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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

李庆明


摘　要：美国域外管辖包括域外立法管辖、司法管辖和执法管辖，有别于长臂管辖和美国法
的域外适用。美国认为其域外管辖源于国际法上的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

美国国会制定含有域外适用条款的立法，既有确保美国境内外当事人得到平等对待的考虑，也有

维护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利益的考虑。美国联邦法院虽已限制外国原告利用美国法对域外发

生的侵权案件寻求赔偿，但并未限制美国行政部门的执法权和美国私人当事人的诉权。美国行政

部门甚至还违反国际法和外国法在外国领域内执法。针对美国域外管辖，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以

及欧盟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可资借鉴的反制措施。为回应美国域外管辖，中国

应：与其他国家合作，反对美国过度域外管辖；协助中国企业和个人做好个案应对；完善中国对

外关系法，尤其是管辖权立法、国际司法协助立法、阻却立法等。

关键词：域外管辖　长臂管辖　美国法的域外适用　阻却立法

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国内法在银行、证券、反腐败、进出口管制等多个领域管辖中国的实体

和个人。美国域外管辖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制度越来越受到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域外管辖包括域外立法管辖、司法管辖和执法管辖。“长臂管辖”（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是域外
管辖的一部分。① １９４５年以来，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均不断扩张域外管辖，遭到加拿大、
英国等国家以及欧盟的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域外管辖领域的互动，为中国应对美国域外管辖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本文首先辨析域外管辖的概念，分析其与长臂管辖和美国法的域外适用的区别，其次介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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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美国法的理解来论述 “长臂管辖”，不同于政治、外交领域 “依托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

体”的 “长臂管辖”。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上午９：３７，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上至少共有２３条 “长臂管辖”的新闻

发言或报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ｊｂ／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ｊｓｐ？ｓｉｔｅｉｄ＝５２４３＆ｓｉｔｅｎａｍｅ＝ｗｗｗ＿ｃｈｎ＆ｓｗ＝％Ｅ９％９５％
ＢＦ％Ｅ８％８７％８２％Ｅ７％ＡＥ％Ａ１％Ｅ８％ＢＥ％９６＆ｓｕｂｍｉｔ＝％Ｃ２％Ａ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另见２０１８年
９月２４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对美国 “长臂管辖”的论述。中国

政府在广义上理解 “长臂管辖”能在英国国际法学家詹宁斯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和瓦茨 （Ｗａｔｔｓ）修订的 《奥本海国际法》

中找到依据。詹宁斯和瓦茨理解的 “长臂”（ｌｏｎｇａｒｍ）管辖包括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和 《１９７６年外国主权豁免
法》上的效果原则。Ｓｉｒ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ＱＣａｎｄＳｉｒ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ｔｔｓＫＣＭＧＱＣ，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１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９ｔｈｅｄｎ，２００８），ｐ４７４笔者阅读的是 Ｏｘｆｏｒ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ｈｔｔｐ：／／
ｏｐｉｌｏｕｐｌａｗｃｏｍ）数据库中该书的英文电子版。在 《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１９９５年版的中译本中，译者使
用了 “长臂”管辖一词。参见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公绰、

汤宗舜、周仁译，王铁崖校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５页。





国域外管辖的实践，再次总结反对美国域外管辖的各国实践，最后分析我国应对美国域外管辖的

思路。

一　美国域外管辖的概念

各国关于管辖权的理论与实践并不统一，要准确界定 “管辖权”都比较困难，① 再要界定域

外管辖，就更可能徒劳无功。②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界定域外管辖，并区分其与长臂管辖、美国

法的域外适用，以免中美两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同样的名词赋予不同的含义，导致表面上说的是

同一个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

域外管辖是一国在其域外行使管辖权，包括域外立法管辖、域外执法管辖和域外司法管辖。

域外管辖不是长臂管辖，因为长臂管辖只是对人管辖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中的一种特别管
辖权，③ 强调的是法院管辖谁，法院依据 “长臂法规”（ｌｏｎｇａｒｍｓｔａｔｕｔｅｓ）对非本国 （州）居民

被告行使司法管辖权。

域外管辖也不是美国法的域外适用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因为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是美
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将美国国会立法适用于在美国境外的人和事。美国法的域外适用经常与事

项管辖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④ 混同，因为美国联邦法院行使事项管辖权需要有美国国会
通过的成文法的授权，而美国联邦法院经常认定因为一项成文法应域外适用，所以法院具有事项管

辖权。但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是一个成文法的范围问题，而事项管辖权强调的是法院管辖什么事，两

者并不是一回事。如果美国行政机关或美国内外的私人当事人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某个行为提起诉

讼，寻求民事罚款、损害赔偿金或其他救济，联邦法院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的权力是事

项管辖权。在确定事项管辖权后，美国联邦法院还得考虑是否对被告具有对人管辖权，原告是否有实

体法上的诉因，而判断实体法上的诉因需要认定成文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发生在美国领域外的人和事。

举例而言，即使美国法院对原告提出的以未在美国设立住所的被告实施了银行欺诈行为而寻

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具有事项管辖权，同时，美国法院认定被告在纽约开设了代理行账户而且

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该代理行账户有关或者是因该代理行账户而产生的，则法院对被告也具有长臂

管辖权，但如果所争议的成文法并没有规定应域外适用，则应推定该法不得域外适用，美国法院

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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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ｋｅｈｕｒｓｔ，“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７２—１９７３）４６Ｂｒｉｔｉｓｈ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５，
ｐ１４５虽然管辖侧重于实际控制，管辖权更侧重于一般意义上行使权力，但实际上能实际控制的都能行使权力，所
以除非另有说明，本文混用 “管辖”和 “管辖权”。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Ｌｏｗｅｎ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６
美国法院要管辖一个外国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需要同时满足对人管辖权、事项管辖权和审判地 （ｖｅｎｕｅ）的要求。
对人管辖权确定美国法院能管辖外国被告，事项管辖权则确定法院对相关案件及其所涉诉讼请求有管辖权，审判地

则是确定地理意义上的起诉地点。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民事诉讼法》，张利民、孙国平、赵艳敏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７页。
翻译为对事管辖权更妥当，但是考虑到国内的习惯，所以本文仍然使用事项管辖权一词。《布莱克法律辞典》（第１０
版）的解释是：对案件性质和所寻求的救济种类的管辖权；法院可以对人的行为或事的状态作出裁定的程度。Ｂｒｙａｎ
ＡＧａｒｎｅｒ（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１０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ｘｔｗｅｓｔｌａｗｃｏｍ，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本文不讨论美国各州法院的事项管辖权，仅讨论联邦法院的事项管辖权。



（一）美国域外管辖是什么

要理解域外管辖，得理解 “域外”（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和 “管辖”两个概念。① “域外”是相对

于 “域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而言的，指的是国际法上的 “管辖领域”之外，不是国际私法上的 “法

域”之外。② 管辖领域的范围要大于 “领土”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不但包括一国领陆、领水、领空及其
船舶和航空器，也包括专属经济区、毗连区、大陆架和实际控制管理的其他区域 （如军事占领

区），但不包括一国驻外国的使领馆。③

管辖权总是与国家主权、国家平等相关，每个国家在自己领土上具有专属管辖权。在国内法

上，管辖权包括立法管辖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司法管辖权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和执法
管辖权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三种形式。④ 管辖权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并不一一对应。粗略而
言，在国际法上，立法管辖权也称 “规制管辖权”（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指立法机关、行政
机关和法院创设一般性规则的权力；司法管辖权也称 “裁判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
指 “一国让特定的人或事从属于司法过程的权力”，既包括司法机关受理和裁判案件的权力，也

包括行政裁判庭受理行政复议、行政争议的权力；国内法上的执法管辖权，粗略对应国际法上的

“执行管辖权”，指政府利用资源诱导 （ｉｎｄｕｃｅ）或强制遵从法律的权力。⑤

域外管辖指的是一国将其法律的适用范围或其司法和行政管辖范围扩展至该国领土以外，⑥

包括域外立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和执法管辖权。典型的是在反垄断领域，美国国会可以制定规

则宣布境外的垄断行为非法并授予司法部和私人以诉权，联邦法院可以受理司法部提起的刑事和

民事诉讼以及私人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美国司法部可以对境外主体在境外共谋的垄断行为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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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Ｃｏｌａｎｇｅｌｏ，“Ｗｈａｔｉ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９９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０３，ｐｐ１３０４－１３０５
《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管辖权包括如下含义：第一，政府对其领域内的所有人和事行使权威的一般权力；第二，

法院审判案件或发布命令的权力；第三，一个可以行使政治或司法权威的地理区域；第四，在地理区域中的政治或

司法分区。第三种含义实际上是管辖区域，第四种含义相当于一国内部的一个法域，第一和第二种含义接近国际法

上管辖权的含义。ＢｒｙａｎＡＧａｒｎｅｒ（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１０ｔｈ ｅｄｎ，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ｎｅｘｔｗｅｓｔｌａｗｃｏ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ＳｅｅＡＣａｓｓｅｓｅａｎｄＰＧａｅｔａ，ｌＢａｉｇ，ＭＦａｎ，ＣＧｏｓｎｅｌｌ，ａｎｄＡＷｈｉｔｉｎｇ，Ｃａｓｓｅ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３ｒｄｅｄｎ，２０１３），ｐ２７５
ＳｅｅＭａｌｃｏｌｍＮＳｈ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７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４），ｐｐ４６９－４７３
Ｓｅ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０１（ａ） － （ｃ）（１９８７）．
美国法学会２０１８年出版了 《美国对外关系法 （第四次）重述》，但未改变第三次重述中管辖权的基本分类和依

据，故本文仍然援引第三次重述的内容。部分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均是执行法律，故倾向于将管辖权分

为两类，一类是 “规制管辖权”，即制定法律、决定或规则的权力，另一类是执法管辖权，即采取行政或司法行动

的权力。例如，曼 （Ｍａｎｎ）使用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ｒ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的分类。ＳｅｅＦＡ
Ｍａｎｎ，“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６４）１１１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１，ｐ１２８Ｓｅｅａｌｓｏ，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８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２），ｐ４５７有学
者认为，在刑事领域，裁判管辖权应作为执法权的一种，所以没必要单列裁判管辖权。ＳｅｅＲｏｇｅｒＯＫｅｅｆ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２００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７３５，ｐｐ７３６－
７３７另见 〔日〕小原喜雄：《经济法域外适用的法律原理》，雷法译，载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８６年
第６期，第４７页。
周晓林：《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与国际管辖权冲突》，载 《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４１页。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ＩｒｅｌａｎｄＰｉｐ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Ｐｉｐｅｒ，“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ｏｅ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ｒｍｏｆｔｈｅ
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２０１２）１３（１）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２２，ｐ１２７



反垄断调查、提起刑事诉讼。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不讨论适用外国法和国际法而行使域外管辖权，① 也不讨论法律选择方

法和规则。在法律选择层面，法院适用法院地法来调整涉外法律关系，导致法律的域外适用，有

学者也认为这构成域外管辖。② 通过法律选择规则来确定涉外民事案件应适用哪个法域的实体

法，是一种法域选择规则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ｒｕｌｅｓ），是国际私法领域的基本问题，应该作为法
律适用问题予以论述，故本文不将法律选择层面上的方法和规则作为域外管辖。

（二）美国域外管辖不是什么

域外管辖的含义广于长臂管辖、美国法的域外适用。长臂管辖是法院司法管辖中的一种特别

管辖权，是域外管辖的一种。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包括域外管辖中的执法管辖和司法管辖，是美国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将美国法适用于域外的人和事。

１美国域外管辖不是长臂管辖
美国法上的长臂管辖仅限于民事诉讼中的对人管辖权。《布莱克法律词典》将 “长臂管辖”

解释为：对起诉时与管辖区域有联系的非居民被告的管辖权，③ 源于美国各州制定的内容大同小

异的 “长臂法规”。美国各州制定了长臂法规，规定对非居民被告在该法有效时与该地有联系的

管辖权。④ 虽然美国国会并未在联邦层面制定长臂法规，但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ｏｆ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第４条允许联邦法院 “借用”其所在州制定的长臂法规，从而取得对外

国被告的对人管辖权。⑤

长臂法规确立的对人管辖权规则源于 “国际鞋业公司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ｅｖＳｔａｔｅ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⑥ 该案将非居民被告与法院地存在 “最低限度的联系”（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作为管辖依据，被称为长臂管辖。后来，对人管辖权由美国法院发展出 “一般管辖权”

（ｇｅｎｅｒ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和 “特别管辖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的分类。一般管辖权允许法院管
辖针对在法院地有 “实质意义的家”（“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ａｔｈ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ｕｍ）的被告的所有诉讼请
求，特别管辖权仅允许法院管辖被告与法院地存在联系或由此产生的诉讼请求。⑦ 如果外国被

告未在美国设立住所或存在 “实质意义的家”，除非外国被告同意，否则对外国被告行使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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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２００６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９日和７月３日至８月１１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

报告》附件 Ｅ域外管辖权，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１０号 （Ａ／６１／１０），第 ３９０—３９２页，
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ｎｙ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Ｇ０６／６３６／１９／ｐｄｆ／Ｇ０６６３６１９ｐｄｆ？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
Ｓｅ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ＪＣｏｌａｎｇｅｌｏ，“Ｗｈａｔｉ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９９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３０３，ｐｐ１３４７－１３４９
ＢｒｙａｎＡＧａｒｎｅｒ（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１０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ｘｔｗｅｓｔｌａｗｃｏｍ，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ＢｒｙａｎＡＧａｒｎｅｒ（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Ｗ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１０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ｅｘｔｗｅｓｔｌａｗｃｏｍ，最后访
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日本学者按照美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理解，从长臂法规的角度来介绍美国立法和法院对
外国 （州）被告的侵权、商业交易领域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参见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外交学院国际

法教研室总校订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１６页。
ＳｅｅＧａｒｙＢＢｏｒｎ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ＢＲｕｔ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６ｔｈ

ｅｄｎ，２０１８），ｐｐ８０－８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ｅｖ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３２６ＵＳ３１０，３２６（１９４５）．
ＳｅｅＧａｒｙＢＢｏｒｎａｎｄＰｅｔｅｒＢＲｕｔ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６ｔｈ

ｅｄｎ，２０１８），ｐ８８



臂管辖”只能是特别管辖权。① 例如，在 “古驰诉李案”（ＧｕｃｃｉＡｍ，ＩｎｃｖＬｉ）中，中国公民在
网上卖假货，但通过中国银行清算，美国商标权人起诉该中国公民，并要求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提

供该中国公民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和中国境内各分行的账户开立及交易信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抗辩美国法院没有对人管辖权，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中国银行通过在纽约开设的代理

行账户为中国公民提供美元清算服务，商标权人所提起的诉讼与该代理行账户和交易有关，所以

法院依据纽约州的长臂法规对中国银行具有特别管辖权，这种特别管辖权是典型的长臂管辖。②

如果商标权人在中国境内与中国银行因人民币贷款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即使存在长臂法规，除

非中国银行同意，否则美国法院也不会受理以中国银行为被告的案件，因为中国银行在纽约开设代

理行账户与所诉行为没有关联性。相反，对于住所设立在美国的法人，无论原告对该法人提出什么

请求，美国法院均可以对该法人主张对人管辖权，这种管辖权是一般管辖权，不是特别管辖权，也

不是长臂管辖。

２美国域外管辖不是美国法的域外适用
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将立法机关通过的具有域外效力的立法适用于美国境外

的人和事。③ 广义上还包括法律选择，即一国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 （仲裁庭）根据冲突规范 （含当事

人协议选择）的指引而适用外国实体法，以及本国实体法经由冲突规范的指引或作为直接适用的法而

适用于本国涉外案件。目前，其他国家特别反对美国经济立法、刑事立法的域外适用。

１９４５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 “美国铝业公司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Ｃｏ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发展出 “效果原则”，④ 导致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联邦法院将美国法的域外适

用与事项管辖权混同。⑤ 事项管辖权指的是法院审理和裁决某一类案件的权限范围，⑥ 即法院对

哪些事项具有管辖权。⑦ 联邦法院行使事项管辖权需要得到特定的国会立法授权，但国会经常并

未明确所通过的成文法是否域外适用，而法院则通过解释国会的立法意图来推断该法具有域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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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参见高宗泽：《美国反倾销法初探》，载 《学习与思考》１９８２年第２期，第３６页；赵维田：《国际航空运输责
任规则的发展与现状》，载 《法学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９０页；周晓林：《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与国际管辖权冲
突》，载 《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４２页；郭玉军、甘勇：《美国法院的 “长臂管辖权”———兼论确立国

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合理性原则》，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２６７页；徐伟功：《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
张———基于国家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分析》，载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７３—７４页。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主张其技术转让方面的限制性法规的域外效力是 “长臂管辖”。参见车丕照：《国际技术

转让的法律调整》，载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５０页；车丕照：《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国际经济冲
突及其解决途径》，载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第８３—９６页。
ＧｕｃｃｉＡｍ，ＩｎｃｖＬｉ，１３５ＦＳｕｐｐ３ｄ８７，９３（ＳＤＮＹ２０１５）．
域内效力、域外效力与域外适用、域外管辖权概念的区别的综述，参见孙国平：《论劳动法的域外效力》，载 《清华法

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４—２９页。美国法院在有的案件中将域外适用作为立法管辖权，即法院将国际法律冲突原则作
为解释工具，用以确定国会目的和意图是否要将成文法适用于域外行为。ＳｅｅＪｏｈｎＡＴｒｅｎｏ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ａｆｔｅｒＨａｒｔｆｏｒｄＦｉｒｅ”，（１９９５）６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８３，ｐ１５８４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Ｃｏ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４８Ｆ２ｄ４１６（２ｄＣｉｒ１９４５）．
参见王晓晔：《效果原则———美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载 《国际贸易》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４２—４３页；杜涛：《美
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终结还是复活？———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案及 〈多德—弗兰克法〉第 ９２９Ｐ（ｂ）
条》，载 《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卷第４期，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ＰｉｅｒｃｅｖＳｔａｔｅ，３３８ＳＣ１３９，１５０，５２６ＳＥ２ｄ２２２，２２７（２０００）．
涉及外国人的联邦法院事项管辖权包括 《美国法典》第１３３２（ａ）（２）条规定的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的外籍管辖权
（ａｌｉｅｎａｇ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以及 《美国法典》第１３３１条规定的联邦问题管辖权 （ｆｅｄｅｒ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第１３３１条规定：
“地区法院应对产生于 《美国宪法》、美国法律和美国参加的条约的所有民事诉讼具有初始管辖权。”ＳｅｅＧａｒｙＢＢｏｒｎ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ＢＲｕｔ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ｕｒｔ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ｌｔｅｒｓＫｌｕｗｅｒ，６ｔｈｅｄｎ，２０１８），ｐｐ７－３２



力，应域外适用，从而认定法院具有事项管辖权。根据效果原则，如果外国人在美国境外的行为

已在或意图在美国境内产生效果，则法院具有事项管辖权。这样一来，法院认定国会立法具有域

外效力，授权了法院事项管辖权，就将法律的域外适用与事项管辖权合二为一了。

在 “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ａｎｋＬｔｄ）中，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已认定法院对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具有对人管辖权，但认定美国法的域外适用独立于事

项管辖权，并认为一部成文法的域外范围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ｒｅａｃｈｏｆａｓｔａｔｕｔｅ）是一个涉及是非曲直
的事实问题，不是法院听审案件的权力的事项管辖权问题。①

因此，域外管辖、长臂管辖、美国法的域外适用三个概念具有交叉性，但存在很大区别。域

外管辖是一个统称概念，长臂管辖限于对人管辖权中的特别管辖权，美国法的域外适用是美国行

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将立法机关通过的具有域外效力的立法适用于美国境外的人和事。

二　美国域外管辖的实践

理论上，作为国内管辖事项，一国有权以其愿意的任何方式、为任何目的制定自己的管辖权

规则，前提是不违反国际法。但从合理性的角度考虑，该国与所管辖的人和事应具有充分联系，

享有正当利益。② 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跨国交往越来越频繁，为了保护利害关系国和当事人

的合法权利，一国管辖域外的人和事也有其客观合理性。③ 当然，尽管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域外管

辖范围太宽，④ 但美国一直认为其单边行使域外管辖权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虽然美国法院已开

始限制外国人之间在美国的诉讼，但不能说美国域外管辖在衰弱。美国国会还在不断制定含有域

外适用条款的立法，美国法院也仍允许美国行政部门调查、处罚域外的人和事并提起刑事和民事

诉讼，也允许美国私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行政部门也在积极扩张域外执法管辖权。

（一）美国主张的域外管辖依据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行使域外管辖尤其是域外刑事管辖符合国际法上的四种管辖依据，⑤

并不违反国际法。⑥ 传统上一般认为管辖依据包括属地原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属人原
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保护原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普遍原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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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ａｎｋＬｔｄ，５６１ＵＳ２４７，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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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附件Ｅ域外管辖权，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１０号 （Ａ／６１／１０），第３９２页和第４０３—
４０４页，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ｎｙ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Ｇ０６／６３６／１９／ｐｄｆ／Ｇ０６６３６１９ｐｄｆ？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最后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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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８５，ｐｐ１８５－１９０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ｅｄｒｉｃＲｙｎｇａｅｒｔ，“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ｒｉｋＣｌａｅｓ，ＷｏｕｔｅｒＤｅｖｒｏｅａｎｄＢｅｒｔＫｅｉｒｓｂｉｌｃｋ（ｅｄｓ），Ｆａｃｉｎｇ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ｐｐ２３７－２５２
有学者认为，国际习惯法并未发展出关于域外管辖权的确定规则。参见赵海乐：《安理会决议后的美国二级制裁合法

性探析》，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２页。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ＬＢｌａｋｅｓｌｅｙ，“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ｒｉｍｅ”，（１９８２）７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１０９，ｐｐ１１０９－１１６３
参见杜涛：《美国单边域外经济制裁的国际法效力问题探讨》，载 《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８—６９页。



四种，① 每一种管辖依据都存在域外管辖适用的空间，且国际法并不禁止一国行使域外管辖权。②

属地原则允许一国对其属地内的人和事行使管辖权，包括 “主观属地”（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和 “客观属地”（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前者指一国对在其领域内发生、但在其领
域外产生效果的行为的属地管辖权，后者指在另一国领域内发生的、但在本国领域内产生或意图

产生效果的行为的属地管辖权。“效果原则”则是一种特殊的属地原则。美国扩大解释属地原则

而行使的管辖权，被外国视为域外管辖。效果原则不同于客观属地之处在于，客观属地要求的效

果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效果，而效果原则中的效果则不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效果。③

属人原则允许一国管辖其在领域外的国民，包括 “积极国籍”（ａｃｔ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 “消极

国籍”（ｐａｓｓｉ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积极国籍”是一国基于在域外的行为人具有本国国籍而主张管辖
权，基本得到各国的支持。“消极国籍”是一国基于在域外的本国国民受害而主张管辖权，长期

存在争议。不过，在 “逮捕令案”（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中，国际法院认
为各国已基本承认 “消极国籍”作为管辖权依据。④

保护原则允许一国在其国家利益受害时对外国自然人主张管辖权。保护原则得到很多国家承

认，但美国在实践中对国家利益主张过广，对外国自然人和法人均行使管辖权，遭到很多国家的

抗议。⑤ 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的进出口管制领域。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规定，如果从美国进口

货物的外国公司违反不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售的承诺，美国将对该外国公司及其高管提起刑事诉讼。⑥

普遍原则允许一国对严重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不论行为人的国籍以及行为地。在１８２０
年的 “美国诉弗隆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Ｆｕｒｌｏｎｇ）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使用了 “普遍管辖”

一词。⑦ 但美国现在很少以普遍原则主张域外管辖，且曾经反对比利时对美国国民行使普遍管

辖，也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发起调查程序。

有学者在支持美国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时，也批评美国法院过宽解释保护原则而行使域外刑

事管辖权。⑧ 但在民事领域，有学者则认为美国域外管辖权具有合理性。⑨ 有学者认为，即使是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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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Ｄｒａｆ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Ｃｒｉｍｅ”，（１９３５）２９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４３９，ｐｐ４３９－４４２
《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评论和意见编写的报告》，ａ／６５／１８１，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ｄｄｓ－
ｎｙ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ＵＮＤＯＣ／ＧＥＮ／Ｎ１０／４６７／５１／ＰＤＦ／Ｎ１０４６７５１ｐｄｆ？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３日。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ＩｒｅｌａｎｄＰｉｐ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３５
Ｃａ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ｒｅｓｔＷａｒｒａｎｔｏｆ１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０（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２，
ｐ３，ｐａｒａ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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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最低限度的联系”作为管辖依据，由于案件与法院地存在的联系是属地的，故美国法院也

不是行使域外管辖。① 有学者不承认美国在管辖权制度上的 “霸权主义”（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理由
是美国的管辖制度强调法院与被告之间的纵向关系，不同于欧洲的管辖制度强调一国与他国分配

管辖权的横向关系，② 美国主张对被告的管辖权，看起来侵犯了欧洲的管辖权，实际上美国依据

本国的规则有权管辖该被告，只是刚好该被告位于欧洲国家境内而已。③

（二）美国国会的域外立法管辖

从１８７０年开始，美国就不断将域外管辖作为对外扩张的一种手段。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
国国会制定的立法中含有越来越多的域外适用内容。美国认为，国会行使域外立法管辖权，具有

充分的理由。

第一，确保美国法的完整、统一适用，避免美国人 （含自然人和法人，下同）通过在外国

设立子公司等方式规避美国法，也避免外国人比美国人受到更少限制，造成外国人与美国人的不

公平竞争。

第二，美国人在海外遭受侵害时，如果无法在当地获得有效救济，他们可以回到美国寻求司

法救济，而美国法院因为得到国会的授权可以受理相关的案件。⑤

第三，需要以美国国内法调整国际经贸关系，避免国际规则不利于美国利益。在海上和航空

运输行业、大宗商品市场、证券发行和交易以及美国调查和取证程序的域外适用等领域，美国与

其他国家在规制国际经贸的性质和范围上产生分歧。⑥ 美国希望按其设想来规制国际经济贸易秩

序，但其他国家不希望在本国管辖领域内的人、行为受他国法律和政策的管辖。⑦

第四，需要以美国国内法来追求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典型的是在进出口领域对特定国家的

管制、制裁，以改变相关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美国主张管辖其他国家的经济

事务以达到政治目的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⑧ １９１７年 《美国与敌人贸易法》（ｔｈｅＵ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ｎｅｍｙＡｃｔ）就规定，总统有权宣布在没有许可证时，不得向指定的国家或其国
民出口。《１９４９年美国出口控制法》（ｔｈｅＵＳ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ｏｆ１９４９）和 《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
（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９）也都规定通过授予贸易许可证的方式来规制经济。《美国
法典》第２４０５（ａ）（１）条明确规定，⑨ 为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或履行国际义务，总统可以禁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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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ｗ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００３，ｐ１０５８
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Ｊüｒｇ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ｗ，ＧｉｅｓｅｌａＲüｈｌ，ＦｒａｎｃｏＦｅｒｒａｒｉａｎｄＰｅｄｒｏｄｅＭｉｇｕｅｌＡｓｅｎｓｉｏ
（ｅｄｓ），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ｕｍｅ２）（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１０４８
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ｗ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００３，ｐ１０５９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ＳＭａｒｇｏｌｉｅｓ，“ＴｈｅＩ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４０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７５，ｐｐ５７５－５８１
参见徐崇利：《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经济立法域外适用的理论与实践评判》，载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１期，厦门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詹宁斯曾经指出，效果原则实际上意味着对国家的属地管辖权没有任何限制。ＳｅｅＲＹ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１９５７）３３Ｂｒｉｔｉｓｈ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６，ｐ１５９
ＳｅｅＪＷ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９８４）４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ｐ２
ＳｅｅＪＷ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９８４）４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ｐ４
该条全文可以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ａｗ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ｕｓｃｏｄｅ／ｈｔｍｌ／ｕｓｃｏｄｅ５０ａ／ｕｓｃ＿ｓｅｃ＿５０ａ＿００００２４０５－－－－０００－ｈｔｍｌ，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限制任何受美国管辖的产品、技术或信息或任何人从事出口。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取得领先，国

会开始制定大量含有域外适用条款的法律，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反垄断、出口管制等领域。根据美

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美国联邦立法中已规定海事、航空器、银行欺诈等许多领域的域外适

用，并授予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②

（三）美国法院的域外司法管辖

受美国联邦体制、法院司法审查权和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与第十四修正案的影响，联

邦法院塑造了美国国际管辖权制度。③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权时，美国法

院首先会执行国会立法中明确规定域外适用的条款；如国会立法中未明确规定立法是否域外适用

时，美国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第一，美国境内

外的主体是否受到同等规制；第二，不行使域外司法管辖，是否会造成 《美国宪法》保护基本

人权的价值受到影响；第三，案件与美国是否有较大的关联度；第四，美国法院审理案件是否方

便，是否有助于司法任务简单化这一政策的实现；第五，外国政府是否强烈反对美国法院行使管

辖权；第六，美国政府是否支持美国法院行使管辖权。④ 国际诉讼也是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一种

方式，美国法院通过判例发展了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和域外管辖制度，允许单边的私人提起诉讼来

执行美国法一定程度上填补国际体制中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执行空白，也避免美国国内混乱的政治

角力。⑤

美国法院的域外司法管辖离不开 “效果原则”。鉴于严格的属地原则不能有效惩罚在域外的

行为人，普通法创造了 “推断出现原则”（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允许一国 （州）

惩罚在境外的行为人。⑥ １９１１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在涉及各州域外管辖事项上暗示了效果原
则，认定在一州管辖区域之外的行为意图在区域内产生损害效果的，该州有权惩罚行为人。⑦

１９２２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保护原则，开始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⑧ 如前所述，１９４５年，在
“美国诉美国铝业公司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确立反垄断法的域外执行及效果原

则，进一步开启了美国域外管辖不断扩张的大门。

在实践中，由于人们常批评美国是 “世界警察”，企图追诉全世界的人，并且不断扩张的域

外裁判管辖权带来外交冲突、诉讼爆炸，美国法院转而限制外国原告利用美国法对域外发生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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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渊源，美国商务部官网上有详细说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ｓｄｏｃｇｏｖ／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ｓ／１６－ｌｅｇ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ｉｌｅ，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
Ｓｅｅ（ｎａｍｅｒｅｄａｃｔｅｄ）Ｓｅｎｉ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３１，２０１６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２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表过同名报告，
作者是查尔斯·道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ｏｙｌｅ）。
参见 〔美〕阿瑟·冯迈伦：《国际私法中的管辖权之比较研究》，李晶译，黄进校，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６页。
ＳｅｅＴｏｎｙａＬＰｕｔｎａｍ，Ｃｏｕｒ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Ｌａ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３１－４５
Ｓｅｅ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Ｆａ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７）２４Ｉｎｄ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７，ｐｐ２０７－２０８
ＳｉｍｐｓｏｎｖＳｔａｔｅ，９２Ｇａ４１，１７ＳＥ９８４（Ｇａ１８９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ｔｒａｓｓｈｅｉｍｖＭｉｌｔｏｎＤａｉｌｙ，２２１ＵＳ２８０，３１ＳＣｔ５５８，５５ＬＥｄ７３５（１９１１）．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Ｂｏｗｍａｎ，２６０ＵＳ９４，９８－１００，４３ＳＣｔ３９，６７ＬＥｄ１４９（１９２２）．



权案件寻求赔偿。例如，在前述 “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限制

了联邦证券法的域外适用，① 希望减少对与美国关系不大的证券诉讼的管辖。由于担心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在莫里森案的判决意见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执法，美国国会通过 《多德—弗兰克法》

（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Ａｃｔ），在第９２９Ｐ条明确规定美国证监会或美国政府对如下两类案件的管辖权：第
一，证券交易发生在美国境外且从事交易的是外国投资者，但构成违法活动的关键行为发生在美

国境内；第二，行为虽然发生在美国境外，但在美国境内造成了可预见性的实质性效果。该法并

未废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反域外适用推定的认定，外国投资者要在美国法院就在美国境外发

生的行为起诉外国被告，仍然需要越过反域外适用推定这一关。在 “柯欧贝诉荷兰皇家石油公

司案”（ＫｉｏｂｅｌｖＲｏｙａｌＤｕｔｃｈ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限制 《外国人侵权法》（ｔｈｅＡｌｉｅｎ
ＴｏｒｔＳｔａｔｕｔｅ）的域外适用，认定 “所有相关的行为发生在美国之外”，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② 在

“戴勒姆股份公司诉鲍曼案”（ＤａｉｍｌｅｒＡＧｖＢａｕｍａｎ）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限制对外国被告的
对人管辖权。③ 在 “穆罕默德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案”（Ｍｏｈａｍａｄｖ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中，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美国 《酷刑受害人保护法》（ｔｈｅＴｏｒｔｕｒｅＶｉｃｔｉｍ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已将责任
主体限于 “个人”，也即自然人。④ 在 “杰斯纳诉约旦阿拉伯银行案”（ＪｅｓｎｅｒｖＡｒａｂＢａｎｋ，ＰＬＣ）
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外国人不能依据 《外国人侵权法》以人权受到侵犯为由在美国法

院起诉外国公司。⑤

美国法院越来越不愿意审理外国人起诉外国被告的案件，对此，学者们的评价也不同。有学

者认为，美国限缩域外司法管辖权反映了美国司法保守主义的回归。⑥ 有学者认为，美国法院的

域外司法管辖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如果美国法院限制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既不
利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发声并主持正义，也削减美国的软实力，还影响国际多边体制的维持。⑦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法院作出这些限缩管辖权的判决实际上有助于国际机制发挥作用，反

映了法院的自我认知———在全球治理中法院的作用应与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一致。⑧

美国法院在民事诉讼领域的管辖权可能在收缩或 “衰弱”（ｗａｎｉｎｇ），⑨ 但美国法院并未触及
美国司法部提起刑事诉讼的能力和权力。在 “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诉欧共体案”（ＲＪＲ
Ｎａｂｉｓｃｏ，Ｉｎｃ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中，欧共体依据美国 《反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组织法》（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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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ａｎｋＬｔｄ，５６１ＵＳ２４７，２５８（２０１０）．
ＫｉｏｂｅｌｖＲｏｙａｌＤｕｔｃｈ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１３３ＳＣｔ１６５９（２０１３）．
ＤａｉｍｌｅｒＡＧｖＢａｕｍａｎ，１３４ＳＣｔ７４６（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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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９０—９５页。
ＪｅａｎＬＣｏｈｅ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ＴｏｎｙａＬＰｕｔｎａｍ，Ｃｏｕｒ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ｒｄｅｒｓ：Ｌａ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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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Ｆａｄ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７）２４Ｉｎｄｉ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７，ｐｐ２０７－２０８；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ｏｄｇｅ”，（２０１１）１０５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０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９９，ｐｐ３９９－４０２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托尼亚·普特南 （ＴｏｎｙａＬＰｕｔｎａｍ）教授在 《无国界法院：法律、政治与美国域外性》一书第７
章使用了 “美国域外性的衰败？” （ＴｈｅｗａｎｉｎｇｏｆＵ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的标题。ＴｏｎｙａＬＰｕｔｎａｍ，Ｃｏｕｒ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Ｌａ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Ｕ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２５５



Ｒａｃｋｅｔｅｅ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ｒｒｕｐ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简称ＲＩＣＯ）对仅在美国域外发生的损害寻求赔
偿，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该法的民事赔偿部分不能域外适用，禁止外国原告依据ＲＩＣＯ对仅
在美国域外发生的损害寻求赔偿，驳回了欧共体的起诉。① 同时，美国司法部对雷诺兹—纳贝斯

克公司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可以继续进行，以确保民事诉讼不干预刑事执法。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美
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 “美国诉霍斯金斯案”（ＵＳｖＨｏｓｋｉｎｓ）中拒绝了美国司法部的中间
上诉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ｕｔｏｒｙａｐｐｅａｌ），限制了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简称
ＦＣＰＡ）的范围，认定外国人不能依据 ＦＣＰＡ作为主犯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被定罪，也不能作为共谋或
帮助与教唆违反该法的共犯，不能将该法适用于为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工作的英国公民。② 该案实

际价值有限，因为仅适用于一小部分外国人和实体———他们实施了腐败计划，只是因为并非美国

国民、居民或美国发行人或其代理人、雇员、官员，也未在美国境内密谋腐败。

（四）美国行政机关的域外执法管辖

美国联邦法院并未给外国被告提供平等的正当程序保护，③ 导致美国行政机关不断扩张执法

权，对此有学者形象地概括成 “美国部门法的长臂与 《美国宪法》的短臂”。④ 理论界和实务界

公认，除非得到许可，否则一国不得在他国领域内行使权力，其官员不得在他国领域内逮捕、审

判、惩罚他人。⑤ 然而，美国行政机关事实上在外国执法。美国行政机构不尊重国际法和外国

法，扩张执法权，也未得到美国联邦法院的强力制止。例如，美国联邦特工从国外绑架被告人进

入美国境内受审，得到美国联邦法院的认可，形成了 “科尔—弗雷斯比规则” （ｔｈｅＫｅｒＦｒｉｓｂｉ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曾认定，美国特工从墨西哥绑架墨西哥公民到美国受审并不被
国际法禁止。⑦ 在 “凡尔都戈—乌尔基德案”（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ＶｅｒｄｕｇｏＵｒｑｕｉｄｅｚ）中，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判决的多数意见认定，美国联邦特工在墨西哥搜查凡尔都戈—乌尔基德不用遵守 《美国宪法》

的限制，第四修正案并不限制联邦政府在美国境外对外国人采取行动。⑧ 对这种扩大联邦政府域外

管辖权却不给外国被告提供平等保护的多数意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纳 （Ｂｒｅｎｎａｎ）大法官坚
决反对，但于事无补。他认为多数意见违反逻辑，既然 《美国宪法》授权美国政府在国外执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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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Ｋｅｒｖ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１１９ＵＳ４３６（１８６６），ＦｒｉｓｂｉｅｖＣｏｌｌｉｎｓ，３４２ＵＳ５１９（１９５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Ｙｕｎｉｓ，９２４Ｆ２ｄ１０８６
（ＤＣＣｉｒ１９９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５０４ＵＳ６５５（１９９２）．另见孙昂： 《美国对外事务法律机制》

（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９８—６０１页。
Ｓｅ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１１２ＳＣｔ２１８８（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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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但是当美国特工行使这种权力时，第四修正案却没跟上，① 结果是美国行政部门不受宪法约

束，外国人得不到宪法保护。此外，美国以数据可能丢失为由，在俄国境内从事某些调查以搜索

某些数据，② 也涉及同样的问题。

虽然原则上反域外适用推定以及正当程序条款限制美国司法部追诉域外行为，但因大多数被

告都选择和解，美国司法部的管辖权很少受到挑战，美国作为 “世界警察”的权力仍然很广。

此外，美国法院实际上在民事领域较多适用反域外适用推定，驳回外国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却

在刑事领域甚少适用反域外适用推定。美国法院认为联邦刑法可以域外适用，法院也可以行使域

外刑事管辖权，行政机关也有权对域外的人和事进行行政执法，甚至必要时提起刑事诉讼。③

美国辩解其并未过度行使管辖权的理由是给被告提供了合理的保护，并批评欧洲国家在过度

管辖上仅考虑国家之间管辖权的分配，不考虑对被告的保护。④ 然而，如前所述，美国域外管辖

也并未对域外被告提供 《美国宪法》上的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保护，造成了 “美国部门法的长

臂与 《美国宪法》的短臂”。正是认为美国域外管辖既侵犯本国管辖权，也侵害本国企业和国民

的正当权益，外国政府纷纷抵制美国域外管辖。

三　反对美国域外管辖的各国实践

美国要求美国境外的实体和个人遵守美国法，曾经引发了美国与英国、荷兰、联邦德国、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冲突。⑤ 从１９４７年算起，这些国家应对美国域外管辖已有７０年左右的
历史，虽然未能完全阻止美国的单边主义，但仍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案例，其中的利弊得失引人

深思。

（一）政治与外交实践

美国域外管辖一直遭到美国盟国的政治与外交抗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美国开始调查瑞
士手表行业的垄断问题，认定瑞士政府组建的卡特尔瑞士手表制造商信息中心有限公司

（Ｗａｔｃｈｍａｋｅｒｓｏｆ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划分市场范围违反美国反垄断法。瑞士为此
威胁要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后美国司法部希望美国联邦法院修改命令以免干预瑞士经济内

政。⑥ 美国司法部在 “铀反垄断案”（ＩｎｒｅＵｒａｎｉｕｍ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和莱克航空 （Ｌａｋｅｒ
Ａｉｒｗａｙｓ）刑事调查中，遭到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强烈抵制，后美国司法部以礼让、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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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ｙｅｒ２５７，ｐ２５７
ＳｅｅＪｏｈｎＣａｎｎｏｎＩＩ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１９８２）１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５，ｐｐ１３２－１３３



考虑为由终止刑事调查程序。①

美国制裁苏联天然气管道项目，引发了欧共体、英国的强烈抗议，美国最终也放松了出口管

制。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限制向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数据，以制裁苏联干涉波兰内
政。② 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２日，美国进一步限制任何美国所有或控制的外国企业或基于美国技术资料
生产的外国产品向苏联出口。对此，英国、欧共体和日本提出抗议。③ 英国认为美国域外管辖权

违反国际法，并援引英国１９８０年 《保护贸易利益法》（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ｃｔ）发布命
令，禁止４家英国公司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制度和命令。欧共体认为，美国所采取的措施因其域外
性而违反国际法，美国试图规制的不是美国国籍的公司，而是限制这些公司在美国境外处置财产

和技术信息等行为。经过磋商，美国于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解除了对欧洲企业的限制。④

《美国国务院公报》（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在１９８３年６月发布了 《域外性与管辖权冲

突》的声明，主张美国扩张管辖外国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长期以来一直得到承认，欧洲盟友也

应该预期美国扩张制裁。⑤ 不过欧共体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从属地原则、保护原则、国籍原则和

效果原则来看，美国管辖位于欧共体境内的欧洲法人在美国境外的行为违反国际法，且干预正在

履行中的合同违反 《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和美国公法的原则。⑥ １９８４年５月经合组织部长级会
议强调应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避免管辖权冲突或限制其范围。１９８４年５月５日，美国国务卿舒
尔茨 （Ｓｃｈｕｌｔｚ）也说，域外管辖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断增加的管辖权冲突正导致防卫性和报
复性行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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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ＳｐｅｎｃｅｒＷｅｂｅｒＷａｌｌｅｒ，“ＴｈｅＴｗｉｌｉｇｈｔｏｆＣｏｍｉｔｙ”，（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３８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５６３，
ｐｐ５６６－５６７
参见 〔美〕约瑟夫·Ｐ·格里芬、米歇尔·Ｒ·卡拉布里斯：《如何处理域外管辖争议》，张薇译，魏家驹校，载 《法

学译丛》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７３—７８页；〔法〕亚力山大·卡尔纳吕蒂、弗朗西斯·德隆：《各国如何对付美国竞争法
的域外效力》，刘伟民译，载 《法学译丛》１９８２年第６期，第３４—４１页；〔英〕Ａ·Ｖ·劳：《国际公法与冲突法———
欧洲对美国出口管理的反映条例》，沈春耀、周海荣译，张文镇校，载 《法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６期，第２６—３１页。
ＳｅｅＡＶＬｏｗ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Ｅｘｐｏｒ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４）３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１５，ｐｐ５１５－５３０Ｓｅｅａｌｓｏ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ＤｅＳｏｕｚａ，“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Ｇａｓ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Ｐｅ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０Ｙａ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９２，ｐｐ９２－１１７
Ｎｏｔ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ｏｆ２２Ｊｕｎｅ１９８２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ｎ１２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８２；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ｎ１８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８２；ｉｎＡＶＬｏｗ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Ｇｒｏｔｉ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８３），ｐ１９７，ｐ２０１；ＡｉｄｅｍｅｍｏｉｒｅｂｙＪａｐａｎｏｆ２３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６０ａｎｄ２０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１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ｉｄｅｍｅｍｏｉｒｅ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６９，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ｆｔｙｅｉｇｈ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１Ｍａｙ－９Ｊｕｎｅａｎｄ
３Ｊｕｌｙ－１１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ｉｘｔｙｆｉｒ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０（Ａ／６１／１０），ｐ５２９，
ｎｏｔｅ４５
ＳｅｅＪＷ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１９８４）４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ｐｐ４－
６
该文也刊登在 《美国国际法学会学报》上。Ｓｅｅ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Ｄａｍ，“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３）７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３７０，ｐｐ３７０－３７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Ｕ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ｗｉｔｈＵＳＳＲ”，（１９８２）２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８８９，ｐｐ８９１－９０４
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Ｒ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ｏ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２，ｐｐ１２－２３



（二）法律实践

国际常设法院在 “荷花号案”（ＳＳＬｏｔｕｓ）中已认定，① 除非存在国际法上的禁止性规则，
否则一国有权行使域外刑事管辖权。当然，这不是说域外管辖是每一个主权国家完全自由裁量的

事情，其仍然受国际法和各自国内法约束。② 如果允许一国没有任何正当利益和依据，却试图控

制外国人在其本国的行为，这是难以接受的。③ 为了应对美国域外管辖，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制

定阻却立法 （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ｓ），不执行美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相关命令、判决，也禁止
在本国的人遵守美国具有域外效力的措施，并且还发展出管辖美国人的管辖权制度。

１制定阻却立法
《美国对外关系法 （第三次）重述》第４４２条注释４指出，阻却立法是外国企业和个人在面

临美国行政机关调查、处罚和刑事诉讼以及美国法院的管辖时，该外国制定立法，禁止本国企业

和个人遵守美国主管机关提出的披露、复制、检查、移除位于阻却立法制定地领域内的文件。④

加拿大是第一个发布阻却立法应对美国域外管辖的国家。１９４７年美国纽约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要
求纽约公司在加拿大的子公司提供存放于加拿大的文件，以协助大陪审团调查可能违反 《谢尔

曼法》的事项，加拿大安大略省出台了第一部阻却立法——— 《商业记录保护法》 （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禁止在加拿大的实体和个人提供在加拿大的商业记录。后来，加拿大又
出台１９７０年 《原子控制法》（ｔｈｅＡｔｏ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１９７６年 《铀信息安全条例》（Ｕｒａｎｉｕ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４年 《外国域外措施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ｃｔ），规定如何应对美国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提出的取证要求，以及违反规定时的法律责任。⑤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司法部调查国际油气卡特尔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也发布
命令，禁止本国当事人提交文件。⑥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调查国际海运
行业的反竞争和歧视性实践时，要求运输公司提供信息，引发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挪威、

比利时、瑞典等国的外交抗议和阻却立法。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为了反制美国的诉讼或调
查，澳大利亚通过了 １９７６年 《外国程序 （禁止提供某些证据）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ｃｔ）、１９８４年 《外国程序 （过度管辖）法》（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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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ＳＬｏｔｕｓ（ＦｒａｎｃｅｖＴｕｒｋｅｙ），１９２７ＰＣＩＪ（ｓｅｒＡ）Ｎｏ１０（Ｓｅｐｔ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ｃｏｕｒｔｓｃｏｍ／ｐｃｉｊ／ｅ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１９２７０９０７＿ｌｏｔｕｓｈｔｍ，ｐａｒａ４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
ＳｅｅＲＹ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１９５７）３３Ｂｒｉｔｉｓｈ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６，ｐ１５１
ＳｅｅＲＹ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１９５７）３３Ｂｒｉｔｉｓｈ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４６，ｐ１５０
Ｓｅ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４２ｎ４（１９８７）．《美国对
外关系法 （第三次）重述》第４０２条是 “规范的管辖权依据”（Ｂａｓｅ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第４２１条是 “裁判

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第４３１条是 “执行管辖权”（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ｆｏｒｃｅ）。
ＳｅｅＫｅ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ｔ，ＧｅｏｒｇｅＫａｈａｌｅＩＩＩ，ＭａｒｋＡＡＷａｒｎｅｒ，“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ｏｆＬａｗ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ｗｓＣｏｍｉｔ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８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５３２，ｐｐ５３３－５３４
Ｓｅ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ａ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４４２ｎ４（１９８７）．ＰＣＦ
ＰｅｔｔｉｔａｎｄＣＪＤＳｔｙｌ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
（１９８２）３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ｙｅｒ６９７，ｐｐ６９７－７１５



（Ｅｘｃｅｓ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ｔ），① 英国通过了１９８０年 《保护贸易利益法》等。

英国１９８０年 《保护贸易利益法》是内容比较全面的阻却立法，极大影响了后来的欧盟立法。②

１９８０年 《保护贸易利益法》主要内容包括：（１）第１条界定影响英国贸易利益的外国措施，规
定受到外国措施影响的在英国经商的人应向国务大臣报告，国务大臣可以发出指令，禁止在英国

经商的人服从外国主管机关发布的具有域外效力并损害本国商业利益的措施；（２）第２条规定
外国法院和当局指定提供的文件和情报，国务大臣可以发出指令，禁止本国公民、商业团体、行

政机关向外国主管机关提供商业文件和商业情报；（３）第３条规定违反第１条和第２条的法律责
任；（４）第４条规定如果外国提出的在英国取证的请求侵犯英国的管辖权或有损英国的主权，
则英国法院不得执行该请求；（５）第５条规定本国法院不得执行外国的惩罚性判决和涉及限制
竞争的判决；（６）第６条是回拨条款，规定本国公民或商业团体在外国法院败诉后，可以在英
国法院对发起在外国诉讼的人提起诉讼，并获得非补偿性赔偿；（７）第７条规定基于回拨条款
作出的判决的执行；（８）第８条规定 “外国”等名词的解释、本法与之前立法的关系和适用范

围等内容。

为回应美国制裁古巴的１９９６年 《赫尔姆斯—伯顿法》（ＨｅｌｍｓＢｕｒｔｏｎＡｃｔ），加拿大修正了其
《外国域外措施法》，墨西哥通过了 《保护商务和投资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策法》，欧盟通过

了 《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③ 在２０１７年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后，欧盟更新了 《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
例》的附录。

然而，英国和欧盟反制立法中允许其本国国民通过诉讼追回损失的条款实际上并不能发挥预

想的作用。④ 第一，如果是美国行政部门采取罚款、刑事起诉，那么受害企业和个人要在本国

提起诉讼得越过国家豁免这一关，毕竟美国政府的执法属于主权行为，不受外国法院管辖。第

二，如果是外国企业和个人在美国法院通过诉讼获得惩罚性赔偿，受害企业和个人在本国提起

诉讼，也得满足本国确立的管辖依据。第三，本国法院作出的判决难以在外国得到承认和

执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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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ＳｅｎｚａｎｄＨｉｌａ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２（１）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ｕｓｔｌｉｉｅｄｕａｕ／ｃｇｉ－ｂｉｎ／ｓｉｎｏｄｉｓｐ／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ＭｅｌｂＪＩＬ／
２００１／３ｈｔｍｌ？ｑｕｅｒｙ＝％２２２５％２０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ｏｆ％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Ｌａｗ％２０７％２２（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ｐｒｉｌ３，２０１９）．
参见沈春耀译：《〔英国〕１９８０年保护贸易利益法》，魏家驹校，载 《法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６９—７２页；Ｍ·
Ａ·布莱思：《评英国１９８０年 〈保护贸易利益法〉》，徐跃武译，邓中华、稼菊校，载 《法学译丛》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第３４—３６页，第４４页。
ＳｅｅＪｏｈｎＢｏｓｃａｒｉｏｌ，“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ａＣｕｂａｎＰｙｊａｍａＣｒｉｓｉｓ：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９）３０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４３９，ｐｐ４３９－４９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ａｙｔｏｎａｎｄＡｎｈａｒａｄＭＰａｒｒｙ，“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２００４）２６Ｈｏｕｓｔ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３０９，ｐｐ３０９－３２５；ＨａｒｒｙＬＣｌａｒｋ，“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Ｕ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１９９９）２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６１，ｐｐ６１－９６欧盟将美国域外立法管辖的适
用界定为美国法的域外适用，１９９６年反制美国制裁古巴时通过的 《第２２７１／９６号条例》强调反对美国立法域外适用
的效力。Ｃｏｕｎｃｉ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２２７１／９６ｏｆ２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６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ｅｄｂｙａ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ｅｏｎ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ｒｏｍ，１９９６ＯＪ（Ｌ３０９）．
ＳｅｅＡＶａｕｇｈａｎＬｏｗ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９８８）５２Ｒａｂｅｌｓ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ｕｅｒａｕｓｌａｅｎｄｉｓｃｈｅｓ
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１５７，ｐｐ１８６－１９０
ＳｅｅＧｉｅｓｅｌａＲｕｅｈｌ，“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ｈｔｔ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ｎｅｔ／２０１８／ｔｈｅ－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２，２０１８）．



２其他国家对美国人的域外管辖
美国为国家安全及对外政策目的开始系统地行使域外管辖权，要求美国法的域外适用，其他

国家反过来对美国人行使域外管辖。其中，反垄断领域最为典型，① 欧盟、澳大利亚、韩国、日

本均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美国的效果原则而行使域外管辖。② 各国越来越将其法律适用于域外，不

仅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导致商业界和公共机构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很可能造成过度

监管，不但增加监管对象合规成本，而且有时候导致监管对象在相互冲突的法律规则之间无所适

从；③ 最终，迫使美国不再那么随心所欲地域外管辖，而是通过礼让、④ 信息通报与其他国家

合作。⑤

（三）经济实践

１绕开美元清算系统
美国域外管辖之所以能约束大多数自然人和企业，离不开美元的强势地位和美元清算系统在

国际金融体制的重要作用。目前，大量的贸易、投资均以美元结算，离不开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

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ＳＷＩＦＴ）。特别是，美国制裁
伊朗后导致利用ＳＷＩＦＴ与伊朗有关的清算都受美国管制，为此，各国都在想方设法绕开美元清
算系统。例如，欧盟考虑设立 “特殊目的载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Ｖｅｈｉｃｌｅ，简称ＳＰＶ），便于欧洲
企业与伊朗贸易；⑥ 法国、德国和英国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１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经设立与
伊朗贸易的专门机制，核心是支持贸易往来支持工具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简称ＩＮＳＴＥＸ）结算机制，以保障欧洲国家与伊朗的合法贸易往来，但仍需要数月才能开始运
行；⑦ 有些国家则通过货币互换、易货贸易等方式不使用美元清算系统；有些国家设立专门的银

行，由该银行来负责美元之外的清算。

２减少供应链上的美国货物和技术
当政府希望既保持自由贸易又能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时，就更可能采用更宽泛的冲突规则，

确保将本国的规则域外适用于将要进口到本国的外国产品。如果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份额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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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ＰＧｒｉｆｆ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ＵＳ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６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０５，ｐｐ５０５－５２３
参见张劲松：《论欧盟对美国经济法域外效力的法律阻却》，载 《欧洲》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５５—５６页；戴龙：《日本
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载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０页。
Ｓｅｅ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ｓＦｉｆｔ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８）６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５５，
ｐｐ１４８９－１４９１
考虑到外国的强烈反对，美国法院也逐渐考虑行使域外管辖权、将美国法域外使用时要遵守国际法，美国司法部为

代表的行政部门也越来越强调礼让，避免不必要地干预外国政府的主权利益。ＳｅｅＪｏｈｎＣａｎｎｏｎＩＩ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ＡｎｔｉｔｒｕｓｔＬａｗｓ”，（１９８２）１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２５，ｐｐ１３６－
１３７
ＳｅｅＰｉｅｔＪａｎＳｌｏｔａｎｄＥｒｉｃＧｒａｂａｎｄ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１９８６）２３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５，
ｐｐ５４５－５６５
参见王砚峰、张佶烨： 《ＳＰＶ、人民币与美元面对的挑战》，ｈｔｔｐ：／／ｉｅｃａｓｓｃ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１８１０／
ｔ２０１８１０１７＿４７０５９５２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郑昊宁：《伊朗呼吁欧洲尽快启动特别结算机制 绕过美制裁》，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０４／１６／ｃ＿
１２１０１０９０６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



则法律的域外适用其实没有什么作用。①

为了防止美国过度域外管辖，法国、德国等国家实际上有意识地补贴本国企业，并鼓励

本国企业重整供应链，减少对美国货物和技术的依赖。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减少系统

性风险，以免美国出口管制等措施造成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的衰败；第二，减少美国货物和技

术的进口，最终也损害美国人的利益，迫使美国人去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放松过度的

管制。

四　中国应对美国域外管辖的思路和举措

美国域外管辖并非仅针对中国，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反对美国过度域外管辖时，还要加

强对美国法律制度的研究，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积极化解风险，完善中国对外关系

法，适度、谨慎地反制美国域外管辖。

（一）与其他国家共同反对美国过度域外管辖

在反对美国过度域外管辖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可以而且应该共同合作。美国

长期行使域外管辖，制定含有域外适用条款的法律法规，并予以执行，很多国家认为美国是

“司法霸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ｂｕｌｌｙ），② 欧洲国家认为美国法院不考虑其他国家就主张管辖权是 “司法霸

权主义”（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③ 美国将其规制政策适用于在美国境外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也
影响美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经常受到商界的批评。④

一些国家在不相关的领域报复和反制，⑤ 促使美国更加慎重、克制地域外管辖。中国在改革

开放之前受到美国长期封锁制裁，正是其他国家不断地反对，美国不得不更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接

触。例如，加拿大一直反对美国试图对其他国家的企业适用美国法，甚至考虑将该问题提交联合

国，要求联合国谴责美国干预加拿大的对外贸易。⑥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国对中国制裁和进出

口管制开始大幅度放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也多次单边制裁中国和其他国家，但最终在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美国不得不中止、修改某些法律法规的实施。近年来，美国政府又通过加

大对俄罗斯、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利比亚等国家的制裁，增加对中国出口的管制，企图强迫

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的外交政策、经济制度，这不但影响了国际关系的稳定，也给全球供应链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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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Ｊüｒｇ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ｗ，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Ｌａｗｓ（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
Ｎｉｊｈｏｆｆ，２０１５），ｐ７５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Ｗａｉ，“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ｆｔｏｆｆａｎｄ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Ｔｏｕｃｈｄｏｗ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ａｎＥｒａ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４０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９，ｐ２４８
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ｗ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ｏｆ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００３，ｐ１０５８
ＳｅｅＭａｒｋＰＧｉｂｎｅｙ，“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Ｌａｗ：ＴｈｅＰ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１９９６）１９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９７，ｐｐ３０４－３０５
Ｓｅｅ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ｓＦｉｆｔ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８）６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５５，
ｐｐ１４９２－１４９３
ＳｅｅＧｕｎｎａｒＡｄｌｅｒ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ｂａｒｇｏ”，（１９７２）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５０１，ｐ５０９



了威胁。欧盟、加拿大、英国等也都明确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故中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国际合

作，共同反对美国过度域外管辖。

（二）协助企业和个人做好个案应对

要应对美国域外管辖，首先得了解美国法律制度的内容及其实际运作，做好必要的风险提示。

美国制定国内法，适用于在国外的外国人，而外国人并没有投票权、参与权，无法对立法发表意

见，很多时候也不知美国法的内容，却因其在美国境外的行为受美国规制。① 尽管中国反对美国域

外管辖，但还是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做好预警提示，减少中国企业和个人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受美国域外管辖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应积极参与诉讼。虽然应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过度

域外管辖，但在遇到域外管辖时，中国企业和个人不能轻视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命令，② 还

是应积极参与诉讼，利用美国法律积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包括抗辩美国法院没有对人管辖

权、事项管辖权。③。当然，涉及国有企业的豁免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在反倾销调查中，

中国主张中国国有企业没有豁免权，不是公共机构，未得到美国认可；在民事诉讼中，美国

法院有时主动授予未在美国营业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控股的企业以国家豁免，驳回原

告的起诉。在作为被告提出抗辩之外，中国企业和个人也可以考虑主动对美国行政机关提起

诉讼。

中国行政机关也可以考虑在个案中参与诉讼。在反垄断、人权诉讼、长臂管辖等领域的一些

案件中，欧盟、英国、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经常提交各种形式的书面声明，甚至作为 “法庭之

友”参与诉讼，也促使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有机会聆听他们的声音，最终多少影响了案件的走

向。中国商务部也在 “维生素 Ｃ反垄断案”（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ｖＨｅｂｅｉＷｅｌｃｏｍ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中出庭，陈述中国政府关于企业在进出口的价格固定中的法律。④ 虽然
中国商务部发表的口头辩论意见和提交的书面意见内容未得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但这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实际上，在此前众多涉及中国政府和官员的案件中，中国外交部直接、间接提

交书面意见，有助于让美国联邦法院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在判决中有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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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ＡｕｓｔｅｎＬＰａｒｒｉｓｈ，“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ｅｓ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ｓＦｉｆｔ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０８）６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５５，
ｐｐ１４６７－１４８６
有中国企业领导在董事会会议上指示涉诉的相关实体不用理会美国判决，认为无论美国作出什么裁定，均无法执行

公司在中国的资产，该实体被判藐视法庭。Ｉｎ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Ｄｒｙｗａ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６８
ＦＳｕｐｐ３ｄ９２１（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ＥＤ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２０１６）．
事项管辖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抗辩事由。例如，美国政府依据 《１９８６年洗钱控制法》（ＭｏｎｅｙＬａｕ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ｃｔｏｆ
１９８６）提起诉讼，要求英国劳埃德银行 （ＬｌｏｙｄｓＴＳＢＢａｎｋＰＬＣ）支付民事罚款，但被联邦法院以没有事项管辖权为
由驳回。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ＬｌｏｙｄｓＴＳＢＢａｎｋＰＬＣ，６３９ＦＳｕｐｐ２ｄ３２６（ＳＤＮＹ，２００９）．
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ｃｖＨｅｂｅｉＷｅｌｃｏｍ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Ｎｏ１６－１２２０，ｓｌｉｐｏｐ（ＵＳＪｕｎｅ１４，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中国商务部申请参加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口头辩论程序。Ｊｏｉｎｔ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ｍｉｃｕｓｃｕｒｉａ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ｌｅａｖｅｔｏａｌｌｏｗ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ｏｒ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ｓａｍｉｃｕｓｃｕｒｉａｅａｎｄｆｏｒ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ＤｏｃｋｅｔＰＤＦ／１６／１６－１２２０／
３９７４３／２０１８０３２２１８２９３３５８４＿１６－１２２０％２０Ａｎｉｍａｌ％２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Ｍｏｔ％２０Ｄｉｖｉｄｅｄ％２０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ｄｆ。２０１８年４月４
日，中国商务部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Ｂｒｉｅｆａｍｉｃｕｓｃｕｒｉａｅ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ＤｏｃｋｅｔＰＤＦ／１６／１６－１２２０／４２３９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１９０２３１２１８＿ＭＯＦＣＯＭ％２０ｂｒｉｅｆｐｄｆ，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



（三）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学者已开始探讨如何完善调整对外关系的中

国对外关系法。① 在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尤其要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中的管辖权立法、

国际司法协助立法、阻却立法。

１完善中国的管辖权立法
近年来，许多学者呼吁，完善域外管辖立法，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包括要求在清算系统

上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ＣＩＰＳ）配套监管措施
的建设；② 在证券监管领域有限度地推行本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特别是应模糊证券法的域外管

辖问题，将自主权赋予法院；③ 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２条，推进中国反垄断法的
域外适用；④ 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设立域外适用条款；⑤ 对于侵犯基本人权等有违公共道

德的行为，行使域外管辖权。⑥

２完善中国国际司法协助立法
中国未来需要制定更加精细化的规则，保护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例如，鉴于美国

证监会、司法部、法院要求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其他企业和个人提供审计底稿、储户的银行账

户信息等，中国需要加强银行信息、数据、国家秘密等出境审查，抵制境外的单边取证行为，保

护中国的特定行业和证人的权益。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４条第３款规定：
“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外国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本

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和本

法规定的协助。”然而，该条款并未规定主管机关、审批流程、期限、需要提供的材料等，未来

还需要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

美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行使域外管辖权管辖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时，会涉及到域外送

达、取证、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对于其中侵犯中国主权和违反中国公共秩序的部分，中国行政机

关和司法机关完全有权予以拒绝。同时，中国行政机关在执法、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中，也可以

不适用美国相关的法律、命令。

３慎重考虑阻却立法的内容
中国应慎重考虑阻却立法的内容，避免将中国企业和个人陷于两难境地，也避免阻却立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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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果不佳。

在长期的博弈中，美国已微调其关于要求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配合提供更多诉讼文件的立

场。① 在进出口管制等领域，外国阻却立法的效果大打折扣。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美国人必须

遵守美国禁运立法；第二，很多美国公司在海外有子公司，美国政府要求这些子公司也遵从禁运

立法；第三，许多非美国公司的产品是依靠美国的技术、设备或许可协议生产的，根据美国法，

其美国合作伙伴应要求非美国公司同意不转出口至受制裁国家；第四，考虑到美国的巨大市场，

许多外国公司自愿遵从美国的限制，以免受到美国报复、制裁。②

尽管很多国家已制定阻却立法，但在实践中很少执行，③ 而且美国法院经常以如下两个理由

不承认外国阻却立法的效力，继续命令当事人违反外国阻却立法：第一，外国阻却立法过于宽

泛，难以执行；④ 第二，外国阻却立法缺少执行历史，当事人违反阻却立法被追诉的风险 “轻微

且是推测性的”（ｓ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美国法院只在极少数案件中认定由于外国积极执行阻却
立法，故出于礼让的考虑，不再强制在美国诉讼的外国当事人违反外国阻却立法。美国法院的实

践传达了这样的信号：阻却立法不会得到遵从，除非外国执行该法令。⑤

因此，如果中国制定了阻却立法却不严格执行，则美国很可能不理会中国阻却立法而命令中

国企业和个人违反阻却立法；如果中国严格执行阻却立法，美国也仍然可能不予理会，导致中国

企业和个人陷于两难———不理会美国法院命令而被美国制裁，或者违反中国阻却立法面临中国行

政和刑事处罚。此外，中国阻却立法还可能增加在中国内外的中资、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合规成

本，因为它们要同时遵守中美两国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的监管要求。因此，制定有效可行的阻却立

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　语

美国主张域外管辖，是一种霸权主义，应该结合其背景加以了解和分析，包括交通和科技的

发展、企业的跨国运营、人员和资金的全球流动等情况。⑥ 美国国会具有广泛的立法权，可以制

定含有域外适用的立法，为美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行使管辖权提供成文法依据。举报分成、惩

罚性赔偿、集团诉讼、风险代理等因素又决定美国除了行政机关执行公法之外，私人还通过举报

和诉讼机制利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公法，争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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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域外管辖维护了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利益，但与其他国家管辖权相冲突，而且又

未对域外被告提供平等保护，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抗议，其他国家甚至出台阻却立法，直接对抗美

国的域外管辖。在长期的互动中，美国域外管辖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变化，既避免与其他国家太

过剧烈的冲突，又保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规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权力和弹性。

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其他国家曾经遭遇的美国域外管辖

问题，另一方面未来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为此，在积极回应美国域外管辖

时，也要考虑完善中国对外关系法，包括管辖权制度、国际司法协助制度和阻却立法。当然，中

国应遵守合理性原则，不过度主张管辖权，并坚守法治原则，提高执法和司法的透明度与可预测

性，① 努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ｉＱｉｎｇ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ｈｅｉｒ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ｉｔ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
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Ｓｌａｗ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ｉｔｓ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ｋｅｏｆｅｑｕ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ｂｏｔｈ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ａ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ｅｎａｃｔ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ｈａｖ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ｔｏｓｅｅｋ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ｔｏｒｔｃａｓ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ＵＳｌａｗｓ，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ｎｏ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ｔｈ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ｗｅｒ
ｏｆｔｈｅ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ｉｔｓ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ｅｖｅ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ｓｔｈｅＵＳｌａｗｓ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ｉｎ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ｗ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ａｄ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ｈａｖｅ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ｌ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ｏｐｐｏｓｅ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ｘｏｒｂｉｔａｎｔ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ｏ
ａｒｇｕ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ａｒｍ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ＵＳＬａｗｓ，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责任编辑：郝鲁怡）

·３２·

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

① 参见王晓晔、吴倩兰：《国际卡特尔与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１４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