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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查阅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虽然中国相关法律

对仲裁协议的规定较为广泛和详细，但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对仲裁协议的成立要件有着几

乎严苛的规定。笔者在查阅有关仲裁协议的相关司法解释时发现，在最高院关于仲裁协议效力

确认适用准据法的复函中，从2000年至2016年笔者所能查阅到的关于涉外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

批复共30份，其中25份涉外仲裁协议被最高院认定为无效，比例高达83.3%，无效理由大部分

是因为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不明确。对仲裁协议生效的实质要件规定如此严格，将会

严重影响当事人合意的生效，从而阻碍中国仲裁的国际化进程。

当事人拟定仲裁协议是整个仲裁程序的第一步，并在整个仲裁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仲裁协议而言，认定机构对其是否有效而做出的认定，是整个仲裁程序最为基础的问题。一

方面仲裁协议载明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仲裁程序后续的进行都是以此

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仲裁协议中，当事人就仲裁的实质性内容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为仲裁机

构后续的仲裁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引。如果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有效，则仲裁程序将顺利进行以解

决后续争议；而如果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又无法得到补救，则仲裁程序将被迫搁置。由此，

仲裁协议能否得到认定机构的认可而被认定为有效，在整个仲裁程序的进行中十分重要。

Ⅱ. 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所需解决的问题

1. 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协议被学者认为具有基石性的地位1)，对仲裁从开始到执行的整个过

程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其是否属于有效的

约定。因为，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的仲裁协议，并不必然有效，而是需要符合一

国国内法的规定，才能被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

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决定着案件的管辖权是归仲裁机构还是人民法院，如中国《仲裁

法》规定，仲裁协议无效时，人民法院才可对纠纷行使管辖权。此外，还决定着据此协议作出

的裁决结果能否得到执行，如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2)，如果裁决事项不属于协议各方在协议

1) [英]维杰·K.巴蒂亚·[澳]克里斯托夫·坎德林·[意]毛里齐奥·戈蒂[M]·林玫·潘舒悦 译,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话语与实务：
问题、挑战与展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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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约定的范围，人民法院将不予执行该裁决结果。

另外，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还贯穿于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仲裁程序开始时，协议一方依据仲裁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提出申请，请求其对

双方产生的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另一方也可依双方缔结的仲裁协议存在无效事由进行抗辩，否

认仲裁机构的管辖权；

其次，在仲裁程序进行阶段，依据当事人一方的申请，仲裁机构依据仲裁协议受理了案件，

取得对争议事项的管辖权。此时，另一方对仲裁机构的受理决定不服的，还可以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行使诉权，请求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最终裁决。另外，另一方当事人也可就仲

裁条款不具有有效性为由，向本国法院提起诉讼。如“锐夫动力公司案”，在该案中，锐夫公司

依据其与中方签订的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至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在仲裁院受理

了该争议案件后，中方当事人向本国法院就相同的纠纷提起诉讼。虽然，法院最后驳回了中方

的诉讼请求，并作出了承认与执行该外国仲裁院作出的仲裁裁决的裁定；

最后，在裁决结果做出后，如果协议一方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满，也可依据仲裁协议无效为

由，向作出裁决地或执行地法院提起撤销或请求其拒绝执行该项裁决的诉讼。如《纽约公约》

规定，被请求撤销或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法院仍有权，在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进行司法复查

后，作出相应的裁定。

因此，笔者认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是仲裁协议法律适用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

以，下文将围绕仲裁协议有效应具备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认定机构展开详细论述。

2.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

(1) 仲裁协议当事人

协议双方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是达成一项有效协议的必备要件之一，对此，国际商事仲裁

协议也不例外。如果仲裁协议双方的缔约能力得不到法律认可，则其签订的仲裁协议也不具备

法律上的效力，当属无效。中国《仲裁法》规定，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人订立的仲裁协议无

效。同时，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文简称《法律适用法》）3)及其司法解释

（一）（下文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4)的相关条款分别规定了自然人、法人的行

为能力认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2)《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四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

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

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 参见《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4)《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六条：“人民法院应当将法人的设立登记地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

律适用法规定的法人的登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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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根据2010年通过的《法律适用法》规定可知，在中国，首先适用经常居所地的法律来认定自

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当经常居所地和行为地的法律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认定存在冲突时，为

维护国际商事经济交往活动的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适用行为实际发生地的法律。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有着不尽相同的

规定。但总体来说，各国基本上倾向于采取属人法的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因所属法系不

同，又可分为国籍国法和住所地法两种不同的确定方法。但以上两种方式的认定标准并不适应

现代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局限性，各国逐渐开始采纳适用行为发生地法律作为

补充形式。如《德国民法施行法》规定，他国人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按照其本国法律的标准，

属于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依德国法则属于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法律行为发生在

德国，则依德国法律认定为准。同样，《瑞士联邦国际私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以商事行为

发生地国的法律为标准，来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2) 法人行为能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依据《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适用登记地法。《司

法解释（一）》对法人登记地做了进一步解释，该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法人的设

立登记地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法人的登记地。”可见，针对法人法律行为能力

的认定，中国采取的是以登记地法律为准。

在国际商事经贸活动中，对于法人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属人法。由于国

际商事活动的复杂性，因而适用法人属人法的关键是，确定法人国籍国。目前，一般采取登记

地法、住所地法以及准据法三种认定标准。

3) 国家或政府行为认定的法律适用

一般而言，国家或政府依据国际法，属于公法人。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内，其所要调整的对象

是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于仲裁法的适用主体范围，中国法律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5)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政府都参与到国际私法领域的

经济活动中，因为国家或政府具有国家主权等公法性质，从而享有豁免权，所以在国际商事活

动中属于特殊主体。对于这类特殊主体所订立的仲裁协议效力该如何认定？是否具备提交仲裁

的资格条件？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目前，中国司法解释中没有

明确将外国国家、国际组织列入涉外民事关系主体。因为，这涉及到管辖豁免的问题，与中国

一惯主张的绝对豁免原则相冲突。

在实践中，有学者认为，国家或政府及其机构作为当事人，在仲裁协议达成之后，不能以本

5) 《仲裁法》第二条：“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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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律对仲裁协议作了限制性规定为由，来否认其同意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的事实，仲裁庭此

时可对这些国内法的限制置之不理6)。对于适用何种法律，解决国家或政府作为当事人的契约能

力，有以下学说：仲裁地法说、合同准据法说、国际仲裁共同说。7)笔者认为，在国家或政府主

动参与国际商事经济性质的活动时，原则上应将其视为一般商主体，适用本国法认定其是否具

有法律行为能力。为防止国家逃避仲裁义务，当其本国法发生变更、对国家行为能力产生实质

性影响时，国家不得援引该法主张自己不具有缔约能力。

(2) 仲裁协议的意思表示

根据中国《仲裁法》规定，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属于必备要素，若一项仲裁协议中不包含这

一要素，则处于无效状态。换言之，对于已经发生了的或者是今后可能发生的争议，争议主体

达成了将纠纷交由仲裁解决的共同的意思表示。

这里的意思表示应当包含以下内容：一方面，意思表示是真实一致的。如果协议各方意思表

示非出于本意，如在签订协议过程中遭到胁迫等情形时，依据中国法律规定，所达成的仲裁协

议无效。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还包含，争议主体明确表示愿意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

的纠纷。对争议事项解决，中国《仲裁法》采取“或审或裁”的原则9)，即争议案件只能适用仲裁

或者诉讼两者中的一种方式予以解决。如果当事人约定，争议既可选择仲裁又可选择诉讼，那

么在实践中，此项仲裁协议很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3) 提交事项具有可仲裁性

将争议内容提交仲裁解决，应当符合裁决国的要求，即该争议依照裁决国法律规定，可以适

用仲裁方式解决。协议主体在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交由仲裁解决的事项，如果违反了仲裁裁决作

出国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共政策，则不能适用仲裁。对此，中国仲裁法有明确规定10)，申请仲裁

的事项可分为两种：允许仲裁和禁止仲裁。允许仲裁的争议事项，首先，必须是发生在平等主

体之间的，所以行政争议、劳动纠纷以及体育纠纷等均不适用中国仲裁法，而适用与之相对应

的法律；其次，在性质上，争议事项须为合同关系或财产权益纠纷。如果涉及身份关系的纠纷

就不能适用仲裁法，所以涉及婚姻、收养、继承等纠纷适用其相应的法律。

(4) 有明确的仲裁委员会

必须有明确约定的仲裁机构，是有效仲裁协议必备的另一要件。11)为了贯彻使仲裁协议有效

6) Okezie Chukwumerije,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94, p.42.

7) F.A. Mann, “State Contracts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B. Y.I.L, Vol 42, 1967, pp.36.

8)《仲裁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9) 赵相林，国际民事争议解决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p.287.

10) 参见《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条。

11) 参见《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三款及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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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中国法律对仲裁协议生效要件作出区分不同情况的补充性规定。当仲裁协议中没有条

款表明，仲裁双方对仲裁委员会达成了明确约定时，当事人可以待仲裁事由发生后，自行达成

补充协议约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协议的效力瑕疵被事后的补充协议消

除，仲裁协议自始有效。但是，当补充协议无法达成一致，导致仲裁委员会规定不明时，仲裁

协议便自始无效。12)如在“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案”13)中，中海北方与本溪北营在仲裁条款中约

定，如果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适用中国法在北京将争议事项提交由

三位仲裁人组成的仲裁庭解决。后最高院审查认为：虽然在仲裁条款中，中海北方与本溪北营

约定了仲裁地为北京，但未明确仲裁委员会。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在纠纷发生之后，另

行达成了关于选定仲裁机构的补充协议。因此，最高院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14)

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两个不同的仲裁机构，此时仲裁协议有效

性，依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是否准确为标准，明确则有效。争议主体可选择任一仲裁机构来解

决争议事项。反之则无效，争议主体的纠纷事项就不能通过仲裁来解决。15)

3.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机构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因当事人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因而涉及适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且

彼此间存在政治、文化等差异，从而使有效性的认定极为复杂。认定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权力

主体有哪些？适用何种法律去认定？针对这些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司法主权说16)和自

裁管辖权说17)。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代表的是一国的司法主权，对与本国相关的一切法律行

为均有干预和监督的权利。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认定同样会涉及到本国法律的实施，因而法院有

权认定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后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其认为仲裁机构因协议主体之间的意思表

示，而拥有对争议事项的管辖权。因此，为了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机构有权利处

理因仲裁协议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其中当然包含对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的判断。该观点还认为，

其可以最大程度的排除国家司法程序的干预，独立于司法决定权，更能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并

在适用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性。

笔者认为，为适应现代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一国在保障其司法权威的前提下，须更加尊重

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在仲裁协议约定不违反该国公共政策与强制性规范时，应允许仲裁机构

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认定，并承认其法律效力。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仅选择仲裁地点而对仲裁机构没有约定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1997年3月19日法函（1997）36号。

13) 裴秀峰，商事仲裁办案指南，法律出版社，2017，p.299.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海北方物流有限公司与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涉外仲裁条款效力

请示的复函，[2015]民四他字第22号。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时选择两个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函，1996年12月12日法函（1996）176号。

16) 赵健，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p.89.

17) Steven Wa1t, “The Contratarian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tgers L. Rev, Vol.51 No 1, 1999,

pp.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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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法院

按照司法主权的观点，法院是一国司法权的代表，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在对仲裁协议是否

有效的认定上具有终局性。在法律适用实践中，法院认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18)：

在提请仲裁申请阶段，协议一方依彼此间的达成的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申请对争议

事项作出裁决，争议另一方拒绝参与仲裁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仲裁机构对所受理案件的

处理权因司法权力介入而暂停，等待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作出最终认定。

在仲裁程序进行中，依据本国法及公共政策的考量，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依中国法律，协议

主体对仲裁协议效力问题发生分歧，分别向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确认协议效力，此时

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一，若仲裁机构受理并处理完结争议事项的时间，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时

间，以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为准，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请求不予受理；其二，若人民法院受理

协议主体请求时，仲裁机构尚未对争议案件作出裁决，则以人民法院的认定为准。而德国法律

规定，争议主体在裁决作出的一个月内，享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又如英国法律规定，法院可

以随时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对仲裁机构行使司法监督权。

在仲裁裁决做出后，如果协议一方不满意该结果，也可向作出裁决地或者执行地法院，以裁

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提起撤销或者请求其拒绝执行该项裁决的诉讼。如在《示范

法》中规定，争议一方不服裁决结果时，可以追诉的方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拒绝承认和执

行该裁决的申请。

(2) 仲裁机构

依据前文所提及的自裁管辖权说观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仲裁机构管辖权的来源。也就是

说，仲裁机构之所以能取得争议事项管辖权的基础和前提，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笔者认为，

当争议主体同意将纠纷交由仲裁机构来裁决，那么对于争议相关的一切事项，仲裁机构就当然

取得管辖权，仲裁协议有效性判断也不例外。之所以赋予仲裁机构这种自我管辖的权力，是因

为这更加符合仲裁灵活、高效、保密的性质，也是争议主体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要

考虑因素，同时符合国际商业活动的要求。

Ⅲ.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法律适用及司法实践

1. 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从中国《法律适用法》相关规定来看，首先适用协议主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选择的法律；其

18) 侯登华，仲裁协议法律制度研究—意思自治视野下当事人权利程序保障，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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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协议主体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时，则适用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的法律。19)此外，《司法解释

（一）》还针对协议中，既没有约定适用法律又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的情形，做了规

定。根据其第十四条的表述，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则适用中国法律。此项规定使仲裁协议效力

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立法与司法中得到统一。

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处理的顺序依次为：优先适用协议主体

选择的法律、其次是仲裁地或仲裁机构所在地法、最后依中国法作为兜底条款。在“确认涉港仲

裁协议案”中，争议主体对所涉争议的适用法未作选择，同时，对于仲裁地和仲裁机构也没有明

确约定，且争议发生后亦未能对此达成补充协议。因此，最高院经审查后，依中国法认定涉案

的仲裁协议无效。20)在另一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关于仲裁条款适用法律及其效

力，最高院给出了类似的处理意见。21)

2. 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实践

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对于仲裁协议是否有效，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均有权认定。在商事仲裁

实践中也同样如此。本节论述的案例主要来源于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笔者根据人民法院公

布的司法案例，并结合最高院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请示的复函，对中国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司

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案例的进一步梳理，笔者发现中国《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是认定

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在实践中，被认定无效的主要因素是，关于仲裁机构的

约定不够明确，且事后也无法通过达成补充协议的形式予以确定。之所以规定如此严格，是因

为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逐步完善之中，不得不对国际相关纠纷处理

采取谨慎态度。然而，在当下国际商事交往活动日渐频繁的形势下，如此严格的规定仲裁协议

中必须明确约定仲裁机构，将会阻碍我国仲裁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仲裁事业的国际化。

最高院于2017年12月2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

《司法审查规定》），其第十三、十四条明确了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当事

人意思自治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但须以能够确定其选择适用的具体法律为前提。在没有约定

的情形下，如果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和仲裁地法在适用时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则人民法院应

当选择适用使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另外，该司法解释还规定了，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不同

于合同所适用的法律，其有自身的独立性。

19)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

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20)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东莞市塘厦镇房地产开发公司诉通利文企业有限公司一案中涉港仲裁条款

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2015]民四他字第2号。

21)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外运广西防城港公司与香港银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神牛实业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案中仲裁条款效力问题请示的复函，[2014]民四他字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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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认定存在的问题

1. 仲裁机构认定标准过于严格

(1) 未约定仲裁机构的情形

根据中国《仲裁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明确选定仲裁委员会，是有效协议的必备要素，这属

于效力强制性规范，违反则仲裁协议无效。为了弥补该条规定的不足，《仲裁法》第十八条规

定，争议主体可以采取补救措施，使具有效力瑕疵的仲裁协议，因当事人达成一致合意而恢复

到效力无瑕疵的原始状态。具体来讲，在纠纷发生后，如果争议主体就选定仲裁机构问题，达

成了意见一致的补充协议，争议事项就可继续适用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方式。

值得肯定的是，此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继续选择仲裁方式解决争端提供了缓冲空

间，但实质上，中国《仲裁法》在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规定上仍然十分严格。在上述的“涉港仲

裁协议案”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仲裁协议就是因未明确约定仲裁机构而被认定为无

效。相比之下，多数国家或地区在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规定中，并不将明确的仲裁机构作为强

制性规定，而更加关注协议主体在订立仲裁协议时达成的合意是否真实有效。

(2) 约定两个仲裁机构的情形

通过上文的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事先没有选定仲裁机构，事后对此也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的，通常情况下仲裁协议会被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在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中，存在着仲裁条款中同时约定两个仲裁机构的情形，如在

“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案”22)中，协议主体在仲裁条款中同时约定了“香港或深圳国际仲裁委员会”

两个仲裁机构。此外，还存在着，虽然协议各方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一个仲裁地，但此地有多个

仲裁机构的情形，如在“合作经营运输纠纷案”23)中，双方在所涉仲裁条款中约定，因合作发生的

争议事项由“深圳市仲裁机构” 负责调解或仲裁。发生上述情况时，仲裁协议是否当然无效？针

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两种情况，中国仲裁法司法解释作出了明确规定，争议主体有选择的权利，即

如果协议主体对仲裁机构的选择能够达成一致合意，则仲裁协议有效。反之，则无效。24)

从立法宗旨来看，该解释的两条规定，都给与了当事人充分补救的机会。然而，在国际商事

2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宁波永信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宁波仲裁委员会甬仲裁字（2007）第44号裁决一案的请

示报告报告的复函，[2009]民四他字第45号。

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交通运输公司等诉香港深南投资公司合作经营运输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2006]民四他字第29号。

24) 参见《仲裁法》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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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案件的实际法律适用中，协议主体往往属于不同国家或地区，而对仲裁机构的选择大多关

系着仲裁裁决，从而与自身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当事人出于趋利避害以及达成仲裁程序

和裁决结果可预测的目的，往往会选择裁决结果对自己有利的仲裁机构。所以，争议主体很难

在事后就选定仲裁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从中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仲裁协议必须

包含明确仲裁机构的立法精神来看，通常情形下，上述仲裁协议都是无效的。

2. 仲裁协议效力管辖权划分不明确

相对于仲裁机构对争议事项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则

来自于法律规定，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由此便产生了以下问题：仲裁机构和人民

法院对同一项争议案件均具有管辖权时，应由谁管辖？若由仲裁机构管辖，其仲裁裁决效力如

何？对此，中国与仲裁相关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如前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管辖权划分的依据是，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对争议请求受理

的时间顺序。因此，仲裁机构因先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从而获得该项争议的管辖权后，必须

及时作出裁决，否则仍可能会在争议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生效时，丧失争议事项的

管辖权。同时，人民法院的裁定具有司法终局性，这实际上排除了仲裁机构的管辖权，存在违

背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嫌疑。

3. 仲裁协议国际性认定标准模糊

依据中国法律，仲裁协议国际性的判断依据是，商事主体缔结的仲裁协议是否包含“涉外因

素”。而对于“涉外因素”的认定，主流方法是“三要素论”，即采取主体、客体、法律事实等因素

作为国际性的判断标准。而在《民事诉讼法》中，中国司法实践对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的区分

原则，则是以受理争议事项的“仲裁机构”是否包含涉外因素为判断标准。但中国其他法律对“涉

外因素”的认定则是以当事人国籍、法律关系（法律事实）以及争议标的是否具有国际因素作为

确定涉外之标准。

在“朝来新生案”25)中，协议双方约定，将争议交由大韩商事仲裁院通过仲裁方式裁决。此

后，双方因高尔夫球场的股权转让及合作问题产生争议，并由大韩商事仲裁院作出裁决，朝来

公司据此裁决结果向中国法院提出承认该项裁决的申请。最后经最高院研究，并依据中国参加

的国际公约，作出了不承认该项裁决的裁定。其理由有：首先，朝来公司与所望之信公司均是

依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法人；争议标的物及合同订立和履行亦都在中国境内。因此，合

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2113-0011号、第12112-0012

号仲裁裁决案件请示的复函，[2013]民四他字第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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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具有国际性，应当适用中国法认定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其次，对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

中国法律未授权当事人将其提交至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此外，中国也不认可在境外作出的临时

仲裁。最后，因为争议主体之间的约定无效，且未就此约定的效力瑕疵达成补正的合意，所以

协议双方约定的仲裁庭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在另一起“江苏万源贸易纠纷案”26)中，最高院基

于同样的理由认定商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仲裁条款无效。

不可否认，采取上述方法判定涉外因素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在事实上，缩小了涉外民事

关系的认定范围，缺乏适用上的灵活性。虽然学界对“朝来新生案”的仲裁裁决还存在较多争

议，但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首先应适用协议主体一致合意选择

的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次，依照国际惯例适用仲裁地法；最后，依法院地法和中

国法律作为兜底适用。

Ⅴ. 完善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建议

随着对外经贸易活动的增多，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开始走上国际化道路。然而，在国际商事仲

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方面，中国在立法与实践上都过于强调人民法院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中的主

导作用，从而弱化了仲裁机构的作用。对此，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提出完

善建议：

1. 放宽对仲裁机构选定的认定标准

依据中国《仲裁法》，仲裁协议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其包含明确的仲裁机构，否则

商事主体缔结的仲裁合意便无效。这里要求的“明确”，是指要选定一个具体的、名称准确的仲

裁机构。然而，对仲裁协议主体而言，有关仲裁机构的选择要求过于严格，在相当程度上，限

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维护。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仲裁法应当放宽对

仲裁机构选定的认定标准。

在实践中，对仲裁机构的约定会出现两种情况：

(1) 对约定仲裁机构不明确

依据最高院的复函27)，在仲裁协议中如约定由“某市仲裁机构仲裁”，则依据该市仲裁机构的数

量来确定约定是否明确。第一种情况：如果该市只有一个仲裁机构，因此可推知仲裁机构的，则

2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与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仲裁

协议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12]民四他字第2号。

2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仲裁机构名称的约定不明确的仲裁协议的请示的复函，[2005]民立他字第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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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约定明确。如在“合作合同纠纷案”28)中，协议主体约定争议由贸仲委北京分会仲裁。因为贸

仲委在北京只有一家分会，所以，法院认定仲裁机构约定明确，仲裁条款有效。如约定的仲裁机

构不存在，则仲裁协议无效，如在“照明器材买卖合同纠纷案”29)中，协议双方约定，对因合同的

履行而发生的争议提交至“青岛市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实际上，商事主体约定的仲裁机

构并不存在，且在争议发生后其中一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因此，法院认为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

款，因争议主体未能在事后就仲裁机构问题达成一致合意，因而属于无效。

第二种情况：如果该市同时存在多个仲裁机构，则认为约定不明确，仲裁协议无效。如在上

文提到的“交通运输纠纷一案”30)中，当事人约定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事宜，应提请至“深圳市

仲裁机构”解决。但是在签订合同时，深圳存在多家仲裁机构，而商事主体在争议发生后未能达

成新的补正协议，无法确定仲裁机构，最终商事主体所订立的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31)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认定仲裁机构名称是否准确时，应当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

处理。法院在审理当事人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时，如按照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协议能推

定出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则应当认定仲裁协议有效。特别是针对上述第二种情形，只要当事人

合意选定其中一个仲裁机构，争议事项即可通过仲裁方式裁决。

(2) 选择两个或多个仲裁机构时

当事人在缔结仲裁协议时，对已发生或将会发生的争议以及可能涉及到的争议事项均作出了

书面的、明确的约定，这说明争议主体对纠纷解决方式已达成一致，即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

纠纷，同时也表明其放弃了诉权。如仅因约定的仲裁机构在数量上不符合规定而简单地宣告缔

约各方签订的仲裁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明显违背了当事人之间已达成的合意。契约必须得

到遵守，否则便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当事人理应受其作出的意思表示约束，而非单方

面通过另行起诉，从而否定已达成的仲裁协议效力。

笔者认为，针对此种情况，协议主体既然已经达成将纠纷交由仲裁解决的合意，就表明其自

愿接受不得向法院起诉的限制。只要仲裁机构依据仲裁规则作出的裁决结果不存在实质上的不

公平，那么就应当认定该协议有效，争议主体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仲裁机构处理争议事项。如果

法院因争议一方当事人的起诉，而轻易判定仲裁协议无效，这显然对遵守协议一方是不利的，

也存在助长承担仲裁不利结果一方逃避仲裁的嫌疑。此外，根据《司法审查规定》第十五条，

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青岛天龙澳兴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与恒达一西伯利有限责任公司、烟台西北林业有限公司合作合同

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请示的复函，[2009]民四他字第44号。

2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岩崎照明器材有限公司与南溢发展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威信企业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仲

裁条款无效的请示的复函，[2004]民四他字第7号。

30) 与此相似的还有杭州泰利德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一案（[2005]民四他字第52号），在该案中当

事人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北京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但是并不存在该仲裁机构，同时北京市有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三家仲裁机构，无法根据仲裁协议推定具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

会，因此仲裁协议被认定为无效。

31) 江伟·肖建国，仲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p.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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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双方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地未作出约定时，如果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够加以确定的，则

视为对仲裁机构做出了明确约定。

2. 减少法院干预并明确仲裁机构管辖

私权与公权的对立，是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认定协议效力问题上产生管辖权冲突的本质原

因。换言之，是商事主体意思自治与一国司法主权的冲突。不可否认，以人民法院为主导确认

仲裁协议效力问题，有利于保障中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中国法律权威。然而，现代国际

经济活动交往日益频繁，世界各国和地区都鼓励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对仲裁制

度大多持鼓励、支持的态度，并不断完善本国或地区的仲裁制度、保障裁决结果的执行。而此

时，如果中国仍一味地强调法院的司法权、排斥仲裁机构受理争议案件的权利，则很难在仲裁

制度上与国际保持一致。

对此，笔者认为，既然协议主体就彼此之间的纠纷达成了仲裁协议，而且也有明确适用仲裁

方式解决纠纷的意思表示，并具体选择了仲裁机构。此时，只要仲裁约定不存在无效事由，应

当将仲裁机构优先作为争议事项的裁决主体。在此期间，应适当限制当事人的诉权，只有在仲

裁机构适用程序及适用法律存在明显违法情形时，才可向法院另行起诉。此外，笔者还认为，

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仲裁机构裁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应更多地体

现在事后监管上。

3. 采取最密切联系原则判断涉外因素

如何判断争议具有涉外性，国际上的做法有 ：一、以当事人的国籍或住所为主要判定依据。

只要争议一方或双方的国籍或住所是外国国籍或住所，其仲裁就属于涉外或国际仲裁。二、以

争议的性质为判定依据。只要仲裁涉及国际商业利益，不论其当事人的国籍或住所是否是外国

国籍或住所，该仲裁就属于涉外或国际仲裁。三、综合性判断方法。即采用基本标准（当事人

的不同国籍身份）和其他几种情形（如当事人具有相同国籍但合同在国外履行，抑或争议的财

产在国外）相结合，只要具备其一，就认为该仲裁协议具有“国际性”。

在“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将彼此间发生的纠纷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本案仲裁协议

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在于认定系争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只有在认定争议具有涉外因

素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才具有效力。最高院认为：该案的仲裁条款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之间

的约定有效。理由如下：其一，双方当事人虽然均为中国法人，但注册地范围为上海自贸区，

且法人性质均为外商独资企业，与境外投资者关联密切；其二，本案合同的履行特征具有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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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此，本案的涉外仲裁条款有效。

由此可见，中国采取的“涉外三要素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仲裁协议的涉外判断问题。对此，

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仲裁协议的涉外判断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为促进国际经贸活

动，在认定仲裁协议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时，应主要依据当事人国籍以及合同性质，由人民法院

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处理关于仲裁协议涉外因素的判断问题。

Ⅵ. 结论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从贸

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仲裁特别是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并且，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国家顶层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实施，国内外经济环境及发展形势在新时期下正发生着

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新时代，新机遇，新使命，如何在新时期将仲裁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仲裁制度，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完善中国仲裁法律

制度，其中，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将是重中之重。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生效要件的规定过于严苛。因此，笔

者建议，应在法律层面弱化对仲裁机构选定的强制性要求，在按照当事人之间约定能够确定具

体的仲裁机构时，应当认定商事主体之间的仲裁协议有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言

以蔽之，中国法律在处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时，既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使争议主体

的正当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还要应保障仲裁庭公正独立地处理争议案件，使裁决结果

在执行地能得到顺利地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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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중국 국제상사중재합의의 효력인정에 관한 연구

JIN QIU

XU SHI-JIE

“중재제도를 보완하고 중재의 공신력을 향상하며” 국제상사중재의 현대화 및 국제화를

강화하는 것은 새로운 시기에서 중국 중재사업의 발전방향이자 “일대일로” 국제상사분쟁

해결시스템 및 기관의 설립에 관한 의견의 필연적 요구이다. 다원적 분쟁해결시스템의

중요한 구성부분으로서, 국제상사중재는 독보적인 편의성, 종국성, 전문성 및 결과집행의

용이성 등 여러 장점으로 인해 상사거래에서 이를 선택하는 상사주체들이 점점 많아지고

있다. 유효한 중재합의는 중재절차 개시의 전제이지만 국제상사중재안건 중에서 서로 다

른 국가 또는 지역의 분쟁주체들은 종종 각기 다른 국적으로 인하여 중재안건의 법률적용

이 다르게 됨에 따라 법률효과가 크게 달라지는 경우를 직면하게 된다. 이런 경우, 중재

분쟁의 효과적인 해결은 보증하기 어렵다. 본 논고는 중재합의의 효력문제를 연구대상으

로 하고 중국 국제상사중재합의의 법률적용문제에서 출발하여 중국 국제상사중재합의와

관련한 법률규정과 사법실무를 결합하여 지금 중국 국제상사중재합의의 효력에 대한 인정

에서 존재하고 있는 문제점들을 분석하고 상응한 건의를 제기함으로서 중국 중재법의 개

정과 보완에 합리적이고 가능한 방향을 제시하고자 한다.

주제어 : 중재합의, 법률적용, 보완건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