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争议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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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10条存在立法漏洞，容易产生所谓“合同僵局”，即在违约的债

务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债务人虽然可以援引该条来对抗债权人的实际履行主张，但合同关系并
不因此消灭，债务在合同预定的期限内始终存在。而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制度正是为了打破此种合
同僵局，由法院经过综合判断后决定违约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通过明确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
严格要件，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投机主义行为，从而控制社会成本，减少无意义的资源浪费。同时，实
际履行的排除规定、减损规则以及情势变更制度在调整对象、适用难度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不能周延
覆盖合同僵局的情形，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可以为解决合同僵局提供
充分的制度供给。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中考察，设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均具备正当性。在规
范构造上，应同时强调“合同不能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与“守约方不解除合同构成滥用权
利对对方明显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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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以下简称《合同编（草案）
》
）二次审议稿第353条第3款规定：
“合同不
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
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从立法沿革看，
该款是
在《合同法》第94条基础上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情形的新增规定；
这是民法典草案在合同法领域的重大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大制度创新也引发了学界的两极反应。赞成者认为，这“主要源自社会生活
的客观需求以及司法实践的合理经验总结……背后体现了合同法的效率追求，且不违反诚实信用或者
〔1〕
而反对者则认为，引入这一制度会“造成合同法体系冲突，势必会动摇我国合同法
公平等道德原则”；
〔2〕
更有论者夸张地声称：
“这一‘制度创新’有违合同严守原则，它是吞噬合同拘束力的‘魔
的根基”；

鬼’，而非倡导合同自由的‘精灵’”。〔3〕有鉴于此，本文先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对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
的正当性基础予以阐述，然后从规范层面考察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适用范围和规范构造，以期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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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高郦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 1 〕 孙良国：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载《法学》2019年第7期，第53页。
〔 2 〕 韩世远：
《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6期，第24页。
〔 3 〕 蔡睿：
《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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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检视。

二、与相关制度的辨析
在进行有意义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关键词进行厘清：所谓的“违约方解除权”其实系一种简约和
误读，因为草案前引条文的表述为“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显然，这里
是指违约方申请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而非是违约方可依通知直接解除合同；合同能否被最终
解除，取决于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审查和裁决结果。因此，
“违约方解除合同（权）”的表述显然不够
严谨，容易形成误导，更合理的表述为“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
”
。
创设“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所谓“合同僵局”，即在一方出现非
故意的严重违约情况下，守约方有解除权却拒绝解除，违约方想解除却由于缺乏申请权而无法解除，只
能任由违约状况持续；这显然会造成损害的延续以及社会财富的浪费。
（一）引入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是否会引发道德风险？
法谚有云：
“任何人不得因主张其恶行而得利”
（Nemo auditur propriam turpitudinem allegans）
。这一
〔4〕
在债法上，由这一原则派生出的另一项原则
原则旨在阻止有过错的一方通过援引其过错而获得利益；

是“如双方均为不法，则不得主张返还”（in pari causa turpi tudinis cessat repetitio）
。赋予违约方以解约
申请权，是否如反对者担忧的那样，会违反上述法律原则、造成违约方通过主张其违约事实而获得额外
利益？
具体说来，上述担忧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有违意思自治，具体表现为
与鼓励交易原则和合同严守原则的背离。鼓励交易与合同严守都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延伸，当事人承担
解除合同的权利只能由守约方单
合同项下的义务是其自由意志的结果。〔5〕在合同因违约而解除的情形，
独享有。〔6〕将法定解除权配置于守约方，有利于督促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从而实现保护交易秩序和交
易安全的目标。
“如果确认违约方的法定解除权，
则可能产生鼓励当事人违约的效果，
合同解除制度所应
违约方作为道德上有瑕疵的主体，
如果赋予其主动解除
有的保障合同严守的功能将难以实现。”〔7〕其二，
合同的权利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投机主义。〔8〕任何违约行为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商
业道德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谴责。赋予违约方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意味着鼓励当事人从其不法行为
中获利，这不仅突破了合同法的道德价值，容易刺激违约方不当转嫁合同风险，同时有损交易信赖体系
的构建。其三，合同解除制度是一种违约救济手段，是非违约方所享有的权利。〔9〕合同解除制度在一定
层面上突破了合同严守原则，其合理性是为了应对合同有效成立后主观或客观情况的变化，法律赋予守
Nelson Enonchong, Effects of Illegalit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French and English Law, 44 (1)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2 (1995).
〔 5 〕 正如学者所言：
“有约必守其实是合同自由的一种推论，当事人既然愿意将义务施加于自身，则必然应承担该义务引发的责任，
否则，自由便流于空谈。”参见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 6 〕 See Guenter H. Treite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Ⅶ, Contract in General, Chapter 16,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übingen, 1976, p. 1.
〔4〕

王利明：
《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3期，第19页。
王利明，
《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第19页。
〔 9 〕 参见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第621页。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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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自主选择是否从合同中解放的权利，以实现契约正义。但即便是对于守约方的解除权，合同法也作
出了严格限制。〔10〕如果赋予违约方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显然损害守约方请求继续履行的利益，同时也
会削弱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只有将解除权赋予守约方才会对违约行为产生积极抑制效果。〔11〕
可以发现，上述反对设立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定的论述，都是基于“违约方直接或随意解除合同”、
“违约自由”等前提，采用的多是道德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违约行为进行伦理上的否定评价，
进而得出违约
方解除合同的规定容易滋生道德风险，违背“任何人不得因其恶行而得利”的法理。
实际上，这一担忧是基于误解。由于违约方仅得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而合同能否解除则取决于人
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裁决，因此，合同如果最后被解除，显然是司法机构行使司法权的结果。由此，违约
方仅有合同解除的申请权，而合同解除的决定权仍然保留在司法机构手中；在违约方提出申请后，仅有
司法机构才能最后宣告合同解除。从这个意义上说，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
”属于广义上的司法解
除。关于此点，批评者也承认：此种“解除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法官运用了自由裁量权的司法解除”
。〔12〕
所谓司法解除，也叫判决解除、诉讼解除，是指解除权的行使不能仅凭当事人意思的通知，还必须藉
助于国家司法程序才得完成。〔13〕典型者如2016年债法改革后的法国民法典，同时规定了双方解除、单方
解除和司法解除三种情形。新的法国民法典第1227条规定：
“任何情况下，当事人均可请求法院解除合
同”，这即为“司法解除”
（résolution judiciaire）制度。〔14〕这一条文源自2016年债法改革原第1184条。〔15〕
该条文此前仅适用于双务合同；而2016年债法改革法令则突破了这一适用范围的限制，将其扩展到某些
类型的单务合同。新条文中“任何情况下”（en toute hypothèse）的措辞表明，合同当事人可以放弃主
张事先设定的合同解除条款，或者放弃依通知解除合同的方式，改而向法官申请司法解除。〔16〕从逻辑关
系来说，在双方解除、单方解除和司法解除三种解除方式之中，司法解除处于补充性和辅助性地位。〔17〕
在收到当事人的解除申请后，法官根据第1228条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首先需要审查违约是否
达到严重性标准。法官可以根据违约方的过错程度、违约情节、经济形势等因素，决定是否同意解除合
同。除了解除合同之外，法官还可根据情况，给予债务人以宽限期、给予债权人以损害赔偿、部分解除、
减少价金等救济手段。不过，从申请合同解除的主体来看，原第1184条主要将其限定为债权人；违约方
〔18〕
但判例后来逐渐将申请解除的主体扩大到代位权人、次买受人、
不能解除合同，除非对方也构成违约；

〔17〕

 于因合同违反的合同解除权的认可标准，Farnsworth主张应警惕当事人一方任意行使合同解除权情形的出现，并仅限于“合
关
同的重大违反”的情形。E. 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562 (4th ed.,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4).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第621页。
韩世远，
《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第23页。
曾祥生：
《论解除权之行使》，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47页。
François Terré, Philippe Simler, Yves Lequette et François Chénedé, Droit civil, Les Obligations, 12e éd., Dalloz, 2019, pp. 869-878.
该条文规定：双务合同中，如一方存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则存在合同解除的条件。解除合同应向法院提出请求。法国学理
认为，一些其他类型的合同（有偿的单务合同）也可以采取司法解除，而一些双务合同则有可能不适用解除。随着实践的发
展，司法解除的适用对象逐渐扩展到一切有偿合同。Thomas Genicon, La résolution du contrat pour inexécution, LGDJ, collection «
Bibliothèque de droit privé », 2007, p. 193 et s.
Olivier Deshayes, Thomas Genicon et Yves-Marie Laithier,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du régime général et de la preuve des
obligations, LexisNexis, 2016, p. 508
Gaël Chantepie et Mathias Latina, La ré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Commentair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ans l’ordre du Code civil,

〔18〕

Dalloz, 2016, p. 573.
Philippe Malaurie, Laurent Aynès et Philippe Stoffel-Munck, Droit des obligations, 10e éd., LGDJ, 2018, p. 515.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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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等。〔19〕当然，按照通说，现行第1227条司法解除权的申请主体也基本上是债权人。〔20〕因此，这与
中国民法典草案中所规定的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情形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债权人申请司法解除还
是债务人申请司法解除，其申请的对象都是司法机构，真正有权宣告解除合同的也是司法机构，因此，二
者都可以归入广义上的司法解除。
采取司法解除制度赋予违约方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路径，在警惕行为人策略性选择和道德风险〔21〕
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正如前文所述，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请求能否实现需要借助裁判的力量，取决于法
院的审查。“在司法解除的情形下，法院在判断是否解除合同时，应当综合考虑合同义务分配情况、合同
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合同继续履行在经济上是否合理等因素，
综合判断合同能否依法解除。
”〔22〕在“请求
法院解除合同”等程序性条件的约束下，考虑到诉讼时间和精力等成本以及败诉风险等因素，违约方并
不会贸然申请解除合同。在这个意义上，司法解除中的程序控制对于违约方的行为选择而言，是其以损
害别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的“刹车盘”。只有在合同真正陷入僵持状态，继续履行将显著不当
增加一方当事人负担等情形下，违约方才会申请解除合同，由此，能够在实现合同解除经济效益的框架
内有效防止解除权被一方当事人滥用，进而达到此项制度设计的最优激励和最优威慑效应。
有学者反对司法解除制度的一大理由在于：
“在司法权威不充足的今天，单纯让法院决定其要件以
〔23〕
的确，
司
及法律效果是不现实的，
其所产生的投机后果将是不可预计的或者难以被当事人广泛接受。
”

法解除制度的实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专业能力，假如法官未能适当行使权力导致误判，将
减损条文的预设功能。但是，这不能成为否认司法解除制度的论据。法官进行能动性的司法裁量并不
等于走向司法专断主义，或是职权主义。毕竟，法官的判决必须根据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由
此才能转换为具有司法权威的法律表达。实际上，
就司法实践看，
不少法官表现出了良好的实践智慧。
“司法解除”在审判实践中的正面效应大于前文所提及的反对论者的忧虑。在大多数案件中，法官能够
从是否具备履行条件、合同目的能否实现、损失可否得以填补等方面合理判断是否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
的诉求。〔24〕
可以说，
《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确立的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有严格的法律要件；而最终
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判断在于法院的审查，此即为道德风险的防范设立了两道控制程序。在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强制履行不能的情况下，赋予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损害守约方的利益，而
是鼓励违约方积极承担支付损害赔偿的义务，
具有“主动认错”的功能。〔25〕

〔19〕
〔20〕
〔21〕
〔22〕
〔23〕
〔24〕

〔25〕

Civ. 3e, 25 mai 1988, Bull. civ., III, n° 229, p. 177.
François Terré, Philippe Simler, Yves Lequette et François Chénedé, Droit civil, Les Obligations, op. cit., pp. 875-876.
道 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Dsavid L. Weimer ＆ Aidan R.
Vining, Policy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
王利明，
《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第20页。
孙良国，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第52页。
可参见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8民终15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1民终2617号民事
判决书；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8民终747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1民再20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杨卓黎：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研究——以解释论为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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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法》第110条能否解决“合同僵局”的问题？
众所周知，违约方申请解除权的标志性案例是“南京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
。〔26〕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
“根据合同法第110条，有违约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没有违约行为的另
一方当事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
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为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但必须
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该判决的主
要法律依据即为《合同法》第110条的规定。在既有的肯定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利的判决中，此类论
〔28〕
损害赔偿可以
证方式占据大多数。〔27〕譬如，法院的判决理由主要包括：实际履行不具有经济合理性、
〔29〕
〔30〕
〔31〕
强制履行不适用不自愿履行的情形、
继续履行导致“双输”局面、
法律关系长期
代替实际履行、
〔32〕
《合同法》第110条是违约方享有解除权的间接依据〔33〕等。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
处于不确定状态、

为，
《合同法》第110条本身足以解决所谓的合同僵局问题？
这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合同法》第110条与合同解除之间的联系。对于非金钱债务，
《 合同法》
第110条规定了三种排除继续履行的情形，即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
》第370条沿袭了此项
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34〕《民法典合同编（草案）
规定。据此，当债权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因第110条的但书规定而被排除时，违约方是否因此享有合同
解除权？这一疑问可以进一步引申为：陷入合同僵局的合同关系是否可以依据该条文得以调整，而无需
另行增设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之规定？
继续履行又称为实际履行、强制履行，是合同履行的继续，其意义在于加强契约的法锁效力。〔35〕
〔36〕
就普通法而言，在White & Carter (Councils) Ltd v McGregor [1961]案中，
Reid法官指出，
守约方如坚持主

张合同继续履行，必须要具有“某种合法的履行利益”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performing）；他指出，如果
事实证明某人坚持要求合同的实际履行而非主张损害赔偿，但其缺乏合法的财务或其他类型的利益，则
他不应被允许给对方强加一项额外的负担但自己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37〕一般情况下，守约方可
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只有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守约方主张实际履行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制，譬如，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参见《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6期。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民终字第288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5）台路民初字第
如
2470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0民终336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
01民终7144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9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申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6）辽0281民再20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6民终166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9）黔0602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33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944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连云港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民终字第0035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818号民事裁定书，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七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该条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2.2条的规定十分类似。参见张玉卿主编：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6》，中
国商务出版社2019年版，第489-490页。
参见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页以下。
House of Lords, [1961] 3 All ER 1178.
Chitty on Contracts 24 (Hugh Beale ed., 33rd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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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此种主张会导致完全不合理的结果（wholly unreasonable），
或者导致非同一般的浪费（exceptional
〔39〕
或者债权人的收益与债务人的成本之间不成比例（out of proportion）
。〔40〕总体上，
出于商业确
waste），

定性（commercial certainty）和效率便捷的考虑，英国法对于合同解除持一种较为自由（liberal）和宽松
的立场。〔41〕恰如有比较法学者所指出的，英国法的哲学是，如果某人遭遇了另一方的违约，法律应让债
权人尽快从原来的交易中解脱，使其得以跟其他人开始新的交易。〔42〕显然，就要求债权人主张实际履行
必须具有“合法利益”这一点来说，我国《合同法》第110条与英国法在立法逻辑上具有相通之处。但
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合同法》延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
对于合同解除的态度极为审慎。典型的例子如
《合同法》第94条第3款之规定，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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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这方面以DCFR第III-3 : 201条至第III-3 :
方许可债权人解除合同；
这与大陆法系的传统立场是一致的；

204条尤为典型，该节为违约方规定了一个“违约补救权”
（right to cure non-conforming performance），
债
务人发生违约后，仍然可以在履行期限内提出新的、与约定一致的给付。〔44〕在普通法看来，大陆法系的
合同解除制度似乎更有利于违约的债务人一方。〔45〕
必须强调的是，从法律解释的规则出发，很难从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的行文中，推导出其与合同
解除存在必然性联系。〔46〕从《合同法》第110条的内容看，债权人不享有继续履行请求权不能当然推定
双方当事人的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相应免除，
合同因而解除。另外，
从《合同法》的立法体系来看，
合同
解除被置于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而实际履行作为违约救济则被置于第七章“违约责任”之
下。因此，第110条的涵摄范围不能包括合同解除的问题；也就是说，难以从该条推导出合同解除的一种
新的情形。第110条的规定旨在处理这样的情况：当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利益，不
愿意解除合同或者不符合解除权的条件时，选择维持合同，行使继续履行请求权，但债务人的抗辩事由
属于但书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债权人的继续履行请求权即被排除适用。除了当事人约定享有解除权
或特别的法律规定解除权的情况，法定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应当限于《合同法》第94条至96条的规定。〔47〕
基于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审慎态度，
《合同法》第110条本身并不具备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功
效。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如果出现履行不能，违约方可根据《合同法》第110条但书规定的情形之一，
拒绝继续履行债务。其中，履行不能包括法律上的不能、事实上的不能、人身上的不能以及经济上的不
〔38〕
〔39〕
〔40〕
〔41〕
〔42〕
〔43〕

〔44〕

Gator Shipping Corporation v. Trans-Asiatic Oil Ltd. (The ‘Odenfeld’) [1978] 2 Lloyd’s Rep 357 (QB).
Attica Sea Carriers Corp. v. Ferrostaal Pseid on Bulk Reederei GmbH (The ‘Puerto Buitrago’) [1976] 1 Lloyd’s Rep 250 (CA).
Tito v. Waddell (No 2) [1977] Ch 106 325—8 (Megarry VC).
Solène Rowan, The New French Law of Contract, 66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25 (2017).
Solène Rowan,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ance 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例如，2016年债法改革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226条针对迟延履行情形，仍然保留了催告与宽限期制度。就国际性的示范法而言，
DCFR第3-3 : 503条规定了履行宽限期后的解除制度（参见欧洲民法典研究组编著：
《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欧洲私法的原则、
定义和示范规则》，高圣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6》第7.1.5条亦规定了履行
的额外期间（additional period）（参见张玉卿主编，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6》，第470-471页）。
Christian von Bar, Eric Clive & Hans Schulte-Nölke,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160-161 (Munich: Sellier 2008). 中译本参见：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
《欧洲私法的

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04-712页。
Solène Rowan, The New French Law of Contract, op. cit., p. 824.
〔46〕 孙良国，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第43页。
〔47〕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第623、686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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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48〕从性质上看，该条文的效果是阻却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求权，属于排除实际履行的抗辩规则，而
非合同解除规则。〔49〕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将其解释为违约方享有解除权的法律依据，其实更多的是囿于
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恰如崔建远教授所言：
“总的来说，
《合同法》第110条本身是针对强制
履行的，并不直接是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畴，但它在与合同解除制度相联系时，便作为合同解除的特别原
因（或曰条件、事由），或与《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相结合，
或与《合同法》第94条第1项相联系，
或与《合
同法》第94条第4项相联系，或与《合同法》分则中或其他单行法中的解除规定相联系。”〔50〕正因为如
此，对设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持批评态度的论者们也不得不承认：
“第110 条的文义既然仅限于违约
方可以拒绝实际履行，那么至少就狭义解释而论，不能认为自该条便可当然得出违约方享有解除权的结
〔51〕
究其原因在于，
“严格地说，
第110 条所规定的‘除外’情形，
只是履行请求权的除外情形，
换言之，
论”
。

在该案中对方（被告）不‘可以要求履行’，
该规定本身并没有构成解除权的规范基础。而如何从不‘可
以要求履行’，到清算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解除），
这一点在现行法上是欠缺具体规定的”
。〔52〕
这就是说，我国《合同法》第110条与《德国民法典》第275条的规定并不相同。《德国民法典》第
275条第1款规定：
“只要给付对于债务人或任何人均为不能，则给付请求权可以被排除”；而该法典第326
条第1款又明文规定：债务人根据第275 条第1 款至第3款无须履行给付的，对待给付义务消灭。因此，通
说认为,这是采合同自动消灭的规则；据此，债务人可被免除原给付义务，无须进行原给付，其对待给付
“债权
也发生消灭。〔53〕而法国法也同样存在类似规定。2016年债法改革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221条规定：
人在催告后可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合同，除非善意债务人履行合同的成本与债权人的收益之间明显不
成比例。
”〔54〕该条与我国《合同法》第110条第2款中的“履行费用过高”十分类似；按照法国学者的论
述，
“合同法伟大的平衡（应该使）合同不能具有过分的强制性”。〔5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民法典
第1218条第2款规定：
“如果履行障碍仅仅是暂时的，债务人可暂时中止其债务的履行，除非由此导致的
迟延使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如果该障碍是永久性的，则合同自动（de plein droit）解除，双方当事人依
照第1351条和第1351-1条规定的条件不再承担债务。”而第1351条规定：
“ 如不可抗力使合同终局性地
不能履行，债务人在履行不能的范围内免除债务，除非双方已约定不可抗力风险的负担，或者债权人已
经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
”显然，在法国法上，如果合同处于永久履行不能的状态，则合同应“自动”
（de
plein droit）解除，而毋需债务人就此提出请求。〔56〕总之，在合同出现永久履行不能的情况下，德国民法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见王洪亮：
参
《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第111-113页；杜景林、卢谌：
《给付不能的基本问题
及体系建构》，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125页。
有学者认为，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不能履行属于无须主张的排除事由，人身上的不能与经济上的不能是须主张的抗辩事由。
王洪亮，
《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第112页。
崔建远：
《合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蔡睿，
《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第57页。
韩世远，
《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第23页。
王洪亮：
《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第137页。
V. Cass. civ. 3e, 11 mai 2005, nº 03-21.136: Bull. civ. III, nº 103, mieux, ou pire, pour 0, 5 centimètres : Cass. civ. 3e, 20 mars 2002, nº
00-16.015, D. 2002, p. 2075, note C. Caron, p. 2507, obs. B. Mallet-Bricout; RTD civ. 2002, p. 333, obs. T. Revet.
Thomas Génicon, « Contre l’introduction du ‘coût manifestement déraisonnable’ comme exception à l’exécution forcée en nature », in
Droit & Patrimoine, N° 240,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Le débat", oct., 2014, p. 63.
Hélène Boucard, « le nouveau régime d’inexécution (Rapport français) », in R. Schulze, G. Wicker, G. Mäsch et D. Mazeaud (sous la dir.),
La ré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en France, 5e Journées franco-allemandes,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2015,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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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和法国民法典均明确规定债务关系自动解除，给付义务当然发生消灭。这就解释了德国法、法国法为
何不需要另行设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制度的原因所在。
然而，与之相对照，我国《合同法》第110条中的“不能履行”并不具有此种债务或责任之排除事
由之功能。〔57〕如果发生《合同法》第110条所规定的情形，守约方要求实际履行，违约方仅可依该条来
对抗对方的履行要求；但该条本身并不能消灭所存在的给付义务，只要守约方不主张解除，合同关系就
仍然会继续延续。换言之，
《合同法》第110条只能作为违约方对抗守约方实际履行的主张而被提出，其
本质属于抗辩事由；但如果守约方不主动提出请求（如起诉），违约方将无法援引抗辩事由予以对抗。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根据《合同法》第95条债权人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而导致其解
除权消灭，抑或是由于出现《合同法》第110条所规定的情形而导致债权人主张实际履行合同的请求权
消灭，这些都不能导致债务关系本身的消灭。由此，在合同所约定的有效期间内，即使出现终局性的履
行不能情形，债权人虽已无法主张合同的履行，债务人的义务却始终存在，债务人无法从合同中摆脱出
来。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合同法》第110条仅能适用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
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对于金钱债务显然不能适用。因此，该条在适用范围上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无法适用于金钱债务中的“合同僵局”。
显而易见，
《合同法》第110条履行不能的规定构成立法上的漏洞，本身并不能解决“合同僵局”的
问题。在《合同法》第110条的情形下，违约方享有的仅是一种被动性、防御性、消极性的抗辩，违约方
只能在对方提出请求后拒绝履行相应的债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此摆脱了合同的拘束。对于这种立
法漏洞，民法典必须进行填补。就此而言，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是一种积极性的措施，它赋予了违约
方一种积极的、主动性的权利，一旦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构成要件，违约方即可主动申请摆脱合同的约
束。在这样的架构下，可以让当事人主动打破“合同僵局”，终结已经死亡、无实际意义的合同。如果立
法者认为这一制度容易引发争议，可以考虑的替代性措施是：借鉴前引德国法、法国法的做法，在第110
条不能履行抗辩情形之后增加一款规定：
“有上述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
的请求确认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藉此，在出现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
债权人主张实际履行的请求权消灭，而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也由此发生消灭；此外，民法典亦可实现合
同解除与合同终止之间的区分。
（三）引入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是否会引发“效率违约”？
效率违约的要义在于，
“如果一方当事人因违约获得的利益不仅超出其履约的期待利益，或违约获
得的利益超过相对方履约的期待利益，并且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损失为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存在违约
刺激，而且当事人应该选择违约。”〔58〕这体现了效率违约关于“损害赔偿可以代替合同实际履行”的核
心基础。〔59〕
从制度设计的目的来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与效率违约确实具有一定相似性；其构建理念

柯伟才：
《我国合同法上的“不能履行”——兼论我国合同法的债务不履行形态体系》，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162页。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89-9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59〕 霍姆斯认为，
在普通法上，信守合同义务仅仅表明，如果不履行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仅此而已。“The duty to keep a contract
at common law means a prediction that you must pay damages if you do not keep it, and nothing else.”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0 Harv. L. Rev. 457 (1897).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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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发点都在于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二者的适用对象也具有一定相似性，都是针对所谓“失败
（frustrated）的交易”，此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要求死守已经“死亡”的合同而不允许解除，
其结果是使合
同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最终陷入交易僵局，造成无端的财富浪费。另外，从法律后果角度来看，违约
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与效率违约也具有一定相似性，都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基于违约方的意愿最后排
除合同的实际履行。
但是，
考察两者的规范内容可知，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与效率违约〔60〕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
履行适用与效率违约存在直接冲突，因此，实际履行的适用次序，决定着后者是否具有生存空间。〔61〕就
效率违约而言，排除实际履行，并非是因为实际履行已无可能，而是因为实际履行对违约方来说不经济，
妨碍了违约方对更大利益的追求——这也正是效率违约广为人所诟病的原因所在；实际履行对其来说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但是，对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而言则明显不同，在此情况下，违约方由于自
〔62〕
即所
身出现的履行障碍，已经无法实际履行合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表现为不适于强制执行的情形，

谓“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就是说，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必须是在违约方出现非故意违约的情况之下方可适用；而效率违
约中，违约是一方当事人基于获得更大利益的动因而主动追求的。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
〔2019﹞
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法
254号）
（以下简称《审判纪要》
）中表明，
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符合下列条件时判决解除合同：一是违约方不存在恶
意违约的情形；二是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三是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可以说，在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合中，违约方并非积极主动去追求合同不履行的违约结果，
更多的是违约方为了及时止损的“无奈之举”
。而效率违约是一方基于追求更大利益考虑的故意违约。
还需要注意的是，效率违约旨在说明的是当事人在什么情况下主动违约是有效率的，应当被鼓励
的；讨论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则是建立在一方当事人已经违约的场景下，违约方在什么条件下可以
申请解除合同。效率违约以“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为判断标准，仅以效率价值为依归。对于违约方
申请解除合同权则有所不同，除了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的合理性之外，还必须考虑公平价值。具体说来，
在法院看来，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对于违约方而言将带来巨大的履行负担，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这说
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同时体现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类似的大量案例，法院均
会援引民法的公平原则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之一。〔63〕因此，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与效率违约制度存

关 于 效 率 违 约 的 早 期 文 献，可 见Charles J. Goetz ＆ Robert E. Scott, Liquidated Damages, Penalties and the Just Compensation
Principle: Some Notes on an Enforcement Model and a 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 77 Columbia Law Review 554—594 (1977); Charles
J. Goetz ＆ Robert E. Scott, Enforcing Promis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sis of Contract, 89 Yale Law Journal 1261—1322 (1980);
Richard Craswell, Contract Remedies, Renegotiation, and the Theory of Efficient Breach, 61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29-670
(1988).
〔61〕 Joseph M. Perillo, Misreading Oliver Wendell Holmes on Efficient Breach and Tortious Interference, 68 Fordham L. Rev. 1085, 1102 (2000).
〔60〕

 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6民终1669号民事判决书；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荆州中民三终字第00168号
参
民事判决书。
〔63〕 如在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中，
法院认为，
“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为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
同，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判决从发挥租赁物的使用价值，有效利用资源，维持社会经济秩序和法律关
系现状稳定的角度出发，遵照民法的公平原则，对于实际上确实无法继续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判决予以解除正确，本院予以
认同。”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民终字第0035号民事判决书。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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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性差别。
（四）情势变更是否足以应对“合同僵局”？
《合同编（草案）》第323条继承与发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
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其条文为：
“合同成立后，订立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
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
可以请求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情势变更制度作为维护交易公平、实现交换正义的重要手段，旨在调整
合同订立后发生当事人于订约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导致合同履行艰难的情形。〔64〕有学者
认为，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制度，
“从所要追求的目的来看，完全可以借助于情势变更规则实现，不必在
此处另行规定”。〔65〕但本文认为，情势变更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违约
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制度优势。
第一，适用范围不同。尽管情势变更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都指向了合同继续履行艰难
或履行不能的情形，但二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尽相同。情势变更要求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而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所针对的许多情形，恰恰是缔约时有可能预
见到的商业风险。长期性合同中，签约后在合同履行阶段，往往会发生很多对合同履行具有影响的变
化；情势变更仅针对那些缔约时所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而那些可能预见、属于商业
风险的变化，如果导致债务人丧失了履行能力，则显然无法适用情势变更；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制度则
正是用以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说来，在情势变更制度中，所谓情势，是指与合同订立基础有关的客观事实，如经济危机、社会
环境的变化，政策的重大调整等。〔66〕所谓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变动”。〔67〕
有学者依据司法实践的案型将其分为：因法律、政策、市场环境、不可抗力导致的对价关系障碍；因行政
“我国法上的‘情势’限于合同的客观基础，与当事人
行为、第三人原因导致的目的障碍。〔68〕一般而言，
〔69〕
理论上也通常将“客观情况”与“不可归责”作为适用情势变更的要件之一。〔70〕
的主观状态无关”，

因此，该制度实际排除了因当事人自己的原因导致履行艰难的情形，如债务人自身履行债务能力或条件
的变化等主观因素。只有不受当事人所控制的客观情势引起的合同履行艰难的情形才归入情势变更制
度的涵摄范围。而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具体规定看，法条中并未限定不能履行的原因，其调整
的合同不能履行既可能是客观原因所致（客观不能），也可能是当事人自身的主观原因所致（主观不
能）
。概言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多针对主观不能的情形，而情势变更往往针对客观不能或客观障

〔64〕
〔65〕
〔66〕
〔67〕
〔68〕
〔69〕
〔70〕

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9页。
韩世远，
《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第24页。
参见曹守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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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载
《法律适用》2009年第8期，第45页；卡斯腾·海尔斯特尔、许德风：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4期，第404页。
彭诚信：
《“情事变更”原则的探讨》，载《法学》1993年第3期，第24页。
韩强：
《情势变更原则的类型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63-67页。
参见谢鸿飞：
《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4页。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第473页；王家福：
《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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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71〕从司法实践看，多数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景中，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是由于债务人自
身判断失误造成经营困难等主观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往往针对商业风
险，而情势变更制度针对的是商业风险之外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势变化，两者调整的适用对象有重大
差异。
〔72〕
黄宗燕与瞿谢文义签订《房屋租赁
譬如，在“黄宗燕与瞿谢文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上诉案”中，

合同》，约定由黄宗燕承租瞿谢文义的房屋用于开办餐饮业；而后涉案房屋被纳入旧村改造范围，在此期
间经常性出现停水停电导致无法继续使用租赁物。黄宗燕在租期尚未届满前停止营业并将房屋交还瞿
谢文义，黄以涉案房屋纳入改造范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在判决理由中，法院首先指
出黄宗燕在租赁期内经营状况发生的变化系由于其未对自身的经营风险作出合理的判断所导致，据此
排除了情势变更规定的适用。法院进而指出，黄宗燕未经与出租人协商一致即欲单方解除合同，不履行
支付租金的义务，属于合同的违约方。对于违约方能否主张解除合同的问题，鉴于黄宗燕已无法使用诉
争房屋重新经营，租赁合同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因此，要求其继续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将导致双方当
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基于上述理由，判决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以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诸如此
类由于当事人自身经营困难、风险预测失误或商业能力不足导致的履行不能，最后法院判决违约方可以
〔73〕
而这些案件显然都不能适用情势变更。
解除合同的案例并不少见；

第二，认定“履行费用过高”的方法不同。就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而言，
“履行费用过高”规则
能否适用时，应用债务人的履行费用与债权人自履行中所获得的利益进行比较，而非与债权人自己所支
《德国民法典》第275条针对履行费用过高确立了“实际给
付的对价(即债务人的收益) 相比较。〔74〕譬如，
付不能”(faktische Unm glichkeit)规则。该条第2 款规定:“在注意到债务关系内容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情
况下，给付所需费用与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之间显失均衡者，债务人得拒绝给付。在确定可合理地期待债
务人努力时，也须考虑给付障碍是否可归责于债务人。
”这里，
所比较的是债务人的履行成本与债权人的
履行收益。然而，对于情势变更，债务人履行艰难的判断标准是债务人自己的履行成本和债务人自己的
履行收益之间是否严重失衡；显然，两项制度的参照对象不同。〔75〕
第三，法律后果存在差异。一般认为，适用情势变更规定解除合同后，如果相对方因合同解除遭受
损害，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责令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合理补偿。它本质上并非损害赔偿，
而是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将情势变更的风险予以合理分配，属于损害的分担或补偿。〔76〕理由在于，情势变
〔71〕
〔72〕
〔73〕

〔74〕

〔75〕
〔76〕

 行不能可区分为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前者系指给付对任何人而言皆为不能，后者是指给付仅对于债务人不能。参见王洪
履
亮：
《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40页。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温民终字第2244号民事判决书。
如 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
“ 由于违约方经营不善，致使租赁场所停业无法继续经营，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合同所希望达到
的营利目的无法实现，这是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当事人没有预料也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参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
01民终8935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8民终154号；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湘11民终2617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1民终1347号民事判决书。
此种履行费用过高的情形属于“绝对的不合理”，另有履行费用与其他补救履行所需费用相比不成比例则属于“相对的不合
理”。Reinhard Zimmerman, The 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冀放：
《给付不能之履行费用过高问题探析》，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6期，第152页。
参见林诚二：
《民法债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韩世远：
《不可抗力、情事变更与合同解除》，载《法律
适用》2014年第11期，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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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并非是由于当事人不履行合同，而是合同基础因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丧失，导致原合同在新的交易环
境下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77〕在情势变更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中，当事人双方不存在违约行为，因
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不应当是承担违约责任。也有学者认为由情势变更导致合同解除的，债务人不承
《合同编（草案）》第353条明确规定，合同解
担任何责任。〔78〕对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法律效果，
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赋予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不等于“违约自由”，债权人仍然可以请求违约
方承担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79〕
总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与情势变更制度在调整对象、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均
存在差异；
情势变更制度并不能完全打破“合同僵局”，
亦不具有对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替换功效。
（五）减损义务能否解决“合同僵局”问题？
《合同法》第119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
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就是守约方的减损义务（duty to mitigate）
。
这是否意味着，依靠法律施加给守约方的减损义务即可结束合同的僵持状态？
本文认为，减损规则也无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减损规则的要义在于维持
合同效力前提下，对违约方（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进行限制，该义务属于法律赋予守约方的一种
负担性义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所指出的，
“减损规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守约人的法定义务，
是为了维护公平、诚信原则，防止违约后损失的无限扩大”。〔80〕如果守约方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违约
时，未采取适当措施避免损失或尽可能减少损失，则其无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本可避免或减少的损失。另
一方面，减损规则与《合同法》第110条排除实际履行的规范性质一样，同属抗辩规则。区别在于，减损
〔81〕
履行不能则是实际履行请求权的抗辩事由。守约方违背减损规则并
规则用以对抗损失赔偿请求权，

不产生强制履行或损害赔偿的后果，
在此层面上，
减损义务属于不真正义务，
违约方不得请求守约方履行。
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守约方拒绝采取救济措施，并不能被视为违反减损义务。譬如，
在前引冯玉梅案中，如违约方已丧失履约能力，但守约方坚持租赁合同效力而拒绝解除，其仅是维持和
延续了生效合同的效力而拒绝采取救济措施，而合同效力的继续维持也不一定能构成“损害扩大”；因
此，守约方的拒绝解除合同的行为，也不一定构成违反减损义务。一般说来，如果守约方坚持要求违约
方继续履行合同，其通常不会采取开始新的替代性交易；此种情况下，如果违约方的损失处于延续状态，
减损规则本身也不能解决“合同僵局”问题。
可能难以认定守约方违反了其减损义务。〔82〕由此可见，
综上所述，现行《合同法》的框架下，无论是实际履行规则、情势变更制度、减损义务等制度，均无
法打破“合同僵局”；这些制度无法替代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功效。而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由于
存在司法控制程序，且仅针对违约方非恶意毁约的情形，
因此不会发生道德风险或者效率违约的情形。

参见陈奕：
《情势变更与履行费用过高的适用之辨》，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57页。
参见卡斯腾·海尔斯特尔、许德风，
《情事变更原则研究》，第398页。
〔79〕 See J.W. Carter, Wayne Courtney ＆ Gregory Tolhurst, Two Models for Discharge of a Contract by Repudiation,77 (1) Cambridge Law
Journal 117 (March 2018); Hongkong Fir [1962] 2 Q.B. 26, 33.
〔77〕
〔7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51号民事判决书。
朱广新，
《合同法总则研究》（下册），第720页。
〔82〕 孙良国，
《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第48-49页。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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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成要件的检视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在构成要件的设计上必须十分周延，否则极易发生被滥用，形成纵容违约、
随意否定合同效力的错误导向。根据现行《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
构成要件主要表现在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不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与显失公
平。但草案现有条文也存在疏漏，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前文对于《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中规定的合同不能履行进行了详细分析，即其调整的合
同不能履行的原因既可能是客观原因，也可能是当事人自身经营困难、风险预测失误或商业能力不足导
致的履行不能等主观原因。同时，
“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针对的更多的是所谓“主观
不能（仅债务人而非所有人不能为给付）”的情况，
且特指违约方非故意毁约，
以此避免出现效率违约的
机会主义现象。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纪要》特别强调，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
可以判决解除合同：一是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二是继续履行合同将给违约方自身造成重大损
害。显然，法院旨在排除一方恶意毁约、追求更大利益的情形。
由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增加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纪要》的第一要件“非恶意违
约”？如前文所述，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这一制度主要解决的是债务人主观不能的情形，此处的违约
情形，债务人一般具有过错，但其过错不能包括故意违约，即债务人不能是积极地追求不履行。这就是
说，禁止当事人恶意毁弃合同，防止基于获得更大利益的目的而主动违约（即所谓“效率违约”
）；而仅
限于债务人丧失了履行能力、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但是，在具体的司法认定上，如何界定债务人
的违约是否为“恶意”，则十分复杂，因为在债务人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实际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归
责性（imputability）。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去认定债务人的违约是否因“恶意”所致，有时候十分困
可能是其履行能力丧失的所谓“善意违约”，
也可能是
难。〔83〕譬如，在债务人以行为默示违约的情况下，
另有算计的“恶意违约”，从外部很难作出判断。
这就涉及到现有条文设计能否有效避免“效率违约”机会主义行为的问题。除了前文对于两者规
范理念和适用要求的差异分析之外，从法律结构上看，效率违约主要是从违约方的角度进行构造，即违
约方通过权衡自身的成本-收益来决定是否违约，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理论；而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则
是从守约方和违约方的双向角度进行的规则设计。具体来说，
“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是从违约方的立场进行的行为描述，
“不解除合同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明显不公平”则是考虑了守约方
的行为表征，即守约方存在较为明显的过错。而在效率违约的场合，债权人完全有权坚持实际履行，而
拒绝解除合同；这里不存在任何权利滥用的情形。故此，现有条文关于违约方“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是合理的，其与后一要件——守约方“不解除合同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明显不公
平”——必须结合起来认定，协同发挥防止违约方故意违约追求更大利益的作用。
此外，合同不能履行必须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合同目的属于内涵和外延相对不确定的
概念，学界对其含义素有争论。既有研究的解释路径一般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解释“目的”，直接进行定
〔83〕

 énédicte Fauvarque-Cosson & Denis Mazeaud, European Contract Law, Materials for a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Terminology,
B
Guiding Principles, Model Rules 237 (Munich: Selli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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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式阐述。〔84〕另一类解释路径是通过细化目的类型，进而确定合同目的范围。上述两种路径的不同表
达实际上是对合同目的由抽象到具体的学术努力，从中可以提取出得到普遍认同的合同目的共识性特
征，即合同所欲达到之法律效果和基本利益（客观目的）是合同目的的“默认选项”，但具体缔约场景
中明显外化的动机（主观目的）可以限制或扩大合同的客观目的。〔85〕既有的司法实践也为这种理解提
供了经验支持。〔86〕
由此，在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景中，不能实现的合同目的之范围应当作同样的理解。但此处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体是指当事人双方的共同合同目的还是指当事人一方之合同目的？本文赞同
合同目的是指一方当事人所欲之目标的观点，因为各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往往是相异的，难以形成具有
双方共同目的是合同义务的完全履行。〔88〕此观点看似合理，
共通性的具体目的。〔87〕至于反对论者指出，
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对于不同的当事人其合同义务也是相异的，一旦一方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
务，则也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情形，而一方履行的合同义务往往对应对方的合同权利或合同目的，
因此，该观点实际上与“合同目的是指一方当事人的目标”没有本质差异。基于上述分析，
《合同编（草
案）
》第353条第3款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主体是“一方当事人”，即违约方。例如，在租赁合同中，如
果承租人因为工作关系调动等原因而无法承租房屋，
此时应当允许其申请司法解除。〔89〕
（二）守约方不解除合同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明显不公平
根据《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要件之一是，有解除权的守约方不
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对违约方显失公平。其中，
“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有何判断标准？两者对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限制是否具有独立的贡献？
诚 信 和 公 平 是 合 同 法 的 两 项 基 本 原 则，这 是 比 较 法 上 的 普 遍 共 识。 以 欧 盟《 共 同 参 考 框 架
（DCFR）》为例，在合同解除部分，该示范法尤其强调诚实信用（good faith）和公平交易（fair dealing）
原则。〔90〕 守约方与违约方同属合同主体，应当受到平等保护，双方有自主决定合同命运的权利，其利
益都应得到法律平等尊重。〔91〕我国《民法总则》第6条和第7条也分别规定了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有学者认为，合同目的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想要得到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表现为一种经济利益。参见江平主编：
如
《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或认为，合同目的是一方当事人许诺，并与另一方当事
人协商后成为合同订立的基础条件。Fibrosa Spolka Akcyjna v Fairbairn Lawson Combe Barbour Ltd [1943] AC 32, 48 (Viscount
Simon LC); Stocznia Gdanska SA v Latvian Shipping Co [1998] 1 WLR 574, 588 (Lord Goff); Barnes v Eastenders Cash and Carry Plc
[2014] UKSC 26, [2015] AC 1, [106] (Lord Toulson).
合同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的联系的讨论，可参见崔建远：
《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
期，第45页；徐涤宇：
《原因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页。
如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指出，
“合同目的包括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客观目的即典型交易目的，当事人购房的客观
目的在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用于居住、孩子入学、投资等，影响合同客观目的实现的因素有房屋位置、面积、楼层、采光、质量、
小区配套设施等，客观目的可通过社会大众的普通认知标准予以判断。主观目的为某些特定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和本意。
一般而言，合同目的不包括主观目的，但当事人将特定的主观目的作为合同的条件或成交的基础，则该特定的主观目的客观
化，属于合同目的的规制范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9期（总第251期）。相关类型案例另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再251号民事判决书。
崔建远，
《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第47页
参见赵文杰：
《〈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179页。
王利明，
《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第20页。
Principles, Definitions and Model Rules of European Private Law, 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 (DCFR), vol. 1, 412 (Christian von
Bar ＆ Eric Clive eds.,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10).
参见谈词镇、何丽敏：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实体研究》，载《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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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此外，该法第132条还规定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根据该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关于权利滥用的构成，有学者认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要有
权利的存在。其次，须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利益。再次，须行为人主观有过
错。主观有过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有损害的恶意，有时候也表现为过失。〔92〕另有学者指出，权利滥用
的构成要件，因所涉及问题的情形而有所不同，而作为共同的要件，须权利的行使超过了社会的容许限
度。是否有加害目的等主观意图，并非必要条件。关于社会容许限度的判断，应就具体情形依诚实信用
原则对于权利人一方与对方的利益关系进行比较。〔93〕简言之，学说对于权利滥用通常以主客观标准进
行认定，
主观方面要求权利人具有为自己谋利或损害他人的意图（故意或过失），
客观方面是指在相互对
〔94〕
〔95〕
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体现。
立的利益主张中存在利益失衡(即权利人获益与致他人受损的比较结果)。

值得探讨的是，权利滥用通常是指过度行使权利，越过了其应有的边界并损害他人的利益。如权利
人拒不行使权利，其不作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如答案为肯定，则行使权利是否会被异化为一种义务？
以违约方行使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合为例，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从一个角度看
是一种消极不作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则是该方一味坚持合同的继续履行，这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作为，因此完全可能构成权利滥用。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况下，权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行使权利，亦可能
构成一种权利滥用。〔96〕如专利权人在法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行使权利，或同意权人故意不作同意或
不同意之表示等，均为权利不行使之滥用行为。〔97〕同时，应当注意到，赋予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守约方权利的限制，但并不能认为是将守约方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异化为必须解除合
同的义务。实际上，在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场合，守约方仍然具有继续维持合同效力、不行使解除权
的自由，只不过法律在合同僵局的情形下将解除合同的申请权主体扩张至违约一方，以此实现双方利益
的平衡保护。
故此，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权利滥用是指，在主观方面，守约方具有为自己谋利或损害违约方
利益的过错；在客观方面，守约方对坚持继续履行欠缺法律上的合法利益，其拒绝解除合同造成守约方
所获利益与违约方所受损失严重失衡。在具体操作中，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要素可以相互证成。例
如，
“若权利人行使权利于己无益或获益远小于对他人造成的损失，则其负有防止该后果发生的注意义
务，违反此义务即构成过失”。〔98〕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现行草案要求“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
公平的”；而法律意义上的“显失公平”是有特定含义的，应以《民法总则》第151条为判断标准。具
体说来，显失公平包含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一般认为，显失公平主观上要求一方具有利用对方危困状
态、无经验、缺乏判断能力或明显的意志薄弱的故意，客观上造成在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明显不

〔92〕

参见王利明：
《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页。

〔93〕 ［日］北川善太郎：
《民法总则》，有斐阁1993年版，第20页。

参见彭诚信：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252页。
 见青岛海事法院(2001)青海法海事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浙甬民一终字第152号民事判
参
决书。
〔96〕 参见钱玉林：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第59页。
〔97〕 参见史尚宽：
《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6页。
〔98〕 彭诚信，
《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第254-255页。
〔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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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使一方处于重大不利的境地，即给付与对待给付的显著利益失衡。〔99〕与权利滥用判断标准的证明
需要考察不解除
相同，显示公平的主客观要件也可以相互推定。〔100〕在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景中，
合同时，守约方与违约方之间的利益是否严重不相称。如果继续履行过于艰难或须违约方付出高昂代
价，而守约方所获的履约价值大幅下降，可以认为构成显失公平。
通过上述分析，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作为法律上的特定用语，两者在判断标准和法律后果上存在
相同之处。在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语境下，一方面，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都要求守约方不行使合同
解除权具有侵害违约方利益的过错；另一方面，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都强调在客观方面造成守约方与违
约方利益失衡，即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的行为会对违约方造成严重损失，且守约方不能从其行为中获益
或获益远远小于违约方付出的代价和遭受的损失。无论是权利滥用通过比较权利人获益与致他人受损
的结果，还是显失公平考察给付与对待给付的不均衡，都旨在说明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造成的不公平结
果。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对于《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而言都能达到同样的效
果，该条文规定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必须同时构成“权利滥用”与“显失公平”，显然是立法者基于严
格适用、防止滥用的意图，但也未免略有叠床架屋之嫌。因此，基于显失公平在民法上的特定含义，其要
求的“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以及强调不公平发生于合同订立之时的要件，在
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场合并不适用，且对要件的举证要求较高，
为避免歧义，
并与《合同编（草案）
》
第323条情势变更的措辞一致，建议统一为“明显不公平的”。即将本条第3款中“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
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修改为“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
利对对方明显不公平的”。

四、结语
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10条等条款的规定存在不周延所导致的立法漏洞，容易产生所谓“合同僵
局”，即在违约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债务人虽然可以援引该条来对抗债权人的实际履行请
求，但合同关系并不因此消灭，债务在合同预定的期限内始终存在。而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制度则旨
在打破此种“合同僵局”。这一制度既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又关系到社会公众的认知与接受，
还
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具有复杂的多面向，关涉到多重利益诉求的妥当协调。既有否认违约方
申请解除合同权的研究主要基于“违约方直接或随意解除合同”、
“违约自由”等前提，得出违约方解除
合同的规定容易被滥用而滋生道德风险、违背“任何人不得因其恶行而得利”的法理。但通过细致的分
析，采取司法解除制度赋予违约方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路径，在警惕行为人策略性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上具有明显优势，且更有利于实现守约方与违约方的均衡保护。
《合同编（草案）
》第353条第3款并非赋
予违约方以直接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是为了打破合同僵局，确立了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即由法院经
过综合判断后决定违约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通过明确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严格要件，可以避免
道德风险和投机主义行为，从而控制社会成本，减少无意义的资源浪费。另外，通过对相关制度的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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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
《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7-578页。
 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较充分，可以不要求当事人之间的给付显著不当；当事人之间的给付显著不当，则可以推定主观因素的存
即
在。参见王利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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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争议与回应

石佳友

高郦梅

细致检视可以发现：实际履行的排除规定、减损规则以及情势变更制度在调整对象、适用标准及法律后
果等方面均不能周延覆盖合同僵局的情形，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的规定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可以为
解决合同僵局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中考察，设立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均具
备积极意义。当然，鉴于学界对违约方申请解除制度尚未达成一致，立法机关也可采取替代性办法。具
体说来，借鉴前引德国法、法国法的规定，在草案第370条不能履行抗辩情形之后增加一款规定：
“有上述
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确认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不影响违约责
任的承担。”

The Defaulting Party's Right to Apply f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Controversy and Response
Shi Jiayou ＆ Gao Limei
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gap of Art.110 of the existing Contract Law may provoke the "contractual
deadlock" which means, in case of 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 by the defaulting debtor, the debtor may
invoke the defense provided by this Article,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 will persist for the resting term of the
contract. The defaulting Party's right to apply f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intended to break such
"contractual deadlock," through which  the court decides whether the defaulting party could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fter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By clarifying the strict elements of the defaulting party's application fo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moral risk and speculation can be avoided, so as to control social
costs and reduce meaningless waste of resources. Meanwhile, the exclusion rule of actual performance,
the principle of substanti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and the mitigation rules cannot be extended to cover
the deadlock of the contract in terms of the object of adjustment, the difficulty of application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The provision of the defaulting party's right to apply f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scope of application, which can provide adequate system supply to solve the contract
deadlock. Whether in theory or in pract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faulting party's right to apply f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legitimate. In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e draft are
flawed and should be perfected, emphasizing that "the defaulting party's unintentional breach of contract
makes the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impossible to achieve" and "non-defaulting party's failure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constitutes an abuse of rights to the other party which is manifestly unfair."
Keywords: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 contractual deadlock; judicial
termination;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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