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 7月 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
港冉冉升起，标志着中国政府恢复对
香港行使主权，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
终于重回祖国怀抱。香港回归祖国，
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伟业。回
归二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在香港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香港特区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
中心地位，继续被公认为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地区之一和最自由的经济体，

“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
功。

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
践，香港与内地的人员交往日益频繁
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由此
相应产生了数量日渐增多、类型日益
多元的两地互涉法律纠纷。有效化解
纠纷、维护公平正义、增进两地人民
福祉，是两地法律人责无旁贷的共同
使命。为此，两地法律界同仁携手同
心、开拓创新、砥砺前行，在“一国
两制”方针指引下，依据香港基本
法，本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民
后刑的思路，先后签署五项安排，创
造性地初步构建起以两地安排为支
柱、以若干法律和司法文件为补充，
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司法协助模式，
在司法领域丰富发展了“一国两制”
方针、贯彻落实了基本法规定。二十
年来，两地法院依据五项安排办理了
司法协助案件2万余件，有效维护了两
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了两地经济
社会发展，给两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
的福祉。

回首二十年来两地探索构建、不
断完善司法协助体系的历程，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1997 年 7 月至
2006年7月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最
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先后于1999年1
月签署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
安排》，于 1999年 6月签署《关于内地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
的安排》，于 2006年 7月签署《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
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
决的安排》。“一国”之内的区际司法
协助体系雏形初现。二是 2006 年 8 月

至 2016年 2月的停滞阶段。这一阶段，
受多种因素影响，两地司法协助安排商
签工作长时间中断。三是2016年3月至
今的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3月我应特
区政府邀请访问香港期间，与香港特
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分别代表两
地就进一步加强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
签署 《会谈纪要》，确定了“三步走”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后，两地司法
协 助 安 排 商 签 工 作 迎 来 历 史 转 折 。
2016年 12月 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
港特区政府如期签署 《关于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
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成功落实《会
谈纪要》第一步目标，打破两地司法协
助安排商签工作停滞十年的僵局；2017
年6月20日，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
前夕，又如期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
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成功落实《会
谈纪要》的第二步目标；目前，两地又
踏上新的征程，已启动相互认可和执行
非协议管辖民商事案件判决安排的磋商

工作，力争于 2017 年底如期实现 《会
谈纪要》的第三步目标，实现两地民商
事领域司法协助的全面覆盖。二十年
来，两地司法协助从无到有、由点及
面，其间虽有曲折停顿，但前进的步伐
始终没有改变。

回首二十年来两地探索构建、不断
完善司法协助体系的历程，我们积累了
很多有益经验：一是要始终牢记“一国
两制”方针。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切实把坚持一国原
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有机结合起来。内地
与香港是一国之内的两个不同法域，由
此决定，两地之间的司法协助安排绝不
能照抄照搬国际公约，也不应囿于本地
现有法律制度，而是必须始终立足于两
地及两地民众的实际需要。记取这一
点，磋商过程就会顺利高效，反之则会
步履维艰。二是要始终不忘增进民众福
祉的初心。两地之间相互提供司法协
助，能够促进有关两地互涉案件依法顺
利审理，能够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
有效地得到法律保护，能够让当事人免

受重复诉讼之苦，在根本上是为了增进
两地民众福祉。合作共赢、造福于
民，是两地司法协助不断拓展深化的
目标宗旨和动力源泉。三是要不断深
化理解互信。尽管两地法律制度有着
这样那样的差异，但两地司法都以公
平正义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同时，正
是因为有不同，才更加凸显相互协
助、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
要两地法律界建立互信、相向而行，
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就没有实现
不了的理想。四是要不断强化使命担
当意识。张德江委员长在纪念香港基
本法实施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
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
业，这决定了香港基本法的实践必然
是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内地与香港
特区的司法协助也是如此，也是一项
前无可鉴的开创性工作，也需要顺应
两地实践需求和民众期待不断健全完
善。若无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若无开
拓进取的勇气精神，很难想象两地的司
法协助事业能一步步发展前行。

二十年来，两地司法协助工作成
果丰硕，经验宝贵。但是，毋庸讳
言，与现实需要和民众期待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两地法律界同仁应当趁
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两地司法协
助事业行稳致远、更上层楼。既要按
照 《会谈纪要》 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积极有效地开展相互认可和执行
非当事人协议管辖民商事案件判决的
磋商工作，又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
填补刑事司法协助安排的空白，早日
实现两地司法协助安排全覆盖，从而
为内地和香港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
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司法保障。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
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给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新的重大机遇，也为全面深化两地全
方位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两地法
律人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责无
旁贷的责任感，以泽被后人的使命感，
继续戮力同心、锐意进取，携手为两地
司法协助谱写新的篇章，为两地民众安
居乐业，为中华司法与法治发展进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体系
共同促进两地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发展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二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沈德咏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是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全国性法
律，目的是为香港特区的设立及在
特区实行的制度提供法律基础。通
过制定《基本法》成立香港特区，除
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外，
亦可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

香港能够成为国际金融、商贸
及物流中心，奉行法治，以及稳健法
律和司法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香港特区依据《基本法》保留了国际
商贸社会熟识的普通法传统，并享
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一
国两制”政策之下，普通法制度有助
维护特区的法治和经济等不同领域
的发展，也凸显了“一国两制”的独
特之处。但在“一国”之内，两地的
法律制度必须构建良好的合作平
台。为此，《基本法》第 95 条订明，
香港特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
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
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该条文
为两地的司法协助工作提供了稳固
基础。

两地开展司法协助工作，原因
很明显。首先，回归前后，香港一直
依据香港法律，包括《外地判决（交
互强制执行）条例》，与其他司法管
辖区进行民商事司法协助。既然香
港可以与其他地方进行司法协助，
而香港与内地同属一国，两地进行
司法协助的理据则更加充分。第
二，内地与香港在经贸和民生等各
方面的往来日益频繁。为了维护两
地当事人的法律权益，绝对有需要
完善两地之间的司法协助。第三，
不少外商经香港到内地投资，亦有
内地企业经香港进军世界各地的市
场。简言之，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出
去”和“引进来”的紧密伙伴。要保
持这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必须确
保两地之间能进行有效的民商事司
法协助。

香港回归之后前十年间，两地
在民商事司法协助方面达成三项安
排，分别是关于相互委托送达司法
文书、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和相互执
行民商事判决。这三项安排运作良
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相互
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有助巩固香
港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

随着大环境的变迁，上述的三
项安排不再能满足需求。此外，为
优化“一国两制”的落实，也必须加
强两地的司法协助。在最高人民法
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的推动下，两
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进入了新的阶段。2016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特区
律政司签订《会谈纪要》，双方同意积极推进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是相互委托取证的安排。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委托取证安排已在
2016年12月签订，并在2017年3月1日生效。该安排是在两地现行的法律框架
下，将相关行政安排作了具体和系统化的梳理，令当事人能更有效地取得证据。

第二方面是相互执行婚姻家事判决的安排。鉴于跨境婚姻愈来愈普遍、家
庭在内地与香港均有资产的情况不断上升等因素，两地有客观需要就相互认可
和执行婚姻家事案件判决订立安排。经磋商后，双方于2017年6月20日签署安
排。该安排能够在跨境婚姻出现问题时为相关家庭成员，特别是未成年的子女，
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避免跨境因素或两地法律制度的差异影响他们的法律
权利。签署安排后，香港特区政府将进入本地立法程序，务求尽快落实安排。

上述相互委托取证和相互执行婚姻家事判决的安排不但是两地司法协助方
面重要的里程碑，更是《基本法》得到成功落实的最新例子。在香港回归二十周
年这个重要时刻，回顾两地司法协助工作历程，确实别具意义。

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挑战，但香港的法治与法律制度仍稳健发
展，并在国际上得到认同。例如，世界银行进行了一个名为“世界管治指标”的研
究项目。以 100分为满分，香港特区在 1998年的法治指标是 80.4分，但从 2003
年起平稳地停留在 90分以上。该研究结果反映国际社会正面评价特区的法治
情况，同时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随着内地与特区的发展，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工作越显重要。在“十三五”规
划中，国家支持香港建设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张德江委员
长去年在香港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亦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加强与内
地合作，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在推进“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的
过程中，香港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方，在多个范畴的法律（包括商贸、融
资、航运、知识产权、国际仲裁等）均与国际接轨。其独特的地位、功能和国际网
络，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优势。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筹划的开展，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往
来将会更加紧密、人员交流会愈发频繁。法律的基础建设与配套必须符合社会
发展，而民商事司法协助也不例外。在一个国家之内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
出现分歧，但亦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过往安排的商讨过程及签订，凸显双方工作
团队和相关部委作出的贡献，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律政司提出的建议和香港
的情况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为拓展司法合作打稳了基础。两地司法协助工
作的经验再次证明只要两地能够依据“一国两制”的精神，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两地法律制度的差异不会构成共同协作的障碍。

在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上，我们将开展第三方面的工作，即相互执行非当事
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框架安排。无论从法律政策或经济发展等角
度，框架安排均有推进的必要。但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更复杂，包括需要恰当地顾
及国际的相关发展趋势，也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特点。

为了扩大两地民商事判决的认可和执行范围，将研究采用框架安排的可行
性，以涵盖更多不同类型的民商事法院判决；亦会研究个别专项，例如跨境破产
判决的认可和执行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两地仲裁裁决相互执行等安排，从而更
全面优化两地司法协助的制度和配套。

明天，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就满二
十周年了。二十年来，香港背靠祖
国，面向世界，继续保持国际金融、
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继续保持繁荣
稳定局面，继续被公认为全球最具竞
争力的地区之一和最自由的经济体，
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这表明“一国
两制”的伟大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成功，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与巨大的优越性。

二十年间，随着“一国两制”方
针的成功实践，两地的交流合作日益
拓宽深化，由此相应产生了数量日渐
增多、类型日益多元的两地互涉法律
和司法问题。为有效化解纠纷、维护
公平正义，两地法律界携手同心、开
拓创新、砥砺前行，在“一国两制”
方针指引下，依据香港基本法，先后
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
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
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
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等五项安排，创造性地初步构建起以
两地安排为支柱、以若干法律和司法
文件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司
法协助模式，在司法领域丰富发展了

“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了基本法
规定，给两地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福祉。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一带一
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两地的经贸往
来会更加紧密、人员交流会愈发频
繁，必然对两地司法协助提出更多需
求和更高标准。两地司法界须戮力同
心，继续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
阶。

继续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
阶，我们要始终牢记“一国两制”方
针，切实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
差异有机结合起来。两地之间的司法
协助安排绝不能照抄照搬国际公约，
也不应囿于本地现有法律制度，而是
必须始终立足于两地及两地民众的实
际需要。

继续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
阶，我们要始终不忘增进民众福祉的初
心。两地相互提供司法协助，能促进有
关两地互涉案件依法顺利审理，及时有
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免
受重复诉讼之苦。合作共赢、造福于
民，是两地司法协助不断拓展深化的目
标宗旨和动力源泉。

继续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
阶，我们要不断深化理解互信。两地法
律制度虽有差异，但其根本价值追求都

是公平正义。只要两地法律界建立互
信、相向而行，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
关。

继续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
阶，我们要不断强化使命担当意识。
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司法协助无前车可
鉴，需顺应两地实践需求和民众期待
开拓创新，不断健全完善。我们唯有
以为国为民的使命担当和开拓进取的
勇气精神，才能不断推动这项工作向
前推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为全面深化两地
全方位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让我们继续携手同心、锐意进取，
为两地司法协助谱写新的篇章，为
中华司法与法治发展进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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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区际司法协助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评论员

值此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本报以特刊的形式，回
首两地法律界同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共促祖国繁荣发
展、增进两地民众福祉初心，记录在不同法律制度、法律文化
传统下，探索一国之内不同法域间相互提供司法协助的伟大实
践。

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司法协助是一项前无可鉴的开创性工
作，需要顺应两地实践需求和民众期待不断健全完善。为继续
推动两地司法协助迈上新台阶，特刊用四个版面分别刊登伟大
实践的回顾与展望、典型案例、新模式解读等内容，敬请关注！

——香港回归20周年特刊编辑组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