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018年6月11日 星期一 总编室主办 责任编辑 许 聪 新闻热线（010）67550900 电子信箱:fyxw@rmfyb.cn

［综合新闻］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6月11日（总第7379期）

申请人四平市合祥商贸有限公司因遗失票号为 31300051
42705973的银行承兑汇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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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合祥商贸有限公司。二、公式
催告的票据凭证：票据出票人全称景泰县西城药业有限公司，出
票人账号 662201060314900010，付款行全称甘肃银行白银分行
营业部，收款人全称四川金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账号
32012003214482000016，收款人开户银行成都银行沙湾支行，出
票金额人民币（大写）贰万贰仟肆佰元整（￥22400.00），出票日期
贰零壹柒年壹拾贰月壹拾叁日，汇票到期日贰零壹捌年陆月壹
拾叁日，票号31300051 42705973的银行承兑汇票。三、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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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智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邢台银行清算中
心 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签 发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遗 失 票 据 号
3130005231214045，票面金额为500000元，出票时间为2018年3月
27日，到期日2018年9月26日，出票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
沙河市龙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票面付款行邢台银行清算中心，由该
申请人持有该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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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河北智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邢台银行清
算中心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据号
3130005231213360 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2日，到期日 2018年 8月 12日，出票人邢台市仁恒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收款人邢台市安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票面付款行
邢台银行清算中心，由该申请人持有该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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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清河县昊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所持有的兴业
银行邢台分行于 2018年 4月 27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票

据号30900053 27895696，票面金额为70000元，出票时间为2018
年 4月 27日，到期日 2018年 10月 26日，出票人河北永昌车辆部
件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河北佐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票面付
款行兴业银行邢台分行，由该申请人持有该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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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票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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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24239338号、票面
金额为100000元整、出票人为长葛市玫瑰食业有限公司、背书人为长葛
市裕禾粮食有限责任公司、长葛市永生摩托车有限公司、南昌腾嘉实业
有限公司（原南昌盛嘉化工有限公司）、成都新龙宇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
泽源化工有限公司、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姜堰市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山东三岳化工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区今日飞轮胎销售中心、持
票人为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付款期限2014年10月3日。三、申报
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5月29日起至2018年8月30日止。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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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该票据的
行为无效。 [河南]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东安建国摩托车修理店(经营者：裴建国)
于2018年5月28日因遗失出票人为无锡市康威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无锡艳景平金属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无锡城西支
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票据到期日为2018年6月27日
的银行承兑汇票1张(票据号码为30100051 25922300、票面金额为
200000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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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东阳市瑟达磁业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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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瑟达磁业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号码为 3140005130702272，出票人为苏州汇科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南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持票人为东阳市

瑟达磁业有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7年 5月 23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年 11月 23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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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阴市阿尔泰纺织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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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
阿尔泰纺织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30789001，出票人为常熟市信达门窗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上海腾奕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江阴市阿尔泰纺织有限公
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8年2月5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8月5日，票面金额为50000元)1份。三、申报权
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起
至汇票到期日后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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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州舍弗勒轴承有限公司因遗失招商银行苏州分行园
区支行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1 份，票号为
30800053／96178299，出票人为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昆山东菱油墨有限公司，到期日为2017年7月28日，出票
金额为10205.81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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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北石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1份号码为30900053/
27221343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案号
（2018）苏0602民催1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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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石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0900053/27221343、票面金
额人民币100000元、出票人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湖
北石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3月22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
9月21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0月15日内。四、自公告之
日起至10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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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榕检公二没申[2018]1号没收违法所得
申请书申请没收犯罪嫌疑人黄修照的违法所得一案，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公告。 犯罪嫌疑人黄修照，男，1955年11月25日出生，
公民身份号码350125195511255132，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系永
泰县白云乡东溪村村委会主任，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泰县。2015
年至2016年间，犯罪嫌疑人黄修照伙同连德钊（已判决），利用连
德钊担任永泰县白云乡财政所工作人员，负责发放上级政府下拨
的粮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种粮直接补贴等“三项补贴款”的职务
便利，通过降低补贴标准，伪造补贴款发放表的方式，分别于2015
年截留补贴款人民币 40005.6元，于 2016 年截留补贴款人民币
48634元予以私分，其中犯罪嫌疑人黄修照分得人民币48639.6元
用于个人开支，连德钊分得人民币4万元。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黄
修照于 2017年 6月 22日向永泰县人民检察院退出赃款人民币
30655.6元，向永泰县纪委退出赃款人民币20000元。2017年7月
30日犯罪嫌疑人黄修照因病死亡。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
嫌疑人黄修照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
利，共同侵吞国家财政专项补贴款共计人民币88639.6元，个人分得
48639.6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
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应对其违法所得人民币48639.6
元予以追缴。但因犯罪嫌疑人黄修照已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八十条规定，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我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犯
罪嫌疑人黄修照的近亲属及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自公告之
日起6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权利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也可以委托诉讼
代理人参加诉讼。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广西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住所地及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地点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22号名都大厦9楼”变

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63号金源CBD现代
城16楼1630/1632号”。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由十一冶建设集团中南分公司总承包建设的湖南宁乡市关山金洲国

际社区示范建设项目，因开发商不按合同支付结算工程款，造成许多经济
纠纷和社会矛盾。十一冶建设集团中南分公司果断采取法律措施，奋力维
权。经过几年一系列艰辛的诉讼并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现已追回全部
工程欠款。我公司将成立专项清欠办公室，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特向社
会予以公告，将对该项工程各劳务用工单位和个人以及承包人进行依法且
有序结算，并合法支付相应款项。有关该项目参建单位或个人还存在结算
欠款项问题者，见公告，请互相转告并在规定期限内予以结算，逾期后果自
负，现将有关清欠工作规则及相关内容公告如下：一、十一冶建设集团中南
分公司设“湖南宁乡金洲国际社区项目清欠办公室”。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兴
业路盛世东方8栋1101号中南分公司（武汉），负责人/电话：符强/
13977298114、窦智/15907727750、刘宪/13874967059。二、结算程序：1.
以项目部劳务承包人和下设各施工队责任人为基础，依据合同及工程结算
书为法律依据进行对账总体结算。2.项目部各下属施工队责任人需与项目
部劳务承包人进行对账结清项目施工总款额，并履行好相关结算手续后，
方能进入总结算程序。3.各施工队存在内部结算对账意见不统一，手续不
清，由此造成清欠资金不能按时、按量支付发放的，由项目部经济承包人自
行负责。4.经济承包人及下属各施工队人员在对账结算中需严格区分好各
类发放款项的性质，分清公款和私款的属性，避免耽误时间造成清欠工作
拖延。5.各施工队责任依据结算书为结算总原则，请见公告后互相转告，速
与项目部经济承包人对账，结清账务。严禁弄虚作假，更不允许采取非法手
段套取发放的工程款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果采取非法手段骗取工程
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三、手续履行：1.结算过程及款项发放结果，由十
一冶建设集团中南分公司和项目经济承包人共同邀请上级三公司领导、
纪委、现场公证、法律顾问共同监督见证，并以专项表格的形式签署有关
认证法律文书。2.结算工作确定手续齐备生效，十一冶建设集团中南分公
司同时收回清欠各类付款条据及有关资料以备存档。四、款项支付方式：
1.财务清欠支付款以实名制方式，直接划拨至欠付当事人银行卡。请带好
本人身份证、银行卡、条据等有效文件。2.当事人有特殊原因改换支付方
式，需经本人以书面报告方式，经同意后方可支付。3.清欠支付工作完成
后，承包责任人的一切在外个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等法律责任均与十一冶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十一冶集团其它分支机构无关。4.此公告时间为1
个月，从刊登之日算起。 十一冶建设集团中南分公司

（湖南宁乡金洲国际社区项目清欠办公室）

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申请公示催告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严格贯彻落实仲裁法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先予仲裁”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罗书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
“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
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经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 1740 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施行。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就批复的
出台背景、起草过程以及主要内容
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批复的出台背
景和起草过程？

答：2018年4月，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先予仲裁”裁决
应否立案执行的请示》反映，该院
辖区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下半
年陆续受理了一批申请执行仲裁机
构经“先予仲裁”程序作出的裁决
书、调解书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
题难以把握。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认为，“先予仲裁”不是民事诉讼
法、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裁决，不应
作为执行依据。因考虑属新类型案
件，法律适用问题疑难、复杂、重
大，特向我院请示。

司法对仲裁的依法监督、支持
和执行是维系仲裁制度良性运转的
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等多部与仲裁有关的
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统一仲裁
司法审查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严
格规范各地法院依法行使仲裁司法
审查权，在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
框架下，依法保障仲裁裁决的终局
性和执行力，推动我国仲裁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

我院对请示所涉网络借贷合
同“先予仲裁”的新情况、新问题
高度重视。执行局迅速赴北京、浙
江、广东等多地法院进行重点调
研。调研中相关法院反映，近期大
量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持名为“先
予仲裁”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申
请执行。各地法院对“先予仲裁”
的性质、应否执行、如何执行等法
律适用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法律适
用标准及处理情况不统一。有观点
认为，“先予仲裁”不是民事诉讼
法、仲裁法规定的仲裁裁决，不应
作为执行依据。也有观点认为，该
类裁决应予执行，“先予仲裁”侧
重事前化解纠纷，预防交易风险，
符合仲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发
展趋势。还有观点认为，该类裁决
的性质与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
权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为尽快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我
院就广东高院请示的相关法律适用
问题着手起草批复，形成初稿后，
广泛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听取
了检察机关、一线执行法官、部分
仲裁和公证机构的意见。在充分吸
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征求意
见稿，专门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该委表示无
不同意见。2018 年 5 月 28 日，批
复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
议通过。

问：各地反映的网络借贷合同
“先予仲裁”呈现什么特点？

答：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
展，由于金融监管政策原因，P2P
网贷平台自身被禁止提供增信措
施，有些网贷平台就通过引入仲
裁，为借贷交易的信用背书。部分
仲裁机构为拓展仲裁业务而创新出

“先予仲裁”，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型

网贷平台，借款人是分散在全国各
地的网民，金额一般为数百元至数
万元。概括其模式为，为确保今后
双方履行确定的权利义务，保障将
来权益得以实现，避免之后再去仲
裁或者诉讼带来的麻烦，当事人在
签订、履行网络借贷合同且未发生
纠纷时，即请求仲裁机构依其现有
协议先行作出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
的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调解书和根
据调解协议制作的仲裁裁决。部分
仲裁机构近年受理此类案件数量达
到百万件。

从各地情况看，“先予仲裁”
的特点表现为，一是当事人订立借
款合同当天即签订调解协议，并在
两份协议中对仲裁事项作出约定。
二是在合同尚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
行的情况下申请仲裁，仲裁机构即
根据之前的调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
或者调解书，同时出具生效证明。
相关文书签署、送达等均在网络上
完成。三是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不
明，部分合同上仅有借款人和居间
人 （即网贷平台），没有列明出借
人。四是调解协议上的申请人为网
贷平台，而网贷平台的经营范围不
包括金融借贷业务；网贷平台则称
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得债权，并申
请仲裁、强制执行。五是调解协议
对借款人的权利进行诸多限制。例
如，明确约定对案件进行不公开、
不开庭审理并同意在网络上完成审
理；借款人对申请人提交的借款合
同或者其他支付凭证以及其他相关
证据材料均无异议；放弃提供证
据；借款人放弃对仲裁请求的答辩
权和其他权利等。六是有仲裁机构
在仲裁规则中规定，合同在签订或
者履行过程中，不论是否发生实质
性或者公开性争议，均认为是仲裁
案件，根据调解协议作出的仲裁法
律文书不可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
等。

问：批复针对网络借贷合同纠
纷的仲裁裁决立案、执行等问题规
定了哪些主要内容？

答：批复主要明确了三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明确对合法仲裁应
当依法及时受理、及时立案执行。
尊重、鼓励、支持当事人选择以仲
裁方式解决纠纷，是人民法院一以
贯之的司法态度。对经司法审查的
合法仲裁裁决及时执行，也是人
民法院的法定职责。因此，批复
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
裁决或者调解书，人民法院经审
查，符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相
关规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
立案执行。显然，尽管目前在网
络借贷领域存在“先予仲裁”等
颇具争议的现象，人民法院没有
因噎废食，长期支持仲裁、尊重
仲裁、依法维护仲裁裁决的终局
性和强制执行力的司法态度和初
衷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出台批复无
非是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必须明确
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已。

二是明确仲裁机构在当事人未
发生网络借贷合同纠纷时，先予作
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不应作
为执行案件立案受理。根据仲裁法
第二条，仲裁机构可以仲裁的是平
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其他
财产权益纠纷。而纠纷的特点就在

于当事各方对民事权利义务存在争
议。仲裁的本质在于有争议或者纠
纷实际发生，无争议即无仲裁，仲
裁的启动必须以实际发生争议为前
提。从“先予仲裁”案件特点看，
当事人间只是存在发生纠纷的可能
性或者风险，仲裁机构在纠纷未实
际发生时，事先直接径行作出给付
裁决或者调解书，脱离了仲裁的基
本原理和制度目的。因此，我们认
为，此类文书虽然名为仲裁裁决书、
调解书，但不是民事诉讼法、仲裁法
意义上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其
性质类似于对合同进行见证。对这
类所谓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强制
执行，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批复规
定，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
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当事人申请
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
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
请。

三是在网络借贷合同纠纷中，
批复明确了应当认定为仲裁程序违
反法定程序的两种具体情形。网贷
仲裁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创新做
法。对于法律范围内的创新，人民
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网络借贷合同
纠纷中，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程序违
反法定程序的各类情形，我们抽丝
剥茧、条分缕析，概括出以下两类情
形：

一类是当事人签订网络借贷合
同且尚未发生纠纷时即签订调解、
和解协议并申请仲裁，后发生一方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的情
形，仲裁机构仍不经审理或者调解
程序，就根据事先达成的调解、和
解协议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
书。我们认为，调解、和解协议，
是当事人为解决纠纷而达成的一致
意思表示。仲裁庭没有审理合同履
行的事实，没有听取当事人在纠纷
发生后的意思表示，而是按纠纷发
生前预设的调解、和解协议内容，
径行作出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不
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
而且影响正确、公正裁决。所作裁
决或者调解书也不是当事人关于和
解内容的真实合意，应当认定为仲
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裁
定不予执行。

另一类是部分网贷平台，采用
格式条款约定借款人放弃申请仲裁
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基本程
序权利，甚至约定借款人放弃对仲
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我们
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
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时未与对
方协商的条款，因此，合同法规
定格式条款不得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同理，仲裁
协议中通过格式条款排除当事人
申请回避、举证质证权利乃至仲
裁裁决不予执行抗辩权利等法律
赋予的基本程序权利，该格式条
款无效。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司法
审查，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基本程序权利。因此，批复规
定，即使当事人事先放弃基本程
序权利，但仲裁机构未保障前述
权利的情形，也应认定为仲裁的
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定不予执
行。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形比较复
杂，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很难判断，
一般应在立案后按照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
进行司法审查，作出裁定。

问：批复适用于什么样的案件？
为什么对仲裁调解书也规定了可以裁
定不予执行？

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批复
属于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按司法解
释一般适用原则，司法解释施行前已
经终审的案件申请再审的，一般不适
用司法解释。同理，本批复施行前已
执行终结或者执行完毕的案件，当事
人申诉的，不适用本批复。其次，批
复虽是针对广东高院请示的有关网络
借贷合同“先予仲裁”法律适用问题
作出，但考虑无论是网络借贷合同纠
纷，还是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
纠纷，在人民法院对其仲裁裁决进
行司法审查时，适用法律的尺度应
是一致的，故批复规定，其他合同
纠纷、财产权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
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复。其
三，根据 2006 年施行的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
裁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八
条，当事人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调解
书或者根据当事人和解协议作出的
仲裁裁决书，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规定是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
治，维护诚信，发挥仲裁调解优势
的角度出发而制定，并非是指人民法
院对仲裁调解书、仲裁和解裁决书放
弃司法监督。因此，批复规定，仲裁
机构未依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审理纠
纷、主持调解，或者未保障仲裁当事
人基本程序权利等“仲裁程序违反法
定程序”的情形，同样应适用于仲裁
调解书、仲裁和解裁决书。

问：据了解，长期以来最高人民
法院始终对仲裁持支持态度，能否介
绍一下具体情况？

答：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包括
仲裁制度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的建设，注意充分发挥仲裁在解决纠
纷、化解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在
2006 年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
又陆续发布、施行了一系列有关规范
仲裁司法审查的司法解释。比如，仅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分别出
台、施行了《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仲裁司
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

《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三部司法解
释。这些司法解释，主要是增强仲裁
司法审查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正
当性，规范办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
裁量权。特别是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
作出否定性结论时，持十分审慎的态
度。过去，只是规定对涉外仲裁裁决
撤销或者不予执行时，需报最高人民
法院审核。最近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
定，下级法院对非涉外仲裁裁决拟作
出否定性结论时，也需报上级人民法
院审核。

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加
大对仲裁裁决的执行力度，致力于解
决仲裁裁决执行难问题。根据人民法
院大数据平台的统计，2017 年，全
国各级人民法院办结仲裁执行案件
267066 件 ； 其 中 ， 裁 定 不 予 执 行
1612 件，占比仅为 0.6%。不难看
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仲裁事业健康发
展的重视和支持。同时，我们也特别
期望进一步规范仲裁工作，提高仲裁
质量，增强仲裁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使仲裁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共同发挥
好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
“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
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

（2018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740次会议通过，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

法释〔2018〕1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
题的批复》已于2018年5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2018年6月1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先予仲裁”裁决应否立案

执行的请示》（粤高法 〔2018〕 99 号） 收
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仲裁机构根据
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人民法
院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相关规
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立案执行。但是，
根据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仲裁机构可以仲
裁的是当事人间已经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
财产权益纠纷。因此，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
申请执行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仲裁
裁决或者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
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你院请示中提出的下列情形，应当认定
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

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
定程序”的情形：

一、仲裁机构未依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审
理纠纷或者主持调解，径行根据网络借贷合同
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签订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
作出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的；

二、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
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仲裁法规
定的基本程序权利的。

前款规定情形中，网络借贷合同当事人以
约定弃权条款为由，主张仲裁程序未违反法定
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办理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益纠
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
复。

此复。

本报讯 6月8日下午，第十八期“中
国应用法学大讲堂”在最高人民法院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
作了“正确认识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的讲座，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副所长、中国互联网法治研究院“互联网法
院系统理论”课题专家组组长曹守晔主持了
讲座。

吴沈括在介绍 GDPR 的基本框架和制
度要点的基础上，指出了 GDPR 对我国数
据治理生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曹守晔指出，鉴于 GDPR 自 5

月25日开始实施，我们要加紧研究其对我国
立法司法的影响，提出加快数据立法和加强
信息数据司法保护、完善网络治理、维护司
法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有效对策。随后，最高
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于同志、信息中心李晓
慧作了点评，与会人员围绕 GDPR 对我国数
据治理以及数据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
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的专家以及中国应用法
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与驻站博士后参加
了活动。

（周维明）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举办第十八期“中国应用法学大讲堂”

本报讯 （记者 费文彬 张严方） 6
月8日上午9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海龙担任审判
长，敲响法槌，在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李廷荣受贿上诉案。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蒙永山等出庭
履行职务，部分全国、自治区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等旁听了
庭审。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广西百色市政
协原副主席、市总工会原主席李廷荣受贿
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李廷荣不服，提出
上诉。

广西高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由院长黄海龙担任该案审判长。在开

庭前黄海龙多次组织合议庭反复审查案卷材
料，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案件争议焦
点进行深入具体研究，制定详细的庭审方
案，做好充分的开庭准备。

庭审中，围绕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及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法庭传唤证人出庭
作证，组织控辩双方对争议焦点展开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上诉人作了最后陈述，审判
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流畅顺利，庭审持续了
三个小时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宣布本案待
合议庭合议后择日宣判。

这是黄海龙担任广西高院院长以来首次
进行大法官开庭，高院院长带头办案成为本
案亮点，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法制宣传
作用。

广西高院院长开庭审理李廷荣受贿上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