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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准用买卖合同障碍研究 *
——《合同法》的假设、解释与不完备性

林斯韦

[摘

要]

股权价值始终在目标公司是股权转让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障碍之一，最高人

民法院颁布的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集中展现了这一障碍，但由于解除权、分期支付、履行先后、
利益衡量等裁判理由的介入，该障碍被遮盖，不同审级法院的裁判说理也因此难有强说服力。
考察司法实践，准用障碍可以区分为先天障碍与后天障碍 ：前者指《合同法》典型买卖合同的
立法假设与股权转让合同相差甚远，股权价值即属于先天障碍中的客体假设偏差障碍 ；后者指
以典型买卖合同为模型的类推解释遭遇价值判断介入过度、部分模拟推理的难题，先天与后天
障碍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最终撕裂了准用规则，使之名存实亡。障碍生成根本原因在于《合同
法》的不完备性，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未能揭示股权转让合同准用规则的障碍，难以有
效指导司法实践、指引当事人行为。从标准化成本、预期负外部性考量，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
的裁判在个案中是有效率的，但在股权转让规范体系的构建中，却未必是最有效率的选择，股
权转让合同规范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以坚持共同价值最大化原则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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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14 批指导性案例，其中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汤长龙诉周
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是首次发布的有关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指导性案例。该案历经一审、二审、再
审成为指导性案例，三次裁判的理由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充分展现了不同层级法院在股权转让
合同准用买卖合同问题的上的立场态度，极具有研究价值。该案的主要法理价值在于揭示了股权转让
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障碍，但因案情复杂，适用法律规范繁多，这一案例的真正价值有被掩盖之虞。
* 本文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一般项目“商个人制度完善的重大理论与立法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
17SFB2037）的阶段性成果，2019 年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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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67号指导案例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理由的评述
（一）第67号指导性案例事实概要
原告汤长龙与被告周士海于 2013 年 4 月 3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
协议》
，双方约定 ：周士海将其持有的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 6.35% 股权转让给汤长
龙，股权转让款合计 710 万元，分四期付清，即 2013 年 4 月 3 日付 150 万元 ；2013 年 8 月 2 日付
150 万元 ；2013 年 12 月 2 日付 200 万元 ；2014 年 4 月 2 日付 210 万元，此协议双方签字生效，永不
反悔。协议签订后，汤长龙于 2013 年 4 月 3 日依约向周士海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50 万元。因汤
长龙逾期未支付约定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周士海于同年 10 月 11 日，以公证方式向汤长龙送达了《关
于解除协议的通知》
，以汤长龙根本违约为由，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次日，汤长龙即向周士海
转账支付了第二期 150 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履行了后续第三、四期股权转让
款的支付义务。周士海以合同已经解除为由，如数退回汤长龙支付的 4 笔股权转让款。汤长龙遂向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周士海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无效，并责令其继续履行合同。
2013 年 11 月 7 日，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的变更（备案）登记中，周士海所持有的
6.35%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汤长龙名下。〔1〕

（二）一审裁判评述
一审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汤长龙未按《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约定的
期限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150 万元，迟延时间长达两个月，其逾期付款的行为是酿成本案纠纷的
主要原因，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约定的款项系
〔2〕
〔3〕
第 174 条，
参照《合同法》
分期支付，逾期付款超过总价款的五分之一，根据《合同法》第 94 条、

第 167 条，〔4〕周士海有权解除合同，驳回汤长龙的诉讼请求。〔5〕
一审法院认定汤长龙迟延履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既符合《合同法》第 94 条的法定解除条件又同时
符合《合同法》第 167 条分期付款合同解除条件。至于汤长龙迟延履行是符合《合同法》第 94 条第（三）
项还是第（四）项的情形，法院并未写明。一般认为，
《合同法》第 94 条第（三）项属于迟延履行时的
催告解除，第（四）项属于根本违约解除的一般规定。〔6〕从裁判来看，一审法院论证了“周士海通过
见证人及律师对汤长龙进行催收符合生活常理”
，也并未就《合同法》第 94 条第（四）项“合同目的”
进行论证，由此可推知一审法院认定汤长龙迟延履行是符合《合同法》第 94 条第（三）项条件。
一审法院对催告事实理解的这一错误后被二审法院所纠正。暂且不论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法律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指导案例 67 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courtapp.
chinacourt.org/zixun-xiangqing-2783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合同法》第 94 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合同法》第 174 条 ：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4〕《合同法》第 167 条 ：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
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5〕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法院判决书（〔2013〕成民初字第 1815 号）。
〔6〕朱广新 ：
《合同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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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意义的是，基于同一事由而产生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否既能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又能
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合同法》第 94 条可分为两类，第（一）项至第（四）项为一类，属于
根本违约法定解除权的基本规范，第（五）项为另一类，属于指向合同其他解除事由的特别规范，
第（五）项规定其他解除事由的特别规范能否与《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特别法的解除权规范同时
引用？回答是肯定的，不同于法条竞合，同一事由满足的基本规范构成要件若与《合同法》分则或
者其他特别法解除规范的构成要件不同，应允许同时援引适用，只是需要加强论证说理。
然而，在上述论证的是直接适用的场合，在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法院仅是“准用”
《合同法》第 167 条，却是“根据”
《合同法》第 94 条裁判。对于某一法律事实，当同时符合“直接
适用”与“准用”的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且产生同样的法律效果时，应该只援引“直接适用”的法律
规范，因为“准用”存在类推的过程，并不准确。〔7〕因此，一审中同时援引《合同法》第 94 条与第
167 条是欠妥当的。

（三）二审裁判评述
二审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合同法》第 167 条规定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最根本特征是
标的物先行交付，也即在出卖人交付货物、买受人实际控制货物后，出卖人收回剩余款项的风险加大，
法律赋予出卖人在符合特定情形下解除合同或选择要求一次性支付货款的权利。《股权转让资金分期
付款协议》没有明确约定股权交付与分期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故不具备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关于
标的物先行交付的基本特征 ；周士海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尽到合理催告义务，也不符合《合同法》
第 94 条规定的情形，故周士海无权解除合同，遂予以改判，确认周士海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
资金分期付款协议》行为无效。〔8〕
二审裁判纠正一审裁判认定周士海的催收事实错误，这一立场为再审法院所认同，如此一来，
该案适用《合同法》第 94 条的路就被“堵死”了。唯需讨论的是，二审法院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的理解是否得当？二审法院认为，
《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的阻碍
是“没有明确约定股权交付与分期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但 2013 年 11 月 7 日周士海所持有的 6.35%
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汤长龙名下，虽然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没
有确定履行先后顺序，但客观上类推“符合标的物已交付，但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
部价款的五分之一”之要件，是否可视为当事人行为对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如果这一质疑成立，
则大大削减了“没有明确约定股权交付与分期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的说服力。此外，二审裁判还
从“平衡出卖人、买受人之间的利益”的角度增强论证，但并未继续论证为何不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便是“平衡出卖人、买受人之间的利益”。〔9〕
〔7〕“参照适用”的不准确是相对与“直接适用”而言的。“模拟推理虽有助人们对已知事物的认识扩展到未知事物上，但
它是一种或然性的推论，而不必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参见张骐 ：
《论类似案件的判断》，载《2014 两岸四地法律发展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 2014 年版，第 17—21 页。
〔8〕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 432 号）。
〔9〕 二审法院认为 ：
“法律赋予出卖人在一定情形下规避风险的措施，包括解除合同和要求一次性支付货款，立法宗意在
于平衡出卖人、买受人之间的利益。结合双方 2013 年 4 月日所签《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的约定，周士海将其持
有的青岛变压器集团成都双星电器有限公司 6.35% 股权转让给汤长龙，股权转让款合计 710 万元分四次支付，但没有明
确约定股权交付与分期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故本案《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不具备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关于标的
物先行交付的基本特征，故本案《股权转让资金分期付款协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67 条关于买卖合同
分期付款的规定”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川民终字第 432 号）。二审裁判援用“立法宗旨”甚至
不知道为了论证什么，后文的“不满足基本特征”与前文没有丝毫逻辑的关联，似乎遮遮掩掩地想道明“股权分期转让合
同不符合立法宗旨”，却又有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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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审裁定评述
再审裁判似乎意识到二审法院说理不足的地方，补充列举了 5 点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的障
碍，逻辑层次上显得层层递进。〔10〕首先，《合同法》第 167 条第 2 款“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
的物的使用费”表明“该条规定一般适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标的物交付与价款实现在时间上
相互分离，买受人以较小的成本取得标的物，以分次方式支付余款，因此出卖人在价款回收上存在
一定的风险”，而股权转让合同无需支付使用费，因此不可准用”；其次，
“如果目标公司没有在股东
名册上登记汤长龙的股权，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之前，汤长龙就没有获得周士海转让的股权。本案
中双方约定的第二期价款支付的时间在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之前”；复次，
“本案中买卖的股权即
使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股权的价值仍然存在于目标公司。周士海不存在价款
收回的风险”；再次，
“从诚实信用的角度看，由于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确载明“此协议一式两份，
双方签字生效，永不反悔”
，周士海即使依据《合同法》第 167 条的规定，也应当首先选择要求汤长
龙支付全部价款，而不是解除合同”；最后，案涉股权已经过户给了汤长龙，且汤长龙愿意支付价款，
周士海的合同目的能够实现。
虽然结论相同，但相较之下，再审的裁判说理无疑缜密许多，但即便如此，尚存斟酌考量之处。
首先，
“是否支付使用费”不足以构成准用 167 条的障碍，因为法条表述为“可以”，而非“必须”，且“准
〔11〕
其次，
用”法律规范并非为待参照的特定事实立法，某些非核心的前提要件本身就需要扩张解释 ；

正如上文所质疑的，该案客观上满足“符合标的物已交付，但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
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条件不能予以忽略；
复次，法定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行使该权利是法律规定，
并非违反诚信信用原则。再次，周士海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不应从事后观察，应在汤长龙迟延履行
之时判断。最后，唯有“本案中买卖的股权即使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股权的
价值仍然存在于目标公司。周士海不存在价款收回的风险”该点理由值得仔细考量。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不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除了上述几点理由，最高法增加了“汤长龙受让股权是为参与公司经
营管理并获取经济利益，并非满足生活消费”这一论据，同时对“股权价值存在于目标公司”进行
更为充分的展开，最高院认为 ：
“周士海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出让人，基于其所持股权一直存在
于目标公司中的特点，其因分期回收股权转让款而承担的风险，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分期付款买卖
中出卖人收回价款的风险并不同等”
。〔12〕值得注意的是，“股权一直存在于目标公司中的特点”并非
股权分期付款转让合同所特有，在股权一次性付款转让合同中也存有此特征，如果股权分期付款转
让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障碍成立，那么，也应阻断股权一次性付款转让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途径。

二、股权转让准用规则的实践考察
或许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者也都没有意识到，该案生成了股权转让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障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 2532 号）。
〔11〕这属于“找法”的第三种可能。“找法”有三种可能，其一，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
其三，
虽有规定，但因过于抽象，需加以具体化。参见梁慧星 ：
《民法解释学》，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5 页。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指导案例 67 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courtapp.
chinacourt.org/zixun-xiangqing-2783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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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股权价值定在”〔13〕。然而，在本案繁复冗杂、
“层层递进”的裁判理由下，这一真正值得重
视的理由被掩盖了，以至于指导性案例的最终裁判要点仅得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
合同不应适用《合同法》第 167 条”点状制度性成果。如果“股权价值定在”这一障碍真的存在，那么，
阻碍准用的不仅仅是《合同法》167 条，冲击的将是现有的股权转让合同准用规则。
需要在规范层面考察与在实践层面验证的是，这一障碍并非司法机关偶然地、人为臆造产生的
鸿沟。典型买卖合同裁判规则已无法在理论层面解释与容纳股权转让合同，法院裁判时也难以在个
案审理中准用典型买卖合同规范来解决股权转让纠纷。

（一）准用规则的司法实践考察
股权转让合同在规范层面合乎体系与逻辑的准用《合同法》第九章“买卖合同”遭到了上述障碍，
所能准用的条款似乎乏善可陈。那么，法院在处理股权转让纠纷时，援引的都是哪些典型买卖合同
条款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45 条第 2 款规定 ：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准用买卖合同的
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 174 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因此，
法院决定准用典型买卖合同必先援引第 174 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高级搜索中，全文搜索键入“股
权转让”
，案由选择“股权转让纠纷”
，法律依据键入“
《合同法》第 174 条”
，裁判日期限定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共得到 12 个案例，为了避免有的法院只引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第 45 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高级搜索中，全文搜索键入“股权转让”，案由选择“股权转让纠纷”，
法律依据键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
，裁
判日期限定为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共得到 42 个案例，这两部分的案例有所重复，
除去重复的案例，最终得到 51 个案例。在这 51 个样本案例裁判中，法院均援引了《合同法》第 174
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45 条，这说明法院都有准用典型买卖合同一个及其以上的条款。那么，
这 51 个案例都相应参照了什么条款呢？统计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
股权转让纠纷中准用的买卖合同援引的规则统计
（2010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0 月 29 日）
被援引的法律规范
《合同法》第135条
《合同法》第138条
《合同法》第148条
《合同法》第153条
《合同法》第159条
《合同法》第161条
《合同法》第167条
《〈合同法〉解释（二）》第27条
《〈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4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5条

总计次数
1
1
2
2
7
5
7
1
1
8
16
1

占比（%）
1.92
1.92
3.85
3.85
13.46
9.62
13.46
1.92
1.92
15.38
30.77
1.9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合同法》第九章有 46 个条款，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有 46 个条款，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也有 28 个条款，共计有 120 个条款，但是在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

〔13〕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赋予“定在”丰富的哲学意义，参见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第 135 页。但本文中的此“定在”并非彼“定在”，仅指股权价值在一定状态下较为稳定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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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个样本案例中，法院集中准用的也就上述 12 条。从占比来看，低于 5% 频率的援用应当都属于非
普遍的准用，但并不能否定这些条款的价值，因为或许这些条款在一些非典型的疑难案件中起到特
殊的作用。
《合同法》第 135 条、第 138 条、第 148 条、第 153 条、
《〈合同法〉解释（二）》第 27 条、
第 29 条即属于非普遍准用的条款。与非普遍准用规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条款的被援引频次之
高引人注目，比如《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4 条、第 3 条、
《合同法》第 159 条、第 167 条等，可
以说这些条款事实上真正构成了股权转让合同准用的法律规范。进一步考察这些案例中援引的非普遍
准用的条款，在“洪仲海与被告陈建星股权转让纠纷”〔14〕一案中法院为了说明“洪仲海应按照约定
在合同期限内履行其作为股权出让人的主要义务即向陈建星转让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陈建
星亦应按约如期履行其作为股权受让方的主要义务即向转让方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15〕，而最
后援用《合同法》第 135 条（出卖人的基本义务）〔16〕和第 138 条（交付的时间）〔17〕做出裁判，这
明显属于引用失当的情况，因为第 135 条和第 138 条属于不完备法条，只有义务，却没有责任，起
到不到裁判效果，不应作为裁判依据。在安徽安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诉被告刘进陵及其
反诉案〔18〕、杭州钱江弹簧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浙江金凤凰电气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再审申请
案〔19〕中，因为转让股权时目标公司严重负债未向受让人披露，两案法院均认为应分别准用《合同
法》第 148 条的“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20〕和《合同法》第 153 条的“标的物的瑕疵担保”〔21〕，
在这些案例援引的这些条款取得了良好的裁判效果，但如前所述，这种场合下，属于股权转让的风
险问题，而非瑕疵担保问题，援用《合同法》第 148 条、第 153 条是存在问题的。

（二）不成功的渗透：“准用”规则名存实亡
如果说《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的是公法对私法侵入的“管道”
，〔22〕《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45 条可以视为民法对商法的“渗透”通道。
“准用”的立法愿望或许在于，在股权转让合同等有偿
商事合同无特别规范可依时，裁判者应以民法上典型买卖合同的思维裁判案件，但就裁判结果而言，
这种“渗透”似乎并不成功。
首先，就《合同法》分则第九章的典型买卖合同的规范而言，几乎多数的规范存在明显的、超
出文义射程的准用的障碍，再高明的解释者或许都不能将充满“包装方式”、
“检验标准和方法”、
“标
的物需要运输”的法条与股权联系起来，条款的语言过于具体，使得扩张解释的空间极为有限。
然后，实践中法院准用的典型买卖合同条款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构成准用“规范群”的是《买

〔14〕参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同民初字第 1028 号）
。
〔15〕参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同民初字第 1028 号）
。
〔16〕《合同法》第 135 条：
“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
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17〕《合同法》第 138 条 ：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间的，出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间内的任
何时间交付”。
〔18〕参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蜀民二初字第 01489 号）
。
〔19〕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绍商提字第 6 号）。
〔20〕《合同法》第 148 条 ：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
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21〕《合同法》第 153 条 ：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
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
〔22〕参见孙鹏：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52 条第 5 项的理解与适用》，载《法
商研究》2006 年第 5 期，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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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4 条、〔23〕第 3 条、〔24〕
《合同法》第 159 条、〔25〕第 167 条。〔26〕
《买卖合同司法
解释》第 24 条属于违约金的确定，这属于技术性条款，且应运用于一切合同类型，很难说其中蕴含
着什么典型买卖合同的基本规范或者特殊品性，
《〈合同法〉解释（二）》第 27 条、第 29 条亦是如此，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 条是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划分，是对《合同法》总则第 51 条的解释，
也不属于典型买卖合同的内容，
《合同法》第 159 条不具有裁判效力，第 167 条被第 67 号指导性案
例所否定，那么还剩下什么？
最后，
或许有论者会以非普遍准用
《合同法》第 148 条的“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第 153 条的“标
的物的瑕疵担保”为由提出反驳，
典型买卖合同中权利瑕疵和质量瑕疵担保制度确是非常重要的制度，
也是典型买卖合同中调整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体现。然而，且不论准用该条是
否得当，单就规范数量而言，
《合同法》第九章 46 个条款仅有寥寥三四个条文成为准用规则的主要
法律规范，这不正体现着准用规则的单薄无力么？其次，上文已论述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瑕疵担
保责任涉及股东出资责任问题，
这与《合同法》典型买卖合同构造已存在实质的不同，应直接援引《〈公
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相关规则。
综上，准用规则可谓名存实亡。准用规则存在诸多障碍，一部分障碍正如在规范体系中所展现的，
是立法文本的言语的射程不广导致的，但这仅是表面现象，真正障碍在于《合同法》立法假设的差
异。而另一部分，只观察到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的局限，却无法探明法院“拒绝适用”或是“没有适用”
的原因，然而，第 67 号指导案例弥补了这一空白，很好的展现了法院“拒绝适用”的解释障碍，而
这正是准用规则遇到的后天障碍。

三、股权转让准用规则障碍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理由中认为 ：
“一般的消费者如果到期应支付的价款超过了总价款的五
分之一，
可能存在价款收回的风险。本案中买卖的股权即使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
股权的价值仍然存在于目标公司。周士海不存在价款收回的风险”。相同的理由阐释在其后发布的指
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中再此出现，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理由的认可。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知，
该理由是本案中最有说服力的理由，股权价值定在属于准用规则的先天障碍，具体而言，属于先天
〔23〕《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4 条 ：
“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
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
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
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
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
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24〕《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 条：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
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5〕《合同法》第 159 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26〕《合同法》第 167 条 ：
“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
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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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中的客体假设偏差。

（一）先天障碍：假设偏差
典型买卖合同的假设主体和假设客体与股权转让合同均存在不小的偏差。Alan Schwartz 和
Robert E. Scott 将《合同法》的规制主体分为：厂商对厂商；个人对个人；厂商对个人；个人对厂商，
这四种合同主体形态分属不同部门法规制，第二类由婚姻家庭法和物权法管辖，第三类由消费者保
（第 2 版）构成了
护法管辖，第四类由劳动法管辖，而《统一商法典》第 2 条〔27〕和《合同法重述》
规制第一类契约的主要规范。〔28〕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属于商事主体，也应属于“厂商对厂商”规
制范围。虽然我国不存在专门的商事合同立法，但是《公司法》第 71 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
〔29〕
那么，
规范表明商事立法与商事实践严重脱节，商事实践则“自发地纠正了一个立法制造的错误”，

《合同法》典型买卖合同准用股权转让合同主体是否也属于“错误”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错误首先体现为主体偏差 ：由于《合同法》规制民事主体，股权转让合同
则适用于商事主体，在立法精神上，
《合同法》贯彻的是“公平”原则与“共同价值最大化”的商事
原则相悖。《合同法》第九章的法条规范充满了“父爱主义”的气息，从检验义务、瑕疵担保到风险
负担，无不是基于公平原则分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这些规则虽然公平，但对股权转让当事人
而言并非最有效率的。以第 148 条标的物的瑕疵担保为例，若转让的标的物股权存在出资瑕疵的担
保问题，受让方拒绝接受标的物，解除合同并非是最佳的选择，因为目标公司已倾注一定信任与受
让方，动辄拒接接受、解除合同引发公司股权再次波动，合同交易的共同价值为最低。相反，如果
接受转让股权，再以追究出让方瑕疵出资方式治愈履行瑕疵，虽然当事人在交易当时权利义务不对等，
但合同交易的共同价值远高于前者。
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典型买卖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极为具体且强硬，缺乏对商主体
意思自治的必要尊重。普通民事主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缔约能力，立法者出于“将纠纷扼杀在摇篮里”
的愿望，因此《合同法》第九章规范多呈现为具体的强制性规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统
一商法典》的法条中则是充斥着“合理地”
、
“正直地”、“公平地”、“出于善意”地此类词汇。〔30〕这
类词汇的包容度极高，给商主体的意思自治留下极大空间。
这种错误其次体现为客体假设的偏差。不同于普通动产或者不动产，股权具有“股权价值定在”
的特点，该特点在第 67 号案例中重复论述。
“股权价值定在”并不意味着行为人交易无法取得价值，
而在于价值实现具有时间上滞后性与空间上依赖性的特点。时间上，受让人取得股权后，难以立刻
享受利润分红，或者马上参与经营管理，甚至就连股权转让也要遵循事先经过半数股东同意的程序
规则 ；空间上，受让人行使提案、表决等权利必须通过股东会这一平台。因此，股权中各种具体权
〔27〕《统一商法典》对商人定义 ：§ 2-104. Definitions: (1) "Merchant" means a person who deals in goods of
the kind or otherwise by his occupation holds himself out as having knowledge or skill peculiar to the practices
or goods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or to whom such knowledge or skill may be attributed by his employment
of an agent or broker or other intermediary who by his occupation holds himself out as having such knowledg
〔28〕See Alan Schwartz  & Robert E . Scott,”Contract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Law”,at 5,Available
at SSRN: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397000.
〔29〕王军 ：
《实践重塑规则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限制规范检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 36 页。
〔30〕   See UCC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302,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7, 2-503, 2-504, 2-508, 2-511, 2-513,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2-609, 2-610, 2-612, 2-614, 2-615, 2-704, 2-705, 2-706, 2-709, 2-710,
2-712, 2-714, 2-715, 2-716, 2-718, 2-719, 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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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实现需要受让方后续倾注更多努力，这种努力的成效很大程度取决于目标公司，这一特征与旨
在导致物权变动效力的买卖合同明显不同。
传统上，股权可以划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股权利益当然也可以划分为自益权利益和共益权
利益。但这样的划分并不能解释股权利益定在的原因。股权利益定在的成因在于股权的特质。无
论是债权说、物权说还是社员权说都未能全面描述股权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紧密结合的特征，
股权应是一独立的权利类型，〔31〕财产性权利的实现紧密依附于人身性权利，二者不存在目的权利
和手段权利的区别，〔32〕应该认为，财产性权利和人身性权利都是目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何被限制利
润的股东仍享有投票权。〔33〕此外，财产性权利紧密依附于人身性权利行使，同时这种人身性权利
又受制于目标公司的团体性约束，诸如表决、分红、转让均受制于其他股东的意见。因为股权这
种复合性权利的特征，使得股权利益（财产性利益）的实现或者说“变现”，并不如债权、证券等
财产性权利那么“灵活”。
如果说，股权价值定在体现于上述所言的“不灵活”
，那么，便生成了上述的客观假设偏差。典型
买卖合同针对的传统有体物，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一次性付款还是分期付款，因为标的物易流
通的特性，都存在损毁、灭失、转卖的风险，典型买卖合同规范设置体系化条款规制这一风险。然而，
股权转让并不存在损毁、灭失的风险，至于“转卖”的风险依照《
〈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26 条
规定准用善意取得制度，而这恰恰又是不正确的。〔34〕因此，股权转让纠纷准用典型买卖合同颇不妥当。

（二）后天障碍：法律解释难题
纵使存在诸多的先天障碍，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45 条的措辞是“可以准用买卖合同的有
关规定”
，这便给法律解释留下了空间。但法律解释上遇到的障碍丝毫不亚于先天障碍。
准用规则属于法的漏洞填补，
而非解释适用，因为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45 条指示，是在“没
有规定的”的前提之下，方能准用买卖合同。以买卖合同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模型，属于模拟推理，
模拟推理成功的前提在于推理的因素是否具有类似性，这些因素包括 ：事实、法律、争议、相关的
类似性、〔35〕从卡尔·拉伦次到亚瑟·考夫曼再到罗伯特·阿列特西，均认为类似性的认定掺杂了一
定的价值判断。〔36〕模拟推理的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过度价值判断。唯需要判断的是，股权转让合
〔31〕参见江平、孔祥俊 ：
《论股权》，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 1 期，第 72—73 页。
〔32〕参见江平、孔祥俊 ：
《论股权》，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 1 期，第 75 页。
〔33〕《〈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17 条 ：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
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
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4〕《〈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26 条第一款 ：
“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
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 106 条的规定处理”。
《〈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28 条第一款 ：
“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
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
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 106 条的规定处理”。
这种参照适用也是不正确的。在《〈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26 条适用场合，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属于有权处分，
不可能产生善意取得的前提 ；在《〈公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第 28 条适用之场合，让受让人自证其善意，“岂非掩耳盗铃
乎！”参见李建伟 ：
《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9—240 页。
〔35〕 参见张骐 ：
《论类似案件的判断》，载《2014 两岸四地法律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
2014 年版，第 17—21 页。
〔36〕参见雷磊 ：
《模拟法律论证——以德国学说为出发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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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准用买卖合同其中介入的价值判断是否过度。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从
“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利益衡量两个角度展开论证，阐明为何不能准用《合同法》
第 167 条关于出卖人解除权这一问题，便存在价值判断介入过度的问题。〔37〕
除了价值判断过度介入，尚且值得注意的是模拟推理的逻辑缺陷。在第 67 号案例中，显露出的
并非是单纯的由 A 推理至 B 的模拟推理模式，而是 A 部分符合 B 部分要素（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
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
，又部分不符合 B 部分要素（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
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收回价款的风险并不同等）
，最后推出产生 B 的部分法律效力（可以要求买受
人支付全部价款）的推理思路。这种推理方式异于典型的模拟推理，可以称之为“部分模拟推理”
。
由此产生的疑惑是，同一个要件 A 缘何可以满足 B 部分要件，便能产生部分 B 的效果？
“部分模拟推理”的这种不完备性反映了法院对“类似性”标准审查的放松，即股权转让合同不
必同典型典型买卖合同的全部构成要件“相似”
，只要符合其中的特定要件，便能产生特定效果。真
正的问题在于，为了使得法律事实 A 准用 B，法院将本属于 B 专有的法律事实割裂为几个部分 B1、
B2……，对应的法律效果也割裂成 C1、C2……，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这种“部分模拟推理”已
经超出了模拟推理的范畴，因为模拟 B 法律事实 B1、B2……同 B 的法律效果 C1、C2……非一一对
应的关系，股权转让合同准用典型买卖合同有削足适履之嫌，撼动地将是基础 B 的法律规范体系。

（三）准用规则被合力撕裂
先天障碍和后天障碍并非是孤立地发挥作用，二者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最终撕裂了准用规则。
质言之，这种合力的形成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假设主体的偏差加剧了法律解释的价值判断介入程度。因为典型买卖合同规制的民事主
体与商事主体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准用时，多有不相似之处，必须通过价值介入补充论证，在不
能援用准用规则的时候，也需如此，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便是一例子，准用规则因此增高了论证成本，
由规范内的逻辑推理驶入了价值判断的泥沼。
其次，假设客体的偏差加剧了“部分模拟推理”的不完备性。因为股权具有普通动产、不动产
不具备的股权价值定在特性。因此，以典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中心所构建的构成要素很难完全符
合股权所有的要素特征，挂一漏万或是常有之事。法院在援用准用规则时，要冒着“适用法律错误”
的风险，因为法律事实客观上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客体，甚至与其相去甚远。
最后，
解释的难题将反过来印证先天假设的偏差。当法院通过价值判断过度介入、
“部分模拟推理”
论证股权转让准用或者不准用典型买卖合同时，便在法规范的构成要件上，逻辑地、先定地判定股
权转让无法与典型买卖合同契合。因为法规范的适用逻辑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所谓价值判断抑
或法律原则的介入是为了补强法规范适用前提中某个或某几个要素的缺失。
上述三途径，使得先天障碍与后天障碍互相作用，最终形成合力彻底撕裂准用规则。股权转让
与典型买卖合同早已貌合神离，前者纠纷之裁判规范要到后者规范体系中寻求依据，已经落入“拔
〔37〕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
“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一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交易，关涉诸多方面，如其他股东对受让
人汤长龙的接受和信任（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记载到股东名册和在工商部门登记股权，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倾注其
中。”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指导案例 67 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courtapp.
china court.org/zixun-xiangqing-2783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社会成本尚且还可以股权信任成
本理解，“社会影响”应如何理解？军报称，“郭伯雄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 http://news.163.com/15/0731/09/
AVRF1JG30001124J.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可以看到“社会影响”一词富有浓郁的政治道德色彩，
这是价值判断介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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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四顾心茫然”的境地。

四、股权转让合同准用规范的重构
准用规则障碍的生成使得股权转让只能援引《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
《合同法》总则等规范，
然而，
股权价值定在等特征使得裁判规范不得不产生根本的变化，而既有的、稍显单薄的法律规范已不足提
供裁判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裁判陷入了不知“何法可依”的境地，重构股权转让合同迫在眉睫。
如何构建恰当反映股权转让特征的、符合商事交易习惯、促进商事交易的股权转让规范？首先
需要反思的是，我国《合同法》为什么规制股权转让失效，微观的答案是上述所涉及的种种障碍，
宏观层面，所有的障碍都可归结于《合同法》的不完备性这一简洁却最为深刻的回答。

（一）剩余立法权的分配：以英国股权转让合同确认规则发展为例
创设一套完备的《合同法》仅是个梦想，所有法律，尤其是《合同法》
，会因为新技术的出现、
新纠纷的涌现而使得既有的法律规范相形见绌。如果法律不完备，立法及执法权的最优分配将变得
至关重要。因为立法和执法的分配直接影响不完备法律的实际适用效力，法院作为事后纠纷的处理者，
以被动的执法方式行使剩余执法权并非总是最有效的。以英国——这个证券市场交易曾经长期且今
天也高度发达国家的历史为例，便可以看到，
《合同法》在面临股权交易时所受的冲击，以及法院虽
然有积极填补漏洞的努力，但显得并不是那么有效。
早期英国合同法规定，如果买方在发现使其有权撤销合同的事实之后仍确认了合同，则他将丧
失撤销合同的权利。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买方在发现了货品的瑕疵仍不断使用。但股东与公司之
间的复杂关系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什么可视作对合同的确认 ：卖出股票，建议经纪人卖出股票，
还是参加股东大会？在“Briggs 案”中，法庭认为，Briggs 要求经纪人抛售麦芽公司股票是以股票所
有者的身份行事，这表明，Briggs 已经确认了合同，从而丧失了撤销合同的权利。法庭的推理是，当时
Briggs 已经知晓公司章程的内容，即他当时可以撤销合同。因此抛售该股票表明他已确认了与该公司之间
， 在“Sharpley 案”中法院认为，如果项目的实际
的合同。〔38〕除了“Briggs 案”中的“抛售即确认规则”
期限明显不同于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而股东仍积极支持投资项目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股东无权撤销合
。到了“苏格兰石油公司（Scottish  Petroleum  Company）案”
同，〔39〕这可称为“支持项目即确认规则”
，认为“虽然股东可以过一段时间再采取其他额外行动，不过，一
中，〔40〕法院发展了“沉默即确认规则”
旦股东获悉所有事实，
‘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加以反对’
，否则应视为对合同条款的确认”
。
从“Briggs 案”到“Sharpley 案”再到“Scottish   Petroleum   Company 案”，法院逐步扩张
解释了“合同的确认”
，发展了“抛售即确认规则”
、
“支持项目即确认规则”和“沉默即确认规则”
，
在证券交易的冲击下，合同确认规则已发展出新的内涵，原有的合同确认的构成要件一次次在法院
的扩张解释中被冲击，
“但是，由于行为人不断突破法律的界限，或新的发展对法律的适用范围提出
质疑，所以每种新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会引起新的诉讼”。〔41〕英国法院被动行使上述剩余立法权的

〔38〕Parte Briggs（1866）LR 1 Eq 483 at 487.
〔39〕Sharpley v. Louth and East Coast Railway Company（1876）2 Ch.D. 663.
〔40〕（1883）C.D. 413.
〔41〕 See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Incomplete Law -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at 37,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
com/abstract_id=31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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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1948 年《公司法》修订案中规定了交易所实行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伦敦证券交易所进一步扩展了其作为公司监管者的角色，要求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42〕交易所还会
通过自己的
“股票上市部”
审查所提交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批准或不批准证券的上市。这些举措施行，
使得交易所承担了主动的监督职能，可视为执法者有效地行使《合同法》的剩余立法权。

（二）标准化成本与预期损害
英国 19 世纪中叶“合同确认规则”的发展历程表明，法院的解释一次次突破合同法上合同确认
的底线，与其说是释法，不如说是造法，即便如此，
“一案一释”的方式仍未有效行使剩余立法权以
阻止类似案件纠纷的产生。如同英国的“Briggs 案”，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开启了填补典型买卖合同
不完备性的大门。
指导性案例相当于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推行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意旨之一即在于
追求，各级法院在遇到相同案件时，应该“同案同判”，〔43〕第 67 号案例的适用面临适用困难的问题。
首先，该案事实所牵涉的法律众多，难以为各级法院抓住重点。第 67 号案例牵涉到《合同法》总则
解除权催告认定、分则分期付款的解除权的认定等法律，若未就第 67 条案例进行恰当的裁判要旨归
纳，后来的法院难以抓住重点，比如，法院很有可能在类似案件中准用的该案就解除权催告的认定。
纵使最高人民法院中在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中发布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
权受让人延迟或者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67 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合
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的裁判要旨，〔44〕也仅是对裁判结果的简单表述，并
未将其中股权利益定在的实质理由写入裁判要旨。
其次，基本原则、利益衡量的过度介入淡化了股权利益定在这一重要的特征。在指导性案例的
裁判理由中，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从“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利益衡量两角度展开
论证为何不能准用《合同法》第 167 条出卖人解除权这一问题，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不能准用
《合同法》第 167 条是当事人利益衡平、
博弈的结果。各级法院如果原则式地适用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
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有成为“向基本原则逃逸”之可能。
最后，第 67 号案例带来的仅是点状的变革，而非视角的系统转化。第 67 号案例针对的仅是“股
权转让分期支付合同”纠纷中的出卖人解除权，并未将结论推广至股权转让合同，更未将矛头指向
典型买卖合同的全部规范。股权转让合同与典型买卖合同裁判思维有着深刻的不同，其中的裂隙需
要的是裁判者由传统民事视角转化为商事视角，而再多指导性案例也无法满足这一需要。
如果说，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不能有效指导股权转让案例的裁判，不能有效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的
剩余立法权，那么路在何方？受哈特 (Hart) 不完全契约理论启发，皮斯托与许成钢创立了“不完备
法律”理论，该理论认为剩余立法权的分配有效分配取决于标准化成本与预期损害。标准化成本低、
预期损害高的事项适宜主动的分配剩余立法权，反之，标准化成本高、预期损害低的事项适宜被动
〔42〕George J. Benston，Corporate Financial Disclosure in the UK and the USA 27（1976）
。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 9 条 ：
“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
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
〔4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指导案例 67 号 ：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courtapp.
chinacourt.org/zixun-xiangqing-27831.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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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剩余立法权。〔45〕英国法院释法的低效，证券交易所监管的成功印证了证券交易合同纠纷属于
前者。股权转成合同也属于标准化成本低、预期损害高的事项。首先，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标准化成
本绝不会高于侵权损害标准化，因为股权转让合同已有《合同法》总则、
《公司法》第三章以及《〈公
司法〉司法解释 ( 三 )》等规范体系予以规范，国外股权转让规范也有丰富的发展经验可供借鉴。相
较之下，在风险社会中，侵权损害因个体差异更难以衡量，但我国一直未放弃将侵权损害标准化，那么，
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将股权转让合同标准化？其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将产生较高的预期损害，这是
由股权的复合特性所决定的。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权转让需要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投注
一定的信赖，若股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将直接摧毁这一信赖，进而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股权的
变动又可能造成人员离职、资产变动等负外部性，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因此产生较其他普通合同纠纷
更高的预期损害。
如何积极行使股权转让合同的剩余立法权呢，途径有二，一是设立执法机构事前执法，在执法中
重构标准 ；二是直接再立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备案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课
以该行政机关审查股权转让合同、监督合同履行的义务？这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在我国公司注册资
本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简政放权，不宜再课以其过重的审查监管义务，以外，
行政机关主动干预将滋生腐败，增加股权交易的成本，人为增设股权交易壁垒。因此，直接再立法
是重构股权转让规则的唯一路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进一步细化股权买合同的司法解释是当下最好
的选择。

（三）以共同价值最大化为中心的股权转让合同规范
股权转让合同规范应以共同价值最大化为中心构建，这是不同于以“公平”为中心的典型买卖
合同规范之所在。共同价值最大化关注的是甲乙双方交易后产生价值的总和，而非甲乙各自的利润。
假设甲乙为股权转让主体，甲无故违约未转让股权，甲向乙支付 10 万元违约金，甲乙之间的交
易并非共同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因为并未产生正外部性。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乙要求甲继续履行并
支付 5 万元违约金，甲同意履行，那么这一交易便是共同价值最大的选择。
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遵循的便是共同价值最大化的考量。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第 3 点称“从诚实
信用的角度……周士海即使依据
《合同法》
第 167 条的规定，也应当首先选择要求汤长龙支付全部价款，
而不是解除合同”
。该论点所称“诚实信用”不甚准确，因为以法定权利行使合同解除权与诚实信用
毫无关系，至多属于权利之滥用。但周士海要求解除合同却是一方违约形态下，各方共同价值最低
的选择，反之，若要求支付全部价款则是共同价值最高的选择。
以共同价值为中心的立法精神或许会遭遇下述批评：首先，转让合同当事人是短视、缺乏远见的，
并不总是选择共同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如此立法会误导合同当事人 ；然后，追逐合同交易的共同价
值忽视了交易所产生的诸如环境污染、增设壁垒等外部性 ；最后，合同的公平、最优分配与共同价
值最大化矛盾。
对于上述评论，可以做出以下回答 ：首先，尽管股权转让当事方并非料事如神，百密一疏也是
常事。但无法否认的是，相较于普通民事主体，商事主体具备更高的行为理性，既然如此，立法便
应就此特点设计出相应的规范，激发市场活力。其次，交易所产生的污染环境或增设贸易壁垒等负
〔45〕 See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Incomplete Law - A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ion”,at 7—25,Available at SSRN: http://
ssrn.com/abstract_id=31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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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应交由《环境保护法》
、
《反垄断法》等法律处理，而非股权转让规范规制范畴 ；最后，不可
否认，股权转让合同也应承载公平、最优分配等诸多价值，但若法律规范不能首先满足股权转让主
体共同价值最大化的需要，那么当事人规避法律，隐藏真意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若以共同价值最大化为中心，将 67 号案例置于制度设计框架中考察，便会发现，第 67 号案
例的裁判方式在个案中或许是最佳的，但在股权的价值尚不能确定时，却未必是最佳的。Alan
Schwartz 和 Robert E. Scott 从著名的 Jacob & Youngs v. Kent〔46〕案中抽象出的模型便能说明
这一问题。假设甲乙双方约定，乙为甲建造一栋楼，甲向乙分期支付相应的价款，最后一期的价款
在乙筑楼完成时给付，同时假设楼的价值是不可估价的，法院因此也无法就甲的诉请判定大楼于应
于何时，何种程度完工。于此假设下，合同双方出现道德的困境（moral hazard）。如果乙方负有
证明责任，甲方便会辩称乙方最后一期履行是有瑕疵的，降低了该大楼实际应有的价值，以此不支
付最后一期价款 ；如果甲方负有证明责任，那么乙方便会故意瑕疵履行或者不履行最后一期的义务，
并表明工程实际已经完成。
假设乙方负有证明责任，那么甲方将以保留最后一期价款的方式防止被欺骗。乙方也知道自证
大楼的完美是难以达到的，最后一期价款因此是难以取得的，因此乙宁愿放弃最后一期价款，声称
倒数第二期工程便是最后一期工程。但甲方也会料到，合同约定的倒数第二期工程不是最后一期工程，
乙方会就此欺骗自己，那么甲方将会保留倒数第二期价款作为履行担保。以此类推，直至第一期工
程与第一期价款，最后发现，甲从始至终不会支付一分钱，乙从始至终也不会履行任何工程，甲乙
两人形成了“均衡”
（equilibrium）的状态。〔47〕
虽然同是分期支付的情形，但第 67 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明显更为明朗，直接裁判汤长龙支
付全部价款，这是因为该案中，股权的价值及其对价的价值是无异议的。但是在股权价值及其对价
价值有一者是存异议的条件下，最高法院的裁判并非是最有效率的，此时，引入评价转让股权、对
价价值的第三方，就合同当事人履行状况进行评定，打破均衡，才能使得合同共同价值实现最大化。
从规范设计的技术角度，股权转让规范应设计成“互相激励条款”
，而非“道德困境”条款。最典
型的例子在于标准的公司合并协议中通常会包含以下条款 ：
“如果在签约至实际施行合并期间，出现
了任何‘实质不利的情况’
，收购者可以离开并免受惩罚”
。该条款不具体化任何“实质不利”的情况，
使得该条款是可以达到“互相激励”的效果的，因为收购方只有在目标公司价值实质上低落时候才会
离开，而收购方离开的风险将促使目标公司努力降低价值低落的可能性。〔48〕股权转让合同规范的设计
也类似于上述情况，因为转让时，股权价值的实现虽然定在，但也会诱发转卖公司资产，运营不善等
问题，可以学习效仿上述条款，规定“一旦出现了任何‘实质不利的情况’
， 股权受让人可以撤销合同
并免受惩罚”
。当然，
这仅是就立法规范技术的不成熟建议，
至于该类条文如何与股权转让规范总和兼容，
如何与既有法律规范衔接则是另一充满智识挑战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股权转让规范应当独立，事实
上也不得不独立，
不应再是民法典型买卖合同规范的“寄居蟹”或是在民商法海洋里居无定所的“浮萍”
。
（责任编辑 陈景善）

〔46〕230 N.Y. 239, 129 N.E. 889 (1921).
〔47〕 See Alan Schwartz   & Robert E . Scott,”Contract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Law”,at 67—
69,Available at SSRN: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397000.
〔48〕Ronald Gilson and Alan Schwartz, Understanding MACs”, Mime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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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our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owever, in
some plac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marginaliz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aving hidden dangers for futur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must change the original way of work and strengthen the safeguard measur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rule of law, including rule-making,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supervision, law-abiding by the whole peopl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legal cooperation, we
should promote the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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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ules and the study of exclusiveness and limitation of claims,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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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C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only has simple regulations on pers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s
of creditors that bankruptcy executives are liable for. It is where the law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practice,
bankruptcy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foreign countries have proved the rationality that the bankruptcy executives
themselves shall be liable for damages of creditors. The reasons of personal liability for damages of bankruptcy executives
include failure of filing for bankruptcy, breach of duty of assistance and behavior of bankruptcy fraud. The liability
of damages shall be assumed in an indirect way.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shall classify the compensation into the
bankruptcy property and allot the property to all the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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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ity valu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obstacles

for the target company to apply the contract of sale
in the light of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The guiding case No. 67 promulgat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ws
this obstacle centrally. However, due to the intervention of adjudicative reasons such as right of rescission, payment
by instalments, performance sequence and interest measurement, the obstacle is covered up, and the adjudicative
arguments of different courts are difficult to be convinced. Examining the system of legal norms and judicial practice,
we can distinguish congenital obstacles from acquired obstacles by referring to the obstacles of application: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legislative assumptions of typical contract of sale in contract law, which are far from those of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and the equity value belongs to the deviation obstacles of object assumptions in congenital obstacles;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excessive involvement of value judgment in analogic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ypic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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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rules for the reference of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guide judicial practice
and guide the behavior of the parties. Considering standardization cost and anticipate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the
norm of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 the form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judgment of the guiding case No. 67 is efficient in the cas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most
efficient ch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equity transfer. The core of the norm of equity transfer
contract should adhere to the maximization of comm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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