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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商事合同最重要的国际条约之一，也是
最具影响力的条约之一，其中关于适用主体的规定体现了条约制定者无与伦比的智慧，以期该条约能在最大范围内被采
用，
来促进国际商事合同领域的统一化。尽管《条约》有着崇高的统一目标和广泛的影响力，但其中有些规定仍有局限性，选
取《公约》中关于适用主体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各国特别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展开论述，以期我国相关主体在进行国际贸
易等商事活动中援引条约时，避免因条约的不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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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约》关于适用主体的规定

“国际性”
的解读
2.关于

“营业地”
规定的解读
1.关于《公约》

不同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各种国际条约有着截然

《公约》没有给营业地明确定义，但是总结各国学者专

不同的规定，在理论界这个问题也认识不一，往往采用多

家的说法，认为营业地应当具备一些基本条件：首先，营业

种标准划分，如以当事人的国籍，以当事人的营业所在地，

地是具有稳定经营组织结构所在地；其次，营业地是领导

以行为发生地，
以货物是否跨越境等为标准。英国 1893 年

其成员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商业活动中心；最后，营业地

的货物买卖法是以当事人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即营业地

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其中，与合同有关的自主权指谈
判磋商的权利、
缔约的权利。

标准为认定销售合同国际性的基本标准，同时还要符合
“货物跨国运输标准”
、
“违行为发生地标准”
、
“合同履行地

我国判断当事人营业地主要依据我国 《民通意见》第

标准”这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即英国法律定货物销售

185 条规定，当事人有两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

国际性的标准起码是双重标准。我国 1985 年《涉外经济合

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

同法》
（该法规于 1999 年 10 月 l 日废止，
由《中华人民共和

所的，以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准。

国合同法》替代）28 第 2 条规定，涉外经济合同是指中国企

第 10 条第（b）项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营业地，则以

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与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订

其惯常居住地为准。该条文的适用需要结合公约第 7 条第

立的经济合同，其涉外性以当事人的国籍为标准的。我国

1 款来理解。在国际冲突规范中，当事人的惯常住所地是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则取消了涉外经济合同的

常见的连接因素。虽然各个缔约国对于惯常住所地的理解

概念，改用为涉外合同，
但也没有对涉外合同作出定义。最

有所不同，但是，一段时间稳定的居住状态是认定惯常住

高人民法对“涉外民事关系”作出解释：凡民事关系的一方

所地的基本特征，而且相比住所，惯常住所地又无需拥有

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

永久居住的意思。惯常居所适应了当代国际民商事交往的

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民权利义务关

需要，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国际间人口流动日益频

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繁，原有的住所和国籍所属国不再成为人们唯一的生活中
心。以惯常居所作为司法管辖依据和法律适用的根据便于
对其进行控制，便于有效地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也有利于
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二、
《公约》认定适用主体“国际性”的唯一标准——
—营
业地标准
《公约》第 1 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
。可
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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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确定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的标准不是合同的客体，

当事人的国籍和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业性质，应不予

也不是合同的订立地或履行地，而是依据销售合同的主体

考虑”
。公约如此规定是基于国籍的复杂性。各国都以本国

即买卖双方的营业地是否在不同的国家的事实。

籍的公约，如《关于国际法冲突若干问题的公约》、
《减少无

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

国籍状态公约》，但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统一各国的国籍法

营业地为其营业地”
。因此，对于具有多个营业地的当事人

是不可能的。至于确定法人的国籍，特别是确定那些从事

来说，其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具有最密切的营业地就

国际经济活动的法人的国籍，问题就更复杂，有所谓登记

是公约意义上的营业地。这是“营业地”的进一步确定标

地说、住所地说、实际控制说、组成地说、投资地说和资本

准。绝大部分涉外经济合同的当事人都是商人或法人，他

控制说等。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
这就给公约的适用造成很

在有些情况下，
合同当事人没
们都有固定的营业地。但是，

大的混乱，因此公约决定采用“营业地”这一比较简单的标

有一个确定的营业地时，根据《公约》第 10 条（b）项的规

准来判断当事人主体分处于不同国家的事实，这不失为明

定，如果他们为商业目的与他人订立货物销售合同的话，

智之举。目前，
我国对外国法人国籍的确定采取注册登记主

其营业地的确定“则以其惯常居住地为准”。就中国公民而

义。我国《民法通则》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

言，其惯常居住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5

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

条所规定的“经常居住地”。

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取

1.认定营业地的时间限制

《公司法》等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一
得中国法人资格。”

《公约》第 1 条（a）款规定“当事人营业地在不同国家

规定说明：在中国境内设立、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经中国

的事实，如果从合同或从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具有中国法

时，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交易或当事人透露的情报均看不

人资格。

出，应不予考虑。”另外，
《公约》第 10 条（a）项规定：
“如果

《公约》 也明确指出当事人或合同的民事或商事性质

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

也不予考虑。这是因为有些国家根据当事人或合同的民

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其营业地，但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

事、商事性质的不同而将货物买卖合同分为不同标准，有

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

的国家则无此分别。为了确保《公约》的主体适用范围不被

况。”这表明：在确定当事人与合同关系最为密切的营业地

解释为仅适用于按照缔约国的法律属于“民事”性质的买

时，还要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

卖合同或属于“商业”性质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

。如果合同的履行地是当
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设想的情况”

卖合同，所以《公约》规定，在适用公约时当事人或合同的

事人公约意义上的营业地，那么，这个履行地应该是指双

民事或商业性质不予考虑。

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期望的那个履行地。即使

三、
《公约》营业地标准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

后来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发生变化，当事人公约意义上的营

1.营业地标准的不足

业地仍然不变。该条订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双方缔

采用“营业地”这个唯一标准来确定国际销售合同的

结“国内”合同的合理期待，是为了维护不知情的当事人的

“国际性”不能令人特别满意。虽然采用这个单一标准可以

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不可能预料他们的合同

减少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当事人过度追求自己喜

将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好的法律而盲目寻找争议解决地；减少不必要的诉诸国际

例如，甲(卖方)在 A、B 两国都有营业地，在与乙(买方)
订立合同时，约定该合同在 A 国履行。后来由于情势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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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籍法来决定自然人的国籍。虽然世界上有一些关于国

按照《公约》第 10 条（a）项的规定：
“ 如果当事人有一

私法规则状况，从而有更多机会适用公约。但是这种简单
化处理有时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合理。

变更，如 A 国发生战争，双方协商确定将合同履行地改为

以下两种情况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把本来应当属于

B 国。在此情况下，根据公约，甲的营业地仍是 A 国，而不

国内法调整的交易纳入公约调整范围，调整范围变相延

是 B 国。因为卖方履行地的变化是在合同订立后发生的，

长，宽泛化。因为即使货物从制造到使用从没有离开原产

而根据公约第 10 条（a）项，其所考虑的情况必须是在“订

地，这种货物也可以成为国际销售合同下的货物，只要双

立合同前任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设想的情况。

方的营业地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就行。例如，营业地位于纽

但是，如果乙知道甲在 A、B 两国都有营业地，而且订立合

约的公司(卖方)拥有大批建筑材料存放在日内瓦，纽约公

同时没有确定合同的履行地，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合同的

司与法国公司(买方)订立销售合同，将这些建筑材料出售

实际履行地就是甲的营业地。尽管这可能不是乙所期望的

给法国公司，然而法国公司购买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为了修

履行地，但由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意愿披露给甲，所以，这

建其在日内瓦的旅馆。美国与法国都是公约缔约国，如果

就不符合公约所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知道

当事人在销售合同中没有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应使用《公

或设想的情况”。

约》解决争议，可是作为合同标的的物的这些建筑材料，根

需要排除的因素
2.认定“国际性”

本不会跨越瑞士国境，为什么不可以适用瑞士的法律?其

根据《公约》第 1 条第（3）款“在确定本公约的适用时，

次，采用“营业地标准”使得本来应由公约调整的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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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适用公约，缩小了公约调整范围。例如，
位于纽约的美

四、结语

国的甲公司(卖方)和位于洛杉矶的美国乙公司(买方)订立

虽然《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国际商事合同的最重要

了一份购买家具的销售合同，这些家具被卖方存放在意大

《公约》关于适用主体的规定也体现了无
的国际条约之一，

利，而买方购买这批家具的目的是装备其在法国的新的公

与伦比的智慧和思想高度。但《公约》主体适用范围规定仍

司办事处，很显然这批货物注定要由意大利运往法国，发

《公约》的条
有些局限性，具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生跨国运输和货物进出口，并且合同也是在美国之外的国

款并非完美无缺，条款中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冲突。《公约》

《公约》对
家交付履行，但由于当事人的营业地都在美国，

没有对“营业地”及“最密切联系地”下定义，第 1 条第(l)款

此交易不适用。

第(b)项与第 95 条之间的关系如何调节没有明确等等。这

“营业地”
标准面临的挑战
2.电子商务下的

些问题都是留给《公约》适用者以较大的障碍。第二，
《公

在电子商务情形下，营业地所在就比较复杂，确定营

约》主体适用范围规定缺乏统一的解释和适用。尽管《公

业地的困难主要在于，一是出卖人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

约》第 7 条规定公约的解释应当最大程度实现公约的伟大

情形下；二是在出卖人通过第三人交易平台或网络交易

目标，并且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等，但《公约》的运用和解

服务提供商的自动交易系统缔结合同的情形下，如何判

释最终由各国法院和仲裁庭完成，各方学者的观点是不具

断交易当事人的所在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于 1996

有约束力的。因此在运用和解释《公约》时发生偏差是不可

年和 2001 年分别颁布了《电子商务示范法》和《电子签名

没有充分
避免的，国际范围内统一适用的目标受阻。第三，

示范法》，这两部示范法已经为各国形成促进和规范电子

考虑电子商务中下的国际货物买卖交易情况。互联网技术

合同的框架。但是，Model Laws 仅仅是推荐各国立法采纳

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方式，而且

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具有直接国际法效力。电子商务工作

对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公约提出了挑战。因为时代的局限

组于 2005 年又通过了《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以

性，公约制订者在制定时不可能完全预计到当今世界和科

下简称《电子缔约公约》)，中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署国。该

技的发展变化。“营业地标准”在电子商务下的认定就明

公约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电子商务的国际公约，是国际

显不足。因此，我国相关主体在从事国际贸易时应扬长补

电子商务立法的重要里程碑。为了保证《公约》与《电子缔

短，
最大限度的来维护自身利益。

约公约》在适用时的一致性，两个公约关于适用范围的规
定基本是一致的，都采纳了“营业地”作为界定国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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