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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
———以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为视角
徐伟功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要： 2010 年 10 月 28 日，我国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并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开
始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冲突法的单行法规 ，在我国国际私法 （ 冲突法 ） 的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
摘

的意义。从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来看，《法律适用法 》在立法上具有重大的突破，采取了开放式的立
法形式，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 ，强调了弱者权利的保护，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但其也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没有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为基本原则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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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 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并于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新中国第
一部关于冲突法的单行法规。这部法律的出台，
不仅体现了我国国际私法学者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而且
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2011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云南昆明举办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11 年年会，
其
主题就是关于该部法律的实施问题。在本次年会上，与会代表激烈地讨论该部法律制定的得失。大多数
代表对新法持批判的态度，
认为新法的规定简单粗糙，
具体条文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该部法
律是一个“早产儿”，
是一个“丑小鸭”。尽管如此，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费宗祎老先生还是认为： 这
部法律虽然简明扼要，
但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改革开放多年来国际私法的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
并在此基
础上有所突破。费老列举了十大突破，
即确立了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 以经常居住地为自然
人属人法的连结因素；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 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 确定直接
适用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明确彻底舍弃反制制度； 缩小公共秩序的适用范围； 专门规定仲裁协议的法
［1］
律适用； 确定外国法查明的原则； 采取梯次适用方式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
笔者长期关注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问题 ，并撰写了系列文章。 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04 年第 2 期发表的《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 草案 ） 〉第九编评
析》一文中指出：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理想的模式就是采取法典形式，但是鉴于我国实际情况，单行法规
［2］
形式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从现实迈向理想的必然步骤 。 正如此，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从附属到独
立，从专篇到单行法规，其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历史突破。单行法规的立法形式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发展
的必然阶段，也是我国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本文在笔者以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基础上 ，从有
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两个角度上 ，进一步分析《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得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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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有限理性角度看《法律适用法》
法学，包括冲突法和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 ，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含着对人们行为的假
设。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基本假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 1） 经济人的假设； （ 2） 理性的假设；
（ 3） 机会主义倾向的假设。
经济人的假设，即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 。人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 ，谋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正如亚当·斯密说道：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
［3］
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但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 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 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
非财富最大化。正如诺思所说： “我相信传统的行为假设已妨碍了经济学家去把握某些非常基本的问
题，对这些假定的修正实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进步。 行动者的动机比现有理论所假定的要复杂得多。”
“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 。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
［4］
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 诺思的话表
明了人类行为中不仅有利己的一面 ，也有利他主义的一面。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的偏
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 。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
［5］

点的过程

。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 。

冲突法的立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经济人的假设，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法律人 ”的假设。 我们所认
为的法律人不仅包括立法者、司法者、守法者，也包括法律研究者。冲突法的立法者在立法中，也具有以
上的双重动机，一方面冲突法的立法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最大程度上保护其公民和国民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促进国际民商事秩序的有序发展 ，促进国家对外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 ，保护外国当事人的正
当权益。所以，其在立法中就不能一味强调国家利益以及片面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 ，其冲突法的立法
必须兼顾两者。同时，作为法律人的立法者具有有限理性 ，那么其对冲突法的立法，必须采取开放式的
立法形式。
什么是人的理性假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把人假设为单一的经济人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机器，
而且，
假定经济人具备完全理性，即假定人随时随地都自觉地、而且全智全能追求最大化或最优化，
是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冲突法立法中，
就假定立法者对于冲突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具有完全的认
识能力，
能够考虑到将来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能够进行冲突法完备详尽的立法，会通盘考虑立法对于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
并做出恰当的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和其国民利益的最佳的行为选择。但是，冲突
法的立法者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其不可能预见所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也不可能对于各种利益
的冲突做出最佳的行为选择，
就是说立法者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
是有限理性的。人的有限理性由阿罗首
先认识，
用他的话说，
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思认为人
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环境是复杂的，
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
很少重复进行，
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就越大，信息也就越
［6］
不完全； 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社会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威廉姆森认为： “理性问
题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
即预期收益最大化； 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 三是中等理性，介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收益最大化，即第一层次的，而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中等理性，
于以上两者之间。
即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就是关于领悟力的一个假定： 有了这一条，
交易成本经济学才能成立。这就是所谓
［7］
中等理性。按照这种理论，
各种经济角色的心态就被视为“理性有限却刻意为之” 。
有限理性与不完全信息是有关联的 ，正如柯武刚说道，合理的决策需要知识，并要在各种可选方案

中有意识地选择。为了做出合理选择，必须了解各种可能方案。然而，获取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资
源和时间都十分稀缺和昂贵，所以不可能无止境地收集信息。“信息成本是一无所知为无所不知的成
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 ”。我们经常宁愿保留无知，因为获取信息太昂贵了。 否则的
［8］
话，人类将因分析而麻痹衰亡 。这里存在一个信息悖论。 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在获
得信息之前无法确定信息的价值 ，即不可能了解获取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 ，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
12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净收益。通常不可能事先就知道，要等到信息积累到什么程度后，经验才会告诉人
们，已可以进行决策。信息成本一旦发生，那就是沉淀成本。 信息的价值不可能在获取它之前得到评
估。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陷阱 ，它使信息搜寻成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 ，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人
［9］
们对信息的搜寻 。总而言之，有限理性假设一般来自于： （ 1） 社会和生活的复杂性； （ 2） 事物本身是发
展的，其属性和状态是不稳定的和不可确知的； （ 3） 人的大脑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人自身生理和心理的
限制，要穷尽所有的行为可能并预见所有行为的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 4） 搜寻信息、处理及计算、
行为本身的执行都是有成本的。由此，有限理性不仅反映出客观现实，而且也反映人的经济特性。正是
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人们才需要集团、制度与组织，需要分工与协作，需要法律与契约，以应对个人在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的理性不足 。
人们的理性认识有限，也注定了人定的相关法律规则并不完美，是有限的。 在冲突法中，解决立法
者有限理性的问题，就是冲突法立法中采取开放的立法形式 ，使得冲突法的自身法律系统与外界形成对
接，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法律体系。我国早先的冲突规则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中，是民法的“阑尾 ”，不
具有相对独立性。由于其本身的附属性，必然造就其是一个封闭的立法体系 。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许
多涉外民事案件无法可依，司法者在处理有关涉外民事案件时无所适从 。 立法者意识到其是有限理性
的，在《法律适用法》制定中，毅然采取开放的立法形式，同时在诸多领域中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从这一点上看，《法律适用法》是对以前立法的重大突破。
什么是开放式立法形式？ 无论冲突法的立法是采取法典结构 ，还是采取单行法规的形式，其内部立
法结构都有是采取开放式还是采取封闭式结构的问题 。所谓开放式结构就是除了规定具体法律关系的
法律适用问题外，还对立法中没有规定的法律关系作原则性的规定 ，以防止立法中的不足。具体做法就
是在总则中规定，如果本法没有规定的，采取最密切联系原则或交由法官根据自由裁量处理有关问题 。
所谓封闭式的结构就是硬性规定所有的法律关系必须适用本法的规定 ，不允许法官在没有法律规定的
［10］
情况下自由裁量。这两种立法结构在国际社会都有先例 。 其实这一个问题主要关系到上面我们所
说的理性假设问题。如果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绝对而终极的 ，也就是人类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对
人类认识能力至上性的迷信，必然认为人类有能力预见所有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所有法律问题 ，在
立法中就会采取封闭的立法形式 。如果认为人的认识是非至上性的 ，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可穷尽的，则必
然会采取措施，以弥补其短暂立法中未能预见的事物，在立法中必然采取开放的形式。 我们在上面说
到，人是有限理性的，立法者也是有限理性的，所以冲突法的立法就必须采取开放式的立法 ，尽可能地规
定已经出现或者将来要出现的法律关系 ，但立法者不可能预见所有的问题 ，那么立法者就赋予司法者一
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应对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法律问题，使得司法者的活动成为立法者活动的自然延
伸。对于冲突法如何采取开放的立法形式，我们可以借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 》做法，其第 1 条
规定： “（ 1） 当外国有连结的事实，在私法上，应依与该事实有最强联系的法律裁判。（ 2） 本联邦法规所
包括的法律适用规定，应视为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项规定表明最强联系原则是奥地利冲突法的立法基
本原则，所有该法制定出的冲突规则都是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如果对于某些案件在法律中找不到相应
的具体冲突规则，那么，最强联系原则就可以从幕后转到前台 ，转化为一个法律选择方法直接决定其法
律适用。换言之，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备用性，日后有新的涉外民事关系出现，而法律又无相应的法律适
用规则，那么该原则作为备用，随时可以应招，用以弥补冲突法立法的欠缺。
《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与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做法有不同之处，奥地利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
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法律适用法》是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原则 。 其第 2 条规定： “涉外民事关
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本
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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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表明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预见所有今后发生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所以
其在立法中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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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使得《法律适用法 》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具有对外沟通的系统与工具。 正
如费宗祎先生所言，《法律适用法》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 。虽然《法律适用法 》采取了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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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原则弥补了立法中的不足，但是该立法并没有完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精髓 。 难怪西南政法大
学刘想树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本可利用其后发优势将最密切联系
规则提升为我国涉外民事立法与司法的拱心石 ，但该立法表达却有将其贬至边缘状态的倾向 ，从而表现
［11］
反现代化的特征，值得调整。” 在该文中，刘想树教授认为《法律适用法 》第 2 条立法定位有其历史基
础，也符合我国的司法习惯，其原因有： 大陆法系“全能的立法、服从的司法 ”的司法传统； 冲突规范的硬
［12］
性约束； 涉外司法的划一要求； 法律适用的稳健考虑； 司法任务的有效简化 。 也就是说，《法律适用
法》虽然注意到立法的开放性，但是其开放性并没有彻底，没有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到国际私法立法
原则的地位。
最密切联系原则除了具有冲突法立法补缺的功能之外 ，还具有矫正硬性冲突规则引起不合理现象
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只有把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 ，才能体现出来。对于矫正功能的运用，我们
可以举 1988 年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15 条第 1 款的规定： “根据所有情况，如果案件与本法指
定的法律明显地仅有松散联系，而与另一法律却具有更密切联系的关系 ，则作为例外，不适用本法所指
定的法律。”瑞士国际私法这种规定，就是将法律选择方法硬性、软性规定以原则和例外方式有机地结
合起来。具体地说，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首先适用现行的具体冲突规则 ，但是在某一个具体案件中，
若采用现行冲突规则，出现显失公平或不合理的情况。那么，就可以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例外来
矫正这种因硬性冲突规则所造成的不合理 、不公平的现象。在这种规定下，最密切联系原则既不会被滥
用，又可起到矫正功能的作用。
笔者曾设计该原则立法的条款： 本法所规定的法律适用具体规则，应认为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 根
据所有情况，若案件与本法所指定的法律联系并不紧密 ，而与另一项法律的联系明显地更为密切的，即
可作为例外，不适用本法所指的法律； 本法没有规定，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法律 。
该设计首先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表明了法律适用是基于萨维尼模式 ，也即依每一法律关系的本座决
定该法律关系所应适用的法律的原则 。萨维尼所称之“本座”，可理解为与每一法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
的地域或国家，所以他的学说实际上主张对每一类法律关系应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 ，把国
际私法稳定性、结果的可预见性价值放在首位。接着规定了例外情况，并借鉴了 1988 年《瑞士联邦国际
私法法规》的规定，可起到矫正功能的作用。该规定赋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 ，引进了一些灵活
性，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 ，避免适用硬性规定所导致的对案件
当事人不公平的现象。适用例外条款必须有两个条件： （ 1） 案件与被指定的法律联系不紧密； （ 2） 案件
与另一法律之间有密切得多的联系的存在 。最后的规定起到补充立法不足的功能，即补缺功能。 现代
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复杂性，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预见所有的问题 。故在立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赋予法
［13］
官以自由裁量权，以补充立法的不足，使得司法活动成为短暂立法活动的逻辑延伸 。
显然，《法律适用法》只是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并没有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上升到基本

原则的地位。也就是说该规定赋予最密切联系规则以兜底救济的地位 ，也因此将其排除在涉外民事关
［14］
系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之外 。这样的规定，虽然体现了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但并没有充分利用最密
切联系原则。其造成的问题有： 无法优化选法结果； 无法缓解制度缺陷； 无法矫正不当管辖； 无法调整涉
［15］
外识别等 。所以，刘想树教授提出其建议，即： “第一，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
系适用的法律； 第二，如果与案件相关的情势清楚显示，案件所有要素位于所选之法所属国之外的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该国或地区法律中不许以协议变更的法律条款应予适用 ； 第三，如果与案件相关的情势
清楚显示，依本法所选法律所属国之外的另一国或地区与案件有更密切联系的 ，应适用该国或地区的法
律，但当事人意思自治除外； 第四，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或者无法确定的 ，
［16］

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其建议与笔者的建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又比笔者的
建议更为合理。
总之，《法律适用法》不仅在总则中的立法体现了有限理性，而且在具体法律适用中也体现了有限
理性，也就是在分则中规定了自由裁量权的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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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自由裁量权角度看《法律适用法》
据《牛津法律大辞典》，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 法官） 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其所作出的决定在
当时的情况下应当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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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笔者以

为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法庭在诉讼活动中依法斟酌以确定法律规则或原则界限的一种权力 。以此可
推断出，国际私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法庭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 ，根据国际私法原则或规则
中的弹性规定，合理选择案件所要适用的法律以解决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一种权力 。
法律的局限性是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点工具的特质在取得其积极价值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
代价，是法律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地实现其目的的情况 。 法律的局限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
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等。历史上关于任何克服法律局限性问题的种种探讨，无不围绕法 （ 严格规则 ） 与
人（ 自由裁量） 两个因素的关系问题展开。 绝对的自由裁量主义使人民失去安全，并破坏法制的统一。
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又使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 ，并牺牲了个别正义，因此，人们
［18］
只得摆脱这两种极端主张而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 。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
方国家就逐渐出现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高潮的以反思辨 、重经验、重现实为特征的哲学运动，
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实用主义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存在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 ”。 美国
大法官霍尔姆斯就曾说：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官不能从法哲学的信条出发，而是从社
会实证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法律适用过程的重要性，不注重法规的逻辑运用，主张在行动中发现和创
［19］

制法律

。反映到国际私法中，就是自由裁量主义在冲突法中渗透的过程，即赋予法官以相当大的自

由裁量权。美国的现代国际私法的变革正是以此为哲学基础 ，以追求具体正义为根本价值取向 ，例如凯
佛斯、柯里、里斯、利费拉尔等人的学说无不反映了这一点 。欧洲大陆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响 ，其
1988 年的《瑞士
在立法中都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如 1979 年的《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 》，
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等。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法官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 。 从目
前各国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自由裁量主义在冲突法中的渗透，在一定范围内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0］
这是国际私法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有限理性在国际私法立法中的必然体现 。
《法律适用法》出台以前，
我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规主要有 198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
1988 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下简称《民法通则》） 、
199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以下简称《海商法》） 、
1995 年的《中华人民共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199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以及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和国票据法》、
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
自由裁量权条款表现为层次多、
范围广两大特征。不仅在《民法通则》一般法中有所规定，而且在《合同
《海商法》、
《票据法》等特别法中也有规定，
《海商法》第 269 条。同时在司法解
法》、
如《合同法》第 126 条、
183 条、
185 条、
187 条以及《规定》第 5 条。这些规定涉及合同、
释中也有规定，
如《意见》第 182 条、
扶养、
国
籍、
住所、
营业所积极冲突的解决，
多法域的认定，
侵权行为地的认定。
从以上的立法来看，我国法学界对法官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讳莫如深或不予承
认。作为成文法的我国，似乎不存在奉行“自由心证”、“判例法 ”等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执法中的
自由裁量权。然而，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中 ，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客观存在的 。作进
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一权力范围甚至比英美法系国家还要广泛 。因为后者的法官行使这一权力具
有很强的倾向性，即行使这一权力时要记录入卷，以供日后的法官自由裁量时保持一致。 因此，这种自
由裁量权因为要受到“判例”限制而逐渐变小，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则无此束缚，使这一权力一直处
［21］
于神秘的失控状态 。
尽管我国冲突法有关自由裁量权条款的规定 ，有其合理性的地方，但整体水平尚欠完备，法官自由
裁量权规定模糊、过大，且多规定在司法解答中，没有上升到一般立法。另外，许多领域如婚姻家庭都没
有加以规定，形成了立法上的真空。这种现状已不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法律适用法 》在吸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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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立法教训基础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 》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 以
下简称《示范法》） 的有关规定，对自由裁量条款的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规定 。
关于总则中自由裁量条款的规定，《法律适用法 》除了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性质外，还对多
法域的认定作出了规定，即其第 6 条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律，该国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法律
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其不同于以往的规定。《意见 》第 192 条规定：
“依法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法律的 ，依据该外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
冲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地区的法
律。”《示范法》第 16 条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即： “依照本法规定应适用外国法律时 ，而该国的不同地区
实施不同的法律的，或者该国的不同的人受不同的法律支配的 ，应根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冲突
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直接适用与国际民商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
律。”对于多法域的确定问题，《意见》和《示范法》都是采取综合的方法，如果冲突规范指向适用多法域
国家的法律，首先依照该国的区际冲突法确定准据法 ，如果被指定国家没有区际冲突法规则，则可适用
与该民事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法律。《法律适用法》并没有采用综合方法，而是直接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
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究其原因，是因为如果适用区际冲突法规
则，则需要查明该国的有关区际冲突法的规定 。查明外国冲突法的规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给法院带来
繁重的司法任务，而且即使适用该国区际冲突法规则 ，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做法，还不如直接赋予法官
自由裁量权，直接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 ，到达适用较为公平合理的法律。
关于民事主体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条款的规定，《法律适用法 》改变以前立法广泛赋予法官自由裁量
权的做法。关于国籍积极冲突的解决，《意见 》第 182 条规定： “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
住所或者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 。”关于住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意见 》第 183 条规
定： “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 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
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 。”关于营业所的积极冲突的解决，《意见 》第 185 条规定： “当事
人有两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 。”因为《法律适用法 》
采取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的连结因素 ，所以没有必要对住所的积极冲突以及法人营业所的积极冲突
问题做出规定，只是规定了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以及自然人经常居所地不明的，适用其现
在居所地法律。对于国籍冲突的解决，其第 19 条规定，依照本法适用国籍国法律，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
国籍的，适用有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 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
国法律。自然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的，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律。 这一规定，也与《意见 》不同。《意
见》是采取法官选择的做法，即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的法律为其本国法。也就是说法官或者采用住所地法 ，或者采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至于到底适
用什么法律，该规定赋予了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选择是任意的，完全凭法官的主观臆断和自由
裁量，显然对当事人来讲可能会造成不公正 、不合理的结果。所以，《法律适用法 》对法官过大的自由裁
量权作出一定的限制，要求法官首先适用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 ，只有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
才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 。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体现国际私法明确性与一致性的价值，又
在一定情况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较好地平衡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变动性 。
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法律适用法》总体上延续了我国以前立法较为先进合理的规定 。 我国
《民法通则》第 145 条规定：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合同法 》第 126 条、《海
商法》第 269 条都作了相类似的规定。这几条规定表明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采用意思自治
原则，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何为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需由法官自由裁
量。这样规定过于简单，法院在适用时享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 ，会造成在适用时无所适从，破坏了法律
的统一性。应该对该规定所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适当的钳制 ，钳制的方法不妨借鉴 1988 年
的《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 》和 1985 年的海牙《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 》中的有关规定。 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答 》中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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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比较合理。《解答》根据《民法通则 》以及《涉外经济合同法 》的规定，明确提出应适用与合同有密
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对判定那一法律与合同存在最密切联系的问题，《解答 》既拒绝采取完全交由法
院自由裁量的做法，也不采取只允许法院适用立法上特别明文规定应视为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做法 。 首
先，《解答》对十三类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接着规定允许法院如果发现合同明显地与
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具有更密切联系 ，便应放弃上述规定，改为把该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
理合同争议的准据法。《解答》中的规定反映了当代合同的法律适用新发展，其比奥地利、南斯拉夫等
国家的规定先进，也比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规定先进。 理应将其规定上升到法律的地位。 随着
我国《合同法》的生效，原来的《涉外经济合同法》、《解答 》也随即失效，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部分也会
失效。值得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7 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
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得合同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规定 》仍然延续《解
答》中的基本做法，其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
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 ，应根据合同的
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 ，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
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也就是说，对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 ，仍然采
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但是对于何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
法律，《规定》采取了大陆法系的特征履行原则 ，并对十七类合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明确规定 ①。 但
是，为了防止对具体合同法律适用限制过死 ，又规定如果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联系
的，适用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1999 年《合同法》以及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
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仍然是处理合同法律适用现行有效的法律，《法律适用
法》没有必要再对具体合同法律适用作出具体的规定 ，只需要作出原则性规定。 其第 41 条规定： “当事
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尽管该规定基本上延续以前立法的规定，
还是有一点微小的改变，即采取了法官选择的做法。《规定 》的做法是首先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然后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接着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用特征履行的做法进行限制 ，并对十七类具体合同法
律适用作出具体规定，最后是采用更密切联系原则再一次进行软化处理。《规定 》的做法既体现了合同
法律适用灵活性的一面，又适当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而《法律适用法 》只是简单规定适用履行义
①

第五条： “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
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 一） 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住所地法； 如果合同是在买方住所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住所地履
行交货义务的，适用买方住所地法。
（ 二） 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以及其他各种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住所地法。
（ 三） 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地法。
（ 四） 不动产买卖、租赁或者抵押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 五） 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住所地法。
（ 六） 动产质押合同，适用质权人住所地法。
（ 七） 借款合同，适用贷款人住所地法。
（ 八） 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住所地法。
（ 九） 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承租人住所地法。
（ 十） 建设工程合同，适用建设工程所在地法。
（ 十一） 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住所地法。
（ 十二） 保证合同，适用保证人住所地法。
（ 十三） 委托合同，适用受托人住所地法。
（ 十四） 债券的发行、销售和转让合同，分别适用债券发行地法、债券销售地法和债券转让地法。
（ 十五） 拍卖合同，适用拍卖举行地法。
（ 十六） 行纪合同，适用行纪人住所地法。
（ 十七） 居间合同，适用居间人住所地法。
如果上述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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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其规定
并没有完全体现了《规定》中的立法精神，法官被赋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我们不妨进行如下修改： “当
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 ，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与合同有最
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是指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如
果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联系的 ，适用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
关于婚姻家庭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条款的规定，《法律适用法 》主要是采取了弱者权利保护原则。 国
际私法上的保护弱者原则，是指在制定、运用、实施和解释国际私法时，应侧重于保护在国际民商事关系
［23］
中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国际私法层面上的弱者，是指在涉外民事关系中处于弱势或不
［24］

利地位的当事方

。弱势或不利地位的考察标准可以从经济、技术、信息、权利配置、组织关系和智力

体能等方面来进行判断。在国际私法立法中，一般是采取灵活弹性的冲突法规则 ，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
裁量权，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各种情况来进行判断适用对弱者一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 。 在某一法律关
系，如果能够明确一方当事人为弱者 ，则可以在立法中直接作出规定，例如在扶养的法律关系中，被扶养
人就是弱者一方当事人。如果在某一法律关系中，不能够明确何方当事人为弱者，则在立法中直接规定
适用对弱者一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 ，至于何方为弱者，就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例如在父母
子女关系中，可能是子女为弱者一方，也可能是父母为弱者一方。《法律适用法 》主要在父母子女人身、
财产关系、扶养以及监护三个领域运用弱者权利保护原则。《法律适用法 》第 25 条规定： “父母子女人
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
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 。”第 29 条规定： “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
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第 30 条规定： “监护，适用一
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 。”以上三条所规定方式
略有不同，其灵活程度也不一样，那么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程度也不一样。 第 25 条的规定首先是要
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在父母子女法律适用中 ，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法律是处于
绝对重要的地位，是能够保护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只是在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情况 ，由
法官根据情况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 。在该条
中，何为弱者是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来确定 ，法官在适用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选择范围是当事
人的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也就是在当事人属人法中进行选择 ，排除其他冲突规则所指向的
法律，其原因是婚姻家庭领域与人的主体因素密切相关 。 这样，第 25 条的规定，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注重了在父母子女法律适用中的稳定性与一致性 ，同时也赋予法官例外情
况的自由裁量权，达到充分保护弱者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第 29 条、第 30 条的规定则赋予法官更大的自
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弱者权利保护原则适用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 、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 在这两条
中，弱者一方当事人不需要法官进行判断。 关于扶养的法律适用问题，《民法通则 》第 148 条则是采取
最密切联系原则，即“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尽管《民法通则 》第 148 条与
《法律适用法》第 29 条同样都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两者的着重点不同。 前者是着重最
密切联系原则，后者着重弱者权利保护原则； 前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为广泛，考虑的因素范围不受到
限制，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决定 ，后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只能根据当事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作出判断 。 所以，《法律适用法 》第 29 条的规
定比《民法通则》第 148 条的规定更加合理和更加能保护弱者的权益 。
总之，《法律适用法》对于自由裁量权条款的规定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在范围上也是比较恰当的。
三、简短的结论
《法律适用法》在立法上具有重大的突破，
从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来看，
标志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走
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新的起点，
标志中国国际私法由附属走向了独立。中国国际私法在新的平台上进行
法典模式是中国国际私法的未来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我们剖析《法律适用法》的优劣，需要我们研究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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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法》在具体实施中的问题，
为未来中国国际私法法典的制定积累实践的素材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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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on the Ac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pplication of
Law in Civi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ntacts
—From the View of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Discretionary Power
Xu Weigong
（ Law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 On 28 October，
2010，China promulgated the Ac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pplication of
Law in Civi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ntacts，which came into force in China on 1 April，2011． As the first
choice-of-law Act of China，the Applicable Law Act is a milestone in the legisl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view of limited rationality and discretionary power，the Applicable Law Act
has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the legislation． It takes the opening legislation form，establishes the supplement character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emphasizes the right protection of weak party
and gives certain discretionary power to the judg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ents to be perfected，for example，it did not make the doctri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Key words： limited rationality； discretionary power； Applicable Law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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