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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
魏可欣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要：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制度的灵魂，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 根据民商法的基本原理，公司对
其财产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但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各国保险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
摘

我国《保险法》对这一问题一直未作规定。从保险利益原则设定的价值与功能角度分析 ，我国应承认股
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对此，实践中可通过公司章程自治规范以及保险行业针对此类保险合同
的特别约定来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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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 一） 简要案情
1998 年 12 月 7 日，陆丰市南粤糖业公司股东蔡某根据公司授权 ，电话委托江北车队从广西田东县
第二糖厂装运 180 吨赤砂糖经贵港装船后联运至广东省增城市 ，并委托其办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
保险。8 日，联运公司水运部副主任冼某帮忙联系到自称是水运公司 014 号船的“女船主 ”。10 日，在
对该船进行核实后，冼某与“女船主 ”约定由该船承担运输任务，并按约定支付了运费 5000 元。 同日，
冼某以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就该 180 吨赤砂糖签发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费凭证，内容
为：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均为蔡某，货物名称赤砂糖，中转地贵港，目的地内河，运输工具“江一司 014”，起
运日期 1998 年 12 月 10 日，保险费率综合险 3，货物重量 180 吨，保险金额 27 万元，保险费 810 元。 凭
证上加盖有保险公司印章、“桂平江口一公司 014”字样的印章及冼某的签字。 同日，货物装船，次日驶
离。24 日，因未及时收到货并查询无果，蔡某向公安机关报案。12 月 30 日，蔡某向保险公司递交货物
运输保险索赔申请书，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赤砂糖货款、汽车运输及中转费共计 455400 元。6 月 4 日，保
险公司以货损系诈骗所致、不属保险责任为由拒绝赔付。蔡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广西北海海事法院 ，要
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455400 元。
一审法院审理中另外查明：水运公司 014 号船在 1998 年 10 月已卖出，但未办理注销登记等手续，
相关手续被桂平市石咀水运公司经理李某转交给一位自称“李 × 琼 ”的女人，后者的一艘无船舶证、营
运证及适航证的“三无”船舶挂靠在桂平市石咀水运公司。 陆丰市南粤糖业公司系由蔡某、马某、陈某
三人投资组建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食堂、副食品等内容，该公司确认已授权蔡某可以蔡某个人名
义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投保货物运输险 。
（ 二） 争议焦点
蔡某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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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某坚持自己对投保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按照《保险法 》（ 旧 ） 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
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对此，投保人蔡某称，自己是糖业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财产享有股
权；且蔡某已得到糖业公司的授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投保货物运输险 ，因此，自己
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公司辩称蔡某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蔡某虽然是糖业公司的股东，但是糖业公司作为
法人，其法人财产及财产权具有独立性 ，股东对于公司所有的财产不具有保险利益 。
（ 三） 法院判决与理由
对于保险利益，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蔡某货物发票之购买人记载为广东省陆丰市南粤糖业公司 ，但
该公司属私营企业，作为股东之一的蔡某对该公司资产享有股权 ，且该公司已授权蔡某可以其个人名义
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投保货物运输险 ，因而蔡某对该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公司辩称蔡某对其
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该保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最后法院判决驳回蔡某
的诉讼请求。
尽管股东最后输掉了诉讼，本案却是国内保险纠纷案件中少见的一个涉及股东对公司财产主张保
险利益的案件。而且，法院依据公司属于“私营公司，作为股东之一的原告对该公司资产享有股权 ”，认
定蔡某对公司财产享有保险利益 。这种认定引来人们对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讨论 ，这
也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二、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法理分析
保险利益是保险法的基本概念之一 ，又被称为“可保利益 ”，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
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本质上是否为经济利益 ？ 国内学者的分歧主要在于人身保险的保
险利益可否归结为经济利益①，至于财产保险利益，则被普遍认定为是一种经济上的利益，并被细分为
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三类。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即能以货币计量的利益 ，主要是指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将因保险标的的存在获得金钱上的利益或优势 ，或者将因保险标的灭失、损坏而遭受金钱上的损
失。正如学者认定“经济利益为‘损失的反面’”，即只要风险发生会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便具有经济利
益。这种损失包括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 ，即现有财产的减损和预期财产的应增加而未增加。 正如美国
保险立法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纽约州保险法 》第三千四百零一条、第三千二百零五条之规定，财产上的
保险利益是指“任何使财产安全或保护其免受损失、灭失或金钱损害而产生的合法的和重大的经济利
益”。
（ 一）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的价值要求
保险法中保险利益原则自确立以来 ，已经成为国际保险市场的通用规则之一 ，英国 1746 年《海上保
险法》最早确立这一原则之后，各国保险立法遂将之作为保险合同成立或生效的法定条件 。可见，保险
利益原则的基本目的在于防止利用保险进行赌博和道德危险发生 。赌博和保险有其相似之处，即二者
都是射幸行为，相关利益的获得都具有偶然性，在给付与反给付之间也都不需要建立个别的均等关系。
但二者的根本差异在于：赌博是违法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而保险是法律认可的，保险利益是法律认可
的利益，赌博和保险利益是相互排斥的，保险利益制度的设定从根本上防止赌博行为的发生 。保险利益
原则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并且只有被保险人遭受了保险责任范围内
的损失才能得到保险赔偿，从而有效地防止赌博的发生。
道德风险又称主观风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图谋骗取保险金，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
或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放任损失扩大的风险 。 此种风险，对于无保险利益的投保人来说最有可能发生 。

①

部分学者认为，因作为保险标的的人的生命或身体无法估价，故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无法以货币计量，其保险金额的确定应根

据被保险人的需要与支付保险费的能力综合确定；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是隐藏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间法定人身依
附或信赖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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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能有效地消除道德风险的根源 ，防止道德风险以
及违法行为的发生。当然，从实践来看，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具有保险利益者发生道德风险的比例会更
低。保险利益原则主要作为道德风险存在与否的一个判断标准 ，并不能彻底消除道德风险。 正如在法
律允许赛马的地区，以及在体育或福利彩票销售过程中 ，也存在操纵开奖等类似道德风险一样 。
因此，从价值理性这个角度来考查财产保险利益的话 ，应该将财产保险利益认定为法律承认的权
益。而股东对公司财产恰好具有这种利害关系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与法律规定保险利
益的宗旨并不相悖。
首先，基于股权，股东拥有公司财产分红和剩余财产分配的利益 。 股东出资后，其资产转化成为公
司财产的一部分，相应地，股东以其出资为基础获得相应比例的股权 。 依据《公司法 》的规定，股东出资
后，享有资产收益权、获得红利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 ①。股权是公司法所认可并承认保护的可以表现为
金钱的经济利益，股东依据股权方可要求公司利润分红或分配公司剩余资产 。
其次，赋予股东可以公司财产投保理论上不会引发赌博及道德危险 。 股东对公司资产投保与赌博
不同，赌博是纯粹通过偶然事件侥幸获利 ，赌博当事人与赌博对象之间并不需要任何之利害关系； 而股
东与公司财产之间存在实质上的利害关系 ，公司财产源于股东的出资，而股东股权的实现又依赖公司经
营的好坏，因此，不存在赌博的前提。
另外，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股东清楚地了解自己真正的盈利途径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而非通过
纯粹的投机行为；况且，在公司财产安全正常的运转前提下，股东获取的利润不可能低于通过保险赔偿
获得的最终利益。所以，一般情况下，股东不会为诈取保险金赔偿而违反法律或合同 ，故意造成和夸大
公司财产损失的风险，股东对公司财产投保不会引发道德风险 。股东以公司财产投保的目的是为了分
散风险、降低损失，而并非借助保险盈利。
（ 二）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符合保险利益的基本功能
关于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传统观点将之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不仅对保险合同的成立具有意
，
义 而且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也具有意义 。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人们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的理解产
生了深刻的变化，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与损失
补偿原则具有紧密的联系。而补偿原则决定了受损害人从一个保险合同中所能获得唯一利益就是弥补
其所遭受的损失。英国法院在 The Moonqcre（1992） 一案中指出：“保险利益的关键问题在于被保险人
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关系是否紧密到使其在标的受损时获得赔偿成为合理 。”因此，从功能角度分析财产
保险的保险利益设定的基本功能在于弥补被保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 。
股东利益与公司财产之间恰好具有这种实质联系 ，换句话说，一旦公司资产遭受毁损、灭失等风险，
股东的股权经济价值就难以实现 （ 如分取股息、红利的数量和在公司终止时分得剩余财产的数量 ） ，这
对股东来说无疑是一种危险。正如美国法院认为的那样：“人之所以组成公司而为股东，其目的无非在
分享公司的盈利，公司财产之毁损、灭失，股东必因而蒙受损失。此种本基于投保人个人利益所签订的
保险合同，在法律上并非为赌博行为，而是一种合法的损害补偿合同。股东虽对公司财产在法律上或衡
平上无现在利益，但其对公司的财产并非无保险利益。”因此，保险从本质上说就是补偿不确定事件给
人们造成的损失。既然真正遭受损失的人是公司股东，就应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司法
实践同样证明：凡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国家或地区 ，均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遭受实
际损失来判断其有无保险利益，并不强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某种联系
形式。澳大利亚联邦 1984 年保险合同法（ Insuranee Contraets Law 1984） 第 16 条规定：“普通保险的保险
合同，不因被保险人在订约时对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而无效 。”第 17 条规定：“当普通保险的被保险人，
由于保险标的被损害或毁损而已经遭受金钱或经济损失时 ，保险人不得仅因该损失发生之时被保险人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 35 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
① 《公司法》第 4 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资比例分取红利。”第 187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
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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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 保险标的） 财产无法律或衡平法上的利益而解除合同责任 。”
当然，公司资产的风险对股东而言，并不一定都是有利的，股东很可能会利用公司资产风险增加获
利。因为股东作为一个精明的经济人 ，当然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 ，在足够的利益诱惑和相关制
度漏洞存在的情况下，投机心理引发的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 在实践中一些股东可
能通过虚报公司财产价值、操作公司虚假破产、转移资产等行为获取保险金赔偿。 但是，一种制度不能
因为其有可能存在风险而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项成功的保险不在于它可以完全杜绝道德风险，而
在于把这种风险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完
全符合现代保险理念的发展趋势 。
三、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现实操作
由于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的权利以股权形式表现 ，它既不同于普通物权，也不同于债权，尽管
是否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直接关系到股东的投保资格和保险人的承保范围 ，对保险业的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各国或地区保险法学理论和司法界仍然对“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
益”这一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 我国《保险法 》自 1995 年制定以来，虽然经过
2002 年、
2004 年、
2009 年三次修订，
2010 年、
2013 年最高院又作出了两个司法解释，可以说现行的《保
险法》与旧法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却都回避了“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这个问题，
对其未作任何规定。
从世界范围看，公司的股东有有限责任股东和无限责任股东两种 。 由于无限责任股东的财产与公
司的财产几乎连为一体，股东对公司的财产有管理、处分权限，且股东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因而公司财
产的损失与股东财产的损失并无实质差异 ，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理应具有保险利益。 除了少数人对此持
否定态度外，学者们并无太多争论；但对于有限责任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存在颇大
争议。我国台湾学者桂裕认为，公司法既已规定股东有分取红利及分配剩余财产之权利 ，即应承认股东
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大陆有学者认为，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因股东与其出资财产
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关系。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的忧虑源自两点 ：一是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
险利益很可能导致过多且没有必要的保险合同 ；二是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很可能会导致
赌博和道德危险的发生。笔者认为，这两点都不值得担忧：首先，正如前文所述，赋予股东可以公司财产
投保，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赌博和道德危险 ；退一步讲，保险本身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存在风险是不可避
免的，我们不能因为一种制度存在风险的可能性而否认这种制度的合理存在性 。相反，我们应该承认该
制度，正视这种风险，积极寻求某种约束制度，让其在合理的限度内发挥最大价值 。其次，保险合同是一
种自愿合同，只有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合意，保险合同才告成立。保险市场中若出现了股东以公司财产
投保，而保险人认为“没有必要”的保险合同，完全可以通过不予承保来解决。 至于说“承认股东对公司
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很可能会导致过多保险合同 ”的担忧就更没必要了。 因为，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是
衡量保险行业发展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 。保险密度是按照一国的全国人口计算的人均保费收入 。它反
映了一个国家保险的普及程度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进而因该类
保险增加了保险合同数量，可以为我国保险密度的增加添砖添瓦 。这既充分保护了股东相关利益，又能
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实践中，在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国家或地区也并没有发
生此类保险合同“泛滥”现象。
借鉴国外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保险立法、司法实践，笔者就如
何规定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制度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希望能抛砖引玉，为我国立法早日承认
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提供些许思考 ：

①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英国法院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不具有可保利益；美国法院则认为公司财产的毁损灭失，将会导致股东权利

遭到损害，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可保利益；我国大陆学者与台湾地区学者对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拥有可保利益的问题亦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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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司章程自治规范中主动赋予
股东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彼此独立 ，基于此，股东的股权与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也是相互独立的 。我
国《公司法》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以其全
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里的“全部”宜解释为“公司有权以法人名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司财产而排除他人的干涉 ”； 作为股东出资的“对价 ”，股东按投入公司的资本
额享有获得股息、红利请求权和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资产受益权 。这两种人格权利基于法律的不同
规定不会彼此冲突，任何一个股东都不可以直接支配公司财产 ，任意干涉公司经营，否则，可援引公司法
人格否认制度予以制裁。
但是，股东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公司是虚拟的法律
人格，公司财产遭受损失实际上是公司股东遭受损失。 股东是公司真正的“主人 ”，公司成立的根本目
的乃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由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可以通过操纵股
东会这一杠杆间接操纵公司财产 ，股东的意思可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左右公司的财产及财产权 。 当
然，股东行使这些权利必须通过全体股东所组成的集体即股东会加以集中 ，以集体决议方式统一表达。
但这种制度安排并不排除，在维护或扩展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个别股东的意见可能因其他股东的授权或
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成为公司决议 ，进而支配公司财产。这既是对公司人格的尊重，也是对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保护。
因此，正如前文案例所述，在《保险法》未明确规定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情况下 ，笔者认
为，公司可根据其具体情况，做以下处理：一是公司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赋予某些股东可以公司财产投
保。
如前文所述，既然公司是“法律拟制人”，具有独立的人格，那么公司的人格又如何表现，公司的“灵
魂”何在？ 考察公司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公司的发展历史中，一直隐藏着股东摆脱国家控制而
进行自治的身影。公司人格的存在，是基于公司的章程。“章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 Thing） ，是公
司的控制者的权力来源。”所以，公司独立人格的确立除了国家法律规定与认可之外，主要是通过章程
的记载事项在公司对内、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公司章程的最终形成是在公司人格最终确立之时，
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公司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公司章程之上 ”。
我国现行公司法律赋予并保障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实现自己的意志的“自治空间 ”，公司法允许并鼓
励公司股东根据自治的规则制定章程 ，以约束股东之间、股东与其他公司成员之间的行为，维护公司及
股东利益。
首先，应赋予有限责任公司中原始股东可以自己名义为公司财产投保 ，一旦保险事故发生，拥有保
险金赔偿请求权。
从公司设立的信用基础而言，有限责任公司是以人合为主兼具资合性质的公司 ，这类公司对外进行
经济活动时注重股东个人信用。表现在两点：一是有限公司人数有限制。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
凡是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国家的公司法都有下限和上限的规定 ①； 凡是承认一人公司的国家的公司法一
般仅规定股东人数的上限，而无下限的规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 》规定股东人数上限为 50 人。 之所以
限定有限公司股东的人数，就在于其资合兼人合的自身性质，股东须相互信任。 为设立公司，发起人
（ 也称公司创办人或设立人） 之间需要订立发起人协议，该协议属于合伙协议性质。 如果公司不能成立
或者公司成立后不予认可，任何由发起人取得的权利和利益或者所发生的一切债务或者义务均应由共
同发起人共同享有或者承担；发起人在公司设立后，有义务将以公司名义取得的权利或者利益转移给公
司，否则，发起人便构成了对公司受信义务的违反 ，公司有权取得该“秘密利润 ”②。 二是有限责任公司
的封闭性特征，其注重保护原始股东的利益。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只能由全体股东认缴 ，不能向社会募
集股份，不能发行股票。其中公司的发起人 （ 也称公司创办人或设立人 ） 是公司设立行为的具体实施

①
②

一般规定股东人数为 2 人以上 30 人以下或 50 人以下。
例如，A 作为发起人，私下购置了公司所需要的土地并在公司成立后将其出售给公司以赚取利润，该利润可被称为“秘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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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公司设立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发起人的设立活动对于认股人、因设立活动而
成立的公司都有直接的影响。为防止发起人滥设公司以及以公司名义进行欺诈活动 ，法律对其也有不
同于一般股东的特别限制，如发起人的权利必须公开，发起人须承担资本填补责任，发起人的股份在一
定期限内不得转让，承担公司设立失败的风险和责任等 。
正是因为发起人个人利益与公司经营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旦公司财产受损，发起人将承受巨大
的损失，法律一般允许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获取其他股东不能享有的特别利益 ，也为保护其特别利益规
定了相应的民事权利。但我国《公司法》在严格的准则主义的设立原则下，公司发起人承担着重大的义
务与责任，而对于发起人享有特殊利益的权利等并没有作出规定 ，发起人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护。若在
公司章程中赋予发起人可以公司财产投保 ，这不仅有助于打破现行法律中发起人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状
态，也可一定程度上激发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积极性 。
其次，宜赋予中小股东可以自己名义对公司财产进行投保 。有限责任既是股东承担责任的限制 ，也
是股东行使权利的限制，鉴于中小股东的较少出资或股份，也即拥有较少的决策权，使得中小股东利益
一直得不到重视，中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尤其是在外资企业中，外国投资者作为大股东拥
有最终的决策权，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尽管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一直
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公司法》几经修订，增加了许多中小股东的权利，但很少有人
求助于商业保险，而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经济补偿制度无疑能够弥补公司制度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力
的缺陷。如果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 ，中小股东就可以对自己的投资财产利益通过投保的
方式来规避风险。
再次是通过获得其他股东的授权或达成股东会决议 ，承认被授权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 。
股东表决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而依法享有的 ，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议案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
权利。股东表决权是股东权中涌流出来的一种重要权能 ，在英美法系国家，表决权则被认为是制定法赋
予股东最重要的权利，和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居于股权的核心地位 。
虽然各国（ 地区） 公司法律中都对表决权行使作了原则性规定 ，即每一发行股份享有一个表决权或
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也允许公司章程中另行约定表决权的行使方式 ①。 所以，公司章程可以对
股东参与重大决策权利作出调整与规制 ，使股东能够依据自身的偏好设计章程规则，实现对公司的掌
控。股东就公司财产可否以自己名义投保问题 ，可通过表决权代理制度，获得其他股东的授权，达成股
东会集体决议，进而在公司财产受损时，该股东可依据决议向保险公司求偿。 本文案例中，法院也是依
据股东授权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 。
股东表决权代理是指受托人有权依据有表决权股东的授权委托 ，在股东会上代其行使股东表决权，
由被代理股东直接承受表决结果的制度 。从表决权的归属来看，作为股权的重要内容，表决权的行使应
该由股东为之，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股东不能或不愿行使表决权的情形 。 此时对于表决权行使这一法
律行为，应当由其他人代理股东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 从代理法理本身来讲，这是完全允许并恰当
的。这种代理有两种：另一种是表决权征集；一种是消极代理。委托书征集属于表决权代理的一种重要
形式，是指当股东不愿或无法出席股东会 ，亦未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时，第三人 （ 包括公司、公司股
东以及其他第三人） 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其他特定人代理行使表决权的行为。 委托书征集制度的设
立，有助于克服股东消极现象，鼓励股东发表出声音。而消极代理中表决权受托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
向代理人提出要约，它属于一般代理，适用民法中一般的代理理论。我国目前没有专项法律法规对表决
权代理制度进行详细规定，而是在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法 》等
有关规定中略有涉及，其参照了民法的代理制度，对委托书的相关内容进行规定。
可见，无论是被动接受其他股东或公司授权 ，还是积极主动向其他股东征集表决权来获得可以公司
财产进行投保的决议，这种方式既尊重了股东的股权处分权 ，又为投保股东在发生利益损害时提供了一

①

例如，在英国，只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对表决权结构作出令人满意的复杂安排；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允许公司在章

程中按其偏好自行建立表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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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救济制度。这不仅仅可以调动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司治理的缺陷 ，在司
法实践中，也为解决股东以公司财产投保纠纷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 。
（ 二） 保险公司或保监会的特殊约定
为防止股东利用公司财产投保过程中的赌博行为和道德危险的发生 ，保险公司作为保险格式合同
的提供者，在承保此类合同时可作出专业解释和约束 ；对于普遍性问题可由保监会作出行业决定加以规
制。实践操作中应注意：一是我们允许股东以公司财产投保 ，是基于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存在实质上的
利害关系。但股东可以通过购买保险来转移的风险 ，即可保风险，必须是纯粹风险，而非投机风险。 二
是对投保人标准作出限定，即对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的经济利益进行量化分析 ，防止英国法官巴克马斯
特（ Buckmaster） 所担忧的“一个公司有成千上万个股东，确定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就是承认
成千上万个人对公司成千上万种财务具有保险利益 ”的情况出现。 在确定投保人资格问题上，笔者认
为，应着重考量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 ，若投保人（ 即股东） 与保险标的 （ 公司财产及财产相
关利益） 之间的关系紧密到使其在保险标的受损时不能获得赔偿将明显不合理 ，则仍否定该股东对公
司财产的保险利益就有失其本来目的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无限责任股东或公司股东数量较少的公司
的股东对公司财产中对应份额的保险利益应予认可 ，因其计算起来较为容易；对于股东人数较多的股份
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对公司财产的保险利益主张 ，考虑到其计算成本的高昂，原则上可不予认
可，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具体可授权法院结合在个案中确定 。三是保险事故发生后，损失补偿的确
定。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的经济利益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股东对公司财产的现有利益即股东依赖股权
对公司财产所享有的份额利益是确定的 ，因为公司财产的价值在股东投保时是确定的 ，股东基于出资享
有的股份数额也是确定的。所以，在实践操作中适宜采用不定值保险的方式 ： 当保险事故发生后，股东
以其投入资产进行货币估价，即可作为其现有利益损失之补偿。其次，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即可
以表现为金钱利益的股东出资份额所获得的利益 （ 即基于出资份额或所占的股份享有的获得红利权和
剩余财产分配权） 虽然在投保时不易确定，但在必要的保险技术辅助下，并非不可确定。当保险标的为
股东对公司财产的期待利益时，比较适合适用定值保险方式。 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是： 当保险事故发生
后，保险人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损失并支付赔偿 。如果是全部损失，即按保险金额全部赔
偿；如果是部分损失，则按保险金额乘以损失的比例计付赔偿 。保险实践中就存在一些险种涉及期待利
益的保险。例如，在财产险、财产一切险项下附加承保的利润损失险和在机器损坏险项下附加承保的机
损利损险，在合同中不仅明确约定利润的具体计算方式和金额 ，还明确约定保险人的免赔额。这种期待
利益的现实存在为股东就公司财产投保提供了可确定性的借鉴 。此外，可以参照英美保险法和澳大利
亚《保险合同法》中的“有限保险利益”理论①，股东就公司财产可采取概括保险方式。 所谓概括保险是
指投保股东需将公司财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投保 ，当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股东仅获得约定保险价值或
实际损失价值按股东出资比例或股份数额的赔偿金额 ②。 这样有利于防止股东盲目投保，也有利于防
止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故意损害保险标的 。
综上，法律中的保险制度是处理不确定之客观 、纯粹危险的最好方式。鉴于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存
在的实质利害关系，推定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是毋庸置疑的 ，承认股东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
益，体现了保险制度设计的要求，符合《保险法》的立法精神，能切实保障股东在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时
能够获得补偿。实践中，可通过公司章程的自治规范，认可股东可以公司财产投保或得到其他股东、公
司的授权方式来实现；另外，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保险公司可在保险合同中对具体条款进行技术
处理，防范道德风险。

①

该理论将保险利益一分为二，各当事人既可以对自己的保险利益部分（ 即有限保险利益） 投保，也可以对整体利益部分投保。

投保人若表明了投保整体利益的意思，则保险事故发生后有权获得相应整体利益的赔偿。
如果投保人以某一财产的整体利益投保，而未投保的第三人对该财产有保
② 根据澳大利亚 1984 年《保险合同法》第 49 条的规定，
险利益，那么，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即使投保人未明确申明一并投保了第三人利益，他也只能受偿其实际损失部分（ 有限利益） ，至于整个
保险事故应赔数额超过其有限利益部分的差额，保险人有责任将其赔付给按规定实现和合法程序索赔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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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surable Interest of the Shareholders to the Company Property
Wei Kexin
（ School of Civil and Economic Law，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Insurable interest principle is the soul of the insurance system，no insurable interest in the insured．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ivil law，company for its property has undoubted insurable interest．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in the national insurance law circles whether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China’s“insurance law”has no specific regulations on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tting value of the insurable interest principle and function，we should admit that shareholder’s property has an insurable interest to the company． To this，in practice，it can be specifically operated
through the autonomy specification of the company’s articles and the special term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for
such insurance contract．
Key words：insurable interest；shareholder；the property of the company；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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