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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主辦

「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國國際海運與貿易中的作用- 

現狀及未來研討會（線上）」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開幕辭

2021 年 1 月 7 日（星期四） 

包先生（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主席包榮）、初教授（大連海

事大學法學院院長初北平）、王教授（上海海事大學法學

院院長王國華）、各位嘉賓：

1. 大家好。感謝主辦機構香港海事仲裁協會、大連海事

大學、上海海事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寧波大學以及

各個協辦和支持的機構，給我機會在研討會開始之前

說幾句話。

2. 剛過去的 2020 年，對香港和全球而言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雖然疫情嚴重影響全球的經濟，但也帶來了一個

新的契機讓我們審視現有的制度及系統。我們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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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新常態，並開始逐漸適應及習慣。展望新的一年，

市場似乎有望重拾動力，恢復平穩。 

 

國際海運貿易最新情況 

 

3. 在國際海運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

布的《海運述評 2020 年》報告，受疫情影響，報告預

測 2020 年全球海運貿易下降 4.1%，然而亞洲繼續主

導全球海運貿易 1，各地積極推出應對措施，預計海

運貿易 2021 年開始復甦，增幅是 4.8%。2 

 

4. 該《海運述評》報告指出，到 2020 年 1 月 1 日，就主

要船舶的價值而言，香港是全球第五大船籍登記地，

位列巴拿馬、馬紹爾群島、利比里亞及巴哈馬之後。

就船舶的載重噸位而言，香港是全球第四大主要船籍

登記地，僅次於巴拿馬、利比里亞及馬紹爾群島 3。 

                                                      
1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2020 年 11 月 12 日發布的新聞稿（載於

https://unctad.org/press-material/unctads-review-maritime-transport-2020-highlights-and-figures-asia-an
d-pacific） 
2 《海運述評 2020 年》報告 17 頁（載於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rmt2020_en.pdf） 
3 《海運述評 2020 年》報告表 2.5 及 2.6（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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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0 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

中，香港為全球第四大國際航運中心，三甲為新加坡、

倫敦及上海，顯示世界經濟重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向亞

洲轉移的趨勢日益清晰。4而在中國科學院預測科學研

究中心發布的《2020 年全球 Top 20 集裝箱港口預測

報告》5，全球集裝箱輸送量十強港口有七個來自中

國，香港位列第九。其中，粵港澳大灣區佔三席，而

且廣州、深圳和香港均超過 1,700 萬 TEU，就是國際

標準箱。由此可知，香港與內地海運業關係密切，在

大灣區的海運發展更是一個重要的據點。 

 

6. 中央政府早已確立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支持香港

發展成為區域性航運和爭議解決樞紐。「十三五」規

劃建議提出「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三大中心地位」，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共同拓展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rmt2020_en.pdf） 
4 《新華財經中國金融信息網》2020 年 7 月 22 日發布的文章（載於 
http://index.xinhua08.com/a/20200722/1947514.shtml?ulu-rcmd=0_comdf_rfill_3_5bd9bad6c4ca483d83
8e9a409f3caaf1；《2020 新華．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載於 
http://upload.xinhua08.com/2020/0722/1595399404217.pdf） 
5 《中國貿易投資網》2020 年 9 月 11 日發布的文章（載於 
http://www.tradeinvest.cn/information/6816/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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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領域，把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有機結

合。6 

 

7. 這個研討會的題目是「香港海事仲裁在中國國際海運

與貿易中的作用」，正如我剛才提及，香港的發展與

內地息息相關，必須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充分

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和固有優勢，香港作

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才能繼續提升。 

 

香港的海事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發展概覽 

 

8.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BIMCO

於去年九月宣布通過《BIMCO 法律及仲裁條款

2020》，將香港列為四個指定仲裁地之一，另外三個

則是倫敦、紐約和新加坡。這是一則令人鼓舞的消息。 

 

9. BIMCO 是世界知名的非政府航運組織，致力推廣全

球海運業通用的標準合同。BIMCO 這個新舉措，不

                                                      
6 見 https://www.bayarea.gov.hk/tc/about/hongko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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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對香港處理海事爭議的效率及效益投下信心的一

票，也令香港躋身世界頂級海事仲裁中心。這是香港

海事仲裁協會、香港船東會和政府不同部門努力推動

香港海事仲裁的共同成果。 

 

10. 新條款納入各個仲裁地的相關條文供用者選擇合併

在 BIMCO 的合同內，並包含有關送達通知的新規

定。香港《仲裁條例》（第 609 章）以及示範條例中

推薦的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會適用於相關仲裁

程序。這對香港海事仲裁協會也是一項重大發展，協

會在 2000 年 2 月由一群擁有不同背景、海事知識和法

律專業人士籌組成立 7，後於 2019 年 3 月成為獨立仲

裁機構，宗旨為促進香港海事仲裁與調解的發展和使

用。2019 年，它被委任處理仲裁爭議 78 次，是香港

專注提供海事爭議仲裁服務的重要機構之一。 

 

                                                      
7 香港海事仲裁協會網頁（網址 https://www.hkmag.org.hk/ho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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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們期望有更多海事仲裁在香港進行，這不但進一步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更有助提升香港

處理海事爭議的效率，支持航運業的健康發展。 

 

12. 未來我們希望 BIMCO 也鼓勵航運業多加利用香港的

調解服務，更普及地使用調解以解決爭議。 

 

13. 除了國際上的成果，我也希望跟你們談談香港最新的

一些發展。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是中國唯

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根據香港與內地於 1999

年 6 月 21 日簽定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

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安排》），在內地或香港

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相互執行。而為了進一步完善這

一個《安排》，於去年 11 月 27 日簽訂了《關於內地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

（《補充安排》），包括釐清《安排》所涵蓋的範疇、

當事人可以在法院接受執行仲裁裁決的申請之前或後

申請保全措施、並允許仲裁當事方在內地和香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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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執行同一仲裁裁決。通過《補充安排》，《安排》

的行文及實務上與現行國際慣例更全面的保持一致。

簽署《補充安排》當天，雙方以中英文雙語發布相互

執行仲裁裁決的 10 宗典型案例書，其中一宗正是與海

事爭議有關。案中當事方成功向廣州海事法院申請認

可和執行在香港作出的兩份仲裁裁決，包括首次終局

裁決和費用終局裁決。8這體現了香港司法協助機制對

跨境海事爭議解決中的重要作用。 

 

14. 此外，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關於內地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

我簡稱《保全安排》，是一個重大突破，令香港成為

第一個內地以外的司法管轄區，作為仲裁地時，由合

資格仲裁機構管理仲裁程序的當事方可以向內地法院

申請保全措施。《保全安排》下的第一項命令由上海

海事法院在 2019 年 10 月 8 日頒布，海事爭議的當事

方向香港合資格仲裁機構提出單方面的申請，以保

                                                      
8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典型案例》中「華夏航運（新加坡）有限公司申請

執行香港仲裁裁決案」（載於 https://www.doj.gov.hk/tc/publications/pdf/compendium_c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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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扣押和凍結被申請方在內地的財產，申請經審查

後批准，及時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15. 不同地方的仲裁界反應十分正面，認為《保全安排》

有助增加香港作為處理與內地有關爭議的仲裁地的一

個吸引力。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香港仲裁機構向

內地人民法院合共提交了 32 宗《保全安排》下的保全

措施申請。申請分別向內地共 16 間內地人民法院提

出，內地法院共就 21 宗保全申請發布了裁決，其中

20 宗申請獲批。獲批的保全申請所涉及的財產總值 97

億元人民幣。航運業界也可以受惠於《保全安排》更

有效地處理各種與內地有關的海事爭議。 

 

16. 另外，律政司積極尋求中央支持，爭取深化大灣區法

律服務的開放措施，探討在大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

仲裁」的政策，在無涉外因素的情況下，讓區內的港

資企業選用香港法作為合同的準據法，並可以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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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用香港作為仲裁地 9。去年 8 月深圳前海推出「先

行先試」的計劃 10，11,000 多家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

業，在訂立民商合同的時候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

法律，包括香港法。這些措施能為大灣區企業提供更

多的選擇。 

 

香港網上爭議解決服務 

 

17. 香港一直鼓勵發展法律科技，這一個需求在疫情之下

更顯重要。 

 

18. 得到政府的支持，eBRAM 中心（一邦國際網上仲調

中心）正推廣其網上爭議解決及促成交易的平台，提

供高效、一站式跨境爭議解決服務，讓身處全球任何

角落的各方都可藉此透過網上促成交易和解決爭議。

11 

                                                      
9 2020 年 10 月 26 日發布的司長網誌（載於 
https://www.doj.gov.hk/tc/community_engagement/sj_blog/20201026_blog1.html） 
10 《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載於 
http://qh.sz.gov.cn/sygnan/xxgk/xxgkml/zcfg/szsfg/content/post_8054840.html）  
11 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網頁（網址 https://www.ebram.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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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對於牽涉不同司法管轄區和金額不多的海事糾紛，網

上爭議解決平台提供了一個性價比高的選擇，它可以

節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令到香港提供海事爭議解決

服務更上一層樓。 

 

20. 最後，我再一次感謝大會的邀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

研討會分享各個學者跟專家的意見。我預祝研討會圓

滿成功，我也在這裏恭祝大家新的一年進步，身體健

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