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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厦门海事法院院长
夏先鹏

□ 朱忠宝

对话新闻当事人

□ 朱忠宝 朱小菁

厦门海法 精品涉外案件的“中国制造”
海事法院涉外案件多，审理的每一起涉外案件都关系到中国法院的形象。厦门海事法院坚持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据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外国法和中国法，精心审理每一起涉外海商事案件，赢得了中外

当事人的尊重与好评。近几年来，该院先后有6起涉外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典型案例。

是什么让厦门海事法院成功打造出一个个涉外精品案件？“坚持用‘公平、正义、和谐，法律、法理、良知’的

院训指导审判工作。”该院院长夏先鹏如是说。

本刊特稿

着眼于扩大海事司法影响力

厦门海事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依法对伊朗籍“阿明2”轮船舶抵押权纠纷案和解协议予以确认。 曾大津 摄

■一份裁决
促“百年老店”修补规则

英国伦敦海事仲裁已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在国际海事法律界赫赫
有名。而在2008年，建院才17个年
头的厦门海事法院，就一起涉外船
舶买卖合同大案作出了一个令国际
仲裁界都为之轰动的裁定：不予承
认和执行英国伦敦仲裁庭的仲裁！

这是一起涉及福建某造船厂与
希腊船东的船舶买卖（建造）案件，
标的金额高达 3.7 亿元。2007 年，
英国伦敦临时仲裁庭对该案作出仲
裁后，马绍尔群岛第一投资公司向
厦门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承认和执
行。

作出该案仲裁裁决的两名外国
仲裁员均是世界著名仲裁专家、法学
教授，为外方当事人出具法律意见书
的5位国内教授也均系我国相关领
域的领军人物，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们坚持用事实说话。”该案
合议庭审判长、现任厦门海事法院
副院长张希舟说。从受理案件那一
天起，合议庭成员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研究、翻译、整理了近 500 万字
的中英文专著、论文、案例和英国仲
裁法的背景资料，查阅了荷兰海牙
国际法院图书检索数据库、英国劳
氏法律报告数据库、美国法律法学
数据库、联合国托管图书馆藏资料
库，吃透了相关法律问题，结合具体
案件，最终认定该仲裁案违反了仲
裁地程序法，并依法作出不予承认
和执行的裁定。

据有关资料显示，能够作出推

翻英国伦敦仲裁庭裁定的案件极其少数，
厦门海事法院共受理24起申请承认和执
行英国伦敦仲裁的案件，也只有这一件作
出不予承认和执行的裁决。该案的成功
审结，不仅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公平正
义，还因首次对英国仲裁庭仲裁的事实和
法律后果予以司法评判而填补了外国海
事仲裁司法审查的一项空白。

当人们对该案渐渐淡忘的时候，英
国伦敦海事仲裁员协会主席克里夫奥斯
顿先生在出席 2016 年中英海事仲裁研
讨会时旧案重提，他在座谈交流时表示，
该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伦敦海事仲裁
规则的补充与修改。

厦门海事法院所审理案件的法律影
响力和规则性意义可见一斑。

■市场低迷
外轮照样拍出3亿多

“成交！”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拍卖锤
落下，载重量近 16万吨的伊朗籍“阿明
2”油轮，从2.4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起拍，
经过 157 轮叫价后，最终以 3.24 亿元人
民币的价格成交，超出起拍价近8000万
元，成为厦门海事法院“第一拍”。

“太不容易了。”承办法官俞建林说
道。自2008年以来，国际航运市场一直
不景气，船舶“流拍”或不得不低价拍卖
已司空见惯。而对海事法院来说，只有
船舶拍卖成功，并能拍个好价钱，才能保
证案结事了。

航运市场深度低迷，如何确保拍卖
成功？执行局的法官们开动脑筋想办
法，考虑到“阿明 2”轮是外籍巨轮，必须
想办法吸引境外人参与竞买，于是，他们
一方面通过《中国日报》以中英文双语的
形式发布拍卖公告，另一方面也通过网

络媒体发布“阿明2”轮的拍卖消息。
这一招还真灵，数日后，来自挪威、

巴拿马、马绍尔群岛、利比里亚及中国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个竞买人向厦门
海事法院提出了申请。为了给境外的买
家提供看船的便利，该院简化了公证认
证的程序，只要经法院许可，船代公司就
可组织查看船舶。

“拍卖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我们也考虑到了。”该院执行局副局长陈
水柱介绍说，当叫价叫到 3个亿出头的
时候，竞买人举牌的意愿就开始慢慢降
下来。这个时候，拍卖师按照事先的约
定降低举牌价位，这样竞买人竞买的意
愿又上来了。

“阿明 2”轮最后以高价位被香港一
家公司拍下，来自德国、马耳他、伊朗三
国的当事人更是喜出望外。被告在偿还
原告所有贷款后，仍有不少结余，促进了
原、被告间的和解。双方商定，被告支付
原告共计2.1亿元的货款，原告解除被告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贷款、担保协议下
的一切责任，停止、撤回在其他国家、地
区展开的司法程序等等，以中国法为准
据法，共同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制作调
解书，并确认法律效力。

■慕名而来
奔的是公正与效率

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海事纠纷的
当事人选择法律救济的途径比较多，既
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海事法院受
理，而且在海事诉讼的选项下，还有权根
据不同的“连接点”选择不同的海事法院
管辖。

国际上，最受“慕名”之地当属英国
伦敦仲裁了，它的牌子很响很硬。但随

法周刊：厦门海事法院在全面推进
涉外审判精品战略方面成绩斐然，抓好
涉外海商事精品审判有什么现实意义？

夏先鹏：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要求全
国海事法院要全面推进涉外商事海事审
判精品战略，以便更好地服务保障建设
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
施。海事法院作为我国司法的国际窗
口，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主力军，必
须着眼于海事司法影响力的拓展与延

伸。
就我院来说，涉外案件约占全部案

件的 25%左右，案涉世界五大洲 50多个
国家和地区，案件当事人既有世界知名
跨国公司、航运巨头、大型国企、知名民
企，也有底层船员、渔工等等，因此，每审
理一起案件影响面都非常广泛，都关系
着中国法院的形象，我们必须全力打造
涉外海商事审判精品案件，不断增强国
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法周刊：涉外无小事，海事法院在审
理涉外案件时需要重点把握哪几个方面
问题？

夏先鹏：我觉得需重点把握三个方

面：一是要有胸怀全局的政治敏锐性，把
维护国家司法主权与平等保护中外当事
人合法权益结合起来，全面彰显我国持
续开放的国度和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是要有埋头钻研的职业精神。高
质量的审判精品大多产生于复杂疑难案
件中，承办法官要沉得住气息、耐得住寂
寞，以皓首穷经的精神刻苦钻研，守候柳
暗花明的收获时刻。

三是要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作保
障，着力打造懂经济、懂法律、懂外语、懂
航运的复合型法官队伍，为海事审判精
品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在这
一方面，我院已初显成效，自 2011 年以

来，先后涌现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全
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等 5
名全国先进典型。

法周刊：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
任重而道远，你们将如何面对新的形
势和挑战？

夏先鹏：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周强在向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时
提出要建设国际海事司法中心，说明海
事法院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海事
审判工作大有作为，我们必须认清新的
形势和挑战，认真审视肩负重任。

总的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我国已成为全球贸易进出口、造

船、航运的第一大国；我国也是世界上
海事法院最多的国家，海事审判经过
三十多年不懈努力和发展，已经稳固
确立了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的地
位；从我院所处的福建独特的区位优
势来看，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起点和发祥地，曾有“千帆竞发刺桐
港，百舸争游丝绸路”的辉煌。因此，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的任
务就是依法及时妥善审理相关的港口
建设、航运金融、海上货物运输、海洋
生态保护等海商事案件，积极参与国
际规则制定，努力提升海事审判在全
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审理涉外海商事案件，不仅要跨
越国界，还需跨越人文、语言、法律等
障碍，海事法官在审理涉外海事海商
案件时，面对众多不确定因素，必须跨
越道道“屏障”。

司法管辖权的界定。涉外海商事
案件由于当事人涉外，或者事实涉外，
导致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或地区法院往
往不止一个。管辖权是一国司法主权
的具体体现，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
及最大限度维护本国当事人权益的角
度出发，不同国家之间会争抢对某一
案件的管辖权，国际私法上称之为管
辖权的积极冲突。若同一争议在两个
及以上国家的法院同时进行诉讼，则
会产生平行诉讼的法律问题。

现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强国战
略的实施，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
时尤为重视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海事法官在处理涉外海商事
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时，既要注重维护
我国司法管辖权，也要充分尊重中外
市场主体协议选择司法管辖的权利，
减少涉外司法管辖的国际冲突，以强
烈的主权意识、开阔的国际视野、高超
的平衡技巧，妥善解决管辖权之争、平
行诉讼等问题。

文书送达的不确定性。涉外海商
事案件进入诉讼后，遇到的第一个难
题便是文书的送达，送达的有效性直
接影响案件审理的效率，是涉外审判
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涉外当事人
在国内有住所，或有经授权可接收法
律文书的代表处或分公司，或者其委
托了国内律师，送达的问题似乎还不
那么困难。但如果文书需要进行域外
送达，其送达的有效性就存在很多不
确定因素了。可能需要依照国际条约
规定的方式送达，或通过外交途径送
达，如果涉外当事人所在国允许邮寄
送达，才可邮寄送达等。送达周期长，
效率低，已成为制约涉外海商事案件
审理的瓶颈。这就需要海事法官穷尽
各种涉外当事人可以收悉文书的送达
方式，想方设法突破这一瓶颈。

多年前，厦门海事法院就尝试通
过向外轮船长送达法律文书，极大提
高了司法效率，此做法被我国海诉特

别程序法所采用。可见，海事法
官在处理涉外海商事案件的送达
问题时，需具备探索创新的精神
和灵活务实的处理能力。

外国法的查明与适用。涉外
海商事案件在实体审理中面临的
首要问题就是法律的适用，很多
情况下法院需要对相关外国法予
以查明和适用。外国法的查明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体现了一
国法律制度保障对外开放的程
度，更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是
否能得到充分保护。海事法官应
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
规定，全面综合考虑法律关系的
主体、客体、内容、法律事实等涉
外因素，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准
据法的权利，积极查明和准确适
用外国法，以消除中外当事人在
国际商事往来中的法律疑虑，最
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
权益，这无疑需要海事法官具备
良好的外语能力、沟通能力以及
娴熟的外国法适用能力。

程序的透明与公正。程序正
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涉外当事人
由于不熟悉我国法律适用与诉讼
程序，难免产生疑虑，如果程序的
透明与公正做不到位，就更容易
滋生他们对中国法院的不信任
感，进而对裁判结果有所误解。

在涉外海商事案件的审理
中，海事法官尤其需要在程序上
把握好每一个诉讼环节，从精从
细，严谨规范，做好诉讼引导和告
知，释明程序规则，充分说明程序
裁决的理由，最大程度体现程序
的公开、公正，并及时公开诉讼信
息，提高透明度，使外方当事人感
受到自己在异国也能充分行使诉
讼权利，表达自己的法律主张。
同时，一次涉外海商事案件的审
理无疑也是一次展示中国法院公
正开放形象的生动例证，直接体
现了我国海事审判的公信力与影
响力，这都要求海事法官具有更
高的程序意识以及更加规范严谨
的程序把握能力。

着我国海事司法水平的提升，“慕名而
来”的当事人与日俱增，台湾某保险公
司与法国某货运公司一致同意选择厦
门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就是典型一例。

2010年12月，法国某货运公司从
厦门港装运货物至沙特阿拉伯，货物
到港后，因突遇大雨导致受湿损。原
告台湾某保险公司是涉案货物的保险
人，认为涉案货物的损坏发生在被告
法国某货运公司掌管期间，须对原告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双方就赔偿
金额问题一直谈不拢，经协商同意向
厦门海事法院涉台庭提起诉讼。

台湾某保险公司代理人坦言，他

们知道厦门海事法院有个涉台
庭，更知道该庭承办案件八成以
上都能在近百天内结案并无一案
件上诉，觉得选择这样的法院放
心。而对法国某货运公司来说，
他们也通过驻厦办事机构了解到
相类似的信息，相信法院能作出
公正的裁判，便未提出异议。

厦门海事法院涉台庭的法官
没有让他们失望，仅用90天的时
间，就让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庭
长蔡福军表示，必须审理好每一
个案件，让涉外当事人感受到中
国海事法院的公平正义。

审理涉外案件跨越道道“屏障”

广东近一年发现123件公益
诉讼案线索 行政类占近八成

自2015年7月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
作至今年5月底，广东省检察机关共发
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23 件，履行诉前
程序67件，已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
5件，其中民事3件、行政2件。

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处处长周虹介绍，为促进公益诉讼试点
顺利开展，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还和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环保厅等司法和行政
机关建立协作机制，联签《关于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管辖的规定》等
相关文件。

“目前，公益诉讼试点工作也碰
到了一些困难。”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周虹坦言，案件
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食药品消费者
权益保护领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国有资产保护领域案件相对较
少。此外，环境公益诉讼中对环境危
害鉴定需要聘请专业机构，成本高
昂，因此产生的费用很难通过诉讼解
决。

“猎狐2015”新疆劝返遣返
抓获8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自“猎狐 2015”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新疆公安机关从南非、哈萨克斯
坦、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劝返、遣返、
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8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介绍，
按照公安部的工作要求，自治区公安
厅组织全疆公安机关多个警种成立专
班，形成追逃工作的整体合力，集中力
量迅速开展行动；对全区外逃嫌疑人
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跟踪落实
缉捕措施。

上周是很重要的一周，近千
万考生参加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
考试——高考，紧接着又迎来了
端午小长假。

高考从来不缺新闻，今年也
不例外，毛坦厂的高考工厂备受
瞩目，今年也有警车开道万人送
考的大场面可供观瞻；河南一名
只有 9 岁的女孩张易文走进考
场；而在四川绵阳，第 20 次参
加高考的梁实已经49岁。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总是要被
例行地拿来讨论讨论，今年获点
赞最多的是上海题“评价他人的
生活”。

诚如作文题所说，随着现代
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
进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
得越来越常见，这些评价对个人
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当一切出现在聚光灯下，评
价和被评价是不可避免的，毛坦
厂中学多年来饱受质疑，张易文
被安上“神童”之誉，梁实则被
嘲为“最牛高考钉子户”。

但是，我们是否有评价他人
的权利，这样的评价又是否客
观，是否正确，是否对他人造成
影响。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9岁
也罢，49 岁也罢，愿意走进高
考考场，都是他们的权利，不影
响社会不伤害他人，又何须置
评。

这个端午节，社交媒体上也
是吵成一团，为着一个无聊的问
题，端午节的祝福到底应该说端
午节快乐还是端午节安康。每个
发帖的人都变身历史学家，引经
据典，畅论古今，不亦乐乎。然
则，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艾草长
什么模样的今天，去嚼这几个字
眼又有何意义，快乐安康都是人
们愿意听到的，争得太起劲，未
见得是多有学术严谨精神，倒让
人怀疑是控制欲过强了。

评价他人当以尊重私权利为
前提，然若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
为，还是要积极地评一评。

这几日，深圳警方在街头传
唤女孩的视频被广泛传播，两名
女孩过马路时被警察盘查身份
证，由于没带身份证，被警察强
制传唤。在警车上，双方起了一
些言语冲突。警察在言语中骂女
孩“犯贱”，又威胁称要将其和

“艾滋病人、小偷和强盗关在一
起”。

女孩录下视频发到网上，引
发关注和讨论。十多天后，深圳
警方发布消息，称当事民警已被
停职，向当事人道歉并已获得理
解。

很难说，这样的结果不是出
自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压
力。

在我们的语言习惯里，如果
说某件事没有希望达成，便会
说，等到猴年马月吧。然而，按
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来算，现在
正处于猴年马月之中，宜践诺。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重审聂树
斌案，这一角力了十来年的案件
终于有了新的希望，这是法治的
践诺。这一践诺的背后，也有着
媒体、公众以及相关法律界人士
长年的关注和呼吁。

在目前特殊的社会语态下，
一件事情，被公之于众，承受社
会大众广泛的围观和评价，往往
更容易得到解决，这也是评价的
力量。聂树斌案是，雷洋案是，
深圳警方拘留女孩案也是。

在就公共事件“发声”时，
如果面对的是公权力和公共利
益，不妨多些胆量，多些正义，
而当面对私人的私权利时，不妨
多些尊重，多些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