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국제업무 j 제6집 제2호 2014.11.30
제주대학교 법과정책연구원

〈中固 (上海)自由뽑易뾰앓 ø]i매載規때〉 之解壞
Analysis of “Arbi 압ation R띠es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傳휠峰*
Fu. Xue-feng

目 윷

l 뭉|를
11. (텀쩔區#했規~IJ) 的制度훌 j新及解 ••
111옳語

簡要

上海自윗 E的制度며新， 集며 tE!足i흉投l5'f'!fl易便 flj、밟管高效便鐘和法制 fF境
빼햄 i효三1-方面， 其며商事{매載옮IJ度是自 '!fl1K法制쩌;境建ìl!:的重要 t且成部分。
〈自'!fl1K i대載빠째} •是上海[휠~jj;설iif'!fl 易{뿌載委1lJ.승겨상正、 놓 .'1J!.、高效 t뼈￥
決涉及上海自 '!fl1K p얀因合同和其 il!l!í!tFf)(益t 니m. 根提中圖的{여했法以及相옷法
律的꽤定制定的， 子2014年今年5月1日표式핏施。(自 '!fl1K i매했規삐〉共10章85
쭉，吸때和完善 7ì훌多 E회빠間事{뿌했的先i흉jjjlJ度，如完善 71Iflï8;j"}홉施‘增ìl!:7떻
J울、{매횡tø훌制度，突破 7 월事人많定 f때載f5名冊 jjjlJ的限制， 뼈立 7i 며흉t1lJ.7f放名冊
制 ，細化了案件合井、 其他까 ìSi.方加 λ{ 며했程序以及案外 ;\110λf 뿌載程序等 jjjlj
度 )변파i요立f매했R훌t且成前的 i周解f5圖解程序 i흉-步完善 7i 매했딛뼈解相않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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없IJ度 ;않-步꿇化了{매載中的 i正擔옮 IJ度等 ，때λ了友好 1뿌했制度，增i융7小짧휩
싸程序， 降I~了相E뼈에따했收費。

上海固 ~jj;~.조r1f'!E 易{대했委f5슨견E (自WlRf뿌했쩌삐〉制定 11:程中， 充分尊重境
內外월事 A的意멍、自治，在麻予{며載R훌更多程序管理뼈和決定뻐的同 B;j. ìl월事
A 網有充分的程序 j월￥쨌和自主板， 되E힘빠通行 ~!l!1J相接뻐， 是境內外 7f放程
度、중活程度最高的固院 ft 的{며했規삐之-0 (自없lRf띠쳤~!l!IJ> 是自 WlR뿜i씨
解決뿜IJ度 ftlJ新及法律保障的重要制度性成果， f올해建自WlR以及上海法治化、 E회
P히化홈商쩌:境的重要꿇錯。<自 WlRf뿌1iH~!l!IJ>也是며固首部自 WlRf매했~!l!IJ，
xt子中 E휩{때했制度的용展，具有先行先 ìJt的意 'X.. 我 fil希望其中的며新惜施 tEi츠
行-定 B;j때以팀，能힘$nX.겨可夏 ílilJ‘可推「子全固的얹앞。

*짧i혀 :“九大며新”、先行先 ìJt、自WlR、f뿌했채째、法治保障、 E힘P示化

1. 덤l콤

2013年9月中固政府批進않立中固 (上海)自由%易밟않 lR( 下林“上海自텀
lR") . 同月 29日，上海엽웠 E正 itt 월짧i흐홈。同年 10月22日，上海自없 lRf:벼했院
(숲fIJ;、때固 (上海)自由%易펴않 lRl며짧운"，[英]Clúna (Shangh 외) Pilot Fræ

Trade Zone Couπ of Arbitration) 正式成立 1)。上海自띔 E뼈했院是 t海固빠설
뻐없易뼈載委텀승않在上海自윗 E的派앞m해，其主要 jk종是켜上海엽윗 IKr선的
월事 A 提供{뿌했양i句、{며했立案、7fØ훌軍理等涉及{며載方面的法律服줬。 上海 E휩
빠설뻐 W易{며했委m승的前身是 1988年12月27日成立的中圖固빠、짚洛%易 f뿌載委
m승上海分승， 屬子中 E휠E휩~jj;~조뻐얹易{뿌載委f5승훌接쨌륨的 f며載分支 fJH성。
2013年4月，설上海市政府批뼈， 中固固 ~jj;~조t휴웠易{대載委m승上海分응更名껴上
海固~~조뻐%易{뿌載委5i승，同B;jJã用上海固떼{여我中心的名져;210 t居根道.tEi立

j) 胡欣欣 “上海i3!fl1R成立{여행홈 벼않 lRì.1;iliiJ建ìl(Jãi;l]立法 I1'J'面Ilfli쭉않" 致 (21世!c!.죠뻐根
道)2013年10月24日7版。

2) 껴了생힘，H'íf!F훗更所 **á9ì 용多車효， 中固휩 'ffi조 iì'i!fl易{여했委9l.승좋 rllt 外상布了 〈갖子中圖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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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5年며， 上海固 ~jj;;조혐텀易{띠載委m승共受理{매했案 2541 件， 其며 E되內案件古
73% ，涉外案件리527% ; 案件훤 ìS(쫓型뼈옮各主要商事쨌域， 휩싸金짧연、ìt.A. 民市

2Q'ìfZ.元'31。
上海自윗 E成立팀， 上海固 ~jj;;조i1f렀易 i며했委m용않없把握 8tfJl ，fJlflZ규展엽

WlRf 여載院的成立 1옳옳工 f1' ，얹上海市司法局同意井얄根며법司法部옳案담，
2013 年 10月22 日上海 i3WlRf 벼짧a正式처外宣布 i효율。2013 年 11月26 日上海自 WIR
때載院首 lX7f 底軍理때했案件。 ì*案是涉及늑 f;$:f:j!(Ji!i合同 t니쇄的商事{뿌載案件，
申i홉A是在中[휩注冊的知名外閒投윗企 it ，被申 i홉人是固內企 it ，由千根握~方
효 ìT的中英文 m폼合同션定， f며했的I 作i펌콤 PJ英 i흠，首席{뿌흉~mtf!.꺼外籍{뿌했
m41。目前， 上海自윗 IRf여載院有 625 名{뿌했m，其中， 外籍及港 i몇台籍 f매했5i 션

입V3，ìt199 名，分었 lJ:jl~自39↑固家和地E。
上海自 WlRf 며我院成立以팀的 2014 年 1月，上海園 ~jj정조뻐댐易i며我委m승 7f始휠

手制定 j휠用千自 WlRf 中했案件的{며홍~*'l!!il1J，짚i立敬次 l친部ìtìε ，九易其鎬， 形成

初橋， 在向 fi 승各界 f正求意 .IJJ.和建 i씨的基뻐上， 出台 J <中固 (上海)自由 W易

ut 않 IRf뿌￥~*'l!!il1J) (上海委m승 (上海圖빠{매載中心)第二居委혀승第四 lX율 ìS(
軍싸通ü，下物、“自WlRf 벼載체삐”)。i*f 뿌했체!ilIJ由10 章85종杓成， 효也是中 E휩第
-部自 WlRf 뿌~뼈삐， 自2014 年5月l 日起 lE 式施行。 51按照中圖的民事 i팀삼法 (第

237 종、第 274 종等) 、{며했法(第58奈、第63奈)的꽤定， Á民法院 nf 뿌我案{牛
具有司法軍훌責{王，설J:吸法院指定管精， 上海市第二中吸 A民法院쳐 J:海固 ~jj;
t죠뻐윗易{여載委뒀용的 i며載案件具有司法軍훔管짧쨌。 겨了 fflflZ配合上海自윗 E

~~t，조ìJf!1I易{여했委1JJ.승上海分승‘中엽固~;Ft:죠ìJf!ll易{매했委1JJ.승iJ'南分용有용事효的상告)，井
ìÀ꺼，1:.협分승ffJiJ'南分용쭉更껴'nt'8lt- 等事宜，園子“不열行꺼”。有엿中固固빠셜ì1i!ll易f뿌했
委1JJ.승딛其上海分용ffJiJ'南分승zf' 리(fJ!니훌及原因，參J1I.固~j;!조ì1í!ll易{매~委1JJ.승상布的즙千文
件‘(햇{뿌委及其分승的뼈律i언{효和m史펌훌〉、 {<þ~되固~j;!조ì1i!ll易{매했委a응致숲 (.<j;j，!，~1JJ.
的상升信) (2012年5月1日)、 〈中固固~T겼i1i얹易{~委1Jl.승줌明) (2012年5月l 日)、 〈中
固固빠얹i1i!ll易{뿌했委1JJ.융옷슨 ft 성定由中固固ßiii!잠1í!ll易{여했委a승上협分승、<þ~휩업~j;!조ìJf!ll
易{매했委1JJ.승iJ'f힘7T승f띠했的案件的g理公告) ((2012 年8月l 日)等，했中固固빠쯤뻐%易#
했委a응官떠 (2014年9月108i 方폐) 。

3) 挑쩌햄 :“13!i'ilRf'!'챙헬首 1X7fiJ!"，했 〈新民뼈행)2013年 11月26日A4版。
4) 同前注。
5) {中固(上海)13 由였易ìJt엎IR{뿌했~m的正rt 文本，參 J1I.上협E되~j;!조ìJf!i'i易{'!'했委1JJ.승

(SHlAC)官쩌http://、vww.shiac.org/Guide.aspx?tid= 12&nid=613 (2014年9月108i 方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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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制建 ì9;和용展 ，充分갱H￥{매했制度在解決t니해며的重要 1'1'用 ，j견法題行{때했
司法軍훌和材 IfTI때載했決的맹責， 上海市第二中짧 A 民法院좋끼制定了 〈용子造

用 〈며固 (上海)自由%易 i式않ß:1$했規째> j여했案件司法軍흉和채行的若千意

j)D (下林“若千意J)!.") ，子 2014 年5月4 日起施行。 610 (自윗E때載規삐〉 和

〈若千意파) 的出台具有深힌意 'X ，'Ë4 장용加快推 i얄我固{여我힘j度的 B.JO홉특完
善，充分 :i<J￥{여종Wl 制解決園事 2니*서的功能，同뼈也有￥ Ij千推功將上海建 ì9;成껴
具有 E휩~;j;影뼈力的商事{며載中4心。

11. <自윗E뼈載웰떼〉的制度빼新及解 i쫓

1. 빼했 11훌H때홉施制度的료善

ilffiai 保숲惜施是指力了防止在 f中載程序 i얄行中， 검事 A￥Ij用其所샀的 jjt 努地
位，￥휠移或f힘없i正提或멧:tr노’致使{매載載決不能合理地作出， 或좁則便 1'1'出팀，
也唯以材 l行而宋取的保全指施。 I뼈ai惜施的主要性 1m和特‘역是:第- )츠些惜施

都是 iE종ìS(解決 Z 前， ~P在i여했찮決作出 Z 前핑取的， 包括在 f며찮程序升始之前
或홈在 i매했程序i효行之中핑取的 ;第二， ß些惜施只是 I뻐ai↑生的;第三，*取~
些#홉施的原因i현常是없急、的，如果不宋取 j효些짧施， 就存 iE훌可能짧-方뀔事 A
造fi\(fßl害的威助 71。

〈自Wß:j' 며載뼈멧Ij} 第3章쳐1뻐aif 홉施作了7奈뺏定， 其內容 tt$S2 全面，井且특 E딩
빠通行{故法相接$fL。具{후解않如下。

第- 똥取 11옮 ai:t 홉施的主 1* ，不{又包括法院，也包括 i여載훨。，M.[휩~;j;商事{뿌했
的용展협찢未看， (陳合固固빠윗易法委려승 E퇴P하商事i여我示햄法〉 和 〈股合E휩
固빠%易法委 rn.승 f뿌흉H!l!!l!Ij) 以及大部分知名固빠商事{며했↑凡狗的f얘載.l.'ll.!l!1j都規

6) 有갖上海市第二中吸 A 民法院 〈옷子造用 〈中固 ct海 )13 由%易벼않 13:i'φ훌~~.!Ij1J>fl띠했쫓件려法
íjl훌和#\行1的흉千意 !.\l.) 的숲文以及 ìx흉91.的解찮， 혔 〈上海홉治IIÐ 2014年7月21日Ba7版。

7) 했훌、王英民 (固떠商事i며했 iIíIItm뼈法律[러웰 lìff혔)，($￥iI'<:I:'}2008年第2期 ;*彩χ
(ìí>:固빠뼈事 f<þ했빼#保숲11lDÎ!i!인까行)， (法制특11승)20094';fl4 期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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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固 (上흉JIêj由윗易 l뼈잉1R1<Þ예~1~~II)之없 if.;

定{뿌했R훌有재決定是否 *ml 뼈Htt홉施。但是中固 〈民事ìJTì싱法〉規定只能由 A 民
法院宋取 l뻐H村홉施，i효빼規定不利子{뿌했制度的圖빠化。{自 WIZI뿌했쩨삐〉뺑定
IIåíHiH\D뼈인決定 tJlt성包括{며했底和떻쏠빼載底，引入了固빠변行做法， 但前提是 1圖
B觸施치行地所在[휩家빙강뽀E的有옷法律뺑定 f뿌載헬有板作出 1圖8村홉施決定。
第二， 1뻐Hit 홉施的행固。(自 WIZI 대했孤삐〉 第 18奈明뼈 71며했中 l뻐Hi擔施的
핸E팀，包括따 F 保全、 i正擔保숲、 行겨保全和法律規定的其他惜施。)효-方面때
λ72012 年修 ìT的中圖 〈民事i텀삼法}中的行겨保숲指施， ~-方面也符合固 ~ff，
慣{列，特別是有助千知 i디혼재案件中펌事 A板利的保 tf' 。↓~Hil버핸E팀未看，全面
規定了{띠載前的 I圖Hit홉施、 f매홍~ß중2且成f즉的IIåíHi擔施， 以及{여我案件受理之팀{여

했않且成 Z 前的 1뼈 it홉施(!!P~;월빼載底옮 Ij度)。

第三， 明뼈了뼈했 f凡해的作用。 在|뼈Hi指施程序中， 1中홍Wl해只是起到收受和
첼交申 i춤的1'1'用， 井不能頁援 1'1'出載決。 在中固頁 :iI 有決定쨌的主{후是 A 民法
院， 긴E其 IjjJ~휩家的f中~制度中삐 i현常겨{며했底、%윷릎、{며홍u 훌和法院。 J!;- 펴也틸
固P펴형1Tt.!l1!J!1j相符。
第四， 彈뼈 11옮H;ji홉施-定要符合村 \1li 也法律，防î[法律 j며突á'.J}XI，~깊。也就是 ì5l.，
헬Å1균뾰的法律되{여했規띠”相때突Hi，以村\1뼈法律 111:it先띠 훌-)연能保i正 〈自없
1Z1뿌我規멧Ij) 不승 j형背中固 〈民事땀i상法〉的뼈옷規定。 具#而콤， 如果 IlåiH;ji홉施
的채，m생在中볍， 因11中E협 〈民事ìffi公法〉不允 i쉬뿌했훨핑取或作出 IIåíB村홉施，所
以 〈自렀1Z1며載뺑삐〉렛下옷子 f뿌쳤혐決定 l뻐빼惜b뼈 b꽤定就不융당휠用。
第五， (自윗1Z1'여載뼈삐) ff~1 뼈Hi擔施決定的更正 1'1'出了뼈定， JA而保 i正7

l뻐H;ji홉施申i뿜的相~方별事人提出륨 ì:X和흉得救뻐的板￥ IJ。

2. 떻急빼$ï훌制度的 i융 iL

3§;월{며훌~JH制度， 也 fiF없;急{매훌~m.制度， 是켜열事人在않急情況下提供웠;월 1뻐
Hi救빠的옮 Ij度。~急{며載底的m成，需要펌事 A提出귀面申 i뽑，申i홉提出的멤|폐
，면可以是:(f提交{며했申i훔的同Hi，ii!.可以是在提交{매載申 i뿜之팀、{뿌載JHt且nX:Z
前。 ì~制度的뼈立 {51.系꺼了向월事 A提供 ill據的 IlåiHi性救淸， 井不影뼈 Itþ載햄~
핏i후용하ì:X的軍理及 E닙事各方的其他程序쨌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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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양켜텀前固P示{뿌載~JIì中的 -J멧通例，在世界各主要{며종WH깅的뼈했체삐中，
{여載훨通常都有板根提월事人的申 i홉.:ì出以保全 9!TF或 i또提tJ 덤的的 1뼈at 擔施
指송， 向申 i홉方提供 II$a에生救iJf 0 {E!핏股며， 由千{며했훨짧成的 i立程通常승쯤 at
￥jtiÇ. 有的甚至 iÇit 했月 ，월事 A 在組底前처 l뻐at ↑生救iJf的需求往往不能↓~{벼載
程序中흉得滿足。 껴解決此何題-些{매짧 f凡狗子是在其 1J11.ml]中加λ了떻急{며載
1i1i1ilJ度， 也利;꺼~急{여했@중或G.;急f뿌흉~1i1制度， 使열事 A 在{며했@호m成前能縣 R
得i며했程序中的 1뻐at性救빠。
떻急{며했R훌制度是近凡年未固 P示聞事{며했制度的最新향展成果之- 是{며행|옮

at 錯施的 t且成部分 810 <自'ðï1K{tjl흉H!llJJ!I])第 21쫓처없월、1뿌我底作出規定。 具{本而

즙. <自'ðï1K{뿌했체찌1]) 1A以下 .51'方面뼈建了떻急、{띠했J햄制度 :

第- 월事A可以提出귀面申 i홉要求成立쌓急{며載歷，申i홉必須附貝理由。
第二， 決定是否成立떻;훌빼했底的 f凡均是뼈載委융슨， 由 f뿌했委 1i1승主 f王指定

-名{며흉~1i1成立없;월{며했훨。
第三， 뼈任뽕응、{여~I健的{여載1i1G.承f댐皮露X 종和 i흉守回避制度。
第四~응、{뿌載탤的멤재쩍 H 힘늑 -RlH 며載底的핸固相同， 在{매載훨~!l成之日解

散， 井 G.向 {tjl載헬移交숲部案卷材料。~윷急、 {tjl載 f5 不能 tE!任 i갖{며我案件的{며홍t
1i1. 除非월事/\핑有션定。
第五， 꿨;훌{며쳤훨程序不影n向f며載程序的 i흉行Q

3. 빼我뭘升放名冊制的뼈立

{뿌我혀名冊制，是指把 i렀2M띠했f5 的姓名及其좋 iÇ. 有 at包括其짚않和뼈 l켜編
制成冊， 供링事 A 、{여載m↑성或指定tJlf성進홉以뼈定 f며했1i11Í9-f!j!힘l度。
宋用名冊制引륨월事人 ~{I며載1i1的 i월定主要有閒大方面的 f尤努 :其- 名冊制

可以겨월事 Ai 옳裡{며했1i1提供參考。 월事人~法律或其 f번행域的융家 7 解井不充
分 .f:Ei 옳f￥{며흥~1i1的 i:t程中可能存在훈然。 名冊制 ml]能웬찢겨링事人提供 -/j' “좋家

敬握!숱"겨펌事人的 i훌홉朴充必要信息 .i2;也是名冊制혼生的初훌 Z所在。 其

8) 跳째밟 “i3!i'11:K1매했新'~新’f민1!JIl里?"，했 〈新民映뼈)2014年4Fl8日A3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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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져뼈載려的윗 Jfftj윈l'\lli:督。各E회法律可能~j 매했rn.'ðf格存在不同規定， tJ避
免월事 Áií1l'￥不具옳얹格或是좋 .'IJ!.水t佳不足的{며흉xå j뿌載tJH성ì5!:立{며했f5名冊
可C채략 Ij事先選ií1的j'j:用9)。

但딛此同 aif，파度彈潤名冊옮 Ij的해束 j'j:用，떼可能不월限힘 l연事 A 的;意、思自
治 -是{며종xrn.名冊 7ë法完숲覆蓋各훗{매載案件可能需要的所有좋家， 尤其是在

[휩院倒事{며했中，열事人~多[휩{여했f5的需求唯以 i면iÍ-/ 에며載tJH성的f매했rn.名
冊得쫓IJi뼈足，二是部分뀔事Á 可以不需要{며我fa名冊的指引， 同↑￥完全有能力얘싱훌

'ðfJfftj졸월的f뿌했rn.，tEi츠빼情況下， 5옳IM~ 事人在{며했뒀名벌中做出進擇삐可能
i휩背和限制T월事A更加nz和多元化的意原。
〈自fí.í1Kj中했쩨fJ!1j)第z1奈中 ~j 뿌했f5名冊 IMj표-步i흉行T 完善， )쪼漸뼈立了升

n;zrtj뿌흉xrn.名冊制度。
第- 연事人없然可以或홈 i見主要il 是b서tþ했5i名冊中 ií1定{여꿇릿。
第二， 펀事A 也可以在{며載f5名冊以 7H울f￥f며홍xrn.或是首땀(狼任)j中했혀。~千

#首席{여했뒀的ií1繹， 월事 Á~f 可以事先션定在名冊外 ií1l'￥f며찮åiJ1. 可以在끊
有션定的情[兄下，훌援在{뿌했rn.ií1jf程序中自行 i월揮或共同推흉名冊外的 A 士 t!J.
jfj 뿌載5i。因此， 펌事人的此 f1jJj훌홉板利井不再需要事先特別션定， 而是 j현i立{매
했쨌삐予以뼈 ìÀo j현파i츠-孤定，“규放式名冊制"8懶式 ::ff始愈m淸뼈， !!P在適守
中固法律뺏定的前提下， ~fm 了딛 t!t界主要{매했tJH성핏짧的接 $!t。同며， 월事 A
推흉{鐵뒀名冊外 89Á 士뼈任{뿌했rn.的，需Z조i며했委rn.승主任 f겠法。뼈 ìÀ井同意、
팀任命。)효-朴充체定 ì5!:定了{매흉xrn.'ðfJfft的必要軍核程序， JA而在最大限度保障
려事A 意思自治的同 aif，也能뺑簡保{매載5i的 ií1l'￥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 如果{띠

~委 rn.승主 jf 不同意 i젖i훌f￥"엌事;\fJ!ljE\Z{E收흰Jì~決定Z日起5日l친，在名冊內 i월
定或委 tf:j뿌했委텀승主任指定{때我f5。在엄事 A 未能 i월定或委 :jtaif ，fJ!IJ由때我委
rn.승主 jfj 흉行指定。
처千首席{매했rn.或狼任{매載rn.的 ií1:j￥，~方링事 A 可以事先힘定推拜-名 f매載

rn.名冊外的 Á 土뼈任首席 f매載f5或뾰任{띠흉xrn.，井 {E收쪼1]1며했i형知之日起 15日內
提交共同推퓨的 i꼈名A 士信息。 i효-J 錯同↑￥需要쌀 i호{여했委5i융主 jfj 꼈法뼈ìÀ

9) 혐츄 (ì(J;j<Pî\t1l현且JR的有용|허짧)， (i鐵liìfJE)2αE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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팀方才能陽 if 命。 同며， 如果 i여載委m승主任不同意 i갖i훌f￥，펄事 A째E교在收휩1
ìi<決定之日 t.t'.5 日內， tEi뿌했m名冊內共同 j훌定或是핑用推흉名單的方式指定{며흉 t
m。如果옆事 A未a값훌定首席(뾰任){뿌했m，那ι 멧 IJ由{여載委뒀응主任指定。

4. 合井뼈했制度的뼈化

合井 i며했，是指뼈 l'或뼈 l'以上案 f牛的{대했程序的合井。È是指存在而 l'或뼈
l' 以上뼈효용股的{매했程序 at，力了-행子解決所有훔 ìSl，j면파-定的程序 ì9:
ìt ，將所有的월事 A 김集在-起)현파-↑ iJþ했程序 x1理所有횡 i씨的뿜IJ度 ]0) 。合

井{여我制度通常되多方염事人的{며했制度安염타g효힘接 ll)。

合井{며~，大{本可以分겨閒빼훗型 -是自原的合井， ~P多l'i며찮程序的펌事
}.):성惡意將其iJþ했程序 i흉行合井 'ijìf里，↓k而一井解決뿜 ìSl ; 二是뿌自原的合井，
맨多 l'i매했程序的경事 A井不原意將{대했程序않行合井， 而是恨握-定的原 miJ將
1bi、{여했程序合井。自原的合井{며載，i후짜的是엄事人 m'띠찮程序的意思덤治，
其핏廣是多 l'i여했程序的월事 A 重新 Q;成了新的 f뿌흉~t까ìSl，因此得到各固뼈했立
法和 f며했께H잉{며했!îl!mu的 ìÀ可。非自原的合井{여했， 由子늑월事 A 的意思自治相
左，故在콧짧中校少得종 u接受。
〈自ffllRi뿌했!îl!mu>第36奈“案件合井 "~P是合井{며載制度的具 f本化。量然固內也

有{띠我tfU성的f매했規띠U체定了合井 f뿌했，但 〈自원lRi때~!îl!삐》 的規定 i'FJ; 田
化。依握 〈自ffllRi매했행삐> j용行{매했案件的合井，需要 ìì흉、以下凡펴:
第-， i뿌￥~tff，的꺼同一뼈훗或홈有갖股。 fÅ숲~IDJ힘看，ì짖要求都是必要的。

只有횡 ìSl함的겨同 -f!þ쫓或홈有-定햄系， 才具有合井{대載的事핏和法律基뻐。

第二， 各方월事 A同意、。)6-奈件事핏上排除 7뿌自原的合井{뿌載， 也避免了
非自原 f며쳤下 f뿌~했決可能存在的 JX\~。월事A同意的形式꺼 :由-方월事人向

f며我혈提出合井 iJþ쳤的 $ì춤，得到他方월事 A的同意。
第三， i뿌했핸決定是否合井。 決定是否合井 f매載的뼈力떠屬子{며했훨， 而井뿌

10) 王智勇 〈밟析合井때했)，(法制딛lt승)2010年第 12期。
11) 柱煥芳‘R鋼‘ (ìt:多方엄事 A읍채여鋼인合意딛技木)，(西北大쑤혐~(哲풍lt승科쏟뼈) aJI3

年없6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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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매흉UJH성或法院。 Irþ載훨是{며~t)(的享有者， 有造필 i훌行{대我程序的板力。
第四， 合井的 i며했案件合井子最先升始{매했程序的{뿌載案件。 除킥F~事A- 致

i좁求11'出 -1 써여쳤載決， 1매홍xß훌仍mm各{뿌했案{牛分었IJj'F出했決귀。)효되{여했f까
ì)ljiJímm的是-致的。 合井{뿌載的풋健要素是 i며~tff ，的和펀事A的意思、自治。

5. 뼈첼第三 .A.ifiIJ度的뜸A

{여했第三A，是指非때載程序的펌事 A，由子되{며했案件存在利害갖系， t조i立
-定奈件加 λ 휩lJj때載程序中的 Á. ， f며찮第프 A是一↑程序法上的戰念， ↑lU몹第三
人是否켜때했 f까i씨的펀事 Á. ，可以염第三 Á.IR 分켜 f매載t1J.ì뼈?第三人和案外 A。
在 ìJfì상中，특之뼈似的廠念是 ìJfì싱第三A。以中[휩〈民事i팀상法〉겨例， 1떠싱第三

A밟폼有狼立 i홉求뼈인第三A和행뾰立 i홉求빼 \.Jw，三Á.，ìf탐싱第三A댐조是-↑~~較
成熟的程序法 t的制度。 m.是就 Irþ載第三 A 而콤， 其1r!:~힘如何、其能否加 λf 며我程
序、以及加시따짧윌亨的方式等核/미댐웰， 在理 ìQ:界和핏종界「며未냥成共ìR121。
〈엽WIRI 여載뺏mlj} 將 i며載第三人制度引 λf 며載뼈째， 켜了避免되땀 i싱中的第三

A制度相混휩而 F生理解上的 l뼈sc (自'iiiIR 1때我뺏멧Ij) 未宋用“第三x'的췄초，
而是 E 分{며했f까ìS{的他方월事 A參되{매載程序(第37종)和案外A參딛{며했程序(第
38종)뼈뼈情況，井且 ì5!:立 7 不同的奈件， 具有 ftlJ新性。 져子 〈自얹IRI뿌했規m1j}
的 i갖땐옮IJ度的 f輔￥，mi.t意以下 l可짧
第- 增加的第三 A겨 f때했f까ìS{的펌事 A‘且在 f뿌載R로姐成之前的情況 :II:~

at，m由{며했程序的-11 월事 Á. 提出휩面申 i좁，由{매흉HJ1.해的秘‘귀Jz1決定是否 t협
加 i짖第三A。如果 t협1JOn:f的{며했申i홉方或被申 i홈方꺼多方월事 Á. ，삐{여흉xJn 的 j!'j;
f￥方式將&生훨化。
第二， 增加的第三 A 켜 f때載t;!}ìS{的펌事人、 且在{매載햄2且成 zn:f 的情況 :II:~

at，第三 A加入的奈件是 i갖第三A放휴j!'j;定때했 5i 井 ìÁ可己얹 i표行的{띠載程序。
정外， 最쩍第三 A能否加入힘 rJj매我程序， 由i며我협決定。
第三， 案外A~~非{여~f 까i씨的펌事 Á.1Joλ{ 며載程序的何웰。 提出申淸加 λ{ 며我

12} 命항흉 〈我固íl(立{띠짧第三A制度的立法探 ìi> ， <池州~~Jt'￥根)2014年第2期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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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本可以是i여했程序的월事 .A.，也可以是案外 .A.o $ì 홉的形式必須 1，)~面形
式。 fEl7ëì1?:申i품A是 i훌，案外 .A.1Joλf 뿌했程序 &'ffi 得휩Ijf여載程序링事/\和{뿌~Jï훌
的同意。 決定案外 .A.1Joλ{뿌했程序的主 f후，分뼈#↑홉況 f뿌흉~Il줄2且成之前由 f며했
tJU깅f:Ø‘~)1決定;1며흉~Il훌*且成之팀由f며~底決定。 因此， 1며했第三人加 λ到{며我程
序的奈件因其是否 1，)1뿌載tJJì:X的월事 A而有所不同。 案 7~.A.1Joλ{ 매載程序的前提
종件是得휩 IJjI며했程序월事 A和 f며載@홍的同意，)}，J里ì1?:J:看， ß可以被 ìÁ:껴是案外
A되{매했程序的펴事A봇行 ìt 成了{뿌했t까i씨。但考虎쪼 IJ程序的安定性， 1여했핸 jj.J(
f깅‘귀)11乃有板決定是否同意、ìø:第三 A 的加入。

6. ~뼈했中i正提制度的꿇化

f뿌載中的 i正握，包括文件 i正握、 i正人i正흠、좋家 i正擔等。在 f띠載中， 열事A可
以 j!'ç掉所 i졸用的 i正擔~001J。在월事 A않有션定 at ，1며載훨在 i훨個正펄程序的前提
下， xt 千有용 i正짧事때享有決定板。 1뿌載程序 xtì正握的要求 l:t較윷活， 열事A意
思팀治原삐以及틸之相 i졸E5Z的{뿌쳤햄所享有的自由했量板， 始잊主륨훌{며했i正提
*lllJ的j졸用。
〈自TßB:1뿌했빠001J>有갖“i따居”的奈款겨第35종第 4款、第43奈底 'ifiìc:옳、第44奈
협i正、第45종{며했헬自行뼈훌、第46쫓좋家根告及앓定意 ill和第 47奈 JffIì正。具{本

l착容i平析如下:
第， 체定{뿌我헬可以팀行뼈훌收集 i正뼈，j후떠出{여했自治的原삐。
第二， 第35奈第 4款增加了옷子{中我훨可以就 i正擔材料的交換、 核져等 1'1'出安排

的체定。 며E퇴 <1며했法〉規定 i正握E교월a규혈at出示， 월事人可以않行 JffIì正，前

i것增加的相풋規定， 可以使得 i正擔較多的案件， 在@홍軍前就i正握材料 i훌行核n，
lA而提高 R훌'ifiatì正握出示和 JffIì正的效率。

第三， 在{띠했中필事A可以션定 i正握~oolJo ß是以往中固的 i띠載~001J中未뼈定
的，但在固 ß，ji1며했쨌멧IJ中校겨常 illo
第四， 在第 47奈第 1款廣 i正며，特別規定 :除#열事人못有션定-方업事 A提

交的 i正握材料 E5Zí죠本승秘휴 )1얄交其他월事 A 及 f뿌했훨。，효款1$!l\!出{매載委Bi승
在 JffIì正程序中p、起-↑뿔交的作用， 井뿌載決m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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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져좋家 i正握11'出了 i혐머채定。 (l) 멸事A 可以申淸要求좋家 f'Fì正，1며했혈
ìÀ:져必要， ii!.可以 i홉求융家 l'Fì正。(2)規定了놓家 i正A 的윗格， I!f可以是中固的 tJl
t~或自然 A ，ii!.可以是外固的 tJlt성或自然人。 (3)슐家 i正人可由월事 A共同행定，
不能共同造定 st，由{며載핸指定。(4)월事λ‘有X췄햇激費用， 提供或出示任何有

풋윗料、 文件或쩨 f'-、 :m物。 (5)짜융家 i또즙的옆헬 Jmì正程序。)효些옷千좋家i正擔
的체定특 2010年택P示律뼈t까승 (IBA)制定的 〈固빠때我取i正*때IJ) 相符， 也符合其

他固 g示商事{中載tJlt성的遇常 f故法。

7. 빼했딛뼈解相않슴的完홈

{여我和뼈解本是解決商事종 N 的閒 ftPl뽀立方式。 I며쳤되U허解相않合， 是指在同
-휩싸中， f뿌我되洞解뼈*며종N解決方式夏合 i흐用，共同解決종 i씨。f뿌載늑U힘解
相t농슴的形式主要有“先 U힘解lfîf며했”、“뼈解딛{며我同sti 용行(影子洞解)"、“在{며
載中 i옆行潤解”、“{며載팀뼈解”等。팀前，被中固 f뿌흉HJlt잉普i혐핑用是“在{매載中i효
行뼈解"，~P1J解決월事各方횡 ìS(，先 Ji3ïi1J1띠했程序， 1f1매했程ffi 표行i立程中，由
f中흉tDJ.:ì't案件않行洞解， ~혀解不成팀或V경解成껴팀再↑셋夏i흩11'1뿌짧뭘宇。
由子法律찌 ;fr;和 f介{홉取向不同，1며했Ei能否在同-案件中빨任뼈解 .DJ.，i!1f[ 뀔

빠{매했界有持久而챈烈的 ìi"ìt。支持홈 ÌÀ겨1A有效解決案件的角度看， 1대홍~.DJ.可
以在同-案件며뻗任뼈解 1]1，핏fl\!~협解되{매載的有tJlt놈合 ，反 :ì't좁떼ìÀ껴뼈解不
成的， ~허解.DJ.不能再 tE!I'l건매흉~.DJ.，否9!U~順j현反표월程序的要求 131。

〈自댔IRI뿌했체삐) 第6章力{뿌했딛뼈解相쏠合， 主要包括 41' 쏟文 U뢰解.DJ.~허
解、{며載m혀解、{며홍~t凡↑잉外的和解、V경解l져容不得援引。)효其中具有創新意 X
的빠定， 在子第 50~â힘解1lJ.~혀解，~Pf$흉~J1nM중前的뼈解。 上海固 P示때載며心 )1
理E휩P示商事종 ìS(的얹않表明， 월事 A:ì'tf'띠載底，IH里案件之前的뼈解意原和 i홉求不
st2i: 生。 켜此， <自WIRI'매했tUJ> 規定了{며載前i효行웹解的奈件和要求。 根握

〈自댔IRI'매했빼9!U)第50奈的쩌定， f여했前i표m컴解B뱀흉 ι역有 ，

第- 形式要求 :~方월事A~面同意뼈解。~혀解程序 i효行的前提是，~方월

13) 굶æ恩 〈固~ji뼈事 j띠했和뼈解뺑곰合 !Jl制建立的lIì~빠줬}，(혜Y￥행5E혐~2014年第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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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同意뼈解。

第二， 멤|‘매要求{매했案件受理텀{며흉~IJ홍組成Z前。 理 ìQ:上， 只要펌事 A同
意，~려解可以在{됨可m段i훌行。但本奈之체 !ílUj.\(jl~子“{며鼓훨組成前"，~~j며載tJH~
受理案件 zfii至{매載혈엠成之前。-巨{뿌했底姐成的通知 i올J2;t읍월事A ，째i짖페협
빼醒序찢止。

第三， 洞解 1nF生 :由{매흉HJU~主任在뼈解 f5名冊中指任。 此外， 在↑案中，

上海퍼 P示때~며心主任根擔案件的具{本情{兄，在 f正i예其 (j뿌홍~1n名冊〉 며的{뿌했
1n意m팀，可指定 i짖名f며했1n:l!J.if案件的뼈解 1n。
第四，圖解되 f며鐵 b갖系 i띠했程序前的爛컵;훔갯向f中했뽑챔야효 fTo j~했前的뼈

解程序， 不影n向i띠我짧且成Z前빼며我程序--包括{여했申i휩빼載反 i홉求的提出、
!細#홉施5申i좁‘j~했 1n和{며했R행없짧等。 못外，除뿌得쪼 IJ월事A 的귀面同意， 在
同-案件며뼈任 i:t爛폈的 A 士不륨혐!1I뀐鐵5i，홉是程序상正的具{本f本fJlì，
第五， 뼈解的 E 果 可由월事 Am 繹。 如果설뼈解 J2;nX:和解 t1.fì씨的，펌事 A 有
閒f<j!j옳홉 -是激며{띠載申i홉;二是織됐tllnX:j매했底由 f뿌했헬按和解 t까ìS(j'F出f매했
載決。 못外， tEì周解程序中， 任何-方열事 A都可以提出엇止뼈解。

8. 友好뼈했制度的링 IÀ

友好{매했，是指때載@올설.~方경事A授tJ(，j꼈*댐상平善良原삐或상平交易和 i成
핏信用原 !ílUn종i씨핏lDîi可題做出貝有션束力的했決。 友好 f뿌我딛1'&法 f때我相 ~t，
其核心特펴是基千월事 A 意原， j中훌~IJ훌井非 R格1'&照法律規定， 而是按照상平善

良等原 !íl1J1，故出載決，決定검事人的쨌利 X종14)。
〈自j)'1gj매했規!ílU>第56奈首次在 f뿌했체멧U中明뼈引入了友好{며했制度，mmm了固

~ff，j때했立法和솟밟 R뼈예옆。(自 j)'1gj'며載規삐〉淸뼈쐐핸 7 友好 f뿌載的道用奈件 :

第- 友好{여載需以월事AJ2;成合意겨前提要件。 t~ 居 〈自j)'1gj뿌했規!ílU>的規
定，검事 A~f 可以在{며했1까 ìs(ìT立at~~mf ￥造用友好{매載制度，也可以在{며我程序
엄ï;1]탑nJl:tj초成션定。需要11::意的是， 경事A 的此빼合意、需以귀面形式做出。

14)田土공 〈固빠힘事友好때했制度liJf究}，{法制특11융}2w1年第양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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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1뿌했혐在 i흩行友好때我 a;j"，m월佈상允善良的原삐做出載決)효是 1Jj1載
底 tE흉W!:u程며的唯 -fjjiì 옮和要求。 상允善良原 !ilIJ要求때載 fa↓~ti 승상平正 X的
角度， 以Alìl 상ìÀ的{介直짜和是非재作켜첸샤t 形成상正合理的載決짧果。

第三， 때m底~상 ft.善良原삐的 j휠用不能 j후反法律的꿇制性빠定和상共몫序。

由규二友好{며載本身可能帶未앉大的윷活性和不뼈定性， 因此{며흉~~!il1J施加了-定
限制， 避免友好{며載!iX.t-J월事 A) 휠背彈制性쩌定的手段。 而所 i업彈制1生체定，是
指不能根握월事 A事先的 i까ìSl)íH ￥、修改以排除或훗通其 j졸用的法律뼈째)효些

規삐的 ì~別和界定需要않合制定 i갖法律썼삐的宗릅、 ì~法律뼈삐所在法律文件的
t下文及 i훤反i꼈法律規 !il1J的팀果等多方面因素 i효行考量，同며，상共候序삐是{本J!l!
在-~휩政治制度、*조ìJ'iíjjIJ度 i 法律 fîjlJ度和主流道德 >J1ii-中的根本￥ IJ益。)현i호此빼
限 fîjlJ.法院得以~友好{며했i표行底랬控힘l和밟督， 也避免 f뿌我R훌板力的溫用。

9. 小짧훔 ì5t程序的빼 ì~

所i뽑小飯휩싸. )변常~~指텀的金觀較시냄인휩싸。小짧휩싸程序. ~~是指겨解決

此쫓횡 ìSlfjji的金짧較 tJ、的案件所j휠用的特珠程序。 -AhA: 꺼，以特珠程序解決小
飯종 ìSl的{故法來自子美固在20@-è初率先 12IJ立的 -f 며民事ìm상制度，也~~小觀ìlf
i公。近年未. )츠ftþx!l!念也겨 1며했制度所 *tiIJ ， IJ、願휠ìSl程序的 1fr{홉取向十分明
簡， ~~Ii-t成本和高效率，擺括而음• IJ、짧휩싸程序的特 .r2-就是 tEì츠1'1'1:3옳뼈快據高
效， a캠밟 ~~t- 般程序大大縮短， 同며，收費↑쉰휩흐1i-t千 -A~1뿌했程序Q

〈自'fI11K1여했x!l!!i!iJ>在第 9章中引入了小觀휩싸程序。 ì젖程序i졸用千휠 ìSl金짧不

超i호人民市10方元的固內횡 i씨案件。
第一， 小飯휩싸程 l￥ffi짧程序期限。-般{뿌했程 u序和倚易 i며했程序져子월事人

提交答챔和反 i홉求的-般期限. x!l!定꺼自收到 i띠載j변知之日起的 45日或20日，但
小願뿜 ìSl程序째將 i효-期~IY;연옵短至10日，同a;j" ，1뿌했載決做出的期限也由 6↑月或 3
l'月，ffi짧至 45天。此外-般由{며했委텃승主任指定뾰任{뿌載 f5軍理案件的做
法，也有利千加快 i며我程序的않程。
第二， 小짧종 ìSl程序軍理方式更겨윷活。 根握 〈自'fI11K1매我~!ilIJ> 的規定. 1며

했@중可以按照其ìÀ:껴是i졸월的方式軍理案件， 可以決定 7f)}훌軍理，也可以決定 j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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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居경事A提交的취面材料和 i正握 i표行귀面軍理. )효되-般案件며i뿌載헬j현常m
~규@훌，Ii1里案件的없定有所不同。
第三， 小爾휩싸程序成本低， 減원了열事 A的 f，UE!。小짧휩싸案件目前찌定的

案件受理費和 llt理費， 分었IJfx켜 100元和 1250元。

川.홉i흠

上海自 !'1m:的制度 ftiJ新， 集中 :(f{足i훌投Jj'fffl易i更flJ、뾰管高效 f更據和法옮iJÞf境
뺏泡jL;三↑方面。 而間事{며載制度X 是自 'fßIR法制 þf境建 ì9:的重要 t且成部分。
上海固 ß;f，f뿌했中{;在〈自fflIRf'며홍，UßIJ) iliiJ定i立程中，充分尊重境|직外연事A 的

意思엽治， 在麻予{매했훌更多程序管理板和決定板的同 B1.ìl~닝事A뼈有充分的程
1주造擇쨌和自主板， 되E되P짜별行뻐!i!I까텀接￥h ，是境|직外퓨放f윌훌、풍活程度最高的
固 ß;f，ft的{매我*때U之- 能켜境內外월事 A 提供更켜상正、 놓，[k、便據、 高效的{며
했휩휠~~종。

〈自'fßIRf매鐵때 IJ) 是自 fflIR爭i뼈￥決없禮 ftiJi新及法律짧置的重要制度性成果， 是

f성建自fflIR法治化、 圖P示化율關趣?重要혐홉。(自 fflIRf여我뼈 IJ) 也是中固首部
自 'fßIRf며했뼈 IJ. 효져子中 E회{中鋼l庫的完善和&展， 具有카:11'先뼈?意 S!... 我jll希
望其中뼈 l斯*홉施휩츠行-짧 11、리以ffi. 융E縣成겨可夏制、 可推「千全固 6엎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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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of “Arbitration Rul않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FU. XUE-FENG
East Cm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ShanghaÎs pilot free trade zone is about
facilitating the improvement in the proc않ses of investment and trading.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izing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mong which. the construetion of a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yste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Based on China’s arbitration law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
Shanghai lntem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makes
"Arbitration Rules of China (Shanghail Pilot Free Trade Zone끼 in order to
just1y，professionally and efficient1y address the disputes from contraets and
other property rights in free trade zone，These Rules came into effeet in
May 1st 2014. Rule 85 Seetion 10 was developed after drawing lessons from
variou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For example，it improved on temporary
measures and sets up the Emergency Tribunal System. lifts the restrietions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arbitrator: specifies and lifts limitations on arbitrational
procedure and allows other interests related parties to participate halfway
in: complements arbitration procedures with conciliated procedur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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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rbitration procedure period: strengthen the pr∞f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arbitration: introducing an amicable arbitration system and adds a small
claims procedure to reduce related charges.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free
trade zone: hence secur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legal environment for the
increasingly law-ru1ing and internationalized commercial trading zone in
Shanghai. These Rules are the first arbitration ru1es used in free trading
zone and they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arbitration system. It is expeeted that after a certain time of
1m미antation of these ru1e，they will provide usable and propagable experience
to nation-wide areas.

Key words 9 !nnovations，advance of arbitration rules. arbitration rules，
in free trade zone. g뻐ranty of law-ruling system，
internationa1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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