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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秋风送爽、叠翠流金，2022中国仲裁高峰论坛暨第二届贸仲全球仲裁员大会如约而至。来自国内外主要仲裁机构代表和有关国家法官、仲裁员、律师、学
者及工商界人士200余人欢聚一堂，聚焦智能互联时代国际仲裁发展前沿热点问题，积极探索国际仲裁未来发展方向，共同展望国际仲裁美好前景。来自141个国家
和地区约316.3万人次在线关注或收看，共襄盛举，共创未来。

国际形势动荡之下，国际仲裁
界的年度最大盛会——中国仲裁
高峰论坛在 9 月这个金秋时节如
期举办，作为中国仲裁周的核心活
动闪亮登场。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国际经贸投资争议解
决面临重大挑战。”中国贸促会会
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致辞时说，仲裁
作为国际通行的经贸投资争议解
决途径，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优
化国际营商环境、推进国际法治建
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机遇
和新挑战，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大
力促进科技与商事仲裁深度融合，
不断提升仲裁的数字化、智能化、
国际化水平。

贸仲受案量逆势增长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任鸿斌表示，今年是中国贸促会成
立 70 周年。5 月 18 日，习近平主
席在庆祝中国贸促会建会70周年
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
发表重要视频致辞，高度评价中国
贸促会为拉紧中外企业利益纽带、
推动国际经贸往来、促进国家关系
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中
国贸促会在国际经贸仲裁、知识产
权服务、商事调解等领域工作，为
做好贸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贸促会附设的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中国最早
设立和最具代表性的常设仲裁机
构，也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涉外仲裁

机构。
“自成立以来，贸仲肩负着促

进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服务国家建
设的历史使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
对外贸易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任鸿斌介绍说，贸仲于 1956
年颁布施行了我国第一部涉外仲
裁规则，确立了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的仲裁制度，推动中国加入联合国

《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
公约》即《纽约公约》，为我国仲裁
立法和仲裁事业长远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贸仲首创仲裁与调解相
结合制度，后被我国《仲裁法》所吸
收，并日益得到国际仲裁界的广泛
认可，被国际上誉为“东方经验”；
为满足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所带
来的纠纷解决需求，贸仲自 2000
年起率先开展域名争议解决实践，
首开我国互联网争议解决先河；培
养了我国第一批涉外仲裁员队伍，
为推进我国仲裁事业国际化发展
提供了人才保障。贸仲不断创新
仲裁理念，全面提升国际仲裁服务
能力，主要业务指标屡创新高，受
案数量始终保持领先，涉案争议金
额、当事人国别数均位居国际主要
仲裁机构前列，以独立公正专业高
效廉洁的仲裁服务赢得了国内外
的普遍认可，铸就了中国仲裁的公
信力，树立了为全球中外当事人提
供机构仲裁服务的典范。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交织叠加，全球发展面临诸多不确
定不稳定因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
发展同样面临着变革和挑战。”中
国贸促会副会长柯良栋表示，《仲

裁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期待修
订后的《仲裁法》为我国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更有力的
制度保障。

根据 9月 5日发布的《中国国
际 商 事 仲 裁 年 度 报 告（2021—
2022）》，2021 年贸仲商事仲裁案
件受案量增加，涉案标的额连续 4
年突破千亿元大关。就争议类型
而言，货物买卖纠纷、机电设备纠
纷、股权纠纷等传统的纠纷类型
仍然是争议涉及的主要类型；另
一方面，互联网、文娱产业、知识
产权等领域的纠纷案件数量也在
逐步增多。

在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和
美国伟凯律师事务所去年发布的
业界权威的国际仲裁调查报告
中，贸仲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
五大仲裁机构之一。今年 5 月，
贸仲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式列
入“提供网上争议解决服务的提
供商名录”。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人工智
能等现代科技正渗透到国际仲裁
运行的方方面面，这一现象和趋势
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外仲裁业界的
高度关注。”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
王承杰说，联合国贸法会今年春天
召开的第二工作组研讨会对数字
经济争议解决、网上争议解决、与
技术相关的争议解决等问题进行
过专题研讨，贸仲也专门派员参会
并嗣后发布了观察报告。

王承杰表示，在当今错综复杂
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国际仲裁

在争议解决方面的优势与作用愈
发突显，科技赋能将进一步提升国
际仲裁的效率、降低成本、增强透
明度、提升公信力。

国际商事仲裁面临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
员、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王淑梅表
示，中国法院不断完善仲裁司法审
查机制，促进仲裁司法审查标准统
一；依法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明确新类型案件的裁判规则；大力
推动诉讼与仲裁调解的融合发展，
建设“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机制；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
支持仲裁国际化发展；切实履行国
际条约义务，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国际商
事仲裁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
王淑梅表示，智能互联时代办理
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要不断推动
仲裁智能化与保护当事人意思自
治，推动仲裁信息化与确保仲裁
程序公正，推动大数据利用与个
人隐私保护。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
（2021—2022）》指出，技术正在迅
速改变法律的实施方式，其中，人
工智能显然是一个热门话题。而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法律行业，尤
其是仲裁领域，更加明显感受到法
律科技进步的影响。显而易见的
是，法律技术中的人工智能可以提
高仲裁的效率并降低成本。因此，
虽然由于法律领域对技术的保守
态度致使数字化在法律领域受到

限制，但市场因素、技术进步和竞
争将很快迫使法律行业更广泛地
利用技术。

为此，本次论坛以“迈向智能
互联的全球仲裁”为主题，与国内
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智能互联网
时代的仲裁发展之路。

“在新冠疫情给仲裁事业发展
带来挑战的背景下，电子送达、远
程视频开庭、云仲裁平台等诸多新
形式的出现，让现代科技融入到仲
裁事业当中，为国际仲裁规则带来
新的变革，同时也关注了诸如技术
发展不均衡、仲裁规范滞后等问
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
程说，去年司法部发布了《仲裁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就有不
少运用科技来开展仲裁活动的规
定，涉及送达、开庭等若干程序环
节。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仲裁业发
展中务实和创新的精神。

高子程表示，在全球化进程
中，“智能互联”必将继续推动国内
外仲裁机构案件管理方式的相互
借鉴和共同创新，带动国内和国际
仲裁法律规范和制度规则的完善，
加速国际仲裁事业全球化的进程，
促进全球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
发展。

仲裁须守正创新

中国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已成
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和竞

争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
仲裁要在服务国际经贸发展、推动
国际仲裁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
大作用。”任鸿斌建议，一是守正创
新，推动国际仲裁更广泛运用。仲
裁是解决国际经贸争议的通用语
言。要坚持先进仲裁理念，完善仲
裁规则和制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仲
裁与调解相结合、“一站式”争议解
决机制等东方实践和经验，发挥多
元化争议解决引领示范作用，贡献
中国智慧和方案，为优化全球治理
体系、完善国际争议解决机制、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不懈
努力。

二是数字赋能，增强国际仲裁
发展新动力。科技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
面对数字经济为全球发展带来的
新机遇，要坚持科技赋能，促进科
技与国际仲裁深度融合，加强创
新成果共享，不断提升仲裁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实
现国际仲裁高效率、低成本，增强
仲裁透明度，迈向更加智能互联的
新时代。

三是包容并蓄，促进国际仲裁
交流互鉴。仲裁具有天然的国际
性，遵循商人社会的万民法。国际
仲裁应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促进协调融合发展。要进一步增
进仲裁交流互鉴，让国际仲裁交流
互鉴成为贸仲全球仲裁员和国际
仲裁界人士增进友谊的桥梁，成为
推动国际仲裁发展的动力，努力为
国际仲裁事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

携手未来 共创国际仲裁新时代
2022中国仲裁高峰论坛暨第二届贸仲全球仲裁员大会在京举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王胜明：

不断提高我国仲裁机构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仲裁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为推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当前，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最好的仲裁应该是权威、谦抑、创
新、规范的仲裁。仲裁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式，
仲裁员应当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当事人；《仲裁法》修
改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尽可能尊重和体现当事人意志，切
实加强对仲裁员的监管；要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
智慧仲裁，不断提高仲裁的公正和效率，不断提高我国仲
裁机构的国际地位。

▶▶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

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仲裁新目的地
司法部将统筹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试点

工作作为新时期大力加强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战略
性任务，推动将北京市打造成为服务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与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将上海
市打造成为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将广东省广州
市和深圳市打造成为联动香港和澳门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面向全球的国际商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
心，将海南省打造成为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面向太平
洋和印度洋的国际商事

仲裁中心，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国际仲裁新目的地。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
大法官刘贵祥：

推动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仲裁司法审查工作，积极支

持仲裁制度改革。贸仲作为首批被纳入国际商事纠纷
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五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为推动

“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为实现智能互联时代国际仲裁良好发展，应积极
应对机遇挑战，提升国际商事仲裁服务水平；支持仲裁制
度创新，完善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坚持务实合作交
流，推动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

▶▶联合国贸法会秘书长Anna Joubin-Bret（安娜 乔
宾—布莱特）：

启动关于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方式的行动倡议
联合国贸法会启动了关于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方

式的行动倡议，希望与会嘉宾通过本次论坛对数字经
济争端解决方式展开深入研讨交流，达成全球数字经
济治理法治化的国际共识。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世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经
济全球化面临严峻考验。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创新格
局，世界迎来发展机遇。

这是一个亟需我们作出改
变、努力和担当的时代。

9 月 6 日，中国贸促会会长
任鸿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王胜明，司法部副部长
熊选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刘贵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柯良
栋，贸仲荣誉仲裁员费宗祎，贸
仲仲裁员郑若骅，贸仲副主任兼
秘 书 长 王 承 杰 共 同 支 持 发 布

《2022 贸仲全球仲裁员倡议》。
时间在这一刻定格，不仅发出全
体贸仲仲裁员铿锵有力的誓言，
更铭刻了 1897 位仲裁员掷地有
声的承诺。

“66 年前，秉持促进和服务

国际经贸发展的信念，贸仲作为
新中国第一家仲裁机构正式成
立。”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
杰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
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奋斗，贸
仲栉风沐雨，勇毅前行，仲裁事
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跻身国际仲
裁机构前列，成为中外当事人广
泛认可的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之
一。贸仲仲裁员队伍由最初仅
有 21位仲裁员不断发展壮大，至
今已聘任了来自 14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897 位仲裁员，包括 112 个
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
和地区，覆盖了全球六大洲，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布局。

道固远，笃行可至。王承杰
介绍说，自 2018 年贸仲首届全
球仲裁员大会以来，4 年间，贸
仲受理涉外案件增长 22%，双方
均为境外当事人的国际案件增
长 69% ，涉 外 案 件 标 的 额 增 长
97%，约定适用 16 种外国法律或

公约，当事人来自 148 个国家和
地 区 ，国 际 化 因 素 大 幅 提 升 。
2018 年，贸仲首次走出国门，在
境外设立贸仲欧洲仲裁中心和
北美仲裁中心，国际化网络布
局不断扩大，为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居之无倦，责在人先。“在这
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贸
仲愿与全球仲裁员一道，顺应经
济全球化发展大势，践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始终不渝致力于
推动国际仲裁发展，为世界可持
续发展营造和谐美好环境，实现
共赢共享。”王承杰说。

心合意同，谋无不成。《2022
贸仲全球仲裁员倡议》呼吁，凝
聚团结合作共识，坚守公平正
义信念，推进仲裁创新发展，促
进青年进步，探索多元化争议
解决最佳实践，推动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22贸仲全球仲裁员倡议》发布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范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