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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立新能源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New Energy，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ecs 

for h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the SZSE 

2022 年 7 月 27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新疆立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能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立新能源本次发行股票

233,333,334 股，发行价格为 3.88 元，股票代码 001258。 

立新能源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其

始终秉承“立新、聚能、泓源、美疆”的企业使命并以“信任、责任、创新、协同”作

为核心价值观，在全面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行业背景下，牢牢抓住生态文

明建设、能源供给侧结构优化升级这一重大有利的发展机遇，紧密围绕综合能源应

用服务转型与科技创新引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担任立新能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顾问，为立新能源本次

发行上市提供了全程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由合伙人郝震宇律师、刘斯亮律师领

衔，由张云栋、程明明、郝茜、张晓武等多位律师、律师助理承办。 

感谢立新能源对国枫的信任，感谢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国枫工作的支持与协助，也感

谢各位国枫同事的辛勤付出。 

在此，祝贺立新能源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祝愿立新能源迈上新征程！

勇攀新高峰！开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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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英唐智控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项目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Yitoa Intelligent Control issuing shares to specific subjects through 

simplified procedures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ecs for has been approved by CSRC 

近日，由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英唐智控，

300131）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英唐智控是中国领先的半导体元器件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凭借强大的产品线

资源及技术支持能力，提供优质的代理分销及基于二次技术开发的整体方案解决服

务，客户涵盖通信、汽车、家电、公共设施、工业等领域，包括比亚迪、特斯拉、

OPPO、VIVO、格力、美的、海康威视、汇川技术等。 

近年来，英唐智控在持续深化发展元器件分销优势业务的同时，致力于向上游

半导体研发、设计和制造方向延伸产业布局。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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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万元，用于 MEMS 微振镜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以加大产品研

发投入，促进业务转型升级，把握行业发展机遇，保障中长期战略实施。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是资本市场近年的标新之举，其审核效率极高，

为上市公司快速融资提供了便利，但也对中介机构申报文件及执业质量提出了更为

严格的要求。国枫孙林律师团队为本次发行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签字律师为孙林

律师、黄晓静律师、刘晗律师。在此感谢保荐承销机构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审

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密切工作配合，预祝英唐智控发行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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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南大光电可转债项目获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 

Grandway Law Offices helped Shanshan Stock issue GDR in the 

first batch and get listed on the Swiss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7 月 28 日，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600884.SH）成功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的

GDR 共计 15,442,300 份，对应 77,211,500 股基础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份

GDR20.64 美元，募集资金合计约 3.19 亿美元。 

杉杉股份深耕锂电核心材料领域 20 余年，系锂电材料行业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在 2021 年成功并购 LG 化学偏光片业务后同时驶入极具价值的“黄金赛道”，形成

“双主业、双驱动”的发展新格局。杉杉股份将继续充分把握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

大发展、显示面板产业国产替代等历史机遇，不断提升核心业务的全球竞争力，致

力于成为锂电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两大细分市场的全球领导者。 

本项目自启动至成功上市历时不足 4 个月，国枫作为发行人境内法律顾问，在

项目时间表安排紧凑的情况下，秉承“珍视信任、不负所托”的核心理念，克服疫

情等不利因素影响，为本次发行提供专业、高效、细致的全方位法律服务，包括境

内法律尽职调查、法律意见书出具、公司内部决策及公告文件协助制备、境内外监

管审批的申请推进等工作，协同境内外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助力杉杉股份成功发行

GDR 并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本项目由合伙人臧欣律师负责，签字律师为臧欣律

师、成威律师、徐丹丹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曹梦倩律师、缪佳伟律师助理。 

杉杉股份系 GDR 新规落地后，首单完成簿记定价并首批实现在瑞士证券交易

所发行上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本次发行作为“沪伦通”迈向“中欧通”的重要里程

碑，亦将为境内企业拓宽国际融资渠道，深度参与、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有效示

范。国枫感谢杉杉股份对本所的信任与支持，感谢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利达律师事务所等境内外其他中介机构的

支持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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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荣誉|国枫荣获《中国法律商务》2022 年度两项中国法律大奖

提名  

Grandway Law Offices have been nominated for two China Law 

&Practice Awards 2022 by China Legal Business 

2022 年 7 月 27 日，国际知名法律媒体《中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公布了 2022 年度中国法律大奖（The China Law & Practice Awards 2022）

入围名单，国枫律师事务所凭借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出色的行业口碑，荣获“年度杰

出交易：电信、传媒及科技”和“年度杰出交易：融资”两项提名。 

 

2022 年度中国法律大奖（The China Law & Practice Awards 2022）由 ALM 旗下

的《中国法律商务》（China Law & Practice）、《美国律师》（The American 

Lawyer）、《亚洲律师》（The Asian Lawyer）以及 Legal Week 联合评选而出，旨

在嘉奖本年度业内最具前瞻性及创新性的交易、开创先河的案例和最顶尖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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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长三角地区劳务派遣合规用工指引》发布 

The Guidelines on Labor Dispatch Compli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as issued 

为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引导用工单位依法依规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劳务派遣单位依法依规开展劳务派遣经营活动，推进劳务派遣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劳务派

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长三角地区实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劳务派遣合规用工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指引》内容分三部分，分别为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和劳动纠纷处理。用

工单位部分从劳务派遣岗位使用范围、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以及如何正确区分劳务派

遣和劳务外包、劳务派遣单位的选择、劳务派遣协议的签订、用工单位对被派遣劳

动者应当履行的义务、用工单位可以退回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用工单位不得退回

被派遣劳动者的情形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等对用工单位的其他限制性规定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和引导。劳务派遣单位部分从劳务派遣单位的资质要求、条件，资质的

变更和延续、年度经营情况报告、劳动合同的订立及必备条款、劳务派遣单位对被

派遣劳动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劳动合同的解除等方面进行了申明和引导。劳动纠纷

处理分别从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保障监察做了规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 

The Guidelines of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n 

Strengthening the 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raisal were 

released 

7 月 2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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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要推动出台知识产权鉴定相关国家标准、团体标准。明确要重点

做好专利、商标、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鉴定工作，主要协

助解决知识产权争议中的专门性事实问题。知识产权鉴定意见作为一种证据，必须

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指导意见》指出，力争到 2025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管理

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知识产权鉴定标准体系，知识产权鉴定机构规模合理、

技术领域覆盖面广、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知识产权鉴定的应用范围更加广

泛，对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技术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指导意见》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强对知识产权鉴定工作的政策引导，推

动知识产权鉴定行业自律组织开展行业自律管理，对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建设加强跟

踪指导和动态管理。各地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本地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和

鉴定人培养力度，建立健全本地知识产权鉴定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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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可仲裁性问题的实务研究 

Practical research on arbitrability of securities misrepresentation 

dispute 
作者：何海峰、陈豪鑫、朱泽硕 

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管辖问题一直是兵家必争要地。近年来，证券虚

假陈述纠纷的主管问题也日益突出，该类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逐渐成为关注要点，

并成为证券侵权争议解决领域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颁布之前，虚假

陈述案件的诉讼管辖规则错综复杂。《若干规定》颁布后，其简明清晰的诉讼管辖

规则，厘清了大部分管辖争议。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主管问题仍存在模糊地

带。实践中，部分证券在发行交易等文件中约定了仲裁条款，而证券虚假陈述纠纷

案件涉及主体众多，有时又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这导致相关仲裁条款

能否适用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结合办案经

验及实务调研，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属于侵权纠纷，而侵权纠纷在我国的法律层面和司法实践中

经历了从“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的过程。侵权纠纷属于一种非契约型纠纷，

仲裁则必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故侵权纠纷与仲裁制度存在天然的矛盾，本不

应由仲裁来主管。但 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原第一百一十一条“依照

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

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中“合同纠纷”这一表述删

除。即《民事诉讼法》在法律的层面为侵权纠纷的仲裁留出了空间，但规定并不明

确，司法实务对此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比如，最高法院也在相关案例中就认为，在

合同存在仲裁条款时，“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的合同纠纷与侵权

纠纷均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对此不享有管辖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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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司法政策上对于管辖问题十分谨慎。《若干规定》第

三条规定：“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由发行人住所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

辖。”并未明确提及有关纠纷是否可以由仲裁机构主管。该条还规定：“高级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确定管辖第一审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

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可见鉴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特殊

性，最高院对其管辖问题持谨慎态度，确定其他中级人民法院是否具有对证券虚假

陈述纠纷具有管辖权，不仅需要经过高级法院的决定，还需要向最高法进行备案。

因此此类案件是否能由仲裁主管亦需谨慎判断。 

具体到可仲裁性的问题，相关司法政策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目前制度上仍处

于谨慎放开的状态。原国务院法制办与证监会于 2004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做

好证券、期货合同纠纷仲裁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仲裁范围限定为“证券、期货合

同纠纷”。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

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中，要求“开展证券行业仲裁制度试点”。2021 年 10 月，

证监会和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开展证券期货行业仲裁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

“《证券仲裁试点意见》”），支持、推动证券期货业务活跃的北京、上海、深圳

三地开展试点，在依法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内部设立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适用

专门的仲裁规则，专门处理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证券期货纠纷；其中明确试点的证

券期货仲裁院（中心）的仲裁范围包括：“证券期货市场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财产

性权利受到侵害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其中，证券期货侵权行为引起的财产权益纠

纷包括违反证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规定的义务引

起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等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由此可知，证券虚

假陈述纠纷的“可仲裁性”正在试点范围内谨慎放开。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仲裁制度的试点，既说明我国重视仲裁机构在化解证券纠纷、

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也说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仍有很

大的规制空间，其中的争议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仲裁合意的来源，也即什

么样的约定可以构成有效的仲裁合意；二是受仲裁合意约束的主体，特别是能不能

约束协议签署方以外的第三方；三是可仲裁的纠纷范围，也即何种类型的证券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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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纠纷可以提交仲裁。 

 

二、实务的观察 

（一）仲裁合意的来源 

证券纠纷的仲裁合意可以在证券的发行、交易、索赔等多个环节中达成。通过

对相关案例的检索，暂未见在证券交易阶段达成的仲裁合意，而索赔阶段各方达成

的仲裁合意也不多见。仲裁合意一般会以《募集说明书》《认购协议书》《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等发行文件的形式达成，但也可能存在于部分公司章程和会员章程当

中。 

1.合同中的仲裁合意。证券主要包括股票和债券，当事人在发行阶段会签署各

种形式的合同，部分合同会约定争议解决条款。 

（1）股票。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信息披露义务人会签署《股票招股说明

书》，承诺如存在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将承担连带责任。检索近年来的 A 股市场

IPO 相关文件，我们发现，各方可能在《股票长期激励计划》《一致行动人协议》

《盈利补偿及回购协议》等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但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并不习惯

在 IPO《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约定争议解决条款。因此，A 股 IPO 阶段的证券虚假

陈述纠纷鲜有仲裁管辖的情形。 

但在定向增发股票时，发行人和认购人会签署《认购协议书》，此时，双方可

能会约定争议解决条款，部分当事人间会达成仲裁合意。例如某上市电子公司披露

了其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约定了争议应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深

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上市信息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争议应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上市教育公司签署的《股

份认购协议》约定了争议应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从检索的整体情况看，股

票的发行文件中达成仲裁合意的情形相对较少。 

（2）债券。相比股票，债券发行中，《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形

较为多见，常见于《募集说明书》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章节、“偿债计划及其他

保障措施”章节或《募集说明书》正文的最后部分。此外，还有在《募集说明书》

不同章节约定不同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对此最高院曾明确“应以行文中最后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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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议解决意思表示为准”。[2]《募集说明书》的仲裁条款一般表述为：凡因“发

行人违反上述约定而引发的争议”、“本次债券的募集、认购、转让、兑付等事项

引起的争议”或“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所产生的争议”，应交由某仲裁委员会进

行仲裁。需要强调的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募集说明书》的法律性质属于“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存在分歧，因此有的法院认为不能仅以持有人认购债券便认定其

默示同意、接受了仲裁条款的约束。[3] 

除《募集说明书》外，债券发行阶段的仲裁条款也可能约定在《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当中。如某债券在其《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章节

约定：“《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任

何争议……应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实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值得说明的是，北京高院和上海高院均认为《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

的仲裁条款应只约束发行人和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并未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故仲裁条款对债券持有人不具有约束力。[4] 

2.公司章程中的仲裁合意。依照原国务院证券委和体改委制定的《到境外上市

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到香港上市的公司，应当将下列内容载入公司章程：“凡境

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同资股股东之间，基于公司章程、

《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的与公司事务有关的

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前述

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提交仲裁时，应当是全部权利主张或者争议整体；所有由于同一

事由有诉因的人或者该争议或权利主张的解决需要其参与的人，如果其身份为公司

或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服从仲裁。”基于这

一规定，众多赴香港上市的公司章程中均包含仲裁条款。 

A 股也有部分上市公司的章程中包含仲裁条款。例如某上市铁建公司章程第

300 条：“公司事务有关的争议或者权利主张，有关当事人应当将此类争议或者权

利主张提交仲裁解决。”某上市科技公司章程第 192 条：“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发生

的纠纷，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3.会员章程中的仲裁合意。会员章程也可能是仲裁合意的来源。《证券仲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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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意见》规定：“资本市场自律组织的会员章程可以载明会员之间证券期货业务纠

纷的仲裁条款，规定或约定仲裁方式解决的争议范围，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条款申

请仲裁。”在虚假陈述纠纷中，同一自律组织的会员可能扮演不同角色，例如证券

公司可能是机构投资人、也可能是承销商、分销商。依照《证券仲裁试点意见》的

规定，如果未来证券业协会的会员章程对会员纠纷约定仲裁，则会员单位之间可以

直接依据会员章程进行仲裁。 

（二）受仲裁合意约束的主体 

自愿原则是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故仲裁条款原则上只约束签署条款的各方当

事人。然而证券纠纷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受仲裁合意约束的主体范围认定存在分歧。 

1.仲裁合意仅约束仲裁条款中明确限定的主体。若在募集说明书的仲裁条款中，

仲裁条款有明确的主体指向，则应遵循文义解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受仲裁条

款约束。比如，某债券的募集文件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为：“双方对因上述情况引起

的任何争议，任一方有权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

请仲裁，适用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地点在上海，仲裁裁决是

终局的，对发行人及投资者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浙江高院据此认为，该仲裁条款

仅对发行人及投资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对债券承销商不具有约束力。[5]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在某债券募集文件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为：“因履行受

托管理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双方

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应提交杭州仲裁委员会在杭州

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双方均有约束力。”该条款

的主体指向为发行人与受托管理人，而不涉及投资人。北京高院认为，认购人与发

行人、主承销及受托管理人的纠纷不属于仲裁条款所涉及的纠纷。[6] 

2.仲裁合意的约束力不仅及于其明确限定的主体，也及于所有签署合同的主体。

部分法院认为，仲裁条款的约束力也及于其他在募集文件签字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比如，在某债券的募集文件中，争议解决条款为：“因履行受托管理协议所发生的

或与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方式解决，若自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协商不成时，则任何

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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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结合募集文件

上下文并按照对仲裁条款的文义理解，该条的主体指向明确为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

不包含承销商、评级机构。但是，北京金融法院将受仲裁条款约束的主体扩展到了

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证券公司、评级机构关于虚假陈述责任承担的声明也为

《募集说明书》的一部分。根据上述约定债券投资人持有本案所涉债券，视为其同

意《募集说明书》中载明的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

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前述仲裁条款不应仅局限理解为关于发行人与债券管理人之

间发生纠纷的管辖约定，而应当对上述所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主体产生法律约束

力。”[7] 

在某债券纠纷案中，争议解决条款为：“发行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

人对因本次债券违约和救济引起的或与违约和救济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协

商解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可将争议提交西安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该条仲裁

条款的主体指向明确为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持有人，不包含律所、会所等其他评

级机构。但是，北京高院认为“现某信托公司主张某证券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

某律所、某评估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但该侵权系因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造成，亦

即该侵权系因合同而产生，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募集说明书》已明确，相关争

议应提交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其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未排除当事人基于合同

侵权提起的诉讼不予适用，在该仲裁条款未经有关机关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

均应受该仲裁条款约束。”[8] 

虽然前述四支债券的仲裁条款极为接近，均有明确的主体指向，但是法院的论

理与裁判结果，存在完全相悖的两派观点，可见司法实践尚未对这一问题形成清晰

统一的裁判思路。 

3.仲裁合意未明确限定主体时，仲裁条款的约束力及于所有签署合同的主体。

比如，某债券的募集文件的争议解决条款为：“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依其解释，

如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当事

人协商不能解决，应当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在申请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

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本协议的当事人具有约束

力。”据此，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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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关于虚假陈述责任承担的声明也为《募集说明书》的一部分。根据上述约定，债

券投资人持有本案所涉债券，视为其同意《募集说明书》载明对发行人、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约束，前述仲裁条款即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9] 

4.仲裁合意的约束力能否及于签署合同以外的主体存在争议。如果仲裁条款出

现在公司章程中，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受公司

章程约束。投资人在购买股票后，成为公司股东，将被视为认可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公司达成了仲裁的合意。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投资人购买股票，并不意味着其

接受了仲裁条款。公司章程中的仲裁条款类似单方意志、事先拟定、反复使用的格

式条款，未经特别提醒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证券仲裁试点意见》的起草说明中

认为，“其中规定公司章程和会员章程中载明相关纠纷的仲裁条款的,当事人可以据

此申请仲裁。”这是否意味着给投资人一种选择权，即可以选择诉讼也选择仲裁。 

此外，承销机构等中介机构不是章程签署主体，不受章程约束，并未对此达成

仲裁合意，其是否受章程仲裁条款的约束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议。在最高院的某起

再审案件中，发行人某机床公司系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公司章程约定了仲裁条款。本案发行人的股东在转让发行人股份时存在虚假陈述，

投资人据此起诉发行人、股份转让方、收购方和担任财务顾问的某证券公司。收购

方和财务顾问并不受公司章程约束，但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却认为：“证券公司、

西藏某公司、某机床集团、某机床公司为共同侵权人，应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的参

加人，原审裁定认定某机床公司的公司章程的仲裁约定应一并适用证券公司、西藏

某公司、某机床集团并无不当，亦未对原告潘某的实体权益造成损害。”[10]该裁

定在实务中引发了较大争议。据了解，本案在 2018 年 1 月 2 日诉讼立案后历经一审、

二审、再审，终被驳回起诉，时至今日仍因管辖权问题久拖未决。 

（三）可仲裁的纠纷范围 

仲裁条款所约定的仲裁事项应明确包括、或可解释为包括证券虚假陈述纠纷，

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应当“与合同履行有关”。 

1.仲裁条款约定的争议类型必须能涵盖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这一类型。如果仲裁

条款约定较为宽泛，则可以认定包含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例如某债券的仲裁条款约

定“与本次债券有关的争议均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二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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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院[11]两级法院对此均理解为：“某证券公司、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债券

虚假陈述责任声明为《募集说明书》内容的一部分。债券投资人持有本案所涉债券，

视为其同意《募集说明书》载明的条款和内容，前述仲裁条款即对其产生法律约束

力。” 

而在（2021）京民辖终 210 号案件中，仲裁条款约定的争议类型为与“因履行

受托管理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

履行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纠纷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并不存在包含关系，因此，北京

高院在本案中认为，“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侵权纠纷，不属于仲裁条款

所涉及的纠纷”。 

2.侵权事由系因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与合同履行有关。在前述（2022）京民

终 74 号案件中，法院在论理过程强调：“该侵权系因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造成，

亦即该侵权系因合同而产生，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 

最高法院在（2015）民监字第 60 号案件中认为：“根据该仲裁条款，与因

《信托合同》发生的或与《信托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庄某就

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和履行《信托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享有管辖权。庄某诉请‘确认某投资管理公司越权操作信托

股票账户侵害庄某财产权益’，须审查某投资管理公司的操作行为是否构成越权操

作或无权操作，即其行为是否超出了《信托合同》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

条等约定的某投资管理公司的权限范围。”根据该案，判断侵权行为与合同履行是

否有关，核心在于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超出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是则无关，否则有关。 

 

三、初步的结论 

侵权纠纷属于一种非契约型纠纷，而仲裁必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虽然证

券纠纷仲裁制度正在试点，证券侵权纠纷仲裁符合总体趋势，但考虑到该类纠纷的

特殊性，仍然需要稳妥审慎对待。我们认为，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一般应当由法院审

理，只有在全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能允许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一）考虑到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特殊性，试点地区外原则上不应放开仲裁，

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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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定在北京、上海、深圳三个试点地区以外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案件应

当审慎对待，原则上不应放开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仲裁。考虑到证券虚假陈述纠纷

通常具有案情复杂、专业性强、涉及主体众多、行业特点明显、解决难度大、涉案

金额巨大、当事人请求事项较为集中、涉及众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市场秩

序的平稳运行等特征，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试点成熟以

前，应当以司法管辖为主，原则上不应当放开仲裁。事实上，试点地区外的仲裁委

员会也鲜有审理过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经验。 

对此我们向国内 12 家仲裁委员会进行了电话咨询，以确认相关仲裁机构是否

依据上述试点办法设立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是否能够受理证券虚假陈述纠纷

以及此前是否受理过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根据咨询结果，目前仅有深圳国际仲

裁院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建设立了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其他仲裁委员会均

未设立上述试点办法中提及的证券期货仲裁院（中心）。以北仲、贸仲、上仲、深

国仲为代表的仲裁委员会答复称可以受理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因为仲裁立案仅做形

式审查，只要不是《仲裁法》所明确禁止的不能由仲裁受理的案件均可以受理，但

是否能由仲裁机构管辖，还需要在仲裁庭成立后对相关条款进行实质性判断。 

而以重庆仲裁委、天津仲裁委为代表的仲裁委员会则明确以“不解决侵权纠纷”

为由答复称不受理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就此前是否受理过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仅北

仲、贸仲和深国仲答复称曾经受理过类似案件，其中一位立案工作人员表示，此前

受理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处理起来较为复杂，仲裁庭在裁决时会进行实质性判断。

可见，实践中对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仲裁解决，仲裁机构主要还是持保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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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认为，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仲裁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仲

裁经验尚不成熟，而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作为一类关乎众多投资者利益的特殊纠纷，

在试点成熟以前，应当以司法管辖为主。 

（二）当事人达成明确的仲裁合意，则仲裁合意拘束的主体范围不宜扩大；对

于共同侵权中存在无仲裁合意当事人的案件，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 

仲裁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双方仲裁合意可能来源于合同，抑或来源于公司章程/

会员章程。在前述案例梳理中，如果募集说明书的仲裁条款有明确的主体指向，其

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受仲裁条款约束存在争议。但是，这一争议的前提是其他信

息披露义务人均在募集说明书中签字，即其为募集说明书的签署方，争议的核心在

于对仲裁条款约束范围的解释问题。 

如果纠纷当事人根本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合同的签署方，就不应当受仲

裁条款约束。在前述（2020）最高法民申 2391 号案件中，财务顾问某证券公司等

当事人并非载有仲裁合意的上市公司《某公司联交所公告章程》的签署方，其与投

资人之间并无仲裁合意。因此，即使法院驳回起诉，也仅能驳回投资人对上市公司

的起诉，应就投资人与某证券公司等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进行实体审理，而非全案

驳回起诉。而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仅驳回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起诉似乎也不符合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法院全案审理方为妥当。在另外一个案件中，投资人与某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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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定增时签署《认购协议书》购买股票，《认购协议书》约定了仲裁管辖，但

董监高、中介机构等并非《认购协议书》签署方。此时，投资人对上市公司及其董

监高同时主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只能向法院提起。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仲裁协议

不能约束上市公司董监高，其原因在于董监高并非协议签署方，自然不受仲裁条款

的约束，否则就是对当事人处分权以及救济权（由于仲裁是一裁终局的）的剥夺，

同时也违背共同诉讼的基本法理。 

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

法院必须合并审理，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

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对于涉及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侵权案

件，一个投资人对两个以上的共同被告提起的诉讼，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因此，

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民事侵权案件中，一个投资人对两个以上的共同被告提起的

诉讼，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故在上述共同侵权中部分当事人

之间存在仲裁协议的情形下，为了避免共同诉讼与仲裁合意之间的矛盾，同时避免

生效判决与生效裁决间产生冲突，应当由将案件全部交由法院审理。在（2012）民

提字第 131 号民事裁定书、（2013）民提字第 54 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最高法

民辖终 288 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统一且明确的裁判

思路，即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若仲裁条款不能约束所有共同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则

人民法院应当对案件予以受理，而不应交由仲裁解决。 

（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应当严格限定于仲裁合意所涵盖的“与合同履行有关”

的纠纷；侵权行为超出了侵权人在合同项下义务范围的案件，应当由法院进行审理 

在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可仲裁性进行判断时，应当首先梳理清楚当事人签署

的合同项下侵权人的合同义务，进而判断侵权行为是否超出了侵权人在合同项下的

义务范围。试举一例，在某尚未公开的股票虚假陈述案件中，发行人和投资人在股

票定增时签署的《认购协议书》约定了发行人的义务是“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

证券发行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认购协议书》约定了仲裁条款。从《认购协议书》的约定来看，只有发行人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侵权行

为，才属于发行人在《认购协议》项下的义务范围，才有可能提交仲裁。而该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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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侵权行为是在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之后披露的公司年报

中存在虚假陈述。因此，投资人诉称的侵权行为不属于《认购协议书》合同权利义

务的调整范畴，不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发行人违反合同义务产生的，而是信息披

露义务人所为的一项独立的民事行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故因上述行为所产生的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责任，与《认购协议书》项下的违约责任并无竞合关系，

不属于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事项。 

注释： 

[1] 参见（2017）最高法民辖终 247 号判决书。 

[2] 参见（2019）京 04 民特 135 号裁定书。 

[3] 参见（2018）吉民终 47 号判决书。 

[4] 参见（2018）京民初 188 号判决书及（2019）沪民辖终 10 号裁定书。 

[5] 参见（2019）浙民辖终 160 号裁定书。 

[6] 参见（2021）京民辖终 210 号裁定书。 

[7] 参见（2021）京 74 民初 394 号判决书。 

[8] 参见（2022）京民终 74 号判决书。 

[9] 参见（2021）京 74 民初 524 号判决书。 

[10]参见（2020）最高法民申 2391 号裁定书。 

[11] 参见（2020）京 02 民初 133 号判决书及（2020）京民终 481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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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JUSTICE,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如果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向他提供致命性的药物，你认为这是对生命的亵渎

吗？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换来多数人的生，你会牺牲那个人而让自己和同伴们活下去

吗？如果改进汽车的致命缺陷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改装

费用吗？如果一项合同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你会认为法院的判

决是公正的吗？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性之间摇摆不定。

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而违背利益最大化的

理性原则，因此我们才会认为，19 世纪遇险的英国船员为了存活下去杀死并吃掉一

个病弱的奴仆，是有悖人道的。但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个人的生命权利至上时，

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

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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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怀疑法律是否公正，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这多

少让习惯了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却能让我们理

性精神保持清醒的状态。 

我们清醒的理性和人类的良知，会促发我们去寻找有关“公正”的“出路”。

这条道路既能体现我们社会规范的人性，又能体现客观性。而这正是“世界最受欢

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进路：培养我们每个

人的德性，作出我们应该作的、公正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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