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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 虽然对于涉外诉讼中诉讼文件的送达有

一些规定, 但这些规定却留下了一定的真空, 使得诉讼文件在某种

情况下可能无法送达至境外方。本文中, 通力律师事务所的秦悦民

律师根据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目前诉讼文件境外送达的立法情

况作了介绍, 并且结合司法实践对于在实践中交易方能否在交易文

件中约定“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进行了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跨境交易也随之愈加频繁。但在跨

境交易发生纠纷时, 并且如果纠纷由中国法院处理, 如何有效地进

行诉讼文件的送达,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本

文基于中国法律及人民法院的实践, 对跨境交易中“诉讼文件的送

达代理人”问题做一梳理。 
 

中国法下对“境外送达”的规定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的相关规定, 只有将民事诉讼的文书按照法

律规定的方式送达给当事人, 有关的诉讼程序才能继续进行并对当

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 在诉讼程序中如果某项法律文书

未能依照法律规定送达给当事人, 那么该诉讼程序就无法进行下去, 
并且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 如果在跨境交易中发生

了纠纷, 可能由于法律文书无法送达至境外, 从而造成整个诉讼程

序无法继续, 而使守约方得不到司法救济的后果。 
 
1991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2
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中, 对境外送达作过诸如条约送达、外交送达、使

领馆送达等规定, 但并没有规定“双方可以在交易文件中约定境外

方的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 在实务中, 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纠纷 

跨境交易中“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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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文书送达有过一些指导性的意见。该等指导性意见往往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形式发布, 如在《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向境外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直接送达法律文书问题的答复》中, 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境外当事人授权的中国律师或依法委托的其他诉讼代理人, 如在授权委托书中对代为

接受诉讼文书, 没有限制性约定, 就有义务代其当事人接受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还有一种方法是以“实
务问题解答”或“通知”的形式发布, 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一)》1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确认了一系列境外送达的方

式。而后, 在 2006 年 7 月 1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一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

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送达规定》)(法释[2006]5 号)的司法解释, 该司法解释将上述指导性

意见中对于涉外民事和商事案件中的境外送达进行了一个总结,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司法解释。 
 
在《送达规定》第三条至第五条中,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的送达代理人, 做
出了一系列的规定。 
 
首先, 受送达人在中国境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为当然的送达代理人; 其次, 受送达人委托的诉讼

代理人应为其送达代理人, 除非该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

法文书; 第三, 受送达人在境内的代表机构也应为其送达代理人;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受送达人在境内

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只要经受送达人的授权, 也为该受送达人的送达代理人。以上这些送达代理人, 
法院是可以适用留置送达方式的。 
 
有关送达代理人的约定 
 
根据《送达规定》, 在中国境内的受送达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受送达人在境内的代表机构当然

成为境外受送达人的送达代理人, 受送达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只要不是被授权文件明确表明不能代为送

达, 也应该被视为受送达人的送达代理人, 而受送达人在境内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却需要被送达

人的特别授权, 方可成为送达代理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此处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

程序法》的规定稍有不同。2 
 
因此, 可以将“受送达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和“受送达人在境内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视为《送达规

定》下“可能的送达代理人”。前者只要不被受送达人明确表明不可为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 后者只要得到

受送达代理人的明确授权, 都可以成为境外受送达人在境内的送达代理人。 
 
为了填补《送达规定》留下的真空, 避免发生诉讼文件无法送达的情况, 在制作交易文件时, 可以将送达

代理人的问题事先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的约定。比如在合同中约定境外交易方的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为其

在境内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代办人, 或者其他专门指定的人士。这种看似并不复杂的合同安排如能运用在交

易文件的制作中, 能使涉外诉讼中的送达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旦将来发生纠纷需要通过中国法院解

决讼争, 能使诉讼程序顺利进行, 从而能使守约方更有保障地得到司法救济。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在诉讼程序被启动时, 《送达规定》中关于“诉讼代理人”的规定才有意义。因为在原

告起诉后, 被告一旦应诉, 整个诉讼程序已经被启动, 原、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根据《送达规定》可以成为

双方各自的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但在实践中, 如果境内的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中国法院起诉境外的被告, 
但境外被告根本不应诉, 并且诉讼文书也不能有效地送达至境外时, 《送达规定》中关于“诉讼代理人”的
规定也就无法在这种情况下适用。那么交易双方能否不局限于《送达规定》中的规定, 在交易文件中约定

境外交易方在境内的送达代理人, 从而使诉讼文件送达至该等代理人时, 就被视为送达至本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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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护双方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出发, 只要交易双方经过合意, 对诉讼文件送达代理人的约定是

一个成本小, 但是效果非常理想的一个方法。在审判实务中, 人民法院对双方在合同中自行约定诉讼文书

的送达方式也是持认可态度的。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02 年做出的一个判决中, 3为涉案债务提供

担保的境外股权出质人与境内债务人、境内债权人签订了《股份质押担保借款合同》, 其中约定提供担保

的境外股权出质人授权境内债务人代表其接受和告知收到中国法院发出的任何传票、裁定、判决或其它

司法程序通知。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该等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约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 属于

有效的约定。另外在实践中,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送达代理人”的认定, 也超出了《送达规定》

中规定的“送达代理人”的范畴。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实务操作中, 不仅通过境外公司在沪的关联

公司转递司法文件, 甚至还通过仲裁代理人送达诉讼文书。4司法实践中, 涉外送达周期过长、送达成功率

不高已成为影响涉外商事案件审判效率、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制约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因素, 当人

民法院也在实践中认可送达代理人的约定, 同时积极寻求各种方法以完成境外送达的时候, 似乎没有理

由认为交易各方当事人事先约定送达代理人之被人民法院认可会存在实质性的障碍。 
 
从人民法院认可的上述约定送达代理人的案例中, 境外股权出质人和境内的债务人, 即其送达代理人之

间, 是有一份委托协议的, 即此处代理权的授予是基于双方的委托协议。但是, 代理关系中的授予代理权

属于单方行为, 仅凭被代理人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发生授权的效力, 代理人便取得代理权, 因此代理

授权关系的成立是不需要代理人做出承诺的意思表示的。如在交易文件中约定, 一方授权第三人为其送达

代理人而不需要该第三人的意思表示, 这种授予代理权的行为是否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被认可呢？起码

目前从人民法院认可的案例中, 授予送达代理人代理权是需要基于委托合同, 即受托人应作出承诺, 法院

才认可该等委托代理。尽管中国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种送达代理人的约定, 但由于中国关于送达代理

人方面的法律和实践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因此我们认为在合同条款中对送达代理人的约定还是应该尽

可能周密一些。即在交易文件中约定送达代理人的同时应该设法获得送达代理人同意担任此职的意思表

示。虽然法院对送达代理人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处于发展中, 把握的尺度将来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但从交易

的安全性考虑, 法院在认定交易双方对送达代理人的约定是否有效时, 送达代理人本身的意思表示会是

一个考量因素。如果没有送达代理人本身的意思表示, 该等授予代理权的行为可能会不被法院所认可。 
 
结论 
 
因此, 在制作涉及中国法院管辖的跨境交易文件时, 可以考虑明确约定, “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无论该文件是发自本合同当事人本人, 还是其律师, 还是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被送达至

以下指定的送达代理人时, 即在法律上视为有效地送达给另一方当事人本人。”条款中所述“送达代理人”, 
不仅可以根据《送达规定》来进行约定, 还可以选择某家在中国境内有办公地址的律师事务所、该外国公

司在中国的关联企业等可以在中国境内进行送达的机构和法人。同时, 建议事先获得指定送达代理人的一

方向另一方提交的送达代理人同意担任此职的同意函或者通知。综上所述, 在交易文件中明确约定送达代

理人应该是值得考虑的解决发生争议后无法给境外交易方送达诉讼文件而导致诉讼程序陷入困境的一个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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