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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探析
———以金融危机应对和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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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两大法系中都是存在的，其在涉外民商事领域的功效尤为凸显。我国现
行涉外民商事立法主动或被动地赋予了法官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华人民共和
摘

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使得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法迈进了一步，但是立法的局限性进步
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自由裁量权由过去的空洞无序迈向有序。正值我国指导性案例成行之初，借
助该契机，在建立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同时，实现法官在该领域自由裁量权的突
破，弥补和修正立法的不足，也为金融危机等情势提供应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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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2011 年 4 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等法律适用法，还是现行
涉外民商事程序法，我国国际私法体系都为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留下了较大生存
空间，尽管自由裁量权并未被立法所正式授予 。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受多因素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等情势
下更是担负着一国司法审判的重大使命 。2007 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正逐渐
消退，另一方面则是欧洲金融危机迷雾深陷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以司法能动为核心的人民法院
的努力有目共睹。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卓有成效，但于诸多方面还存在需要探讨的地方。 对于涉外民商
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运用的进一步梳理和设计 ，可能是更高一级的应对方案，无论这些梳理设计是亡羊
补牢还是未雨绸缪。正值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形成之初 ，基于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各方面基础条件 ，建立
涉外民商事法领域的指导性案例体系比任何一部国内部门法的时机都要成熟 。 在建立该体系的同时，
实现法官在该领域自由裁量权的突破 ，完成由现在的释法功能逐步到弥补法条空白和漏洞 ，最后再到自
由裁量权的相对限制的轨迹，弥补修正立法不足并最终促进完善立法 。
一、自由裁量权： 承认或排斥？
《牛津法律大词典》中解释，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利，且其做出的决定在当时的
情况下应是正当、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利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
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利。 由于法律不可能具
有充分的预见性和完备性，在个案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实客观存在，尤其是在错综复杂的涉外民商
事案件中。
*

收稿日期： 2012 － 08 － 01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的构建”的研究成果 （ 项目编号：
09SJB820014） 。
作者简介： 1． 彭奕（ 1977— ） ，女，湖北荆州人，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私法、能源
）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庭长，四级高级法官，研究方向为审判实务、法理。

法； 2． 彭小铮（ 1962—

74

彭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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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由裁量权的效力根据
如果将自由裁量权限定为美国学者德沃金所说的“弱式裁量权 ”，即法官运用判断力非机械地适用
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则停留在司法权的层面上 ，不会遭受到是否符合我国法制传统和现状的质疑，
因为它是司法活动中与生俱来的一种运行机制。“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裁判 ”原本体
现了拿破仑法典的制定者对法典万能的信心 ，同时也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依据。 瑞士民法典
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裁判，无习惯法时，应依据其作为
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裁判”这一明示的法官自由裁量权条款。 更多的变化则是在静悄悄地发生： 现代
立法者不再偏执地借助抽象概念构建封闭的法律体系 ，而是为了彰显法之目的与意义，寻找原则与抽象
概念间的联结者———规定功能的概念，这些概念以浓缩但仍可辨识的方式表达了它与决定性原则之间
［1］

的意义关联

。因此，这些规定功能的概念可被理解为隐性的自由裁量权条款 ，它赋予了法官通过斟

酌个案事实来实现正义的合法权力 。无论是明示自由裁量权条款还是隐性自由裁量权条款 ，都为法官
自由裁量提供了权力来源。
( 二) 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英美法与大陆法的相互融合在日渐增强 ，我们不应再恪守严格规则主义，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承认
体现了法律对实质正义孜孜不倦的追求 。普通法系的判例法既是自由裁量权的赋予，遵循先例判决同
时也体现了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但这约束并不是对自由裁量权的禁锢 。在英美判例法中，随着社会和
法律的发展变化，法院可以对于先判例规则做出改变或完全推翻。 例如，1996 年，英国首席大法官
Chancelier 勋爵即以上议院的名义宣布，今后，上议院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不遵循自己的先例［2］。 在
美国也是如此，判例必须被遵从，但仍有例外，即这些原则不再适应现实社会。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不
应再是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对立 ，而是如何将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定在成文规则的框架内 ，法官自由
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过于宽泛的裁量权难逃合法性的追问 。因此，自由裁量权条款除了授权功能外，
还应包含权力约束机制。正如德国学者旺克所言，规定功能的概念设计，应从“目的性纲领 ”转向“条件
式纲领”，将法官自由裁量时应考虑的要件事实赋予法律效果。 这既为法官提供了指引，又为裁量的
“论证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 三) 我国承认自由裁量权之考量
有学者认为，以法律样式作为划分标准较之以法系作为划分标准进行研究的方式更具有科学性 。
法律样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方式 ，即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工作程序或方法 。世界
上的主要法律样式有： 成文法、判例法、混合法。从混合法的角度来看，前两者仅是相对的概念。法国行
政法是判例法，美国有许多法则也是成文法。混合法包括并列式与循环式。从我国的法律传统来看，中
国法律传统的重要基石是混合法 。例如，西汉的“春秋决狱 ”、唐代的“法例 ”乃至民国初期大理院的判
例，均为我国存在判例法的例证，成文法与判例法仅有形式差别而无本质差别 。先避开我国目前是否应
该引进判例法的话题不谈，我国从历史上来看的确具有混合法的特征 ，那么，自由裁量权的享有不言而
喻。立法虽未明确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却也并无明文禁止性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非常重视涉外
民商事案件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正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某副院长在 2005 年国际私法上海年会的发
言中指出： 在涉外法律冲突问题上，我们的思路是司法先行，立法跟进。因此，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运用
并不需遮掩，应承认并进一步设计。
二、涉外民商事领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中的地位尤显突出和特殊 。 有学者认为，在关于涉外民商事审
判的国际私法领域，不管成文法如何发展，都不能免除法官造法的功能。 笔者认为，至少是不能免除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国内法等部门法而言，国际私法的立法更加不能穷尽和不可预见 ，法律的制定
和判例规则更容易发生滞后和漏缺 ，必须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予以解决 ，尤其是在涉外法律制
度并不完善的国家。
7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6 期

( 一) 涉外民商事领域自由裁量权的历史演进
1． 在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法中的主导 。从 14 世纪意大利法则区别说诞生之日起 ，自由裁量权就生
存于法律适用法领域。囿于法则区别说以单边冲突规范为主 ，自由裁量权仅行使在人法物法的划分 、一
些法律概念的识别等较小的空间 ，此时还不足以和国内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区别开来 。当 19 世纪萨维尼
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占统治地位后 ，自由裁量权就以新的姿态正式入主东宫 ，其特有的深度和广度都让国
内法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望尘莫及 。接下来的一系列冲突法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和间接地与自由
裁量权密切相关，甚至成为法官适用冲突法的主导。德国学者克格尔曾指出，“国际私法的间接调整方
法旨在寻求空间上的最佳解决方案 ，而实体法才是在实质意义上寻求最佳解决 ”。因此，在一些改革派
的催生下，国际私法开始由形式正义逐渐迈向实质正义 。而改革派最核心的主张则是赋予法官充分的
自由裁量权，反对机械的规则主义。其中，主要依靠自由裁量权来实现的一些原则和价值，已经逐渐被
部分国家吸收为立法或在判例法中被确认 ，例如，保护弱者利益。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美国冲突法革
命，乃至后来的发展回归，更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权螺旋上升和完善的过程 ： 批判传统的规则主义———
绝对的自由裁量权（ 即法官只需要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判断准据法等问题 ） ———规则主义的回归 （ 以自
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的弹性规则的确立 ） 。 因此，从 14 世纪国际私法产生至今，在近 800
年的进步和变革进程中，国际私法对自由裁量权具有相当程度的依赖 。作为立法层面的表现，弹性连结
因素被广泛采用，冲突规范的灵活性得以加强，政策定向和结果选择的方法在法律选择中受到重视，其
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广泛适用 。
2． 在国际民商事程序法中的渗透。正如美国学者米勒所揭示，程序的发展都是从僵硬到灵活； 以前
人们习惯地认为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是明确的规则 ，而目前在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确定问题上 ，程序
法与冲突法同样面临着“规则”与“方法”之间的选择。事实上，多数普通法系国家在设定之初就隐含极
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至于对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很难判定 。例如，我国台湾学者陈隆修
认为，美国管辖权中确立的最低联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并非常赞同 Clemont 教授代表很多美国学者所
表达的观点，“于民事案件上（ 包括区际、国际民事案件 ） ，美国法院有关地域管辖权上是一团糟。 长久
［3］
以来国内及国际上的许多评论者都这么说 ” 。 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与案件的审理结果密切相关，
它的确定直接涉及国家主权的行使 、涉外民商事纠纷的有效解决和当事人利益的切实保护 。正因为此，
基于当事人“挑选法院”日趋严重，普通法系国家又逐渐确立了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和禁诉命令等制度。在判决承认执行等其他程序法方面 ，自由裁量权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对是否违
反公共秩序的裁量、对他国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的裁量 ，等等。综上，一味拘泥于僵硬的具体规则，将重
蹈传统冲突规范的覆辙，也会有损现代冲突规范的实体价值 。
( 二) 行使中的影响因素
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法官审理案件往往是在各种价值冲突中进行协调 。例如，各国当事人之间的
利益冲突，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利益冲突，公正、效益、秩序之间的冲突，等等。 在这些冲突中，有真实冲
突，有虚假冲突。有的价值明显处于较高位阶，如国家公共利益。法官就是充分依赖自由裁量权在这些
复杂的冲突中寻求案件的解决，这些复杂的价值冲突绝非规则或判例能简单囊括和预见 。同时，对这些
价值的考虑与权衡都是影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因素 。这些因素有的可归于同类，而有的是此消彼
长，这里仅分析以下主要因素。
1． 实质正义与规则正义。这个国际私法上至今还不断引起纷争的话题 ，曾引发了著名的美国冲突
法革命。重视实质正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甚至是完全摆脱规则的束缚。
美国冲突法革命集大成之《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不少批判，认为它只有方法没有规则。 对实质正
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法官面临无所适从的无序状态 。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无疑是法官的最高理想，在
各案的自由裁量中几乎无法摆脱它的影响 。而通过弹性连接点等立法技术修正的规则正义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僵硬等弊端，实现审理结果的正义。正如莫里斯所说，试图抛开法律选择规范的做法就像抛
出一个自动飞回的飞镖。因此，规则正义仍然是当今冲突法的主流 。由此，自由裁量权必须以规则的形
式受到一定限制，法官不能冲破规则以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分追求案件实质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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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与效率。谈到国际法领域的公平，我们先来考量另一对概念———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库
克的本地法说隐含着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即本地政策的运用即为公平。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则
隐含国际主义理论基础，本座所在国法律的运用即为公平。事实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也是相对的，
即使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国际礼让说 ，也无非是为了实现互惠利益的一种民族主义，但是，不同理论
基础的公平在各案中极大影响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法官所考虑的效率 （ 这里的效率是法律意义上的
概念，区别于后文中经济学上的效率概念 ） 一般是指审结案件时间上的高效。 法官的核心功能是按照
法律公平地分配法定权利，效率通常不在法官的重点考虑之列，其更多为一国程序法在制定时体现，也
是当事人重点考虑的因素。这对此消彼长的因素都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左右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尽管
公平似乎占据上风。效率相对于在国内审判中则被更多地考虑 。
3． 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柯里的政府利益说中强调的政府利益即是一种最典型的公共利益 ； 私人
利益则主要是指当事人经济上的利益 ，为了实现经济利益，在审判过程中还包括一些时间、语言、举证上
的便利。这对看似对立的因素其实是可以转化的 。例如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私人利益的集合便汇集成
公共利益，影响一国的经济命脉。在普通法中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很多原则规则的适用中 ，我们都能
发现两者的身影。例如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行使，美国最高法院则一般将与案件有关的私人利益和公共
［4］

利益列举出来进行衡平比较，以确定哪一方权数更重
公共利益的绝对肯定。

。而一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运用更是对重大

三、我国涉外民商事领域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涉外民商事立法无论是从立法体例还是内容上 ，早已不能适应当今的涉外民商事审判 ，应对金
融危机等突发情势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1 年 4 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 以下简称《适用法》） ，宣告了我国涉外民商事立法的新时代。 在许多国家的国际私法法典化的同
时，这种割裂程序法和法律适用法的单行法立法模式无疑是落后的 。我国现行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示地
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事实上却营造了自由裁量权广泛的生存空间 。但无论如何，我国现行立法中都
主动或被动地赋予了法官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说，立法的严重缺失和法无明
文规定不得拒绝裁判的历史赋予人民法院法官的是空洞无序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国目前立法进步
的情势下，这种裁量权不能简单地认为被限制或缩小了 。然而，立法的进步赋予了自由裁量权以有序的
框架，在设计行使的创制时有了边际。
( 一) 法律适用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赋予
仅从《适用法》条文本身考察，其赋予了法官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笔者未穷尽地将其归为以下几
类。
1． 原则性规定“最密切联系”的隐性自由裁量权赋予。《适用法》在总则部分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
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2． 在某个民商事法律关系上规定“最密切联系”的隐性自由裁量权赋予。 例如： 第六条中对指向多
法域国家时的准据法寻找； 第十九条中对多国籍人在所有国籍国无经常居所时国籍的确定 ； 第三十九条
对有价证券的准据法寻找； 第四十一条中对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合同准据法时的准据法寻找 。
3． 倾向于体现某个原则或保护某方利益的自由裁量权赋予 。第三十条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准
据法寻找； 第二十五条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中体现弱者保护原则的准据法寻找； 第二十九条中有利
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准据法寻找 。
4． 冲突规则结构中因范围不周延导致的自由裁量权赋予 。在《适用法 》婚姻家庭一章，部分冲突规
则规定了共同居所地和共同国籍国作为连结点 ，当这两个连结点都不存在时，只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
来找寻准据法。
5． 法条中的概念本身需要自由裁量权来界定 。最典型的如第五条之公共秩序保留条款 。该条款中
的“社会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且因时因势而变，需要高素质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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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
6． 规定空白时的自由裁量权赋予。《适用法》对先决问题、区际法律冲突等重要制度和问题没有做
出规定，在司法审判中只能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
跳出《适用法》之外，我国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过多，和其他部门法的法律适用法条
款也存在冲突，部分立法严重滞后于理论研究，这些都要靠法官自由裁量权来弥补和修正 。
( 二) 程序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立法中也未对涉外民商事程序法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做出明示或隐性的规定 。 但由于管辖
权、判决承认执行等环节的重要性不亚于法律选择 ，同时涉外民商事立法存在许多真空和弊端 ，因此，程
序法中的自由裁量权至关重要。
1． 过度管辖规则呼唤自由裁量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规定的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
案件上的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
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标准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过度管辖。海
牙国际私法会议起草的《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公约（ 草案） 》将财产所在地标准列入了黑色清单，但并
不禁止“争议与该财产直接有关”的财产所在地管辖。不加限制的财产所在地标准既对当事人不公平、不
利于案件的方便审理，
也存在判决无法实际承认执行的问题。同时公约限制，
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法院管
代理机构或其他机构的活动或经常性商业活动直接相关”。因此，
我国涉
辖标准必须是“争议与分支机构、
外审判中迫切需要自由裁量权引入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相关原则来修正这些立法。
2． 判决承认执行中需要自由裁量权 。单单外国法院判决承认执行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标准就足够法
官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在区际判决承认执行方面，尽管近年来出台了不少司法协助安排 ，但从范围上
看都不尽如人意。法官可以从互惠互利角度出发，对于一些法律没有触及的两地问题 ，大胆运用自由裁
量权，形成司法惯例，推动立法的制订。 例如，在个案中参照《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
［5］
事判决的规定》承认香港法院判决的司法实例产生 。
3． 立法空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 。为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不方便法院原则、禁诉命令等
规则和解决管辖权消极冲突的必要管辖等 ，在我国均没有法律依据，但相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运
用，如广东省高院的 1993 年东鹏案和厦门市中院的 2003 年郭叶案中运用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法官自
由裁量权已经不容立法者回避。但在这些案例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都有硬伤，必须进一步总结设计。
从上述情况看来，法官在程序法中的自由裁量权看起来似乎比法律适用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得更
加漫无边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不方便法院原则等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原则盛行于普通法系 ，但诸
多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公约（ 或草案 ） ） 也加以采纳，其逐渐具有了国际惯例的特点。 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 1989 年《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二条，尊重国际惯例应是我国法
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因此，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一些惯例原则被适用可
以间接找到依据。
( 三) 自由裁量权设计: 金融危机下的思考
1．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法院。2007 年至 2009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又称次贷危机和信用危机。自次级
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 ，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
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导致美、日、欧盟等相继陷入
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 。我国外部市场需求急剧下降，外向型行业尤其是劳动密
集型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受重创，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问题迅速凸显 ，国内供求失衡矛盾迅速激化，倒闭、
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这些冲击相当一部分转化为法律争议 ，导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海
事案件数量明显增加，外资企业股权转让纠纷呈上升的趋势 ，因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引发的纠纷不断增
［6］
多，因对外贸易持续低迷引起的违约纠纷也在不断增多 。 最高院下发了《关于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当前
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并提出以司法能动为核心的应对方案 。
2． 以司法能动为目标。人民法院奉行的能动司法强调服务经济发展 、主动调研回应社会司法需求、
高效超前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布莱克法律词典 》中，司法能动主义 （ judicial activism）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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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构在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
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 ，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
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 。 前者的
司法能动并无本文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 ，其在应对纠纷解决上固然起到一些作用 ，但这些工作是否超出
了法官的职能范围？ 如果一定要做，可否由其他部门或民间组织代替，将问题以建议的形式呈送法院？
这里不继续探讨。判例法中以自由裁量权为中心的司法能动概念与后文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建立相契
合，为本文所倡导，是笔者追求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行使的目标 。
3． 以当事人诉讼成本为主要标准。法经济学是将微观经济学的数量方法和行为理论与每个学科的
［7］
传统分析模式相结合的方法用于法学 ，其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效率，即以最低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 。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较为接近的法律概念 ，即司法成本和当事人诉讼成本。在金融危机情势下，应该更

多考虑当事人诉讼成本，尤其是我方当事人为实现正当权益的诉讼成本 。 这个成本包括金钱、时间、正
义等多方面。金融危机下，时间至关重要，资金链的断裂会迅速导致破产，滞后的判决将无力回天。 因
此，针对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的挑选法院 、判决承认执行、文书送达、法律适用等环节，法官都应辅以自由
裁量权保障其顺利进行。针对外方当事人的恶意缠诉，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禁诉命令制度等 ，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最快实现，也使其避免招受资产冻结、扣押等中间环节的迫害。
( 四) 主路径设计
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我们应该承认并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没有法律依据时，根据案情参
照国际经验及惯例裁判； 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模糊时，衡量各主要因素后裁判。在金融危机等特殊情
势下要充分考虑本国利益，以民族主义和经济分析方法等理论和方法来行使裁量 ； 建立涉外民商事审判
指导性案例体系，走司法判决影响立法、立法再影响司法的混合法的循环式道路 。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建
立是该路径中的重点，以实现法官在该领域自由裁量权的突破为目标 ，完成由现在的释法功能逐步到弥
补法条空白和漏洞，最后再到自由裁量权的相对限制的轨迹 ，弥补修正立法不足并最终促进完善立法 。
四、自由裁量权突破： 指导性案例体系建立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自由裁量权发源于普通法的判例制度 ，只有在案例中才能诠释自由裁量
权的行使。指导性案例体系的建立将实现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自由裁量权的突破 。
( 一) 涉外民商事指导性案件体系建立的背景
1． 相关文件的出台和两批案例的发布。2010 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
定》，
推进司法改革创新。根据该规定，
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做出裁
，
判具有指导效力 法官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最高院分
别在 2011 年年底和 2012 年 4 月发布了两批共 8 个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引起了学理界的热烈讨论。
赞成者认为，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填补法律漏洞，
同案同判，
统一司法，降低司法成本，
提高司法效率，约
［8］
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对派认为在我国当前法律体制现状下，
案例指导制度应该缓行 。
2． 涉外民商事领域参考性案例建立的设想 。早在大约十年前，最高人民法院某副院长曾表示，在涉

外民商事领域，想组织一批司法系统的法官和高校的学术骨干 ，从程序法到法律适用法，编撰成体系的
案例，用于指导涉外民商事审判，后终未成形。从性质上看，若这部系统案例成形，它仍属于民间学术性
编撰，对法官无实质约束力，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参照”适用。 而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使得
案例体系的建立成为了官方的遴选工程 ，法官有贡献经典判决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使得案例体系的
权威性大大提升，法官“应当参照”。
( 二)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突破
单从国内法角度而言，
笔者认为，当前建立我国有效的案例指导制度体系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难
题。但在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
从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立法缺陷、理论界的实力等各方面基础条件看，
建
立指导性案例体系的时机已成熟。若设计得当，
案例指导制度至少会为国际私法这个部门法带来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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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陆法系国家的例证。在大陆法系国家，当涉外民商事领域缺乏系统的成文法时 ，提供非具有判
例约束力的标准判决给法官，法官判决时虽加以参照，但对于没有直接法条援引的裁判，其背后体现的
实质仍然只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过对于大陆法系国家而言，这是法官在自由裁量权上的一种肯定和
突破。荷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就做过这样的先行者。荷兰司法工作者协会成立了一个“国际私法工
作小组”，负责为法官们判案提供咨询，并努力制定出标准判例，有关国际离婚判决的一系列规范被设
［9］
计出来，最后促成了 1981 年的荷兰《国际离婚法 》 。 我们目前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从效力上比荷
兰的标准判例更高，如果案例体系遴选得当，它不仅是自由裁量权的突破，它蕴含的法理就是今后我国

国际私法新法的前身。
2． 涉外民商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障碍与突破轨迹 。案例指导制度被支持者鼓吹的一大基
本功能就是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 ，而在涉外民商事领域恰恰相反，案例指导制度建立的最大功能
之一应当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肯定和突破 。它的发展轨迹应该是由现在的释法功能逐步到弥补法条
空白和漏洞，最后再到自由裁量权的相对限制 。从前文对我国涉外民商事领域立法的梳理来看 ，对于含
有最密切联系原则、法律概念模糊、法条不周延的情况，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运用可以被界定为一种释
法功能。而对于法律空白，例如涉外管辖权领域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案件中的适用 ，是否赋予了法官造法
功能，是否与当今我国法律基础相悖？ 答案是否定的，它并未赋予法官造法功能，甚至连司法解释都不
是。确切地讲，只是在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通过一定权威机构 （ 主要是指最高人民
法院和国际私法学会） 的认证，得到了极大的突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4 年
第 7 期刊登了厦门中院对于郭叶律师行诉厦门华洋彩印公司代理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定书摘
要。该裁定书详细阐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 ”的概念及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条件和考虑因素。 这个案例
刊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最高院在涉外民商事领域不反对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 。
3． 对自由裁量权运用的限制。上文提到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中自由裁量权发展轨迹的最后是相对
限制。不难理解，当案例指导制度发展起来后，在同类案件中，由于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自由裁量权自
然较初期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所以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也是
相对的。即使是同类案件，当时机成熟时，后案可以经过遴选程序替代前案 ，即司法能动的实现。
( 三) 指导性案例体系建立的具体设计
1． 发布主体。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主体只能是最高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总
结案例审判经验，发布供本辖区法院参阅、参考的案例。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事业单位可以继
续编辑出版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但不得称为指导性案例，不得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冲
突，不具有应当参照的效力。就涉外民商事审判而言，由于地域性非常强，所以可以考虑赋予一些涉外
案件集中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权 。部分学者认为个别的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作为发布主体 ，笔者并不
赞成。固然例如深圳中院、广州中院、厦门中院等在涉外案件上具有较大的发言权 ，但是，指导性案例的
最主要功能在于指导。而没有一定地域广度的指导是违背效率原则的 ，同时发布来源的多头性会增加
法官获取信息的负担和重复或叠加信息的精力 。因此，这些中院将典型案例推荐给省级法院 、建立发布
主体的两级体系是较折衷的选择 。当然两级发布主体较最高院独立发布具有及时 、高效等优点，最大的
问题则是导致冲突。
2． 遴选程序。首先，发布机关和遴选机关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可以区别开来 。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专
门设立了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鉴于人力有限和专业知识有限，远远不够建立高质量的涉外民商事案例
指导体系。建议最高院可以充分发挥法学各二级学科学会的力量 ，在涉外民商事领域则可以由国际私
法学会来承担主要遴选工作，建立全国、省两级递进式遴选层级，最高院参与到工作中来。 国际私法学
会可以参考理论界集大成的《国际私法示范法》，以案例“招标 ”方式，快速建立起成系统的案例指导体
系。其次，涉外民商事审判的指导案例不应该由盲目的案件海选机制产生 。一方面，容易造成最高院司
法外权力的扩张，同时导致遴选结果和法院考核指标等挂钩后产生大量反面影响 ； 另一方面，应该赋予
［10］
法官或合议庭以初步参选的决定权 ，这有利于法官将精力分流给准备参选的指导性案例 。 诚然，指
导性案例的命运前途未卜，但无论如何，按照本文建立的涉外民商事案例指导体系都不会是做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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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回到理论界惯常走的民间路线 ，以示范的性质为司法审判实务提供案例参考体系 。
3． 是否应编撰完善后发布。在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领域，看到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弥补相关法律
空白的案件是令人相当惊喜的，并不应苛求其尽善尽美。但作为指导性案例，我们应该确保其无明显纰
漏。因此，国际私法学会对入围的案件可以在法官同意的基础上 ，经学术界、司法界代表的论证、编撰完
善后发布，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质量。同时，可以考虑按照问题点或对某一法条的诠释来发布系列案件，
将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或某一法条的几个重点以系列案例的形式全面阐释 。 例如，对于《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四十二条的协议管辖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 对实际联系的裁量； 非排他性协议管辖与排他性协议
管辖对内地法院的效力； 未明确排他或非排他协议时的裁量 ； 违背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裁量； 推定协
议管辖的裁量； 对协议管辖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 。这几方面的问题绝非一个案例能够涵盖或阐述清楚 ，
基本上每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量的备选案例 ，因此，完全可以用系列案例的形式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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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he Trial of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With Financial Crisis Treatment and Instructive Case a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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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judge exists in two legal systems，especially in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China’s current legislation of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 actively or passively offers the
judge extreme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he trial of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 Release of “Application
Law of Foreign Civil Relation of PRC”makes it take a step forward． However，the limited advance of legislation
only makes discretionary power advance toward orderliness from the past blank and disorder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time of implementation of instructive cases，we should take this opportunity，embody the breakthrough of discretionary power of judge in this field，make up and amend the defect of legislation while establishing instructive case system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and also provide solutions to
situations of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discretionary power； instructive case； finan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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