个商事主体间的合作

代理关系进行全面完整的法律规范，避免法官在判案时以

“某方主张更有理”“于法不悖”和“本院予以确认”的

方式来对案件进行裁判。

再次，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上，笔者注意到法官在适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主要强调了应更多考虑合同履行方面

的因素：根据查明的事实，系争合同的履行环节包括被告

公司授权原告放在中国华东地区销售期货物，原告方通过

被告上海代表处发出订单，货物交付部分在上海保税区仓

库内，部分为进口，货物交付后再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

保养在中国境内等。笔者注意到法院强调的这些因素其实

主要涉及代理关系的外部关系。而本案的争议起源于被告

对代理权的解除和撤销，这与上述强调的合同的履行关联

性其实不大。而代理权的撤销完全由被告单方自主决定，

原告只是被动地被通知（而不得不接受），本案的争议其

实很单纯，即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内部关系问题，代理的授

予与撤销主要取决于委托人，委托人处于优势地位。在法

律适用上应主要考量委托人的属人法来判断，对擅自撤销

的法律后果亦应主要考量委托人的属人法来判断才是公平

合理的。委托人连自己本国的法律都不能遵守的话，其何

能尊重对方之法律？在中国民法典草案中，对委托内部关

系的法律适用上，笔者注意到了是使用委托人的属人法。

只是这一顺应世界立法潮流的规定不知何时才能出台生

效。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时，笔者也对从事代理业务的国内

企业建言几句。一是在合作初期一定要签订一份完整详实

条款完备的代理协议书，对代理的期限代理的佣金形式、

争端解决及法律适用、代理关系的解除及补偿等做出明确

的规定，以免日后维权缺乏证据。二是要完善交易流程，

做到结算的严谨对应，在收到第三人的货款后及时按照约

定的方式转结，避免对方抓住把柄，否认代理关系而主张

是买卖关系。三是要有高度的商业敏感和悟性，准确衡量

把握委托人对自己代理行为的满意度，及时维护和修复对

方的不满意和关系裂痕，避免委托人突然中终止合作关

系，给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商业损失和讼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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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担保的若干问题研究

贷款融资是企业的基本需求之一，而往往伴随贷款融

资的就是担保。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加强加之中

国政府鼓励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现在中国企业的眼光及

行为也日趋国际化，它们已经不满足于从国内银行借款，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的国际融资平台。对于境外的贷款

人而言，它们在提供融资的同时，往往会要求借款人提供

境内的有效担保。

以下是笔者曾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 

李总系国内一家公司A的股东，同时李总在境外也注

册成立有一家公司B，这时候B公司需要在国外融资贷，李

总找到境外朋友Jack，Jack同意向公司B提供借款，但是

提出要李总或者李总的国内企业A提供担保。

当李总向我们提出这种方案时，我们当即否决了这种

方案，并告诉他，这个方案不符合对外担保的规定，无法

执行。本文将结合这个案例，具体分析对外担保流程中需

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对外担保的定义

2010年7月3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了《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0第39号）（下文简称“39号文”）。39号文系根据

《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银发1996第302号）而

制定，虽然基本原则未变，但是在众多条文中均有大幅修

改，可以说极大程度上简化了对外担保的流程。

39号文对于“对外担保”的定义是：“是指境内机

构（担保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及《办法》的规定，以保证、抵押或者

质押等形式，向境外机构（担保受益人）承诺，当债务人

（境内外机构）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由担保人

履行义务或者由受益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将抵押物、质物折价

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行为”“境内机构对外提供

担保，如被担保人为境外机构而担保受益人为境内机构，

视同对外担保管理，适用本通知规定”。

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对外担保的主体一般包括三

方：担保人、被担保人和受益人。而除了担保人、受益人

必须是境内机构外，被担保人可以为境内外机构，这样一

来就存在下面两种情形：

（1）被担保人是境外机构；

（2）被担保人为境内机构。

二、对外担保的主体限制

对照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个案例，李总提出的方案属

于第一种情形，即被担保人是境外机构。下面具体分析一

下，为什么李总的这种方案不可行：

首先，如果担保人是A公司，所以这属于企业作为担

保人的对外担保，根据39号文的定义，担保人是境内机

构，而境内机构可以分成银行和非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

和企业）两类。

对于企业是担保人的，被担保人必须是担保人按照

规定程序在境内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企业。换句话

说，按照39号文的规定，企业B必须是A公司设立、持股

或间接持股的企业，形象比喻，就是“父母”可以给“子

女”提供担保。而B公司并非是A公司的“子女”，充其量

A B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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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算是“兄弟”。所以A公司为B公司提供担保，就不符

合对外担保的规定。

其次，假设担保人是李总，那么B公司是李总投资设

立的企业，是否就可以避免上面所说的限制呢？这就涉及

到自然人能否成为对外担保的担保人问题，首先，国内现

行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禁止境内个人提供对外担保，就担

保能力来讲，个人未必比机构弱；但是， 39号文中定义

“担保人”明确用了“境内机构”而非“境内机构或个

人”所以39号文直接将个人排除在担保人范围之外，这样

一来，李总向直接为B公司提供担保的方案也不可行。

最后，这个方案还有一点也不符合39号文，那就是

“担保收益人”的限制。39号文中规定“担保受益人”为

“境外机构”而不能为“境外个人”。

因此，上述种种规定决定了，Jack借钱给B公司并由

李总或A公司给B公司提供担保的方案并不可行。

 

三、更换的交易架构

那么要使得这个交易可行，就必须依据39号文对于

交易架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在最大程度保留原交易

架构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交易方案，和原方案不同

的是，担保人不再是A公司或者李总，而是变成了境内银

行，而境外的收益人也不再是Jack而是换成了境外的银

行。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境内银行向境外银行担保，由境

外银行向B公司贷款，而李总或者A公司向境内银行提供反

担保。

图示

而上面两种交易结构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担保人由A公

司变成了境内的银行，对应着的被担保人的范围和对外担

保的审批方式相应有所区别。

首先，根据39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境内银行提

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

业提供对外担保以逐笔核准为主，具备一定条件的可以实

行余额管理，也就是说，如果是企业作为担保人，那么每

笔担保业务都必须上报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而如果银

行是担保人，则只要在银行预先审核的担保金额范围内，

就不需要再向外汇管理部门报批，这在程序上节省不少时

间。

更为重要的是，从被担保人的范围上看，39号文第

10条规定“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应严格控制在外汇

局核定的指标范围内，被担保人不受与境内机构的股权关

系、净资产比例和盈利状况等限制，但应符合国家有关担

保等法律法规及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换句话

说，如果银行是担保人，即使B公司不是A公司在境外设

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公司，甚至B公司和A公司没有一点

关系，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境内银行也可以对境外的B公

司提供对外担保，只要银行本身对外担保的余额充足。

此外，如果担保人为企业的话，39号文对于担保人本

身还有条件的限制，即其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原则上不

低于15%，外汇局为企业核定的余额指标和逐笔核准的对

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也就是说，如果A

公司直接提供对外担保，则外汇管理部门将会按照这一标

准审核A公司的资产情况。如果担保人为银行，则A公司作

为反担保人，没有任何的条件限制。

四、 延伸的交易架构

上文中提到，对外担保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被担

保人是境内机构。

同样结合上面的案例，笔者分析在这这种情形下的

对外担保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款的公司不再是境

外的B公司而变成了境内的A公司，A公司不向境内银行借

款，转而向境外银行直接借外汇，同样的这里也涉及如果

要以企业为担保人的话，那么还是会有上述那些限制，这

里为了避开限制还是采用了银行为担保人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实际上不仅涉及对外担保的问题，还涉及到

国内企业举借外债的问题，因此如果A公司是内资企业，

向境外银行借款的时候，同时应当根据外债管理的相关规

定，向外汇管理部门申请外债额度，并满足内资企业举借

外债的条件。如果A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而借款的额度

在“投注差”之内，则举借外债只需要在外汇局进行备案

即可，无需经过审批，相应会简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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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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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s “Going Global”
initiative and growth of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s, the working force dispatched abroad
from China has been growing significantly. As
of July, 2012, a total number of 6 million workers
have been dispatched to more than 1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hich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oos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creasing
national income and promo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with su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said
Minister of Commerce Chen Deming at the a
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on July 30, 2012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ogether with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Ministry of Transport,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urpose of the conference was to promote and
emphas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the "Regulations") which
were adopted at the 203th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May 16, 2012 and have become effective as of
August 1st, 2012.

The Regulations are the first specialized law
regulating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and
hence are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will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elow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Regulations.

I. Qualifications For Engaging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Regulations,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means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organizing and dispatching workers to work for
enterprises or organiza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Foreign Employers”). Foreign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are not allowed to recruit
workers in China to work abroad.

Under the Regulations, an enterprise shall apply to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pproving Authority”) for the Qualifications
Certificate for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to engage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and to be
eligible to apply for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an
enterprise shall:

- be qualified as an enterprise legal person
under Chinese laws;

- have a paid-up registered capital of no less
than RMB 6 million;

- have at least three management personnel
who are familiar with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 have complet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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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legal representative who does not
have a criminal record.

An enterprise which has not obtained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s prohibited from
engaging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nor shall it organize or dispatch workers
to work abroad in the name of business or pleasure
travel or study. An enterprise which has obtained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not allow other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on its behalf.

II. Obligation of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within 5 days
upon its business registration, shall deposit RMB 3
million to a special bank account designated by the
Approving Authority or provide a bank guarantee
in the equivalent amount as reserve fund to make
payment for the following purposes in the event
that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s Enterprise is
unwilling or unable to pay (i) services fees charged
by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s Enterprise in
violation of the laws which shall be refunded to the
workers; (ii) remunerations due to the workers by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relevant laws; (iii) damages payable to the workers
according to relevant laws, and (iv) expenses for
the workers to return to China or receive
emergency rescue. Once the reserve fund is used,
the deficiency shall be made up within 20 days.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services to the workers:
- providing trainings on working skills, safety

knowledge, foreign language, local laws,
religions and customs and other knowledge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the workers to work in
the country or region that they are dispatched
to;

- purchasing personal injury insurance for the
workers while they are working abroad unless
such insurance has or will be purchased by the
Foreign Employers as agreed;

- handling the entry and exit procedures for the
workers and their work and residence permits
in the country or region where they work;

- preparing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and in
the event of emergency, handling the situation
in a timely and proper manner and reporting to
the Chinese embassies or consulates where the
workers work; and

- making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 workers and
reporting the plan to the Approving Authority in
the event that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terminates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s
cooperation.

III. Contracts Related to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Three types of contracts are involved in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which include:
1.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

between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and the Foreign Employer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s is
required to enter into a writte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 with the
Foreign Employer. No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enter into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 with foreign
individuals.
The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
shall set forth (i) the job description, work
location, working time and leave and
vacation of the workers; (ii) term of the
contract; (iii) remuneration of the workers
and payment methods; (iv) pay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for the workers; (v)
working conditions, labor protection,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occupational hazard
protection for the workers; (vi) welfare
benefits and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workers; (vii) handling of the foreign
residence and work permits for the workers;
(viii) purchase of personal injury insurance
for the workers; (ix) severance pay to the
workers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by the
Foreign Employer; (x) assistance and rescue
provided to the workers in the event of
emergency; and (xi) breach of contract
liabilities.

2. Service Contract or Employment Contract
between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enter into Labor Service Contracts or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the workers.
Both contracts shall include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and the Labor Service Contract
shall also set forth the project that the
workers are dispatched to work on, the
service fees and payment methods and
breach of contract liabilities.

The service fees charged by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be in
compliance with relevant rules formulated
by the pricing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shall not
charge any service fees from those
workers who have entered into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3. Service Contract or Labor Contract
between the Foreign Employer and the
Workers
A Foreign Labor Services Enterprise has
the obligation to assist the workers in
entering into Service Contracts or Labor
Contracts with the Foreign Employer, and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in such contracts are in
compliance with those in the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s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and the Foreign Employer.

IV. Legal Liabilities
The legal liabilities that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may be subject to for vio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include revoca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confiscation of the illegal gains and
penalties up to RMB 200,000.
Engaging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business without
a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may subject an
enterprise or the responsible person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even criminal liabilities.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of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may be revoked and its illegal
gains may be confiscated if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 organizes and dispatches workers to work

abroad in the name of business or pleasure
travel or study;

- allows other unit or individual to organize and
dispatch workers to work abroad on its behalf;

- organizes and dispatches workers abroad to
engage in work related to gambling or
pornography;

- fails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serve
fund and refuses to cure upon warning by the
Approving Authority; or

- causes major labor disputes, emergency events
or causes other severe consequences.

A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may be imposed
a penalty up to RMB 200,000 and the responsible
individual may be imposed a penalty up to RMB
50,000 if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

- organizes and dispatches workers to work
abroad without providing proper training to
them;

- fails to purchase personal injury insurance for
the workers while they work abroad;

- fails to assign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accompany the workers dispatched;

- fails to enter into a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Contract with the Foreign Employer;

- fails to enter into Service Contracts or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the worker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 enters into contracts with unapproved Foreign
Employer or foreign individuals;

- provides false information while entering into
Service Contracts or Employment Contracts
with the workers, which may also trigger
criminal liabilities;

- fails to handle emergency events in a timely
manner; or

- fails to make proper arrangements for the
workers working abroad when it terminates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Prior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market was not well regulated.
Some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illegally organized
and dispatched workers to work abroad, and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were harmed and
mass labor disputes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The Regulations set up the rules to operate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which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market and hence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
Enterprises which are engaging in or intend to
engage i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business shall understand the rules set up by the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operate their business on the
right track and avoid potential legal risks and
damages. It is also advisable for Foreign
Employers which have the need for labor services of
workers from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to
facilitate smooth cooperation with the Foreign Labor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the workers.



解读《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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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领域： 
公司、并购、外商投资、国际贸易、海商海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下称“司法解释”）于2012年5月1日开始

正式实施，该部司法解释是近年来针对货运代理行业出现

的日益增多的法律纠纷进行的第一次专门性司法解释，该

《司法解释》更改和终结了此前存在的众多的司法争议，

为今后货运代理纠纷案件的审理起到了很好的统一和指导

作用。在此，笔者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对最高院出台的

《司法解释》几个主要的规定进行解读，以期和大家共同

探讨。

一、明确属于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的货运代理纠纷案件

类型

《司法解释》规定五类货运代理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

院专属管辖范围，其中，对于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

物运输事务过程中发生的仓储、陆路运输等纠纷明确规定

均由海事法院管辖。陆路运输和仓储属于近几年货运代理

企业向综合性物流服务企业转型中必然涉及的服务种类，

有别于传统意义的订舱、报关、报检等货运代理业务，

陆路运输和仓储服务为货代企业代理提供了更大的利润

空间。当然，服务种类增加意味着发生纠纷的机率也会增

加，一般来讲，运输和仓储（港口仓储除外）纠纷往往多

发生在远离港口和船舶的内陆，所以，实践中往往会出现

此类纠纷应当由普通法院还是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的问题。

《司法解释》此次作出了明确界定，凡是跟海上货物运输

有关的仓储和陆路运输均由海事法院管辖，如货物在场

站、港口和提货地之间陆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纠纷，货物

装船前在仓储期间发生的货损等。与海上货物运输无关的

陆路运输和仓储则不由海事法院管辖。

二、货代企业以承运人身份签发提单承担承运人责任

《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货代企业以自身名义

或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但不能证明获得承运人授权）签

发提单、海运单或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代企

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该条规定从法理角度分析，实际就是违反行政强制性

法律规定的行为是否必然导致运输合同无效。众多周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从事国际

船舶运输或无船承运业务均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并经

审批方才可以从事上述经营业务，即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存

在严格行政法律规定和审批程序。违反行政强制性法律规

定是否必然导致运输合同无效？《司法解释》在此作出了

否定性回答，基于的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

条，该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

‘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知，只

有违反了效力性规范的行为才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国际

海运条例》并未规定如未经审批获得承运资格而从事承运

业务产生的运输合同无效，因此，针对货代企业擅自以承

运人名义签发提单等运输单证的行为，《司法解释》在此

肯定了其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法律地位，此规定有利于

维护货主利益和其权益的主张。

三、肯定“扣单”合同条款的有效性

《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货

运代理企业交付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取得的单证以委托

人支付相关费用为条件，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

关费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未

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货运代理企业以委托人未支付相关费

用为由拒绝交付单证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提单、海

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除外。

在日常的货运代理业务操作中，货代企业处理的单

据一般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运输单据；一类是报关报检

单据。在以往的实践中，货代企业以欠费为由扣单的情形

屡屡发生，货代企业的扣单行为是否合理，以往的司法实

践并不统一，《司法解释》此次明确对此作出了规定，对

今后的司法审判起到了统一指导意义。同时，需要指出的

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单据，《司法解释》对“扣单行为”

作出了区别性规定，即：对于运输单证的扣单行为，只有

在有明确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方可扣单；而对于报关报检单

据尤其是货主利益相关的核销单，根据《司法解释》的规

定，无论是否有合同约定，货代企业均可以欠费为由行使

扣单权，对货主来讲，尤其应当注意此条的规定。

对于《司法解释》该条的规定，个人认为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即虽然该条已经对货代企业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行

使扣单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对于扣单时是否必须与

欠费相对应一事，该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众所周知，在

实际业务中，货代企业和客户采用“月结”结算费用的方

式比较普遍，往往前期的欠费所对应的单据已经由货代企

业交付给货主，所以如果扣单的话，会出现因以往欠费扣

现存单据的行为，那么，货代企业在此情形下是否仍旧可

以扣单，实践中极易引起争议，有待于最高院进一步以司

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

四、明确货代企业代理未经备案的无船承运人签单或

向其订舱的法律责任

《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货运代理企业未尽谨慎

义务，与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

业务经营者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造成委托人损失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规定：货运代理企业接受未在我国交通主

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委托签发提

单，当事人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和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对

提单项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货

运代理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追偿。

近几年，随着无船承运业务的发展，因为运费差额

利益的诱惑和国际货代行业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实务中存

在众多未经许可即从事无船承运业务的货代企业和众多未

在中国境内取得经营资质的外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中

国境内从事无船承运业务。因为行业经验的限制，货主往

往在业务操作中很少审核签发无船经营者提单人的资质，

从而导致在出现货损纠纷时，货主往往处于不利的诉讼境

地。尤其就货代企业代表未在中国境内取得经营无船承

运经营资质的外国无船承运经营者签发提单货代责任承

担的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08年7月4日出具的

（2008）民四他字第14号复函，规定虽然外国企业未取

得无船承运业务资格签发未经登记的提单，属于违反《海

运条例》的情况，但其行为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提单应当认定为有

效。签发代理人与无单放货之间无因果关系，对提单持有

人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从该复函可知，货代企业只要证明

自身是签单代理人，则其责任可以免除。该规定从一定程

度上来讲大大损害了货主利益。因为，面对向外国无船业

务经营者的索赔，即使胜诉，也都会面临判决如何在国外

执行的问题，因此，基于此种执行障碍，往往大多数货主

选择放弃胜诉而接受自担损失。可喜的是，《司法解释》

在第十二条更改了上述第14号复函的部分规定，即仍认

可托运人与未取得经营资格的外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之

间的运输合同依然有效，但是，货代企业不再可以免责，

而应当与外国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该

规定不仅消除了货主此前存在的求偿风险，而且对于货代

行业经营起到了良好的规制作用，基于法律追偿风险的存

在，货代企业必将不会单

纯为了追求利益而不尽审

核义务代理未经取得经营

资质的外国无船承运业务

经营者签发提单。

此外，需要引起货代

企业注意的是，此次规定

不仅规定接受未在我国交

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

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

委托签发提单需要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同时，因未

尽审慎义务，向未在我国

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

记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

订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

同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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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领域： 
公司、投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投资项目的优势越来越

突出，不仅引起了企业家的注目，政府也在逐渐加大力度

推进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

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出台《关于

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对

民营企业“走出去”投资落实了金融、外汇等多方面的

政策支持。具体实施层面，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资

金，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对外承包工程

保函风险专项资金”、“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

贷”、“境外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专项资金”等。

从政策、境外项目条件和与此相关的法律服务的质量

三个方面, 我们认为，当今企业走出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

和三个要素。走出去，正当时。

一、2012年“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

新动向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企

业家经营管理的意识和水平提高。国界已经不能限制优秀

企业家的眼光，他们意图将事业发展到国外，着眼于国外

经济效益更好的项目来壮大自己的企业。与此同时，国家

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国内资源短缺,补充在农、

林、矿方面稀缺资源，扶持我国企业壮大自身力量,增大国

际影响力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对“走出去”的企业

进行支持、帮助。

对比2007年至2012年发布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

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家对于推进企

业走出去的政策从支持力度、支持范围等方面的优势更加

明显。

（一）支持力度逐渐增大

2007年前，同一企业当年获得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

项资金累计补助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2007年以后到2011

年该限额提高到3000万元人民币。而在2012发布的通知当

中最终取消了同一企业当年获得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

资金累计补助限额。与此同时，2007年以前国家对外出人

员的补贴数额为200元人民币，2007年增加至400元人民

币， 2010年每人补助限额增至500元，到2012年每人补助

限额取消。而代之以“一定数额的支持”，即可依企业的

业务类型自由调整数额。

另外，对于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前期费用，2008

至2011年均规定支持比例不超过可享受支持的前期费用的

50%，而在2012年，50%的比例限制被取消，增大了可调

整的幅度。不仅如此，2012年发布的通知在资源回运运保

费、“走出去”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两个项目上都取消

了前几年存在的20%和50%的最高限额比例。

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全方位、大幅度地增大了支持的

力度。以上变动不仅仅代表现状更表现出一种逐渐增强趋

势。

（二）支持范围拓宽

重点支持项目增加：较之2007-2008年境外直接投资

类的扶持重点，2010年增加了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

项目，而在2011年又增加了装配制造业项目。对于重点支

持的对外承包工程类项目，2010年在已有BOT项目上增加

了PPP项目，增加了支持类型。

增加了资金支持内容：2010年以前对于劳务人员的补

陈超然  
实习学生

助是按照派出人数计算的，而在2010年的资金支持内容中

增加了外派劳务人员适应性培训费用，根据实际培训和派

出的人数进行补助，增大了补助的范围。在2012年还增加

了企业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的保费一项。

在资源回运运保费一项中，2012年增加规定支持矿业

项目的资源回运，并列举了支持回运保费的矿产种类。

（三）程序规定可操作性更强

2012年发布的申报工作通知中，在申报和资金拨付程

序一节将中央企业申报程序和地方企业申报程序分开，并

且重新详细规定了地方政府的申报办法，规定由地方政府

进行本地区专项资金项目的评审工作，并且规定由地方政

府制定本地区企业的项目支持比例。 由地方财政部门向企

业拨款，此规定改变了2012年以前全部由中央政府决策、

由财政部拨款的规定。 这样的规定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自主

权，使他们由项目申领中单纯的工作者变为决策人。

与此同时，2012年的新申报通知中还规定了省级财

政、商务主管部门可以在资金中列支不超过本地区资金总

额3%的相关管理性支出，将本地区资金数额与政府机关可

获利益挂钩，使地方政府支持本地区企业“走出去”的积

极性高涨，保证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积极响应，从而使政策

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使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

2012年的申报通知中还建立了反馈制度，即规定企业

在收到专项资金后应将到位时间、额度以及账务处理信息

反馈给财政部或者省级财政主管部门，能更好更快地了解

专项资金的收到情况、处理方式等相关信息，确保资金的

有效及时利用。

另一方面，从贷款贴息政策上来说，2012年以前仅对

企业从境内银行取得的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贷款给与补

贴，而在2012年可补贴的贷款不仅可从境内取得也可由我

国企业在境外设立的控股企业从我国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

构取得，针对特许经营类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贷款可由境

外项目公司从境内银行取得，也可以从我国银行在境外的

分支机构获得。这样的规定更符合对外投资企业的实际情

况，同时也更加方便对外投资企业获得贷款与补贴。

（四）政府对企业金外投资活动的认识更加成熟

随着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增多，流向境外的资本数

增大，政府对于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的认识可更加深刻、全

面。在2010年发布的专项资金申请通知中，首次对于境

外投资、境外农、林、渔和矿业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对

外劳务合作进行了定义。同时在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的

BOT项目上增加规定了其衍生方式BOOT、BOO、BT以及

TOT。

在2011年的专项资金申请通知中将2010年单独列出的

对外设计咨询工程划入对外承包工程类，并明确了对外承

包工程的范畴。

可以看到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兴盛，政府对

于投资项目也更加了解，认识也更加专业。因此发布的政

策与支持也更加贴近投资者的实际需要。

我国还在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多次修改了配套规

定，如《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统计制度》以及《对外劳务合作统计制度》，建立了外派

劳务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这些方面都显示出我国对于境

外投资的重视，体现出极大的政策优势。

二 、企业如何借势扶持政策“走出去”

如上所述，企业“走出去”投资现在从政府政策层面

上已得到足够的支持。如何安全的将资金跨越国界为企业

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成功投资，则不得不谈专业服务的重要

性。

境外投资中，投资目的国可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交

易习惯、不同的风土人情。做好投资地的尽职调查对于生

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有效地收回投资都是至关重要的。涉

外律师可以联手当地律师为企业做好尽职调查工作，并且

因地制宜设计相应的投资架构，参与谈判与交流，审查合

同，维护企业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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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正当时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及相关办法的解读

擅长领域： 
涉外投资

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投资机会及相关移民服务

德和衡投融资团队涉外组为满足越来越多民营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需要，以及投资过程中企业家本人及其家庭

的移民需求，整理了加拿大、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相关投资机会及相应的投资移民资料，发布

于我们的投融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637126547），供客户选择。希望通过我们和国外合作机构的共同服

务，为企业家及其家庭在投资国的生意和生活保驾护航。如您对投资项目或移民感兴趣，请联系邱榆霞律师（电话：

010-85219993  邮箱：qiuyuxia@deheng.com）。



司法实践与理论探讨

浅议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

王悦建  律师

擅长领域： 
公司、期货金融、劳动法、争议解决

摘要：本文从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现状出发，分

析了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在体制、形式、内容和效力方

面的不足，并结合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发展的两个

新趋势——宽松化和对它加以合理的限制，提出相应的改

进途径和建议，以期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完善和

具体涉外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关键词：涉外协议管辖  国际民事诉讼 意思自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国际贸

易稳定增长和国际交流日益深入扩大。伴随这一趋势，在

我国司法领域内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也呈现出不断

增长的趋势。在处理这些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受诉法院

有无管辖权是当事人争议的首要焦点。管辖权问题不仅关

系到一国的司法主权，还关系到诉讼程序的开始，实体法

律的选择和判决在域外承认和执行的问题，所以管辖权的

归属问题受到各国的关注，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管辖权的

争夺。涉外律师常说的一句话：“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

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

律”。协议管辖制度的出现调和了激烈的管辖权争夺冲

突，使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相对简单化。所谓

协议管辖(agreed jurisdiction)，亦称合意管辖，通说是指

涉外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就

管辖权问题达成协议，自行决定将其争议交由某国法院审

理的管辖权制度。笔者在处理涉外案件的过程中，不断遇

到来自当事人的疑问“中国法院对我的案件有管辖权吗？

如何让中国法院接受我的案件？”或有关法院对案件管辖

权的否定：“我们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因此我们不能受理

你所代理的案件”。涉外案件管辖权理论上的疑问，降低

了诉讼的可预见性，阻滞了案件的处理，不利于社会的公

正和效率。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现

状及问题，结合国际社会协议管辖的发展趋势，尝试分析

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以期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完

善和具体涉外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起步晚，1982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92条只允许当事人以书

面协议选择仲裁，而不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行使管辖

权，包括内国法院和外国法院。最早明确规定涉外协议管

辖制度的是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该法第244规定：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

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

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

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

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涉外协议管辖的规定没有做出修

改，只是旧法的第244条现为新法第242条，原第245条现

为新法第243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涉外协议管辖制

度的规定与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定是相符的。

二、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成长环境，

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民事诉讼

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宽松程

度不相适应，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

1、发展历史：双轨制体制

由于建国以后我国一直采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

制，法律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必然受到国家的主导和影响，

积极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很少赋予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权

利。我国协议管辖的双轨制体制指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默示协议管辖作了明确的规定，而对国

内民事诉讼则只规定了明示的协议管辖，没有明确肯定默

示协议管辖。这种区分国内与国外的双轨制体制在运行的

过程中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使我国的协议管辖制

度不够完整，因为它使得我国法律内外有别，不利于法律

制度的完整统一；另一方面使得民事诉讼法的权威受到严

重损害，因为其在立法中未明确肯定国内民事诉讼中存在

默示协议管辖，又未明确加以否定。

2、立法价值取向保守 

亚当 斯密曾说:“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其环境

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协议

管辖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公平，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

义，其另一重要目标是效益，要实现当事人双方、法院以

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但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立法者所坚

持的价值取向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时代立法的要求，

更无法有效应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民商事诉讼案件日

益增多的状况。所以，原有保守、陈旧和滞后的立法价值

取向，有悖于协议管辖制度对公正和效益的价值追求。

3、涉外协议管辖立法形式上的缺陷

首先是前文所述的我国实行的是协议管辖的双轨制，

使得法律制度不统一，内外有别；其次是立法体例、体系

等立法技术上的不足，未将协议管辖制度视为一种独立

的法律体系而独立成章节；最后是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242条规定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形式过于严

格。

4、涉外协议管辖内容规定上的缺陷

在涉外协议管辖范围规定上：一方面是对客体范围的

限定，由于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实际联系原则”， 所以要

求协议管辖的客体，即被选择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要有“实际联系”，否则法院有权认定协议无效，这在某

种程度上是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另一方面，我国

涉外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

权益纠纷之中，但并未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未明确界

定“涉外合同”与“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围，从而给

法院在审查涉外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时带来不便。

三、国际民事诉讼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民事诉讼涉外协议管辖制度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即宽松化及对之加以合理限制。国内曾有学者

指出：“是否承认协议管辖和在多大的范围内承认协议管

辖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民事管辖权是否开明和便利诉讼的

标准之一。”

1、协议管辖制度的宽松化

（1）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私法自治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协议管

辖的领域已经从商事领域扩展到其他民事领域，并逐渐渗

透到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亲属法中。

（2）形式要件不断放松

根据《布鲁塞尔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

定，协议管辖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有书面证明的口头协

议、当事人间业已形成的惯例等。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放

宽了对协议管辖的形式的限制。

（3）被选择法院与争议之间的联系日益减弱

从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到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

公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崇尚的协议

管辖“实际联系原则”已经逐渐被欧美法系国家所宣扬的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所取代，其并不要求被选择法院

与案件之间必须存在实际联系。

2、协议管辖制度的合理限制

（1）宏观化的限制: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对协议管辖的

限制

一国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利益与基本原则的体

现，所以当事人的协议管辖不得违背该国的公共政策。为

了避免协议管辖的这种趋势，很多国家采用立法的方式来

加以限制，即所谓的“直接适用的法”。

（2）微观化的限制:弱者保护原则对协议管辖的限制

随着实体正义在国际私法领域的逐步确立，在一些国

家的法律中呈现出对某些法律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加以特殊

保护的重要特点，进而形成了 “弱者保护原则”。这种对

当事人的自由限制构成了对协议管辖的限制，这种限制是

有其合理性的，可以防止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出

现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弱势方缔结对其有利的管辖协

议而损害弱势方利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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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属管辖对协议管辖的限制

专属管辖是以国际民商事争议与有关国家的联系程度

作为确定法院国际管辖权的标准,它强调一国法院对与其

本国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密切联系的国际民商事案

件，如涉及到国家公共政策，或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

案件具有专属管辖权，从而排除其他国家法院对该国际民

商事案件的管辖。因此，协议管辖不能违反一国对专属管

辖的规定。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规定：当事

人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原则上，当事人的选择不应影响

一国关于诉讼标的或者请求数额的管辖权限以及缔约国国

内法院管辖权的分配。

四、完善我国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建议

对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应本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

又尽量减少冲突的原则，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积极吸收

世界各国以及国际公约的合理做法，适应协议管辖制度宽

松化的国际趋势。

1、逐步取消双轨制体制，实现国内、涉外协议管辖

立法合一

协议管辖双轨制的存在从体制上影响了协议管辖立法

的价值取向，国内与国外的双重标准影响了协议管辖公正

和效益价值的实现。因此，应当取消国内和涉外协议管辖

的区分，将两种协议管辖的规定合一。

2、拓宽协议管辖的形式

应将协议管辖的形式扩展到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

他一切合理的形式，而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和默示形式，

实现形式要件的宽松化趋势。同时要加强立法体系建设，

使协议管辖制度有自己独立完善的发展体系。

3、明确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 242 条要求协议管辖案件是“涉外

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但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

所以我国立法中应该明确涉外协议管辖案件的适用范围，

除了包含传统的涉外合同纠纷之外，还应涵盖侵害财产权

的案件、不当得利纠纷案件、无因管理纠纷案件以及离婚

案件等。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对客体范围的规定，在坚持“实际

联系原则”的基础上尽量放宽涉外协议管辖中“实际联系

地点”的具体范围，并且尽可能的扩大这个范围，更好的

实现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合意。

综上所述，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对我国开展对

外民商事活动，解决民商事纠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

国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把握国际民

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趋势，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我国

的涉外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使我国的涉外案件管辖权

不断得到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和推动我国的对外交流和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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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之不予承认和执行

干文淼    律师助理

擅长领域： 
国际贸易、公司、争议解决

《纽约公约》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重要的一项国际

公约，自1958年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美国纽约召

开的国际商事仲裁会议上通过以来，它对各国国内仲裁立

法、国际仲裁立法和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论和司

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纽约公约》

是国际条约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遵守与良好执行的典范，

是国际法领域最为成功的条约之一。从实际功绩来看，

五十多年来，《纽约公约》在促进各国国内仲裁立法的健

全与完善、推动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以及扩大国际经

济交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大厦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根

支柱”，“有资格成为整个商法历史上最有效的国际立法

实例”。

自1987年4月22日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以来，中国

法院一直高度重视《纽约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先后发布

了多个关于执行《纽约公约》的通知，一再强调要严格按

照公约的规定审查是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切实履

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总体而言，中国法院关于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我国法

院也依据公约的规定及个案情况，拒绝承认和不予执行了

一些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

这同样也是遵守《纽约公约》的表现。

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一

方面是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程序上不符合

我国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原

因，就是这些外国仲裁裁决具有某些《纽约公约》第五条

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因此，对《纽约公

约》第五条两项共七种情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是非常

必要的，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各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考量和

把握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尺度，进而严格遵守

《纽约公约》的规定。本文将对《纽约公约》第五条两项

共七种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进行逐一分析

并配以真实案例加以说明，以期对今后这一领域的司法实

践有所裨益。

一、须当事人提交证据证明的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

裁裁决的理由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中规定的五种不予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是指在申请人一方提请人民法院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后，需要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证明

涉案仲裁裁决存在五种情形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而要求人

民法院对这些情形进行审查从而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国仲

裁裁决。如果被申请人没有提出请求，人民法院不应依职

权主动审查。例如，在麦考·奈浦敦有限公司向中国法院申

请承认和执行瑞士苏黎世商会仲裁庭的仲裁裁决一案中，

在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最高人民法院给出如下

答复：关于你院提出的“本案仲裁裁决因未作初步裁决而

违反仲裁地法律”以及“裁决裁定被诉人补偿申诉人律师

费，超出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的问题，根据《纽约公

约》第五条的规定，这类问题属应当事人请求才予审查的

情形，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提起，而本案当事人始终未提

及该问题，故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案

所涉仲裁裁决。由此可见，非依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不

得主动依职权审查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

五条第一项中规定的五种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

理由。

仲裁协议之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或仲裁协议无效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甲）款所规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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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为仲裁协议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

能力情形”，或者仲裁协议“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

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

法律系属无效”。

我国《仲裁法》第17条中规定的导致仲裁协议无效的

情形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

仲裁协议，由此可见，《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甲）

款所规定的情形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当事人之间未就提交仲

裁一事达成合意，包括一方当事人无行为能力或者就提交

仲裁一事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受到胁迫，从而导致各方当

事人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判断仲裁协议是否有

效的准据法依次是：当事人约定的法律、仲裁地法律，二

者为顺序适用的关系，即只有当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

律或约定适用的法律不明确时，才以仲裁地法律为准据法

进行判断。无有效的仲裁协议是较为常见的据以拒绝承认

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大约占所有拒绝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30%。

2、案例

（1）在申请人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向中

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可可协会的仲裁裁决一案

中，中国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根据新加坡益得满亚洲

私人有限公司与无锡华新可可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来往传

真，双方当事人之间未就购买可可豆事宜产生的争议达成

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英国伦敦可可协会以新加坡益得满

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单方拟定的仲裁条款仲裁有关纠纷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对该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

（2）在申请人美国VOEST-ALPINE国际贸易公司

（以下简称VA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一案中，中国法院审查的焦点也是

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就争议解决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

2004年8月25日至26日，代表被申请人江苏省对外经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外贸公司）的陈世棋与代表VA公司的

Nelson Lo一直就合同内容进行商谈，8月26日下午双方仍

然在讨论合同下的货物数量问题，特别是当Nelson Lo告

知陈世棋其已经收到了休斯敦总部发过来的修改后的销售

确认书时，陈世棋明确表示不要将修改后的销售确认书发

给他，但是Nelson Lo仍然发送给了陈世棋，对该份修改

后的销售确认书，省外贸公司收到后一直没有签署确认，

也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答复。根据上述事实，不能认定本

案双方当事人就解决涉案纠纷达成了仲裁协议。此外，仲

裁裁决虽然认为VA公司委托的立杰律师事务所于2004年10

月27日发送给省外贸公司的信中包含仲裁通知，省外贸公

司没有在合理的期间内否认该仲裁协议，因此双方当事人

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2004年10月27日，立杰律师事

务所通过快信和传真首次送达了仲裁通知，但是其无法确

保省外贸公司能够及时收悉该份来自域外的法律文件，而

当2004年12月14日VA公司委托中国律师再次送达仲裁通知

后，省外贸公司在2004年12月22日就此做出答复，否认了

仲裁协议的存在。VA公司的请求书没有限定答复的时间，

新加坡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也没有“合理期间”的限制要

求。因此，仲裁裁决以省外贸公司未能在合理期间内做出

答复为由认定涉案的仲裁协议已经成立，也是缺乏法律依

据的。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及新加坡的相关法律，不能认

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就解决涉案纠纷达成了仲裁协议，新加

坡国际仲裁中心受理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对该

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

（3）在申请人韩进船务有限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承

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中，由于案件所涉提单虽然在

正面载明了“与租船合同一并使用”，且在背面条款中载

明了“提单正面所注明的租船合同中的所有条件、条款、

权利和除外事项，包括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都并入本提

单”，但韩进船务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其提交的包运合同就

是提单所载明的租船合同，而且该包运合同的当事人并非

韩进船务有限公司，因此应认定该包运合同没有并入提

单，包运合同文本中的仲裁条款也没有并入提单，韩进船

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广东富虹油品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书面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因此中国法院对该仲裁裁决

拒绝承认和执行。

（二）送达或通知程序不当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乙）款所规定的情

形为当事人未得到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

因其他原因未能申辩。

如果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约定的仲裁程

序、仲裁规则或仲裁法的规定履行通知程序，则可能因仲

裁程序不当而导致所涉仲裁裁决被拒绝承认和执行。通知

程序的欠缺还可能因违反正当程序而致当事人未能申辩。

当被申请人在抗辩理由中主张己方未接获有关指定仲裁员

或仲裁程序的通知，而申请人主张仲裁庭或仲裁机构已经

进行了适当通知时，则申请人应就通知程序的履行承担举

证责任。同样，如当事人对是否有效送达存在争议时，也

必须有证据证明已经进行了有效送达，否则人民法院可能

会进行相反的认定，因此，有效的送达应保存一定的证据

以备发生争议时查询。

2、案例

（1）在申请人世界海运管理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承

认和执行英国伦敦“ABRA轮2004年12月28日租约”仲裁

裁决一案中，申请人根据《1996年英国仲裁法》的规定，

通过案外人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向被申请人送达，该送达

方式并非我国所禁止，在申请人能够证明被申请人已收悉

送达通知的情况下，该送达应为有效送达。但申请人未能

提供被申请人确认收到电子邮件或者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收

到电子邮件的其他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得到指定仲裁员和

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因此，该案仲裁没有得到承认和执

行。

（2）在申请人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向中国法

院申请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4－05号仲裁裁决一

案中，《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以下简称

《仲裁规则》）第53.2条规定：“仲裁庭在前款审理终结

时，应把将要作出裁决的期限通知当事人”，仲裁庭在宣

布2005年9月20日作出仲裁裁决后，直至实际作出裁决的

2006年2月23日，没有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再次决定

延期并通知当事人，由于在通知程序方面与《仲裁规则》

的规定不符，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

定的情形，因此，该案仲裁没有得到承认和执行。

（三）超越仲裁权限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丙）款所规定的情

形为“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

款之列，或裁决所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

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

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

行”。

仲裁庭的仲裁权限来源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仲裁

条款中的授权，因此仲裁庭的权限范围也应当来源于当事

人明示的交付仲裁的范围，对于当事人授权范围以外的事

项，仲裁庭当然不具有裁判的权利。超裁分为两类，一类

是仲裁裁决超越了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即仲

裁庭处理了当事人在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中没有约定的意

欲交付仲裁的事项；另一类是仲裁裁决超越了当事人提交

仲裁请求的范围，即仲裁庭处理了仲裁申请人在仲裁请求

之外的其他事项。同时，当仲裁庭所处理之事项部分超越

仲裁权限且该部分可被划分时，则仅应该对超越仲裁权限

的部分不予承认和执行，对未超越仲裁权限的部分仍应当

承认和执行。

2、案例

（1）在申请人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金属

交易所仲裁裁决一案中，从申请人美国GMI公司与被申请

人之一芜湖冶炼厂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来看，仲

裁庭只能对美国GMI公司与芜湖冶炼厂之间的买卖合同纠

纷作出裁决，但其却根据GMI公司的申请，将与GMI公司

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列为仲裁

被申请人之一，对所谓的GMI公司与芜湖冶炼厂及芜湖恒

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之间的纠纷作出了裁决，仲裁

庭对GMI公司与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所谓的买

卖合同纠纷作出裁决，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案仲裁协议的范

围。但该案中，仲裁庭有权裁决部分和超裁部分是明确可

以区分的。从最终裁决结果看，有明确裁决芜湖冶炼厂

单独承担责任的部分，就该部分裁决而言，仲裁庭有权裁

决，而且与超裁部分是可分的，亦不存在其他不应予以承

认和执行的情形，因此对于涉及芜湖冶炼厂单独承担责任

部分的裁决应予承认和执行。

（2）在申请人塞尔维亚共和国Hemofarm DD、

MAG国际贸易公司及列支敦士登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

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中，申请人

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宁公司”）在合资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仅约束合资合同

当事人就合资事项发生的争议，不能约束永宁公司与合资

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国际商会仲裁院在裁决合资合

同纠纷案件中，对永宁公司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

纷进行了审理和裁决，超出了合资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范

围，因此对该仲裁裁决拒绝承认和执行。此外，该案还涉

及另一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即“违反公共政策”，这

一部分将在下文中另行讨论。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丁）款所规定的情

形为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即“仲裁机关之组成

或仲裁程序与各方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

国法律不符”。

之所以强调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的问题，是因为

只有程序上公正了，才能保证实体上公正，才能满足当事

人对合理合法的仲裁结果的期望。公约首先尊重的是当事

人对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问题达成的合意，即在仲裁

协议或仲裁条款中进行的约定，如果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存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具体约定，则从其约定，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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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约定，则根据仲裁地所在国法律进行判断，以上是一个

顺序适用的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约定适

用某仲裁规则，该仲裁规则构成当事人仲裁协议的组成部

分。一般意义上的仲裁协议，包括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将

争议事项交付仲裁、将何等争议事项交付仲裁、交由何等

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及按照何等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等。实践

中，当事人有时往往在仲裁协议中对诸如仲裁地点、审理

方式、相关时间安排等程序性事项做出较为详细的约定，

若该仲裁协议有效就应当被优先遵守。一旦这些程序性事

项没有被严格遵守，构成了程序不当的理由，将会导致法

院不予承认和执行依此作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庭的组成或

仲裁程序不当是最为常见的据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的理由之一，大约占所有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

2、案例

（1）在申请人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

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中，该案所涉仲裁庭的组成和

仲裁程序的审查，应当适用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的国际

油、油籽和油脂协会2001年1月1日修订并生效的《上诉和

仲裁规则》以及英国1996年《仲裁法》。《上诉和仲裁规

则》第一条（f）款规定，“本协会将通知没有选定仲裁

员或者替代仲裁员的一方当事人，本协会将为其指定一名

仲裁员，除非该方当事人在本协会向其发出通知后的14日

内为自己选定了仲裁员”。而本案仲裁庭在原为被申请人

广东丰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仲裁员S．Bigwood先

生自动回避后并没有向被申请人广东丰源粮油集团有限公

司发出选定替代仲裁员的通知，而是径直为其重新指定了

仲裁员。仲裁庭重新指定仲裁员的行为违反了当事人约定

的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丁）项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方协议

不符”的情形。据此，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该案仲裁

裁决。

（2）在申请人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申请承认和

执行英国伦敦临时仲裁庭仲裁裁决一案中，申请人与被申

请人于2003年9月15日签订的《选择权协议》第9条系仲裁

条款。该条款关于“3名仲裁员应组成仲裁庭，来解决争

议的事项”的约定，要求任何与合同相关的争议必须由3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进行仲裁，同时还要求这3名仲裁员

应全程参与以下仲裁程序，即：参与当事人提供全部证据

的听证；参与听取当事人辩论的听证；参与仲裁员之间的

对争议裁决的审议。但是仲裁员王生长并未参与仲裁的全

过程，没有参与最终仲裁裁决的全部审议。因此，仲裁庭

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仲裁协议的约定不符，也

与仲裁地英国的法律相违背。因而属于《纽约公约》第五

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

各方协议不符”的情形。据此，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

该案仲裁裁决。

（3）在申请人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

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11/2003仲裁裁决一案

中，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争议发生后有90日的协商

期，协商不成的可提交仲裁解决。而事实情况是，申请人

在争议发生后没有进行任何协商程序，也没有等待协商期

届满，而是径直提起了仲裁，而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进

行了仲裁程序并作出了111/2003号仲裁裁决。当申请人向

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时，人民法院认为，

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前置协商程序合法有效，对当

事人应具有拘束力，因而，该案的仲裁程序与当事人之间

的协议不符，从而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五）裁决尚无拘束力、已被撤销或停止执行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戊）款所规定的情形为

仲裁裁决尚无拘束力、已被撤销或停止执行，即“裁决对

各方尚无拘束力，或业经裁决地所在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

之国家之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只有当仲裁裁决已经被撤销或

停止执行，才能构成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如

果仅仅是一方当事人提出撤销或停止执行的申请，而该申

请尚在审查过程中，则不能成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

决的当然理由。但是，根据《纽约公约》第6条的规定，

在被申请执行人向主管机关提出撤销或停止执行仲裁裁决

的申请后，申请承认执行地国法院可以延缓关于执行裁决

之决定。这显然是出于等待撤销或停止执行裁定结果的考

虑，否则，申请承认执行地国法院可能会承认执行一项即

将被撤销或停止执行的仲裁裁决。但是，考虑到如果被申

请执行人可能以提起撤销之诉为名行拖延裁决执行之实，

从而侵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纽约公约》第

6条又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申请执行人有权申请法院责

令被申请执行人提供适当担保。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司法

实践中，尚未有仲裁裁决是以《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项

（戊）款所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的。

 

二、人民法院可依职权主动审查的不予承认和执行的

理由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项中规定的两种不予承认和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是指即使在当事人没有主张或提

交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然可以依职权进行主动

审查，如发现存在该两种情形则仍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外

国仲裁裁决。

（一）争议事项具有不可仲裁性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项（甲）款规定的是若

交付仲裁的事项依申请承认执行地国法律系不可仲裁的事

项，则该仲裁裁决不应被承认和执行。

我国《仲裁法》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

（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

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因此，在我国，《仲裁

法》第三条所规定的事项具有不可仲裁性。

2、案例

在一起承认和执行蒙古国家仲裁庭仲裁裁决案中，两

位中国公民签订了关于在蒙古国注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

合同，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后在公司运营过程中，作为

合同当事人的一位中国公民病逝，其妻向蒙古国仲裁庭提

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终止合同、确认其拥有公司注册

资本50%的权利等。后仲裁庭裁决确认申请人的法定继承

人地位以及因该地位而应获得的投资财产权，但裁决未就

公司的继续经营及撤销等商事纠纷作出处理。该案到中国

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时，法院认为,涉案仲裁裁决主要是就

继承事项作出的裁决，根据中国《继承法》第三条系属不

可仲裁的事项，因此，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二）违反公共政策

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项（甲）款规定的情形

是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不得违反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

在国的公共政策。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多次碰到当事人以违反公

共政策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但是我国法院对此一直采用谨慎的态度，即慎用违反公共

政策这一理由而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ED&F

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仲裁

裁决一案，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指出，依照我国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

易。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

易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无疑应认定为无效。但违反我国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

因此，本案亦不存在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

的不可仲裁及承认与执行该判决将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

形。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和执行瑞典斯德哥

尔摩商会仲裁院060/1999号仲裁裁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

在复函中指出，“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

的违反，并不当然构成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该仲裁

裁决最后也被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了。

2、案例

迄今为止，我国唯一一例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就是上文中提到过的申请人

塞尔维亚共和国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及列

支敦士登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

裁院仲裁裁决一案。在该案中，在中国有关法院就被申请

人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

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

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济南

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

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侵犯了

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属于《纽约公

约》第五条第二款（乙）项规定的情形，成为人民法院拒

绝承认和执行该案仲裁裁决的又一理由。

 

三、申请不符合国内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

申请不符合国内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主要是指申请

超过了法定期限，但是也包括被申请人不存在、找不到有

管辖权的法院等其他原因。根据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

知》，申请我国法院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应当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

根据2007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5条第1款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如果当事

人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时间超出了上述法定期限，

则应视为当事人自动放弃权利，法院将不再承认和执行该

仲裁裁决。

《纽约公约》第五条对可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作出

了穷尽式的列举，并且这些都是实质上违反公约精神的情

形。因此，在考虑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所述情形

时，不应作扩大解释，应该以此为限进行审查，对于超出

《纽约公约》第五条所列举的情形是不应当被考虑和采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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시장경제를 실행하고 있는 국가에서 경제거래를 법

적으로 규율함에 있어서 계약법은 중요한 역할을 하고 

있다. 중국에서 경제활동을 하고 있는 외국인투자자들

도 투자정책 등과 관련된 세부적인 법규들을 장악할 

필요가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계약법과 같은 경제거래를 

규율하고 있는 기본적인 법제도를 이해할 필요가 있다. 

특히, 계약의 해제는 계약에 대한 구제수단으로서 작

용하는 만큼 계약관계에서 중요한 의미가 있다. 이러

한 맥락에서 중국 계약법에서의 계약의 해제에 대하여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또한, 중국 계약법은 계약에 관한 

기본법인 만큼, 구체적 사안에서 계약에 관한 특별법

이 적용되는 경우에는 그러한 규정을 함께 고려하여야 

할 것이나, 이 글에서는 중국 계약법에 한정하여 계약

의 해제에 관한 기본적인 규정을 다루기로 한다.

Ⅰ. 해제와 해지의 구분여부

중국 계약법은 개념적으로 해제와 해지로 구분하지 

않고 있다. 즉, 중국 계약법에서의 ‘解除’는 한국 

민법에서의 해제와 해지를 모두 포함한 개념이다. 따

라서 중국 계약법에서 ‘해제’의 법정사유에 관한 제

94조는 계속적 계약의 해소에도 적용될 수 있고, 계약

이 해소되는 경우에 원상회복 의무가 발생하는지 여부

는 ‘해제’의 효과에 관한 제97조에서 다루어진다. 

중국 계약법에서도 한국 민법에서와 같이 ‘해제’

라는 표현을 사용하고 있으나, 중국 계약법에서의 ‘해

제’는 한국 민법에서의 해제와 해지를 모두 포함한 

개념이다. 따라서 중국 계약법에서 계약이 ‘해제’되

는 경우에 우선 원상회복 의무가 발생하는지를 판단하

여야 한다.

 

Ⅱ. 합의해제

중국 계약법 제93조 제1항에 의하면, 계약당사자는 

합의에 의하여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즉, 하나의 새

로운 계약에 의하여 원래의 계약관계를 해소할 수 있다.

합의해제의 경우, 원상회복 여부, 원상회복의 방법 

등 문제는 해제계약에서 정해진다. 그런데 합의해제에

서 계약관계가 소멸되기 전에 당사자 일방의 계약위반

으로 인하여 발생한 손해에 대하여 합의하지 않은 경우, 

채권자의 손해배상청구권이 여전히 존재하는지에 대

하여 서로 다른 견해가 있으나 다음과 같이 이해할 수 

있다. 즉, 계약을 합의해제 하는 목적은 모든 채권채

무관계를 종료시키는데 있다고 할 수 있는바, 당사자

의 일방적인 의사표시에 의하여 계약관계가 소멸되는 

법정해제와는 달리 합의해제의 경우, 채권자에게 계약

위반으로 인하여 발생한 손해에 대하여 채무자와 합의

할 기회가 충분히 주어진다. 만일 손해배상을 청구할 

수 있는 당사자가 합의과정에 손해배상에 대하여 언급

하지 않았다면 손해배상청구권에 대한 포기로 볼 수 

있다. 따라서 합의과정에 손해배상에 대하여 언급하였

으나 이 문제에 대하여 합의를 보지 못하고 계약을 합

의해제 한 경우에도 채권자의 손해배상청구권을 인정

할 필요가 없다. 물론 합의과정에 계약당사자의 착오

나 사기, 강박이 있을 경우에는 해제계약의 효력발생

여부의 문제로 다루면 될 것이다. 중국 계약법의 관련

규정에 의하면, 계약당사자간에 계약을 합의해제 함에 

있어서 관련사항에 관하여 계약당사자의 사기, 강박 

또는 착오가 있는 경우에 해제계약 자체가 취소, 변경

될 수가 있다.

Ⅲ. 약정해제

중국 계약법 제93조 제2항에 의하면, 계약당사자는 

약정에 의하여 해제권을 발생시킬 수 있다. 해제권의 

행사기간, 해제권의 행사방법 및 해제의 효과에 관한 

규정은 약정해제와 법정해제에 모두 적용된다. 

Ⅳ. 법정해제

1. 해제권의 발생

1) 해제의 사유

해제권의 법정사유에 관한 일반조항으로 중국 계약

법 제94조가 있다. 중국 계약법에서는 해제와 해지를 

구분하고 있지 않기에 동 조항은 계속적 계약관계를 

장래에 향하여만 소멸시키는 경우에도 적용된다. 동 

조항은 “목적달성의 불가능”을 기준으로 해제의 사

유에 대하여 규정하고 있다. 구체적으로 다음과 같은 

해제사유가 있다. 

첫째, 불가항력으로 인하여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제94조 제1호).

당사자 일방이 부분적으로 계약을 이행할 수 없는 

경우에 상대방은 나머지 이행만으로 계약의 목적을 달

성할 수 있는 때에는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없고, 나머지 

이행만으로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때에만 계

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또한, 불가항력이 발생하는 경

우에 언제나 영구적 이행불능이 되는 것은 아니다. 그

런데 일시적 이행불능은 결과적으로 이행지체가 되고, 

채무자가 채무의 이행이 가능한 경우에 다시 채무를 

이행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일시적 이행불능인 경우에 당

사자 일방은 상대방의 이행지체로 인하여 계약의 목적

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때에만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그외에 불가항력이 아닌 계약당사자의 과실로 인하

여 이행불능이 된 경우에도 상대방이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즉, 계약당사자의 과실로 인한 이행

불능을 제94조 제4호에서 규정하고 있는 “기타의 계

약위반으로 인하여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

우”로 보아 계약의 해제를 인정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불가항력으로 인한 해제와 관련하여 다음과 

같은 문제가 존재한다. 쌍무계약에서 불가항력을 포함

한 계약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 없이 급부가 불능이 된 때, 

한국 민법에서는 위험부담의 문제로서 처리된다. 즉, 

이 경우에 상대방의 채무도 소멸하기에 계약을 해제할 

필요가 없게 된다. 중국 계약법 제94조에 의하면, 불

가항력으로 인하여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

우에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즉, 이 경우에 당사자가 

해제권을 행사하여야 계약이 해제된다. 또한, 불가항

력으로 이행불능이 되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

는 경우도 당연히 여기에 포함된다. 그런데 영구적인 

급부불능인 경우에도 당사자의 해제의 의사표시가 있

어야 계약이 해제되는 것으로 볼 것인지가 문제된다. 

중국 계약법 제96조에 의하면, 이러한 경우에도 당사

자의 해제의 의사표시가 있어야 계약이 해제될 것이다. 

이와 관련하여, 당사자가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고 규

정한 것은 이 경우에 계약관계가 자동적으로 소멸되게 

하는 기타 대륙법 국가의 입법과 구별되는 것으로 중

국 계약법의 특색이라고 하는 주장이 있다. 불가항력

으로 영구적 급부불능이 되는 경우에 모든 계약책임

이 발생하지 않으므로 계약이 자동적으로 소멸하는 것

으로 보는 것이 합리적이다. 물론, 일시적 급부불능인 

경우에 채권자는 계약목적 달성의 불가능을 이유로 계

약을 해제하거나, 또는 불가항력이 없어지는 때에 채

무자의 채무이행을 요구할 수도 있기 때문에 채권자의 

해제의 의사표시가 있는 때에 계약관계를 소멸시킬 필

요가 있다. 그러나 불가항력으로 인한 일시적 급부불

능은 결과적으로 이행지체가 되기에 이행지체로 인하

여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에 계약의 해제

를 인정하고 있는 중국 계약법 제94조 제4호에 의하여 

해결될 수 있다.

둘째, 이행기가 도래하기 전, 당사자 일방이 주된 

채무를 이행하지 않을 것을 명확하게 표시하거나 또는 

자신의 행위로써 그러한 의사를 표명한 경우(제94조 

제2호).

중국 계약법은 이행거절을 계약위반의 한 유형으로

서 규정하고 있으며(제108조), 채무자의 이행거절이 

있는 경우에 채권자는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중국 계약법 제94조 제2호에서 규정하고 있는 당사자 

일방이 본인의 행위로써 주된 채무 불이행의 의사를 

표시하는 경우와 중국 계약법 제68조가 규정하고 있

는 불안의 항변권의 발생사유가 동일할 수 있고, 따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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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 이행거절과 불안의 항변권이 동시에 성립할 수 있

다. 또한, 불안의 항변권의 경우, 중국 계약법 제69조

에 의하면 당사자 일방은 우선 상대방에게 계약이행의 

中止를 통지한 후, 합리적 기간 내에 상대방이 담보를 

제공하거나 이행능력을 회복하지 못하면, 그 때에야 

비로소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으나, 반대로 중국 계약법 

제96조에 의하면, 중국 계약법 제94조에 의하여 해제

권이 발생하는 경우에 해제권자는 상대방에 대한 최고

의 절차 없이 통지로써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이를 

법규정상의 모순으로 보는 견해가 있으나, 이런 경우

에 이해당사자는 상대방의 계약위반을 근거로 직접 계

약을 해제거나 또는 상대방에게 계약을 이행할 기회를 

줄 필요가 있다고 판단되는 때에는 불안의 항변권을 

행사하여 우선 본인의 채무이행을 中止할 수 있고, 상

대방이 합리적 기간 내에 담보를 제공하거나 또는 이

행능력을 회복하지 못하면, 그 때에 계약을 해제하여 

이해당사자의 이익을 보호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이는 법

규정상의 모순이라고 할 수 없다.

셋째, 당사자 일방이 주된 채무의 이행을 지체하고, 

상대방의 최고를 수령한 후에도 합리적 기간 내에 여

전히 이행하지 않는 경우(제94조 제3호).

여기서 주된 채무의 이행을 지체한 때에 해제가 가

능한 것으로 규정하고 있으나, 부수적 채무에 대하여 

이행지체에 빠진 때에도 해제가 가능한 것으로 보아야 

할 것이다. 왜냐하면 대부분 경우에 부수적 채무의 불

이행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하는데 미치는 영향이 크

지 않으나, 부수적 채무의 불이행으로 인하여 채권자

가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우도 있을 수 있

기 때문이다.

넷째, 당사자 일방의 채무의 이행지체 또는 기타의 

계약위반의 행위로 인하여 상대방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

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제94조 제4호).

채무자가 주된 채무에 대하여 이행지체에 빠진 후에 

채권자의 최고에도 불구하고 채무를 이행하지 않는 경

우에 일반적으로 채권자는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그

러나 정기행위의 경우에는 채권자는 채무자에 대하여 

이행의 최고를 하지 않고서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왜냐하면 정기행위의 경우에 채무자가 이행기에 채무

를 이행하지 않으면 채권자가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기 때문이다. 또한, 부수적 채무를 일정한 기간 

내에 이행하지 않으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에도 그 기간이 경과된 때로부터 채권자는 채무자

에 대한 최고없이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

리고 이행지체뿐만 아니라 채무자의 기타 계약위반 행

위로 인하여 채권자가 계약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

우에도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기타 계약위반 행위에

는 채무자의 과실로 인한 이행불능, “약정에 부합되

지 않는 이행” 등이 포함된다. 매매계약에서 매매목

적물에 하자가 있는 경우, 매수인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

성할 수 없으면,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제148조).

다섯째, 법률이 규정한 기타의 경우(제94조 제5호).

법률이 규정하고 있는 기타 해제사유에는 “목적달

성의 불가능”을 기초로 하는 사유와 “목적달성의 불

가능”과는 무관한 사유가 있다.

전자에 속하는 해제의 사유로는, 불안의 항변권을 

가지는 계약당사자의 상대방이 일정한 기간 내에 이행

능력을 회복하지 못하거나 담보를 제공하지 않는 경우

(제69조), 매매계약에서 목적물에 하자가 있어 매수인

이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제148조) 등이 

포함된다. 이외에도 일부 전형계약에서 목적달성의 불

가능을 기준으로 해제의 사유에 대하여 규정하고 있다.

후자에 속하는 해제의 사유에는 일부 전형계약에

서 규정하고 있는 계약당사자간의 신뢰가 파괴되는 경

우가 포함된다. 즉, 임차인이 임대인의 동의 없이 轉

貸한 경우, 도급계약에서 수급인이 도급인의 동의없이 

제3자에게 일의 완성을 맡긴 경우에 임대인과 도급인

은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또한, 중국 계약법은 일부 전형계약에서 특별한 사

유없이 계약당사자가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는 권리를 

인정하고 있다. 즉, 위임계약에서 계약당사자는 언제

든지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다만, 계약의 해제를 당

사자의 귀책사유로 돌릴 수 없지 않는 한, 계약을 해

제한 당사자는 상대방이 그로 인하여 입은 손해를 배

상하여야 한다(제410조). 그 외에도, 기한을 정하지 

않은 임대차계약의 계약당사자(제232조), 도급계약의 

도급인(제268조)은 언제든지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또한, 임대인이 계약을 해제하는 경우에는 사전에 해

제의 의사를 임차인에게 통지하여야 하며, 도급인은 

수급인의 손해를 배상하여야 한다.

그리고 중국 계약법에서 채권자지체 또는 사정변경

의 원칙에 의한 해제가 인정될 수 있는지가 문제된다.

우선 채권자지체에 의한 해제가 인정될 수 있는가의 

문제는 채권자지체의 법적 성질을 어떻게 보는가와 관

련된다. 종래부터 채권자가 수령의무를 부담하는지에 

관하여 학설의 대립이 있다. 그런데 중국 계약법 제60

조 제2항에 의하면, 계약당사자는 협력의무를 부담한

다. 이 규정에 따르면, 채권자는 수령의무를 부담하는 

것으로 채무자는 채권자지체가 있는 때에 계약을 해제

하거나 또는 손해배상을 청구할 수 있다. 이에 관하여 

중국 계약법 제60조가 규정하고 있는 협력의무는 부진

정의무로서 권리의 주체가 존재하지 않으며, 그 위반

은 진정한 의무의 위반과 구별된다는 견해가 있다. 이 

견해는 채권자가 지체로 인하여 부담하는 책임은 채무

불이행책임이 아니라 일종의 법정책임이라고 주장한다.

중국 계약법에는 변제제공에 관한 규정이 없다. 따

라서 채무자가 어느 시점부터 이행지체책임을 부담하

지 않고, 채권자가 수령지체로 인한 불이익을 받는지

가 명확하지 않다. 그리고 채권자지체가 있는 경우에 

채무자는 공탁(제101조)을 통하여 채무를 면할 수 있

을 뿐이다. 채권자지체 중에 발생한 이자나 증가된 목

적물의 보관 또는 변제제공의 비용을 어떻게 처리하는

지에 관하여 명시적으로 규정하고 있지 않다. 따라서 

채권자지체가 있는 경우에 채무자에 대한 보호가 미흡

하다. 또한, 중국 계약법 제259조 제2항에 의하면, 수

급인은 도급인이 협력의무를 이행하지 않아 일을 완성

할 수 없는 경우에 도급인이 수급인의 최고가 있어도 

여전히 협력의무를 이행하지 않으면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있다. 이 규정은 도급인의 수령지체에 관한 규정이며, 

변제제공의 제도로 충분히 해결할 수 있는 문제이다. 

동 조항을 채권자지체에 의한 해제에 관한 특별규정으

로 보는 견해가 있으나, 도급계약에서만 특별히 인정

할 이유가 없다. 비록 중국 계약법에서 계약유지의 원

칙을 채택하고 있으나, 채권자지체가 있는 경우에 채

무자에 대한 보호규정이 미흡한 중국 계약법에서는 일

반적으로 채권자지체에 의한 해제를 인정할 필요가 있

다.

다음으로 종래에 사법실무에서 사정변경의 원칙을 

인정한 경우도 있었으나, 중국 계약법에는 사정변경

의 원칙에 관한 규정을 두지 않았다. 그런데 계약법이 

제정된 후에 나온 계약법에 관한 사법해석(2)에서 사

정변경에 의한 계약의 해제를 인정하고 있다. 즉, 동 

해석 제26조에 따르면, 계약이 성립된 후에 불가항력

이 아닌 사유에 의하여 객관상황에 계약당사자가 계약

체결 시에 예견할 수 없었던 상업적 리스크가 아닌 중

대한 변화가 발생한 경우, 계약을 계속 이행하는 것이 

계약당사자 일방에 대하여 명백히 공평하지 않거나 또

는 계약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없게 한다면, 계약당사자

는 법원에 계약의 변경 또는 해제를 청구할 수 있고, 

법원은 공평의 원칙과 당해 사건의 실제 상황에 근거

하여 계약을 변경 또는 해제할 것인지를 확정할 수 있

다. 그러나 이와 관련하여 최고인민법원에서 각급 법

원에 하달한 통지에 따르면, 사정변경에 의한 해제를 

적용함에 있어서 신중을 기울여야 하며, 확실히 적용

할 필요가 있는 경우에는 원칙적으로 고급인민법원에

서 심의하여야 한다. 또한, 필요한 경우에는 최고인민

법원에서 심의하여야 한다. 

2) 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가 필요한지 여부

중국 계약법의 규정에 의하면, 해제권의 발생은 당

사자의 귀책사유를 필요로 하지 않는다. 해제의 기능

은 해제권자로 하여금 계약의무에서 해방되도록 하는 

것이며, 따라서 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가 해제권발생의 요

건이 아니라는 입장은 학자들에 의하여 起草된 중국 

계약법 제1초안에서부터 유지되어왔다. 구체적으로 보

면, 중국 계약법이 규정하고 있는 해제의 사유 중에서 

불가항력의 경우, 불가항력이란 예견할 수 없고, 피할 

수 없으며, 동시에 극복할 수 없는 객관상황을 의미하

기에 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는 요건으로 되지 않는다. 그 

밖에 이행거절, 이행지체 및 목적달성의 불가능을 초

래한 기타 유형의 계약위반이 있는 경우에도 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를 요건으로 하지 않는다. 또한, 중국 계약법

은 제94조 이외의 규정에서 해제를 규정함에 있어 계

약당사자의 귀책사유를 요건으로 하지 않고 있다.

2. 해제권의 행사

중국 계약법의 규정에 의하면, 해제의 사유가 발생

하는 경우에 계약은 계약당사자의 해제권의 행사, 즉 

상대방에 대한 해제의 의사표시에 의하여 해제될 수 

있다. 또한, 불가항력으로 인하여 계약의 목적을 달

성할 수 없는 경우에 쌍방당사자가 모두 계약을 해제

할 수 있다. 물론, 여기서의 이행불능은 영구적 불능

을 말한다. 왜냐하면 일시적 불능은 결과적으로 이행

지체가 되고, 채무이행이 가능한 때에 채권자가 채무

자의 채무이행을 요구할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이 

경우에 채무자는 계약을 해제할 수 없는 것으로 해석

하여야 한다. 그리고 입법론적으로는 불가항력으로 인

한 영구적 불능인 경우에 계약이 자동적으로 소멸하는 

것으로 규정하는 것이 타당하다고 본다. 

해제권은 상대방에 대한 통지로써 행해지고, 상대방

에게 도달하는 때에 효력이 발생한다. 상대방은 이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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대하여 異議가 있으면 법원 혹은 중재기구에 계약해제

의 효력을 확인해 줄 것을 청구할 수 있다(제96조 제1

항). 여기서 상대방은 계약해제를 부정하거나 또는 해

제권자가 채무를 이행할 것을 요구하거나, 아니면 계

약해제를 부정하는 동시에 해제권자의 채무이행을 요

구하는 형식으로 異議를 제기할 수 있다. 계약법에 관

한 사법해석(2)에서 동 異議를 제기하는 기간에 대하

여 해제 통지가 상대방에 도달한 날로부터 3개월 이내

에 해야 하는 것으로 규정하고 있다.

  또한, 법률 혹은 행정법규가 해제의 경우에 비준, 

등기 등 절차를 밟아야 한다고 특별히 규정한 때에는 

그 규정에 따라야 한다(제96조 제2항). 

그리고 해제권은 법률 혹은 당사자의 약정에 의해 

정해진 기간 내에 행사하지 않으면 소멸하고, 정해진 

기간이 없는 경우에는 상대방의 최고 후의 합리적 기

간 내에 행사하지 않으면 소멸한다(제95조). 합리적 

기간은, 법률의 규정이 없는 한, 개별 사안에 따라 구

체적으로 판단하여야 할 것이다.

3. 해제의 효과

중국 계약법 제97조는 “계약이 해제된 후, 아직 이

행되지 아니한 것은 이행하지 않는다. 이미 이행된 것

은 당사자가 이행상황과 계약의 성질에 따라 원상회복

을 요구하거나 기타 구제조치를 취할 것을 요구할 수 

있고, 동시에 손해배상을 청구할 수 있다”고 규정하

고 있다.

이 규정에 의하면, 계약이 해제되면 우선 未履行債

務는 소멸한다. 다음으로 이미 이행된 부분에 대하여

는 ‘이행상황과 계약의 성질에 따라’ 원상회복을 청

구할 수 있다. 원상회복이 언제나 인정되지 않는 것은 

중국 계약법이 해제와 해지를 구분하지 않고 포괄적으

로 규정한 데서 비롯된다.

  원상회복이 인정되는 경우, 원물반환이 불가능한 

때에, 명문의 규정은 없지만, 가액반환이 인정되어야 

할 것이다. 또한, 원물로부터 발생한 果實도 반환되어

야 하며, 원물 또는 果實을 이용하여 얻은 이익도 勞

務費用을 공제한 나머지 부분은 전부 반환되어야 한다.

    

4. 해제시의 손해배상의 범위

중국 계약법 제97조에 의하면, 해제시에 계약당사

자는 원상회복을 청구할 수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동시에 

손해배상도 청구할 수 있다. 또한, “民法通則” 제

115조는 “계약의 변경 또는 해제는 당사자의 손해배

상청구권에 영향을 미치지 않는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따라서 계약의 해제와 손해배상청구가 양립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여기서의 손해배상은 어떤 손해에 대한 배상인

지, 그 범위는 어떠한지가 문제된다. 이에 관하여 중

국 계약법은 규정하고 있지 않으며, 대체적으로 다음

과 같은 점이 문제된다.

첫째, 계약해제시의 손해배상의 범위에 채무불이행

으로 인한 손해와 계약의 성립 및 이행에 대한 채권자

의 신뢰로부터 발생하는 손해가 모두 포함되는 것인지, 

아니면 그 중의 하나만 포함되는지가 문제된다.

둘째,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손해를 계약해제시의 손

해배상의 범위에 포함시킬 경우,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소극적 손해의 배상도 인정되어야 하는가의 문제이다.

우선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손해에 대한 배상과 계약

의 성립 및 이행에 대한 채권자의 신뢰로부터 발생하

는 손해에 대한 배상은 양립할 수 없다고 본다. 왜냐

하면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손해에 대한 배상이 인정된

다면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손해가 전보되어 채무가 정

상적으로 이행되었을 때와 비교하여 채권자의 재산 상

태에 변화가 일어나지 않기 때문이다. 계약의 성립 및 

이행에 지출한 비용까지 배상범위에 포함시킨다면, 거

래에 있어서 채권자 자신이 부담하여야 할 비용까지 

채무자에게 전가하는 것이 되는 부당한 결과를 초래하

게 된다.

다음으로 계약위반으로 인하여 계약이 해제되는 경

우, 계약이 해제되기 전에 이미 계약위반으로 인한 손

해배상책임이 성립하며, 계약해제여부와는 무관한 것

으로 계약해제여부에 따라 달라지는 것은 아니다. 따

라서 이 경우에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손해배상책임이 

인정되어야 할 것이다. 그리고 채무불이행으로 인한 

소극적 손해의 배상을 배제할 이유가 없다. 다만, 배

상범위에 있어서 채무자가 계약체결 시에 예견하였거

나 예견하였어야 할 범위 내로 한정될 뿐이다.

Ⅴ. 해지

위에서 언급했다시피, 중국 계약법에서는 개념적으

로 해제와 해지로 구분하지 않고 있다. 따라서 중국 

계약법에서는 일시적 계약이든 계속적 계약이든 모두 

‘해제’에 의하여 규율된다. 그러나 일시적 계약인지 

아니면 계속적 계약인지에 따라 법적 효

과에서 차이를 보일 수 있다. 즉, 계약법 

제97조에 의하면, 당사자는 ‘이행상황과 

계약의 성질’에 따라 원상회복을 요구할 

수 있는데, 동 규정을 근거로, 일시적 계

약인 경우에 원칙적으로 소급효를 가지나 

계속적 계약인 경우에는 원칙적으로 소

급효를 가지지 않는 것으로 해석할 수 있

다. 따라서 계속적 계약의 경우에 원상회

복의무는 발생하지 않는다. 또한, 일시적 

계약이라고 하더라도 실제 아무런 급부도 

행해지지 않으면, 소급효로서의 원상회복

의 문제는 발생하지 않는다.

계약을 해지한 때에는 계약은 장래에 

향하여 그 효력을 잃는다. 이와 같이 해

지는 계속적 채권관계에서의 채권채무를 

어느 시점을 기준으로 그 이후 부분만을 

終了시키겠다는 일방적 의사표시라는 점

에서 해제와 근본적으로 다르다. 따라서 

해지에서는 이미 행하여진 급부를 어떻게 

처리할 것인가 또는 그러한 급부의 반환

을 인정하는 때에 그 법적 근거가 무엇인

가의 문제는 발생하지 않는다. 해제와 해

지를 구분하게 되면, 이러한 문제가 명쾌

하게 해결될 수 있다는 장점이 있다. 그

러나 중국 계약법에는 해지의 개념이 존

재하지 않으나, 법적 요건 및 효과에서 

볼 때 해제와 해지를 구분하고 있는 한국 

민법과 실질적으로 큰 차이가 없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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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评《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

书名：《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

作者：蒋琪

出版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定价：45元

朱熹《观书有感》有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其意为著书之人应当不断的加强学习，加

强自我修养，不断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只有以活跃之思

想，开阔之胸襟，接受新鲜的知识并广泛包容，方能才思

不断、新水长流。若以此为标准的话，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蒋琪律师的近作《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

精解》无疑是此类著作中的代表之一。

201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了3.6万亿美

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贸易模

式、合作方式越来越丰富，整体技术内涵和质量越来越

高，由此所引发法律纠纷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

隐蔽化的特点，其法律风险越来

越大，后果也往往十分严重——

一个国际货物贸易纠纷导致一个

公司直接倒闭的例子比比皆是。

基于此，作者结合自己的实务经

验，围绕鲜活的前沿案例，系统

揭示了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各环节的法律风险，以帮助业内

人士做好以前车之鉴，求得未雨

绸缪。这正是本书的独特价值。

本书精心筛选了国际货物

贸易中的1 8个方面6 0余起真实

案例，分别从案情简介、法律风

险、法律评析、法律建议、法条

索引等五个部分对国际货物贸易

实践中核心的、频发的法律风险及应对解决措施进行了深

度的分析。这里不仅仅有代理进出口业务、加工贸易业

务、转口贸易中常见的法律风险的揭示与防范，而且对信

用证、独立保函、进出口押汇等前沿法律问题也进行了实

务上的探讨和总结。同时，作者又不拘泥于已有的司法判

决，而是基于一个法律人对法学真理孜孜以求的态度，对

上述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是尤为

难得的。

翻开本书，一个拥有1 5年国际贸易律师职业生涯

的资深律师的专业、专心、专注的形象跃然于纸面。和

同题材、同种类的著作相比，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

“新”。本书所选案例均为作者代理过的近五年内发生的

案例，对于当下相关风险的预防和问题的解决，无疑有着

更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第二，“严谨而通俗”。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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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严谨而朴实，案例介绍通俗而详实，分析深入浅出，

尤其是一目了然的表格图示，将抽象而错综复杂的法律关

系表达的具体生动而简约，非法律专业人士读来也毫无

“隔行如隔山”之感，由此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以及其深

厚的法学、文学之功底；第三，“理论联系实践”。诚如

涉外法学泰斗沈四宝先生在本书题语中所云“法律的真谛

是实践”，因为本书所选之案例均为作者亲自代理参与过

的案件精选加工而成，所以本书在介绍案例，运用法学理

论解读案例之时显得是如此得心应手，而在实务中得出的

经验教训也弥足珍贵，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借鉴意义。通

读此书，读者可能很难发现对理论应然“是什么”、“为

什么”的长篇累牍，更多的却会懂得实践中实然“怎么

办”——这是本书最核心、也是最值得称道的特点！

立足于司法实践，从企业的现实问题出发，用理论

指导实务，同时又在实务中思考、沉淀、归纳、总结和提

高，并毫无保留的与社会分享，这正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和

价值所在。因此，本书既可供法律专业人士参考，又可供

国际贸易专业人士参考，实用价值很高，确实值得一读。

房绍坤  （烟台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我们的客户

山西泓翔煤业
有限公司

国际电影
有限公司

本刊2012年春季刊第21页“中国境内创业板IPO之人事劳资”的作者署名为“丁旭、刘章印”，应为

“王晓芳、刘东亮”；第15页“IPO过程中福利企业问题研究”作者署名为“丁旭、刘章印，应为“丁旭、

朱红艳”。以上错误特此更正，并向相关作者和读者致歉。

《北京德和衡通讯》编委会

勘误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