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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复议 涉外仲裁裁

决 执行管辖 申请执行期间起算
裁判要点
当事人向我国法院申请执行发生法

律效力的涉外仲裁裁决，发现被申请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域内的，我国
法院即对该案具有执行管辖权。当事人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时效期间，应当自
发现被申请执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
域内之日起算。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三条
基本案情
上海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纬公司） 与瑞士瑞泰克公司
（RETECH Aktiengesellschaft， 以 下 简
称瑞泰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由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2006
年9月18日作出仲裁裁决。2007年8月
27 日，金纬公司向瑞士联邦兰茨堡
（Lenzburg） 法院 （以下简称兰茨堡法
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并提
交了由中国中央翻译社翻译、经上海市
外事办公室及瑞士驻上海总领事认证的
仲裁裁决书翻译件。同年 10 月 25 日，
兰茨堡法院以金纬公司所提交的仲裁裁
决书翻译件不能满足《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 《纽约公
约》）第四条第二点关于“译文由公设
或宣誓之翻译员或外交或领事人员认
证”的规定为由，驳回金纬公司申请。
其后，金纬公司又先后两次向兰茨堡法

院递交了分别由瑞士当地翻译机构翻译
的仲裁裁决书译件和由上海上外翻译公
司翻译、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瑞士驻上
海总领事认证的仲裁裁决书翻译件以申
请执行，仍被该法院分别于2009年3月
17 日和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仲裁裁决
书翻译文件没有严格意义上符合《纽约
公约》第四条第二点的规定为由，驳回
申请。

2008 年 7 月 30 日，金纬公司发现
瑞泰克公司有一批机器设备正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展览，遂于当日向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申请执行。上海一中院于同日立案执行
并查封、扣押了瑞泰克公司参展机器设
备。瑞泰克公司遂以金纬公司申请执行
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期
限为由提出异议，要求上海一中院不受
理该案，并解除查封，停止执行。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11月 17日作出 （2008） 沪一中执字
第 640－1 民事裁定，驳回瑞泰克公司
的异议。裁定送达后，瑞泰克公司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复议。2011

年 12月 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2009）沪高执复议字第 2号执行裁
定，驳回复议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是我国法院对该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以及
申请执行期间应当从何时开始起算。

一、关于我国法院的执行管辖权
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涉
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如果被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
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鉴于本
案所涉仲裁裁决生效时，被执行人瑞泰
克公司及其财产均不在我国领域内，因
此，人民法院在该仲裁裁决生效当时，
对裁决的执行没有管辖权。

2008 年 7 月 30 日，金纬公司发现
被执行人瑞泰克公司有财产正在上海
市参展。此时，被申请执行人瑞泰克
公司有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的事实，使我国法院产生了对本案的
执行管辖权。申请执行人依据 《民事
诉讼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

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的规定，基于被执行人不履
行仲裁裁决义务的事实，行使民事强
制执行请求权，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执
行。这符合我国 《民事诉讼法》 有关
人民法院管辖涉外仲裁裁决执行案件
所应当具备的要求，上海一中院对该
执行申请有管辖权。

考虑到 《纽约公约》 规定的原则
是，只要仲裁裁决符合公约规定的基
本条件，就允许在任何缔约国得到承
认和执行。《纽约公约》的目的在于便
利仲裁裁决在各缔约国得到顺利执
行，因此并不禁止当事人向多个公约
成员国申请相关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
行。被执行人一方可以通过举证已经履
行了仲裁裁决义务进行抗辩，向执行地
法院提交已经清偿债务数额的证据，这
样即可防止被执行人被强制重复履行或
者超标的履行的问题。因此，人民法院
对该案行使执行管辖权，符合《纽约公
约》规定的精神，也不会造成被执行人
重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义务的问题。

二、关于本案申请执行期间起算问
题

依照 《民事诉讼法》（2007 年修

正） 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申请
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前款规定的期
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
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
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
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鉴于我国法律有关申请执行期间起
算，是针对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时，被
执行人或者其财产在我国领域内的一
般情况作出的规定；而本案的具体
情况是，仲裁裁决生效当时，我国
法院对该案并没有执行管辖权，当
事人依法向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
行该裁决而未能得到执行，不存在
怠于行使申请执行权的问题；被执
行人一直拒绝履行裁决所确定的法
律义务；申请执行人在发现被执行
人有财产在我国领域内之后，即向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考虑到这类情
况下，外国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何
时会再次进入我国领域内，具有较
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合理确定
申请执行期间起算点，才能公平保护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鉴于债权人取得有给付内容的生

效法律文书后，如债务人未履行生效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债权人即可申请
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实现其实体法
上的请求权，此项权利即为民事强制
执行请求权。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
存在依赖于实体权利，取得依赖于执
行根据，行使依赖于执行管辖权。执
行管辖权是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基
础和前提。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
的执行管辖权与当事人的民事强制执
行请求权不能是抽象或不确定的，而
应是具体且可操作的。义务人瑞泰克
公司未履行裁决所确定的义务时，权
利人金纬公司即拥有了民事强制执行
请求权，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对于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
裁申请执行，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
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
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
申请承认和执行。此时，因被执行人
或者其财产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法
院对该案没有执行管辖权，申请执行
人金纬公司并非其主观上不愿或怠于
行使权利，而是由于客观上纠纷本身
没有产生人民法院执行管辖连接点，
导致其无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人民法院在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后，
应当审查申请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时
效期间内提出。具有执行管辖权是
人民法院审查申请执行人相关申请
的必要前提，因此应当自执行管辖
确定之日，即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
行财产之日，开始计算申请执行人
的申请执行期限。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复议 到期债权

协助履行
裁判要点
被执行人在收到执行法院执行通知

之前，收到另案执行法院要求其向申请
执行人的债权人直接清偿已经法院生效
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的通知，并清偿债
务的，执行法院不能将该部分已清偿债
务纳入执行范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投公司）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广达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营业部） 证券权益纠纷一
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
建 高 院） 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 作 出
（2009） 闽民初字第 3 号民事调解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投公司于 2009

年6月25日向福建高院申请执行。福建
高院于同年 7月 3日立案执行，并于当
月 15 日向被执行人海通证券营业部、
海通证券发出 （2009） 闽执行字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履行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海通证券及海通证券营业
部不服福建高院 （2009） 闽执行字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向该院提出书面异
议。异议称：被执行人已于2009年6月
12 日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以
下简称北京东城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
通知书，向中投公司的执行债权人潘鼎
履行其对中投公司所负的到期债务
11222761.55 元，该款汇入了北京东城

法院账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 为执行上海中
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投公司纠纷
案，向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扣划了海通证券的银
行存款8777238.45元。以上共计向中投
公司的债权人支付了2000万元，故其与
中投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未履行（2009）
闽民初字第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
义务的事实，福建高院向其发出的执行
通知书应当撤销。为此，福建高院作出
（2009）闽执异字第 1 号裁定书，认定被
执行人异议成立，撤销（2009）闽执行字
第 99 号执行通知书。申请执行人中投
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复议

申请。申请执行人的主要理由是：北京
东城法院的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和上海
二中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均违反了最
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2000）执监字第 304号关于法院判决的
债权不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300 条规定 （以下简称意见第 300 条）
的复函精神，福建高院的裁定错误。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

作出 （2010） 执复字第 2 号执行裁定，
驳回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复议请
求，维持福建高院（2009）闽执异字第
1号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 （2000） 执监字第 304号复函是针
对个案的答复，不具有普遍效力。随
着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管辖权的调
整，该函中基于执行只能由一审法院
管辖，认为经法院判决确定的到期债
权不适用意见第300条的观点已不再
具有合理性。对此问题正确的解释应
当是：对经法院判决（或调解书，以
下通称判决）确定的债权，也可以由
非判决法院按照意见第300条规定的
程序执行。因该到期债权已经法院判
决确定，故第三人（被执行人的债务
人）不能提出债权不存在的异议（否

认生效判决的定论）。本案中，北京
东城法院和上海二中院正是按照上述
精神对福建高院（2009）闽民初字第
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债权进行执行
的。被执行人海通证券无权对生效调
解书确定的债权提出异议，不能对抗
上海二中院强制扣划行为，其自动按
照北京东城法院的通知要求履行，也
是合法的。

被执行人海通证券营业部、海通
证券收到有关法院通知的时间及其协
助有关法院执行，是在福建高院向其
发出执行通知之前。在其协助有关法
院执行后，其因（2009）闽民初字第
3号民事调解书而对于申请执行人中
投公司负有的 2000 万元债务已经消
灭，被执行人有权请求福建高院不得
再依据该调解书强制执行。

综上，福建高院（2009）闽执异字
第 1 号裁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故驳回中投公司的复议请
求，维持福建高院（2009）闽执异字第
1号裁定。

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权益纠纷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18日发布）

指导案例36号

上海金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瑞士瑞泰克公司仲裁裁决执行复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18日发布）

指导案例37号

⇨⇨上接第三版

本报伊春12月19日电 （记者 段
春山 通讯员 田爱民）今天，黑龙江
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对我国首例重
大飞行事故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
院认定被告人齐全军犯重大飞行事故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伊春区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8月24

日，被告人齐全军担任机长执行河南航空
E190型哈尔滨至伊春VD8387客运航班
任务，由朱建洲担任副驾驶（已死亡），二人
均为首次执行伊春林都机场飞行任务。20
时51分，飞机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起
飞，被告人齐全军作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
违反航空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

飞机实施进近并着陆，致使飞机于21时38
分坠毁。事故发生后，机长齐全军未履行
机长职责擅自撤离飞机。机上幸存人员分
别通过飞机左后舱门、驾驶舱左侧滑动窗
和机身壁板的两处裂口逃生。

伊春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齐全军作
为客运航班当班机长，违反航空运输管

理的有关规定，违规操纵飞机实施进近
并着陆，致使飞机坠毁，造成机上 44
人死亡、5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人
民币3.0891亿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
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规定，伊春区法院作出了
上述判决。

我国首例重大飞行事故案一审宣判
“伊春空难”飞行员被判三年 违规操纵致飞机坠毁并擅自撤离

本报广州12月19日电 广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今天一审宣判加多宝与广
药的“红罐之争”，广东加多宝饮料食
品有限公司被判构成侵权，并赔偿广州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 1.5
亿元以及合理维权费用26万余元。

自广药集团收回加多宝公司对“王
老吉”商标的使用许可后，双方便摩擦不
断，在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诉讼。在广东
高院互诉的这两起案件则是重中之重。
这两起案件均发起在 2012年 7月，先是
加多宝公司把广药全资子公司广州王老
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停止侵犯并索赔3096万元。接着，广药
集团又把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加多宝
公司告上法庭（后又撤回对鸿道集团的
起诉），要求停止侵犯并索赔1.5亿元。

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该两案于
2013 年 2 月 5 日统一由广东高院受理，
案号分别为（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
1号和第 2号案，两案案由均被确定为
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并
合并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两案所涉知名
商品为“王老吉凉茶”，该知名商品特
有包装装潢的内容是指：标明在王老吉
红罐凉茶产品的罐体上包括三个竖排的
黄色字体“王老吉”等文字、红色底色
等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在内的整体
内容。法院认为，在“王老吉”商标被
许可给鸿道集团使用之前，该商标已是
中华老字号和广东省著名商标，在公众
中已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红罐凉茶
包装装潢上突出使用“王老吉”就承载

着相应的巨大商誉和价值。尽管加多宝
公司在后来确实对王老吉红罐凉茶知名
度提高作出了贡献，但由此所产生的商
誉仍然是附属于知名商品王老吉凉茶
的。而此时的“王老吉”商标已与红罐
凉茶包装装潢的其他要素紧密结合、密
不可分，一并构成本案包装装潢。因
此，广药集团在收回王老吉商标时，附
属于涉案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就应
一并归还给广药集团。

法院还认为，加多宝公司生产、销
售的一边标注 “王老吉”、一边标注

“加多宝”的红罐凉茶及两边均标注
“加多宝”的红罐凉茶，与王老吉红罐
凉茶包装装潢的各种构成要素，包括文
字、色彩、图案及其排列组合，在整体
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属于相近似

的包装装潢。加多宝公司上述行为已构
成不正当竞争，应当停止侵权并赔偿广
药集团的损失。而对于赔偿数额问题，
审计结果显示加多宝公司从 2011 年 12
月至 2014年 10月 31日止获利数额已经
超过广药集团诉请的 1.5 亿元赔偿额，
法院据此认为广药集团索赔数额应予以
支持。

综上，法院在第1号案中依法判决
驳回了加多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在
第2号案中，法院判决加多宝公司于判
决生效日起立即停止使用与涉案知名
商品王老吉红罐凉茶特有包装装潢相
同或者相近似的包装装潢，停止生
产、销售上述包装装潢的产品，销毁
库存侵权产品，停止使用并移除或销
毁所有载有被控侵权产品的广告以及
各种介绍、宣传材料等，并在7日内赔
偿广药集团经济损失 1.5亿元及合理维
权费用 265210 元，且须连续七天在指
定媒体上刊登声明 （声明内容由法院
审定），公开消除影响。

（林劲标）

广药与加多宝“红罐之争”一审落槌
加多宝构成侵权并赔偿损失1.5亿元

本报北京12月 19日讯 （记者
许 聪） 今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原北京动物园副园
长、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肖绍祥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 4月至 2012
年6月间，肖绍祥利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
园长、陶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主管动物
园基建、110千伏输变电站拆迁、草库拆

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在北京动物园兽
舍改造、陶然亭公园玉虹桥改建及休息
游廊工程项目中，先向中标、施工单位全
额或多支付工程款，要求上述单位开具
发票入账，然后要求上述单位返还部分
或多支付的工程款、指使下属以动物园
职工宿舍厕所和小院的名义向拆迁公司
索要补偿、出具虚假委托书、虚开发票等
手段，将返还的工程款、拆迁公司申领的
补偿款、拆迁方补偿给单位的拆迁补偿
款、从公园领取的转账支票等款项，存入

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北京田龙飞宇雕刻艺
术品经营部账户，予以部分或全部侵吞，
所侵占款项共计人民币1400万余元。

2007 年至 2008 年，肖绍祥利用担
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并主管该园基建工
作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信双龙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在承揽北京动物园基建工程
方面提供帮助，为此收受该公司实际控
制人尤某给予的好处费10万元。

截至 2013年 3月 2日案发前，肖绍
祥个人财产、支付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部分折合人民币 800万余元，不能
说明合法来源。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肖绍祥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
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数
额特别巨大；肖绍祥还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
为亦已构成受贿罪；肖绍祥财产、支出
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
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又已构成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肖绍祥所犯贪污
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应
依法惩处，并数罪并罚。鉴于其违法所
得已全部追缴在案，对其可酌予从轻处
罚。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上接第一版 省法制办应会同政
府各部门认真研究《报告》，对所提问
题和建议深入研究、及时整改，深刻学
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
行政执法人员政治业务素质，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据了解，《报告》分析了山西法院行
政案件审理情况及所呈现的特点和趋
势，剖析了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并针
对如何改进依法行政工作提出建议。
据悉，2013年，山西全省法院共受理行
政一审案件1369件，审结1296件，受理
行政二审案件647件，审结586件。

⇨⇨上接第一版 全国政协委员、自
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郑锦春建议，在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要充
分考虑内蒙古自治区地域辽阔、办案
成本高、双语法官稀缺等实际情况确
定法官员额比例，要确保现有业务核
心骨干不流失。

座谈中，刘学文对代表、委员提
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互动解答，并表
示，会后将认真汇总梳理这些意见和
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汇报，切

实将好的建议落在实际工作中。同时
希望代表、委员能够继续关注、理
解、监督、支持法院工作，不断推动
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科学健康发展。

18 日上午，刘学文到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拜访自治区人大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邢云，通报人民法院一年
来的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随
后到呼和浩特、包头法院就审判管理
工作、信息化建设和三大平台建设进
行调研。

⇨⇨上接第一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郑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慕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
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胡毅峰、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勇
先后就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
交流发言。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最高
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应松年，最高人民
法院特邀咨询员曹义孙、毛婷和最高人
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各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分管院领导，部分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部分基层人民法院
院长和行政审判庭法官在分会场参加
了会议。

又讯 会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与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大
进，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应松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曹义
孙、毛婷等人进行了座谈，认真听取
了他们对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李
少平、景汉朝出席，最高人民法院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上接第一版
在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后，沈德咏

表示，对于代表、委员就人民法院服务
海洋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工作提出的
真知灼见，最高人民法院将认真研究吸
收，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工作。他
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
构想，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一带一路”确定为明年重点实施的三
大战略之一。“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实施
新一轮对外开放、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
举措。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
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保障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坚决维护海洋权

益，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沈德咏表示，青岛是首批沿海开
放城市，与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和条件。希望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及辖区法院、青岛海事法院加强调研
论证，认真研判“一带一路”建设中
面临的法律问题，妥善审理各类案
件，以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实际行
动保障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8位驻青岛及威海的全国人大代
表、2位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出席座谈
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白泉
民，青岛中院和青岛海事法院负责同
志，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加座谈。

通报法院情况 听取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