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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1月10日（总第6891期）

申请人深圳市普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商业承兑汇票
一张【号码为 0010006222306470，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3530.03
元，付款人为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深圳市普源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法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宁波华龙塑料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背书转让给

宁 波 汇 新 塑 胶 有 限 公 司 汇 票 一 张 ，汇 票 号 码 31300051
(21936845)，该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为黑龙江龙煤物流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黑龙江龙煤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
年 10月 29日，出票金额为 20 000元，汇票到期日 2016年 4月 29
日，付款人及承兑人为龙江银行哈尔滨桦树支行。现持票人宁波
汇新塑胶有限公司不慎将该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1、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汇新塑胶
有限公司。2、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号码
31300051(21936845)，票面金额为 20 000元，出票人为黑龙江龙
煤物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黑龙江龙煤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背书人为黑龙江龙煤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南京六合六煤机
械有限公司、南京双京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江南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台州市永州电缆有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公
司、青岛威东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华龙塑料实业公司、
象山永乐包装材料厂，持票人宁波汇新塑胶有限公司，汇票到期
日 2016年 4月 29日，付款人及承兑人为龙江银行哈尔滨桦树支
行。3、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因丢失中国农业银

行武汉分行鲁巷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
10300052/25976370，票面金额为 293400 元，出票人为国网电力
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武

汉鲁巷支行，收款人为合肥国科声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为2016年4月29日，到期日为2016年10月29日。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株洲市永汇液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
人：株洲市永汇液压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
31300051/20138134，票面金额5万元整。出票人恒天九三重工有
限公司，付款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收款人长
沙迪普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汇票到
期日为 2017年 1月 25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60日内。四、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湖南]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申 请 人 射阳县海雅商贸有限公司 因 遗 失 票 号 为

3130005132745506，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射阳县海雅商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付款行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27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射阳县海雅商贸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票号为
3130005132745506，金额为10万元，出票人为射阳县海雅商贸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重庆新日日顺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付款行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射阳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4年
1月 27日，到期日期为 2014年 7月 26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三、自
公告之日起9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江苏]射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玉环县开宇机械有限公司因快递过程中因快递公司
保管不善，丢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号码为31300051 42583296、
出票人为鞍山信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9,
760.00元、付款行为盛京银行鞍山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山东泰
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6年8月22日、到期日为2017

年2月22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法律规
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玉环县开宇机械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31300051 42583296、出票人为鞍山
信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9,760.00元、付款行
为盛京银行鞍山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出票日期 2016 年 8 月 22 日、到期日为 2017 年 2 月 22 日。
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润祥实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汇票记
载：票号为10300052／24741602，出票日期贰零壹伍年壹拾贰月
壹拾捌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陆年陆月壹拾捌日，出票人为山西
霍尔辛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出票人账号 04765001040009147，
付款行全称中国农业银行长子县支行，收款人为沈阳隆基电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抚顺经济开发区支行，收款人账号21001647137052501465，汇
票金额为壹拾万伍仟元整（105,0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长子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郴州市双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
张，汇票号码31300052/27654721，出票日期2016年5月4日，票面
金额10万元，出票人出票人孝义市华都大酒店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孝义市万盛利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晋城银行吕梁分行。申请
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湘礼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汇票 1 张，
票号10200042 20008427、票面金额30,000元、出票人上海湘礼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长桥支行、持票人同
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
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宏卉包装厂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公示催告的票据：号码为
10300052 27206194、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为上
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及持票人为上海宏卉包装
厂、付款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城中支行、出
票日期为 2016年 12月 6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 6月 6日的银
行承兑汇票一张。自公告之日起一百七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上海田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票据号码为 1040005228111468，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1日，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付款行为中国银行上海
嘉定支行营业部，付款人为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
海信耀电子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毕莹辉因遗失本票1张，票号10203172 20707832、票
面金额 100,000元、出票人魏敏华、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淮海中路第二支行、持票人同申请人，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威海蓝创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2016年12月5日在
台湾地区台北市签发、承运船舶航次为UNI-PREMIER 1586-
217N、编号为EGLV003603134232的全套正本提单，于 2017年 1

月 5日以提单持有人的身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同日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上述提单的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正本提单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正本提单的行为无效。 上海海事法院

申请人威海蓝创进出口有限公司因遗失2016年12月5日在
台湾地区台北市签发、承运船舶航次为UNI-PREMIER 1586-
217N、编号为EGLV003603149051的全套正本提单，于 2017年 1
月5日以提单持有人的身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同日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一百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上述提单的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正本提单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正本提单的行为无效。 上海海事法院

申请人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为
10200052/23039196，出票金额为160379.4元，出票人为都江堰市医
药保健品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都江堰支
行，背书人为四川智同医药有限公司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川]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州宝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一份银行
承兑汇票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湖州宝通供应链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二 、公 示 催 告 的 票 据 ：银 行 承 兑 汇 票（号 码
30200053 26674760，票面金额为 147900元；出票人为浙江海港
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湖州宝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中信银行嘉兴海宁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6年 12月 22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7年3月22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 2017年 3月 22日期间内。四、自公告之日起，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浙江]海宁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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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
用，保障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
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决定，结合审
判实践，对人民法院涉自贸试验区案件
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为
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1.深刻认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大
意义。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
验田，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重要窗口。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完善
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是有力的推动，在法
律实施方面有重大影响。各级人民法院
应当积极做好司法应对，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的高度树立大局意识，严格依法
办事，公正、高效审理各类涉自贸试验
区的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
利，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提供优质高效
的司法保障。

2.依法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制度
创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肩负着为我国
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
积累新经验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凡属重
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中央决策的积极
尝试。各级人民法院应探索为自贸试验
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改革举措，同时，要
确保这些改革举措的探索在法律框架内
进行。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注重
及时调整裁判尺度，积极支持政府职能
转变，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
护交易安全。

积极参与自贸试验区的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自贸试验区进
行的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开放、贸
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完善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各级人民

法院要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积极配
合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主动完善工
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为营造公
正、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和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作出
积极贡献。

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为促进自贸试验区健康发展
提供司法保障

3.积极行使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打
击涉自贸试验区的刑事犯罪。打击破坏
自贸试验区建设、滥用自贸试验区特殊
市场监管条件进行的犯罪，维护自贸
试验区社会稳定及市场秩序。重视解
决侵犯知识产权跨境犯罪问题。依法
惩治涉自贸试验区的走私、非法集
资、逃汇、洗钱等犯罪行为。同时注
意区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
罪、抽逃出资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的罪
与非罪的界限。

4.加强涉自贸试验区的民事审判工
作，依法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加
强劳动保护，正确处理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的劳动争议，促进自贸试验区内
企业用工制度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
者权益，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
严格对服务领域合同格式条款的审查，
惩治利用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的行为。
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审理有关机关和组
织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重大风
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诉
讼。

正确处理在自贸试验区较为常见的
“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正确理
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七十七条规定的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限制条件，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的生
活秩序。对多个公司使用同一地址作为

住所地登记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
意是否存在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
况，依法维护债权人利益。

加强对自贸试验区内知识产权的司
法保护。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侵权成
本。完善有关加工贸易的司法政策，促
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准确区分正常
的贴牌加工行为与加工方擅自加工、超
范围超数量加工及销售产品的行为。妥
善处理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合理
平衡消费者权益、商标权人利益和国家
贸易政策。鼓励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投
资行为，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简化维权
程序，提升维权质效。鼓励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活动，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利
用。

加强海事审判。规范航运市场建
设，支持自贸试验区航运服务业开放、
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和增强国际航运
服务功能。关注与船舶登记制度改革及
其他与航运有关的新类型案件，研究新
型海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专门管辖
问题。及时通过典型案件的审理确认有
关规则，引导行业行为，促进行业发
展。

5.积极行使行政审判职能，支持和
监督政府在自贸试验区依法行政。支持
和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服务模式，依
法行政。以审判活动促进和规范政府信
息公开。通过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的企
业，其签订的合同违反自贸试验区行业
准入要求，导致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履
行，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自贸
试验区市场规则有关的制度缺陷及行政
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及时向
行政管理部门反馈意见，或者提出司法
建议，促进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完
善。

三、依法支持自贸试验区企
业的创新做法，鼓励其探索新的
经营模式

6.鼓励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
创新发展。积极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的融
资租赁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依法开
展融资业务。充分尊重中外当事人对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的
约定。正确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效力，不
应仅以未履行相关程序等事由认定融资
租赁合同无效。

7.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
务服务。合理认定消费者与跨境电商企
业之间的合同性质。合同约定消费者个
人承担关税和邮寄风险的，可认定消费
者和跨境电商企业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
系。电商企业批量进口、分批销售，消
费者主张其与电商企业之间成立买卖合
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电商企
业以其提供的合同文本与消费者订立仲
裁条款，应专门提示，消费者同意的，
应认定双方达成了仲裁合意。

四、重视自贸试验区的特
点，探索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创新

8.完善司法审查、司法确认制度，
支持自贸试验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鼓励运用仲裁、调解等多元化机制
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
纷解决机制。支持仲裁机构、人民调解
委员会、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创新发
展，为多元化解决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
纷提供司法便利。

加强自贸试验区内法院机构及审判
组织建设。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基层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种类、

性质等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法庭或合
议庭，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案件，积
累审判经验，统一裁判尺度。鼓励各
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符合地域特点的审判机制。

9.正确认定仲裁协议效力，规范
仲裁案件的司法审查。在自贸试验区
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
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
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
仲裁协议无效。

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
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商事
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发生纠纷后，当
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相关裁决
作出后，其又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
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行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
序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相
关裁决作出后，又以有关争议不具有
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并
以此主张拒绝承认、认可或执行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
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
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
行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
效。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
的，应报请上一级法院进行审查。上
级法院同意下级法院意见的，应将其
审查意见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
人民法院答复后作出裁定。

10.探索审判程序创新，公正高
效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管辖自贸
试验区内一审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
院，在审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时，当
事人一方或双方为港澳台民事主体
的，可以探索选任港澳台居民作为人
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

人民法院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涉

外、涉港澳台一审民商事案件，事实
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可以探索适
用简易程序。

妥善处理以“区内注册、区外经
营”的企业为当事人的案件中存在的
送达难问题。对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其注册地为
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可
以邮寄送达。境外民事主体在自贸
试验区设立企业或办事处作为业务
代办人的，可以向其业务代办人送
达。境外民事主体概括指定其分支机
构工作人员或者境内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或者特定业
务的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其送达诉
讼文书。

11.建立合理的外国法查明机
制。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试验区的
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外
国法律，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
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律或者
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人民法院了解查明途径
的，可以告知当事人。当事人不能提
供、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
途径亦不能查明的外国法律，可在一
审开庭审理之前由当事人共同指定专
家提供。根据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外
国法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查明外
国法。

12.审理好涉自贸试验区案件，
总结可复制经验。各高级人民法院应
当充分重视涉自贸试验区案件的审
理，加强前瞻性研究工作。各地人民
法院对在审理与自贸试验区相关的案
件中发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应当及
时研究总结，形成应对意见，并及时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12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法发〔2016〕34号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
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值此《意
见》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
责人就《意见》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

《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该指导意见
的背景是什么？

答：2015年 4月 8日，国务院正式
印发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 总体方案和进
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自贸区继续扩容。自贸试验区内的
有效制度创新，不定期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2016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决
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
四川、陕西新设立七个新的自贸试验
区，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三
年多来，自贸试验区各项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
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在深入
总结评估的基础上，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引领，把握基本定位，强化使命担当，
继续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
杆，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
研究明确下一步的重点目标任务，大
胆试、大胆闯、自主攻，力争取得更
多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
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
验田作用。

人民法院承担着为自贸试验区建设
提供司法保障的重大职责，为服务与保

障自贸试验区这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战略举措，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自贸试验区运行三周年之际，最高人
民法院总结三年多来涉自贸试验区案件
的审判经验和自贸试验区各项制度创新
实践，起草出台《意见》，用以指导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做好涉自贸试验
区案件的审判工作，为实现自贸试验区
下一阶段重点目标任务做好司法保障工
作。

《意见》遵循的基本原则

问：该指导意见遵循了哪些基本原
则？

答：《意见》在起草过程中遵循了
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第一，支持和保障
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的制度创新。自贸试
验区的建设肩负着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
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
历史使命，也是对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
法有据的中央决策的积极尝试。各级人
民法院应探索为自贸试验区提供司法保
障的改革举措；第二，坚持法治化先
行。强调要确保自贸实验区改革举措的
探索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第三，以全国

人大常委会针对自贸试验区做出的相关
决定为依据，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
上，注重及时调整裁判尺度；第四，积
极支持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强调尊重合
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交易安全。

问：该指导意见对于较为典型或者
多发的涉自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有哪
些具有针对性的内容？

答：《意见》制定过程中进行了广
泛的调研，对于具有自贸试验区特点的
民商事纠纷，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意见。例如：

对于自贸实验区内较为普遍的“民
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意见》提
出，应正确理解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限制条件，保障
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对多个公
司使用同一地址作为住所地登记的，
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是否存在财
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况，依法维护债
权人利益。

自贸试验区进出口货物商标保护问
题是目前反映较多的焦点问题。与法院
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是：（一） 外贸贴
牌加工中的商标保护问题。在上海自贸
区乃至全国，以贴牌加工为主的加工贸

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
位。（二） 关于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和
商标的平行进口问题。商标产品的平行
进口涉及消费者权益、商标权人利益和
国家贸易政策，需要区分情形进行区别
化处理。另外，该指导意见针对自由贸
易区的创新实践，特别提及促进知识产
权的投、融资及流转的要求。

有关海事审判工作，几个自贸试
验区的 《总体方案》 均提出了“提升
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增强国际航运服
务功能”的建设目标，规定允许从事国
际船舶代理业务的外方持股比例放宽
至 51%，充分利用现有中资“方便旗”船
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
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试点开展外贸集
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自贸试验区内港
口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对此，该指导意
见均作出司法政策方面的回应。

《意见》的主要内容

问：该指导意见在支持自贸试验区
企业创新性经营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意见》要求，依法支持自贸
试验区企业创新性经营模式，例如，特
别要鼓励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创

新发展。一是尊重融资租赁合同当事
人对管辖和法律适用的约定，二是不
能仅以未履行相关程序等事项为由认
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维护融资租赁
交易安全，促进融资租赁业大发展。

《意见》还特别提出支持自贸试
验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服务。由于自
贸试验区内施行的“一线放开、二线
管住”的进出口管理措施，自贸试验
区内已经形成了“境内关外”的特
殊监管区域，跨境交易成本大降，
跨境电子商务行为将日益增多。合
理认定消费者与电商企业之间存在
的买卖合同关系或委托合同关系，对
处理类似合同纠纷、分配关税等费用
的缴纳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基础
性意义。

问：在鼓励和支持涉自贸试验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该指导意
见有哪些创新？

答：《意见》提出，应当鼓励运
用仲裁、调解等多元化机制解决涉自
贸试验区民商事纠纷，进一步探索和
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
解决机制。支持仲裁机构、人民调解
委员会、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创新
发展，为多元化解决涉自贸试验区民

商事纠纷提供司法便利。
《意见》对自贸试验区内外商投

资企业相关仲裁协议效力问题特别作
出规定，旨在为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
资投资自贸试验区。

《意见》还根据自贸试验区的特
点，在自贸区法院聘请港澳台人士做
陪审员、涉自贸区案件的送达、外国
法查明等程序性事项方面作出创新性
规定。

问：我们注意到，该指导意见规
定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
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
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
仲裁的，可以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允许进行临时仲
裁？

答：临时仲裁是国际上普遍使用
的一种商事纠纷解决手段，目前，我
国法院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外国临时
仲裁裁决均依照《纽约公约》予以承
认和执行，而我国仲裁法尚未规定临
时仲裁这种形式。根据自贸试验区先
行先试的原则和精神，该指导意见要
求，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自贸试
验区内注册的企业意思自治，如果
它们之间根据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了
特定形式的仲裁方式，应当予以认
可。与此同时，我们将这种特定形
式的仲裁严格限制在自贸试验区注
册企业之间，且通过法院审级监督
的形式予以规范，待经过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后，及时总结实践经
验，并上升为可复制推广的做法，
推动相关法律的修订。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促进自贸试验区健康发展
——最高法院民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

本报见习记者 曹雅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