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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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8日 星期一 案件部主办 责任编辑 韩 芳 新闻热线（010）67550736 电子信箱：anjian@rmfyb.cn

［要 闻］

（2020）闽02破129号 本院根据吴司汉的申请，于2020年7月

29日裁定受理厦门悦形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福

建普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厦门悦形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人。厦门悦形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0月23日

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88号国贸

大厦17层普和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戴晓燕、周海明，联系电话：

15959444151、13806036900）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

教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再要求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厦门悦形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厦门悦形健身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

于2020年10月27日9时0分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

7月 27日裁定受理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7月 27日指定广西英威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广西

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管理人。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 2020年 10月 31日前向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管理人【通

讯地址：广西玉林市玉东大道 7号领东国际 1号楼 10楼广西英威

尔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0775）2291050、

13367753989、18977543653、13788558788，联系人：李广梅、周永

彤、杨开深】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广西农垦玉林企业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

定于2020年11月5日上午10时在本院审判楼第十三审判厅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

印件（自然人债权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代理人参加的，还

需提交授权委托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年3月1日，本院根据秦皇岛市燕山玻璃制品总厂的申请

审理秦皇岛市燕山玻璃制品总厂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06年

1月31日，秦皇岛市燕山玻璃制品总厂资产总额43132772.11元，负

债总额281028530.0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37895757.92元，资产

负债率为652%，已严重资不抵债。本院认为，债务人秦皇岛市燕山

玻璃制品总厂已严重资不抵债，长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宣告其

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

条、第三条的规定，本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裁定宣告秦皇岛

市燕山玻璃制品总厂破产。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12 月 11 日，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湖北金驰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湖北金驰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裁定由石首市人民

法院审理。石首市人民法院指定湖北楚望律师事务所作为湖

北金驰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地址：湖北省石首市

绣林大道 250 号石首市育才双语幼儿园四楼；联系人：陈浩，联

系电话：18772667914；传真：0716—7285893）。债务人湖北金驰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部分，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

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务人湖北金驰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 10 时在石首市人民

法院新厂人民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

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公函。

[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

苏州协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全体债权人：本院根据施健兵的

申请于2020年9月15日裁定受理苏州协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依法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担任苏州协旺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管理人。苏州协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0月

23日前，向苏州协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迅地址：苏州市高新

区竹园路209号财富广场2号楼603室；邮政编码：215011；联系人及

电话：宫翔 13771869137）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你

（单位）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

2020年11月3日下午13时30分在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1号楼第四

法庭（地点：苏州市姑苏区金阊新城金储街298号一号楼四楼，若因疫

情原因更换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方式或召开地点，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公告通知），请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8 月 18 日，本院根据江苏奥明能源有限公司管理人

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江苏奥明能源有限公司重整

程序。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9 月 3 日，本院根据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

条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中兴九城网络科技无锡有
限公司重整程序。 [江苏]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

因江苏苏中砂轮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法应当终结破产程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8 日裁定：终结江苏苏中砂轮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债权人：本院根据申请人朱忠发的申请，于2020年8月20日裁

定受理东乡星鑫宾馆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9月18日指定江

西君剑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东乡星鑫宾馆管理人。你（或你

单位）应自2020年10月20日前，向东乡星鑫宾馆管理人江西君剑

破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通信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赣东大道延伸段名人国际2栋702室，邮政编码：344000，联系

电话：15807947622、1313373777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上午9时在抚州市东乡区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债权人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则改为“参加会议时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江西]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昌图兴隆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0

年8月19日裁定受理上述公司重整一案，并于2020年8月19日指

定铁岭市“兴隆集团”司法重整案件破产清算组担任管理人。上述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铁岭

市新城区金沙江路 12-1，铁岭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一楼接待大

厅 ；邮 政 编 码 ：112608；联 系 电 话 ：李 菲 15698751756、减 传 奇

1321423685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

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

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上述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另行通知。 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左金红、牟德全：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旅顺口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辽 0212执 467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

查封、评估拍卖执行裁定书及相关通知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至本院领取上述文书并履行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未按期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你所有的位于大连市旅顺

口区开发区金荣街163号5层2号房产，对上述房屋享有他项权利的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

法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陶永卓、姜辉：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旅顺口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辽 0212 执 468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查封、评估拍卖执行裁定书及相关通知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至本院领取上述文书并履行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未

按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你所有的位于大

连市甘井子区怡景花园 11 号楼 5-10 轴、A-D 轴的一、二层公建，

对上述房屋享有他项权利的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向法院

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屋进行拍卖。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王闯、刘芳：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旅

顺口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辽 0212 执 466 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查封、评估拍卖执行裁定书及相关通知材料，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日内至本院领取上述文书并履行义务，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未

按期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你所有的位于大

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1 号 1 单元 18 层 8 号、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1
号 1单元 18层 9号、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1号 1单元 18层 10号、大

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1 号 1 单元 18 层 14 号、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1
号 1 单元 11 层 13 号房产五处，对上述房屋享有他项权利的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院将依法对

上述房屋进行拍卖。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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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确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等法律的规定，
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
劳动争议不涉及船员登船、在船工作、
离船遣返，当事人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
诉讼的，海事法院告知当事人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的
规定处理。

第二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
劳务合同纠纷，当事人向原告住所地、
合同签订地、船员登船港或者离船港所
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的，海事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条 船员服务机构仅代理船员
办理相关手续，或者仅为船员提供就业
信息，且不属于劳务派遣情形，船员服
务机构主张其与船员仅成立居间或委托
合同关系的，应予支持。

第四条 船舶所有人以被挂靠单位
的名义对外经营，船舶所有人未与船员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聘用的船员因工
伤亡，船员主张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的，应予支持。船舶所
有人与船员成立劳动关系的除外。

第五条 与船员登船、在船工作、
离船遣返无关的劳动争议提交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庭根据船员的申

请，就船员工资和其他劳动报酬、工伤
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裁决先予执
行的，移送地方人民法院审查。

船员申请扣押船舶的，仲裁庭应将
扣押船舶申请提交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
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审查，或交地方人
民法院委托船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
地的海事法院审查。

第六条 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
求，船员未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扣押产生船
舶优先权的船舶，仅请求确认其在一定
期限内对该产生船舶优先权的船舶享有
优先权的，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期限自优先权产生之日
起以一年为限。

第七条 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
求，船员未申请限制船舶继续营运，仅申
请对船舶采取限制处分、限制抵押等保
全措施的，应予支持。船员主张该保全
措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的船舶扣押的，不予支持。

第八条 因登船、在船工作、离船
遣返产生的下列工资、其他劳动报酬，
船员主张船舶优先权的，应予支持：

（一） 正常工作时间的报酬或基本
工资；

（二） 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
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

（三） 在船服务期间的奖金、相关
津贴和补贴，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

资等；
（四） 未按期支付上述款项产生的

孳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规定的相
关经济补偿金、赔偿金，未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之
规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的双倍
工资，以及因未按期支付本款规定的前
述费用而产生的孳息，船员主张船舶优
先权的，不予支持。

第九条 船员因登船、在船工作、
离船遣返而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
酬、船员遣返费用、社会保险费用，船
舶所有人未依约支付，第三方向船员垫
付全部或部分费用，船员将相应的海事
请求权转让给第三方，第三方就受让的
海事请求权请求确认或行使船舶优先权
的，应予支持。

第十条 船员境外工作期间被遗

弃，或遭遇其他突发事件，船舶所有人
或其财务担保人、船员外派机构未承担
相应责任，船员请求财务担保人、船员
外派机构从财务担保费用、海员外派备
用金中先行支付紧急救助所需相关费用
的，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对于船员工资构成是否
涵盖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期
间的工作日加班工资、休息日加班工
资、法定休假日加班工资，当事人有约
定并主张依据约定确定双方加班工资
的，应予支持。但约定标准低于法定最
低工资标准的，不予支持。

第十二条 标准工时制度下，船员
就休息日加班主张加班工资，船舶所有人
举证证明已做补休安排，不应按法定标准
支付加班工资的，应予支持。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下，船员对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工
作时间总量超过标准工作时间总量的部
分主张加班工资的，应予支持。

船员就法定休假日加班主张加班
工资，船舶所有人抗辩对法定休假日
加班已做补休安排，不应支付法定休
假日加班工资的，对船舶所有人的抗
辩不予支持。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船员工资或
其他劳动报酬的支付标准、支付方式
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当事人主张以
同工种、同级别、同时期市场的平均
标准确定的，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船员因受欺诈、受胁
迫在禁渔期、禁渔区或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或者捕捞珍
稀、濒危海洋生物，或者进行其他违
法作业，对船员主张的登船、在船工
作、离船遣返期间的船员工资、其他
劳动报酬，应予支持。

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船员对违法
作业自愿且明知的，对船员的上述请
求不予支持。

船舶所有人或者船员的行为应受
行政处罚或涉嫌刑事犯罪的，依照相
关法定程序处理。

第十五条 船员因劳务受到损
害，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船员自身存
在过错，并请求判令船员自担相应责
任的，对船舶所有人的抗辩予以支持。

第十六条 因第三人的原因遭受
工伤，船员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民事赔偿，第三人以船员已获得工
伤保险待遇为由，抗辩其不应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的，对第三人的抗辩不予
支持。但船员已经获得医疗费用的，
对船员关于医疗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

第十七条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
间的劳动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
请求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四十三条确定应
适用的法律的，应予支持。

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务合
同，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主张适用劳务派出地、船舶所
有人主营业地、船旗国法律的，应予
支持。

船员与船员服务机构之间，以及
船员服务机构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居
间或委托协议，当事人未选择应适用
的法律，当事人主张适用与该合同有
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船舶所有
人，包括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
船舶经营人。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
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
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
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条 本院以前发布的规定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9
月 29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3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29日起施行）

法释〔2020〕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已于 2020 年 6

月 8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03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9
月 2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 9月 27日

9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自 2020 年 9 月 29 日起施行。为更好地
理解和适用这一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
院民四庭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

问：最高人民法院为审理涉船员纠
纷案件制定出台司法解释，体现了对涉
船员纠纷审判工作的高度重视。能否简
要介绍一下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和主要
内容？

答：海运是国际物流中最主要的运
输方式，全球贸易的 90%是通过海运完
成。中国进出口货运总量的 90%也是通
过海上运输进行。我国既是贸易大国、
航运大国，也是船员大国。据统计，目前
中国船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总量超过
140 万人。每年外派海员超过 14 万人。
航运对船员的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一
支身心健康、素质良好的船员队伍对保
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航运业健康稳定
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船员是推进全球经济运转的无
名英雄。

在保障船员权益方面，海事司法起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海事司
法 实 践 中 ，涉 船 员 纠 纷 占 较 大 比 重 。
2016 年至今，全国海事法院船员劳务合
同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收案数占
所 有 案 件 数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0.98% 、
21.78%、17%、17.95%、29%。但裁判尺度
不一一直困扰着涉船员纠纷案件的审
判。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并未制定

专门的船员法，现行海商法中关于船员
的规定条文数量不多，内容较为原则。
相关行政法规其内容偏重对船员的行政
管理，可直接援引用于确定当事人权利
义务的内容有限。第二，船员作为一般
意义上的劳动者，其权利义务受劳动法、
相关法规、规章的调整，同时，相关行政
管理机关对不同行业的船员分别制定了
不同的行政管理规范。不同法律之间、
法规之间、规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
是海事法官审理船员纠纷类案件时面临
的挑战。制定和出台涉船员纠纷司法解
释，不仅是解决审判实践裁判尺度不统
一的需要，也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规
范与引导船员市场、航运市场秩序的现
实需要，对于服务和保障我国构建更高
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海洋强国战略
及“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5 年民四庭即启动了涉船员纠
纷案件司法解释的前期调研工作。从事
一线审判的海事法官组成调研工作小
组，深入该类案件最为集中的海事法院
派出法庭和一线法官座谈，数次召开座
谈会听取海事法官、企业代表和专家学
者的意见。通过问题收集、提炼和意见
征集工作，大致明确了审判实践中急需
解决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形成司
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后，进一步听取了相
关行业协会、代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海事法院及其上诉审高院，仲裁员代
表、律师代表的意见。最终正式向立法
机关征求意见。现根据立法机关、相关

部委，院内相关部门、地方法院，以及社
会各界的反馈意见修改形成了司法解释
条文。

司法解释共二十一条，对涉船员纠
纷的船员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居间合
同等不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及解决路径，
船舶优先权的确认、行使与转移，船员工
资报酬的构成及法律保护，船员违法作
业情形下工资是否应予保护，劳务情形
下侵权责任的承担、工伤情形下工伤保
险待遇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相互关系、涉
外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等海事司法实践
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问：涉船员纠纷案件的主管问题一
直是广大船员、船舶所有人关注的问题，
对该类案件的主管司法解释有哪些具体
规定？不同争议解决方式之间如何衔接
和配合？

答：涉船员纠纷的主管问题是本司
法解释的难点所在。就一般的劳动争议
而言，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

“先裁后审”、“一裁两审”是基本的争议
解决程序。因船员纠纷时常涉及船舶优
先权这一较强的专业性问题，故海事诉
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均规定，船
员因劳务合同纠纷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
诉讼的，海事法院可以直接受理。需要
说明的是，在海事立法和海事审判领域，
长期以来只有广义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的概念。该“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既涵盖
了船员劳务合同（主要包括境外船公司
与中国船员、境外船公司与外国船员之

间的合同，从事沿海内河运输的个人船
东、从事渔业捕捞的个人船东等临时雇
用船员提供服务等形式）纠纷，也涵盖船
员劳动合同纠纷。两类争议一直是由海
事法院直接受理。

随着海事审判实践的发展，出现了
船员的诉讼请求不涉及上船服务、与船
舶优先权无关的现象。对此，海事审判
实践和理论中逐步出现了区分“上船服
务”与“非因上船服务”的声音，提出对于
船员非因上船服务而产生的劳动争议案
件以及非船员与船舶所有人或用工单位
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因均不涉及船
舶优先权问题，属于一般劳动争议案件，
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普通劳动争议案
件一样实行仲裁前置。近年来部分海事
法院照此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
着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正
式将“船员劳动合同”与“船员劳务合同”
进行了区分，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争议
应分别确定何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是本司法解释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现
行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总
结海事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本司法解释
第一条规定，对于船员劳动合同纠纷，如
果与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无
关，即争议不涉及船舶优先权问题的，告
知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按“先裁后审”、

“一裁两审”的程序处理。而对于船员劳
务合同纠纷，因不属于劳动争议，依司法

解释第二条，仍由有管辖权的海事法
院受理。

关于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
配合，本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与船员
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无关的劳动
争议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仲裁庭根据船员的申请，就船员工资
和其他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
偿或赔偿金裁决先予执行的，移送地
方人民法院审查。船员申请扣押船舶
的，仲裁庭应将扣押船舶申请提交船
籍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
院审查，或交地方人民法院委托船籍
港所在地或者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
审查。

另需要注意的是，船员提出的诉
讼请求可能同时涵盖与船舶优先权有
关的事项和与船舶优先权无关的事
项，为方便船员诉讼，避免要求船员拆
分诉讼请求分别通过仲裁前置和直接
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海事法院可以
考虑对两类请求一并予以受理。

问：关于船舶优先权的行使，我们
注意到，近年来出现了船员仅请求确
认船舶优先权未请求扣押船舶的做
法，对于这种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实务
界与理论界存在不同看法，司法解释
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规定的？主要是出
于什么考虑？

答：海商法规定，船舶优先权通过
扣押船舶的方式来行使。但一律要求
通过扣押船舶来行使船舶优先权，近

年来出现了一些引发思考的新现象。
一是船员请求的各项费用的数额较
低，与船舶的价值、扣押船舶对船舶造
成的不利影响严重不成比例，且船东
与船员一般能就拖欠的工资达成分期
或延期付款协议；二是船员在向法院
主张船舶优先权时船舶下落不明，船
舶优先权无法行使；三是虽然明知船
舶下落，但因船舶正在国外进行生产
经营或躲避债务，致使扣船措施无法
实施；四是船舶已经因其他原因被扣
押，无需再行扣押等等。为此，海事审
判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将船舶优先权的
确认和船舶优先权的行使相分离的做
法，即船员仅请求对具有优先权性质
的债权进行司法确认，并未同时申请
对船舶进行扣押的，予以准许。支持
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既有
利于船员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通过
船舶正常持续经营清偿最终债务，对
船员和船东均有利。反对这种做法的
观点认为，第一，船舶优先权具有隐蔽
性，如允许当事人仅请求确认船舶优
先权而不扣船，船舶优先权无法让外
人知悉，司法确认的结果并不一定能
为外界所知，将可能损害在后发生的
其他海事债权人的利益。对船舶进行
扣押，也有利于后续债权人了解船舶
动态，避免后续债权人为不可预见的
船舶优先权承担责任。第二，船舶优
先权本质上是一项程序性权利，必须
通过扣押船舶这种特定程序来行使。
如允许仅请求确认船舶优先权，与船
舶优先权的本质不符。在行使优先权
的方式上，应公平对待所有具有船舶
优先权的债权人。为达到更好的公示
效果，以及最大限度避免为其他法院
强制出售或者转让公告期届满导致的
船舶优先权消灭，船员应通过申请扣
押船舶的方式行使船舶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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