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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Procedure Law 

(as amended on Dec. 24, 2021) 

Civil Procedure Law 

(with Dec. 2022 amendment incorporated) 

第一编 总则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

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

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

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

一人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

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

等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

件，由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

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

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

一人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

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 

人民陪审员在依法参加审判活动时，除法

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

利义务。 

第四章 回避 

第四十七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

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

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

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

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

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审判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前三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

鉴定人、勘验人。 

第四十七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

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

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

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

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

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审判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前三款规定，适用于法官助理、书记员、

司法技术人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

人。 

第六章 证据 

 第八十三条 人民法院可以指派司法技术

人员参与询问、调查取证、勘验、保全、

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协助查明专业技术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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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一百一十五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

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一十六条 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

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

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单方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企图侵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七十三条 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

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

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

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四条 上诉状可以向第二审人

民法院直接提出，也可以通过原审人民法

院提出。当事人上诉的，应当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第一百七十四条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

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

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

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

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

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

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

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

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

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

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

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

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

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

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

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

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

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

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

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

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

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

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第一百七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

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

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

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

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

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

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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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

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

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

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

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

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

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

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除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外，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

审。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第一百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

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

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

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适用本章规

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

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

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指定

遗产管理人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

无主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

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 

 第一百九十五条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

争议，利害关系人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的，向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

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申

请事由和具体请求，并附有有关机关关于

被继承人死亡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应当审查核实，并按照有利于遗产管理的

原则，判决指定遗产管理人。 

 第一百九十七条 被指定的遗产管理人死

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存在其他无法继续

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情形的，利害关系人或

者本人可以向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另

行指定遗产管理人。 

被指定的遗产管理人违反遗产管理职责，

严重侵害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

权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作出指定的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遗产管理人资格，并另行

指定遗产管理人。 

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百零六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

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

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

第二百一十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

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

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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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

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应

当向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一）当事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

和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无异议，认为适用法

律有错误的； 

（二）原判决、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

执行。 

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四章 管辖 

第二百七十二条 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

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

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

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

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

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

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七十六条 因财产权益纠纷和非财

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签

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

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发生地或

者结果发生地、代表机构住所地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可以由合同签订

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

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发生地或者

结果发生地、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 

争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其他适当联系

的，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

辖。 

 第二百七十七条 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

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书

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的，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

辖，依据本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

关于级别管辖、专门管辖的规定确定具体

的管辖法院。 

 第二百七十八条 被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管辖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或

者提出反诉的，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有管辖权。 

第二百七十三条 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 第二百七十九条 下列案件，由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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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

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法院管辖。 

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一）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

提起的诉讼； 

（二）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设立、解散、清

算，以及该机关作出的决议的效力等提起

的诉讼； 

（三）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审查授

予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性等提起的诉讼。 

 第二百八十条 消费者对住所地不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经营者或经营者分支

机构提起的诉讼，消费者住所地位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可由消费者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

议，未以合理方式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

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消费者根据管辖协议提起诉讼明显不方便

的，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无效。 

 第二百八十一条 对信息网络侵权行为造

成损害提起的诉讼，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

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者被侵权人住所

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可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八十二条 当事人之间的同一纠

纷，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另一方

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

或者一方当事人既向外国法院起诉，又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依据本法有管辖权的，可

予受理。当事人订立排他性管辖协议选择

外国法院管辖且不违反本法对专属管辖的

规定，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裁定驳回起

诉。 

 第二百八十三条 外国法院先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受理，且根据本法的规定

外国法院判决可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法院承认的，经当事人书面申请，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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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可以中止诉讼，但存在

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管辖，或者纠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院专属管辖； 

（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审理明

显更为方便。 

外国法院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件，或者

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审结的，依当事人的书

面申请，恢复诉讼。 

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全部或部分承认，对已经获

得承认的部分当事人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起诉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百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受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被告提出书面

申请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且同时有下列情

形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告知原告向更

为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一）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当事人参加诉讼均明显

不方便； 

（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协议； 

（三）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四）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更为方便。 

裁定驳回起诉后，外国法院对争议拒绝行

使管辖权，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审理案

件，或者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审结，当事人

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五章 送达、期间 第二十五章 送达、调查取证、期间 

第二百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

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

的方式送达； 

第二百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

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

的方式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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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

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

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

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

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

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

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

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

为送达； 

（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

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八）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

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

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在本案中委托的诉讼代

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设立的独资企业、代表机构、分支机构

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为外国自然人，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企业担任法定代

表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向该企业送达； 

（七）受送达人为外国自然人，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同住成年家属的，向

其同住成年家属送达； 

（八）受送达人为外国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向其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送达； 

（九）受送达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外设立的独资企业，设立该独资企业的自

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的，向该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送达； 

（十）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

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

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

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

为送达； 

（十一）采用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

工具、特定电子系统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

收悉的方式送达，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禁

止的除外； 

（十二）以受送达人同意的其他方式送

达，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禁止的除外。 

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经当事人书面申请，在公告送达不少

于六十日且不影响受送达人诉讼权利的情

况下，上述送达方式可以和公告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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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 

 第二百八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

查收集的证据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证

据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

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或者通过

外交途径调查收集。 

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证人，委托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证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

为取证。 

在所在国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法院可采用下列方式调查收

集： 

（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通过即时通讯

工具取证； 

（二）以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其他方式取

证。 

第二十七章 司法协助 

第二百八十七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

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

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

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

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

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

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九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

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

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

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

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作出的发生法律

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

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

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三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承

认和执行： 

（一）依据本法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外

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 

（二）被申请人未得到合法传唤或者虽经

合法传唤但未获得合理的陈述、辩论机

会，或者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未得到

适当代理； 

（三）判决、裁定系通过欺诈方式取得；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s://npcobserver.com/legislation/civil-procedure-law/
https://npcobserver.com/


 
 

Copyright license: CC BY-NC-ND 4.0 9 Bill: 民事诉讼法（修正）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已对同一

纠纷作出判决、裁定，或已经承认和执行

第三国法院对同一纠纷作出的判决、裁

定； 

（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

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百零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该外国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 

（一）外国法院依据其法律对案件没有管

辖权； 

（二）违反本法对专属管辖的规定； 

（三）违反当事人排他性选择法院管辖的

协议； 

（四）当事人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第三百零四条 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

该外国法院判决涉及的争议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争议属于同一争

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正在进行

的诉讼可以中止。争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联系更密切，或者外国法院判决不符合

本法规定的承认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符合本法规定的承认条件的，裁定驳回起

诉。 

 第三百零五条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

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

法院申请复议。 

第二百九十条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

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

理。 

第三百零六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需要承认

和执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被执行人住

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可以向申请人住所

地或与裁决的纠纷有适当联系的地点的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

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https://npcobserver.com/legislation/civil-procedure-law/
https://npcobserver.com/


 
 

Copyright license: CC BY-NC-ND 4.0 1 Bill: 行政诉讼法（修正） 

DISCLAIMER: This comparison chart is not intended to accurately mark all changes. 

Color codes: addition / modification (new version); modified (current text); moved; dele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s amended on June 27, 2017)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with Dec. 2022 amendment incorporated) 

第三章 管辖 

第十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

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二）海关处理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的案件。 

第十五条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

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二）海关处理的案件； 

（三）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四）其他法律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的案件。 

以县级、地市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

中，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

案件、行政复议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

驳回复议申请案件，以及土地山林等自然

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裁决案件，由基层人民

法院管辖。 

第七章 审理和判决 

第五节 审判监督程序 

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

停止执行。 

第九十条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应

当向原审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一）当事人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

和适用的诉讼程序等无异议，认为适用法

律、法规有错误的； 

（二）原判决、裁定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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