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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债权人救济
李小宁
（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要：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追究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 》将债权人代位
权制度引入了公司法领域。该制度在公司法中的应用与传统合同法中的适用要件存在差异，彰显了其
摘

在公司法中的实践价值。不过，该制度引入公司法后引发了多重诉讼、债权人间利益冲突等问题，文章
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以期对公司法中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 出资义务; 债权人代位权; 偏颇撤销; 共同诉讼
中图分类号： D923．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3275（ 2013） 04 － 0126 － 08
*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实际履行出资的义务。以货币出资的，股东应当及时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额或所认缴的股份的股款，在公司设立之后不得抽逃出资； 以可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
出资的，应如实评估作价并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但是在实践当中，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并不鲜
见，比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以及“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
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 ”①。 对于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公司有权要求其补缴出资额或股款，
甚至还得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倘若此时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考虑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已
经受到实际威胁，其得主张何种救济呢？
实践中，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时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范
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早就得到了法院的肯定 。2011 年 2 月 16 日起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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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第 2 款、第 14 条第 2
款更是首次明文肯定了公司债权人的这种救济权 。 根据这两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未出资或者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已
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根据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还可以请求“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
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在司法解释起草小组中，主流观点认为公司债权人的上述请求权的法理基础在于债权人代位权制
［1］

度。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予以了明确肯定

。本文也持此种观点，这一点与其他股东对违反出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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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的请求权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实际上属于《合
同法》第 73 条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在公司法中的具体应用 。但是，实践当中也仍有一些问题有待
厘清和解决： 其一，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这种具体应用与其在合同法上的应用是否理所当然地就
应完全一致； 其二，公司债权人通常不只有一个，若多个债权人都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提起诉讼 ，程序
上应当如何处理； 其三，多个债权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对这种利益冲突又应当如何协调。 本文拟
就这些问题请教于方家，以期对规范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有所裨益 。
二、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 ： 适用要件的变化
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属于债的保全制度 ，而债的保全制度又源于债的一般担保理论。 所谓债的一般
担保，是指债之关系一旦成立，债务人就须以其所有责任财产 （ 包括对第三人之权利 ） 担保对债务的履
行。这一点对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都是共同成立的 ，因此一般担保又被称为“共同担保 ”。 一般担保不
同于特定担保，原则上，债务人仍享有处分财产之自由； 对于作为一般担保财产的对第三人之债权 ，还涉
及对债之相对性的尊重。但上述原则是以债务人资力充足作为前提的 ，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之虞，为预
［2］
防或制止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 ，则有必要对债务人的处分权及债之相对性施以一定限制 。 这就是
债的保全制度的法理所在，其中债权人代位权针对的是债务人消极行使其对他人权利的行为 ，是指债权
人享有的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自由 ； 债权人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积极减少财
［3］

产的行为

。

只不过，任何法律规则都有“作茧自缚”的性质，其支撑理由亦构成其限制所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 ”） 第 11 条的规
定，债权人代位权诉讼的条件有四： （ 1）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 2）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 3） 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 4） 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问题
是，在公司法上应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与在传统合同法上应用该制度是否理所当然地完全一致 ，或者
说，在公司法上应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时 ，在适用要件上是否存在任何不同 ？
( 一) 代位权客体范围的扩大
如前文所述，债权人代位权以责任财产的保全为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债务人资力不足时，原
则上债务人怠于行使的一切可构成责任财产的权利 ，债权人都得代位行使。事实上，在承认债权人代位
权制度的国家，可代位行使的权利，即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往往非常广泛 。例如，《法国民法典 》第 1166
［4］
条规定，除非是专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债权人得行使债务人的一切权利和诉权 ” ； 《日本民法典 》第
423 条也规定，除专属于债务人本身的权利之外，“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行使属于其他债务人
［5］
的权利” 。一般而言，除专属于债务人本人之权利之外，可以代位行使的权利范围很广，包括请求权
（ 债权、物权及物上请求权） 、形成权（ 如合同解除权、撤销权 ） 、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本身以及诉讼法
［6］
和公法上的权利（ 如代位提起诉讼的权利） ，等等 。
然而，与上述国家相比，在我国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明显较窄。 根据《合同法 》第 73 条的规
定，债权人得代位行使的仅限于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合同法解释一 》第 13 条则进一步将客体范围限

定为了“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上述限缩性规定与立法者将“三角债 ”问题作为债权人代位
权制度的主攻对象不无关系，实际上突出了立法者以债权人代位权作为金钱债权的简易回收手段的立
［7］

法意图

。但是对照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法理，这种限制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正当理由，因此有学者主

［8］
张应对法条进行扩张性解释，从而扩大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 。
可是，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股东除可以用货币出资外，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

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
手续。换言之，
公司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所享有的权利也可能是请求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的债权。
尽管可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必须可以用金钱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但根据字面解释，
这种债权显然不属
“
”
。
，
《
》
13
于 具有金钱给付内容 的债权 而根据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解读 公司法解释三 第 条第 2 款中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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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显然包括未转移用于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财产权的这种情形。也就是说，
相比于在传统合同法下的应用，
当应用于公司法中时，
债权人代位权的客体范围显然是有所扩大的。
( 二) “到期债权”要件的放松
前文提到，根据《合同法》第 73 条和《合同法解释一 》第 11 条的规定，债权人代位权之行使须以债
务人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为前提。又依照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法理，债权人代位行使的权利实际
上是债务人对第三人之权利。因此，第三人对债务人的抗辩，也可以向债权人提出。《合同法解释一 》
第 18 条第 1 款就规定： “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也就是说，
债权人要想在代位权诉讼中取得胜利 ，就必须证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应
当是已到期的债权，否则次债务人就得以其所负债务未届清偿进行抗辩 ①。 另一方面，债务人对次债务
人的债权是明确且不存在争议的 ，否则的话，次债务人就可以该债权仍不明确或存在争议成功进行抗
辩。问题在于，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之时，是否必须已经存在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存在“到期
债权”的权威判断，或者说，法院是不是不能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之中同时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
关系进行审查。如果严格依照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法理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因为在确定债务人对次
债务人享有到期债权，且债务人怠于行使该债权之前，很难确保债权人对债务人及第三人 （ 尚不能称为
次债务人） 的财务事项予以干预就一定存在正当理由 。
但是，在适用《公司法解释三 》第 13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时，是否存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
责任人是谁、责任人对公司负有何种责任 （ 以及责任大小 ） 都非不证自明的，需要权威机关予以确定。
这一点在大连大锻有限公司与鞍山市政府案 ② 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该案的一审，以及与该案相关的
另一案件都认定鞍山市政府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 ； 但在二审当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向最高人民法
院进行请示后，却作出了鞍山市政府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的行为 。换言之，在公司法中应用债权人代
位权制度并不要求公司对被告股东的权利是到期的 ，且不存在争议的。 法院可以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公
司与被告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审查 ，而不能简单地以尚不明确是否存在“到期债权”而“粗暴 ”地驳回公
司债权人的请求。
( 三) “债务人怠于行使”要件的忽略
如前文所述，依照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法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须以必要性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
说只有当债务人的行为危及到债权人的权利实现的时候 ，才有对债务人的处分自由及债之相对性施以
限制的必要。这种必要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债务人出现了特定的财务状况； 其二，“债务人怠于
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权利。对于前一方面，根据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的性质不同，财务状况的必要性标
准又不相同： 在不特定债权及金钱债权场合，应以债务人是否陷于无资力为判断标准； 在特定债权及其
［9］

他与债务人资力无关的情况下，则以有必要保全债权为必要条件

。

然而，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的规定，只要公司不能清偿其债权，公
司债权人就得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提起诉讼 ，要求其在违反出资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
这两款规定中并未明确包含“债务人怠于行使”这一要件。 不过，这种忽略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违反出
资义务的股东，公司的董事、高管等本来早就有义务进行催缴。待到公司不能清偿而股东仍未补缴时，
推定公司“怠于行使”是完全符合一般人的预期的。
三、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 ： 可能存在的争议
必须承认，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本身就是一项颇具争议的制度 。 在公司法中应用该制度似乎也不能
摆脱这种命运，本文在这里试图通过两个案例对可能存在的争议予以说明 。
①
②

不过，这也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当次债务人破产时，若债务人怠于申报债权，债权人应享有代位申报的权利。
一审案号为［2006］大民合初字第 17 号，二审案号为［2006］辽民二终字第 314 号。关于该案的详细情况，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该案发生于《公司法解释三》通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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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多重诉讼的问题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在 2011 年 5 月判决了四个类似案件①。这些案件的被告、
案由、基本事实都一
只是原告不同。在本案之前，四个原告分别自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取得了对苏泊凯公司的胜诉金钱判
样，
决； 但判决生效后，
该公司并未履行判决，经法院强制执行，仍无财产清偿债务。经查，苏泊凯公司的原始
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受让股东受让股份后亦未如实出资。四个原告遂分别以原
股东在验资后抽逃出资，
始股东和受让股东作为共同被告，以上述行为导致苏泊凯公司债务履行能力不足，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
诉至上海市虹口区法院，
要求被告对苏泊凯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虹口区法院判决认为，“公司
股东应当履行足额出资义务，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的，
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连带承担补充赔偿”，“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
“两被告……应当在所认缴的出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明知而承担连带责任”，
其中，后三个案件是在同一天审理的，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法官显然也是知道四个案件的同时存
在的。这也就产生了多重诉讼的问题，尽管上述四个案件由于是由同一个法院所审理的 ，这一问题表现
得并不明显。但是，要是公司债权人不只一个，且这些债权人在不同法院提起诉讼，这一问题可能就比
较突出了。一方面，各个法院需要分别进行审判，包括分别进行案件事实的调查，而这也就意味着对司
法资源的更多消耗。而在上述四个案件中，虽然法院表面上也是分别进行审判的 ，但实质上与共同审理
并没有太大差别。另一方面，虽然案件的事实情况相同，不同法院的结论并不一定相同，也就是说，可能
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样的话，公司债权人就有进行法院管辖权选择 （ forum shopping） ，从而寻
求对自己有利的判决的可能。甚至，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对不同债权人的态度也不相同 ，这一点在大连
大锻有限公司与鞍山市政府案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 详见下文） 。
( 二) 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前述四个案例中，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四个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总额小于股东的违反出
资义务的额度。问题是，若公司的多个债权人的债权总额大于股东的违反出资义务的额度时 ，又应当如
何处理呢？ 事实上，在实践当中，一直存在一种担忧： 公司的债权人为多数时，他们之间是否会存在利益
冲突； 如果会，又应当如何进行协调。在大连大锻有限公司与鞍山市政府案中，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向
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了这一问题，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中股东的行为并不构成抽逃出资 ，从而事实上
回避掉了这一问题。直到《公司法解释三》的制定，最高人民法院才对这一问题正式作出了回应 。
在该案中，大锻公司因鞍山一工未清偿其合法到期债权 ，而鞍山一工的国家股股东鞍山市政府在期
限届满后将用于作价出资的“10 年土地使用权”收回，将鞍山一工和鞍山市政府作为共同被告诉至了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鞍山市政府“作为鞍山一工的投资人之一，将作为
投资……的土地收回后，应根据法律规定将相应的资金补足 ”，其“收回土地后未能补足资金的行为，损
害了鞍山一工债权人的权益，其行为构成向大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 ”，并判定其在入股土地使用
权价值范围内对鞍山一工给付不足的部分对大锻公司承担责任 。鞍山市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了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提交了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滞后的民事判决书，即 （ 2006） 鞍民三初字
第 182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差别 ，判决结果与大连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
也一致； 而且该判决书已经执行完毕，鞍山市政府并未提起上诉。鞍山市政府提交该判决的目的在于证
明自己已经在入股土地使用权价值范围内承担了全部责任 ，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由于其审判委员会中争执较大 ，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请示。 请示的事项包括两条： 其一，鞍山
市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 其二，两个中级法院同时判决一个当事人承担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 ，
而债权人不同，如何平衡不同债权人的利益。
不过，对于第一项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却认为，“本案中鞍山市政府出资形成的资本是‘10 年的土地
所有权’，而不是‘长期的土地使用权’”，“10 年期满后，公司对土地享有的权利已届满，土地使用权在
（ 2011） 虹民二（ 商） 初字第 418 号、（ 2011） 虹民二（ 商） 初字第 420 号、（ 2011） 虹民二
① 案号分别为（ 2011） 虹民二（ 商） 初字第 4 号、
（ 商） 初字第 4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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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年限内的价值已经为鞍山一工所享有和使用 ，且该部分价值已凝结为公司财产 ，鞍山市政府事实
上无法抽回”，因此鞍山市政府的行为不构成抽逃出资。 而对于第二项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由
于不构成抽逃出资，鞍山市政府不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自然也就不存在利益平衡的问题。 最终，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作出了相应判决 。但是，这里有两个有意思的因素有
必要一提： 其一，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相冲突的两个一审判决均没有“上网 ”，以上对案件情况
［10］
的介绍均来自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及最高人民法院汇编的指导丛书 ； 其二，根据笔者的
了解，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作出之后 ，鞍山市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尝试推翻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断。
在《公司法解释三》中，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问题正式予以了回应。 第 13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的后半句明确规定： “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 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
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不仅承认了利益冲突的存在 ，还明
确了冲突的解决思路。事实上，这与我国合同法也是相一致的。《合同法解释一 》第 20 条就规定： “债
权人向次债务人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 ，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
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这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在
公司债权人的这种救济权的法理基础问题上 ，最高人民法院对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支持 。
四、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 ： 争议的解决思路
( 一) “不入库”做法的废除
上述两大争议实际上最终都涉及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最为基本的一个问题 ，即债权人代位权的法律
后果。
这一问题也是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最大争议所在。根据传统理论，由于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属于债务
人的一般财产，
行使效果应直接归于债务人，
即“入库”，原因就在于代位权制度是对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
［11］
保制度，
而非对债权人的直接满足 。学者起草的《合同法》（ 建议草案） 和《合同法》草案第四稿均规定
［12］
了入库做法 。但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
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规定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激励不足，
［13］
还会产生“搭便车”问题 。正因为存在如此大的争议，《合同法》本身仅仅是肯定了债权人代位权，但对
其法律后果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果是由《合同法解释一》所规定的，该解释最终

“债权人向次债务人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
采纳了“不入库”的做法。如前文所述，
其第 20 条明确规定，
，
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 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
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之所以采取“不入库”的做法，是因为“三角债”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市
［14］
场经济的发展，
为解开“三角债”的死结，要刺激债权人的积极性，推动债权人主动行使代位权 。而《公
司法解释三》出于对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贯彻，
亦对入库做法进行了明确的具体规定。
可以这样说，在公司法中应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所出现的争议都源于对“入库 ”做法的采纳。 要从
根本上解决上述争议，就应当废除“入库”做法，采纳“不入库”做法。这样的话，债权人平等清偿的问题
将不复存在，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将得到更好的处理 。 诚如前文所述，债权人代位权制度若采纳
“入库”做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影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积极性以及其他债权人的搭便车行为 。 但是，
任何制度均难以绝对完美，立法应当权衡利弊，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减少弊端。 如果在合同法制订之
时，可以由于“三角债”问题严重而采取“不入库”做法，那么随着强制执行法的完善以及该问题严重性
的降低，是不是就可以废除“不入库”做法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强势债权人侵害弱势债权人的利
益，债权人不能得到平等清偿。由于破产理念的缺失和破产法长期缺位 ，债权人平等清偿原则在我国长
期被忽视，直到近些年随着破产法的发展才逐渐被意识到 。破产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在债务人破产时
［15］
对普通债权人进行公平分配； 除法律规定的破产清偿顺序之外，部分债权人不应获得优先清偿 。 而
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处于破产状态时，法律亦应鼓励债权人提起破产或强制清算申请，而不是

鼓励债权人争相向法院起诉以瓜分处于破产状态的债务人财产 （ 包括债务人的债权 ） ———而这正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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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及第 14 条第 2 款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实行“入库”做法不仅是逻辑推演
的结果，而且在当下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 在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案件中，债务人公司往往几无资产、处
于破产状态，此时，“不入库”做法所体现的简易的债权回收手段的功能应让位于“入库 ”做法所包含的
债权人平等清偿原则。
在采纳“入库”做法之后，
公司债权人得请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承担的责任范围就不需要再以其个
人债权的不能清偿部分为限，
而得以该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范围为限。这与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法理显
然更加吻合。这样的话，
原则上，
当一个法院受理公司债权人对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的直接请求之后，其
他法院就没有必要再受理其他公司债权人的相同请求。也就是说，
多重诉讼的问题也就可以避免了。
( 二) 破产程序外的必要共同诉讼①
《合同法解释一》第 16 条第 2 款规定：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
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在公司法中应用债权人代位权制度时，自然也得适用该规定。 因
此，对于前文列举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四个案件 ，该院完全可以予以合并审理。 不过，如
前文所述，由于这四个案件均是由虹口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 ，加之债权总额小于股东的违反出资义务的
额度，多重诉讼的问题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明显。 但是，要是公司债权人在 （ 或可能在 ）
不同法院提起诉讼，又或者债权总额大于股东的违反出资义务的额度时 ，合并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合同法解释一》第 16 条第 2 款却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限制。首先，
但是，
根据“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
该规定似乎属于对任意共同诉讼的规定。其次，该规定仅适用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
理”的字面规定，
人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形，亦即，如果仅有一个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或者虽有其他债权人提起但法
院并不知悉时，
就不存在合并审理的可能。问题是，
这里是否存在进行必要共同诉讼的可能呢？
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里存在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 第 56 条的余地。 根据该规定，“共有财产
权受到侵害，部分共有权人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应当列为共同诉讼人 ”。 一方面，至公司债权人提起
代位权诉讼时，股东仍未补缴出资，本身就得视为对公司财产的一种消极侵害 。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
在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案件中，债务人公司往往几无资产、处于破产状态，依照公司产权理论中的“状
［16］
。 换句话
态相依所有权”理论，公司债权人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剩余利益索取者 （ residual claimants）
说，此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公司债权人视为公司财产的共有人 。 考虑到各公司债权人间同时存在“事实

上”和“法律上”的牵连性，为“便于查清案件、正确分配责任、充分保护当事人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并
从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出发”，理应类推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6 条的规定②。
( 三) 破产程序中的处理: 管理人的代表权和破产撤销权
前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所针对的是公司尚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 ，公司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就是另
外一种解决思路了。而且与前两种解决思路相比，破产程序中的处理是唯一有明确的现有规定的思路 ，
不需要进行修正立法，也不需要法院“大胆”地进行类推适用。
在破产程序中，公司的诉权由管理人行使，债权人只能通过债权人会议行使相关权利 ，因此，债权人
代位权在破产程序中并无适用的空间 。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的。 一方面，管理人是破产财团
的代表机构，有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 另一方面，这也是自动冻结 （ automatic stay） 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20 条的规定，在破产受理之后，即使是“已经开始而尚未
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也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 ”才能继续进行。
在破产受理后才开始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自不待言 。 有疑问的是，“有关债务人的民事
诉讼”应当如何理解，是否包括以债务人作为第三人的诉讼呢？ 而实务中，在债权人代位权案件中，债
①

也有学者主张，在破产程序之外，可以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和按比例分配原则来解决公司债权人间的平等清偿问题，参见前注 4，

183 页。但本文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原因有三： 其一，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
刘俊海书，第 162—163、
范围； 其二，公示催告程序需要申请人提出申请，而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谁可作为申请人、申请人是否有义务申请均存在疑问； 其三，
公示催告的效果不佳，且公示催告对其他公司债权人能否产生除权效果也存在疑问。
参见章武生等： 《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误区与制度重构》，载《法律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② 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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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公司有时是作为被告①，也有时是作为第三人②。本文认为，考虑到自动冻结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
禁止所有企图对债务人提出请求或者直接对债务人财产实施执行的行为以达到解救债务人和公平对待
［17］
所有债权人” ，只要是对破产财产可能形成影响的诉讼 ，都应当受自动冻结的拘束。
即使公司债权人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在破产受理之前就从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获得了给
付，在破产受理之后，法院也有可能予以否认。如前文所述，破产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在公司不能清
偿全部债务时对同一顺位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 。为避免在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权人争相瓜
［18］

分处在破产边缘的债务人的财产 ，实现公平清偿债权人的破产目标

，各国破产法均规定对偏颇性清

偿可以撤销。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也不例外： 第 31 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
务提供财产担保”或“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 ”行为，若发生在破产受理前一年内，管理人有权撤销；
第 32 条规定，“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行为，若发生在破产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当时“债务人有本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管理人有权撤销，除非“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
然而，与普通的偏颇性清偿不同，公司债权人通过行使代位权所获的给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
特殊性是否会影响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呢 ？
这种特殊性就在于，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责任往往都是以生效判决为基础的 。
那么，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是否可以撤销依照法院判决的所为的履行或者强制执行呢 ？ 对这个问题，
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实务中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 。否定说最主要的顾虑在于撤销
对生效判决的履行和强制执行，会削弱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且就执行行为而言，债务人并非自
愿进行清偿。肯定说则认为，对生效判决的自愿履行或强制执行 ，实质上与其他偏颇性清偿一样，造成
了债权人受偿上的不公平，因此具有可撤销性。 而且，生效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并不会因此受到影
响，履行被撤销后债权人仍可在破产程序中要求债务人履行 。换言之，只是生效裁判的执行方式发生变
［19］
化，由破产程序外的个别履行变为破产程序中的履行 。 本文也认为，肯定说更资等同，至少从《企业
破产法》的规定来看，偏颇撤销并不存在过错要件，即使第 32 条的规定，也只要求客观上“债务人有本
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而不要求债权人主观上对此属于明知或应知 。而破产法制先进国家，如
美国和德国也均承认管理人得撤销基于判决或强制执行的偏颇清偿 ③。
五、结论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追究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的责任，《公司法解释三 》将债权人代位权制
度引入公司法领域。这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其实施会产生诸多问题，
包括多重诉讼问题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思路，包
括： “不入库”做法的废除、破产程序外的必要共同诉讼以及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代表权和撤销权。 不
过必须承认，这三种思路各有利弊： 前两种要么需要进行修正立法，要么就需要法官的大胆类推适用 ； 第
三种是现成的，但是却仅适用于破产受理之后。
一个比较法上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德国《股份公司法 》第 93 条第 5 款亦规定当董事违反其对公司
的某些义务时，以公司的债权人不能从公司取得清偿为限 ，公司的赔偿请求权也可以由公司的债权人主
张； 损害赔偿归于债权人而非公司。然而，实践中该条款很少被用于非破产的情况下 。而一旦出现破产
原因，德国法规定董事有提出破产的义务 ； 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则应由破产管理人或财产监督人 （ 而非
①

如前文提到的大连大锻有限公司与鞍山市政府案。

如前文提到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所审理的四个案件。
美国常见的三种偏颇清偿行为包括： （ 1） 为清偿一项债务，债务人彻底转让了自己的金钱、动产、不动产； （ 2） 债务人用自己在财
产上的权利作为担保物用以担保一项债务； （ 3） 债务人的财产受非自愿的担保如判决、执行或法律规定的扣押担保的约束，或受衡平法
②
③

上推定的信用或担保的约束，参见前注 30，大卫·G ﹒爱泼斯坦等书，第 285—286 页。《德国支付不能法》第 141 条明确规定，“对法律
行为已经取得具有执行力的债务名义、或行为系因强制执行所取得的，不因此而排除撤销权”，参见杜景林等译： 《德国支付不能法》，法
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 页。

132

李小宁: 评债权人代位权在公司法中的应用

债权人） 来行使对董事的赔偿请求权。 大胆设想的话，说不定确立公司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对这些问
题的解决也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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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Creditor’s Subrogate Right in Company Law
—Creditor’s Remedies in the Case of Shareholder’s Violation of Duty of Contribution
Li Xiaoning
（ Law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orporate creditors and hold the shareholders who violate the duty
of contribution responsible，“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Cert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Ⅲ） ”has introduced the creditor’s subrogate right into company law． Nevertheless，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ight in company
law and in contract law． On the one hand，the differences show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law practice concerning this right，but on the other hand，problems such as multiplicity of suits and conflicts among creditors
have also arisen．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possi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trying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editor’s abrogate right in company law．
Key words： duty of contribution； creditor’s subrogate right； avoidance of preferential transfer； joint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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