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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闵 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应用法律系，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出现了国外仲裁机
构在我国开庭审理案件的情形，从而引起对此类仲裁裁决性质的争论。由于我国立法的不完善，对
此类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的法律性质。分
别不同情况，对于国内仲裁裁决有效行使撤销权 ；对于非内国裁决避免将程序审查变相为实体审
查；赋予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审理案件时所作临时措施的承认与执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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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国际商会仲裁院在北京开庭审理案
[1]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5-0109-05

工程，双方的建筑工程合同采用了菲迪克（FIDIC）

件， 这是国外仲裁机构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开庭地

《简明合同格式》示范文本，其中含有仲裁条款。

点的实践活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

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结算工程款问题发生

仲裁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外仲裁机构包括港澳台

争议。2003 年 4 月 23 日，旭普林公司向国际商会

仲裁机构将更多地选择大陆作为开庭地点、合议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国际仲裁

地点。我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已经无法满足仲

院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庭根据 ICC 仲裁规则在上

裁实践的需要。因此，必须弄清外国仲裁机构在

海对双方当事人争议开庭审理，于 2004 年 3 月

我国仲裁的法律依据、裁决的性质，完善我国的

30 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沃可公司向旭普林公司

仲裁立法，为承认和执行此类仲裁裁决提供法律

支付合同规定的工程欠款及相应的利息。由于沃

保障。

可公司未能履行该裁决，旭普林公司请求无锡市
中级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该 ICC 国际仲裁院裁决。

一、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裁决的
承认与执行实践

2004 年 8 月 30 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
申请。2006 年 7 月 19 日作出驳回旭普林公司诉讼
请求的裁定，其主要理由是该 ICC 国际仲裁院裁决

2002 年 12 月 2 日，德国旭普林国际工程有限

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根据我国法为无效仲裁协议。[2]

责任公司（下称旭普林公司）与中国无锡沃可通

2003 年 1 月 23 日，宁波市工艺品进出口公

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下称沃可公司）签订了一

司（ 以 下 简 称 宁 波 工 艺 品 公 司 ） 与 瑞 士 杜 弗 克

份建筑工程合同，约定由旭普林公司总承包沃可

（Duferco）公司在宁波签订了冷轧钢销售合同。合

公司在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建的工业厂房

同中的仲裁条款约定 ：纠纷“如经协商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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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应提交位于中国的国际商会按照《联合国

认与执行问题，使得香港和台湾地区所作出的仲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仲裁”。后双方在合同履行

裁裁决在内地可望得到有效的执行。

过程中发生争议，2005 年杜弗克公司将争议提交

《纽约公约》第 1 条第 1 款规定，外国仲裁裁

ICC 国际仲裁院仲裁。2007 年 9 月 21 日，ICC 国

决是指“在申请承认及执行地国之外国家领土内

际仲裁院在北京作出裁决，裁定杜弗克公司胜诉。

所作出之裁决”以及“被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

2007 年 12 月 4 日，杜弗克公司向宁波市中级人民

决地所在国认为属非内国裁决者”。该条在对仲裁

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上述裁决。2009 年 4 月 22 日，

裁决的性质认定上提供了一个复合标准，即地域

宁波中院裁定承认并执行该 ICC 国际仲裁院的裁

标准和非内国标准。从地域上看，只要仲裁裁决

决。宁波中院的理由是：此案裁决属于《纽约公约》

作出国与被请求执行国为不同的缔约国，则该仲

项下的“非内国裁决”，且不存在《纽约公约》规

裁裁决应被视为外国仲裁裁决。另一方面，根据

[3]

定的不予执行的情形。

非内国标准，即使仲裁裁决作出地国与被请求执

以上两个案件的仲裁裁决均为国外仲裁机构

行国为同一国家，只要根据该被请求承认与执行

在我国所作的仲裁裁决。在对该仲裁裁决的承认

仲裁裁决国家的国内立法，该裁决并非其国内裁

与执行问题上，我国法院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决，而是非内国仲裁，则其承认与执行仍适用公

这引起我们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
（1）国外

约。该条款作为地域标准的补充，解决了各国对

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于仲裁裁决性质存在的不同规定而引起的法律冲

的法律依据？（2）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出的

突，从而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

仲裁裁决的法律性质，是中国裁决还是外国裁决，

对照《纽约公约》的规定，从地域标准来说，

亦或是非内国裁决？（3）对于国外仲裁机构境内

国外仲裁机构境内所作的仲裁裁决不是外国仲裁

所作的仲裁裁决我国法院是否可以行使司法监督

裁决 ；从非内国标准来说，应依据我国的国内立

权？（4）我国对国际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应持什

法确定。因为，《纽约公约》并不排除裁决地国对

么样的态度？等等。

在其境内作出裁决行使司法监督权。按照《纽约
公约》，如果我国的国内立法认为国外仲裁机构在

二、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裁决
承认和执行的法律依据

我国所作的仲裁裁决为非内国裁决的话，就应当
适用《纽约公约》的规定。相反，如果我国国内
立法认为是我国国内裁决的话，该裁决的执行就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主要法律依
据是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我国对外缔结的条约
或协定，国内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不应适用《纽约公约》，而应当适用我国的民事诉
讼法和仲裁法。
我国《民事诉讼法》267 条规定 ：
“国外仲裁

其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是 我 国 在 1986 年 加 入 的、1987

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

年 4 月 22 日对我国生效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

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

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自 1987 年以来，

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

我国先后与法国、波兰、蒙古等 30 多个国家订立

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

了双边司法协助条约。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香

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结合我国在加入

港律政司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

《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适用《纽

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

约公约》的仲裁裁决需同时符合“国外仲裁机构

布《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

的裁决”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仲裁”两个条件。

决的规定》，规定了台湾地区的仲裁裁决在大陆承

对于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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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但该裁决因不满足“在

其次，与国内仲裁裁决相比，我国法律对国

另一国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条件，不能适用《纽

际仲裁裁决审查标准相对要宽松得多。我国法院

约公约》。同时《民事诉讼法》第 267 条又规定国

对国内仲裁裁决进行实体上的审查，例如，我国

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应当按照条约办理，也就是应

《仲裁法》第 58 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有

当适用《纽约公约》。不符合《纽约公约》的适用

“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

条件又要适用《纽约公约》，明显自相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发布《关

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仲裁员在仲裁
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

等情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根据

规定》，其第 38 条对涉外仲裁裁决作出了明确的

我国《仲裁法》第 63 条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界定，即涉外仲裁裁决是指我国境内仲裁机构作

217 条的规定，在申请执行非涉外仲裁裁决中，被

出的具有涉外因素的裁决，既包括我国涉外仲裁

申请人可以以“认定事实和主要证据不足”、“适

机构，也包括国内其他仲裁机构作出的具有涉外

用法律确有错误”、“仲裁员在仲裁该案件时有贪

因素的裁决。但是《若干规定》没有涵盖国外仲

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作为请求不

裁机构在中国裁决的情形。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

予执行裁决的理由。而在申请执行涉外仲裁裁决

的裁决虽然也具有涉外因素，但该裁决是我国涉

中，被申请人不得以此为由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

外裁决还是外国裁决？我国法院是否应当对此裁

行仲裁裁决。也就是说，涉外仲裁裁决的被申请

决行使司法监督权？从现行仲裁立法中还难以找

执行人，不得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实体问题为由，

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要求法院拒绝执行涉外仲裁裁决。如果一个仲裁
裁决被认定为国际仲裁裁决的话，在向法院申请

三、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
裁决法律性质的确定

撤销或不予执行时，法院不会对争议实体问题进
行审查。对国际仲裁裁决的惟一补救办法是 ：或
者承认此项裁决的法律效力并予以强制执行，或

（一）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裁决法律性质
确定的必要性
首先，不同法律性质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
行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不同。在我国仲裁裁决一
般分为国内仲裁裁决和国际仲裁裁决。国际仲裁

者不承认该裁决的法律效力并拒绝执行。
（二）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仲裁所作裁决的法
律性质
对于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的
法律性质我国学者有不同观点。

裁决又分为我国仲裁机构所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

第一、认为属于非内国裁决。非内国裁决是

和外国仲裁裁决。中国目前仍对这两种类型的国

指在被请求承认执行裁决地国领土内依另一国仲

际仲裁裁决实行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即进行司

裁法作出的裁决。[1]（P.383） 赵秀文教授认为，仲裁

法审查的法律依据不同。对我国涉外仲裁裁决的

庭根据 ICC 仲裁规则，在我国作出的 ICC 裁决在

司法审查主要依据的是我国的《仲裁法》的《民

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时，该 ICC 裁决对于

事诉讼法》。对外国仲裁裁决还要进一步区分为《纽

我国法院而言，既不是我国的裁决，也不是外国

约公约》缔约国和非《纽约公约》缔约国。前者

裁决，而是《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国裁决。其

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纽约公约》，后者主

所依据的理由是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该裁决还不能

要依据互惠原则。所以，在当事人提出承认与执

被称为我国的裁决。[3]

行仲裁裁决申请时，法院首先需要甄别仲裁裁决
的性质。

第二、认为属于涉外仲裁裁决。陈力教授认
为，将此类仲裁裁决定性为“非内国裁决”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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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加入《纽约公约》的宗旨，“非内国裁决”

点由仲裁院决定，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如

的判断标准存在不确定性，“非内国裁决”的存在

果国外仲裁机构将仲裁地点确定为我国，该国外

有悖于我国的仲裁理念。陈力教授主张，将 ICC

仲裁机构所作的裁决应视为我国的国内裁决。（3）

国际仲裁院在我国作成之仲裁裁决定性为“涉外

适用的实体法或仲裁程序法（仲裁规则）。如果仲

仲裁裁决”是在现行仲裁法律框架下既不违反我

裁适用了我国的实体法或程序法（仲裁规则），外

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又是修法成本最小、最符合

国仲裁机构所作的裁决就应该认为是我国的判决。

我国仲裁理念的适当选择。其理由是 ：以仲裁机

而如果适用外国实体法或程序法（仲裁规则），外

构的性质作为区分国内与涉外仲裁裁决的标准早

国仲裁机构所作的裁决则应为非内国仲裁。以上

已名存实亡 ；将此类仲裁裁决定性为“涉外仲裁

设计能够体现我国仲裁立法支持仲裁、发展仲裁

裁决”不会违反我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符合《纽

的理念，可以吸引国外仲裁机构将仲裁地设定在

约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规定 ；也可以确保我

中国，为我国当事人提供便利。促使当事人在选

国的“国籍”，将使我国法院依据司法主权原则对

择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时，将仲裁地点放在我国，

[3]

其行使控制权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依据。

第三、认为属于我国裁决。王天红法官认为，

为我国的仲裁服务业带来很多盈利的机会。还可
以为中国律师和中国籍仲裁员参与国际仲裁机构

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凡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

的仲裁提供机会，这对于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决，无论其仲裁机构为国外仲裁机构还是我国仲

乃至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

裁机构，均应视为我国仲裁裁决 ；凡在领域外作
出的仲裁裁决，无论其仲裁机构为国外仲裁机构
还是我国仲裁机构，均应视为外国仲裁裁决。[6]

四、完善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
裁决承认和执行法律规定的思路

本人认为，对于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作出的
裁决的性质认定上，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

虽然我国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制度

在于正确确定仲裁地点。仲裁活动有一个时间过

的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是我国的法律与《纽约公约》

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一系列的程序要素构成。

及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如果所有的程序要素都集中在一个地点，则仲裁

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地比较容易确定。一旦仲裁程序要素发生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地点，如当事人选择一个国外仲裁机

（一）完善立法，明确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所
作仲裁裁决的法律性质

构进行仲裁，通过协议选择了仲裁地，而在另一

由于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对于仲裁裁决性质

个地方开庭，这时确定仲裁地就存在着一定的困

认定的标准不一致，导致了法院无法认定国外仲

难。与仲裁地点有关的包括仲裁机构所在地、当

裁机构在我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性质。我们可以

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地或仲裁机构确定

采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裁决作出地”标准，以

的仲裁地、开庭地、合议地，等等。因此，在确

仲裁地点决定国际仲裁裁决国籍。通过法律或司

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裁决的性质时，应考

法解释明确规定，对在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作出

虑以下因素 ：
（1）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

的仲裁裁决，如果仲裁协议中仲裁地点确定在我

裁地点。在仲裁协议中，如果仲裁地点选择在中

国，或仲裁庭将仲裁地点确定为我国，或适用了

国，外国仲裁机构所作的裁决应视为中国裁决。
（2）

我国的实体法或仲裁程序法（仲裁规则），就认定

仲裁庭确定的仲裁地点。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地点

为我国的仲裁裁决。另外，应当修改我国《民事

没有约定，仲裁机构应当确定仲裁地点。如国际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267 条规

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定第 14 条（1）规定，仲裁地

定“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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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

问题，而对国际仲裁裁决，只审查程序性事项。

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如果认定

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为非内国裁决，就不应该对其实体问题进行审查。

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该条

在旭普林公司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拒绝承认和执

中“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应修订为“外国仲裁

行 ICC 国际仲裁院裁决的理由是该 ICC 裁决所依

裁决”，因为同一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既可能

据的仲裁协议根据我国法为无效仲裁协议，这实

是被认定为我国的国内裁决，也可能被认定为外

质上是把外国仲裁裁决变相为实体审查。

国裁决。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如果被认定为国内
裁决的话，就不存在承认问题。

（四）赋予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仲裁时所作临
时措施的承认与执行效力

（二）对于国内裁决，有效行使撤销权
我国《仲裁法》第 58 条规定 ：
“当事人提出

根据我国《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 , 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仲

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

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相关法院裁定。

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也就是说，只有法院才有权采取临时措施。另外，

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向仲裁委员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外国法院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依该条的规定，国

作出的临时措施裁定在我国可以依据条约关系或

外仲裁机构在我国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即使被认

互惠关系承认和执行，但这不包括外国仲裁机构

定为我国的国内裁决，我国法院也无法实施司法

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外国

监督，不能行使撤销权。因为，国外仲裁机构不

仲裁机构在我国无直接决定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力，

是我国的仲裁委员会。因此，《仲裁法》第 58 条

也无权请求我国法院采取临时措施。这无疑是我

可修改为 ：
“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可以向

国仲裁法的一个疏漏。因为没有临时措施的保障，

仲裁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仲裁裁决可能只是一纸空文。为了体现我国支持

（三）对于非内国裁决，避免将程序审查变相
为实体审查
不予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事由与不予执行国
内仲裁裁决的事由相比，其主要差别是对国内仲

国际仲裁的政策，更好地完善司法协助环境，可
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在互惠的基础上，赋予
外国仲裁机构采取其认为适当的临时措施并享有
请求我国法院予以承认和执行的权力。

裁裁决，既审查仲裁程序问题，又审查仲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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