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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围绕下列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即：紧急仲裁目前在中国内地不确定的法律地位，紧急仲裁
迄今为止在中国内地的应用仍然较为有限的原因，以及近期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是否标志着紧急仲裁将在中国内地掀开新的篇章。 

背景介绍

目前，紧急仲裁机制在中国内地几乎各主要仲裁机构（“中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均有体
现。中国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中的当事方在仲裁庭组成之前迫切需要采取临时措施的情况
下，原本仅可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请的唯一渠道，这些机制在文本上为当事方提供了一个便捷可
行的替代机制。但是，在实践中，虽然紧急仲裁在亚太地区比较常见，但在以内地为仲裁地的
案件中仍然很少采用。2 

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的发展缓慢

正如 2014 年初时磊在本刊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内地的立法、司法机构和当事方
对紧急仲裁将会作何反应远不确定。3当时，还没有一家中国仲裁机构把紧急仲裁机制纳入仲裁
规则。相反，紧急仲裁在国际上则迅速普及，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和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的以及实际上中国内地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均有所体现。4 

各国采取的紧急仲裁机制在实质上非常相似，即在仲裁庭尚未组成的情况下，相关仲裁机构可
以在收到一方当事人申请之日起一日或两日内指定一名紧急仲裁员，而紧急仲裁员则需在两周
内决定是否准许该当事人申请的临时救济。5因此，紧急仲裁能够使得当事方无需向国内法院提
出申请即可取得临时救济措施。这一机制对于当事各方最吸引人之处包括保密性、专业性、中
立性、速度和可靠性。

时磊在 2014 年初强调的关于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前景的不确定性，反映出几个方面的问题，其
中包括：中国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针对紧急仲裁法律地位的法律，而且内地法院（“中国法院”）
也没有明确针对这一问题的判决先例。此外，根据当时的中国法律（即现行的 1994 年颁布的中
国仲裁法），看起来仅中国法院有权准予为支持在中国内地进行的仲裁案中所需的紧急措施，
这进一步加剧了紧急仲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6 

具体而言，199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包括其修订）和 1994 年仲裁法（包
括其修订）（这两部法律目前均继续有效）都要求仲裁协议的当事方应当直接地（如果仲裁程
序尚未开始）或者通过有关的中国仲裁机构间接地（如果仲裁程序已经开始）向中国法院申请
临时措施。7中国法院针对临时措施的专属权力，与紧急仲裁能够使得当事方无需诉诸国内法院
而可直接取得临时救济措施的根本前提存在矛盾。

英文版刊载于[2022 年 7 月号]《亚洲争议评论》第 134-141 页 

中国内地紧急仲裁： 
即将掀开新篇章？ 



2 

到了 2022 年，在时磊的上述文章发表大约 8 年后，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的法律地位仍然不甚
清晰。时至今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法院判决仍未明确就紧急仲裁效力作出回应。即便如此，
几乎所有的中国仲裁机构现在都已将紧急仲裁纳入仲裁规则中。2015 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贸仲”）8、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仲”）9和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上国仲”）10首开先
河。中国其他的仲裁机构紧随其后：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国仲”）11、上海仲裁委员会（“上
仲”）12和广州仲裁委员会（“广仲”）13分别于 2016 年、2018 年和 2021 年将紧急仲裁纳入各自
的仲裁规则。上述各家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机制在实质上与国际主要仲裁机构的仲
规则中的紧急仲裁机制类似，并在大体上都与国际最佳惯例保持一致。

尽管紧急仲裁机制已进入中国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指定紧
急仲裁员的情况仍然不太常见。直到 2017 年末，中国内地才出现了首例适用紧急仲裁程序的案
件，当时，北京仲裁委指定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孙巍律师担任紧急仲裁员。14孙律师作出的临时救
济决定之后顺利得到香港有关法院的强制执行。152019 年，上仲首次指定紧急仲裁员，该仲裁
员关于临时救济的决定也得到了香港有关法院的强制执行。16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应用紧
急仲裁程序的仲裁案件仅有屈指可数的被报道的几件。例如，北仲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该机构
自 2019 年至 2021 年间受理的大约 20,086 个仲裁案中，仅在 4 个案件中做出了临时措施决
定，而且这些决定是否是在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作出并不明确。17 

与之相对，在国际上，紧急仲裁程序在仲裁用户中继续保持较高热度。例如，在 2020-2021 年
间，国际商会共收到 59 件请求采用紧急仲裁程序的申请，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则分别收到此类申请 18 件和 35 件。18 

遭遇中国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的‘适用法律’挑战 

虽然导致紧急仲裁在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接受度较低的因素有若干个，但是其中最
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紧急仲裁在中国法律下的不确定地位。19这种不确定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
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目前还属于法律界的无人区，正如前文所述，有些情况下，下列二者之间
存在根本的冲突：

(1) 中国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都规定，如果当事方需要采取支持仲裁的临时救济措施的，必须向
中国法院申请；20与

(2) 中国仲裁机构仲裁规则中的紧急仲裁机制试图允许当事方向紧急仲裁员寻求紧急救济措施，
而无需诉诸于中国法院，

上述原则之间的冲突导致存在下列风险，即：被申请人在中国法院，根据法院拥有的与仲裁庭
相竞争的司法管辖权，也许能够对紧急仲裁员的指定以及紧急仲裁员在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
仲裁案中授予紧急救济措施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而获得成功。

或许是意识到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有可能会面临管辖权的不确定性，贸仲将紧急仲裁机制纳入
2015 年版仲裁规则的决定其实意在使得紧急仲裁机制能够在以香港（贸仲在香港设有仲裁中
心）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采用。21 看起来贸仲当时并未设想紧急仲裁机制也能在以中国内地为仲
裁地的仲裁案中使用。换句话说，只有满足“境外仲裁”标准的案件才能允许采用紧急仲裁机制，
这包括仲裁地为香港的案件，潜在地也包括仲裁地在中国内地以外允许紧急仲裁机制的其他法
域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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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其他的仲裁机构也同样采取了可以理解的谨慎方式，和贸仲相似，这些仲裁机构将紧急仲
裁限于“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22例如，北仲 2015 年版仲裁规则规定，对于具有“国际因素”的
仲裁案件— 

“当事人需要申请临时措施的，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本会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着重符后加）。23 

事实上，从 2015 年一直到 2017 年末，中国仲裁机构没有为在内地仲裁案件指定过任何紧急仲
裁员。到 2017 年末，潮流最终开始转向，当时（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北仲迈出了这重要的一
步。关于其仲裁规则中“有关法律”的要求，北仲看起来采用了创新性的、但也可以说是务实的方
法，来决定是否应当指定紧急仲裁员。北仲在该案中没有应用“境外仲裁”的标准，依据该标准，
“有关法律”是指仲裁地（即：中国内地）的有关法律。相反，北仲将目光聚焦在紧急仲裁员的决
定根据当事方计划强制执行该决定所在的境外法域的法律能否得到强制执行这一点上。24 

相应地，北仲首先与紧急仲裁的申请人意图强制执行紧急仲裁员决定的“各不同法域进行联系”，
并且收到了“相对方资产所在的[那些]目标法域正面肯定其认可紧急仲裁程序的答复”，然后才指
定紧急仲裁员。25这一做法可以称为“境外执行”标准。尚不清楚中国其他仲裁机构，包括贸仲和
上仲（这两家仲裁委之后均曾在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指定过少数的紧急仲裁员）是
否采用了同样的判断标准。

根本上，中国仲裁机构愿意创新并执行国际仲裁惯例，在内地仲裁案件中指定紧急仲裁员是值
得称赞的。但是，这一做法并非没有争议。

首先，中国仲裁机构在内地仲裁案件中采用的指定紧急仲裁员的方法并未确定下来。虽然北仲
至少一次适用了“境外执行”标准，其他中国仲裁机构之后也曾指定过少量的紧急仲裁员，但是未
来在指定紧急仲裁员时将会采用什么判断原则或标准并未明朗。

这一不确定性风险致使仲裁用户不敢贸然采用紧急仲裁机制。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事方可能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准备紧急仲裁申请，结果却被中国仲裁机构拒绝或在指定紧急仲裁员
后被指定的紧急仲裁员拒绝，理由是紧急仲裁并不是中国内地的“适用法律”明确允许的，而中国
法院才拥有授予紧急救济措施的专属权力。

其次，如果适用“外国执行”判断标准的话，则会严重限制可以指定紧急仲裁员的情形。聚焦于紧
急仲裁员的决定是否可以在境外法域依法执行，会制造一种不对等，也就是说，只要紧急救济
措施的标的位于中国内地，就排除了采用紧急仲裁的可能性。实际上，这将会对境外当事方造
成不对等的影响，因为这将致使境外当事方无法采用紧急仲裁。另外，除香港和澳门外，几乎
没有法域明确允许执行驻在境外的紧急仲裁员（包括中国内地的紧急仲裁员）出具的决定。26这
种情况下，如果采用“境外执行”判断标准的话，会进一步限制紧急仲裁对于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
的仲裁案的适用性。

另外，“境外执行”判断标准也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在很多情况下，紧急仲裁员决定的效力并不
需要通过执行来赋予，因为当事方会自愿遵守。27而且这一判断标准也没有承认下列现实，即：
取得对于仲裁协议当事各方均具约束力的紧急仲裁决定，对于仲裁当事一方在相对方位于那些
国内法院甚至不授予支持仲裁的紧急救济（更不用说允许执行紧急仲裁决定了）的法域内的情
况下，可能是取得任何形式的紧急救济的唯一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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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境外执行”判断标准需要中国仲裁机构在指定紧急仲裁员之前，对紧急仲裁决定在境外法
域是否可以执行进行有可能颇为耗时的分析。这可能会在当事方迫切需要（根据紧急仲裁的定
义）临时救济的情况下延误紧急仲裁员的指定并使得紧急仲裁员的指定复杂化。事实上，北仲
曾以认可下列情况的方式部分地承认了这一风险，“紧急仲裁员程序的顺利启动取决于…申请人
及仲裁机构基于其自身实践积累对保全财产所在地法律环境的了解和判断”。28与之相对，中国
内地以外的主要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采用的紧急仲裁员指定程序则相对简单，而且属于行政性
质的，因此是可以预测的、快捷的。29 

仲裁法草案：紧急仲裁新篇章？

2021 年 7 月 30 日，中国司法部发布《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仲裁法草案”）征
求公众意见。30虽然仲裁法草案并没有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但是仍然反映出中国内地在仲裁立法方面与其他领先的国际仲裁常用仲裁地基本趋于一致。因
此，仲裁用户将欢迎仲裁法草案，如果仲裁法草案得到实施，就意味着紧急仲裁将在中国内地
掀开新的篇章。对于仲裁法草案，下列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仲裁法草案通过正式承认在有关的仲裁规则允许的情况下，紧急仲裁和仲裁庭能够行使
授予紧急措施权力的方式，来取消中国法院对紧急措施享有的专属权力。31相应地，仲裁法草案
将使得中国仲裁机构能够在其现行仲裁规则下指定紧急仲裁员，而不再需要运用法律技巧来解
释“适用法律”限制。因此，“境外执行”判断标准也将成为过去式。 

第二，仲裁法草案使得紧急仲裁员和仲裁庭在可以授予的紧急救济措施的范围方面享有一定程
度的灵活性，32这一举措受到欢迎。 

第三，仲裁法草案规定，中国法院可以执行仲裁庭做出的紧急救济措施决定，并且还可能可以
执行紧急仲裁员做出的紧急救济措施决定。33 

总而言之，仲裁法草案毫不掩饰地支持紧急仲裁制度，因此，如果仲裁法草案能够得到实施，
那么将会扫清紧急仲裁目前在以内地案件中的不确定性。仲裁法草案的这一立场与澳门仲裁法
的最新修订文本（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9／2019 号法律）大体一致，该文本也明确允许紧急仲裁
机制并且允许澳门法院执行紧急仲裁员的决定。34 

鉴于此，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通过仲裁法草案。与此同时，仅仅仲裁法
草案的发布这一事实本身，就为中国仲裁机构指定紧急仲裁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尽管紧
急仲裁员当前在中国内地的法律地位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结语

目前，紧急仲裁在中国内地还属于法律界的无人区。幸运的是，仲裁法草案明确确认了紧急仲
裁的合法性，使得紧急仲裁在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中有了可以期许的未来。仲裁法草
案如果能够实施，将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它为仲裁用户在需要采取临时措施的情况下提供
了一个不必向中国法院申请同样也可取得临时措施的便捷可行的替代机制。可以想见，仲裁法
草案的实施将会促进紧急仲裁机制在中国内地的应用，使其应用程度达到与亚太地区其他法域
一致的水平。

英文版刊载于[2022年7月号]《亚洲争议评论》第134-141页



5 

1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亚洲争议评论》（Asian Dispute Review）2022 年 7 月版。本文系英文原文的官方翻译。 

2  虽然中国现行的 1994 年版仲裁法不认可“仲裁地”的概念，但是，近年来这一概念得到中国司法界特别是最高人民
法院越来越多的认可。参见杨玲：《仲裁地：这一概念在中国内地的发展》（The Seat of Arbi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ncept in Mainland China），刊载于 2022 年版《亚洲争议评论》第 35-40 页，相关内容见第
36-38 页。 

3  见时磊：《紧急仲裁能否在中国法律下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Will Emergency Arbitration Find a Place under 
PRC Law?），刊载于 2014年版《亚洲争议评论》第 15-19 页。 

4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分别于 2010、2012 和 2013 年将紧急仲裁机制引入其仲裁规

则。美国仲裁协会的国际争议解决中心（ICDR）是全球第一家率先（早在 2006 年）将这一机制引入其仲裁规则
的仲裁机构：ICDR 2006 仲裁规则第 37 条。 

5  见 Jasmine Sze Hui Low：《紧急仲裁：实际考量因素》（Emergency Arbitrati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刊载
于 2020 年版《亚洲争议评论》第 109-114 页。 

6 《关于临时措施和仲裁协议形式的草拟法律条款—来自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意见》（2006 年 5 月 4 日）（Draf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on interim measures and the form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 comments received from Member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联合国文件号：A/CN.9/609/Add.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下列意见： 
“……中国法律并未赋予仲裁庭命令采取保全措施或者临时措施的权力，也未赋予仲裁庭签发初步命令的权力。

就此而言，因此，目前的草案与中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有关条款存在冲突。” 
另请参见孙巍和 Melanie Willems：《中国仲裁》（Arbitration in China）（2015 年，威科出版），第 433 页： 
“根据中国法律，仲裁程序进行期间要求采取临时措施的命令，如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或者临时禁止令，仅可由
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管理仲裁程序的仲裁庭仅仅负责将当事方提出的请求此类措施的申请转交给法院”而已。 

7  1991 年通过并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一百零三条、一百零四
条和二百七十九条；和 1994 年通过并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和四十
六条。

8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版)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七十七条第（二）款以及附件
三。

9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版）第六十三条。 

1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2015 版）第二十一至二十四条。 

11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2016 版）第二十四条。 

12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8 版）第六十八条至六十九条。 

13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21 版）第一百一十九条至一百二十条。 

14  见孙巍：《中国大陆首例紧急仲裁员仲裁程序：从程序与实体角度看如何审理紧急仲裁员案件》（登载于威科仲
裁博客） （2018 年 9 月 1 日）；许捷：《紧急仲裁员仲裁程序及临时措施在内地的实践》2018 年 11 月 14
日），请点击下列链接查看： http://www.bjac.org.cn/news/ view?id=3330（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 。 

15  同上。 

16  《上海仲裁委员会首例涉紧急仲裁员程序仲裁案件进入香港高等法院执行程序》（2021 年 5 月 7 日），请点击下
列链接查看：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 catid=68&id=366 （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3 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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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仲裁委案件统计，2021 年度（http://www.bjac.org.cn/news/ view?id=4105，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2020 年度（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920，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和 2019 年度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87，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 

18  见(1) 国际商会争议解决统计，2020 年度（https://iccwbo.org/ publication/icc-dispute-resolution-statistics-2020/，最
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和 2021 年度 （https://iccwbo.org/media-wall/news-speeches/ icc-unveils-preliminary-
dispute-resolution-figures-for-2021/，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2)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案件统计，2020 和
2021 年度（https://www.hkiac.org/about-us/statistics，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3)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案
件统计，2020 年度（https://siac.org.sg/images/ stories/articles/annual_report/SIAC_Annual_Report_2020.pdf，最后
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和 2021 年度（https://www.siac.org.sg/images/ stories/articles/annual_report/SIAC-
AR2021-Final.pdf，最后访问：2022 年 5 月 21 日） 

19  导致紧急仲裁程序在中国内地接受度较低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法院一般会为仲裁地在中国内地的仲裁案件
中的当事方提供取得临时救济的快捷、高效的渠道。

20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一百零三条、一百零四条和二百七十九

条；和 1994 年通过并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八条和四十六条 
21  见于健龙：《关于修订贸仲委《仲裁规则》的说明》，登载于《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1 月 19 日（中文）。

对该部分的非官方英文翻译如下：

“[The EA mechanism] satisfies the need of CIETAC HK. The applicable law of CIETAC HK arbitrations is HK law. 
Pursuant to the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609], the emergency relief ordered by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 court ord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EA procedures”. 

（中文原文：[紧急仲裁员程序]适应贸仲委香港仲裁中心管理仲裁案件的需要。贸仲委在香港设有分会，贸仲委
香港仲裁中心管理案件的程序法为香港法律。根据《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 609 章]规定，紧急仲裁员作出
的紧急救济具有相同于法院命令的同等效力。因此新规则有必要规定紧急仲裁员程序”。） 

22  见《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

的约定，当事人可以……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2015 版）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根据执行地国家/地区有关法律的规定……提交组成紧急仲裁庭的……申

请。”；(3)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2019版）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在仲裁程序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

下，……当事人…… 可以向仲裁院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4)《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8
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可以……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
及(5) 《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21 版）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当事人需要申请临时措施的，

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本规则向本会提出指定紧急仲裁员的书面申请” 

23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版）第六十条第（一）款和第（三）款以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另见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22 版）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该款含有同样的“有关法律”字样。 

24  许捷：《紧急仲裁员仲裁程序及临时措施在内地的实践》》，同前文所引（见上文注第 13）。 

25  同上。 

26  见《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例第 609 章）22A；《澳门仲裁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9／2019 号法律）第二
十条、四十条和四十五条。与此相对，新加坡的执行体系仅对由驻在新加坡的紧急仲裁员出具的决定适用。见
《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案》 （新加坡法律第 143章）第 2条第(1)款和第 12条第(6)款。 

27  见国际商会，《紧急仲裁员程序：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和替代争议解决机制紧急仲裁员程序工作组报告》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edings: Report of the ICC Commission on Arbitration and ADR Task Force on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edings）（2019 年 4 月）。 

28  许捷：《紧急仲裁员仲裁程序及临时措施在内地的实践》》，同前文所引（见上文注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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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见《国际商会仲裁规则》（2021 版）第 29 条第(6)款：“下列情况下，紧急仲裁员条款不适用，即：如果 a) 本规
则项下的仲裁协议订立于 2012年 1月 1日之前；b)当事各方约定不适用紧急仲裁员条款；或 c)提出紧急仲裁申请
的申请所基于的仲裁协议系源于条约”。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2021 年 7 月 30 日发布。 

31   同上，第 43-49 条。 

32  同上，第 43 条第(2)款。 

33  虽然仲裁法草案并未对紧急仲裁决定的可执行性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紧急仲裁决定看来属于仲裁法草案第 47 条
第（二）段和第四十八条第（三）段中可以执行的仲裁庭作出的“临时措施决定”的范畴。 

34  但是，澳门 2019 年版仲裁法要比仲裁法草案走得更远一些，澳门仲裁法针对紧急仲裁机制作出了若干其他具有
创新性的但未来有可能会引发问题的特别规定：见 João Ilhão Moreira：《澳门对待紧急仲裁员程序的方式》
（Macau’s Approach to the Emergency Arbitrator）， [2022] 特刊，第 XXVI 169-182 卷，第 175-181 页（Hors Serie 
Volume XXVI 169-182, at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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