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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2008 年 国 际 金 融 危 机 爆 发 以
来，国家间的经济贸易纠纷日益频
繁和复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设
立专门审理跨国商事纠纷的司法机
构，从而使得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逐
渐成为各国竞争的新战场。2018年6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审议通过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
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2018 年 6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
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深
圳市和西安市揭牌。这标志着一个
专门从事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司法
机构在我国正式诞生。国际商事法
庭的设立无疑会为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
和保障。

第一，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是
一个“三位一体”的“一站式”国
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根据 《规
定》 第 11 条，最高人民法院选定符
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
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
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
纠纷解决平台，形成“一站式”国
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其中，调解
与诉讼的有机衔接表现为在当事人
选择调解时，国际商事法庭可以委
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
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达成调解协
议后，国际商事法庭可根据当事人
的需求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或判决书。而仲裁与诉讼的有机衔
接表现为在当事人选择仲裁时，当
事人可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
财产或者行为保全。当仲裁裁决作
出后，当事人可向国际商事法庭申
请执行或撤销该仲裁裁决。

相较而言，虽然一些国外的国际
商事法庭也能审理与国际商事仲裁有
关的诉讼请求，如新加坡国际商业法
庭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
mercial Court）、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法 庭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Courts）、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
院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Court） 等，但没有委托调解

制度。
第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

度。根据 《规定》 第 11 条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结合《规定》第8条和第12条的
规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具有查明
外国法和调解案件的职能。根据刘贵
祥大法官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
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的解读，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将由中国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来自不同法系、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国内外专家学
者组成，具有广泛国际性、代表性、
中立性，以及专业性。专家委员应当
具备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等领
域的深厚功底，在司法和仲裁实务界
具有公认的影响力等条件。可以说，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是我国国际商事
法庭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其
他国家的国际商事法院尚无类似制
度。

第三，独特的协议管辖制度。
《规定》 第 2 条规定，国际商事法庭
受理下列案件：（1）当事人依照《民
事诉讼法》 第 34 条的规定协议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
3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2）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
审国际商事案件，认为需要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3）在全国
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
（4）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申请仲裁保
全、申请撤销或者执行国际商事仲裁
裁决的；（5）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
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际商事
案件。可以看出，国际商事法庭的管
辖权主要来源于第 （1） 类案件，即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的规
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
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
商事案件。

就协议管辖而言，国际商事法庭

的管辖权存在以下几点独特性。其
一，要求符合 《民事诉讼法》 第 34
条的规定，即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
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
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
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
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当事人协
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必须
与中国大陆有实际联系。而迪拜国际
金融中心法院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Court）、新加坡商
业法庭、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
院、拟建立的布鲁塞尔国际商事法
庭等都没有类似的实际联系要求；
其二，要求标的额为人民币 3 亿元
以上。这点也是其他国际商事法庭
所没有的；其三，当事人协议选择
的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当然包括
国际商事法庭。这点与现有的其他
国际商事法庭的规定均不同。以新
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为例，其管辖权
来源之一是当事方签订书面管辖权
协议约定由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管
辖，而非其隶属的高等法庭或新加
坡最高法院。

第四，一审终审制。根据 《规
定》 第 15 条，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
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这一点并不违反我国现行
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
4 款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
审的判决和裁定，也就是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和裁定。”国际商事法庭是
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机构，因此可以
一审终审。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国际商
事法庭高效、便利、低成本的原则和
理念。

其他国家的国际商事法庭，包括
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阿布扎比全球
市场法庭、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法

院、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庭以及印度
商事法院和商事法庭，均分别设立了
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采取二审终审
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其他国家的
国际商事法庭允许对初审法庭作出的
裁判提起上诉，但在条件上有所限
制。以阿布扎比全球市场法庭为例，
只有得到初审法庭或上诉法庭的许可
才能提起上诉。具体而言，上诉申请
人应在初审裁判作出之日起 14 日内向
初审法庭提起上诉。如果初审法庭拒
绝了上诉申请，则上诉申请人应在被
拒绝之日起 28 天内向上诉法庭提出上
诉申请，并且只有法庭认为上诉具有
较大的成功可能性或者有其他强有力
的上诉理由时才可准许上诉。新加坡
国际商业法庭则将一些事项规定为不可
上诉或只有得到准许才能上诉。

综上，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是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经过精心设计
的一种新型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它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既有司法体系，
因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通过修改宪
法和法律才能设立。

不过，由于国际商事法庭制度具有
较大的创新性，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尚未
明确，例如：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法
律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
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最高人民
法院将聘请精通国际法并熟练掌握本国
法、具有丰富实务经验和较高国际声誉
的中外法律专家组成国际商事专家委员
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可就人民法院
审理案件所涉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
意见，并在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开
展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服务。”专家委员
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专家委员会
成员是专为国际商事法庭服务还是可以
同时为当事人提供服务？他们如何保持
中立性？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
中加以明确。

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经过精心设计的一
种新型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无疑会为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国际商事法庭：一个新型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
杜 涛 叶珊珊

法治时评 ▷▷
提高农村消费者维权能力刻不容缓

潘铎印

我国农村消费环境以及广大
农民的消费维权现状令人担忧，
提高农村消费者自我维权能力刻
不容缓。

7月4日，2018 年河北省“品质
消费教育乡村行”活动在石家庄启
动。活动期间，各地消协将开展“送
法律、送知识、送服务三下乡”农村
消费教育系列活动，以提高农村消费
者的自我维权能力。

据介绍，河北省各地消协将依托
当地学校、企业、社区、村民活动中
心等建立消费教育基地，在7月至11
月有针对性地开展消费教育，组织消
费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志愿者队
伍，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当前消费热
点，深入基层开展消费教育讲座，普
及消费知识和维权知识，提升农村消
费者的消费维权意识和消费维权能
力。

农民是中国一大消费群体，也
是消费者中的弱势群体，农民最容
易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和不法

经营者的坑骗。由于农村中市场监管
力量薄弱，农村假冒伪劣商品多见，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化肥、农药、种子
等生产资料假冒伪劣产品的“横行”，
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假冒伪劣产
品的集散地”。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居
民不知法、不懂法的现象较多，消费
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差，投诉
难，解决更难。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发
现，农村消费中的维权问题，也已成
为当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瓶颈。

农村消费维权问题丛生，其原因在
于农村消费者法律意识、自身维权意识
薄弱，村民对消费维权行为缺乏了解，
不了解哪些消费问题可以维权，不了解
消费维权途径；对商品的认知水平差，无
法辨识商品质量好坏与真假，大多农村便
利店不向消费者提供购物凭证，也无购物
记录，消费中缺乏维权证据，无法有效维

权；农村消费者维权过程成本高，农村消
费市场存在分散不集中、偏远、交通不
便等，被迫放弃维权。

我国农村消费环境以及广大农民
的消费维权现状令人担忧，提高农村
消费者自我维权能力刻不容缓。农村
消费者是弱势群体，消费者数量庞
大，对农民应有权益的保护，应引起
高度重视。政府应制定针对农村消费
者的法规与措施，加强基层法院、司
法部门、市场监管、仲裁机构联动，
加大农村假冒伪劣商品打击力度，对
制假售假予以严厉的经济和法律制
裁，维护消费者权益，提高消费维权
效果。建立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健全
企业诚信体系，引导企业守法守信、
依法经营，把违法违规的生产经营者
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强化信
用约束，倒逼经营者诚信经营。加强

农村消费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秩
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构筑农村
消费纠纷调解救助体系，畅通农民
诉求的渠道，设立农村消费维权站
点，降低农民维权成本，切实提升
广大农民的“消费安全指数”。加强
对农村消费者的法治宣传教育，增
强农村消费者产品知识、商品服务
知识、消费自我保护能力知识及维
权 法 律 知 识 ， 帮 助 消 费 者 明 辨 真
伪，消费者要树立科学、合理、健
康消费的观念，提高其自我保护能
力、权利意识和维权技能。基层政
府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依据
我 国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有 关 规 定 ，
加强联合执法、严格执法，严肃查
处坑害农村消费者的违法生产经营
者，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为
农村消费者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广西康华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东方祥龙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桂林东方万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桂林市东方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李艳、晏支华、杜常铭、申伟、唐革伟、章楠、程米町、段春
来、蒋燕、胡金沛、张飚：上诉人薛伟、邵桂娥、钱兆华因与被上诉
人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广西兴安农村合作银行、广西平
乐农村合作银行、广西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朔
阳农村合作银行、广西临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
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柳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广西永福农
村合作银行、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广西龙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康华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东方祥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桂林东方万
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桂林市东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李艳、晏
支华、杜常铭、申伟、唐革伟、章楠、程米町、段春来、蒋燕、胡金
沛、张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案件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6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巡回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重庆正典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
司：重庆申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柏椿实业有限公司、重庆鸿恩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
庆天马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申柯、王文彦与周祥桥、重庆阿卡斯
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申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重庆市梁
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五指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正典汽
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申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审判流程告知
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
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巡回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重庆天马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申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申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柏椿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正典
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鸿恩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阿卡
斯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梁平县戴斯置业有限公司与李
旋、重庆申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重庆天马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五指
山申基实业有限公司、申勇、申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审判流程告
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
年10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巡回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连海、徐书良、王保山、雅
虹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国栋申请执行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通知书，通知你们：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第65日（如为非工作日顺
延，以下均同此）上午11时到达许连海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西
区长丰路4号5-4-202室房产所在地配合进行现场勘查；第80
日视为送达评估报告；如果对评估报告有异议，你们应在送达评
估报告起10日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本院将依法在司法网络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上述许连海名下涉案
房产及房产内物品。 [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2015年6月24日，本院依据云南奥斯通芬兰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奥斯通公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云南奥斯
通芬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审理查明，截至
2017年3月31日奥斯通公司资产总计为人民币34，457，070.27
元，负债合计为人民币407，964，883.67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
民币-373，507，813.40元。本院认为，奥斯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具备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2日裁定宣告云南奥斯通芬兰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曾雯申请宣告曾
力死亡一案。申请人曾雯称，其弟弟曾力（男，汉族，1964年12月
2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52101196412230357）于1989年9月离家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曾力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曾力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曾力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曾力情况，向本院报
告（联系电话：0943-8269550）。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刘玉申请宣告刘日忠
死亡一案【（2018）粤0307民特128号】。申请人刘玉称，刘日忠（男，
汉族，1971年2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丰顺县潘田镇流坑村笃庆
堂，身份证号码441423197102232015）于2009年9月24日因精神失
常从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荷坳的家中走失，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刘
日忠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刘日忠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刘日忠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刘日忠情况，向本院报告（联系电话：0755-28923229,
0755-89552391）。 [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受理申请人覃建江申请宣告欧月野失
踪一案，申请人覃建江称，下落不明人欧月野，女，1970年12月14日
出生，壮族，户籍地为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安乡才平村塘力屯，
因患有精神病，于2012年5月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人欧月野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欧月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欧月
野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欧月
野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明津、卓联华申请
宣告李康维死亡一案。申请人李明津、卓联华称，申请人李明津、
卓联华与下落不明人李康维（男，2003年10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
地广西武宣县武宣镇对河村6号）系父子、母子关系。因下落不明
人李康维于2014年6月20日14时许，与同学蓝志卓、蓝志铖、韦
东华等人到武宣县武宣镇双狮村双狮码头河边游泳时，在水中未
见浮起，申请人李明津、卓联华在事故发生当天雇请他人打捞，同
时向武宣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并向洵江下流沿岸单位、个人
请求帮助寻找，但未见有尸体漂流，至今未找到尸体也未见人，已
下落不明满4年。下落不明人李康维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
人李康维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李康维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1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李康维情况，向
本院报告(联系电话:0772-5221763)。 [广西]武宣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凌月娥申请宣告潘妮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人潘妮，
女，1981年11月1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50106198111180029，汉族，
户籍地南宁市西乡塘区中尧南路13—1号6栋1单元101号房，于1999
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
希望潘妮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
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卢继偕申请宣告卢仁超失
踪一案。申请人卢继偕称，下落不明人卢仁超，男，1979年9月10日出生，
壮族，户籍地为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龙水村龙水屯17号，因患
有精神疾病，于2012年12月8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下落不明人卢仁
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卢仁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卢
仁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卢
仁超情况，向本院报告。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张文发申请宣告徐文清死亡一案，经查：徐文清，女，1940
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原住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化路1号7栋404号，身份
证号码450103194006162526，于2012年3月3日从家外出至今未归。
徐文清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1年。徐文清本
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发出公告1年内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刘康康申请宣告杨秀美失踪一案，经查：杨秀美，女，
苗族，1981年5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52263019810525034X，身
份证住址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芳寨村三组。于2005年10月份起外
出，至今下落不明已满2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3个月。希
望杨秀美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贵州]台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凯、王硕申请宣
告杨国华失踪一案，申请人王凯、王硕称，杨国华于2010年6月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杨国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杨国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杨国华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国华情况，
向本院报告。 [河北]三河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浩然申请宣告方丽
华失踪一案。申请人李浩然称，其母亲方丽华2009年5月6日联系
不上，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方丽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方丽华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方丽华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方丽华情况，
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万鑫瑞申请宣告曾凡红失踪
一案。申请人万鑫瑞称，其母亲曾凡红2012年1月3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
不明。下落不明人曾凡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曾凡红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曾凡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曾凡红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泽旭申请宣告姜艳失踪
一案。申请人李泽旭称，其母亲姜艳2013年10月8日联系不上，至今下落
不明。下落不明人姜艳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姜艳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下落不明人姜艳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
下落不明人姜艳情况，向本院报告。 [黑龙江]安达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马强申请宣告马东生死亡一案，经查：马东生，男，
195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宝石花园老年
公寓，于2014年6月2日起，下落不明已满4年。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
为1年。希望马东生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彩菊、封荣鑫申请宣告封显海失踪一案，经查：
封显海，男，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溪县城关镇鄂陕
大道1603号1栋三单元301室。公民身份号码：420324196504121037。
于2016年4月外出下落不明至今。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封显海本人或
知其下落的有利害关系人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为3个月，公告
期届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湖北]竹溪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桂兰申请宣告赵建
顺失踪一案。申请人王桂兰称，2015年7月27日下午被申请人赵建顺
无故从老河口市第二医院离开，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建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建顺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赵建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赵建顺情况，向本院报告。 [湖北]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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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人民法院不断加强改革创新的顶

层设计，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取得
历史性突破，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
系建设不断深入。

2014 年底，北京、上海、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相继设立并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初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知
识产权专门化审判道路。知识产权法
院在服务创新发展、提升审判质效、
推动司法改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
凸显。

2017 年以来，南京、苏州、武
汉、成都、杭州、宁波、合肥、福
州、济南、青岛、深圳、天津、郑
州、长沙、西安、南昌等 16 个中心
城市先后设立知识产权法庭，集中优
势审判资源，跨区域管辖专利等技术
类案件，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不断
优化。

五年来，人民法院着力加强知产
审判体制机制建设，各项配套制度不
断完善。随着《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

“三合一”工作的意见》的发布，人
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
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进
一步提高。随着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
和参与诉讼活动的指导意见的发布，
以技术调查官、专家辅助人、专家陪
审员、技术鉴定人为主体的多元化技
术事实查明机制正逐步建立并完善，
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
学性不断增强。

风物长宜放眼量。
2020 年，覆盖全国的知识产权

法院体系将基本建成，人民法院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将迎来新的机遇与发
展。2035 年，人民法院将基本实现
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国际影响力和权威性大幅提升，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将成为当事人信赖
的国际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优选地”。

到本世纪中叶，人民法院将全面
实现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
代化，成为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示范者和引领者。

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标准更
加明确统一——司法政策和司
法解释体系及案例指导制度建
设不断完善

标准的统一是公正司法的前提。
五年来，各级法院牢牢把握知识

产权审判特点和规律，不断加强审判
监督和业务指导，知识产权法律适用
标准更加明确统一，知识产权司法政
策体系渐趋完备，司法解释工作稳步
推进。

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
发布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纲要
（2016-2020）》，总结归纳过去30年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系统
地提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基本
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措施。如今，

“司法主导、严格保护、分类施策、
比例协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基本
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知识产权法律适
用理念和具体政策进一步明确。

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
有关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专利纠
纷案件审理、专利侵权判定、商标法
修改决定施行后适用法律、商标授权
确权行政案件审理等5件重要司法解
释，细化裁判标准和规则，统一司法
尺度。

通过案例指导制度和司法调研工
作，各级法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五年来，人民法院创新案例指导
工作方式，构建以指导性案例、十大

案件、50 件典型案件、案件年度报告
为主体的知识产权案例发布长效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指导性案例 96
件，其中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 21 件，
所占比例居各类案件之首。知识产权案
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的成立，标志
着人民法院对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案例指
导制度的探索正日见成效。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调研工作，
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结合，不
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15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
究中心成立，研究中心下设有关案例指
导、国际交流、市场价值、科技创新四
大基地。同时，在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
设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基地，
在苏州等 10 市中级法院设立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调研基地。依托各类研究平
台，人民法院开展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重
大问题、知识产权诉讼证据、侵权损害
赔偿、自由贸易区内知识产权保护等专
项调研。

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国际影
响力显著提升——以信息化建设
为基础全面深化司法公开

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公信。
五年来，人民法院以信息化建设为

基础，全面深化司法公开，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的公信力不断提升。

各级法院大力推进庭审同步录音录
像和庭审网络直播，扩大裁判文书公开
的范围，采取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
况白皮书、典型案例、年度报告、年鉴
等形式，及时总结和展现各级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成果、新规则、新经
验。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知
识产权审判流程公开，推行网上办案，
司法公开的信息化、数据化、精细化在
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得到充足发展。丰富
司法宣传手段，不断扩大知识产权审判
影响力，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
举办“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成就
展”，集中展示30年来知识产权审判取
得的巨大成就。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要国际视野，
需要交流与合作。五年来，人民法院积
极适应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特点，不断
加大司法国际交流合作力度，逐步树立
起中国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负责任大国
形象，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五年间，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知识产
权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依托“中国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 （上
海） 基地”，先后举办知识产权保护国
际视野等重要国际会议，宣传中国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成就。进一步拓展国际交
流合作空间，积极派员参加国际会议，
邀请外国法官和学者来华交流，促进相
互沟通与合作。依托自贸区知识产权法
庭，人民法院将打造自贸区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新高地，进一步建立健全知识产
权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
和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庭）的积极性
和窗口作用，展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新
形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五年来，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知识产
权审判职能作用，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
导作用凸显。

步入新时代，书写新篇章。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对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确立了新目标。人民法院
将深刻把握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
新使命新任务，全面开启新时代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新征程，为建设知识产权强
国、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保障。

开拓创新 实现知产审判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