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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方负担民事诉讼费用研究
———由深圳中院诉讼费用复核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廖森林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当事人有限度负担诉讼费用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是各国诉讼费用负担规则通行做法。

但司法实践表明，机械、绝对地适用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会产生假性正义而背离公平和正义。在特
殊情形下，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符合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借鉴国外民事诉讼费用负担规
则基础上，结合我国实体法的规定和具体案例，确定民事诉讼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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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是人民法院确定诉讼费用负担的基本原则 ，较之于
因诉讼程序而等待权利实现的时间成本和律师费支出 ，诉讼费用并不能构成诉讼当事人的主要成本 ，败
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很少受到质疑和挑战 。但随着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以及新型交易的出现，在
金融产品、房地产、工程项目、企业并购等合同纠纷案件中，即便案件受理费按照递减的比例收取，但由
于案件标的物所涉资金基数特别巨大 ①，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也足以引起当事人的关注。 在某些特殊
的民事案件中，胜诉和败诉不再泾渭分明，胜诉方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并未真正实现其权利预期，而将胜
诉和败诉作为诉讼费用负担认定的唯一依据 ，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可能产生假性正义 。此外，诉讼费
用负担规则关乎司法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公正、有效的诉讼费用负担规则是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在我国被列入边缘型程序事项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对诉
讼费用负担的救济程序给予足够的关注 ，因诉讼费用负担产生的假性正义难以得到矫正。 本文将通过
剖析在特殊案件中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不合理之处 ，在借鉴域外立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总结
出应当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特定情形 。
一、深圳中院诉讼费用复核第一案简介
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称汉唐证券） 因资不抵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2007 年进入司法破产程
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以下称《破产法》） 的规定，债权人应当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以便参
与破产财产的分配。2008 年 10 月，
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以下称公积金中心） 向汉唐证券管理人申报债
权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
在汉唐证券管理人作出正式的债权审核意见前，公积金中心以汉唐证券为第一
被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为第二被告向深圳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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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重庆奉节人，厦门大学法学院 2010 级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院和中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规定，以广东省为例，广州、深
圳、东莞、佛山三地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标的额为 3 亿元以下 5000 万元以上，而之前四地中院受理案件标的额上限为 1000 万元，足
①

以凸显我国民事诉讼标的额急剧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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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法院（ 以下称深圳中院） 提起民事诉讼，
诉请深圳中院判令汉唐证券向公积金中心赔偿 5000 万元国
债及利息损失、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汉唐证券与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
汉唐证券管理人作出《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并送达公积金中心。公积金
讼费用①。在该案开庭审理前，
向深圳中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显示，其
中心在收到《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后，
主张的债权数额与汉唐证券管理人认定数额完全一致。深圳中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
于 2010 年 10 月作出
判决汉唐证券应赔偿公积金中心本金损失及利息，驳回公积金中心对中登公司的诉讼请求，
决定案
判决，
件受理费由汉唐证券负担②③。汉唐证券管理人收到判决书后，对判决书中的实体判项没有异议，但认为
无论在程序还是实体上，
公积金中心的核心诉讼请求是中登公司
公积金中心与汉唐证券之间不存在争议，
公积金中心要求判决汉唐证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只不过是其核心诉讼请求的
上海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链接桥梁，
深圳中院在庭审中归纳的第一个争议焦点④ 其实并不存在争议，通过比较汉唐证券管理人作出
的《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和深圳中院作出的判决事项，
公积金中心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胜诉，由汉唐证券负
不具备正当性。汉唐证券管理人在法定期限内就
担高达 32 万元的诉讼费用违背法律所追寻的公平原则，
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向深圳中院提出复核申请，申请深圳中院重新作出决定，
改变诉讼费用的负担主体。
2010 年 12 月，
深圳中院作出复核决定，
公积金中心诉汉唐证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国债侵权纠纷一案的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公积金中心负担⑤。
该案开创了深圳中院关于诉讼费用负担复核的第一案 ，引发笔者对我国民事案件诉讼费用由败诉
方负担这一规则的系列思考： 败诉如何认定？ 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绝对强化是否符合公平原则？ 是否
存在应当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特别情形 ？ 诉讼费用负担归属于程序问题还是实体事项 ？ 是否应当
为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负担提供辩论机会 ？ 法官是否应当就诉讼费用负担对当事人释明 ？ 是否授予法官
在诉讼费用负担决定的自由裁量权 ？ 是否允许当事人就诉讼费用负担决定单独提起诉讼 ？
二、诉讼费用负担基本原则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诉讼费用负担上的法律规定虽然不尽相同 ，但又共享一种基本原则，即诉讼费用
当事人有限负担诉讼费用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 。
( 一) 当事人有限负担诉讼费用
为支持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国家需要设立各级法院机构、
招募选聘法官、
维持法院的日常运作，由此
产生庞大的财政开支，
虽然各级法院从民事诉讼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用数额巨大，但较之于各级法院的开
支，
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远远不能满足法院的开支，
财政拨款为法院正常运转的主要经费来源，因此，对于
当事人只负担了极为有限的部分。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如果通过非诉讼渠道
诉讼费用，
民事诉讼成为实现权利的有效路径。民事诉讼程序作为国家提供给民事受害方权利救
不能实现其权利，
济的社会公共服务，
其“收费”应考虑到公益性。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作为其向社会征税
的回报，
司法服务作为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种，
应当趋近于免费公共产品。考虑到诉讼程序给
当事人实现权利带来的时间延迟影响，
民事受害方还需要承担诉讼程序产生的权利实现时间等待成本。因
①

2004 年 8 月，
因汉唐证券在中登公司的国债质押业务欠库（ 即国债质押业务保证金不足） ，
中登公司直接扣划托管在汉唐证券名下

的债券并处置变现，
其中包括管理中心面值 5000 万元的国债，
管理中心认为，
中登公司扣划处置的国债属于管理中心所有，
其行为侵犯其财
产所有权，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② 参见（ 2008）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207 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决定，因此，诉讼费用的负担结果并不属于判决事项，而直接由人
③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29 条规定，
民法院决定。
④

参见（ 2008）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207 号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深圳中院就该案归纳出两个争议焦点： 第一，
汉唐证券是否

对管理中心构成侵权、
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办理涉案国债交易等级、
计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应否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汉唐证券管理人认为，
就管理中心的诉求，
汉唐证券管理人已经在《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中予以认可，
且管理中心对《债权申
报审查通知书》是审查结论进行确认，
因此，
第一个诉争焦点并不存在争议。
⑤ 参见（ 2008）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207 号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复核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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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民事诉讼费用应遵循总数克减、
比例递减的原则，
构建低门槛诉讼准入制度对于保护受害方十分重要。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 ，意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诉讼费用由政府负
担，法院不收取任何诉讼费用。相比之下，民事诉讼重在保护私人权益，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均为社会私
人主体，因此法院要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 ，换言之，民事案件诉讼费用部分转嫁至当事人。 有
学者认为，当事人有限负担诉讼费用既有限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也适当抑制滥用民事诉讼权利的行
［1］
［2］
为 ，亦有学者认为诉讼费用的收取等同于税务征收 ，但笔者并不认为诉讼费用等同于税收，虽然征
税和收取诉讼费用都产生财政收入的效果 ，但二者目的迥异，国家征税意在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提供资金来源，而法院收取诉讼费用的直接目的并非维持法院的运行 ，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民事诉讼当
事人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和执行费并不足以维系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和执行中的成本开支 。
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由原告、反诉原告、上诉人和申请人预交，在法定期限内交
纳诉讼费用为诉讼程序正常推进的必要条件 ，如果负有预先交纳诉讼费用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
交纳诉讼费用的，则按照启动诉讼程序当事人申请撤诉处理 。待案件完成某一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按照
当事人在诉讼结果中的胜诉和败诉情况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 。德国民事诉讼费用有法院费用、证据费
用和律师费用，其中法院费用类似我国法院的案件受理费 ，由成文法规定按照诉讼标的数额的大小计
［3］
算，在计算比例上实行递减原则，在一审、二审和三审程序中分别计算法院费用 。 日本民事诉讼费用
由法院费用和当事人费用组成，法院费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启动非诉讼程序

时向法院交纳的费用，另一类是由当事人负担的公告送达费 、证人费用、鉴定费用和翻译费用等。 法院
费用的计算以诉讼标的为计算基数 ，按照逐步递减的比例计算，非财产案件按照固定费用收取。台湾民
事诉讼费用为当事人向法院支付费用的总和 ，分为审判费用和审判外的费用，审判费用类似我国的案件
受理费，审判外的费用包括在诉讼中支出的邮递费 、翻译费、证据调查费用等。 我国、德国、日本以及我
国台湾地区均属于大陆法系，诉讼费用由当事人有限负担、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预交义务。
( 二) 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原告只要提出明确的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换言之，起
诉只要满足形式要件即可。由此可见，启动诉讼程序的条件简单，如何防止原告滥用诉权也落入立法考
量之中。在保护原告正当诉权与防止原告滥用诉权之间寻求平衡催生了原告预缴诉讼费用制度 。如果
原告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意味着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原告属于无理使用司法服务，应当负担一定
的司法成本，因此应当由败诉方原告负担诉讼费用 ； 如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即意味着被
告的作为或不作为民事违法，由败诉方被告负担诉讼费用以达到对其施以惩戒的效果 ，此外，从公平的
角度出发，原告通过诉讼寻求权利保护不应承担其正当诉讼行为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因此，败诉方负担
诉讼费用的合理性在于平衡保障原告的正当诉权和防止原告滥用诉权 ，以责令被告人负担诉讼费用的
方式对其民事违法行为施以必要惩罚 。
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29 条规定： “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由此
确立民事诉讼中“败诉方承担诉讼费用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 98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先
予执行而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第 54 条第 3
项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
担。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在案件完成某一程序后，法院决定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如遭遇非全部胜诉
案件，法院按照胜诉或败诉的程度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比例 ； 日本诉讼费用的负担与德国类似，采取败
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规则； 我国台湾地区亦实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原则 ，香港特区也采用诉讼费用败
诉方负担原则，但与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不同的是，败诉方并不需要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
三、败诉方绝对负担诉讼费用的误区和实证分析
对于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的合理性，
没有遭到实务界或理论界的质疑，
有学者甚至主张中国大陆应当
，
（
）
效仿英美法系 胜诉方支出的律师费 香港又名讼费或堂费 也应当由败诉方承担。在海商案件、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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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贸易诉讼案件中，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事前约定来决定败诉方负担胜诉方所支出的律师费①。
诉讼费甚至律师费的承担以“败诉”作为直接依据，
但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没有任何
且法律没有为认定败诉提供参照依据，正确界定败诉是合理划分诉讼费负担的关键。
有关“败诉”的定义，
如果抛开人身关系而只考虑涉及经济纠纷的民事诉讼，
原、
被告之间可以量化的经济关系在本质上为零和
博弈关系②，
一方败诉就意味着另一方胜诉。如果直接分析“败诉”存在障碍，不妨从“胜诉”的角度入手。
从形式上看，
如果法院判决完全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则原告完全胜诉，被告完全败诉，被告负担所有诉讼费
用； 如果法院判决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则原告部分胜诉，
原被告均部分败诉，原被告按照各自的败诉比
例负担诉讼费用； 如果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则原告完全败诉，被告完全胜诉，原告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在司法实务中，
法院严格按照胜诉比例决定诉讼费用负担，
加之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呈现很强的刚性，
［4］
致使法院在适用法律时过分遵循立法的字面规定，
结果导致司法实践偏离立法本意 ③ 。日益复杂的市场

关系、
形式多样的交易类型推升民事纠纷发生概率，胜诉与败诉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以至在特殊案件中出
现混沌状态，
将胜诉与败诉作为诉讼费用负担的唯一标准，
由此建立的诉讼费用转移规则可能产生假性正
义，
完全以判决与原告诉讼请求之间的差异来判定胜诉和败诉不符合诉讼制度的本质。
此外，在域外民事诉讼制度中，并非所有的案件诉讼费用都由败诉方负担 ，在特殊案件中，胜诉方也
需要负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在婚姻案件中，德国不实行诉讼费用转移制度，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承担
一半诉讼费用，其余诉讼费用各自承担，此外还规定如下例外情形，主要包括： 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即
时认诺的； 因原告过失而不必要支出的费用 ； 身份诉讼案件； 因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未尽通知义务
［5］
的 。日本民事诉讼法也在诉讼费用的负担上作出了一些特别规定 ，并非所有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败诉
方负担。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实行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原则 ，但对于应当由原告和胜诉人负担诉讼费用
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例外情形主要包括： 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认诺，并能证明无需起诉的； 因分割
共有财产的； 原告主张权利超出必要范围的； 因原告自己的原因导致诉讼延迟的④。 在我国香港特区，
败诉方负担比例一般不超过费用总额的三分之二 。而我国民事诉讼中除婚姻案件外，诉讼费用都由败
诉方负担且没有任何例外。
因此，我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规则的刚性设计缺乏正当性 ，而且与域外的规则不符合。 笔者认为，
判定原告是否胜诉以及胜诉的比例应当基于原告诉讼请求 、案件背景信息、被告答辩 （ 抗辩 ） 、判决事项
以及执行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结合现实案例，并非所有争议都能通过诉讼解决 ，对那些不需要通过诉
讼寻求正当权利或即便通过诉讼依然无法实现其正当权利的诉讼 ，则不能以形式上的败诉和胜诉来划
分诉讼费的负担，在特殊诉讼类型中，诉讼费用应当由胜诉方负担。 笔者认为，如下几种类型的诉讼就
不应当由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而应当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
( 一) 无争议型诉讼
民事诉讼的作用在于解决民事纠纷 ，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实质性的争议 ，即对于原告的诉讼
请求，原告与被告存在争议，无论这种争议是利益的冲突还是观点的差异 。在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实
质性争议的条件下，原告行使诉权缺乏正当性，应当负担诉讼费用。
以本文所分析的公积金中心诉汉唐证券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国债侵权赔偿案为例 ，公积金中心与
汉唐证券之间就不存在实质性争议 。首先，公积金中心与汉唐证券在程序事项上不存在争议。 公积金
中心于 2008 年 8 月向汉唐证券管理人申报涉案诉争债权 ，汉唐证券管理人于 2008 年 10 月向公积金中
心送达确认该笔债权的《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 》。 从汉唐证券管理人收到公积金中心的债权申报到出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 26 条规定，
情，
可以将符合国家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②

零和博弈是指，
双方的利益总和为定值，
不能通过改变博弈策略而增加利益总和。双方的博弈结果是，
一方的收益以另一方的损失

为代价，
收益数额等于损失数额。
③

在证据学中，
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本属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
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却对证据的证

明力作出明确规定，
凸显我国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刚性特征。
81、
82 条。
④ 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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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债权审核结论，时间间隔只有 2 个月，汉唐证券管理人对公积金中心的债权审核并没有过分延迟或拖
延，公积金中心也没有主张汉唐证券管理人在程序事项上存在瑕疵 。其次，公积金中心与汉唐证券在实
体事项上不存在争议。对于汉唐证券管理人作出的《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 》，公积金中心于 2008 年 11
月书面回复汉唐证券管理人，表示其对汉唐证券管理人的审核结论没有异议 。不仅如此，公积金中心的
诉讼请求数额与汉唐证券管理人出具的《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所确认的数额完全一致，且公积金中心
将汉唐证券管理人作出的《债权申报审查通知书 》作为支持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交，以上事实足以证明，
公积金中心与汉唐证券之间不存在争议 。 此外，公积金中心没有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债权的必要 ，依据
《破产法》第 48 条、第 57 条的规定，受理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和审核债权属于破产企业管理人的法定职
［1］
责，债权人应在法定期限内向破产企业管理人申报债权 。如果债权人对管理人审核的债权数额有异
议的，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 。在该案中，公积金中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后且在认可管理人确

认债权数额的情形下又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债权 ，显然属于没有必要的民事诉讼。
正如深圳中院在复核决定书中所陈述的 ，公积金中心的诉讼请求已经得到汉唐证券管理人的确认 ，
其诉讼请求无需通过本案诉讼，在破产债权申报程序中即可得以实现 ，法院判决实质上系对公积金中心
［6］
与汉唐证券无争议破产债权的再次确认 。在司法破产程序中，管理人通过债权审核作出的债权确认
与法院通过判决作出的债权确认在本质上没有差异 。公积金中心应当知晓其债权在管理人债权审核程
序中已经得以确认，双方之间的争议已经消失。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通过司法裁判确定争议
双方权利义务的边界，使得争议事项通过判决得以明确 。对于没有争议的事项而提起的诉讼 ，不仅浪费
司法资源，也消耗被告因此而支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而这样的诉讼无论是对于原告还是对于被告都不
能产生任何积极效用。因此，即便原告获得胜诉，也应当负担诉讼费用。
( 二) 认知错误型诉讼
诉讼实践反映，诉讼中产生的诉争焦点主要分为事实争议和法律争议 ，但对于在诉讼前已经产生某
种法律关系和法律后果的行为，由于原告对法律关系理解的错误 ，误以为诉请法律关系必须通过法院判
决才能实现。其实，法院的判决只不过是对已经产生的法律关系的一种重复确认 。显然，此类诉讼为非
必要诉讼，在民商法体系中，意思自治同样能形成法律关系，对既已产生的法律关系要求法院重复确认
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而要求在形式上败诉的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更是违背公平原则 ，机械使用败诉方负
担诉讼费用规则将把被告推向“无辜受罚”的境地。例如，我国合同法制度明确赋予合同当事人解除合
同的权利，当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一方即可单方面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一经送达对
方当事人，即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当然，对方当事人还有反驳的机会，如果对方当事人收到解除合同
的通知后未在合同约定期限或法定期限内起诉的 ，合同解除的效力即成终局，对于合同已经解除这一法
律状态，被告在诉讼前没有异议的，原告就没有正当理由通过诉讼对该法律状态予以再次确认 。法院对
法律状态的再次确认虽然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致 ，原告符合胜诉的形式要求，但由于原告对法律关系的
认知错误，导致不必要之诉讼，其负面后果与无争议型诉讼一样 ，因此应当由原告负担诉讼费用。
( 三) 跨越型诉讼
民事诉讼对权利人的保护存在可见的边界 ，那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法律的规定，应当理解，法律
对当事人的诉求是有限应答而并非有求必应 ，民事诉讼对当事人的权力保护以诉讼请求和法律规定为
限而不能跨越。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在于实现诉讼请求所主张的权利 。如果在诉讼前被告已经认诺原告
的诉求，但原告意图通过诉讼实现非诉讼请求之外的目的 ，其目的跨越法律保护的边界，即便原告胜诉，
由于原告的诉讼目的在于追求诉讼请求之外的目的而使其不具备正当性 ，不能适用诉讼费用负担转移
规则。
在深圳市某区人民法院（ 以下称某区法院 ） 审理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①，被告在诉讼程序启
动前已经承诺满足原告的要求，但原告拒绝被告向其履行补救义务，原告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效果，依然
①

笔者曾向当事人询问，是否可以在本文中显示实名，当事人要求笔者不得在文中披露其具体信息。因此，原告、被告和审判法院

的名称均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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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某家电商场购买一台洗衣机 ，但在一个星期内就出现故障，家电商场派工作人
员前往维修，原告认为家电商场出售的电器在一个星期内就发生故障 ，质量可信度极低，要求家电商场
退货。家电商场认为洗衣机维修后可以正常使用 ，拒绝原告的退货要求。 原告随即向家电商场发出律
师函，称如果家电商场不在一个星期内退货就通过诉讼解决 ，家电商场在收到律师函后回复原告，同意
原告退货。但原告以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星期为由拒绝接受退货 ，表示要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原告向
某法院起诉称，原告认为家电商场提供不合格的产品 ，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家电购销合同、家电商场退还
货款，并要求家电商场承担诉讼费用。法院经开庭审理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还货款，决
定由被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在原告起诉之前，家电商场已经同意退还货款，由于家电商场的承诺时间超过了原告的要求而引发
原告不满，原告决定以法院判决的方式强制家电商场退货 ，以产生某种特别的社会效应①。 原告完全胜
诉，依据诉讼费用转移规则，被告完全败诉应当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 但就本质而言，双方之间没有实质
性争议，被告已经在庭前承诺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期望通过诉讼达到对被告产生不利影响的后
果，而判决事项并不支持原告的真实诉讼目的 ，原告的真实目的已经超越其诉讼请求，诉讼被作为实现
该目的的工具。在该案中，让被告负担诉讼费用明显不公平。简单的对比原告诉讼请求与判决事项的
吻合度来判定是否胜诉、败诉以及胜诉和败诉的比例不符合立法本意 。
( 四) 无果型诉讼
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原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判决 、执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在起诉前，被告已经
承诺履行义务，但被告在客观上履行不能且原告已经知晓 ，即便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也无法执行的，原告
已经不能通过诉讼程序实现其主张的权利 ，原告的诉讼行为在本质上将没有结果。 即便法院判决被告
履行特定民事义务，但也应当以其履行能力为限②，且应当保障其基本生活权利，并非被告的一切财产
都可以执行③，因此，不是所有胜诉案件都可以得到全部执行 ，对于在客观上无法执行的案件，诉讼显属
没有必要，因原告的胜诉而导致诉讼费用负担转移给被告 ，不但无助原告权利的实现，反而使被告的处
境更加困难，对此类诉讼冠以“恶意”也不为过。
从司法实践分析，明知执行不能而依然诉讼的原告类型多为国有企业 ，特别是国有银行和国有资产
管理公司，由于核销和处理坏账是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各级国资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为了防止
国有企业在处理呆账和坏账中发生道德风险 ④，对于呆账和坏账的核销制定严格的程序 ，以至在客观上
不能回收的债权，他们也不敢主动核销，而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等待法院认定无法执
行而结案后，根据法院的司法文书核销坏账⑤。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恶意”诉讼是制度设计而产生的“被
动恶意”，那么也不乏通过民事诉讼对被告施以报复的“主动恶意 ”诉讼。 天灾人祸都可能导致个人的
财富状况发生颠覆性改变，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当今社会 ，财富状况的恶化极易使得个人和家庭面
临生存的困境，如果将面临生存困境的人置于被告的位置而继续追索其有限财产 ，只会不断恶化其生存
环境，但依然有很多原告明知被告生存艰难而不惜通过诉讼追索将被告推向绝境 。

①

在一个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倾向在消费决策中搭便车的宏观市场环境中，当商家作为被告被诉至法院时，无论商家是否存在过

错，都会影响社会公众对该商家的消费信任，对商家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并非公益诉讼。
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义务而被监禁。
② 参见《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 21 条，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6 条、第 7 条，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居住

的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居住的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
可予以执行。
④

国有企业在核销呆账和坏账中出现的主要道德风险包括： 对于可以收回或可以部分收回的债权进行核销，致使相关债务人逃脱

责任； 放弃部分债权，降低债权清偿比例； 以低价转让优质债权。
涉及诉讼的，应当取得司法机关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执行完毕的证据，无法执行
⑤ 参见《账销案存资产管理办法》第 19 条第（ 4） 项，
或债务人无偿还能力被法院终止执行的，应当取得法院终止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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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过桥型诉讼①
过桥型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请求至少针对两方以上的被告 ，但原告的核心诉讼请求主要针对被告
二，被告一并不能实现原告的诉讼请求 ，但基于某种法律关系的要求，缺少被告一的参与，就无法牵连被
告二。在公积金中心诉汉唐证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国债侵权纠纷赔偿案中 ，正如前文分析，公积金
中心与汉唐证券之间不存在实质性争议 。汉唐证券进入司法破产程序，公积金中心的债权清偿取决于
整体债权的清偿比例，但进入破产程序的汉唐证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因此债权清偿率较低，公积金中
心的债权在汉唐证券的破产清算程序中不可能得到全额清偿 ，而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却有很强的债务
清偿能力。但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并没有直接与公积金中心发生业务往来 ，没有汉唐证券的国债质押
行为，公积金中心的国债也就不会被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处置 ，公积金中心的核心诉讼请求是要求第二
被告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请求深圳中院判决汉唐证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只不过是其核
心诉讼请求的链接桥梁，对于汉唐证券而言，该案是一个彻底的过桥诉讼，由汉唐证券负担诉讼费用明
显不公平，而公积金中心对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没有获得深圳中院的支持 ，公积金中心虽
然成功完成过桥诉讼，但其对于被告二的诉讼请求最终未能实现 ，应当负担诉讼费用。
四、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适用情形及证明规则
从上文分析不难发现，由于我国民事诉讼费用交纳制度中没有规定由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情形 ，
以至出现诉讼费用负担缺乏正当性的负面效果 。有学者认为，滥用诉权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 ，在
客观上滥用诉权，滥用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即便胜诉也应当负担诉讼费用②。 但对于如何判定当事人在
主观上存在故意依然缺乏明确的标准 ，使得法官在决定诉讼费用分担时无据可循。 在公积金中心诉汉
唐证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诉讼费用负担的复核程序中 ，深圳中院在复核决定书中所援引的法律
依据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 43 条第（ 2） 款的规定，但第 43 条仅为程序规定，并不能成为深圳中院改
变诉讼费用负担主体决定的实体依据 。深圳中院并没有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根据而拒绝对诉讼费用负
担的复核申请作出决定，而是以科学和务实的态度做出复核决定维护了法律公正 。不得不考虑的是，深
圳中院的复核决定也凸显立法缺位的困境 ，我们不能期望所有法院在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方面都可以
比翼深圳中院，而为防止司法腐败和道德风险，我国司法实践又禁止法官做出没有法律依据的裁判，因
此，唯有制定新规则弥补现行规则的缺陷才是最好的选择 。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较强的衍生关系 ，在参考德国和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规则基础上 ，再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适合于我国的胜诉方负
担诉讼费用的情形。笔者认为，在如下情形中，即便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判决事项一致，或者原告部分胜
诉的，亦不能按照胜诉或胜诉比例机械地适用诉讼败诉方费用负担规则 ，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由胜
诉方负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
1． 在原告起诉前，被告已经承诺履行义务，但被告在客观上履行不能，且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
告在客观上履行不能，即便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也无法执行的 ③；
2． 在原告起诉前，被告已经承诺履行义务，并通知或要求原告行使权利、受领物品、接受财物，原告
为了达到诉讼请求之外的目的而拒绝接受或受领的 ，但原告为行使权利、受领物品、接受财物而需要额
外支出不合理成本的除外；
①

民事诉讼中没有过桥诉讼的法定定义，笔者借用过桥资金来定义过桥诉讼。过桥资金是指，当企业的资金流入和流出发生不匹

配导致出现短期资金缺口，企业通过短期融资弥补资金缺口，然后以长期资金替代过桥资金，因此，过桥资金的作用在于帮助企业在面
临资金缺口时平稳过渡，并不具备中长期价值。类似于过桥资金，过桥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第一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针对
的是第二、第三被告，第一被告和第一诉讼请求仅起到连接点的作用，即过桥的作用。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8 期。
② 东岚： 《论诉权滥用》，
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不得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11 条第 1 项规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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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原告起诉前，被告已经承诺履行义务，但原告为了牵连其他被告或第三人进入诉讼程序而起诉
的，但涉及主张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主张行使抵押、质押优先权、主张行使代位权、主张行使撤销权等
必须以主债务人为被告的案件以及主张在人身损害赔偿中负连带赔偿责任的案件除外 ①；
4． 在原告起诉前，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法律状态已经完成或达到 ，且被告没有在法定或约定期
限内提出异议的，原告通过诉讼重复确认法律状态的 ②；
5． 涉及分割共有财产的案件；
6． 涉及婚姻、继承、收养等身份关系的案件③；
7． 其他非正当诉讼或非必要诉讼案件 。
不能否认，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 ，而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属于例外情
形，因此，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需要证据证明 。虽然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主体，但人
民法院的职责是裁判而不承担证明责任 。一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的基本证明规则，另一方面，被
告（ 败诉方） 作为例外规则的受益方，主张不负担或者少负担诉讼费用。 如果败诉方主张胜诉方负担部
分或全部诉讼费用的，则败诉方应当为其积极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但对于上述例外情形中的除外事项，
应当由胜诉方承担证明责任。
对于被告已经承诺履行义务的事实 ，被告对原告的要求予以书面肯定回复 、被告对原告的催收通知
予以签收、被告对原告的对账单进行确认等可视为被告承诺履行义务的证据 ； 对于被告在客观上履行不
能的事实，被告失业、接受政府贫困性资助、被告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其他财产 、被告的财产仅够自身及
抚养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开支的 、作为法人的被告已经没有可以变现的资产等事实可视为被告在客观
上履行不能的证据； 对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在客观上履行不能的事实 ，被告向原告提交的失业
证明、贫困证明、残疾证明、家庭收入证明、经法定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报告等材料可视为原告知道或应
当知道的证据； 对于被告通知或要求原告行使权利 、受领物品、接受财物的事实，被告以信函、电话、电子
邮件、传真等方式通知原告行使权利、受领物品、接受财物，可视为被告适当通知原告的证据，但原告认
为行使权利、受领物品、接受财物而需要支出不合理成本的 ，原告应当证明因为行使权利需要支付不合
理的交通费用、时间支出、漫长的等待以及被告内部程序繁琐等事实 ； 被告主张原告提起诉讼为非正当
或没有必要的，应就诉讼存在非正当性或非必要性承担证明责任 。在证明标准方面，不应当设定过于严
格的证明标准，参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高度盖然即可 。
五、关于诉讼费用的程序事项
在涉及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案件中 ，人民法院单独、直接决定诉讼费用负担变得不合时宜，由于胜
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偏离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这一基本规则 ，还涉及胜诉方负担诉讼费用的证明责任 ，因
此，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当事人就诉讼费用的负担进行主张 、抗辩和证明。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
43 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 。 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
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 。就对诉讼费用裁判异议的程序而
言，《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明文禁止当事人单独就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 ，不符合程序正义。 近年来，
涉及房地产、金融、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海商案件的标的金额巨大，即便按照比例递减的原则收取诉讼
费用，但实际收取的诉讼费用也十分可观 ，诉讼费用如何分担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很大，甚至不亚于小
额诉讼案件的实体判决。笔者认为，按照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法律原则 ，应当赋予当事人对诉讼费用的决
126 条、
128 条规定，在一般保证责任案件中，不能单独以保证
①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25 条、
人为被告，而在连带保证责任案件中则可以单独以保证人为被告，在担保物权案件中，不得单独以担保人为被告，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
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②
③

如原告已经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被告以言词或行为表示认可的，即合同已经解除。
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仅规定婚姻案件的诉讼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共同负担，而对于继承、收养等身份关系诉讼的诉讼费用

的负担则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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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项单独提出上诉的权利，应当在庭审程序中设立就诉讼费用负担的辩论程序 ，以便法院正确决定诉
讼费用负担。此外，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负担诉讼费用的主张 ，法院应当主动释明被告有权对诉讼费用负
担进行抗辩和证明。
六、结语
在民事诉讼中，机械适用“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用原则 ”存在不合理性，有可能诱发当事人随意启动
司法程序，引发滥诉、浪费司法资源。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案件标的额的增大，诉讼费用负担对当
事人实体权益影响也越来越大，法律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对诉讼费用负担提出异议的权利 。 随着律师
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案件由律师代理，律师费的支出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费用，在我国的民事诉讼
制度中，除了海商案件、知识产权案件以及当事人的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案件外 ，律师费由当事人自行
承担，这一操作惯例已经不符合国际趋势 ，律师费的承担势必朝着诉讼费用负担模式发展，即律师费也
由败诉方负担，因此，当事人诉讼费用负担规则对于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深远 。令人担忧的
是，《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为国务院制定，其性质为行政法规，而诉讼费用的负担属于民事诉讼重要事
项，根据我国立法制度的规定，涉及基本诉讼制度的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①，笔者建议
废止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应的法律。 另外在实体方面，应
当吸纳本文所列举的几种例外情形 ，在特殊案件中由胜诉方负担部分或全部诉讼费用 ，以建立符合司法
正义的诉讼费用负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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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revailing Party Bearing Litigation Expense
—A Thinking Arising from the First Case about Litigation Expense Bearing
Re-examination from Shenzhen Intermediate Court
Liao Senlin
（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parties shall bare limited civil litigation expenses and litigation expenses shall be born by the
losing party，which are the common practices． Many civil cases indicate that inflexible and absolute rules will
lead to fraud justice，which goes against fairness and justice．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it is justified that
prevailing party bears the litigation expense． We should learn rules of litigation expens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and establish that the prevailing party should bear the litigation expense based on our entity rules
and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civil action； win a lawsuit； lose a lawsuit； litigation expense bearing

关于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 条第（ 9）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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