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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２０１２年，中国仲裁事业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国家层
面的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对中国仲裁制度进行完善。２０１２年，与仲
裁相关的法律文件以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决定》最为重要，在仲裁与司法关系方面，该决定分别在六个

问题上作了一些补充规定或修改规定。另一方面，与仲裁相关的

仲裁规则以２０１２年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最为突出，该规则汲取了国际商事仲裁的一些先进立法规定，

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代表性。在司法实践方面，２０１２年法院公布了
一些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和司法协助方面的案例，本文从中选取

４６件案例进行分析，着重分析申请撤销和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的理由，希望借此分析能够对仲裁的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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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综述２０１２年中国仲裁实务动态及发展。在这一年里，各地二百
余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大量案件。① 同时，仲裁立法及仲裁规则的修订亦引人瞩

目。在此方面，最重要的乃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１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② 在仲

裁与司法关系方面，该决定分别在六个问题上，或补充了新规定，或修改了

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 《民诉法》）修正案 （于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日实施）的通过，是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的修改及整个仲裁制度完善的

先声，评估其新规，有助于承前启后及付诸实施。与此相应，各仲裁机构开始

着手修订仲裁规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下称贸仲委）率先公布了

新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下称贸仲委 《仲裁规则》），

该规则汲取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先进作法，有一定的前瞻性和代表性。在

仲裁司法监督方面，由于法院没有系统地公布裁判，能够搜集的资料非常有限，

笔者查阅了各大相关网站，③ 搜集到五十多件与仲裁相关的法院文书，从中挑选

了４６个案例，着重分析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希望借此分析能够对
仲裁的发展有所助益。本文观察不代表任何机构的立场，仅为各界关注仲裁的

人士和机构提供相关的信息，便于进一步探讨中国仲裁制度的相关问题。

一、《民诉法》修改和新 《贸仲仲裁规则》述评

（一）《民诉法》修正案述评
１《民诉法》修正案中有关仲裁规定简述
《民诉法》２０１２年修正案共６０个条文，其中涉及仲裁的有６条，主要内

①

②

③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２０１３年３月发布的信息，在２０１２年，全国２１９个仲裁
机构共受理案件９６３７８件，比上年增长９％；案件标的为１３１５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１６％。其
中，涉外案件共１１６１件 （不含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同年，全国被国内法院裁定撤销

或不予执行的仲裁裁决共２１５件，占案件总数的０２４％。
参见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２－０９／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７３５８４９ｈｔｍ，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最后访问。

包括北大法宝数据库、北大法意数据库、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ｍｔ
ｏｒｇｃｎ／）、中国法院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以及一些仲裁委员会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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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１）仲裁前证据保全
依修正案第１７条，新 《民诉法》第８１条第２款规定：“因情况紧急，在

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申请保全证据。”这是对原 《民诉法》关于仲裁保全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

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仅在第四章中 “开庭和裁决”一节规定了仲裁程序开始后

的证据保全问题：“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

申请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

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① 显然，只有仲裁程序开始后才能申请证据

保全，不利于保护申请人的利益，被申请人因为知晓仲裁程序开始，反倒可

能采取措施转移、隐匿或者毁损、改变证据。这一缺陷，无异于变相鼓励当

事人不选择仲裁。对此，仲裁界吁请改进的呼声一直不断。事实上，１９９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章 “海事证据保全”中明文规定

了仲裁程序开始前，当事人可以申请进行海事证据保全。② 可见，此次 《民诉

法》的这一修改，是审慎迈出的一步。

（２）仲裁前财产保全
依修正案第２２条，新 《民诉法》第１０１条第１款规定：“利害关系人因

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

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

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

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与仲裁前证据保全的规定类似，这同样是对 《民诉

法》关于仲裁保全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系在第四章中

“申请和受理”一节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

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

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

民法院。”③ 同理，只有在仲裁案件受理后，申请人才可以通过仲裁机构向法

①

②

③

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第４６条。
１９９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６４条规定：“海事证据保全不受当事

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

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第２８条第１、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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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申请财产保全，显然也是不能充分保护其利益的，未能体现支持仲裁的政

策。与仲裁前证据保全的情形类似，仲裁前财产保全也是首先出现于１９９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①

同时，按照新 《民诉法》第１０１条的规定，法院在接受申请人提出的仲
裁前财产保全申请后，必须在４８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
当立即开始执行。而申请人在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３０日内不申请仲裁的，法
院则应当解除保全。这两点同样也适用于仲裁前证据保全。

此外，《民诉法》修正案还有一细微改变之处，即新 《民诉法》第２７２条
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

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相比

旧法相应条文，删除了 “财产”两字，这一小小的修正意义深远，它说明，

当事人申请采取临时措施的类型不再局限于财产保全这一类，保全的对象可

能包括与争议有关的财产或行为、证据等。

（３）禁止通过仲裁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依修正案第２４条，新 《民诉法》第１１３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

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次 《民诉法》修改增加规定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② 而同为

新增条款的第１１３条，与之一脉相承，意在倡导依诚实信用原则选择争议解决
方式，制裁通过仲裁方式逃避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行为。

（４）强化仲裁协议排斥法院管辖权的效力
依修正案第２８条，新 《民诉法》第１２４条第２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

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

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与修改前的 《民诉法》第１１１条第２项相比，“达成
书面仲裁协议……”之前去掉了 “对合同纠纷自愿”的表述，在仲裁范围上

①

②

１９９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１４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
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

参见２０１２年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１条及新 《民诉法》

第１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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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严谨地保持了一致，① 而不是字面上看将仲裁协议排斥

法院管辖权的效力仅仅局限在合同纠纷方面———实践也并非如此，弥补了原

《民诉法》的一个明显漏洞。

（５）明确撤销仲裁裁决适用裁定的方式
依修正案第３３条，新 《民诉法》第１５４条第１款第９项规定，裁定适用

于 “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上一情形相似，这一修改也是为了使 《民

诉法》更加严谨，突出撤销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在法律上具有同等重要性。

当然，这一修改也是为了与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６）统一国内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
依修正案第５４条，新 《民诉法》第２３７条第２款第４、５项分别被修改为

“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

裁决的证据的”，取代了原第２１３条第４、５项的规定 “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

不足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修改意味着，新 《民诉法》第２３７条
关于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条件，与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第５８
条关于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决撤销的条件相同，从而改变了撤销与不予

执行的 “双轨制”；虽然法院在前述执行仲裁裁决时还涉及实体审查，但审查

的范围已大大缩小。毫无疑问，这一修改将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仲裁立法体例上，我国客观上形成了混合制，既有单行法 （如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也有分散规定 （《民诉法》中有专章规定，如第２６章），还有零
散规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法律、法规也对仲裁作了规定，但就普通的商

事仲裁而言，主要规定还是见诸于 《仲裁法》与 《民诉法》。一般而言，虽然

《仲裁法》也涉及仲裁与司法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着眼于规范仲裁的内部关

系，如仲裁组织与仲裁的进行；而 《民诉法》调整的是仲裁的外部关系，亦

即仲裁的司法监督。综观 《民诉法》２０１２年修正案有关仲裁的新规定，上述
六个方面亦未涉及仲裁的内部事项，而只是通过外部支持与监督对仲裁本身

施加影响。

２《民诉法》修正案有关仲裁规定的评价
与 《民诉法》２００７年的修订在仲裁领域无所作为不同，此次修正案有

① 根据１９９４年 《仲裁法》第２、３条的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
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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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的篇幅涉及仲裁，不可谓不重视。从仲裁理念上看，２０１２年 《民诉法》

有关仲裁的新规定，进一步体现了支持仲裁的政策。较诸以前的民事诉讼法，

２０１２年 《民诉法》修正案关于仲裁的六处规定，都对仲裁提供了更大的支持。

如诉前保全全面延伸至仲裁前保全、仲裁协议的妨诉效力扩展至非合同争议、

制裁通过仲裁逃避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行为、统一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

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条件、缩小对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范

围，都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仲裁的支持力度。

按照新 《民诉法》，与选择诉讼相比，当事人选择仲裁所能得到的法律保

障，尤其是程序保障，并无大的区别。对比之前的 《民诉法》对仲裁前保全

没有明文规定，即便是１９９９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

了海事领域的仲裁前保全，也没有及时跟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在程

序上给予仲裁申请人更充分的保护。而增加仲裁前保全制度之后，不仅使仲

裁保全的涵义更加完整，而且申请人在开始仲裁程序前即可视情况请求管辖

法院采取必要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措施，对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及裁决的

执行也提供了更强的保护。

《民诉法》２０１２年修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仲裁制度。此次修改中，
无论是新设的仲裁前证据保全与财产保全、制裁通过仲裁逃避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等规定，还是对仲裁协议的妨诉效力、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司

法文书形式、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等规定的改

进，对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是显而易见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统一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条件、缩小实体审查

范围，意义重大。我国仲裁司法监督方面，一直实行的是奇怪的双重 “双轨

制”，即对无涉外因素的国内裁决与涉外裁决，不予执行与撤销的条件内外有

别，在审查范围上前者涵盖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后者仅涉及程序问题；

国内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条件，也存在重大差异，审查范围除了相同的程

序事项外，在实体事项上前者局限于伪造证据及隐瞒证据，后者则全面覆盖

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错误。而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条件则是一

致的。首先，依涉外因素将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如此分别规定，固然有

鼓励国际仲裁的取向，但不适当地夸大了国内仲裁对法律统一实施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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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性，加上中国仲裁中特有的 “报告制度”，① 可以说， “双轨制”给予

涉外仲裁过度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国内仲裁的空间。其次，仲裁裁决

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不同，暗示二者的法律地位似乎有所不同，但仅就国

内仲裁且不涉及仲裁裁决的域外承认和执行而言，不予执行与撤销的后果是

一致的。而且，由于法律规定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不同，实践中

很容易导致如此情形，即仲裁裁决不符合撤销的条件但却被不予执行，与一

裁终局的原则严重抵牾。当事人也会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未成功后，再请求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显然，过去的规定客观上不利于提高仲裁裁决的执行效

率，加重了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的负担，也给当事人造成了困扰。实务中有人

因此认为设置不予执行抗辩是多余的，主张撤销与不予执行不能并立，最好

取消不予执行而只保留撤销救济。究其本源，问题并非出在不予执行的规定

上。撤销与不予执行各有功能侧重。其中，撤销兼顾胜败双方对仲裁裁决的

救济，若没有撤销制度，胜诉方对仲裁裁决不满则无可作为。不予执行是败

诉方的消极救济，也是其在执行程序中的天然抗辩，给予其 “消极等待”的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８日，法发 ［１９９５］１８号。涉及 “报告制度”的司法解释还有另外两项：《关于人民

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３日，法 ［１９９８］４０号；《关于承认和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１日，法释 ［１９９８］２８号。按照这三项
司法解释，所谓报告制度是指：（１）对涉外及涉港澳台纠纷，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
或者事后达成仲裁协议，人民法院认为该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

的，在决定受理一方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

法院同意受理，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未作答复前，可暂不予受理。

（２）凡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涉外仲裁机构的裁决，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
国仲裁机构的裁决，如果人民法院认为涉外仲裁机构裁决具有民事诉讼法第２６０条 （现第２５８条，
下同）情形之一的，或者申请承认和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不符合大陆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或者

不符合互惠原则的，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

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

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和执行。（３）凡一方当事人按照仲
裁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涉外仲裁裁决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２６０条第１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在裁定撤销裁决或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之前，须报请本辖区所属
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撤销裁决或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应将其审查意见

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撤销裁决或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有关 “报

告制度”的评价，参阅宋连斌、赵健：《关于修改１９９４年中国 〈仲裁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

《国际经济法论丛》（第４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０３－６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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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不是强制其对裁决不满就必须去申请撤销，也是有利于减轻法院的

负担的。早在上个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国际仲裁界就讨论过这一问题，主流观
点认为，撤销与不予执行并存更有利于完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① 如果一国统

一了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在该国范围内，基于一事不再理的法

理，重复利用这两个程序以拖延裁决的执行，就不可能成功。在 《民诉法》

此次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３日公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０６］７号），已充分证明此点。
如该解释第２６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
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然而，虽然 《民诉法》２０１２年修改加大了支持仲裁的力度，但在司法监
督 “双轨制”改革上还是没有一步到位。即未能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仲裁裁

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与涉外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条件统一，并

且以现行 《民诉法》、《仲裁法》关于涉外仲裁裁决撤销与不予执行的规定为

基准。

此外，《民诉法》２０１２年修改可能会加剧我国仲裁法律体系的碎片化。有
单行法但内容不全面，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间缺乏协调性，效率不高。

近年关于 《民诉法》修改的讨论中，有学者建议，仲裁程序在仲裁法中规定，

仲裁裁决的执行在强制执行法中规定，仲裁的司法监督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

这种观点人为地分割了仲裁法，不利于向公众推广仲裁制度，也不利于仲裁

法的实施。鉴于我国以往的立法和司法状况，制定单行法更有利于规范仲裁，

并充分发挥仲裁的社会功能。笔者仍然认为，《民诉法》对仲裁 （包括国际商

事仲裁）问题不作规定，充实完善 《仲裁法》应为更优的选择。而新的 《仲

裁法》亦应继续采用一元立法体制，即一部 《仲裁法》同时规范国内仲裁和

国际商事仲裁，仅对后者涉及的特殊问题作出规定。②

（二）新贸仲委 《仲裁规则》述评
贸仲委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仲裁机构，贸仲委上一版 《仲裁规则》自

２００５年颁布实施以来，在仲裁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经济和仲裁
环境的快速发展，仲裁使用者对贸仲委的仲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仲裁

①

②

参见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参见宋连斌：《应当重视仲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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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设计也提出了新的期待，贸仲委遂对该 《仲裁规则》进行了修改和完

善。新的贸仲委 《仲裁规则》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经贸仲委委员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经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批准通过，已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起施行。①

２０１２年贸仲委 《仲裁规则》有几大特色：

１明确贸仲各机构的职责
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２条明确规定了贸仲的各个机构及职责，其第６

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分会／中心进
行仲裁；约定由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由仲裁委员会秘书局接受仲裁申请

并管理案件；约定由分会／中心仲裁的，由所约定的分会／中心秘书处接受仲
裁申请并管理案件；约定的分会／中心不存在或约定不明的，由仲裁委员会秘
书局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如有争议，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新贸仲

委 《仲裁规则》明确了贸仲委总会与分会在管理案件上的分工。②

２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
从２０１２年贸仲委 《仲裁规则》的多处规定中，可以看到更加充分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治，并考虑到了当事人未作约定的情形。比如贸仲委 《仲裁规则》

第３条第１款规定，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受理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
济贸易等争议案件。第５条第３款规定，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对仲裁协议的形式
及效力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７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
的，从其约定。第２款作了补充规定，即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
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或其分会／中心所在地为仲裁地；仲裁委员会也
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第２４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约
定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之外选定仲裁员的，当事人选定的或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协议指定的人士经仲裁委员会主任依法确认后可以担任仲裁员。第４７
条第２款规定，当事人对于案件实体适用法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

①

②

于健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２０１２年版 〈仲裁规则〉解读》，载 《人民法院

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贸仲委的这一规定，意外地促发了贸仲委的分离，成为中国仲裁界２０１２年最引人注目的

事件。２０１２年贸仲委 《仲裁规则》实施后，因种种原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

对其上海分会、华南分会的授权，该两分会不再享有受理当事人选择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及其分会仲裁的案件。该两分会随后亦宣布组建独立仲裁机构，并分别更名为上海国际仲裁中

心、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１０　　　 　北京仲裁 （第８３辑）　　

约定或其约定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由仲裁庭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

用。第７１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语言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
有约定的，仲裁程序以中文为仲裁语言，或以仲裁委员会视案件的具体情形

确定的其他语言为仲裁语言。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贸仲委 《仲裁规则》允

许当事人约定仲裁员的国籍、仲裁地或仲裁案件的开庭审理地点、仲裁的程

序语言、仲裁案件的审理方式等，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３程序方面更加完善
其一，规定了合并仲裁，补充了现行 《仲裁法》在此方面的空缺。贸仲

委 《仲裁规则》第１７条共有３款规定涉及合并仲裁的内容：第１款规定，经
一方当事人请求并经其他各方当事人同意，或仲裁委员会认为必要并经各方

当事人同意，仲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

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进行审理。第２款规定，根据上述第１款决定合
并仲裁时，仲裁委员会应考虑相关仲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包括不同仲裁案

件的请求是否依据同一仲裁协议提出，不同仲裁案件的当事人是否相同，以

及不同案件的仲裁员的选定或指定情况。第３款规定，除非各方当事人另有约
定，合并的仲裁案件应合并于最先开始仲裁程序的仲裁案件。

其二，完善了仲裁保全及临时措施的规定，首次明确了仲裁庭采取临时

措施决定的权利。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依据中
国法律规定申请保全的，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应当依法将当事人的保全申请转

交当事人指明的有管辖权的法院。第２款规定，经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庭依
据所适用的法律可以决定采取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临时措施，并有权决定请

求临时措施的一方提供适当的担保。仲裁庭采取临时措施的决定，可以程序

令或中间裁决的方式作出。

其三，增加了仲裁程序终止的规定，弥补了 《仲裁法》在这方面的立法

空白。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４３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请求中止仲裁程
序，或出现其他需要中止仲裁程序的情形的，仲裁程序可以中止。第２款规
定，中止程序的原因消失或中止程序期满后，仲裁程序恢复进行。第３款规
定，仲裁程序的中止及恢复，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

员会秘书长决定。

其四，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方面增加了以调解书结案规定。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４５条第６款规定，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应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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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书面和解协议的内容，由仲裁员署名，并加盖 “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其五，完善了关于指定仲裁员及组庭的有关规定，改变了多方当事人案

件仲裁庭的组成方式。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２７条第３款规定，如果申请
人方及／或被申请人方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后１５天内各方共同选定或各方共同
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庭三名

仲裁员，并从中确定一人担任首席仲裁员。

其六，对书面质证的规定进行了完善。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４０条第
２款规定，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材料，或对于开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且
当事人同意书面质证的，可以进行书面质证。书面质证时，当事人应在仲裁

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其七，提高了简易程序适用的争议金额，并且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

变更条件进行了修改。２０１２年贸仲委 《仲裁规则》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金

额从人民币５０万元提高为人民币２００万元。即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５４条第
１款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凡争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２００万元，或争议
金额超过人民币２００万元，但经一方当事人书面申请并征得另一方当事人书面
同意的，适用简易程序。贸仲委 《仲裁规则》第６１条规定，仲裁请求的变更
或反请求的提出，不影响简易程序的继续进行。经变更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

所涉争议金额分别超过人民币２００万元的案件，除非当事人约定或仲裁庭认为
有必要变更为普通程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

新版贸仲委 《仲裁规则》是一部体现了先进性、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仲裁

规则。新规则凝聚了广大仲裁员、贸仲委及其分会工作人员、法官及许多中

外仲裁界学者和律师的经验和智慧，将更好地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的

争议解决服务。①

二、司法监督案件统计分析

（一）总体情况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系统的法院判决、裁定公布机制，笔者主要从

① 于健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２０１２年版 〈仲裁规则〉解读》，载 《人民法院

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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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实务界公认的正式来源收集有关信息，这些渠道包括北大法宝

数据 库、北 大 法 意 数 据 库、中 国 涉 外 商 事 海 事 审 判 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ｃｍｔｏｒｇｃｎ）、中国法院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以及比较活跃
的几个仲裁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鉴于所搜集的与仲裁相关的案件并非数量巨

大，仅除掉几个重复的案例及明显不涉及重大法律问题的案例，从中挑选了

４６例相关的司法裁定进行分析。从案件的类型来看，这些案件涉及四个方面，
即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仲裁裁

决执行或不予执行。以下首先就这些案件的类型、案由、申请理由、裁定结

果等方面进行统计列表，从不同层面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再结合相关案例对

我国法院在审理与仲裁相关的案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着重分析法

院在处理仲裁相关案件时能否贯彻仲裁法的规定，能否体现对仲裁的支持。

表一：中国法院受理的与仲裁有关的案件抽样统计

序号 当事人及案由 审理法院及案号 事由① 裁定结果

１
申请人西安箭虹置业

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

裁协议效力一案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西
民四仲字第０００３７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驳回申请②

２

申请人中联某科物料

某设备有限公司与衡

阳某弹簧制造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仲裁

仲裁协议效力异议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 民 五 仲 字 第

００８２号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确认仲裁协议有效

３

申请人长沙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

人董某申请确认仲裁

协议效力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１６５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仲裁协议有效③

①

②

③

本表对于申请人的申请理由仅从主要争议点进行归纳，详情不予展开。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２０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箭虹公司明确其请求法院确认争讼之

两份合同中仲裁条款对其公司无效，并非请求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认定，故箭虹公司的请求没

有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涉案的仲裁协议约定了明确的仲裁机构，申请人某建筑公司提出的因涉案的仲

裁协议未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从而仲裁协议无效的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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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

人长沙某开发有限公

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效力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４１０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仲裁协议无效①

５

申请人中建钢某阳光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湖南某钢铁有限公司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４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仲裁协议无效②

６

申请人株洲市华光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申请人株洲市望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

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株
中法民特字第３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驳回申请

７

申请人株洲市湘润新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申请人株洲市云龙

实业有限公司申请确

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株
中法民特字第４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无效
驳回申请③

８
申请人某公司与被申

请人湖南某公司买卖

合同仲裁纠纷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人民 法 院 （２０１２）
芦法民仲保字第１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财产保全

对被申请人湖南某公司

价值３７５０００元的财产予
以查封、冻结

９

申请人株洲友联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申请人株洲市康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仲裁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人民 法 院 （２０１２）
芦法民仲保字第２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财产保全

将被申请人株洲市康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价

值８８０００００元财产予以
查封、冻结

①

②

③

法院认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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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
效。本案中，关于６０万元购房余款的支付问题，既属于 《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又属于 《托管协议》的履行标的，故关于该６０万元余款的支付问题，当事人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
了诉讼，属于上述第７条规定的情形。所以，双方在 《买卖合同》中关于选择仲裁的约定因之后

在 《托管协议》中选择诉讼的约定而无效，王某的该申请理由成立。

法院认为，双方约定 “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其中的 “当地”并无明确约定，

有可能是指申请人所在地，也可能是指被申请人所在地，还可能是当事人达成共识的其他理解。因

此，在双方当事人无法就选定的仲裁机构达成一致意见时，应视为该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的约定

不明确，基于双方仍未能达成补充协议，本院依法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

法院认为，无证据证实该仲裁条款是被申请人以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

订的，故该仲裁条款应当认定有效。综上，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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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申请人湖南某公司与

被申请人株洲某公司

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

全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人民 法 院 （２０１２）
株天法保字第 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解除对被申请人株洲某

公司价值４５万元财产的
查封、冻结

１１

申请人左某某与被申

请人湖南省某公司、

杨某某仲裁程序中的

财产保全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人民 法 院 （２０１２）
株天法保字第６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财产保全

对被申请人湖南省某公

司名下的位于株洲市天

元区某用地予以查封；

对被申请人杨某某在湖

南省某公司的股权予以

冻结

１２
某公司与长沙某公司

申请仲裁保全纠纷

一案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芙
民保字第９号民事裁
定书

申请证据保全
准许仲裁申请人某公司

的证据保全请求

１３

长沙仲裁委员会就申

请人织金县某煤矿

（普通合伙）与被申

请人湖南某电力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合同纠纷仲裁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１６０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织金县某煤

矿 （普通合伙）请求撤

销 （２０１１）长仲裁字第
２３５号裁决的申请，申
请人应依照该裁决履行

义务

１４

申请人上××光××
司与被申请人长沙×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纠纷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３４８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上 ××光 ×
×司请求撤销 （２０１１）
长仲裁字第 ４４８号裁决
的申请

１５

仲裁申请人南充市通

发运业有限公司与仲

裁被申请人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险合同纠纷仲

裁案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长
中民五仲字第 ０５０８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

司的申请，申请人应依

照该裁决履行义务

１６
申请人刘某某与被申

请人刘某申请撤销仲

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民仲字第２号民事裁
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刘某某的请

求 撤 销 郴 仲 裁 字

（２０１０）３２号 裁 决 的
申请

１７

申请人山东省第八地

质矿产勘查院与被申

请人李某某、第三人

王某某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一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民仲字第３号民事裁
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山东省第八

地质矿产勘查院请求撤

销郴仲裁字 （２０１１）０７
号裁决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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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纠纷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衡
中法民一初字第 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撤销衡阳仲裁委员会

（２０１０）衡仲裁字第４１８
号裁决

１９
衡阳市华湘房地产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案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衡
中法民一初字第 １４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衡阳市华湘

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

申请

２０

申请人张某某与被申

请人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市支公司申请撤销仲

裁裁决纠纷一案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衡
中法民二初字第 ２３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撤销衡阳仲裁委员会

（２０１１）衡仲裁字第１２２
号仲裁裁决①

２１
申请人蔡某某申请撤

销邵阳仲裁委员会仲

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邵
中民二初字第２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２２

申请人湖南省邵阳汽

车运输总公司与被申

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冈

支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纠纷一案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邵
中民二初字第 １６号
民事裁定书

提出撤回撤销仲裁裁

决申请

准许申请人湖南省邵阳

汽车运输总公司撤诉

２３

申请人益阳五洲房地

产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五洲公

司）与申请人中机

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中机公司）

不服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益
法民一仲撤字第 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益阳五洲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

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

驳回申请人中机国际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要求撤销仲裁裁决

的请求

① 法院认为，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非本案审查之范围。关于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

法院认为，仲裁委受理案件后，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向张某某邮寄送达 “受理通知书”等文书，

邮件系 “张某梅”代收。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仲裁委向张某某邮寄送达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等文

书，由 “罗某某”代收。从仲裁案卷材料分析，两代收人不是受张某某之委托代收法律文书，也

不能反映两次代收文书已由代收人转交张某某。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仲裁委向张某某邮寄送达 “变

更仲裁请求的受理和举证通知书”等文书，邮件因 “拒收”被退回，改退批条上没有主管人、经

手人的签章，邮寄送达存在瑕疵。仲裁委在没有证实张某某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缺席审理

该案，属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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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申请人莫某某与被申

请人株洲市大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株
中法民特字第６号民
事裁定书

提出撤回撤销仲裁裁

决申请

准许申请人莫某某撤回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

２５

申请人济源环球运输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

支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纠纷一案

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２）济中
民一撤字第１号民事
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济源环球运

输有限公司申请撤销济

源仲裁委员会 （２０１１）
济仲裁字第０７号裁决书
的申请

２６

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

行申请撤销徐州仲裁

委员会 （２０１０）徐
仲裁字第２６２号仲裁
裁决一案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徐
民仲审字第 ６３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要求

撤销 （２０１０）徐仲裁字
第 ２６２号仲裁裁决的
申请

２７

申请人江苏环球雅思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徐州市颖源

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一案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徐
民仲审字第 ９３号民
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江苏环球雅

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撤

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２８

沈阳环球矿山设备有

限公司与本溪市通和

冶金机械修造厂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纠纷

一案

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本
民二特字第００００１号
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驳回申请人沈阳环球矿

山设备有限公司请求撤

销 本 溪 仲 裁 委 员 会

（２０１１）本仲裁字第 ３０
号裁决的申请

２９

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

人重庆某房屋置换有

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一案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２）渝一
中法民初字第００４４４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撤销重庆仲裁委员会作

出的 （２０１１）渝仲字第
１１３２号裁决

３０
武汉市海鼎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不予执

行仲裁裁决一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鄂
武汉 中 执 裁 字 第

０００１８号执行裁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武汉市海鼎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不予执行仲

裁裁决的申请

３１

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

有限公司、湖北李时

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申请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一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鄂
武汉 中 执 裁 字 第

０００２１号执行裁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湖北李时珍百草制

剂有限公司、湖北李时

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

汉分公司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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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３２
彭某申请执行何某某

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１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裁定冻结或划拨被执行

人 何 某 某 银 行 存 款

８２７００元及迟延履行利
息。如银行存款不足则

查封、扣押、拍卖其价

值相当的其他财产，提

取价款偿付欠款

３３
周某某、王某某申请

仲裁执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１５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

３４ 黄某申请仲裁执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１６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

３５
黄某某申请仲裁执

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１７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

３６
胡某某申请仲裁执

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１８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湖南省临武

县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本

裁定书及有关案卷材料

后及时通知有关当事人

３７
蒋某某申请仲裁执

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１９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

３８
邝某某申请仲裁执

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郴
仲执字第 ２０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湖南省临武县人民

法院执行

３９
永兴县国土资源局申

请仲裁执行案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１）郴
仲执字第 ２０号执行
裁定书①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裁定对郴州仲裁委员会

郴仲裁字 （２０１０）２７号
裁决不予执行

① 该案虽是２０１１年发布的裁定，但公布的时间是２０１２年８月２日提交，所以本文将此裁定
予以收录，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ｐａｐ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８／ｉｄ／７８８７２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２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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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陈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娄底仲裁委员会娄仲

裁字第 （２０１０）１８
号裁决书一案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娄
中执异字第４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准许申请异议人陈某某

撤回对仲裁裁决书不予

执行申请

４１

段某某申请执行娄底

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娄

仲裁 字 第 （２０１１）
２４号 仲 裁 裁 决 书
一案

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娄
中执字第 ２８号执行
裁定书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指定冷水江市人民法院

执行

４２
朱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执
不字第 ２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朱某某提出的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

４３
湖南中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

行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
执不字第３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湖南中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出的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

４４
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

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一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
执不字第５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湖南湘邮置业有限

公司提出的不予执行仲

裁裁决书的申请

４５
常德工艺美术学校申

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一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
执不字第８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驳回常德工艺美术学校

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

决书的申请

４６
朱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一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执
不字第 １０号执行裁
定书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
裁定本案终结审查

表二：案件类型分布统计

案件类型 数量 百分比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７ １５２％

申请仲裁保全 ５ １１％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１７ ３６９％

申请仲裁裁决执行与不予执行 １７ ３６９％

总　计 ４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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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结果类型统计

案件类型 裁定结果 数量 百分比

申请

撤销

仲裁

裁决

驳回申请 １１ ６４７％

撤销仲裁裁决 ３ １７６％

撤诉 ３ １７７％

总　计 １７ １００％

表四：申请仲裁裁决执行或不予执行案件结果类型统计

案件类型 结果 数量 百分比

申请

仲裁

裁决

执行

或

不予

执行

申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

申请仲裁裁决执行

驳回申请 ６ ３５３％

撤回申请 ２ １１８％

执行仲裁裁决 ８ ４７１％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１ ５８％

总　计 １７ １００％

从表一可以看出，目前法院受理的与仲裁相关的案件集中在申请确认仲

裁协议效力、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仲裁裁决执行或不予

执行这四大类型。在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中，法院的裁定基本都结合

现行 《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表二可以

看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申请仲裁裁决执行与不予执行案件占总案件数的

比例较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国内法院受理的与仲裁相关的案件

大多与这两种案件类型相关。从表三可以看出，尽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

件数较多，但大多数都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被驳回申请。从表四可以看出，

申请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大多可以得到法院支持，而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的案件大多被法院驳回，也有一些由当事人撤回。从这几个表的数据可以看

出，法院目前对仲裁的支持力度很强，尽管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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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处理有关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表五：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及法院裁定理由①

序号 当事人及案由 当事人申请撤销理由 法院裁定理由

１

仲裁申请人南充市通

发运业有限公司与仲

裁被申请人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险合同纠纷仲

裁案

（１）仲裁裁决主体错误、遗漏当
事人、仲裁程序违法的情形；（２）
被申请人在仲裁时隐瞒了足以影响

公正裁决的证据

（１）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定程
序的情形；（２）不存在遗漏当事人
的程序问题；（３）杨某某的户籍资
料在相关的管理部门有存档，属于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可以查询到的

资料，故该证据不属于被申请人南

充市通发运业有限公司能隐瞒的

证据

２
申请人刘某某与被申

请人刘某申请撤销仲

裁裁决一案

（１）郴州仲裁委员会变更仲裁员
没有依法书面通知申请人，仲裁裁

决程序违法； （２）仲裁裁决故意
歪曲、掩盖事实，枉法裁判，对方

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本案公正裁

决的证据，而仲裁庭对申请人提供

的足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没有

采信

（１）郴州仲裁委员会开庭时，向双
方当事人说明了仲裁员的变更事由

及宣布了仲裁员的组成情况，刘某

某方没有提出异议。故刘某某以变

更仲裁庭组成人员没有书面告知刘

某某、仲裁庭的组成违法的理由不

能成立；（２）刘某某在诉讼中一直
没有提出刘某隐瞒了什么影响公正

裁决的证据，故本院无法审查，申

请人以被申请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

正裁决的证据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

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

３

长沙仲裁委员会就申

请人织金县某煤矿

（普通合伙）与被申

请人湖南某电力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合同纠纷仲裁案

（１）长沙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该
案，因双方所签合同中无法明确合

同签订地在长沙，故仲裁条款中约

定的由 “合同签订地法律部门仲

裁”这一条件不成立； （２）长沙
仲裁委员会在仲裁过程中违反法定

程序； （３）建设公司隐瞒了证据
《催款函》和 《金桥××财产盘底
登记表》，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裁

决；（４）仲裁裁决存在实体错误

（１）结合合同内容及证人证言亦可
明确双方合同的最终签订地在湖南

省长沙市，而长沙市仅有长沙仲裁

委员会一个仲裁机构；同时结合双

方在仲裁时达成的 《仲裁备忘录》，

进一步明确了本案当事人一致同意

由长沙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的意愿；

根据仲裁司法解释，故法院认为双

方约定的仲裁机构明确。 （２）仲裁
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在仲裁过程中，

① 此表着重分析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理由与法院裁定理由之间的关系。基于审理法院案

号在表一中已经详细标明，并且法院最终裁定结果也可以在表一中查找到，此表为了突出重点，特

把审理法院及案号省略，在列明当事人申请撤销理由和法院裁定理由时皆概括地说明系争要点，不

详细列出各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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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当事人并未对保全程序提出异议，

且双方还在财产保全完成后在 《仲

裁备忘录》中就变更保全某施某行

约定，仲裁过程中的送达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３）法院认为，仲裁过
程中仲裁庭对证据采信及实体裁决

均属于其依职权进行实体审理的范

畴，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

法》第５８条所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理
由，法院对申请人的该项撤销理由

不予采信

４

申请人张某某与被申

请人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

市支公司申请撤销仲

裁裁决纠纷一案

仲裁委在未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

下，缺席作出裁决，仲裁程序违法

法院认为邮寄送达存在瑕疵，仲裁

委在没有证实张某某收到相关法律

文书的情况下，缺席审理该案，属

程序违法

５

申请人上××光××
司与被申请人长沙×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纠纷

（１）仲裁庭认定其存在违约交货
行为系认定事实错误，系故意歪

曲、掩盖事实，枉法裁判； （２）
仲裁庭对延期安装调试违约行为作

出认定并按照延期安装调试违约金

某准计算违约金，超出了仲裁请求

内容，违背了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

的原则，系严重程序违法； （３）
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仲裁委员

会予以受理并作出裁决违反了仲裁

的法定程序

（１）仲裁庭根据仲裁时效中断的法
律规定及其认定的构成时效中断的

事实认定仲裁申请未超过仲裁时效，

属于仲裁机构依法行使裁判权，其

对本案仲裁时效中断的事实认定是

否正确，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

（２）仲裁庭对延期安装调试行为作
出认定及按照延期安装调试违约金

的标准计算延期交货违约金，属于

仲裁机构依法行使裁判权，不属于

法院审查的范围；（３）当事人提交
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仲裁庭存在枉法

裁决，法院不予采信

６

申请人济源环球运输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

支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纠纷一案

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

决数额计算错误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济源环球运

输有限公司在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 《中

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５８条规定
的仲裁裁决可撤销情形

７

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

行申请撤销徐州仲裁

委员会 （２０１０）徐
仲裁字第２６２号仲裁
裁决一案

申请人未与付某签订 《商品房买

卖合同》，双方没有仲裁协议，徐

州仲裁委无权仲裁

法院经审查认为金穗公司是商品房

买卖合同的相对人，该合同对金穗

公司具有拘束力，因此，申请人农

行徐州分行认为金穗公司与付某之

间没有仲裁协议的主张，不能成立，

徐州仲裁委依据付某的申请受理案

件并无违反法定程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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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申请人蔡某某申请撤

销邵阳仲裁委员会仲

裁裁决一案

申请撤销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

法院认为申请人蔡某某未在法院规

定的期限内缴纳案件受理费，本案

按撤诉处理

９

申请人山东省第八地

质矿产勘查院与被申

请人李某某、第三人

王某某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一案

（１）双方签订的 《联合探矿协议

书》没有约定了仲裁条款； （２）
仲裁违反法定程序

（１）李某某提供的两份协议内容、
盖章、签名完全一致，故可以认定

李某某向法庭提供的 《联合探矿协

议书》是真实的。该协议第７条明
确约定，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由郴

州仲裁委员会裁决，故郴州仲裁委

员会受理本案正确。（２）山东省第
八地质矿产勘查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
日寄了份信件给郴州仲裁委员会，

郴州仲裁委员会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
收到该信件。该信件中虽提到了管

辖权问题，但并不是管辖权异议书。

郴州仲裁委员会未对管辖权异议进

行审理是正确的

１０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纠纷

（１）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
议范围，衡阳仲裁委对所裁事项没

有仲裁权。 （２）仲裁裁决造成巨
额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

（１）法院经审查认为，衡阳仲裁委
仲裁裁决既驳回了同德祥公司的第

三项仲裁请求，也驳回了古汉公司

的第三项仲裁反请求①，因此，该
仲裁裁决的事项超出了 ２０１０年 １２
月１日 《仲裁协议书》约定的仲裁

范围，申请人古汉公司关于仲裁裁

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的申请

理由成立；（２）衡阳仲裁委以同德
祥公司和古汉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不

足以支持其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

为由，裁决驳回同德祥公司的第三

项仲裁请求和古汉公司的第三项仲

裁反请求，并未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１１

申请人湖南省邵阳汽

车运输总公司与被申

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冈

支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纠纷一案

以需要补充新的证据为由，向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

法院经审查，准许申请人湖南省邵

阳汽车运输总公司撤诉

① 古汉公司第三项仲裁反请求是请求裁定同德祥公司向古汉公司支付合作经营期间银行贷款

利息１７２１０５９６６０元的基础上，增加支付利息３０５２７４６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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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沈阳环球矿山设备有

限公司与本溪市通和

冶金机械修造厂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纠纷

一案

认为通和修造厂隐瞒了足以影响公

正裁决的证据

法院经审查认为，环球公司既然主

张通和修造厂提供的付款凭证是支

付以前合同的价款，其便负有义务

提供相关合同加以证明，否则应自

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

环球公司提出的 “对方当事人隐瞒

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主

张不成立，其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

申请应予驳回

１３

申请人江苏环球雅思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申请人徐州市颖源

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一案

认为被申请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

裁决的证据

法院经审查认为仲裁裁决书在事实

查明部分载明了颖源科技公司营业

执照被吊销的事实，双方在本案庭

审中也认可该证据在仲裁裁决作出

之前已经提交仲裁庭，并进行了质

证，本案不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第５８条所规定的申请撤销
仲裁裁决的情形

１４

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

人重庆某房屋置换有

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

裁决一案

认为合同没有争议仲裁条款，重庆

某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单方申请仲

裁，赵某没有收到仲裁开庭通知，

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的 （２０１１）
渝仲字第 １１３２号裁决程序错误，
故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在双方出示的合

同文本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认定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就发生争议

后选择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达成

一致意见，即双方没有达成仲裁协

议。因争议各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仲

裁协议，重庆某房屋置换有限公司

在争议发生后根据其单方持有的选

择了仲裁解决方式的合同文本申请

仲裁，重庆仲裁委员会在未能审查

到赵某异议的情况下作出了仲裁裁

决，该仲裁裁决依法应予撤销

１５

申请人益阳五洲房地

产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五洲公

司）与申请人中机

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中机公司）

不服仲裁裁决一案

五洲公司申请认为：仲裁委裁决书

无视中机公司严重违约的客观事

实，无中生有地认定中机公司的损

失为１０３３１６０元，并裁决五洲公司
承担上述损失的 ３０％，即 ３０９９４８
元，违背了公平、公正等仲裁的基

本原则，明显属于枉法裁判。

中机公司申请认为： （１）仲裁委
裁决书是典型的枉法裁判； （２）
仲裁委的裁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法院经审查认为仲裁庭对当事人损

失的认定，系根据双方所签订协议

中的约定价格计算得出的，双方对

该数额均无异议，同时综合考虑本

案设计合同的行业性和特殊性以及

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了双方的

过错责任，并未违背仲裁的基本原

则，五洲公司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

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法院经审查认为：（１）仲裁庭综合
考虑本案设计合同的行业性和特殊

性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

五洲公司应承担３０％的违约过错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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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从而对中机公司要求继续履行

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不是枉法裁判；（２）仲裁裁决中已
明确说明了裁判的结果系综合考虑

本案设计合同的行业性和特殊性以

及双方的过错程度而定，没有违反

法定程序

１６

申请人莫某某与被申

请人株洲市大帝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一案

申请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法院经审查，准许申请人莫某某撤

回撤销仲裁裁决申请

１７
衡阳市华湘房地产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案

认为仲裁程序违法

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华湘公司

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衡阳仲裁委

（２０１２）衡仲裁字第 ３０号裁决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５８条
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撤销的

情形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这１７件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当事人提
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大都是围绕 《仲裁法》第 ５８条规定的理由，即：
（１）没有仲裁协议的；（２）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
会无权仲裁的；（３）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４）裁
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５）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
的； （６）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７）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但是，还有少数案件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撤销
的理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如当事人提出仲裁庭认定事实错误，这个理

由显然会被法院驳回。这些案件中只有３件被法院裁定撤销裁决，依据的理由
是没有仲裁协议、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和仲裁程序违法。

上表中的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被法院撤销

了仲裁裁决，依据的理由是 “该仲裁裁决的事项超出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 《仲

裁协议书》约定的仲裁范围，申请人古汉公司关于仲裁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

协议范围的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①，仅以这一理由来撤销整个仲裁

裁决实属不妥，并且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实施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① 参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衡中法民一初字第１１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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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９条对超裁有明文规定：“当事人
以仲裁事项超出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经审查核实，人民法院

应当撤销仲裁裁决中的超裁部分。但超裁部分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的，人

民法院应撤销仲裁裁决。”根据这个意见，法院在审查仲裁裁决的超裁事项时

就需要进行分析，看此事项是否与其他裁决事项不可分，如果确实不可分，

法院才能裁定撤销仲裁裁决，而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前，法院必须要说明理由，

否则就欠缺公信力。

四、法院受理有关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案件分析

从上文表四可以看出，法院受理的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共有８
例，６例被驳回申请，２例当事人自己撤回申请，从结果来看，仲裁裁决的效
力都得到了维护。以下对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与法院裁定的

理由进行比较分析。

表六：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与法院裁定的理由①

序号 当事人及案由 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 法院裁定的理由

１

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

有限公司、湖北李时

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

武汉分公司申请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一案

（１）仲裁庭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８７条裁决百草公
司、百草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适用

法律不当； （２）仲裁庭认定百草
公司、百草分公司违约并裁决支付

违约金证据不足

（１）在百草分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
的情况下，仲裁庭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８７条裁定百草
公司、百草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

无不当。（２）在百草公司、百草分
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办理合同标的的

分割、过户的情况下，仲裁庭认定

其违约并裁决赔偿违约金证据充分

２
常德工艺美术学校申

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一案

（１）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２）
仲裁裁决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

（３）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１）法院认为，仲裁庭在认定事实
和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当事人选择了仲裁途径，就

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仲裁庭在事实

认定和适用法律方面并无明显的错

误。（２）再从本案情况来看，仲裁
裁决的执行并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

利益的情节，以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为由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缺乏依据

① 此表着重分析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理由与法院裁定理由之间的关系。基于审理法

院案号在表一中已经详细标明，并且法院最终裁定结果也可以在表一中查找到，此表为了突出重

点，特把审理法院及案号省略，在列明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理由和法院裁定理由时皆概括

地说明系争要点，不详细列出各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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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陈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娄底仲裁委员会娄仲

裁字第 （２０１０）１８
号裁决书一案

申请撤回不予执行裁决申请

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查。在审查过程中，经本院协调，

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准许申请

异议人陈某某撤回不予执行申请

４
武汉市海鼎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不予执

行仲裁裁决一案

（１）仲裁裁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
据不足； （２）裁决书程序违法；
（３）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协议
书是无效的，裁决书应按无效合同

的法律规定裁决本案，裁决书错误

地认定为有效，按有效合同的规定

裁定本案，适用法律是错误的

（１）海鼎公司所提 《协议书》无效

的理由不能成立；（２）逾期违约金
不能成立的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３）海鼎公司所提程序问题，因其
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中已提出，

并被法院驳回，因此，在本程序中

法院亦不予支持；（４）因仲裁庭认
定 《协议书》真实有效，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有

效合同的规定裁决本案并无不当

５
湖南湘邮置业有限公

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

裁决一案

常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没

有依法追加 “湘邮·紫金华庭”

项目的实际开发商常德天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参加仲裁，而错误地

裁决申请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

任，程序上存在违法，从而导致适

用法律错误，进而枉法裁判，请求

裁定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法院经审查认为，湘邮置业与广宇

公司签订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提交仲裁，

但合同具有相对性，严格来说，争

议解决条款仅能约束合同签订双方，

在合同签订双方没有与天德公司达

成补充仲裁协议或天德公司主动参

加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不追

加天德公司参加仲裁不属程序违反

法律规定

６
湖南中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

行仲裁裁决一案

（１）申请人申请适用的是 《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第３７条第１款第
２项，而仲裁裁决错误适用了该法
第３８条；（２）仲裁裁决错误地将
该规定界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

当，应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双方

签订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因违

反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

无效合同；同时，该合同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亦应当确认

无效

（１）法院认为，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的决定》，已将１９９４年７月 ５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３７条
修改为第３８条。（２）《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第３８条第１款第２项虽然
规定不得转让此类房屋，但并没有

明确规定签订该买卖合同将导致合

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且在签订购房

合同时，没有证据证明粟某某明知

该房屋已被查封，粟某某作为合同

的无过错方，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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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朱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一案①
朱某某在审查过程中向法院提出撤

回申请

法院认为，该申请系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应予以准许，裁定本案终结审查

８
朱某某申请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一案②

惠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认

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

裁定不予执行

法院认为，对于申请人主张的仲裁

主体认定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４１条规定，起字号的工商户，在
民事诉讼中，应以营业执照登记的

户主 （业主）为诉讼当事人。故朱

某某作为汉寿县为民农资批发部营

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对于申请人主张的

应抵扣６１９７９元欠款的问题，因未
提交足够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不

予采信

从上表８个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当事人提出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围绕着２００７年旧 《民诉法》第２１３条的
规定，即：（１）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
裁协议的；（２）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３）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４）认定事实的主要证
据不足的；（５）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６）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理由时认真地进行了

分析，除了当事人自己撤诉的案件，大都驳回了当事人的申请，肯定了仲裁

裁决的既判力，有利于仲裁裁决的执行。

上表中武汉市海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在审

理过程中法院就查明，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海鼎公司向该院提出撤销 （２０１０）武仲
裁字第０１３５３号仲裁裁决申请③，后又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针对申
请人提出的仲裁程序违法问题，法院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①

②

③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执不字第１０号执行裁定书。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常执不字第２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鄂武汉中执裁字第０００１８号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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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２６条的规定认定，海鼎公司所提程序
问题，因其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中已提出，并被该院驳回，因此，在本

程序中该院亦不予支持。①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对于同一个仲裁裁决，当事

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未成功后，再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院不再重复

审查相同的理由，节约了一定的司法资源，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五、小　结

２０１３年新 《民诉法》的生效必然会在今后为法院审查与仲裁相关的案件

带来新的依据与新的裁判思维，并且２０１２年贸仲委 《仲裁规则》在许多方面

均有创新规定，这些也会给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带来新的思路。在仲裁理念

不断走向规则的过程中，会受到仲裁司法监督实践带来的挑战，这是一个互

动嬗变的过程，共同推动着仲裁制度不断地向前发展。在２０１２年的仲裁司法
监督实践中，本文所抽样统计和分析的４６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仲裁司法实践的整体状况：一方面，仲裁需要法院的适度监督，这样才有利

于树立仲裁制度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必须寓监督于支持

之中，这样才真正有利于仲裁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建立高效的多元化争议解

决机制。

①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鄂武汉中执裁字第０００１８号执行裁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