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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商业纠纷 

解决纠纷的替代方法 
 

以下介绍的是替代争议解决(“ADR”)的一些方法，这些是被广泛认可的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也被认为是法庭诉讼的替代方

法。 

 

仲裁 

 

仲裁是ADR的一种形式，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由公正的第三方，即“仲裁员”进行审理，无需提起诉讼。在仲裁中，仲裁员在审

查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后达成协议。仲裁员的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与其他解决争端的方法不同，一旦双方开始仲裁程序，任

何一方都不能退出该程序。 

 

仲裁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强制的。在强制仲裁的情况下，争端各方根据法规、法院命令或通过双方合同协议中包含的特定

条款进行仲裁。在许多商业合同和与建筑有关的纠纷中，情况往往如此。自愿仲裁则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仲裁结果被称为“仲

裁裁决”。 

 

仲裁的优点 

 灵活性:与诉讼相比，仲裁程序更灵活，更节省成本。 

 时间:仲裁程序解决得比诉讼快得多;因此，它为双方当事人节省了诉讼所需的时间和压力。 

 保密性:需要仲裁的争议不会公开。 

 仲裁员:双方可以选择一名仲裁员进行仲裁。 

 

仲裁的缺点 

 如果仲裁强制双方根据合同规定,他们就无法利用法庭解决争端。 

 对仲裁裁决提起上诉的权利非常有限。 

 仲裁不允许使用中间申请。这类申请通常是在您要求紧急救济或向法院提供某些新的事实时采用的。 

 仲裁裁决不能直接被强制执行;它们可以基于司法制裁来执行。 

 

调解 

 

调解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方法，即在“调解人”的协助下，在没有诉诸法庭的情况下，通过友好协商作出的决定。这是一个自愿

的过程，与仲裁相比，它更灵活；因此，争端各方没有义务同意解决办法。调解当事人对最终解决有完全控制权。在这里，调

解员只是作为调解人，不干预纠纷的决定。然而，调解的成功率非常高，在90%的范围内，因此受调解影响的各方往往会和

解。 

 

调解的好处 

 各方对和解有控制权。 

 与诉讼和仲裁相比，调解的压力要小得多。 

 双方之间的关系通常通过这种解决方式得以保持。 

 该流程能迅速结案，节省了成本。 

 调解是一个保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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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的缺点 

 由于调解涉及诚信因素，双方之间可能无法达成和解。 

 它缺乏任何司法裁决的支持。 

 调解过程缺乏任何程序性形式。 

 如果这个过程不成功，之后可能需要通过诉讼来确定争议，可能会增加成本。 

 

调停 

 

调停是争端各方在调停员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一种争端解决形式。调停员与双方一起或单独一方会面，以达成友好协议。这是一个灵活

的过程，允许各方确定诉讼的内容和目的。它是无风险的，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只有在双方都同意调停的情况下，它才对双方有约束

力。 

 

调停的优点 

 它是一个灵活的过程。 

 调停员往往是一个特定领域纠纷的专家。 

 与任何其他形式的ADR一样，与诉讼相比，调停程序的成本效益更高。 

 如果对调停结果不满意，争端各方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 

 

调停的缺点 

 该程序对争议各方不具有约束力。 

 没有上诉程序。 

 各方可能无法就冲突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这很可能导致成本增加。 

 

谈判 

 

谈判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两个个人或团体之间的争端由被称为谈判者的公正的第三方使用各种技巧来解决。谈判者

以这种方式解决争端，使用各种沟通方式使争端各方达成协议。这类解决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达成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 

 

谈判的优点 

 灵活性:因为谈判是一个非正式的过程，所以它是灵活的。 

 与诉讼相比能够快速得到解决方案。 

 通常在争端解决后，双方保持健康的关系。 

 在一个私人的环境中发生 

 

谈判的缺点 

 争端各方可能无法达成和解。 

 缺乏对冲突各方的法律保护。 

 在谈判中，各方之间可能会出现权力失衡。 

 

总结 

 

ADR的各种方法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方法提供了各种各样有助于解决他们争端的技巧。这些解决

纠纷的模式现在在行业内被广泛接受，通常被用来当作不需要通过法院而节省成本和

成功地解决纠纷。在实践中，ADR最常用的两种方式是调解和仲裁。 

 

如果您需要任何关于ADR解决争议方法的建议，请使用以下详细信息联系3CS律师事务

所。 

Adam Haffenden 
Senior Associate and Head of Litigation 

E: adam.haffenden@3cslond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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