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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further deployed by the party’s nineteenth
report.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face problems
which are legal system disunity, settling dispute tardy and ineffectiveness, and lack of generally
accepted solutions while conducting civi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take to build a unified and orderly benefit community,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settlement measures such as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using the rule of
law to solve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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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并对新时代下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提出新要求。
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在进行民商事活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法律制度不统一、无法及
时有效地解决争议、缺乏能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机制等问题，相关部门可采取构建统一有序的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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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解决民商事纠纷等措施，运用法治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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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况
1.1. 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交往不断深化，同时
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共有 64 个参与国，不同国家的企
业之间产生的争议和矛盾较为突出。想要在短时间内全面有效的解决 65 个国家的企业之间的民商事纠纷
是不现实的。
2017 年 4 月，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和律商联讯联合发布的《2016~2017 年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
显示，共有 31%的被访企业在谈及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示曾经受到过法律的制裁。1 从整体上来看，
遭遇过民商事诉讼法律处罚的企业数量较多。
当前，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于解决企业民商事争议的机构众多，但现行的解决机制在实践
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没有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且沿线国家之间尚未形成一定的框架制度，还未形
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化合作组织，无法有效地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平高效地解决民商事纠纷的迫切
需求。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要想有效解决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大量民商事纠纷就必须从这
样的时代背景出发，对症下药，治标治本。

1.2. 企业涉外民商事纠纷适用法律简要梳理
涉外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主要有诉讼、仲裁和调解。国际上对于有关诉讼的公约主要有：1965 年
在荷兰海牙缔结的《民商事事项司法与司法外文书域外送达公约》(简称《海牙送达公约》)、1970 年在
荷兰海牙缔结的《民商事事项域外取证公约》(简称《海牙取证公约》)等，对于有关仲裁的公约国际上比
较通用的是 1958 年缔结的《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简称《纽约公约》) [1]。对于调
解而言，各个国家对于调解的规定各不相同，常见于在专门的调解机构中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选择
私力调解，即双方在私底下进行协商调解。
在我国，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方法中最具权威性的公力救济途径是司法解决途径。司法解决途径
即诉讼解决途径，由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法院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第四编《涉外
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系专门为涉外民商事诉讼所设法律规定。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采用的涉外民商事法律来看，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是很先进的，这也
有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律商联讯，《“一带一路”法律风险地图初现》，国际商务网，http://www.prnasia.com/，2018 年 2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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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战略下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机制的局限性
2.1. 解决民商事纠纷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机制较为匮乏
目前，加上中国总共有 65 个国家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范围横跨欧亚非大陆。国家之间
的经济与政治、文化各不相同，导致“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解决纠纷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机制较为匮乏，
主要的原因有：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适用各不相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一，制定的法律也随国情的不同而相异。第二，有些国家的局势不够稳定，法治
建设进程缓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格局动荡不安，有
的国家正遭受着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内种族分裂，出现大量的政治冲突与碰撞。在这样严峻的形式下，
很多企业对于一些好的资源项目进行投资时望而却步。这种情况严重挫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对
“一带一路”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第三，现有的涉外条约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不够完善。中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缔结的双边、多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在内容上规定不同一，在数量上极
其有限。国际上通用的条约无法涵盖所有的国家。第四，现有条约无法解决新问题，沿线国家之间在诉
讼解决争议方面的沟通不畅。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争议的双边、多边途径不畅通，导致企业之间缺乏诉
讼方面的沟通。“总体来看，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构数量众多，但现有机制在实践中
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解决民商事争议尚未形成有序状态，无法有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正、高效解
决民商事争议的迫切需求，亟需进行配套机制完善与制度设计创新。”[2]

2.2. 日益增多的民商事争议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当下，中国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继续推进发展，此类纠纷必然会日益增多。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现有的机制还不能
满足企业试图及时有效地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吸纳了 65 个国家，关涉到的总人口约为 44 亿，经济总
量约占全球的 29% [3]。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资本所产生的民商事争议数量也同样是惊人的。不同
国家之间的人员、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大量跨境流动势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民商事纠纷，这些纠纷解决
的时效性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就有可能造成沿线国家间民商事争议积少成多，产生更深的矛盾。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解决机制的发展建立并没有与激增的民商事纠纷相配套。企业在投资建设过程中
急需及时且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的保障。

2.3. 缺乏一套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上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的方式主要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种。“涉外民商事
纠纷的诉讼解决主要涉及管辖权、法律适用、文书的域外送达、域外调查取证、以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等几类法律制度。[4]”其中非诉讼解决的方式又包括自行协商、提交仲裁、第三方调解等。“一带一路”
沿线贸易企业间发生争议的，可基于争议类型和自身情况、结合不同手段的优势和特点，自愿选择纠纷
解决方式。但是现有的机制在实践中无法有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公正、高效解决企业民商事纠纷
的迫切需求，解决企业之间民商事纠纷尚未形成有序的状态，仍需进行配套机制完善与制度设计创新。
从调解上看，调解协议效力有较大欠缺。在仲裁方面，沿线国家仲裁制度国际化水平不一，仲裁规则与
程序、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制约了仲裁机制作用的发挥。对于诉讼，由于各
个国家法律体系、社会局势、法律制度等相去甚远，导致现有解决机制无法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也导
致这些解决机制无法及时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救济。此外，司法判决的“执行难”亦是当事人解决争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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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重大障碍，执行的制度和规定得不到大部分沿线国家的公认。因此，如何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能被
大部分国家普遍接受的新争议解决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3. 完善“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民商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措施
企业之间的民商事诉讼纠纷主要是指企业经营者在从事民商事活动中与合作方发生的纠纷而引起的
诉讼。有关部门对这些纠纷的处理措施主要依赖于各个国家相关的法律要求，并且会参考合作双方在进
行民商事活动时所签订的协议或合同。当然，除了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双方企业之间的权益之外，
有纠纷的企业之间还可以私下进行调解，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以及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国，势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国与涉外企业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最活
跃的主体，仍受到多种负面因素的影响[5]。如何为企业创建或改善多种渠道解决问题的机制成为我们应
当关注的重中之重。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为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奠定良好坚实
的法律基础[6]，同时还要指明与之相对应的合作关系，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将这些作为一切工作的起
始点，根据具体实际的问题去构思相对应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3.1.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法庭以推进统一规范的涉外法律制度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不断开展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与周边国家发生利益
冲突时，传统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这种形式的需要，反而会给我们当前的工作造成更大的困
难。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我们急需一种全新的、统一有序的纠纷解决机制，去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所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特色大国的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7]。“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各个国家希望加快发展的愿景，在时机
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提供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合作发展平台，把中国同各沿线参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从
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准备工作有序建立后，中国可以主动提出与沿线国
家建立利益共同体，构建多边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企业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多边法律环境。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涉外诉讼案件的数量增加显著。诉讼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司法保
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仲裁、调解相比，诉讼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公正性更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法律体系复杂多样，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东法系等并存。我国与沿线国家司法水平发展进程不一，
司法合作的发展程度不均衡。鉴于各国现有的法律体制机制无法满足“一带一路”下企业对民商事纠纷
的解决需求。因此，建立专门性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法庭成为众望所归。具体措施：可以参考 2015
年在新加坡成立的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简称 SICC) [8]，新加坡
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之一，有很多共通之处值得借鉴。例如，在诉讼方面，SICC 允许外籍律师参
加诉讼，并设置了来自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国家的法官供企业选择，诉讼程序体现了鲜明的自治特征，
有助于获得不同法系国家的认可。SICC 作为新加坡最高法院的构成部分，其所做出的判决效力与最高法
院等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维护了国际法庭的司法权威。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者，可
以争取司法主动权，主动与周边沿线国家沟通将“一带一路”国际法庭设立在中国，但应充分尊重沿线
国家意愿，最后还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2. 加强调解机构国际合作的同时增强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国际交流合作的加强是民商事调解机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内地-香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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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心、中国-阿拉伯商事调解中心等合作平台的设立为跨境、跨国商事争议当事人提供了更加便捷、
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调解机制需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民商
事调解机构。为此可在国内推动有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民商事调解组织，更重
要的是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调解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设立跨区域联合调
解中心等合作方式不断提高我国商事调解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进而实现民商事争议及时有效
的解决。
除此之外在拥有良好机制的基础上为使调解在“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优势和作用得以更
好发挥，增强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保证调解结果终局性是关键，而完善机制衔接则是提升调解协议效
力的重要举措。完善“一带一路”国际民商事调解机制，我国可以从加强民商事调解组织与仲裁机构及
法院的协调配合入手，一方面落实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通过将调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赋予其强制
执行力，另一方面依托诉调对接机制完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执行，以弥补调解协议效力不足的缺陷，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以确保民商事争议有效得到解决。

3.3. 建立一套多元化的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
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及时化解“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的现实
需求和重要保障。2016 年 6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应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化发展，发挥各种纠纷解决方
式的优势，充分尊重和支持中外当事人自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满足其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针对某一具体类型的案件纠纷制定多种(一般
情况下为三种或者三种以上)解决方案。这种机制可以确保在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企业可以进行最有利的
方案选取。在一种方案实施过程中若出现问题企业还可以及时采取其他种方案应急，以便高效且迅速的
解决纠纷。这一举措的实施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八项要求相契合。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
一路”八项要求中的第八项明确指出要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措施。这种纠纷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现存司法制度的高效利用与大力推广，有利于维护我国司法权利。这种全新的纠纷解决处理措施与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要求相符合。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全新的纠纷处理方式并不是对
传统法律的挑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司法尊严的权利维护，更是对过去处理纠纷方式的一种延续与创造，
这两种观念相互依存，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这也是本国经济体制不竭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经济政治层面上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富有远见的伟大战略构想，在推动中
国的法治建设乃至国际的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也有着重大意义。“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为
我国在新的时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机遇。在中国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大背景下，对于我
国法律研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9]。如何有效地利用法治创新为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民商事活动保驾
护航，如何构建一套公正、高效、实用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时代使命。
完善企业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要从具体的问题中对症下药、大胆实践，充
分借鉴现有组织，创新企业机制建设的同时统筹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与衔接，构建出兼具公正性、
高效性与稳定性的多元化灵活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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