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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与局限性
———兼论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丁

婷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 公司僵局是公司特有的治理机制导致的内部运行失灵状态，与公司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经营
。
困难无关 因此，解散公司、结束经营并非公司僵局的必然后果。 虽然司法救济公司僵局具有必要性，
摘

但司法救济本身具有局限性，应保持一定的限度。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途径只有强制解
散公司一种，这种以消灭公司为代价来解除公司僵局的救济方式，成本过于高昂。我国应拓展公司僵局
司法救济途径，规定强制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强制解散公司只是在公司处于治理僵局且丧失经营能力
时的最后救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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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2005 年修订后在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在公司自身无法打破
僵局时，给予公司僵局以司法救济符合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 。然而，公司僵局背后的实质是治理
机制出现运行问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困难，目前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方式是解散公司，
这不仅与公司僵局形成的原因不相称 ，还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公司僵
局的司法救济应旨在帮助当事人克服治理中的自治失灵问题 ，解散公司只是最后的选择，依此来看我国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制度有必要在制度和理念上进行重构 。
一、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现行规定及正当性基础
( 一) 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现行规定与特征
公司僵局概念发源于英美法系，学界一般认为： “公司僵局是指公司在存续运行中由于股东或董事
之间发生分歧或纠纷，且彼此不愿妥协而处于僵持状况，导致公司有关机构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
［1］
策，从而使公司陷入无法正常运转甚至瘫痪的事实状态 。”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公司
僵局的司法救济制度：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
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如果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即形成公司僵局 ，适格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根据此条规定，我
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特点是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途径只有一种 ，即法院判决强制解散公司。 当然法
院救济公司僵局，判决解散公司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 ： 第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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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发生的一般困难，并不能成为判决公司解散的事由 ，必须达到“严重困难“的程度，才能进行司
法干预。第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所谓重大损失一般是指股东的这种损失不
同于日常的经营风险，具有异常性，“公司僵局的发生不仅使得公司的日常经营陷于瘫痪 ，股东的参与、
控制无从谈起而且股东的内耗和资产的浪费也会导致公司成本上升 ，使公司营利能力受损，股东对投资
［2］

回报的期望可能转变为投资遭受损失的现实 ，事实上股东的所有合理期待均告落空 ” 。 第三，公司僵
局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他途径可以是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解来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中的僵局问
题； 也可以是通过第三人如政府、法院、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使争议双方化解矛盾。 第四，有适格股东
的请求。为防止公司陷入无休止的诉讼，也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并不是所有的股东都有资格提起解
散公司的请求，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提起公司司法解散诉讼规定了持股比例限制 。
( 二)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基础
公司治理出现僵局时，允许当事人请求司法救济的正当性首先在于公司僵局的危害性 ，无论何种原
因引起的公司僵局对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危害是巨大的 ： 第一，公司的利益会因僵局受到严重损害，
公司在僵局状态下正常的经营管理陷入瘫痪 ，不仅公司的各种商机和发展机遇会被错过 ，公司的财产也
在无谓的僵持中被耗损和流失。第二，公司僵局会导致股东无法行使对公司的决策权、收益权，“公司
僵局被称为公司的‘自杀’行为———因为僵局状态不仅会造成公司瘫痪，阻碍公司发挥经济效用，严重
［3］
损害股东的参与权和收益权，而且会引起经济上的灾难 ” 。 而且公司僵局时，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可
能会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比如掌握公司营业执照、公章、财务账册的大股东可能会
阻止小股东对上述公司物品的使用。“公司僵局通常存在管理公司的股东控制公司的经营和财产，事
［4］
实上剥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 第三，公司僵局中因为公司无法形成有效经营决议，无法进行日常
管理，偿还债务行为也无法进行，公司债权人的权利处于事实上无法行使的状态 ； 不仅如此，如果公司僵

局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缴纳税收、无法正常为员工发放工资提供就业岗位、无法在市场上提供产品和服
务，还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秩序的混乱 。
其次，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正当性在于公司僵局当事人往往自身难以解决 。 公司是依法自治的私
法人，公司出现僵局是公司内部事务，本来应依靠公司自己解决，但公司自我解决僵局却面临重重困难 ：
期望股东、董事之间通过协商打破僵局是很难的 ，一旦股东、董事之间发生分歧、矛盾，或为争夺公司控
制权而进行激烈斗争，连有效决议都无法做出，再期望他们去妥协而打破僵局是徒劳的，甚至公司连解
散而终止经营的决议都无法做出 ； 此时股东退出公司的途径也很渺茫 ，各国公司法立法为了保持公司资
本的真实而保护债权人利益，禁止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股份 ，虽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可以通过股权转
让而收回出资，但在有限责任公司，各国公司法都对股权转让设置了需其他股东同意的程序 ，在其他股
东不配合的情况下，这也使得股东通过对外转让出资而退出变得不现实 。在理论上讲，公司章程可以对
公司僵局做出预先安排，“法律可以承认公司章程或者以其他方式约定公司僵局的解决规则 、方案，从
［5］
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章程对公司僵局的预防功能 ” 。 但章程是股东根据对未来的预测而对有
关问题作出的预先安排，在现实生活中，股东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有限，往往不能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分歧
作出合理预见并规定相应的解决途径 ，也不可能制定事无巨细的章程，因此实践中公司章程对打破公司
僵局做出规定的少之又少。在公司自力无法解决经营管理僵局的情况下 ，通过公力救济进行干预便势
在必行。
再次，公司处于僵局时，允许司法机关进行救济的正当性基础还在于 ，公司是股东及利益相关者之
间的一种长期性合约安排，股东既然可以基于获取股利等一定的目的成立公司 ，如果情事发生重大变
更，导致股权难以行使、期待利益落空，股东当然应有权解除关系性契约而请求退出公司。“期待利益
落空理论认为，股东一般基于一定的环境或情势成立公司 ，也可以因成立公司时的环境或情势发生重大
变更而解散公司，但只有在发生特定事由导致其期待利益落空时 ，才可以请求解散公司。股东在成为公
司投资者时，有权期待公司的人格特性及经营特征保持持续性 ，如果公司人格、经营特征发生根本变化，
致使公司的投资政策、股东间的信任等发生重大变更，以至于股东的期待利益落空，就有必要承认股东
［6］
此时有请求解散公司的权利。” 在股东靠自身难以解除关系性契约而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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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论，当权利遭受侵害时，提供畅通的司法救济渠道是保护权利的必然要求。 学
者也指出，公司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的局限性对外界介入公司内部管理产生了现实
需要。公司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活动的最主要主体 ，其存废枯荣，不仅关系股东对营利的追求、公司从业
人员的生活，也与社会交易之保护、公益之维护及国家经济之发展息息相关 ，其影响可谓大且巨，实不便
完全委由公司自律，而有加强国家公权监督之必要。如果任由公司自由存亡，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7］
公司僵局时对利害关系人、社会影响巨大，此时外部介入公司治理成为必要 。
二、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局限性之一 ： 司法干预及解散公司的负面效应
( 一) 公司僵局司法介入的局限性
司法救济公司僵局的本质是公权力对公司私生活的干预 。虽然这种干预是在公司自治失灵、自身
无法解决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种干预具有固有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权介入并不能保证较妥当地
处理僵局纠纷。鉴于任何立法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漏洞 ，以及法官知识水平、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
面的限制，司法权在介入公司事务中也可能会存在权力运用不当的现象 。 特别是公司僵局纠纷案件较
为复杂，对法官在商业知识技能等方面提出较高要求 。公司的正常运营需要在公司自治的前提下 ，由公
司股东、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作出决策 ，而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只有身处其中的董事，而非法
［8］
官，才是对公司经营决策的最佳人选 。法官只是法律专业人士，缺乏商业知识，对根据市场环境处理
公司内部事务缺乏必要的经验，如果以法官的专业判断取代公司的商业判断 ，在僵局纠纷中盲目介入、

干预、代替当事人决策，有可能不符合公司各方的利益需求而事与愿违 。 第二，司法介入有可能出现不
良后果。我国司法介入并解决公司僵局的方式是解散公司 ，这首先会违背公司对效益目的的追求。 解
散公司时不仅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非物质的商誉财富会付之东流 ，被解散公司的资产
将以折价方式进行分配，与正常运转中的公司价值相比会大大贬值 。另外，司法解散公司有可能导致对
公平正义的破坏。公司司法救济措施有可能被一些投机者利用 ，进而达到不正当目的。 一些股东请求
司法救济、解散公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真正的公司治理僵局 ，而是为了借助司法解散公司的诉
讼而达到别有用心的目的。比如，事先买入竞争对手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制造公司僵局，进而通过申
请司法救济解散公司，以挤垮竞争对手。再比如，一些股东为了排斥其他股东分享公司利益，而故意不
与其他股东合作，请求法院解散僵局公司，达到解散公司后利用已有资源另设其他同类公司的目的 。
因此，司法介入公司僵局纠纷，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完美途径，是面对当事人无力解决问题时不得已
而采取的措施。公司自治是公司运营的基本理念 ，因此在司法介入公司僵局纠纷时应保持公司自治与
国家司法权力强制的平衡。司法介入必须适度、谨慎，“强调国家强制并不意味着对公司自治的削减或
否定，更不意味着公权力可以任意侵犯私权的正当行使。 司法裁判要努力实现两者之间动态的平
［9］
衡” 。
( 二)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限度
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限度与界限在于 ，司法介入公司内部事务应当谨慎并不侵占当事人应有的自
治领域、尽量不损害公司制度的价值。公司能够通过自治解决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一般不要介入，司
法机关即便为了弥补当事人自治的不足而介入 ，其前提也是尊重公司的自治权利 ，包括尊重公司当事人
对僵局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尊重公司当事人在解决僵局过程中对自己权利的处分 。 而且不是出现僵
局就必定可以解散公司，解散公司要考虑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而谨慎判断 ，比如在英国司法实践
中，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就可导致公司解散 ，法院认定解散公司要考虑的事实有： （ 1） 公司行为侵害小股
东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期望； （ 2） 公司经营超越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规定的范围或公司设立的目的已无
法实现； （ 3） 公司事实上仅仅是大股东、董事、经理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 ”或“外衣； （ 4） 公司被人利
［10］

用进行诈骗或其他非法活动等

。鉴于公司制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有着巨大意义，因此公

司僵局案件审理应以继续保持公司经营为最优选择去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法官首先应根据个案的不同
特点采取措施推动当事人通过自治化解纠纷 。正如离婚案件法官应注重调和家庭矛盾一样，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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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调解应当是必经程序，在当事人确实无法共同生活的时候才解除婚姻 。在公司僵局案件审理
过程中，促进当事人和解也应是法官处理案件的职责之一 。
( 三) 我国司法强制解散公司———深度干预的负面效应
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手段是强制解散公司 ，这可以将处于困境的公司和股东解脱出来 ，但司法
强制解散公司是对公司私生活的深度干预 ，虽然可以彻底消除公司僵局，但解散公司连公司的主体资格
也否定了，以消灭公司独立人格为结局，这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公司僵局救济措施 。公司解散使公司法人
人格终止，这不仅意味着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投入的各种成本被浪费 ，公司股东也减少了投资收益的机
会，股东、董事对公司经营多年付出的心血付之东流 ，解散公司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会受到牵连。 公
司解散必然导致职工失业、国家税收缩减、公司债权人权利实现的风险性增加等不良后果 。这些消极影
响可能远远大于股东因公司解散所获得的利益 。维持一个公司的运营总比解散一个公司要好，但我国
立法并未规定除解散公司以外打破公司僵局的办法 ，也未对司法有限介入、强制解散公司手段谨慎有限
运用进行规定，导致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的各种负面效应无法得以有效规避 。
三、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局限性之二 ： 司法解散公司的不合目的性
( 一) 公司僵局问题的本质辨析
由于我国《公司法》将公司僵局界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许多学者将公司僵局描述为
公司经营管理僵局。然而经营管理是从企业管理学界引进的概念，“经营管理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
角度理解。所谓狭义的经营管理，是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广义的经营管理，是指对企业全部生产
［11］
经营活动的管理” 。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可能来自经营者管理不善 、外部市场环境恶化等各种原
因，而公司法中所要救济的公司僵局其实是公司治理的僵局 ，与公司纯粹商业意义上的经营困难无关。

公司僵局是因股东间或公司管理人员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矛盾 ，导致公司的运行机制失灵，股东大会、
董事会包括监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 ，公司的一切事务处于
［12］

瘫痪，公司的运行陷于僵局的一种状态

。

公司僵局虽然会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 ，但其本质是公司治理机制发生了运行障碍 ，公司僵局
的表面形成原因是公司股东或董事之间发生分歧和对立 ，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公司特有的治理制度安排 。
公司治理决策机制实行“资本多数决 ”，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公司的资合性质相适应，保证了股东投资的
积极性，但当股东人数有限，股东之间发生争执，且各方股东持股相当，各方股东指派的董事人数基本相
当时，由于产生了矛盾和冲突、采取不合作态度时，在股东会、董事会中任何一方可能都无法达到公司
法、公司章程所要求的表决多数，就无法形成有效的决议，公司治理僵局也就由此而生。
( 二) 我国司法强制解散公司救济僵局的不合目的性
公司僵局可以由股东、董事之间的治理理念分歧而引起 ，也可能由股东、董事之间的个人矛盾引起。
但如前述公司僵局并非商业意义上的经营管理活动本身出现问题 ，不是公司难以在外部市场上继续参
与竞争，而是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出现困难和僵持状态 ，公司僵局并不意味着公司在经营方面无法维持
下去，甚至公司经营状态良好时也可能出现僵局 。司法救济公司僵局的目的是解决公司股东 、董事之间
的冲突和治理问题，不是以结束公司经营为上策。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体现了国家对公司治理的干
预，干预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公司治理自治过程中出现的障碍 ，纠正公司自治过程中产生的失灵现象。
只有公司丧失经营能力才需要结束经营 ，公司僵局的司法干预并不一定要导致解散公司 。在国外，公司
出现僵局后，除了万不得已而强制解散公司外 ，为了解决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之间的争议，还有强制股份
收买、强制公司分立等替代措施，比如在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创立了公司解散的替代救济方式 ，
如股东退出权和除名权，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或其他股东买取其股份而退出公司 ，在一
定条件下符合条件的股东还有权要求其他股东向其或公司出售股份 ，并将其予以除名，从而继续维持公
［13］

司经营

。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司纯商业经营问题不应该干预过多 ，如果不考虑公司经营实际，径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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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就有权力运用不当的嫌疑，对于解决僵局纠纷的初衷来讲也具有不合目的性 。我国立法应规定解
散公司之外的打破公司僵局的措施 ，如果公司并没有丧失继续经营的条件 ，法院就应尽量在保持公司人
格的前提下来解决纷争、救济处于僵局的公司当事人。
四、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的重构
克服当前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制度中所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方式的缺陷 ，要以上述司法有限干
预公司自治为准则，并通过两个基本途径进行： 一是拓展《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公司僵局司
法救济方式，在强制解散公司之外寻找另行的较为舒缓的出路 ； 二是重构公司僵局司法救济措施的适用
制度。
( 一) 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方式的重构
法院在接到股东打破公司僵局的请求后 ，并不是只要满足公司解散条件就判决解散公司 ，其实法院
在解散公司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救济方式可以适用 。我国立法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在解散公司
之外，规定以下几种公司僵局司法救济的途径 ： 第一，强制股份收购。 公司僵局一般由股东之间的分歧
和矛盾引起，因为此时股权转让无法实现，导致股东被卡在公司中，不能有效行使股权也无法退出。 我
国可以借鉴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 ，由法院强制在僵局公司中，要求一方股东收购另一方的股
份，实现股东顺利退出公司而又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目的 。 但由哪一方股东收购，哪一方股东退出公司
呢？ 此时，法院要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公司的能力 、财务状况决定，如果当事人对股份收购价格无法协商
确定，可以委托评估机构根据公司的净资产和经营状况对股份收购价格进行评估 ，并由法院最终决定收
购价格。第二，指定临时董事。法院从职业经理人中为僵局公司选任临时董事 ，这可以改变董事会矛盾
双方人数相当不能形成有效决议的僵局局面 。临时董事和其他董事一样在董事会中行使职权，但临时
董事必须处于中立地位，积极促进当事人在董事会中的交流 ，促使争议各方相互让步达成和解，具有调
解员的功能。一旦矛盾双方达成谅解或者寻找出了打破僵局的办法 ，临时董事就完成使命而退出公司 。
第三，强制公司分立。公司分立，可以将公司股东会中有分歧的双方分开 ，这样既实现了公司继续营业，
避免了资源浪费，也化解了公司僵局。一般情况下，公司分立必须由股东会以特别多数决形成决议，并
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就分立形式、公司财产分割等公司分立事项进行约定。 但在公司僵局情况
下，公司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分立决议 ，更无法就分立协议达成一致。 此时法院可以强制公司分立，并
就公司分立后的资产分割等事项作出安排 。当然此时公司要根据法院的决定履行公司分立时的通知债
权人和公告程序，以避免公司分立损害债权人利益 。
( 二) 我国公司僵局司法救济措施适用的重构
以司法救济方式解决公司僵局，本身就与公司自治精神违背，因此司法救济公司僵局，必须是不得
已而采取的措施，司法救济应是最后的手段，这意味着在公司解散诉讼中应遵守公司自治优先的理念。
一方面，如果公司僵局产生之前或者形成之后 ，僵局当事人对公司僵局能够约定解决方案，就首先应当
依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处理公司僵局。“外部力量的过度介入会使公司参与者产生依赖思想 。如果外部
力量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公司治理的介入形成习惯 ，反而会削弱公司参与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 ，不利于
［14］
公司治理的功能发挥。为保证公司自由，公司的外部介入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 另一方面，调解可
以充分发挥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能动性 。鉴于“非司法调解缺少其他正式的具有约束力的解决机制的确
［15］
定性” ，公司解散诉讼应引入法院强制调解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 第五条仅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还存在不足，应通
过强制的法院调解程序尽量促使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
实践中经营良好的公司陷入僵局的比比皆是 ，因此如果司法介入公司僵局，应遵循非解散公司措施
优先适用的理念。法官应首先考虑打破公司僵局的其他办法 ，如果可以通过任命临时董事、股权转让等
解散公司的其他替代措施解决公司僵局 ，这些替代措施应优先适用，只有在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公司僵局
问题时，才适用强制解散制度。而且如学者所说，从英国判例法来看，法庭颁发公司解散令的依据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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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公司管理层失去信心、公司事务陷入僵局、公司基础丧失等 。法院审理公司僵局案件，只有在公司形
成治理僵局的同时，公司客观上不具有继续经营的可能 、股东不具有继续经营的意图，才要考虑解散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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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itimacy and Limitations of Corporate Deadlock Judicial Relief
—Also 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rporate Deadlock Judicial Relief System
Ding Ting
（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Corporate deadlock i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failure state caused by company special operating mechanism，and it is unrelated to the purely operating difficulties in commercial sense． Therefore，dissolution of the
company and the end of ope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company deadlock． Although the judicial relief of corporation deadlock has the necessity，judicial remedies have their own limitations and should maintain
a certain limit． The legal judicial remedy way of company deadlock in our country only is compulsory company
disbandment，however the relief method’s cost is too high to lift the company deadlock as the cost to destroy
the company． Our country should expand the company deadlock judicial remedy way，provide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compulsory disbandment company． Compulsory disbandment company is the last relief means when
company has governance deadlock and loses the ability to operate．
Key words： company deadlock； judicial relief； limitations；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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