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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视角下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
杨薇薇
（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要： 正当性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方面，用以指引和评价法律的价值追求。海事请求保全担
保制度作为程序法设定的规则，其正当性判断直接指向正当程序问题，包括程序法本身的正当性和程序
摘

运行过程的正当性两方面。以正当性为视角考察我国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立法
上还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都存在一些不符合或者看似不符合法律正当性要求
的内容，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梳理和论证，寻找其中偏离正当性的因素且加以修正，并对一些看似失当
实则不然的内容给出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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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第 16 条、第 18 条及第 73 条至第 78 条对海事请求人和被请求人提供担
保的类别、方式、程序和救济措施等设定了具体规则 ，在《民事诉讼法 》的保全担保制度体系之下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制度 ，对主体行为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引意义 。然而，除却法律漏洞等技
术层面的争议之外，尤需检讨的是： 以正当性为视角进行观察，我国海事请求保全担保规则在合法性和
合理性上究竟存在何种问题，应当做出何种调整，使其更加符合正当性的要求？
一、正当性的基本含义及正当程序
( 一) 正当性的基本含义
［1］
对于正当性（ legitimacy） ，学界的理解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正当性就是指是否合法 ” 。 有人从词
［2］
源上分析认为，“正当”原本是对个人道德行为端正的表述，后来引申为“合理合法 ” 。 有人还认为：
“正当性就是正确性。这里的正确有两层意思。 一是结果的正确，另一则是实现结果的过程本身所具
［3］

有的正确性。”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对本文所欲探讨的正当性作如下规定 ： 正当性是对于法律正当的标签性描
，
述 是指法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如果说法律正当是对法律的一种价值判断的话 ，正当性则是该
价值判断的结果，是主观世界对法律规范的特征认识 。换言之，正当性具备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 。从主
观而言，正当性是主体对于法律的认可； 从客观而言，正当性的判断和认可以特定的规范或标准为基准
或参照，不是毫无规则的随意认可和判断 。
实践中，在讨论法律的正当性时，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合法性，常通过简单的逻辑三段论证明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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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人们经常发现，此种“合法性”证明之下的所谓“正当”的法律本身却并不合理。 不合理就意味着
法律所欲追求的价值与人们的普遍认知不一致 。故此，法律是否具备正当性，应当以一些更高的理念作
为标准，通过逻辑的、客观的方法论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 ，这些更高的理念就是正当性。
( 二) 正当性语境之下的正当程序
在海事请求保全制度体系之下，正当性问题直接指向正当程序问题。 正当程序 （ due process） 是源
［4］
于西方的法律理念，人们一般以古罗马的自然正义 （ natural justice） 作为其古典表述的对应词 。 这一
理念至今尚未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定义 。一般地，正当程序分为程序性正当程序 （ procedural due process）
与实体性正当程序（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两种，学界认为其大致包含以下要素： 程序的合法性、程序的
［5］
平等性、过程的公开性、决策的自治性与结果的合理性 。郑成良先生与杨云彪先生就明确指出，程序
性正当程序有两种情况，“一是法律的颁布本身违反正当程序 （ 注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的区分，后者关

涉立法理由） ，比如语意含混的无法作明确解释的法律 。当然，此类情况出现的几率极小。另一种比较
常见的情况涉及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 ，是程序性正当程序主要指向 ”。 实质性正当程序“主要限制立法
［6］
部门，其意义是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正当地通过了并且真正地实施了 ，也是违宪的” 。
笔者认为，就程序法而言，其正当性应当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程序法本身的正当性； 二是程序运行过

程的正当性。前者系以正当性要求考量立法正义 ，后者则以正当性要求考量司法正义。 程序法本身的
正当性实际上包含了郑成良先生所讲的程序性正当程序的第一种情形和实质性正当程序 。 当然，程序
运行过程的正当性问题更不待言 。故此，从立法与程序运行的视角对正当程序进行分类 ，显然更能清晰
准确地考察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制度的正当性 。
二、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制度的正当性标准
法律制度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基本规范 ，也是权利滥用的基本矫正规范。 无论是分配的正义还是矫
正的正义，均以制度本身符合理性、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为前提，亦即制度的正当性是正义的内在基础
和实质前提。程序法的正当性既然包括程序法本身的正当性和程序运行过程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海事
请求保全程序制度的正当性判断标准可从立法和程序运行过程两个方面作出如下规定 ：
( 一) 在立法上的正当性判断标准
海事请求保全程序作为法律制度 ，其自身的正当性是保证每一个海事请求保全案件裁判正当性的
前提，因此，其制定过程、法律条文的设计、立法模式的选择等均有必要进行正当性研究，通过正当性判
断来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作出符合正当性要求的修改。
笔者认为，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在立法上的正当性判断标准应包含以下 5 个方面：
一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体系内，海事请求保全程序与民事诉讼制度之间具备充分的相洽性 。 海事请
求保全程序应当保证与民事诉讼制度之间相互协调 ，保证国家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治理依据的整体性 ，
从而顺利获得其他法律以及法院司法过程的认可 ，保证海事请求保全程序的正当性 。
二是海事请求保全程序与其他相关程序制度之间具备充分的相洽性 。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是一种诉
讼保障措施，因此，必须与其所保障的诉讼程序制度相互协调 ，以保证其正当性。 这包括： 海事强制令、
诉前财产保全制度与起诉制度相协调 ，与案件管辖制度相协调； 海事强制令、诉中财产保全与审判程序、
妨碍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执行程序、先予执行等程序相协调； 海事请求保全程序与海事担保、具体海事
案件的特别审理程序等程序相协调 。
三是海事请求保全程序的一般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具备充分的相洽性 ，并具有维持海事请求保全
申请、裁判、执行与救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统一的功能 。一般规则是具体规则的基础，其中既存在船舶
扣押、船载货物扣押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如保障原则、及时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等，也存在其需要执行
的基本制度，如申请启动制度、担保制度、异议制度、复议制度、赔偿制度等等。 这些原则和制度构成扣
押、拍卖船舶与船载货物的基础，其间的相洽性是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本身内部协调的体现 。
四是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法条本身应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一个理想的法条应当至少满足以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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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法条之间的协调性、法条语言的可理解性与非歧义性 、法条内容合乎社会道德与普遍认知 、法条规定
的行为与程序便于操作。上述条件共同勾勒了一条完美法条的最少特征 ，也同时勾勒了其正当性脸谱。
五是海事请求保全当事人权利与海事法院权力的制约具有合理性 、合法性与平等性。 海事请求保
全涉及海事请求人、被请求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也涉及海事法院对上述主体权利的保护或限制，因
而需要立法对其进行正当性限制 。
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只有满足上述正当性标准 ，方能认为其在立法上达到了正当性的最低要求 。
( 二)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正当性判断标准
海事请求保全立法制度的正当性决定了海事请求保全程序的基本路向 、方式与内容，也决定了海事
请求保全程序正当的程度。但即使立法制度正当，如果程序运行不正当，最终也无法保障个案裁判的正
当性，伤及立法所欲追求的公平正义之精神 。笔者认为，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正当，可
以从以下 3 个方面加以判断： 一是司法程序的正当。即海事法院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受理海事请求保
全申请、作出海事请求保全裁定并依法执行 ，充分保障被请求人的复议权和利害关系人的异议权，保证
在裁定错误或申请错误时被请求人得依法获得救济 ，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性。 二是司法裁判依
据的正当。指裁定所依据的事实标准和法律标准符合正当性要求 ，即有证据证明海事请求保全申请事
项存在且处于紧急状态、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符合法定的裁定保全要求 。 三是裁判论证的正当。 裁判理
由的准确阐明，是对裁判公平性和严肃性的公示，是对裁判预见性的保证，正如凯斯。R． 孙斯坦所言：
“法律领域中，给出判决理由受到高度推崇，这也是应该的。 没有判决理由，就无法保证判决不具有任
［7］
意性或不公平性，人们也就无法计划自己的事情了 。” 因此，海事请求保全裁定必须说理充分，使当事
人可以看到作出裁定的法律论证过程 ，理解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依据与结论发展的正当逻辑 。

综上分析，欲考察海事请求保全程序制度的正当性 ，必先以海事请求保全当事人权利行使和海事法
院权力行使是否符合正当性要求 （ 即同时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 为导向，结合立法上及程序运行过程中
的正当性标准加以考量。本文所欲探讨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 ，属海事请求保全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 ，
笔者拟就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和被请求人提供担保这两项制度中的一些具体规则进行正当性证明 ，寻
找其中偏离正当性要求的因素并加以修正 。
三、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正当性考察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 16 条规定： “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可以责令海事请求人提
供担保。海事请求人不提供的，驳回其申请。”该法条依循《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第 93 条之模式，创制
了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的担保规则 ，但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稍异其趣。这里需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 一) 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担保的立法正当性考察
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6 条看，最有争议者乃在于“可以责令 ”一语的表述上。“可以责令 ”
究竟是指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为启动保全措施的充分必要条件 ，还是指海事法院得主动行使自由裁量
权？ 从法条语义分析，“可以责令 ”一语所表达的含义是： 既可以责令提供，也可以不责令提供。 显然，
立法已经主动放弃对这一规则做出确定性规制 ，并将其转化为海事法院的一项自由裁量权。 与《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第 93 条对比考察可见，《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 16 条未明确区分诉前保全和诉讼
中保全，因而可以推知，“可以责令”这一自由裁量权均得适用于诉前保全和诉讼中保全，“这一规定相
当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财产保全方面的规定，与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 ’提供担保相比，放
［8］
宽了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要求” 。由此衍生的问题是： 在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措施时，海事请求
人可能在不提供担保的情况下通过海事法院成功启动保全措施 ，此时，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请求人
是否“真正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人民法院无从确定，将来是否会提起诉讼也处于不肯定状态”。“法院
［9］

故而，如果不强制要求海事请求人对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提供担保，
则可能在出现申请错误时无法保证被请求人获得有效的赔偿 ，给被请求人造成极大不公。

对利害关系人缺乏有效拘束力。”

论及于此，似乎可以按照“海事请求保全程序法条本身应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的立法正当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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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确认这一规定失却正当性。
但是，这里尚存在海事请求人与被请求人利益保护的价值衡量问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遵循《民事
诉讼法》第 93 条之精神，把立法上的“可以责令提供”演化为司法程序中的“应当提供”，则会“给申请人
保全自己的权益设置一道障碍。实践中因此而扣不到船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国外的债权人在此种
［10］
情况下多会选择诸如英美法系国家扣船而特意不去选择中国的海事法院 ” 。杨良宜先生亦担心要求
［11］
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担保“会吓怕原告”，非“中国长远之利” 。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框架内，情况

是否真的如此两难？ 笔者认为不然。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提供反担保虽然是被请求人保全自己权益的一
道“障碍”，但这种“障碍”是以对权利给予平等保护的法律价值为基础的，如果不设置这一道“障碍 ”，
当申请错误时，被请求人的权利便难以获得有效的保护 。同时，如果不设置这一规则，鉴于海事法院在
审查海事请求保全时一般很少做实质审查 ，海事请求人可能出于打击商业对手等方面的考虑而滥用法
律赋予的权利，对他人财产随意申请保全，这样，法律必将沦为海事请求人商业战中的工具 ，其所追求的
公平正义便无法实现。故此，要求海事请求人对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提供担保是法律正当性的要求 ，
正如有学者所言： “立法原则上还是倾向于要求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以保护被请求人的权益，使请求人
［12］
”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6 条关于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之规定，既缺
与被请求人的利益得到平衡。
乏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也因与《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第 93 条之精神缺乏相洽性，
违反了“在民事诉讼程序
体系内，
海事请求保全程序与民事诉讼制度之间具备充分的相洽性”这一正当性标准，丧失了规范本身的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6 条应当仿照《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第 93 条的内容，对诉
正当性基础。因此，
前和诉讼中的海事请求保全担保作出区分规定，
使其符合法律规范在立法上的正当性要求。
( 二) 诉讼中海事请求保全担保的正当性具体判断标准
依前述判断，《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16 条在诉前保全担保规则上丧失其正当性已自不待言 ，据
此，笔者仅将“可以责令”的适用置于诉讼中海事请求保全的语境之下考察其正当性判断标准。《海事
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20 条规定： “海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错误的 ，应当赔偿被请求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可见，设置反担保制度的意义在于确保在错误申请的情况下实现被请求人对
损失的索赔权。由此可以推知，法院是否责令提供反担保的标准主要应该看是否存在错误申请的可能
性及可能性的大小。是否存在错误申请的可能性及可能性的大小究竟如何界定 ，法律对此并未涉及，我
们也无法全面描述导致错误申请发生的全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可能起的作用 。 但是，至少可以判断哪
些因素对于错误申请具有重要的诱导作用 ，并据以确定是否需要海事请求人提供保全担保以及提供保
全担保数额的多少。结合海事请求保全的特点、案件所处环节等，从正当性的“合理性 ”原则出发，笔者
认为，以下内容应当作为是否要求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正当性考量因素 ：
一是海事请求人所申请的海事请求保全案件的性质 。案件的性质与保全的错误之间虽无直接的关
系，但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例如在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等性质的海事请求保全案件中，被侵
害对象较为明确，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较易获得，发生保全错误的可能性较小； 海事请求人多为船员、受
伤旅客等弱势群体，提供担保较为困难。在此类案件中，海事法院可以不责令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 。
二是海事请求人提供的证据是否充分 。如果海事请求人向海事法院提供了据以提起海事请求保全
申请的充分证据，则发生保全错误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此时要求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只会增加其负
担，对于案件的处理并无益处。
三是被请求人是否自认。被请求人自认海事请求人主张之请求时 ，亦可以不要求海事请求人提供
担保。如果海事请求人在递交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的同时提交了被请求人承认该请求的证据 ，或者被请
求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海事请求人的请求予以承认的 ，海事法院可以不要求提供担保。
四是案件是否经过法庭辩论阶段 。案件已经过法庭辩论阶段，在等待判决期间，如果被请求人在可
能败诉的情况下，有导致海事请求人权利可能受到损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 ，或存在将来判决无法执行、
执行难度增大等情况的，可以不责令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 。
以上 4 类基本考量因素仅属于是否责令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一般概括 ，实践中，海事法院可以根
据具体案情综合分析，灵活处置，以确保在正当程序前提下维护实体正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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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正当性考察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 》第 18 条、第 74 条至第 78 条规定了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制度，其中关于担
保数额确定的规则与当事人利益关联甚巨 ，需要对其进行正当性梳理和论证 。
( 一) 双方对担保数额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海事法院决定的合理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75 条后半段规定： “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其方式、数额由海事请求人和
被请求人协商； 协商不成的，由海事法院决定。”从该条文的表述可以看出，法律对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
数额提供了确定规则： 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则由海事法院决定。 究其立法本意，本应旨在充
分发挥和保障当事人在程序法意义上的意思自治权 ，以实现定分止争的法律效果。 但从海事请求保全
的实践来看，该法条的实效与功能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被请求人提供担保以海事请求保全措施
的执行为前提，但保全措施一旦执行后，海事请求人就已然处于优势地位，基于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债权
实现的利益驱动，实践中，海事请求人往往会就被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数额开出最高价码 ，被请求人在此
时已经丧失了公平谈判的基础，意思自治的法律追求荡然无存。因此，海事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成为
解决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最后手段 。立法为海事法院创设了自由裁量权，而海事请求保全实践触发了自
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正当性视角下的合理性原则为标准判断 ，立法赋予法官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
情况下得行使自由裁量权具备了充分的合理性 ，因而是一项正当的制度。
( 二) 海事法院对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数额作出决定的正当性标准
海事法院决定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数额的自由裁量权规定在立法程序上的正当性已然证成 ，但是，
由于该自由裁量权并无详细的强制性规则 ，只能依靠法官自己的判断，因而天然具有偏离正当性的基
因，故此，尚需假手海事请求保全制度正当性标准之下的程序适用正当性 ，对司法程序的正当性予以考
察，提出判断该自由裁量权是否具备正当性的具体标准 。
对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自由裁量依据 ，法律未给出明确答案。 法官的自由裁量依据究竟是其个
人的判断还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尚有认真探讨之必要： 在担保数额低于被保全财产价值额时，究竟应该
依据案件事实确定担保数额呢，还是依据被申请人或申请人的要求，亦或是法官个人的估算？ 笔者认
为，以下因素应当作为法庭决定被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担保数额的考虑因素 ： 一是债权本金数额。申请人
在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时一般会提供证据证明其债权本金数额 ，这是决定担保数额的最基本考量因素 ； 二
是债权的约定利息； 三是债权的法定利息； 四是应当偿还的债的逾期时间，这是计算利息的核心要素之
一； 五是案件审理中可能由被申请人负担的各类费用 。依据这些因素估算的数额约为被申请人应该提
供的担保的数额。
( 三) 担保数额过高时的救济措施的正当性
为防止海事请求人利用海事请求保全措施启动后的优势地位要求过高的担保数额，《海事诉讼特
别程序法》第 78 条规定： “海事请求人请求担保的数额过高，造成被请求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既然担保数额为当事人协商所定 ，则由海事请求人承担因担保数额过高造成损失的不利后果
便不具备合理性； 但海事请求人如无须承担该损失 ，则其可能利用在保全措施中的优势地位要求更高的
担保数额。这似乎成为合理性论证上的一个悖论 。笔者认为，这一悖论仅仅是由于法律的规定缺乏限
制性内容所致，通过合理性考察可以发现，该规定的规范旨意其实应当如此 ： 担保数额协商过程中，海事
请求人利用被请求人财产被保全的情势向其要求提供过高担保数额且造成被请求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海事请求人未利用在海事请求保全中的优势地位强迫被请求人 ，而是与被请求人在充分协商
的基础上对担保数额达成一致的 ，海事请求人不应对担保数额过高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被请求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明海事请求人利用其优势地位向被请求人要求过高的担保数额 ，并因此给被
请求人造成了损失。至于何谓“数额过高”，则属事实判断问题，它往往与所造成损失的大小相关，也与
最终判决所确认的债权数额相关 。因此，法律应当对海事请求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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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更加适应公平正义的法律追求 。
二是如果担保数额系法院决定，因担保数额过高造成了被请求人的损失 ，赔偿者应为何人？ 法院的
判决、裁定不当的，其不利后果不应当由当事人承担 ，这是程序正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可不论。需要
研究的是，海事法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笔者认为，如果海事法院的决定是严格依据法律程序而不
是法官恣意做出的，则法院也不应当承担责任，也即是说，如果法院的行为符合程序运行正当性的要求 ，
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 William O． Douglas） 指出： “正是程序决定
［14］
［15］
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 “程序正义能使结果正当化，并吸收不满。” 因此，海事法
院如果坚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担保数额 ，就自然满足了程序正义的要求，其行为本身就具备了充
分的正当性，其程序运行的结果就不应当因为实体结论上的不完美而受到非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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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egitimacy of the Rule of Maritime Claim Security
Yang Weiwei
（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6）
Abstract： Legitimacy，including legality and reasonability，is used to guide and evaluate the value pursue of the
law． As a rule provided by procedural law，the security of maritime claim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ue process criterion，which lies in two： the legitimacy of the law of procedure itself and the legitimacy
during the implement of the procedure law． When the security of maritime claim provided in Chinese law is obser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timacy，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thing not satisfied the legitimacy criterion for legislation and implement thereof．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provisions of the security of maritime cla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itimacy criterion and proposes some amending proposals thereof．
Key words： legitimacy； maritime claim preservation； security of maritime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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