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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휩 (上海)自由윗易 ht않 IR?)(옮需要司法的有力保障。 但是按照上海自 '!i11R
ì9:立的法律 1<<提之 ()연、{本方案〉的채定， 上海自젊 E 的“先行先ht" 期|‘리여二至三
年。由千中固的立法程序比校판 i옳和費며，因此有옷自 '!i11R的立法必然具有相~
的ì1llJí'r性。子此情形下， 如果A 民法院坐等制定法的完善， 삐必然승 ~lJ.Jí용?)(l흉i표
程，不能向自 '!i11R建i융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因此， Á 民法院在켜自 ERE提供司
法保障的 i立程中，m~更新司法理~， *理好法的安定性특흉월性、 法律틸政

策‘ r\ïl껴엽治딛 E되家管 jjjlJ、풍ft自由되交易安숲的갖系， 켜自 '!i11R?)(~흉提供安숲
的法律 PF境。人民法院 m월解決*理自 '!i11R案件며出떼的 ìifì싱程序和fJl制建 i요何
題，井Jíif힘j各뼈맨쩌面 11$的핏{후法律何웰，明뼈허法政策， 形成有益的自윗 E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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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조않，↓k而핏쩌中固政府在上海首先 .ì5!:立自얹 E 的텀的. ~~連i立“先行先i式..켜
中圖的下 -$Q;自웠 lR ì5!:立提供可夏制、 可推「的有젊짧。

;용짧i펴 上海自렀 lR. 司法保障， 先行先 .Ìit. 改옳설않， 自렀E法院

I.뜸음

中固 (上海)自由텀易않짧 lR( 以下倚利;“上海自뿜lR") 是中固政府出子固家故
略용展需要， 겨了在新的 1켜史情努下織혔推 i효B2홈升放而핏施的一맺重大훨指。
i요立上海自 '!l1lR的法律基뻐是 〈中固 (上海)自由윗易 Ìit않E영、#方案) (固용
[2013J 38뭉，下林“성뼈方案")， (영#方案〉千2013年7月3日짚固劉 a常용승
i있훨立，同年9月18日，설固했렸 k準和公布。 按照 〈료、#方案〉的規定， 上海市

A 民政府是具{후핏施 〈‘연、f本方案〉的 14責Á.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얹 E표式升始
i흐풍。自上海自 '!l1lRì요立以팀 .tE 숲固 i쑤多地域微起 7申뼈 i요立自 '!l11R的熱뼈，
g前E有 12↑地方向固종院提出了 ì5!:立自 '!l11R申i홉，其中包括「末自텀 E、自렷
港E、自 '!l11R、重r:REl'!l11R‘自'!l1~회E、天律自 '!l11R等。
在上海自 '!l11Rì요立之前， 中固 ro1i9:有在固內 i융立自由댐易 E的설않， 因此， 上

海自없 E具有켜中固改훌퓨放和自 '!l11R建 ì5!:t꺼累핏짧설않的意、:x.. 所以강被命名
켜’‘自由렀易Ìit앞IR"。按照 〈영、#方案〉的規定， 上海自 '!l11R“眉@휠我固在新 Bt
期加快政府 l[R、能첼훨、tJ1f&探索管理模式 ftlj新、 t足i활%易和投資便利化 .tJ 全面

深1t&1 흉和r大升放探索新途쯤、 tJ1累新얹많的重要使命 J)。되此同 Bt. ()연、(후方

案 )jf ‘뺏定上海自댐E的/영、#建ì5!:텀젠是영효호며至三年的改옳벼않， 加快얄훨政

府맹能. tJ1f&推 i표服종 fttf 大升放和外商投얹管理#制 B21홈，大力향展연、部설ìJj:
和新型됐易 ft 쪼，加快採索윗本項팀可見換和金願服혔 ft 全面퓨放， 探索建立 1!í:
物;ltRS 分훗밟管模式， 努力形成많 i흉投윗和 ftlJ新的政策支持{후系，휠力培育固 P피
化和法治化的흘商쩌:境， 거종建 ì5!:成껴具有 E힐빠水샤￡的投fiTi1易便 flj‘ 1!í:市보換

J) (中볍(上海)13 由%易뾰~1K 연、#方案〉 第-部7T C연、f:J;要求) á9Ff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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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잎管高效{更據、法制 VF境채핸的自由댔易 ìJt~융B: ，켜我 E휩tr大升放和深 it
j!J(童探索新思路和新途 f조，更好地켜全固服종。 "2)슷子上海自 !'flB:i양켜“ìJt~B:"
的意X和作用， 可以用一句活加以關폼， ~P~子며固未未的&훌升放~현 i立“先行
先 ìJt"的方法， 承 tE!훌提供可以夏없 Ij‘可以推「的改훌설않的重要 f王종。
按照 〈료{후方案》的規定， 建 i융和完좁되自 !'flB:健康&展相造@的法制 ~P法律

{웹盧옮IJ度，是上海自 !'flB:所@;承tE!的主要任종 Z-31 。不 i;Z~D此，作켜上海自윗 E
“基本法”的〈中固 (上海)自由윗易밟짧 E종例> (下林“自!'flB:종例")41也在第
J~章“法治좌境”中明뼈뺑定， 1IË持i흐用法治}멍j훌、法治方式在自 !'flB:升展各項 j!J(l홉

giJ新， 켜自 !'flB:建 i요풍造良好的法治쩌;境， 以及要求在自젊 E依法 i요立司法꺼l
해，상正高效地保障며外열事 A合法쨌益 (自!'flB:奈例第 46奈、第56종)。
因此，在t海自 !'flB:承빨的 j형파“先行先:ìJt"提供可以夏制、 可以推「的돗짧얹않

之重要{王종中，提.~成자1的司法얹않也是其中的-맺重要內容。 按照짜行中固法

律和法院制度的체定， JAtJk別管籍和事物管精方面而즙， 上海市浦末新 B:Á民法
院 (下林“浦末法院")、上海市第-中랬 A民빽完和上海市第-中랬 A民法院 (下

林“上海-中院”和“上海二中院")、上海市高吸 A民法院、 最高A民法院， 都是有
可能되涉及自 !'flB:的ìJfì~案 i!j:~ 生軍힘 iJI/t혔풋系的法院 (ì￥.m朴充材料1) 。因
此， 以1:各댔A民法院也都처如何켜上海팀없 E健康 i츠i'F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l‘리
題表示出高度重찌， 井各自建立了相@的軍判組맺和좋 I'l洞liJWU성。
浦;);法院얹上海市高吸A民法~j감 ttìl ，在自 !'flB:1직ìí!:立了 自젊E法짧 1，슐1‘1集

中受理涉及自윗 E的民商事案件。 自짧E法 R훌自2013 年11月5 日成立以宋， 揚止

2014 年9月26 日，在 ilÍlO↑月的 81떼里共受理案件中 364 件，其中涉外案{牛겨18件

21 (中固(上海113 由댔易밟짧E연、#方案〉第-部分(설#要求)(二)엠、I*E'Hff，)。
3) (中固(上海)13 由댔易벼않E영#方案〉第二部分(主要ff용fll짧뼈) (li) (完풀法ifiiJtm域的
$~度保題)。

4) 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第十四居A大常委율第十四K승iJI.表폈험호了 〈中固 (上海)自由윗易없않
fR용例)，13~年8月l日起施行。(13 fijfR중{이on옳千地方立法，由9훌57종해成，!Å흉理 1*$11‘
投 '&fJftf<‘fij易便利‘金짧服종‘!JI.~~賢理、쩔合 ll:i管、法$IJlf境等方面n推 i1!l3fijfR建l없!JJf
7숲面↑生~Æ。其立홉텀的훌뼈"!L保障上협I3fijfR生JiJtfll:Jt展的홉힘}基않，꺼I3fijfR深 ftôJI:짧1Ì1J
新，뼈保各@制度ìït~tE$ 律혐架下Il ￥IJ升展提供彈有力的法律保障。

5) 有夫上悔 I3fijfR法辰的했 ~i츠풍↑옵[兄，ì:￥Jll.l3fijfR$1얄립뼈http끼NWVl.ftzCOurt.gov대/zmqweψ
gweb/index.h 미lIì~官쩌핑用中英文처外용表염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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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ìif飯1HZ.元)•超파 lαU 方的案件有 23件. ìif짧最大的겨 1.321ZßJ，2014年9月
28日，在浦;);法院혁*꺼‘的~C念自 wm:法양成立-周年的新 1회향布승上， 浦;);法院

상布了 G효-步推않司法服종保障中固 (上海)自由%易 i式않E建 i융的意.9;1.>。
ìH 훨、.9;1.>由四部分 30'쭉해成，其宗릅是要求浦末法院及自띔 E法흙긴EB 설取得
的 3;Jlì 설않基뻐上)표-步彈 it 符合上海自 !'f11K建 ì9:所i멸求的司法理;솥，않-步
흩IJ新涉自 !'f11K案件的軍判 1'fl制.)흉-步것擇涉自!'f11K案件的軍判 lIJ1、能)흉-步延
{벼딛自!'f11K建 i양相옷的司法 lIJ1‘能.IlP“四1';표-步”。
上海-中院 fF켜浦朱法院的上 ìif軍法院， 꺼了向上海自윗 E建 i없옮供更好的司法

服종和保障， 뼈保[휩家法律和政策得到統 -IE뼈핏施， 千2014 年4月23 日制定和公
布了 〈上海市第-中랬 A 民法院涉中固 (上海)自由%易밟않 E案件軍判指引 (ìJt
行) > (上海市第-中랬A民法院軍判委 a승第 121X승 i뼈i立)，ì~( 指引)共 ìt
100쏠，包括‘연、IilIJ、涉自 !'f11K案件的立案특送효、 軍理、해行、 'iji꿰1'fl制、 'iji힘j延
f빼等t章內容。 딩II:t同Bt. 上海-中院成立 7슐 fl 軍理自렀 E案件的自댔合 i씨흉，
井成立了可以뽑혈↓ k事軍씹IJft정的@;ì;J시영且和冊줬小組，처涉自 !'f11K案{뱀b軍理않
行統 -t 爛和眼앓 liJfJi，以有微 t理涉自 !'f11K案件和/연찮軍뻐'j;조않。此外，上海-
中P렀죠딛上海때쯤大풍共同建立了 自由텀易 E 허法冊究며心， 整合핏쯤되풍界的力

量쳐自 !'f11K的法律造用 1可짧않行 liJf究。 2013 年 10月12日 i휴*政法大￥以上海自렀

E正式i흐풍켜찢1'fl，ì:융立了中固自由%易 E法律 liJf究院，井成立 7由政府↑凡옷、司
法m갖、풍홈共同짧成的놓家양 i힘委f5승，듭在通 j효되政Jfft凡옷、허法끼l以及其他
相夫핏줬部끼的 i휩力合I'F，꺼中圖自 !'f11K的法制建 igi5 剛力量 71。
옳然1:海自렀 E井不 !<1千上海二中院的司法管精 E域內， 但按照最高 A 民法院

有옷司法管精的規定， 上海二中 P줬t 上海 E되~iii설뻐없易{며載委1J1웅的{뿌했案件承
m司法 'iji훌和{뿌했했決的채行工 I'F， tEJ2l;↑意 X 上，涉及上海自 !'f1lKi뿌쳤案件的
司法軍훌和 f며￥~'1행決的체行工 i'F全部由上海二中院뼈펌。 겨了更好地 ~t 똥司法1'fl
옷처上海自 없E建 ia 的司法服各和司法保障 i'F用，上海二中院制定 T (옷子造用

〈며固 (上海)Ê3由윗易 ut~lKi 여我꽤 1il1J>I매載案件司法軍훌和해行的若千意

6)“上海浦*法ßJi;3o종꿇指며 10:i3!l!lR建ìll:新需求" (Á 民法隨~)2014年9月29日*版。
7) 有갖후末政法大풍中固 g由%易 lRlî:律liJf줬院的活 fJJ↑훔[兄.ì홉登용其官떠 http:(!ftz.ecupl.edu.cn

!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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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D ，井子 2014年5月4日起施行。 ì켰 〈若千意.lJD 由20奈組成， 其特/역和具{후內
容的介紹 ì홉參m我的同事 i형雪峰先生在本 IX~뮤ì1융上&表的 ìí::文 {<中固 (上

海) 自由렀易 ùJ:~lRfl 여했뺏1J1IJ>z解i쫓〉 。
上海市高짧 A 民法院{양겨上海自TiíIR所在地的最高 W~IWE 롯，꺼7 全面把握上

海自윗 E 建 ì9:xtA 民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종， 켜上海自 TiíIR建 ì9:提供彈
有力的허法保障和 fit廣高效的法律服정 í농合上海法院 I f'F3<~;j;，없Ij定J (上海

法院服종保障中固 (上海)自由띔易 l式않E 建 ì9:的意、파)0 ì짖 〈意、m) 分켜 1、深
刻쨌승自 %tt 많E 建 i융的랬略意 'X.，!뽑g옳켜自%i式않E 建 ì9:提供彈有力司法保障
的大局意、ìQ和責 f王意ìQ ; 2、更新司法理~， 1'l1fEú훌뼈回m自TiíùJ:~1R法治 ft 、固
P示化풀間 ff 境的司法需求 ;3、深ft 司法 ~Jl童，探索 1'l1累可夏짧Ij、可推「的허法保
障설않 ;4 、充分*棒軍됨며F、能f'F用，겨加快m府l!l1、能뿔훗、{足i얄自윗뾰않 IRTií易
投 'õl':it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服쭉 ;5 、加彈”서五建ì9:，훨力打造 j졸m自TiíùJ:~1R固ß;j;
化、法治化建 ì9:要求的法官 ßÁffi ; 等五↑部分， ìt깅3중。
最高/\民法院f'F꺼中 E협的最高W判까L옷， 因xt推 tF法律 i졸用的統 -fJJ.有法定責

종， 因此也담처上海自 TiíIR허法保障 jfjlj度建 ì9:的핏빠情[兄，1'l1t1Z훌手뼈liif和起草
相옷的指륨意、m。담前，最高A民法院在民事軍判四햄 ì9:立7 “自由閒易펴않E司
法保障 i果題짧" 井씀合처上海自 TiílRá~뼈6쩌홉[兄，由ìM중*~잊末}Ift치풍，在人民
法院官根上용表了 〈上海自由%易없않 E法治保障|、리觀初探)81。
在上海自짧 E 建 ì9:的 i立程中， 由子面 I1옮 IRI져和E 外的差別， 法律딛政策的빠

揮，必然승연生大量的씌쩌和 ìifì公。因此， 如何有效 mxtiZ; 些在改휠升放和自윗
E建i웠立程中的出따全新|可觀，Ei是A民法院面|뻐的빼代i뽕題。

11. Å 民法院파처自원 E 建i융마有全新的司法理念

A 民法院 f'F켜司法 f'Jl옷，首先是쩨行有效的핏 i正法的j휠用좁和따有法快序的推
tF홈。 J현i호司法 i立程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和可 fjJj떼1生是司法的首要맹能。 自TiíIR建

8)最高A民뺑%民四U햄범由없易야않 E司엉~윌i뽕짧엠 “上海g由댔易 ti\!l'1lKit治保障 l꾀짧初探’，
혔 <A民빼최~)2014年4月30B。

. 361 -



r국제업무J 제6집 저 2호

ì9:是mm有法律快]予的重大改훨，7ëì~是金顧‘ 投윗、 없易， tt是行政없管， 按

照E협종院 〈中園 (上海)自由%易 l뾰않E영j本方案〉的要求， 均처빠行法律規定
有앉大的突破。 有的 ~.Jl훌擔施如상司注冊윗本和登 iCiM度的 ~.Jl~흉不{又突破了Jm有
的民商事法律， 甚至突破了 lflJ法的相옷행定。 而根握 〈全固A 民代表大울常켰委
f5응용子授뼈 E되줬院1:E$~회 (上海)自由%易 ht~1K 質H;j"洞整有슷法律規定的行
政軍批的決定} ，全固A大暫停핏施的法律只有三部外商投윗法中的行政軍批部
分。固종院 U혀整:9<施的 32部行政法체 fll*mm 性文件涉及的內容也主要集中在行政
單批和有옷윗居要求、 !ß!:H:1llì옮IJ‘짚풍햄固限制等進入特었 Ij管理惜施方面。 因

此，在自 'ff11K的ht않中， 햄不可回避地 i멸종IJIK內딛E外法律쩌:境的딛大反差。此
햄反差-巨{후班 U땀i상之中，將形成法院造用法律的困港。 xtÁ 民法院而즙，
方面m월켜自윗 E的先行先 ht提供安숲的法律 Jf 境 ，g-方面)현 i立져涉自 ffílK
案件的庫理 ;l형i1解*￥法律、演洞朴充等方法形成我判 ~ijllj ，i효而使司法설짧成
;선自웠E建i융설않的-部分。 1:EJlti호程며，Á 民法院將面 iI힘Jl重予居。 Jlt理好ß
些:tl 좁，xt子自 'ff11K司法얹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륨意 X 。

1. 法律的安定性딛흉꼽性的옷系

法治的首要{介直在子法的安定性。 Á 民法院m~j현i立司法~判， i쯤立法홈的意
E칩:9<Jm在判決中。 但在自 'ff11Ki!.Jl훌所涉及的金없、 投윗、 %易、 行政밟管等쨌

域，大部分需要 i현i立xt原有法律的突破宋핏 f밍~.Jl~홉的텀的。特別是在多以彈行↑生~m出째的金밟、 投 1m핏域，if.t面淸뿌以外的 ik종쩌不再受到뼈入前的限옮 1]' 而
相옷立法的修改必然有-↑鴻팀的 i立程。如果 j졸用原有法律， 삐法律的풍펄性或

i졸Ht性將受到 mt疑。如果不 i졸用原有法律， ijllj)Z.승xt法治的原째해成挑~。 在*조

iiff*制和 ti 승制度 EJ조定型的E회家，法的安定 f生월然是首要的法律 1ft!홉，但在涉
自짧E事췄上， 法的홍5월性 ijllJ具有更大的 f까直fjt越性。 ~Jm行法律틸 i!.Jl~흉的Elt.示
f'生F 重}뿌突H;j"，若j휠用原有法律將帶 *F重~JJ.li용 i!.Jl~흉텀fff，H;j"，法院파以法的흘
월性 I'F켜i平
{꺼삐j決法律效果和 t1웅效果統-的重要 fff，(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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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和政第的옷系

自!'Eßr 선涉及到的各#흘 '!I!.和交易型쪼、，均面 l뻐法律的界限何짧 a 目前生效的位

jft最高的涉及自 !'Eß 先行先 mj!j(1흉的l칙容主要是三部外윗法和상司法中哲停핏施和
修改的部分。 其송的金없、 投원、 !'E易、知ìRf'f:R 、合同、 참혜等法律均未做修
改，而B短期|직亦7ê明뼈 Í1~修 j!j(ìtj히L 因此， 담 !'Eß 的宏짜法 1f:Ef境井沒有太大的
改훨。 딩3종院的염、#方案以固꺼‘文件的形式下 :it，3<~ij;上其效力位 M↑只是行政꽤
章，f악용意 )(J:.未i# ，폼行政法規都縣不上。 因此， 自!'Eß 的改훌方案面 11옮先天性
的效거떠싸不高的何題。 因此，單就연、#方案的效力而흠，是i쿄i쿄 jß:千f!l!1'f숲댐 A
大及其常委승通 i立的法律的。 但是否就可以得出짧 ì{>;，성、l후方案只要和法律批願就
ü.l 앤尼 {以乎不能倚명地下Jil짧 ì{>;。我E되i홈多基本法律均有 -fi때뱀인法律原멧1]' 其

며包含 7상共政策的內容。 而영、f本方案作力自 !'Eß 的改훌政策， 具有상共政策的內

容。尤其直得提出的是， 十A屆三中숲승 〈며共中央夫子全面深化改훌若千重大何

훌쩍的決定〉中옷子自윗 E和投얹、 金顧、 렀易、行政밟管等方面的內容更是떼에段
我固的基本政策。 在解￥￥涉及自!'Eßâ 옳的相풋法律 :st，$.以ì~決定和，연、#方案켜
解쯤法律的重要依握。 월然，在t:l:승主X法律뼈系 E'J조形成的월下， 重提政策的 tt
先t也f立有不合 s;f宜Z燦。但法律永近是겨解決찌핏何題而存在的， 在立法 f凡풋未未
得及將涉自윗 ßá~â훌政策뿔化켜法律之前， 政策긴E法解繹 r:þ的重要地{立是7ê法回
避的。 월然， 1fi현i立허法했判將政策빼멧 IHt탑，可將通 i立용t#1J形成的涉自 !'Eß 的 tlJl.
IJ!IJ上升껴司法解繹或者立法， 井파~快짧短 j효냄程， 以핏따法簡인安定 1生。

3. 市빼自治딛固家홈制的옷系

根擔엎 w方案的要求， 自!'Eß 的 j!j(1홈$.i흘一步햄換政策 J[R能， 大力度改옳行政
軍批和市 ~3J進λ 制度， ;선!'E易自由化探索出-중新路。 因此， 本짧自웠 E的改
옳， ~f有E교t-t中美 BIT 淡;/，IJ和TTP 、TTIFt 까ì:X처我固的固 ~ij;市껴초 l페折ff的짜핏
需要， 也有以此켜종 gfJl뿜ï;}]中固얹뻐 i흉-步g由化、 rp~껴化的要求。 M.E'.상布的
各#擔施未看， 自 !'Eß 內的市 t껴自治程度파高子 E外。如何 jlJ:理好市 ~3J自治특 E되
家管制的갖系， 是司法좁在했判涉自짧 E相콧案件 st必須考量的因素。 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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즙，在涉 Êlßm: 案{牛的軍뻐j指뜰思想、上，m쩌立市 J:m自治的理~， ~휩家管制mf5l.
~~子必要á"J 限度之內。

4. 줍ill'.自由틈호易安숲的옷系

自윗 IRI직企'.ikM.ì9:立휩IJi흐行，具有較高的풍 '.ik自由。尤其是在 ì9:立|싸段，핑取
了-口受理 i 先照 J5ì正的方式。在海갖方面， 핑取7 풋外境內的新惜施。 在상司

윗本制度上也由핏激資本制改꺼 ìÁ激資本制。 在企 'lléi흐行的밟管方面， 由事先軍

批훨켜事中、 事店 \l;i賢， ið些惜施， 有效짧短 7 企 'llé的成立周期， 股大地改善了

企 'llé的홈商 ff境，降低了企 'llé的 i요立和i츠行成本。但在管制放松的同 at ，也必然
옳交易的安숲帶宋應愚， 如果在交易安全方面않有相 m的制度建 ì9:，將不可避免
地引友商 'lléltJ:ìt、洗~等뼈 ~f-훌板甚至犯罪行꺼的 ìZ.溫。 因此，在相옷案件的찮
엠1中，要以交易的安숲和信願爛 tpfF1J 重要的司法理念。
在上海自 rt11R先行先 ìJt的프年 ìJt~ 期|척，由千立法必然具有相짜鴻 E 性，如果

坐等成文法的完善， 必然승 ~.lHi흉&훌i훌程。因此， 法院在涉自 rt11R案件的軍理
中，必須具有全新的司法理;쌍" 和把握政策和法律界限的高超司法能力， 力휠判

決的最佳 :ti승效果， !!P保:tf'支持改옳的成果， 庫定市껴自治的콧때， 겨&i' 흡提供
安全的없않 ff境和 k옮觸á"J 司法指 '31。

111. 自웰E建i앞司法保障中的程序和 m制폐웰
自rt11R& 휠是숲方 f立的改옳 ìJt않，除了因自 rt11R1직均겨企~， 沒有自然 A 的居

民，不可能有밟純自然 A之 l려&生的 i홈如@敵댐家底織承等相m民事t니상f外， 自없
E內民事主(후的所有설홈行겨， 政府的所有行政行켜均有可能涉及 ìffì상。因此，
xt 涉自 뭔E 的 ìffì싱쫓型텀前尙 7ë法做出堆뼈的 Jmìl!~。↓k理끊上 ì# ，有多少#交
易，就可能有多少 'ftþìffì싱。在i츠些ìffì삼中，有些屬子自 rt11R成立Z前就有的 f종統
얹易、 tíU5'f、金顧2니셋，有些 IjjIJ頁接涉及훤 j自rt11Ri!;Z옳的政策딛法律 i끄界。Jj즘홈
是 A 民法院司法 mxt 所m갖注的魚 ι면。但由子法院져 ìffì상的庫理有-↑周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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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遇到夏꽁的法律 i휠用1훌훌íL iJl有相쳐充洛的 at[허去解決。 自없 lRi&훌 i立程中，
A民法院提供허法댐훌首要的是뺨주和 m制 l可題。

1. 뚱짧폐훌형

自 '&'í1R?J<:l훌涉及面r，政策 1生彈，겨保 i正法律造用的統， 最好能陽由융 r'l的w
院集中受理涉自 '1i11R相갖案件， 핏J.\1!;ì;f涉自 '1i11R案件的集며管精、 좋F훌管精。上海
市浦末新 IRÁ 民法院꺼此建立 7 슐r'l的自 '&'í1R法혈-中院也좋 r'lnX:立7 自젊놓뺏
合ìsm훌。但ß只解決了部分何題， 월事A仍然可以連 i펴까i씨管精或挑 j옳풍짧的i쪼폼
펴如合同효 ìT地、合同庸 iït也‘被告 f主pf뼈、 {쿨板行껴;호生地、{흘m놈果&生地、

"iiTtAj-r따F.所在地等핏 Jj[其挑 j훌法院 (forum shopping) 的 i팀삼딩的。而就涉自 Eg
E案件的法律、 政策把握未看)츠些被월事 MJ짧的法院未必是最合造的法院。 我

固沒有像英美法-↑￥的“不方便法院1’原째，有管續 fJl.é~法院主 #J向更슴 i졸的法院移
*案件 I~ 짧中也 7ë此 ftþijlLìl先例。通i立져涉自 '1i11R案{牛集며管$野n놓屬賢籍， 可

以有效解決 i츠-ï흩題。열然， 做出此#決定的쨌거屬子最高 A民法院， 但在最高
A民法院做出決定 Z前，至少@.엄견EJ:.海핏째此훗案件的集며管籍和융屬管햄。
如果案件 i초到-定f후量，建立좋|、1的엽윗E法院亦具有可行性되必要性。

2_ ADR 何웰

多元化的 g니*서解決fJlítrJ是各 E되共同的法律湖流。 在自윗 IRr직，建立有效的 ADR
m 制， ;l<J.\1!좋 'ü!的商事、 金밟、 知 igFZ板뼈解↑凡해、行政뼈 llt↑凡해、{뿌했fJl↑성되
司法的有效整合， ;ì;f子自 '&'í1R; 니써的解決具有 f9，t\Z的意 X 。在A、民法院;ì;fj매했載
決的軍좁中， 亦@.以自윗E的相옷政策겨重要 -m提。

3. 쏠ì2;ì폐웰

엄없E內相띔했量的企 'ü!껴E內시최뻐、IRm조홉。 Ä防止초完企 'ü!륨致元法 i휠침훌
而造成 i며뼈拖延， m~녘짧合新民事ìm싱法的規定，整合셈 k注冊훌 iet 따잉틸뺑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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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企 ft注冊登 i뼈~~要求其明뼈承 ÌÊ注冊登 i랴뼈法律文:隨효뼈 ìA地，如有
훨更地址m~끼훨更登ìc，否삐，因此引용的法律제않由其承빨。 同8t，파핑用벌감쏟
효等新民事 ìlFì십法체定的送J!.手段，처自mlRì步ìf힘않괴U현'ÿ;有갖섰월초。

4. 自원 E딛法院숨判 m制많軍
在自 mlR先行先뾰的파程中， A 民法院可以샘合自렀 lR~j:~흡和A 民法院軍뻐j뻐흐

行꺼l힘IJi&~흉的要求，在@훌軍、文귀等方面 i흉行大Illi的~j:~흥쏠ìit。如在 R중軍며借꿇E딩
外商事法 R훌的做法，使用놓家暗軍텃쳐놓 ft 性、政策↑협옳的案件i!t行軍理， 或{홉꿇
E회外“法훨Z 友”的做法，m똥좋家意 .J:lI.、 ft 內A 土意 .J:lI.tE載決中的 {'F用。配合法院
信息化建 ì9;的i흉程，在핸軍며有效使用 i쿄程軍理、 i혹程{'Fì正等手段， 提高 ìifì公效
率。再~OtE載判文 ~~j:~흉中探索xt1웹벌商事t니%使用表格{t的我判文~等。

5. 自원 E틈司法公升

리法상升是 A、民法院提高司法公信겨的重要 tJR手。했判文연、 w判流程和해行
f즘息等司法상 7f三大平台建 i요更是A 民法院펌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n 子自 mlR 的
~j:~흉ìit!lli而즙， 司法公 7f就不 f又{'X是A 民法院增加透明度的工 {'F要求， 而是具有
保障交易安全、 充分被露 E內企 ft 信息的째 5일需要。 自mlR 企 ftì9;立젠灌降{~
ß，如何防止道德 }x\않，防 ID:商 ftJlJ:ì'F就成겨必쨌眼 i훌的配套法律惜施。 lRP얀企
ft 信息的充分被露 X종不再是 -ftjJ{읍블，而是-빼彈制性的 X용。企 ft 的涉 ìif信
息、해行信息 m予以充分、 及 8t、有效的被露， 方能有效保 11"交易安全。 因此，

相훗法院在涉 ÊlmlR 的땀 i삼中，Ei有更大的司法公升度。

IV. 自옆단建i융中的若千法律造用河題

在自 mlR~j:~흉i立程며，涉及到 ft.多的法律造用和法理唯題。 自상法몽面而즙，

免法、 行政法、 iflJ法均有涉及。 如三部外윗企 ft 法中涉及行政軍批事項的暫停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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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理解. ，연、#方案的效力位|에，自댔E管委승的行政 ìRì상主t후地i立，行政 i누可
和行政~댐的合法 1生、JfIJ法며的涉及상司쫓的犯罪等。 ff 私法쨌域. IJlJJ涉及힘l金
顧、 公司、 授윗、 合同、知iQF쨌、쯤î;I]휩싸、 房地 F 等 i홈多法律。 ff私法행域
中，金밟因其自身的重要地{立具有 kt安숲性的最高要求， 因此，在져央行、 ffiY효
승、保밟용、 i正밟승的相옷部 l、j채章和政策옮行解繹 at. ~持I:AF解拜的方法，
不能做죄←짧解繹，以防止련|용系統性的金밟}xW앉。
由千金밟 ~IJ新的高 Rt~윈生和自WIR改童뻔不允 i쑤引友系統性 }XW윤的要求，↓~E出

台的金밟잎管部 l、7的涉自윗 E相옷政策末看， 홉따흉'ilì1:훌、安全的쪼j흥。相 tt 之下，
없易‘投윗等 ~gjJgj때?自WIR政策解繹可以造월↓ k寬掌握。 因此，短期之內， 因自윗

E金밟며新引것的法律造用何훌쩍的明朋化「며有待自WIR金밟?)(옳的i흉-步深λ 。 ff
fg易和投윗쨌域， 텀前E可以 f찌떼1部分將宋必然要面 kt的法律造用何題。

1. 햄事풀 ìè制度E엇훌혐宋的法 A民事行켜能力河훌훨

我固原末的뼈事登 ìèf성宋用先核뼈、텀登 ìè的所 i뿜“先i正팀照”的쓸理模式。但在
딩WlRì9:立E打n벼的改옳第 -ttt~P 是商事登 ièiMI홍改옳. ~P由原未的“先ìiE팀照”改
겨“先照팀ìiE"0 ~P先通파登 ìè取得法人資格， 然팀再申꺼相풋 ft 컸i쑤可。
如果企 ft法A在有照 7êì正的情況下규展了흘 :Jt活해，其效力如何 ìÀ定 依民法法

理及我固상리法之規定， 企 ft法人的民事板利能力始子注冊登 ìè. 찢子注챔풀
ìè。견E?)(옳Z 前，法A的民事쨌利能力和行겨能力是同步 F生的 (양止因有淸算

程序而未必同步) .但改單之 Iã，就F生了法人民事板利能力己얹 F生，但民事
行겨能力受限的情 l兄。如何떼IJlílíff~-atr ‘메差內的企ft 法A的行켜效力， 就成꺼

~‘然面처的i휠法3밟껑。

2. 상司윗本 iM度표 1tzÆl 혐宋的圓 !llilÐ:ì'l=和股후出資왜해的뽑加

i3WIR改옳以상司注冊資本的改黃겨突破면，?)(핏激윗:$:11ìA!없資本밟1]' 也不再
i휩뀐요立 at的않윗， 降低了企 ft 的ì9:立成本。)효-~J1훌成果也꺼新修 ìT的상司法所
吸收，成 111*짜第-波改옳 t죠않的立法。뾰013年新修 ìT的상司法中， 除法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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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꽤以及固줬 P홈決定x;j"상司注冊資本핏激有 ~fT 規定的以外， 取消了옷子有限責

任상司和股 lJ1有限상司股*(용起시 m.自상司成立之日起뼈年內激足出윗， H!:'i용
상司rr五年內激足出 'ií'iB~規定 ;取消7-A有限責任상司股 *m.-次足觀激때出資
的規定。뿔而핑取상허 Jlí!:* (jt 起人) 目主씬定 ìÁ激出윗짧‘ 出資方式、 出윗觸 l~
等，井ìc載子상司章程的方式。 如果企 "1d요立팀，股朱未按 ìÁ激出 'ií'i願않양때出資，
911J可能F生股*出윗 i휩허좁任和股充的資:$:充:9<:1Ji1王。如果有企 jJé￥Ij用 ì9:立企 jJé不
用않윗之便， 故흉￡옮根注冊윗本，可能F生商 jJéJlJ:ì'F的法律責 f王。

3. 民商事法律中램制性헬 ;EiR別的폈 1t

依握合同法第 52奈第 (五)뺏之뼈定)현反法律、 行政法빠的彈없 Ij性쩌定的合
同7ê效。꺼保 rf'交易， 防止元效合同的끊固 i立大，在合同法司法解繹 (二)第十

四중中져彈制性뼈定 1'F7限옮IJ解뽑， 指出合同法第五十二奈第 (五)項規定的“彈

짧IJ↑生체定"是指效力性彈制性規定。 在自 'iliLK~!<:훌며，특~!<:i'흉êH'ii1며突的原有的
效力↑生彈制性체定，m.m具#案件 Z需要 i표行造월的款化， i용其界定겨管理性꿇
制 生規定 (或林取짧性規定) ， gHïLK企 jJéz 때的行껴若 j휠反此훗管理性彈制性
채定， 量然可뚱致行政 :\1frJ ，/!"J.井不因此而否定其行꺼效力。 管理↑生彈制↑生체定

的￥t 化和쫓型 It ，將是法院견E했判涉自 'iliLK案件 Iltm. 검重 ι역把握的 l리題。경然，
原有的管理↑生彈制1生規定 t!!.面|뻐恨提自WLKi!!<:i'흉需求同步款化的|‘메題。有的촬理
性彈 $IJ1生規定可能因딛 i!!<:훌目的때突 ffiinJt겨具文。

4. 新型￡名合同的解흙폐훌훌

flìi훨 fft面淸벌制度的建立和 fft面淸훨的按年뼈整， 自WLK內將出짜大量的新型
企"g조홉行꺼。)효些行껴主要以新훗型的 7ê名合同出짜。 我固 Jffi有合同法及相옷
法律체定的有名合同美型 7ê法뼈蓋自렀 LKr직的所有新生交易形죠。 在 i! 些7ê名合
同的解繹中， 法官파 nRtt 校法 Z 方法， 參업~fílj事~例和交易진慣， X;j"新生的 7ê
名合同풍加 ìÁ定，在尊重월事/\意뿔、g治的前提下， X;j"合同板利 X종되)XI，~윤做상
平的分配。

368 -



上l흉~M!ð司i회*~웅iMI용2.1홍ì~

5 뿔外合同的法律흉用和外固法的훌明何題

自fiIlRì뭇立以未，新t뽑的企ft~1ò內資企 ft ，但亦有大量的外윗企 'ü!.。涉外合同
*니써將成겨主要的iRji\쫓型。在涉外合同 t니써案件的軍理中， 法官除了 /iY.r옳뼈造用
相옷[휩빠公션和E휠~ff，商事慣例外，將不可짧짧地별힘 IJjH;m法的홈明和造用何題。
)}.，目前的法律핏~ttl兄未看，外E필法的造用仍面|뻐唯以뼈6명훌明B에홉{兄，)}.，而

引용法院最팀仍不得不追用法院地法。 Q;f며情況井不只*生在我固。 在 tl::較法
上， 外固法的훌明딛 i휠用也是一↑大唯짧。 固內法 P렀졸用外 E회法的뼈存在危원，
i홉如缺zì崔뼈的信息， 信息是否最新， 1'案考量특一般 i졸用的좋륨， ti승2조뻐和
政治쩌;境的不同，法律的安定性， 法院有 xÃE陽的 81때冊줬外固法， mr 固法律
思想缺E深入f里解等。
我固涉外民事용系法律 i휠用法第 10종채定 ì步外民事옷系 j졸用的外固法律， 由

A民法院、 1뿌쳤↑凡均或홈行政m옷훌明。 월事 )d월￥i휠用外[되法律的，/iY.~提供
i컸固法律。 不能좁明外固法律或者 ì~固法律沒有꽤定的)졸用中$)"民共和固法
律。 但在핏股며， 由子未將外固法律 1'1'꺼事핏看待， 未能充分 i흐用월事/\在外[회
法훌明中的후 i正責任，同81因我固不 E 分事핏軍특法律庫， 法官챔心因 i졸用外E휩
法職못而被改判，)}.，而{땐向千造用我E휠法律。
自윗E內-些新型的 ft 종型쪼具有高度的固 P히性，tEì步及外E휩法的i졸用Si/iY.월

4용jr~휩法1'1'겨事핏看待， 由펌事/\후i正팀由法院依 i또握빠삐做出*{음달否的뻐 l
lî1í。同며， :tt千外圖法的 i휠用fgi뭇F格j휠用꿇i正81限채째， 二軍不再軍좁新的外

固法i正握。唯其如此， 方可解決外固法造用的困唯。

v. 웰i홈

自fiIlR建ì9:是中固新-후'~~Ý:휠7f放的固家해~， 可以 ìJt훈世觸텀。 自fiIlR~ý:~힘的可
夏制‘可推「때，ff，J:就是要求週파法簡성形해경改옳採索的빠갱짧固 {t。在自 fiIlR
R멘홈多重大改훔*홉lifil. ，井커표破的法律설짧可클。 相풋規삐的形成在-定程度上흩

至有顆子法院的허法했，#IJ。因此， ìk훌져等엽윗E先行先，ÌJt中的各 f!þt니;Jj，井避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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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B성했2央m，成옆rr的交易체 !Jl1J.是自WIK?!z행、不可少的 W'rJ。힘츠 -J7j 史j立程中，
없휩용以其全新的 f里念和法律技木，能해뼈효用法律方法 ì.只別、項朴明 1ffi!(없폈顧인
法律源洞 1 t觀￥텀rjj;틱手段、理;fr.되r.æ:tt、保守딛 grJ휩펴해&겨.fRt及參딛法律핸째的
짧훌和新市 t微序B~îT程，井힘ttì立程中되自WIK共同改훌、 成，*"

[~~3t材料 l

t海自짧E法院的柳월和單吸

(l) 되縣圖宋用三댔法院 i本없1뼈三軍찢軍制不同， 中E휩핑用四吸法院 I$.制和二'"
갤軍制。 中E휩法律規定 .A 民法院原 !Jl1J上按照行政 lKîlJì.융置，由最高 A 民法F完、高
吸A 民法院、 며吸 A 民法院、基몽人民法 P원효四짧法 j隱且成시 最高 A 民얹대Ij(相월子
縣[협的大法院，是固家的最高軍判 fm용，쩨ì.51:在首都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的 A
民뺑完，在法律上統林껴地方各吸 A民法院。 며[휩的行政E分켜六吸， 但A民法院
{又，tE三짧以上行政 IKI칙i요置，三댔以下行政 IKI칙不i요置A 民法ßj(，
-吸行政 IK. 又져;省랬行政IK. 其中包括省、 自治E、훌精市、 特別行政 E
(香港和뺑I'l) 。按照며固法律規定， 每-省吸行政 IKì.51:高랬 A 民法院-所。 高

吸A 民法院相열子햄[휠的高等法院。 J::海是頁精市， 屬子省、吸行政IK. 因此上海
市 ì.51:有上海市高吸 A 民法院-所。
二吸行政 IK. 又林地랬行政 IK. 其中包括 t也E、盟、 自治州‘ 地吸市。 地吸行

政E뽑얹 iJl.fIJ;1l'좋 IK. 是介子省吸行政 E틸용吸行政 E之 l페的行政 E。按照中固
法律規定， 每-地랬行政 E內ì51:中吸人民法 j院-所。 IIU 海因屬子훌精市， 在其

行政精 IKr칙않有 i융立介子省됐行政 E특용짧行政 E的地吸行政 IK. 因此，法律똥
用7훨i重끼}法.tE 上海市行政 IKI직ì.51:立西所中吸 A 民法院 (1995年7月1日以前껴
-所) .~PJ::海市第-中吸 A民法院和上海市第二中吸 A民法院。 需要指出， 며

吸A 民法院是-吸狼立的軍꿰 k且*只，不是高吸人民法院的派出 tJH성，因此不能將
中랬A 民法院 f關￥;선~~固的高等뺑>1c分院 (회때。

三吸行政 IK. 又져;훌짧行政IK. 밟좀훌、 自治용、碩、 自治隨、용吸市、 市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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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팀前，上海市的行政管錯 IKI친ì5t有1&↑市籍 IK.- ↑市精용. ìt有 17↑용吸行政
E。技照中固法徵 m定，每-용랬行政 E內i요置-所基뭉A 民뺑 lít 因此，텀前上海
市行政管精 E內i요有17所基몽人民法院。 基f콩A 民영갱;하g월子햄固 B낀地方法ß;t，
按照中固法律뻐定 .tE 프吸行政 E以下不 ì5t置A 民法院。 但是， 在中固， t누多용

랬行政 E的管錯面 fR較大.}.，口갔多。以上海自윗 E所在地的浦末新 E人民法院꺼
例，其司法賢햄 E的面￥q有 1429.67平方상里， 常住A口有518.72 方人 (2012年)。
因此，꺼了便千 A 民法院庫핍 j案件，便千펌事 A않 f쥐RjL、’ 中E힐法律뻐定T 人民法
헬制度。}.，民法底是基뭉A 民法ßJétó양居本管精E的面 fR、A 口和案件的썼量及美型
等情 l兄，在本管精 E內ì5t立的固定的庫判 míR。需要指出， λ、民法훨是基몽人民法
院的댐成部分和派出 t!Lt성，효以基몽 A 民法院的名 X 制 ff'和&布 :#IJ決、쳤定。}.，民
法햄쫓{以子짧固的市都法院。}.，民法底j훨常tE每-四吸行政 IKì5t立-所。 四짧行政
IK. X챔;3/吸行政 IK. 主要包括*、 複、街道 (城市)、줬:木、용짧E等。 fI 中
E휩，由千一些四랬行政 E的面쟁也非常大，}.，口@多，因此， 꺼了便千 A 民法ßJé'$
꿰案件， 便子보事人 ìzHïìJTì삼，中E휩法律뼈定 li 센回軍判制度。 À띤며軍죄1制度是指
A 民法院主要是基몽 A 民法院及其 A 民法底， 根握本轉 E的 ::kß~情況， 就地立案

(ìW也立案)、就地 :ìf!l풍、就Jtl!~혀解以及就地옮案的-뼈軍判方式。 近年未， 基몽

A民뺑完和 A民法R훌겨7 貴쩨和落핏“司法겨民”的精坤，在핏종中폐立了“A民않底
司法服종工 ff'站”、끼民法院群샀工 it 站”、맘E法官工 it 站”等定，역式軍꿰빨只，
流í;J]式的“센回'$:#IJ후”軍:#!JíID.只，여펌地 A 民提供“上1‘l"( ￥IJ家里的， 或家|‘]口)
的軍判服종。 센回軍判制度和基뭉人民法院 ì5t立的各#工作站.~千保障五吸行政
IK( 村mff 政 IK，主要包括村‘ tilK) 和六댔行政 IK( 짧吸行政 IK，主要包括村民
小姐、居民시組) 的A밟훌近司밟是供 7便￥IJ。

中固法 ßft及上海自윗 æ.: jï;;ßittlilì훌댐

最高人民빽完

~
上海市高吸 A民法院

- 371 -



r국제업무 J 저16집 저12호

上海市第-中댔 A民法院

人民法院 (下않自얹E法底)
A民法院
A民法院
A民法院
A民法院
A民法院
A民法院
좁浦 IR.A.民法院
뿔明용A民法院

上海市第二中吸人民法院

物浦IR.A.民法院
뾰口A民法院
黃浦 IR.A.民法院
靜IR.A.民法院
l휘~tIR人民法院
普P강IR.A.民法院
옆山IR.A.民法院
嘉定 IR.A.民法院

(2) 單짧
中짧圍E윌的E륨吸$U度有~D下差륨
第- 며固的A民法院分져最高 A民法院、高랬A民法院、 中吸/\民法院、基

뭉人民法院四吸， 후~~되的法院分껴大法院‘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三吸。 在法院的

吸別i요置上，햄固不存在쫓 f以子中固的中吸A民法院i츠-랬別法院。
第二，짧圖솟行三軍쩍軍制， 中E휩핏行二軍찢軍옮1]。

第三，除法律有特었 IJ規定外， 햄E휩的$"吸制度是地方法院1J-軍法院， 高等法
院껴抗 ìif軍 (抗告軍)法院 (第-짧上ìjf) . 大法院켜 t告軍 (再抗告)法院

(第二吸上ìif. ;양f륨法院)。而中固的 A民法院分力四吸， 除基 f콩A民法院固定
1J-軍法院外， 按照吸別管總的規定， 其他各吸 A 民法院也都可能成껴-軍法
院。랬別管$종是指上級A民法院되下吸 A民法院之때軍理-軍法院的管精。 월下

-級法院作꺼-軍法院며， 其上-級法院겨上 ìff$"法院，同at也是양單法院。 例

如，高吸A 民法院作켜-軍法院 at. 其上 ìif軍않院是最高 A 民法院。 11'力例外，
小敵案件핏行-軍~軍制 (民ìif法162종) •由最高A民法院軍理的第-軍案件，
也是핏行-$";상$"$IJ，

R管法律쨌定最高 A民法院和高吸人民法院都具有軍理-軍案件的 f;Z~lt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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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용中， 由最高/\民法院和高없人民法院행링-軍法院的情[兄相월후.![。在通常
情況下， 80% 的案件由基몽 A民法院챔任-軍法院。 짧t海自 'õ'l1K法院的軍랬管精
而즙，在 j重常情況下，浦*法院챔任-軍法院， 上海-中院 HHf上ìif軍法院及찢
軍法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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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lunent of Legal Framework in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CHEN. GA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01 Pofiticaf Science and La w

The reform of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needs to be secured by
a relevant legal framework. However. the free trade zone will initially only
be a trial for two to three years. as per the "Overall Plan" which is the legal
base for the construetion of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Due to the striet
and time-consuming of legislative procedures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free trade zone would be lagging.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if the court system waited for all legislations being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 would lack any legal
protection. As a result，the process of the free trade zone reform might well
be block없 까lerefor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neE영s to be adaptive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o stri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resistivity and effeetiveness
and between the market autonomy and nation control，as well as business
freedom and transaetion security. In doing so would provide effective legal
proteetion in the free trade zone. The priority for the legal system is to
address new legal issues that require legal reform in the free trade zone.
Only then could the free trade zone be successfully set up

Key words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legal protection and its reform.
judicial safeguard. first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of the
reform. free trade area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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