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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夕歹、y卜妒英国裁判所(J)i斥讼差止命令
(anti-suit injunctions)忆及团寸影霄

I ,iU 的仁

社会0夕口 一 八）V化比 ， 法律七规则�J、 一 壬
十才七 一 1/ 3 ✓宅急速仁推 L追劝-Cv必炉． 习

壬y ·口 一 七:./匕）v· 口 一 0法体系0差忆起因

寸石不隅和比特定0法分野飞比依然七Lt骰
察寸石乙七力气巨兰石。 习 壬y ． 口 一 叮云統忆洲l

源宅持'?, 国院拆讼仁扫讨乙拆讼差止命令 (an

ti-suit injunctions) 勿使用比 ， 国除私法分野仁

扣寸石法体系佣O不講和宅示寸一例T冼石。
拆讼差止命令比 ， 特忆当事者妒仲栽条项七荨

属的合意眢辖条项宅含心契的宅蹄桔Ltm石坳
合， 当小者忆外国裁判所-r:·it诉讼妇朋始 L 如心
匕 ． 拆松宅靴紩 L众贮乙匕 ． 克石心比拆讼宅中
止寸石乙七夺命匕石措置飞冼石。 习 壬y ·口 一

0觐点力心寸石七， 当事者妒契约飞定的尤内容

仓反故仁廿千 ， 合意 L尤仲裁廷夺管勒裁判所仁
出职寸石乙七灶梧劝七基本的力、勹业要众乙七七
办石。 L力、L. :./匕)v·口 一 0国妇;!:, 当事者
曲 0 的束忆司法上仍主榷 (judicial sovereign

ty /souverainete juridictionnelle) 力5ll券 石＾叁

飞冼石已分。 换言寸九团， 板忆外国0匡l内裁
钊所0行勺手铣色妒当事者闾勿契的速反宅楛成

•Jacques Bu hart. 7夕夕一毛y卜·勺.f Jv ＆工又
1)一法律事粉所（八刀 ， 7． l丿工 、y七）七）八一 卜十一

．．去今心七人书众h． 弁陂士． 7亏y又共和国弁
股士(IO)弁渡士会登绿予定）， 7夕夕一 壬 、J卜 ，

'7 -< Jv ＆工｝ l丿 一 法律事粉所（／勺）了 、丿夕工4
卜

埶维l：：办t.:l'J. 了/ I-'l)工一 ． 廿勹工 一 夕（口
}卜歹）． :'f{ l)又．勺才木7博士（文工}^y)．

二只l)/.了人亏/ (""fl)工、y七）t,)各弁股士(J)
协力仓得t.:。

夕+、y夕 ． E 工了一）尸

松本偷成 “

寸石匕 L--c心， 誰＄子九仓阻止寸石乙扫丈七色

众uoti匕考文石。 Lt动归T夕匕: Jv. 口 －0)
国飞比 ， 拆讼差止命令0)使用以 ， 司法上0)主榷
仓侵害寸石心oti匕考文6九T色妇。

他方飞 习 壬y ． 口 － 0)考文方比，
习 壬::,,.

口 一 七:./匕）v · 口 － 0)手統法妒大色《兴众石乙

七力心＄说明..e色石。 习 壬::,,.口 一 睹国0)裁判

所比， 拆讼0)最初忆眢辖忆阅寸石诀定宅 L ， 子
叨爰本案判决仓行30)忆对 L ， 多< 0)夕匕勹v·

口 一 睹国七灶 ， 管！li;i;O)问姐过本案匕同峙仁决定
芒九石。 Lt动它飞 :./匕

令
）v·口 － 0)裁判所

飞比管韩0)决定i:J:. IJ ．畏Pl诗仙力劝吩必上， 子

0)朋完全众脏讼手紩色宅巡的如寸如忒众仑众炉
七炉勹桔果宅招色今石。 习 壬::,,. 口 － 0)了丁
口 一 于比， 乙5 L 允手統色0)迩V、i:J:. h生匕今

石不公正众事怹仓回避寸石匕炉今目的＄有LT
炉石。 事宎， 拆讼差止命令力劝沁坳合 ， 外国裁
判所0)管辖仓基碟乞讨石根捉妒最终的仁存在L

如屯＄力、介扣6千 ， 当事者妒外国裁判所飞畏
期佣幻拆松妇如心九石七炉 5 平怹仓招色力寸a
众V 、0

—心 ＜ 匕—

I I土匕劝仁
11 英国法仁扫讨石拆讼差止命令忆-'.)L、T
皿 国内裁判所妒癸寸石拆讼差止命令忆对寸石

ECJ(1)敝意
IV 英国忆扫讨石7令 匕夕． 沪、J卜f爰仍法的梓齐扎办
V 盺讼差止命令(1)1复活匕EU(1)故判管辖

EU域内O裁判所0对陀
VI 桔险—差止命令合戟0勃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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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力屯EU法＄， 当事者妒管辖地忆阅LT合

意L允坳合， 指定各九t.::管辖地<1)国内法上子<l)

<1)合意办有劾-c'•冼九团当陔管辖地<1)裁刊所妒

尊属的管辖栋夺有寸石匕定劝TP矿。 L力、L

管诮凇歹）抵触妒起色允坳合忆比， EU法以习壬
y．口一睹国<1))仄－）比以粪众石钏力、存规定仓
用意Ltv、石。 二<1))V-Mi寸犬t<1)加盟国裁

判所忆选用各九， 投数奶管勒飞同 一 0汀诉讼炉亚

行Lt徘理芒九石危险旮避讨石尤劝． 原削匕L

t最初忆拆松妒提起芒九允裁判户fr<1)管辖榷妒他

<1)裁判所忆倓越寸石匕定劝七炉矿。 子<1)t.::豹，
英国匕了才）L亏y卜，.

仓除《寸犬t<1)加盟国力琶／

巨）v·口一 飞冼-:::, t.:: EU -z'•以， 英国<1)裁钊所仁

上石拆言公差止命令<1)癸令盓 长6“俞争<1)的T

冼-? t.::。 乙<1)上今众2-?<1)异众石法体系<1)对立

忆直面L尤欧州司法裁判所（以下． ECJ)比

英国<1)裁钊所力斗也<l)EU加盟国七拆松�r�攸台L

J:.今匕寸石当事者忆对Lt拆松差止命令仓出寸

乙匕比 ， EU法上<1)重恨起肵。氐pendens)忆

阅寸石规定及抒相互信顿<1)原贝IJ (principle 。f

mutual trust)忆反寸石匕Lt, 乙九宅禁止寸

石决定仓下Lt.:<1)七克？允。
L介L, 7飞夕沪；；卜忆J:. h 状况比再抒不明

确七众？允。2021年1月1日以降， 英国<1)裁钊

所煤ECJ <1)判决忆拘束芒九众《左？允。 子<1)

允劝， 理脸上过， 英国裁判所以「合恁佽守6九
如开心众6妇(pacta sunt servanda)」匕

炉 3 了7
°

口一 于在管辖地<1)遗拫夺仲裁条项忆扫

炉t＄撤底寸石尤劝， EU加盟国T阴始芒九t.::

抓讼旮拆松差止命令忆J:. 0 阻止寸石乙匕妒再抒

可能忆众？尤祜寸飞冼石。

乙<1)J:.今众覜点介仑 ， 本稿飞过， 英国裁判所

妒EU域内忆扣炉飞拆松差止命令定出寸乙匕仓

阻止Ltut.::EU半抒耗招叨华祖人左脱明L允上

-z'·, 7飞沪乃卜 f爰<1)峙代忆起乙O今石:./+“

才宅桢肘寸左。

II 英国法忆扫付石拆松差止命令忆-:>I,\
飞

EU半膀l<1)脱明忆入石前忆， 英国法上<1)拆松
差止命令忆今V、t概骰 L 七扫色t.::1.t、0

1 概要

拆讼差止命令比， 英国法{/)胚史臣架《根差 L

尤手統色T冼石。 4 :,,,夕亏:,,, F忆过， 衡平法

(equity)仓极今裁判所T冼石大法官府裁判所

(Court of Chancery)七习壬:,,,.口 一 仓极今裁

判所{/)2植颊{/)裁钊所力氓心 江E世记大法

官府裁判所祜， 冼石拆讼妒良心忆反寸石匕判断
L尤坳合忆， 当事者妒习壬y口 一 裁判所忆盺讼

仓提起寸石乙七宅制限寸石， U扣炒石「一般差
止命令(common injunction)」七心勹救济措

世仓眩劝七炉允。 L 力也 ， 大法官府裁判所祜乙

{/)桸限旮徐女忆外国T{/)裁判手統色忆＄批大L,
只习 、；；卜亏y F， 了4）V亏y F， 英国植民地，

毛L-C最终的忆ii肛心己吵悼胶）裁判所仓对象

匕寸石上; i歹公？妇。

今日， 拆讼差止命令过明文{/)规定i习店刁V、T
扫I'), 1981年上敝裁判所法s.37(1)力丈．九宅定劝

石。 已{/)规定忆J:九团英国裁钊所比裁钊所

亦「差止命令仓出寸乙匕妒正当(just)力之对苞

当(convenient)飞冼石 」上判断寸石寸犬七{/)

坳合忆扫炉飞板差止劝去允比最终的众差止命

令仓出寸已匕力气飞艾)。 已{/)一般的存规定仁J:

h ， 英国裁判所过， 外国飞{/)卧钵砬噬诽${J)合烈

$ L＜以仲裁合意忆反L-C提起芒九尤坳合， 去

允以当陔拆松手統色妒正毅忆反寸乙桔果仓聪色

）和易合忆， 当陔拆松手紩色禁止寸石允劝{/)暂

定的众措置七LT拆讼差止命令仓付与寸石二七
力气飞又)。 乙{/)规定灶 ， 当事者妒合意L允管辖

妒英国裁判所T冼石介仲裁裁判所T冼石力、忆力、
力中6千谪用各九护。

2 要件

判例法比， 抓言公差止命令仁灶二?{/)异众石根

提妒冼石乙七仓示L-c v、石。 第一比管軞条项匕

仲裁条项忆1阅寸石心{/)-e， 第二祜当事者{/)不公

正众虾讼追行忆朋寸石${/)飞冼石。

荨屈的管辖条项仁阅 L飞， 英国裁判所过， 当
事者妒契的七合意L允管辖地以外{/)}昜所它f并松

妒提起芒九允坳合， 合意L允管辖地以外飞拆言公

宅提起寸石「强贮理由（strong reasons)」在
征明L众炉限h ， 朊松差止命令仓出寸犬色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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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妒拗《七强调LTV、护。 Lt动归七英国

裁判所以， 外国裁半师权5(J)拆讼手紩芭妒， 当事

者(J)合意忆刘才＆正当衣理由(J)衣炉逄反仁陔当

寸石匕判断 L尤坳合， 拆松差止命令夺出寸乙七

飞， 当事者力、当陔拆松手統色仓統行寸石(J)茫阻

止寸石乙匕妒T艺石。 仲裁合意忆？1,,哎飞 同梯

飞冼石。

荨屈的管辖条项去允比仲裁条项逄反以外(J)坳

面飞英国(J)裁判所力嘈湿凌浏译臼讨咱门讨为合七

L勺i ． 外国裁半师代初肵松追行妒不公正衣行

如二当尤石坳合妒举讨6九石。 例克团 ， 外国裁

判所t'(J)卧t讼 手統色妒「滥 用 的 去允灶遏酷

(vexatious or  oppressive)」T冼石坳合力文九

忆当允矿。 己(J)上 3 众行坞(J)_例七L飞英

国(J)裁钊所炉冼石事件忆今mT最辂的农刊诀夺

下Lt:f爰 ， 当事者妒同-(J)事件忆？PT， 粪众

石管崩$地(J)裁判刊f(J)判断旮求劝石七1,,、 3 坳合力§

举汀仑九石。 L力屯， 一般的忆比， 乙今L尤滥

拆行岛仓防＜
、，

尤虳(J)f诉讼差止命令祜 ． 荨属的管

韩条项夺仲裁合意(J)速反宁逄反(J)扫毛杠炉冼石

瑞合上。＄祒劝6九仁《炉。

3 勀果

英国裁判所忆上石他(J)寸犬七(J)差止命令曰司

梯忆， 拆讼差止命令比差止命令(J)对象T冼石当

事者仓拘束寸石＄仍飞冼＆亦6 ， 外国裁判所飞

行扣九TI,,必拆松手統岂忆对LT自勋的忆劾力

妒生匕石乙匕灶众炉。 去允． 际松差止命令过外

国裁判所忆向讨6九t.: t(J)飞灶存贮力心， 习芝

于4夺司法(J)相互信频(J)原贝肚习叉L众I,,吃寸石

(J)妒一般的众学脱T冼石。 拆松差止命令炫 ， 第

一毅的忆过当事者阴忆扫1,,女作用寸石$(J)飞冼

b ， 被申立人忆当陔拆松手铣色仓乙札以上迤劝

众炉， 去t习扛诉讼旮提起L众炉＄L《比中止寸

石乙七宅强制寸石$(J)匕解各九TU石。

拆讼差止命令忆徙扣众心当事者以， 英国裁判

所(J)命令仁刘寸石侮辱亿上h' 刑事悯七Lt2

年以下(J)禁固刑炉科各九石(1981年法廷侮辱法

s.14(1)）。 去允裁判所过， 悯金仓科Lt二 0 ， 资

涯(J)差押命令夺凳寸石乙七仓飞岂妇当然农妒

G, 拆松差止命令忆反LT得仑九尤外国判决灶，

英国妇扫执行飞芭众炉。

川国内裁判所力旁老才石拆讼差止命令忆对
才石ECJ(J)敞意

英国裁判所以， 契钓仁逄反 L七阱始芒机允拆

讼夺滥用的去允比遏酷众拆松忆对抗寸石尤劝(/)

措置匕Lt己(/)上今众命令苍梵展芒廿t色尤祁

ECJ祜 ， 加盟国(/)裁判所力叮叩域内它脏讼差止

命令仓出寸乙匕仓眩劝"(\,,屯心。于）工 、丿七）L

条的 ， fl丿工、y七）VI规则 ， 7·1丿工 、y七丿VI改

正规别仓含心于）工、y七）V体制比， EU加盟国

(/)相互信顿宅基碗匕LT扫h ， 最初忆朊讼妒提

起色札尤裁半膀伐抄位）裁判所过， 当陔裁判所八

(/)事件(/)保属力汀雒定寸石去飞手紩色夺停止L众

讨如比公6伈吃：P3赋拨起肵忆隄寸石规定仓

用意Lt\,、护。 今去 0 ， 二番目忆肵讼妒提起

芒九允裁判所煤， EU法忆基今芭 ， 管辖迩炉忆

上 0却下寸心分拆松手紩色仓停止寸石巳分明

确众袭榜仓黄？也还。ECJ妒脱明寸石上今忆 ，

加盟国裁判所!;J:己(/)谈榜旮逍守寸犬岂飞冼 0,

乙(/)淡粉祜最辂的口;J:ECJ亿J:石蕃查(1)对象

匕众石。 L允妒-:J -r. 于）工 、y七丿V体制(/)下它

盓 一加盟国(/)裁判所沉他(I)加盟国裁钊所妒

行今父芭管.辖(/)决定仓先取}寸石上今众命令仓

出寸二七过许芒札众V、(/)飞冼石。

1 夕一十一(Turner)事件

夕一十一事件乓祜 ， 英国人力§ ， 相手方T冼

石只人才y企粟妒迤行中(/)英国T(1)拆讼手t赉色

宅妨害寸石目的飞又入4 >(/)裁判所忆面文仓提

起L允匕主张L七 ， 朊讼差止命令左求劝允。 仅

族院(House of Lords)过 ， 予伽的判决仓得石

尤劝ECJ忆付酕；L尤。

ECJ过， 于丿工 、丿七）V条的比「缔的国(/)裁

判所妒， 保屈中(/)廊讼手統艺(/)当事者力汁也(/)蹄

的国(/)裁判所飞法的手铣色定阱攸台去妇肆释光寸

石乙七仓禁止寸石差止命令仓与文石乙扫;J:, t.: 

七文子(/)当事者炉保属中(/)手铣寺仓妨害寸石目

的飞恶意飞提拆Lt贮石锡合飞冼？tb ， 乳忍劝

仑九众炉匕解积寸父色飞冼石」匕述�. 拆讼差

止命令(/)付与苍盄炽汶妇\?允叱同裁钊所灶子

(/)理由匕Lt， 缔的国估1(/)相互信颉(/)原月iJ力屯八

外国裁半师f(/)管韩榷忆刘寸石炉力屯还干涉＄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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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九如心匕宅举汀t:ll
o

2 '7工又卜夕::,,力 一 (West Tanker)事件

勺工只卜夕y力 一 事件121±. 仲裁条项仓含心

佣船契的力心生匕允卧棉公T冼？允。 :/亏夕廿飞

(/)卜方夕匕船(/)衔突事故{/)倓 卜勹｝夕(/)所有梳

者 比仲裁条项忆基今U T ， 英 国企菜飞冼石
West Tanker I：：对L七口y卜歹飞仲裁手紩色

宅阱始Lt已。 L力、L， 保险契的(/)限度额去七保
险金宅支私?t:f夕1)了(/)保险会社灶， West

Tanker I：：对LT才夕1)了(/)裁判所忆代位睛求
拆歆旮提起Lt3允劝． West Tanker灶英国裁

判所忆拆松差止命令旮求劝t-::。 犹族院灶 ， ECJ
忆予倘的判诀宅求劝t-::。

夕一 十 一事件匕輿存 h ， 当陔拆劂：：扫汁石盺
讼差止命令灶仲裁条项左保股寸石t-::豹(/)$(/)飞
冼？尤炉． ECJ(/)秸除比变扣仑农力又心 。 理

即：：分江， 外国仲裁判断奶承眩妇执行忆阴
寸石二工

一 习 一夕条的（以下 ，
二工

－ 3 一夕条

的）第2条(3)忆言及L允上飞（尤t:L， 二工一

3 一 夕 条 的 力叮诉松差 止 命 令 仓禁止Lt: h,

二工一 习 一夕条的七卧锦公差止命令妒相反寸石七
炉今一般的存见解灶众<. EU加盟国(/)裁钊所

妒朋导LTV吃炒、瑞合忆以英国裁判所＄子(/)上
今众见解仓七 ? TU众炉13) 拆讼差止命令过7

、

1)工 ；；七）VI规则妒定劝石一般原则忆反寸石七

操 h返 L述犬句：：七七甘歹 t虫。

3 万又7° 口.b. (Gazprom) 事件

.::.(/)事件比口夕了(/)fj久7
°
口么社匕U卜了 二

了共和国七(/)r1飞起色允粉争忆阅寸石事件飞冼

石15。 为工只卜夕y力 一事件同栋 ， 株主问契的

忆仲裁条项妒冼句：：心力吩寸沦寸， 1)卜了二了
(/)工术）V年一 省灶 1丿卜了 二了飞裁判手紩色仓阱

始Lt乙。 汀只丁口人社以子(/)f爰 ， 只卜、；；夕木）V
么 商粟会眺所仲裁协会(the Arbitration I nsti
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七仲裁手統色宅阴始 L ， 仲裁协会比1)卜了 二了
(/)当事者忆对LT盺松差止命令宅出Lt:。 l)卜
了二了裁判所比命令(/)埶行旮拒否L., 1)卜了二

了最高裁判所以事件仓ECJ忆付itL允。

.::.(/)事案妇±. ECJ过仲裁廷忆上乙拆松差

止命令(1)承柲七埶行左膀虳t二°L介匕乙(J)夕

又i扣诉讼差止命令办国内裁判所叮丈众＜， 仲裁

廷忆上 0 出各九t-:七V分点-e, 乙九去它仍事案
七灶区别芒九石父芭飞克石。 宾除， ECJ以「仲
裁祜（于）工；；七）VI改正 ）规则仍选用腌朋忆

比含去九众V、」 16匕L， 各仑忆「相互信颉(1)原

则忆阅寸石限h...…本件0本廊手铣色0状况以，
仲裁廷忆上-'.)t 命令妒下各九t-:匕炉 5 $(1)T冼

石力心， 加盟国O裁判所忆上石他仍加盟国O裁
判所仍管辖栋^(1)干涉忆上石当陔原和J(1)侵害

比起乙 h 文众炉乙七旮指摘 L众叶如忒众仑众
V、」17上述父tV、石。 上?t, 己(1)判决忆陇扣

仑寸 ， 国内裁判所忆上石祈讼差止命令(1)付与比
于）工

、；；七）vI改正规则0下飞＄依然匕Lt禁

止芒九tV吃过：老文石犬色飞冼石。

N 英国忆扫付态7
陶

匕夕歹、y卜f爰O法的梓租
办

英国裁判所祜， 午丁口只七拆讼夺阱始L允当

事者忆对寸石拆跺差止命令O付与苍拒否L-, 7今

1) 工
、；；七）VI改正规则仍下T$ECJ (1)立瑞忆

徙今乙匕宅础眩Lt: 18。 L方L, 7飞／夕飞； 、；；卜

祜琨在＠英国仍了丁口一 于左覆 L ， 桔果的仁

EU加盟国(1)国内裁钊所仁心影覜屯与 丈石可能

性妒高炉。
英国过， 国院裁判管辖(1))L一 ）V忆朋Lt祛

「八一 卜:-7·v夕｀
歹、；；卜」 (1):./+ l)才在遗伬Lt之。

乙如乒浅 h， 于）工
、；；七）VI改正如归今倓

逍用各九才 ， 移行期r1(1)辂了去飞忆新t-:众合意
(1)缔秸忆＄至6众力它）尤乙七仓意味寸石。 子(1)

桔果， 英国裁判所过如i宁于）工沪七）V体制忆
拘束芒九众＜众-'.)t-:。 L力斗心动屯， 次(1)3--::>

(1)国隙条的仓老应寸石必要力顷心。 寸众扣七，
管韩合意忆阴寸 石2005年八 一 夕 条的（ 以下 ，

「2005年八 一 夕条的」），2007年）V方一 丿条的（以

下 ， 「）V方 一 丿条的」）， 民事去t-:比商事忆阴寸

石外国钊决仍承眩及吓埶行忆阅寸石2019年八一

夕条的（以下，「2019年八一 夕条的」） 飞冼石。

1 2005年八 一 夕条的

2005年八 一 夕条的比2015年10月1日力、6英
匡l宅含心EU加盟国·c 轮劾Lt炉石。 7

飞
V夕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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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曰：：上0英国忆灶逍用各九夺＜众石予定T
冼 ？ 尤炉 ， 移行期间中 ， 英国比独自忆.::/J)条的
忆加盟Lt: 0 .::./J)条的比 荨属管辖11)合意il)有

劾性妇确保寸石乙七夺目的七Lt扫I'_) 19, -f 11) 

逆用腌朋比， 民事击尤过商如：：阅L七缔桔芒九
允尊属的管辖合意仓伴今国除的众分一只忆限仑
九石20。 子今寸石匕问题比 ， 当事者il) 一方赤荨
属的管辖合意忆反L七缔的国11)裁判所T手統寺
妇荆始L尤坳合 ， 英国裁判所妒肵讼差止命令夺
出廿石力吃了今力哎哆五s210 .::./J)点 i：：？炉七桉肘

寸石上 ， 2005年八一 夕条的第7条比， 同条的比

「稀的国裁判所忆上石饭il)保股处分11)付与 ， 拒

否 ， 终了定要求寸石扣il)T仓众＜ ， 排除寸石心

il)飞＄众贮」七规定Lt扫h, .::./J)板il)保股处

分i：：以， 「管韩il)合慈宅支持L ， 条的妒目的七
寸石结果宅逵成寸石il)忆役立今」处分T冼石拆

讼差止命令妒含去札石匕解积寸石il)妒妥当T冼
护％J: ?l, 一般的众见解亿立t店， 2005年
八一 夕条的过f诉讼差止命令夺妨汀众炉匕解芒九
石。 各G忆， 八 一 夕条钓比二工一 3 一 夕条的上

同梯忆国除条的飞冼石尤砂(ECJ/J)上今众）

最终的衣判断仓下寸裁判所力劝议 ， 缔的国忆拆

讼差止命令宅除外寸石上今命匕石榷限祜左心。

2 丿I,万一丿条的

英国以2020年4月， 于）工丁七）VI规则匕基

本的忆同一11)规定内容旮持今）伈厅一 丿条的忆＄

加盟仓申肋L允。 L力也 ， EU加盟国仓含心寸

犬t/J)争帝的国11)全会一 致妒承韶il)要件飞冼0,

英国11)申睛比2021年7月现在未泛承眩芒九tu
众炉。 英国裁判所t：：上石卧松差止命令il)付与比，

条的IJ)統一的解积仓困雅忆寸石可能性妒克石尤

劝 ， 缔的国忆上石英国11)加盟承眩仓妨汀总要素
17) 1 今匕众 ？ t\,,必230

)vjj
、

一丿条的第 2 员定沓第 1 条 1 项灶， 寸犬

t/J)裁判所忆他il)缔的国11)判例法宅「遥切忆考
应寸石（pay due account) 」乙七仓要求Ltu

石。 去尤 ， 第2試定沓前文11)最终段落祜 ， 缔的
国比「裁判所il)独立性定最大限耶重L众力屯 ，

解积il)相逄仓防菩 ， 乙il)条的及抒.::./J)条的匕实
质的忆同匕内容宅持今7`l）工 、；；七）LI规利l/J)规

定忆"'.)\,,、--C, 可能众限 h 統一的存解积仓行 3.::.

匕宅希望寸石」匕规定LTU石。 Lt动归飞

EU刊例夺尊重寸石乙匕比， 「阴保寸石裁钊所
(J)良心匕倓礼仍间题」忆遇菩众炉24。 英l祭， EU

忆加盟LTU众炉妒）V方一 丿条的(J)蹄的国飞冼

石只才只0速邦裁判所以 ， 于J.:I. 、)七）t,,I裁钏

忆阅寸石 EU判例忆徙 3意思妒冼石乙匕旮明确
仁表明LTU石忆＄分方扣仑于 ， EU判例分6

逸脱LTU石例＄少众＜众炉25。 乙仍上今仁，

EU判例仁徙扣众U可能性＠冼石新尤众卜亏7'

）l,,又一力-(J)加盟宅他仍缔的国妒眩的石力、七｀今
力、过不明飞冼石。

芒G忆， 欧州委员会ti2021年5月4日 ， 英国

(J)）l,,方一 丿条的加盟申韶忆阅寸石意见旮示寸指

金十（以下， 「2021年指釬」）26宅癸表L, 子(J)中
飞欧州委员会祜 ， 英国(J))l,,方一丿条的加盟忆反

对寸石匕表明l..,尤。 欧州委员会忆上九团「乙

(J)条的过， 缔的国问0高度众相互信赖忆基夕炉
T扫�' 4 ".)(J)自由仍通用忆基夕《高度衣轻济

的迪携匕同等O司法0共通领域忆扫讨石本贺的
农特徵仓内容匕寸石」七贮 3 。 Lt动归 -r, 欧

州委具会煤 ， 基本的自由七域内市坳政策宅含击

众炉「通常们自由贸易协定仓旆桔LTU石忆
遏菩众V、第三国T克石英国妒条的忆加盟寸石乙

匕忆， EU过同意寸犬色Ti丈众炉匕仍见解旮示
Lt二。

众扫 ， 英国炉最终的忆）V力－丿条条勺忆加盟寸
乙坳合 ， 7

..

').:I. 、)七）V体制匕祜輿众�' JI,,方一

丿条的比v寸“0石「才夕＇丿了1/·卜儿匕
。

一卜｀

(Italian torpedo）」仓排除LTU众炉乙匕忆留

意寸石必要力峨心 。 4夕＇丿了 、./·卜）l,,匕
。
一卜它

比， 再屈的管辖条项仓含心契的忆阴LT当事者

曲T粉争妒癸生L， 合意L允加盟国0裁判所七
拆讼手铣色妒行扣九石前忆， 粉争0一方当事者

赤荨属的管辖条项忆迩反L七别0加盟国飞？肖枙
的确眩O拆克(negative declaratory relief)（寸

众扣七 ， 当事者妒页任旮负扣众炉旨仍宣言）宅
提起寸石坳合仓贮今。 乙(1)J:今存当事者灶通常 ，

峙问妒分介石 ， 击t二比非劾率的众司法制度飞冼

石七仍砰半lj妒友石加盟国T拆克仓提起寸石乙匕

飞相手方当事者赤合意L尤管辖地T拆松在提
起T色衣V咕今忆寸石。 乙(1)J:今众状况飞比，

当事者妒尊屈的管辖条项妇照劾化寸石0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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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劝 ， 英国裁判所妒廊讼差止命令仓出寸榷限定
保持寸石乙匕0又刀、y卜以明仑力女项心。 L力、
L， 非EU加盟国飞EU法忆拘束芒九农V、英国
心， ）E炉－丿条的O恩惠仓受讨t.:1,,,0只？冼札团，
夕 一 十 一 及抒力工只卜夕y力 一事件忆扫讨石

ECJ(1)判决忆徙今已匕忆同意寸石上 5 庄力妒
加寸6九石飞冼石今。

3 2019年八 一 夕条的

2019年八 一 夕条的忆加盟L允国比去泛众心妒，
外国判决仓幸丸行寸l.> t.:的(1)新t二众国除体制七众
石乙匕妒期待芒九七炉石。 宎院， 欧州委具会(1)
2021年指针过 ， 英国仓含心他仍寸犬T(1)第三国
七＠朋保忆今炉七灶， 多国问条的七冼乙八 一 夕'
条的仍梓粗办(1)中-et岛力炉促追芒九石犬色_e冼
石七V`} (1)妒欧州速合(1)-贯L尤政策七冼h,
欧州委员会过近贮将来EU忆对L-2019年八 一 夕守

条的^(1)加盟在提案寸石予定T克石匕述父--c炉
石。

乙(1)条钓比氓事 去妇扣桥事忆陇寸石外国
判决C承眩及抒埶行忆陇寸石統一的众核匕众石
睹规则旮作成L， 外国判决＠劾果的众承眩及抒
埶行仓容易忆寸石」乙七仓目的七L--c炉石。 本
稻匕叭浏保飞罔匙比众石0比， 乙0条钓妒拆讼
差止命令宅眩的七V妥汛）亦 ， 禁止L--c炉石(1)分
匕炉 5 点七冼石。

去千 ， 2019年八 一 夕条的第3条(lXb)忆上九团
同条的比子0逍用腌匪忆暂定的保股措置仓含去
众炉。 L介L.,, 2005年(1)l＼ 一 夕条的匕以对照的
忆， 公式注积霄比， 拆松差止命令旮暂定的保股
措置0定毅力心除外LTV吃心 今T冼石气子
(1)桔果， 拆言公差止命令比， 条的O定劝石）V － ）V

忆徙炉， 判决匕同梯忆承眩及抒埶行各九石可能

性妒克石。
次忆， 条的过仲裁及抒仲裁忆隄保寸石手铣色

夺 子(1)选用胧朋力心除外L七贮石芞芒仑忆
公式注积密阰力工只卜夕y力 一事件＠了丁口 一

于仓明确忆否定L--c扫 h, 「当陔条的比， 仲裁
手铣色夺捕助寸石裁判所0决定（例之以， 当事
者忆仲裁手統色0铣行夺中止仓命匕石心(1)) (1) 
承眩扫上抒埶行忆i氐选用各九众心」匕述犬TU
石29。 Lt3｝气) --c' 英国O裁判所妒仲裁合意忆

反才石拆讼手統色宅禁E石盺松差止命令夺出L
允场合忆ii, .::.0)条的比逍用各九农炉。

以上0) J:今忆， 7守 ');:1. 、y七）V体制匕过舆众 h,

乙九忆代扣石国除条的比， 英国0)裁判所妒拆言公
差止命令仓出寸乙七宅明示的忆祜禁止L-C小心
V 、0

V 拆讼差止命令(J)俊活匕EU(J)裁判管
辖：EU域内(J)裁判所(J)对宽

$ L英国O裁判所炉， EU加盟国仍裁判管辖
飞拆言公在朋始L允当事者忆刘才乙拆松差止命令
宅彶活各廿t.:场合， 欧州©裁判所灶， 英国＠裁
钊所炉癸L允差止命令宅承昭及抒埶行寸石力吃了
今力、妒次衣石制题T克石。 EU(J)判例法奸祁讼
差止命令O使用夺禁止L--C炉石忆＄介分扣仑寸，
::.(1)问题自如扭炒、1(J)裁判所仁七?--C灶新LP
心(J)--r:·比众心。 乙九以， 夕一 十 一事件以前仁英
国O裁判所妒出L尤差止命令夺， 非EU加盟国

（特忆米国） O裁判所忆上乙差止命令忆阴寸石
各国0判例炉既忆存在寸石t..:的飞冼石。

1 卜、、 4、y

卜勺＇ 、；；了过 ， 高等裁判所妒， 仲裁条项忆反L
飞卜刀 、；；T提起各九允拆松手統色宅阻止寸石乙
匕夺目的七L尤英国＠抓讼差止命令忱 卜才 、；；
(J)公序良俗仁反寸石＄仍七冼石匕判断L七炉
石30。 Lt动归飞 卜刀 、；；仍裁判所阰 ， 7飞 V夕｀

沪y卜f爰七冼？--ct' 英国裁判所妒出Lt丑利公
差止命令仍劾力仓眩的众贮可能性炉高炉匕考克
6九石。

2 7亏:..,又

輿味深V、乙匕忆， 7亏y只0裁判所以， 拆讼
差止命令忆对L--C上h宽容众怹度夺匕勹七炉石。

F4 、y(J)裁判所匕同栋， 7亏y又破毁院心，
当初以拆松差止命令过7亏y只＠裁判所O管辖
榷仓侵害寸石b (J)-Z:·克h, 7亏y又0公序良俗
仁反寸石匕考克--c1,,f._:31。 L方L， 破毁院比
2009年， 米国裁判所妒出L尤拆讼差止命令0埶
行 宅眩 劝 石判决定下Lt..:32

0 ::.(J)事案飞过 ，

歹习 一 夕了州裁判所旮指定寸石管辖合意忆反L
--C7亏y只仍商事裁判所飞拆松仓提起Lt:7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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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企粟忆对LT， 米国企粟妒 ， 夕习 一 夕了州

't',拆言公差止命令仓求劝t-:。 米国裁判所比7亏y

只企粟忆刘．L七拆讼差止命令仓出L， 米国当事

者以7歹y只＠裁判所忆子＠埶行旮求劝t二。 乙

九仓受讨-C7亏y只破毁院以 ， 「拆松差止命令

炉EU{!)条的夺EU法仍通用腌匪外飞冼0 ， 子

仍目的妒本件0上今忆既存0契的上0教榜迩反

忆对寸石制裁忆限仑九石场合以 ， 国院公序仁反

寸石＄©飞过众P」匕述父， 子＠埶行旮韶劝尤。

二0上今忆， 拆讼差止命令妒EU域外0法域飞

出芒札t乙＄O't',冼 h ， 管辖合意夺仲裁合意仁反

LT当事者妒廊讼手紩色仓朋始寸石乙匕定防<`

目的T冼石坳合忆过， 7亏y只T＄承諒及抒孰

行妒眩劝仑九TU石。

Lt动归七 ， 英国过琨在EU法夺EU{!)条的

{f)通用腌朋外T冼-0 t-:劝， 英国仍裁判所妒 出 L
允拆讼差止命令以 ， 子＠目的妒管韩忆阴寸石合

意夺仲裁条项忆迎反 L允拆松手統色仓阻止寸石

乙匕飞冼九团， 7亏互召埶行可能匕众众。

L分L众力”6,「滥用的去t：以遇酷」众朊讼手

統色忆对抗寸石目的等， 他仍目的T仍差止命令

忆阅 L飞灶， 7歹y只＠裁判所灶埶行夺拒艳寸

石可能性妒高炉。

VI 秸誰一差止命令合戟(!)勃凳?

最近 ， 7亏y又七卜刀 、y仍裁判所炉 ， 知财拆

松忆扫炉飞， 炉扣闪〉石「拆松差止0差止命令

(anti anti-suit injunctions)」噙琵妇味深炉

判决苍下Lt:33
0

2007年忆口J'\ 一 卜 · 禾·y :.,/工社力心2G. 3G, 

4G {!)通信规格忆不可欠众160 以上们特许群夺腊

入L允卜勹' 、y©特牉不实施主体飞冼石IPCOM

比2014年， V丿术 ， 壬卜口一亏． 夕｝V-丁（以

下「夕, Jv - -J'」) 匕特浒示一卜7才1）才仍亏4

七y又交涉仓朋始Lt二。 L介l.,,20 19年， 夕）V

丁0米国法人吐IPCOM妒夕勹V-7K对LT

逍切存条件（公平 ， 合理的， 非差别的 U扣＠

石FRAND条件）飞特祚禾 一 卜7才1)才＠亏

4七y只左提供L众力它沭北LT， 廿y丿七0

地方裁判所1:·IPCOM忆刘寸石拆讼妇提起Lt二。

一方， IPCOM比 ， 夕）V-7@英国法人宅相手

忆英 国 T 朊 讼 夺提 起 L t:炉 ， 夕 ）V － 7比

IPCOM妒英国'"(·(I)拆讼夺中断色甘和 t立的， 米

国地方裁判所T抓讼差止的(I)申L立T旮行?t今

二机忆对L.IPCOM比， 7亏2只七英国飞

米国(I)拆松差止命令知沮止寸石允劝(1)手命飞色仓

朋始Lt之。 意外衣乙匕忆， }\ l)(I)第一蕃裁判所

祜拆讼差止(I)差止命令夺付与匕 夕勹E_丁忆对

L廿 、✓ J �"(:'(I)拆讼差止劝(I)申L立T宅取 h 下

讨石上今命E ， 各6忆外国裁判所飞新t之众拆松

手統色仓阴始寸石乙七宅禁止Lt3 34。 乙(I)差止

命令飞祜 ， 不股行(I)j:易合过1日忆今岂 ， 去允迩

反(I)j昜合比1件忆今色20万工_口(I)民事罚妒科

芒九石乙七七芒九T炉允。 L力也 ， 八l丿控拆裁

判所以 ， 拆讼差止(I)申L立t(1)取 h 下汀旮命匕

石差止命令(I)人夺i忍妫石忆匕匕去？尤气

卜千 4 、；；(l)裁判所$同梯忆 ,/午了对夕才么

亏一 判决飞拆松差止(I)差止命令左出L允气 己

(I)事件飞过 ， J午了妒夕了么亏一忆上石3G 及

抒4G规格忆朋速寸石椋夕众特眸 侵害仓拆克 ，

:工〉＾y, 于工 、）七）V卜•, )V7, ?〉八才人(I)

各地方裁判所七拆讼旮提起Lt二。 子(I)1爰 ， 夕才

人亏-(I)廿才亏4+－T冼石习y于木y夕）忱护，

J午了(I)FRAND教粉(I)不股行宅理由仁 廿

y丿�(/)米国地方裁判所夺丿午了忆对 L朊文仓

提起L,f并松差止命令仓求劝t二。乙九忆对L:工

y^〉地方裁判所以 ， 米国地方裁判所T当事者

妒 求的--c \,,'石差止命令灶F4 、；；法匕相容九众炉

$(I)飞冼石匕L， 习y于木y夕）V忆刘.L. --c拆言公

差止(I)差止命令仓出Lt:° :工y＾y高等裁判

所$, 二(I)立场宅支持Lt歹。

乙九6(I)判决阰 ， 7飞夕
｀

沪、丿卜f爰(I)欧州忆扫

讨石差止命令(I)瑕七合v屯贵凋艾 h 寸石$(1)农(1)

泛石勹力、。 L力叶／劝屯 ， 即·I、1(I)裁判所妒特昨

拆松以外(I)j易面忆击飞乙(I)J:3众差止命令宅一

般化寸 石 分匕 5 分 以不透明飞冼 石。 左拉

IPCOM对V丿示事件忆趴 女 ， JO)控拆裁判

所以 ， 拆讼差止命令过「特眸榷者力饵攷叨材逄榷

(I)侵害忆？V哎判断寸石榷限仓有寸石裁判所忆

提拆寸乙榷利」， 欧州人榷条的第1眺定它忆基

今＜财蓝榷及抒同条的第6条忆基夕＜公正众裁

判仓受讨乙榷利仓侵害寸石匕判示Lt巠。 Lt:

力5T， 少众＜七b7亏〉只忆阅寸石限 h ， 拆

讼差止(I)差止命令(l)使用盓 7亏
、
./只裁判所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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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求者(1)财蓝榷忆基夕 q非他的众管辖梳炉冼石
七判断L尤拆讼忆限定芒九乙匕考文石犬色T克
石39

0

桔除匕L七 ， 国除裁判管菲$(1)文脤T(1)「八 一

卜勹'v夕
今

夕、y卜」仁J: IJ ， 英国i出诉讼差止命令

仁敝对的众EU(1)判例法力心雒脱寸石乙匕力气？

色尤。 各 G忆 ， 英国朴蹄桔 L允， 去尤灶缔秸寸

石可能性(1)冼石子(l)他(J)国除条韵比拆松差止

命令(1)宾罚的如衍害忆祜农仑存炉七考文仑九石°

Lt动它乓 ， 英国栽钊所妒EU加盟国内(1)当事

者忆对寸石盺松差止命令宅1复活芒廿允七LT$

何6不思腋灶众V、0

EUK扫讨石拆松差止命令仁朋寸石丁亏夕
于4又仁灶， 梯女众立坋妒冼石七思扫九石。

EU(1)裁判所仁阅LTV忱团祈讼差止命令仓

公序良俗忆反寸石匕考文T心石卜刀 、）裁判所以 ，

子(1)上今存差止命令(J)孰行左 i忍劝tu众伈 0 对

照的忆 ， 7亏y只(1)钺判所比荨屈的合意管辖

七仲裁合意忆逊反L允当斗I者仓制裁寸石目的飞

冼如忒， 判例法仁J:6 JI, － ）比如＼ ， 英国裁判
所好出L允差止命令(1)埶行七懿劝Tv女压 最

近(1)FRAND条项kl浏寸石拆松飞比， F4 、)

七7亏y只(1)裁钊所炉七心忆拆松差止(l)差止命
令旮出LTV必炉， 乙(1)J:今众差止命令(1)使用

炉商小粉争等他(1)分野忆t扩去大寸乙力心3 力心比

今倓(1)j功向旮旯守石必要力饿心。
L力、L众力屯 ， EU各国力，七'(1)上今众怹度宅

取石忆廿上， 特亿英国(1))忆力
．

－ 丿条的^(1)加盟

妒眩劝6九众U坳合 ， EU域内T阱始芒九尤拆

讼d)今七 ， 英国裁判所炉管帖条项仁迩反LTU
石匕判断Lt:心(1)-?, 滥用的去允灶遏酷飞花石

匕判断Lt:心(1)忆刘L， 卧付讼差止命令仓出寸楼

会炉大幅忆增加寸石乙匕炉见达去九石。 阴保
寸石EU域内(1)裁判所力艾(1)上勹众差止命令茫

眩劝TP石力、七｀今力、以 ， 已(1)J:今衣救济措世(1)
逆用忆当 t..:-:J't"灶， 限定的心意味L力、持尤众炉。

差止命令宅受讨尤当事者力文(1)上 5 众措笸夺照

祝LtJ土易合， 英国飞法廷侮辱罪忆朋扣九石可能

性妒冼h, 子(1)上 ， 本拆仁今V哎判断寸乙裁判
所(1)怒 h 夺仪今乙七K众石匕v＼;乙七比当事

者妒差止命令忆徙今强力众理由匕众石。 去尤，

$ L当玵者妒英国内 ， 去允过英国裁半彷i(1)本案

判诀旮承眩寸石他(1)管沛扣勾忆资涯仓有LTv、石
坳合， 乙(1).I:今众措悄忆不本意众当事者七冼？
Tb ， 乙九宅焦视寸石乙七灶雅LI,心思扣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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