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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 适用 

 

1.1 本规则适用于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AIADR"）作为仲裁员的指定机构或在

下列情况为仲裁案件和财务管理提供服务的所有案件： 

 

1.1.1 当事人同意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贸易法委员会仲裁

规则》将其争议提交仲裁； 

1.1.2 当事人同意根据任何其他临时仲裁规则将争议提交仲裁；和/或 

1.1.3 AIADR 根据任何法律或当事人协议管理的任何非机构仲裁案件。 

 

规则 2 AIADR的职能 

 

2.1 AIADR 根据本规则的职能可包括协助以下： 

 

2.1.1. 应当事人申请指定仲裁员； 

2.1.2. 应当事人申请决定任命的仲裁员人数； 

2.1.3. 应当事人申请审理仲裁员的质疑； 

2.1.4. 应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承担仲裁的财务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收取预付

费用和安排支付仲裁员的费用与开支； 

2.1.5. 应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提供听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听讯室、视

频会议、录音和录像设施、翻译和速记服务； 

2.1.6. 应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提供仲裁庭秘书服务；和  

2.1.7. 应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提供其他服务。  

 

规则 3 信息提交 

 

3.1  当事人或者仲裁庭根据本规则向 AIADR 提出任命仲裁员、案件管理和/或仲裁财

务管理的请求时，应当提供以下信息和文件： 

 

3.1.1. 争议金额; 

3.1.2. 当事人及其代表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3.1.3. 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或者单独的仲裁协议； 

3.1.4.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或各被申请人送达的仲裁申请书及其附件的交付证明；

和  

3.1.5. 已提名或任命的仲裁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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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IADR 可在必要时要求当事人或各当事人和/或仲裁员提交进一步信息和文件。 

  

规则 4 仲裁员的任命 

 

4.1 被任命的仲裁员应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仲裁员资格和/或争议双方协议中约定的

仲裁员资格。 

 

4.2  仲裁员的任命可由在任的 AIADR 仲裁员团或 AIADR 仲裁院团以外进行。 

 

4.3  任命仲裁员时，除上述规则规定的因素外，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4.3.1. 争议的性质; 

4.3.2. 各方当事人的国籍： 

4.3.3. 当事人对仲裁员任命提出的提议或建议；和  

4.3.4. 利益冲突审查和合格候选仲裁员接受任命的档期。  

 

4.4  在应一方当事人仲裁员任命的申请前，AIADR 应给予机会于另一方当事人或各

当事人提供与任命有关的信息。AIADR 可根据另一方当事人或当事人提供的信

息酌情拒绝作出任命。 

 

4.5  在选任仲裁员时，AIADR 应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其任命。  

 

规则 5 任命程序 

 

5.1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当任命独任仲裁员或

以首席仲裁员为首的三人仲裁庭，AIADR 作为指定机构应遵循《贸易法委员会

仲裁规则》第 8 条第（2）款和第 9 条第（3）款规定的程序。若当事人未能及

时任命三人仲裁庭的第二名仲裁员，AIADR 应于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

申请，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9 条第（2）款规定的程序。 

 

5.2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任命独任仲裁员或以首席仲裁员为首

的三人仲裁庭，AIADR 作为指定机构应在三十（30）天内直接任命其认为合适

的仲裁员。若当事人未能及时任命三人仲裁庭的第二名仲裁员，AIADR 应于另

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的申请，直接任命其认为合适的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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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若仲裁员因质疑或任何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职能，

AIADR 应根据《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14 条任命替代仲裁员。 

 

规则 6 仲裁员数量 

 

6.1 若当事人未就仲裁员人数达成协议，AIADR 可以应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决

定仲裁庭应由独任仲裁员还是三名仲裁员组成。在作出上述决定时，AIADR 应

考虑以下因素： 

 

6.1.1. 争议金额; 

6.1.2. 争端的复杂性和潜在的仲裁协议； 

6.1.3. 各方当事人的国籍； 

6.1.4. 合适候选仲裁员的档期;和  

6.1.5. 事情的紧迫性。 

 

6.2 在作出其决定前，AIADR 应给予机会于另一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提供与仲裁

员人数有关的意见。  

 

6.3  在作出仲裁员人数的决定时，AIADR 应在其决定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

形式通知各方当事人。 

 

规则 7 披露 

 

7.1 仲裁员应向 AIADR 提交一份签名声明，并披露任何可能在接受任命前对他/她的

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合理质疑的事实或情况。仲裁员在接受任命时应及时以书

面形式向 AIADR、各方当事人和仲裁庭其他成员（如有）披露任何可能在仲裁

程序中对他/她的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合理质疑的情况。仲裁员的签字声明应当

以符合 AIADR 要求的格式进行。收到此类声明后，AIADR 应将其声明副本转发

给各方和仲裁庭的其他成员（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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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8 质疑之裁断 

 

8.1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AIADR 作为指定机构应决定于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员提出

的所有质疑。AIADR 应根据适用仲裁法和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员质疑的有关规

定作出此类决定，必要时可参考国际律师协会的《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

冲突指引》。 

 

规则 9 仲裁庭之费用与开支 

 

9.1 仲裁员的费用与开支由当事人和仲裁庭商定。 

9.2 若当事人与仲裁庭不能在仲裁庭任命之日起四十五（45）天内就仲裁员的费用

与开支达成协议，附录 C 的仲裁员费用将实施。 

 

规则 10 指定机构之费用 

 

10.1 AIADR 可收取以下费用：  

 

10.1.1. 仲裁员的任命费。在申请仲裁员的任命时，其费用应由提出申请之当

事人支付。此款项制定于附录 A 的 AIADR 费用表。 

10.1.2. 仲裁员人数的决定费。在申请决定仲裁员的人数时，其费用应由提出

申请之当事人支付。此款项制定于附录 A 的 AIADR 费用表。 

10.1.3. 仲裁员质疑的裁断费。在申请裁断仲裁员的质疑时，其费用应由提出

申请之当事人支付。此款项制定于附录 A 的 AIADR 费用表。 

10.1.4. 其他服务的费用。此费用应由 AIADR 收取，具体见附录 A 的 AIADR 费

用表。 

 

规则 11 预付费用 

 

11.1 AIADR 应要求预付仲裁员的费用、估计开支和其他服务费用。预付费用应在仲

裁员任命后立即支付于 AIADR。  

 

11.2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上述预付费用原则上由提出申请之当事人和其他当事人

平均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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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2 责任排除  

 

12.1 AIADR、其委员会成员及其员工均不对任何疏忽、行为或省略原由于履行本规

则规定的任何职责负责。  

 

12.2  各当事人对本规则规定的仲裁员费用与开支和依照本规则提供的其他服务费用

承担连带责任。AIADR 只收取仲裁庭委托的预付费用。AIADR 不承担向任何仲

裁庭或任何当事人付款的责任。 

 

规则 13 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13.1 本规则中提及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应是 2013 年《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

则》。若当事人同意适用其他版本的《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3 年《贸

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相应规定将由《贸易法公约仲裁规则》的适用版本取

代。  

 

规则 14 补充规则 

 

14.1 AIADR 可以依照适用法律和其他规定向当事人提供与本规则相关的仲裁服务。  

 

14.2 本规则中的任何不一致和/或差异应由 AIADR 负责解释。 

 

14.3 为避免疑问，若本规则的任何部分与当事人不能偏离的法律规定相抵，则应从

其法律规定。  

  



 
 

ch_v1_Ap2021  6 

附录 A 

费用表 
 

1. 费用以马来西亚令吉面额。或者，当事人可以申请以美元或人民币支付。美元

和人民币的等值金额附于附录 B 中，但等值金额可能会改变。所选货币将于整

个仲裁过程中适用。 

 

2. 注册费 

提交预约表的申请之当事人应支付不可退还的 300.00 令吉注册费。 

 

3. 决定仲裁员人数费 

本规则的仲裁员人数之费用为每例 2,000.00 令吉。 

 

4. 预约费 

本规则的挑选和任命仲裁员之费用应固定于每名仲裁员为 5,000.00 令吉。 

 

5. 仲裁员质疑之裁断费 

本规则的仲裁员质疑裁断之费用应固定于每名仲裁员为 10,000.00 令吉。 

 

6. 机构管理费和其他服务之费用 

AIADR 机构名义管理费为每例 5,000.00 令吉，其他服务的额外费用如下：  - 

 

6.1 仲裁财务管理费用应由 AIADR 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和仲裁情况决定。员工

财务管理的小时费率为 800.00 令吉，最低标准费率为每仲裁 2,000.00 令

吉。 

 

6.2 每个听讯室和/或录音和录像设施的租金由 AIADR 决定； 

 

6.3 第三方或者第三方的翻译与速记服务费应由该第三方提出，经当事人确

认后支付。 

 

6.4 由 AIADR 决定的任何其他服务之类似费率。 

 

7. 上述费用应成为仲裁费用的一部分，由提交申请之当事人交付。其费用的最终

分摊应由仲裁庭决定。 

 

8. 上述费用不包括可能产生的税费或费用，当事人有义务支付任何此类税费或费

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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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其他货币的等效费用表 
 

序号 事项 以令吉计算

的金额 

以美元计算

的金额 

以人民币计

算的金额 

1 注册费 300 80 500 

2 决定仲裁员人数费 2000 500 3350 

3 预约费 5000 1250 8350 

4 仲裁员质疑之裁断费 10,000 2500 16,700 

5 机构名义管理费 5000 1250 8350 

7 仲裁财务管理最低标准费率 2000 500 3350 

8 仲裁财务管理的小时费率 800 200 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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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仲裁员费用 
 

1. 根据规则 9.2，当事人可以同意采用以下推荐的仲裁员费用表或标准的仲裁员费。 

 

2. 推荐的仲裁员费用表如下： - 

争议金额*（令吉） 仲裁员费用（令

吉） 

仲裁员费用（美

元） 

仲裁员费用（人民

币） 

150,000 以下  10,000 2,700 18,000 

150,001至300,000  10,000+争议金额

150,000以上部分

的6.54%  

2,700 +争议金额

150,000以上部

分的6.54% 

18,000 +争议金额

150,000以上部分

的6.54% 

300,001至

1,500,000  

21,900+争议金额

300,000以上部分

的2.85% 

5,800 +争议金额

300,000以上部

分的2.85% 

39,000 +争议金额

300,000以上部分

的2.85% 

1,500,001至

3,000,000  

63,300+争议金额

1,500,000以上部

分的2.39% 

16,700 +争议金

额1,500,000以上

部分的2.39% 

113,000 +争议金

额1,500,000以上

部分的2.39% 

3,000,001至

6,000,000  

106,700+争议金额

3,000,000以上部

分的1.10% 

28,100 +争议金

额3,000,000以上

部分的1.10% 

190,000 +争议金

额3,000,000以上

部分的1.10% 

6,000,001至

15,000,000  

146,700 +争议金

额6,000,000以上

部分的0.65 % 

38,700 +争议金

额6,000,000以上

部分的0.65 % 

262,000 +争议金

额6,000,000以上

部分的0.65 % 

15,000,001至

30,000,000  

217,200 +争议金

额15,000,000以上

部分的0.28 % 

57,200 +争议金

额15,000,000以

上部分的0.28 % 

387,000 +争议金

额15,000,000以上

部分的0.28 % 

30,000,001至

150,000,000  

267,500 +争议金

额30,000,000以上

部分的0.14 % 

70,400 +争议金

额30,000,000以

上部分的0.14 % 

477,000 +争议金

额30,000,000以上

部分的0.14 % 

150,000,001至

240,000,000  

475,300 +争议金

额15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6 % 

125,100 +争议金

额15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6 % 

739,000 +争议金

额15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6 % 

240,000,001至

300,000,000  

536,900 +争议金

额24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4 % 

141,300 +争议金

额24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4 % 

956,000 +争议金

额24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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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1至

1,500,000,000  

567,600 +争议金

额30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3 % 

149,400 +争议金

额30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3 % 

1,010,000 +争议金

额30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3 % 

1,500,000,000 以上 1,011,500+争议金

额 1,500,000,000

以上部分的

0.02%，最高不超

过 5,400,000 

266,200 +争议金

额1,500,000,000

以上部分的

0.02%，最高不超

过1,422,000 

1,800,000 +争议金

额1,500,000,000以

上部分的0.02%，

最高不超过

9,612,000 

*在计算争议金额时，将考虑反诉和/或抵消的金额。  

 

3. 标准仲裁员的费用如下： - 

事项 仲裁员费用（令

吉） 

仲裁员费用（美

元） 

仲裁员费用（人

民币） 

会议（每天/会议） 2,500 700 4,500 

听力*（每天） 5,000 1,400 9,000 

审查文件和相关工作

（每小时） 

500 140 900 

 *最低标准听证日为六（6）天，以上的追加听证日费率将视案件情况而定。  

 

4. 上述仲裁员的费用适用于每名仲裁员。此费用不包括可能发生的税费或费用，

当事人有义务支付任何此类税费或费用（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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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条款 
 

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则条款 

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AIADR）作为临时仲裁的管理及指定机构。  

任何争议、争执或请求，凡由于本合同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或由于本合同

的违反、终止或无效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均应于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

的管理按照《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则》仲裁解决。 

 

建议增列：  

仲裁员人数应为...[一或三]； 

仲裁地应为[…]；  

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言应为[...] ； 

本合同应受[...] 的实体法管辖。 

 

AIADR 只担任临时仲裁的指定机构。 

任何争议、争执或请求，凡由于本合同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或由于本合同

的违反、终止或无效而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均应由仲裁解决。指定机构应是

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并按照《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

则》处理。 

 

建议增列：  

仲裁员人数应为...[一或三]； 

仲裁地应为[…]；  

仲裁程序中使用的语言应为[...] ； 

本合同应受[...] 的实体法管辖。 

 

AIADR 标准提交条款 

有意将现有的仲裁条款替代为按照《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则》的

仲裁之各方当事人可以采用以下标准形式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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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DR 作为管理机构和指定机构 

各方当事人在此同意，由…引发的争端应由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根据

《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则》管理的仲裁解决。 

 

AIADR 仅作为指定机构 

各方当事人在此同意，由…引发的争端应通过仲裁解决。指定机构应是亚洲多

元争议解决研究院，按照《AIADR 临时仲裁任命、案件和财务管理规则》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