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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算义务人的
义务及其与破产程序的关系
王欣新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清算义务人是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特定法律关系 ，在公司解散时负有在法定
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并在未及时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的民事主体。在清算程序中负有全面配合和协助清算组清算工作义务的公司内部配合清算义
务人，是承担妥善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的义务主体，并直接承担
未能履行上述义务的法律责任。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是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算程序 、成立清算
组织，是以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为前提而实际发生的 。 在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因
公司已经出现解散事由，配合清算义务人在组织清算组成立的合理留守期间之后 ，其妥善保管并
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的义务，在向清算义务人办理移交手续后转由清算
义务人承担。债务人破产原因的出现并不是公司的解散事由 ，对未出现解散原因的债务人，清算
义务人没有申请破产清算的义务。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负有妥善保管并向管理人移交公司财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义务者，是破产法规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不能认为只要在破产程序中因债务人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下落不明等无法清算就可
以追究清算义务人的连带责任或相应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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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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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 出台至今已
逾 10 年，其第 18 条关于清算义务人及其法律

纷。① 本文不对规定本身内容进行评价，而是对
如何正确理解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义务以及其与
破产程序的关系进行分析，望能抛砖引玉。

责任的规定引发了人们的重视，学者们对该规

一、清算义务人的概念与范围
“清算义务人，是指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

定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如何正确理解执行议论纷

在的特定法律关系而在公司解散时对公司负有

作者简介：王欣新（ 1952—） ，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市破产法学
会会长。
①

刘敏：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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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组织清算义务，并在公司未及时清算给相
关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
主体。”②这一概念基本上概括出了清算义务人
的本质特征，如果将概念中“依法组织清算 ”的
义务更为明确地界定为“在法定期限内启动清
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 ”，则对于在司法实践中
正确理解和认定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具有更强的
指导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将清算义务人
的概念界定为，“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特
定法律关系，在公司解散时负有在法定期限内
启动清算程序、成立清算组织，并在公司未及时
清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损失时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的民事主体”。
在我国立法中，不同的法律对清算义务人
的范围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民法总则 》第 70
条第 2 款规定：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
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 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法人
的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都可以成为清
算义务人，但立法并没有直接将股东列入清算
义务人范围，更没有将清算义务人范围限定为
股东（ 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 ） 。 那么在不同的
法人中，如何确定是执行机构还是决策机构的
成员为清算义务人呢？ 原则上应当根据相关法
律的一般规定或者法人的章程约定确定，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换
言之，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下，当事人对于清算义务人的自行约定不再具
有对抗法律规定的效力； 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
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是可以通过法人章程的
约定确定由谁担任清算义务人的。 通常，由法
人组织中有权决定法人解散的机构担任清算义
务人，从职权衔接等角度讲较为顺畅。 不过，法
人也可以确定执行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的成员
为清算义务人，将决定法人解散的权力和解散
时产生的清算义务分解在不同人的身上承担。
目前我国《公司法 》没有具体规定谁是公
司清算义务人。其第 183 条规定： “公司因本法
第一 百 八 十 条 第 （ 一 ） 项、第 （ 二 ） 项、第 （ 四 ）
项、第（ 五 ） 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
②
③

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
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
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
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
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
织清算组进行清算。”学者们对这一规定是否
包含了清算义务人的概念不无争议，③因为从其
文义上看仅仅是确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组的人员组成，并没有确定谁是公
司的清算义务人。在这里需要区分公司清算程
序中清算义务人和清算人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
前所述，清算义务人是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时，
负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清算程序并组织清算义
务的人。而清算人则是在清算程序启动后负责
公司具体清算事务的人，公司法中的清算人是
清算组，破产法中的清算人则是管理人。 所以，
确定清算组由哪些人组成，解决的仅仅是清算
人的问题，并不涉及清算义务人。 清算义务人
和清算人的构成人员不同，具有不同的职能，承
担不同的义务，产生不同的责任。 根据《公司
法》第 183 条的规定，不排除甚至主张清算义务
人在清算程序启动后继续担任清算人，成为清
算组成员，但这并不表示清算义务人和清算人
的人员范围、义务和法律责任是相同的。《公
司法》和《破 产 法 》对 清 算 组 和 管 理 人 的 职 权
（ 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 有明确规定，昭示了其与
清算义务人之间的区别。认为谁有权启动清算
程序、负责组织清算组谁就是清算义务人的理
解也不够准确。 因为《公司法 》第 183 条还规
定，在公司无人组织清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债权人的清算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
进行清算，但显然不能因此将人民法院理解为
清算义务人。
《公司法 》中缺失对清算义务人范围及其
法律责任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公司出现
解散事由如被吊销营业执照等，但是却不组织
清算，恶意逃废债务和法定义务，致使公司财产
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乃至主要财产、账

刘敏：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29 页。
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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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重要文件等下落不明或灭失，日后无法进行
清算，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却难以追究责
任、挽回损失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此，《公司法
司法解释二 》第 18 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
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
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
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
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
持。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债权人
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除一部分研究公司解散清
算制度的著作外，④一些公司法的学术著作或教
材往往关注清算人的概念，对清算义务人的概
念则不够重视，分析论述不足，甚至没有涉及，⑤
尤其是在 2008 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出台之
前。而理论上和实践中对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尤
其是破产程序中清算义务人义务均存在一些认
识模糊之处，这就使得对清算义务人及其义务
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
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是什么？ 什么时候
才会产生清算义务？ 清算义务人、清算人 （ 组 ）
以及依法应当全面配合清算人工作的人 （ 以下
简称“配合清算义务人 ”） 各自的义务又有什么
不同？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中明确规定，清算义
务人的义务是“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
清算”。 也就是说，只要清算义务人一经依法
及时启动清算程序，使清算组组成并开始清算
工作，其清算义务就得到了适当履行。 而具体
各种清算事务的完成，则是清算人的义务，不属
于清算义务人的义务。

有学者提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包括三个
方面，即 作 出 清 算 决 议、委 任 清 算 人、监 督 清
算。⑥ 这一观点基本上涵盖了清算义务人的义
务，其中需要考虑适当调整的，其一是在《民法
总则》规定法人的执行机构和决策机构都可能
为清算义务人后，可能出现由决策机构作出清
算决议（ 准确地讲应当称为解散决议 ） ，而由执
行机构作为清算义务人负责启动清算程序、委
任清算人即组织清算组的情况。 笔者认为，将
“作出清算决议 ”作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或者
作为一项独立的清算义务行为，表述上不够准
确妥当，毕竟作出一个决议和实际启动清算程
序是不同的行为，而且在实践中清算义务人启
动清算程序通常是不再作出决议的，因为这是
其法定义务。 其二是将“监督清算 ”列为清算
义务人的义务也不够准确。《公司法 》中涉及
到对清算组工作进行监督的规定有两条。 第
186 条第 1 款规定：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
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
方案，并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
认”。第 188 条规定： “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
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
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 这里的监督机构
均是“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 ”，主要
是由以公司法上的治理机制与组织结构为基础
而设置的公司内部机构担任，也包括公司治理
机制失灵时法院的介入，而非公司外部的股东
个人。法定的监督主体与法律规定的清算义务
人的范围并不重合，清算义务人实际上也不可
能僭越股东会的权利去监督上述各种清算活动
尤其是 法 院 启 动 的 公 司 清 算 活 动，故 不 应 将
“监督清算”列为清算义务人的法定清算义务。
据此，笔者认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应当集中在
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组织清算组这两项与
清算义务存在实质性联系的事项上面。 清算程
序启动的典型外观表现是清算组的成立，所以
依法及时启动清算程序和组织清算组这两项清

如刘敏：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 如在施天涛所著《公司法论》（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甘培忠所著《企业与公司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
版） 范建、王建文所著《公司法》中，均没有涉及清算义务人的概念。
⑥ 刘敏： 《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2 页。
④

·26·

法学杂志·2019 年第 12 期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专题

算义务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时操作并实现的，但
有时也会出现两项行为分离的情况。例如公司
出现解散事由，清算义务人决定启动清算程序
并组织清算组清算，但由于各清算义务人之间
意见冲突等原因而无法在法定期间内组成清算
组。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
7 条规定，当“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时，“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
对公司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 也
就是说，即使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决定启动清算
程序并实施启动行为，但无法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也不视为已经正
确履行。此时清算义务人应当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只有提出此项申请，
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在清算组未成立的情况
下方视为正确履行，即使法院未受理此项申请
或者未指定清算组，申请提出后清算事宜进展
如何也与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无关了。
有学者认为，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不仅
是“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而且
包括负责公司具体清算工作。 还有的学者认
为，“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主要表现为组织
清算组，担任清算组成员，启动清算程序，并竭
尽全力对清算组的清算工作履行必要的协助义
务（ 如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原始凭
证、公司财产清单等 ） 。”⑦ 这是在不同程度上将
清算义务人和清算人的性质与义务混淆了。 而
将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解释为除依法及时启
动清算程序外，还“包括妥善保管法人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的义务 ”，⑧ 或“提供财务会计报
告和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公司财产清单等 ”，
则更为不妥，是将清算义务人与在清算程序中
负有全面配合和协助义务的公司内部人员即配
合清算义务人的义务相混淆了。
在清算程序中，除了清算义务人和清算人
之外，还存在配合清算义务人。 所谓配合清算
义务人，是指在公司清算程序中负有全面配合
和协助清算组清算工作义务的公司内部人员
（ 而非公司外部的股东 ） 。 妥善保管并向清算
组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便是配合
⑦
⑧

清算义务人最为重要的义务。 需强调指出的
是，一般而言，清算义务人并不负有保管移交公
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义务。 根据《公司
法司法 解 释 二 》的 规 定，“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股
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是清算
义务人，但在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中，实际掌管
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的人是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工作人员等
相关人员，而不是公司的股东以及不担任管理
职务的非执行董事。 在公司清算程序启动前，
股东以其所投资公司外部主体的身份，是根本
没有权利直接插手公司掌管其财产、账册、重要
文件的 （ 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等公司内部职务者除外 ） 。 即使是在清算程序
启动后，没有担任清算组成员的股东也同样没
有权利去掌管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而担任清算组成员的股东享有这些权利也并不
是因为其为清算义务人，而是清算人。 在司法
实践中，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
下落不明或灭失的行为主体或者说直接责任主
体，通常是配合清算义务人。 如果这些违法行
为是在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的指使下或纵容
下进行的，股东等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其性质
不属于清算义务人责任。
需注意的是，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后法律
规定应组织成立清算组的期间内，清算义务人
没有保管、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义
务，也不具备履行这些义务的客观条件； 但是如
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启动清算程序，配
合清算义务人在组织清算组成立的合理留守期
间之后，因公司已解散可以离开公司另谋职业，
其妥善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公司财产、账册、重
要文件等资料的义务，在向清算义务人办理移
交手续后，转由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义务人
承担，即使其没有办理移交手续，保管义务也由
清算义务人承担。因为在清算义务人未履行启
动清算程序义务的情况下，清算义务人负有主
动承接财产等保管工作的义务。此时如公司财
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导致债权人损失，清

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56 页。
张新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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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义务人因未尽清算义务，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外，股东虽然没有直接的保管和移交财
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的义务，但是在公司运营
过程中却直接或间接负有对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监督职责。 如果
这些被监督的对象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
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下落不明或灭失，债
权人遭受损失，而股东如对此有过错也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但这时责任的性质不是清算义
务责任，而是股东怠于履行公司监督职责等过
错责任。
需着重指出的是，即使清算义务人依法及
时启动清算程序、组织了清算组，如果配合清算
义务人不履行其配合义务，同样可能出现公司
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下落不明或灭失等
问题，导致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受到损
失。但是，由于清算义务人已经履行了其清算
义务，所以不应当承担对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
损失的赔偿责任，这一责任应当由配合清算义
务人承担。
清算义务是在公司出现解散事由 （ 因公司
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除外，下同 ） 时才发
生的，所以讨论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是否存
在和正确履行也一定以此为前提。 换言之，不
存在公司解散事由，就不存在清算义务人的清
算义务。
对公司解散的概念，学者们的定义没有实
质性差异。“公司解散是指引起公司法人人格
消灭的法律事实。”⑨“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
的公司，基于一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公司人格发
生消灭的原因性行为和程序。”瑏瑠《民法总则 》第
69 条规 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法 人 解 散：
（ 一） 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
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 二 ） 法人的权
力机构决议解散； （ 三 ） 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
要解散； （ 四 ） 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
证书，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 ） 法律规定
的其他情形。”《公司法 》第 180 条规定： “公司
因下列原因解散： （ 一） 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
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
⑨
瑠
瑏


现； （ 二）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 三 ）
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 四 ） 依法被吊
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 五 ） 人民
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
散。”除《公司法 》中单独规定有司法强制解散
公司的情况外，两个法律的规定基本相同。 根
据《公司法》第 183 条的规定，除公司因合并或
者分立解散的情况外，其他解散原因出现时，清
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
成立清算组。如果清算义务人未履行上述依法
及时提起清算程序的义务，造成债权人损失，便
属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 18 条规定应当对
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相应赔偿责任的情况。
三、清 算 义 务 人 的 义 务 在 破 产 程 序 中 的
体现
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是否导致清算义务人
产生清算义务？ 根据《企业破产法 》的规定在
何种情况下才会产生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
在破产程序中，谁负有妥善保管并向管理人交
付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义务，并应
承担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保管不善灭
失的责任？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 18 条规定的对清
算义务人责任的追究，建立在公司已经出现解
散事由而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未在法
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的基础上。 根据
《民法总则》第 69 条、《公司法 》第 180 条的规
定，公司出现破产原因并不是其解散原因。 立
法之所以没有将公司出现破产原因列为解散原
因，是因为即使是公司出现了破产原因，也不一
定都需要解散清算、退出市场，还可能依据《企
业破产法》中的重整程序或和解程序得到挽救
重生，继续存在，所以法律不需要也不应当规定
对其进行强制性的解散和清算。
《企业破产法 》对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
问题是有规定的，其第 7 条第 3 款规定： “企业
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
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
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此条规定强调，负

刘俊海： 《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26 页。
施天涛： 《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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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履行申请破产清算义务限
于“企 业 法 人 已 解 散 但 未 清 算 或 者 未 清 算 完
毕”的情况，即以企业存在解散事由为前提，这
是与公司法的原则相统一的。公司的解散原因
和破产原因可能并存，也可能不并存。 破产清
算是公司清算的一种，但在公司没有出现解散
原因的情况下，即使其出现了破产原因，公司法
上的清算义务人也没有启动破产清算程序的义
务，自然也就不存在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
此外，立法规定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
申请的是“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 ”，而没有使
用清算义务人的概念，因为此处的“依法负有
清算责任的人”既包括清算义务人也包括清算
人，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在“企业法人已解散
但未清算，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即
解散原因与破产原因并存时，应当向人民法院
提出破产清算申请的是清算义务人； 在“企业
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
务的”情况下，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
申请的是清算人即清算组。 对此，《公司法 》第
187 条有呼应性规定： “清 算 组 在 清 理 公 司 财
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
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
宣告破产。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
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需注意的是，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与债
务人企业及其内部相关人员在破产清算中的义
务不能混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以在
企业存在解散原因时对破产程序的提起为义务
的履行，后者以全面配合管理人完成破产清算
工作为义务的履行，确认义务是否履行的法律
依据是《企业破产法 》中的各项相关规定。 在
企业未出现解散事由的情况下，债权人或债务
人提出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且为法院受理
后，所谓清算义务人提起清算程序的义务，即使
在以后企业再发生解散原因时 （ 通常是不可能
的） ，也已经由于他人申请已使清算程序启动
而解除，不复存在。 这时破产程序中剩下的只
是破产企业的相关人员应履行的全面配合破产
清算的义务。
在破产程序中，同样存在配合清算义务人。
债务人企业的哪些人员应当负有全面配合清算
工作的义务，是由《企业破产法 》明确规定的。

该法第 15 条规定：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
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 （ 一 ） 妥
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等资料； （ 二 ） 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
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 三 ） 列席债权人会
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 四 ） 未经人民法
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 五 ） 不得新任其他
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款所称有
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经人民法院决
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
管理人员”。 该规定中确定的人员范围并不包
括企业的股东，而且在债务人有关人员承担义
务的第 1 项中就指出，“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是这些人员
的义务，其保管的目的是依据《企业破产法 》第
25 条的 规 定 向 管 理 人 移 交，由 其 接 管。 由 于
“妥善保管”并不是股东的义务，所以出现未能
“妥善 保 管 ”的 现 象 也 不 应 追 究 股 东 的 责 任。
在实践中，公司具体事务的经营管理由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负责，而不是由股
东负责。尤其是具体到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的保管，是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以及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负责的，股东无权更不可能直接占有、保管和管
理这些财产和资料。所以，对债务人企业财产、
印章和 账 簿、文 书 等 资 料 灭 失 的 责 任，《破 产
法》规定应当由上述人员承担。 为此，《企业破
产法 》第 127 条 还 专 门 规 定 了 其 责 任，指 出：
“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
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人民法
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债务人
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
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
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据此，破产程
序中上述违法行为的责任，包括因上述违法行
为导致企业无法清算的责任，立法并没有直接
追究到股东身上。 当然，上述规定并不排除股
东在公司中因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一身二职而承担前述有关责任。 此外，如果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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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对上述直接责任人员的违法行为存在过错，
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不再是清算义务人

现因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下落不明
而无法清算的现象，在法院作出终结破产程序

的责任。

的裁定以后，就可以引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

此处特别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
供司法 保 障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 》第 16 条 规 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
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要从充分保障债权人
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
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出

的规定追究股东等清算义务人的连带责任或相
应责任。有的法院和法官也对此存在误解，认
为只要是无法进行破产清算，就一定是股东等
清算义务人未尽到清算义务。这些看法都是片
面的。只有在债务人企业同时存在解散事由和
破产原因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清算义务人的
清算义务，只有在清算义务人对存在解散事由

资人等进行释明，或者采取相应罚款、训诫、拘
留等强制措施后，债务人仍不向人民法院提交

的债务人企业未依法及时提起清算程序包括破
产清算程序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清算义务人

有关材料或者不提交全部材料，影响清算顺利
进行的，人民法院就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行

未履行清算义务。在债务人企业不存在解散事
由的情况下，因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应当告知债

等下落不明而无法进行破产清算的法律责任，
应当由《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人

权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有责任的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股东，以及
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从该条规定似乎能得出清算义务

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规定的清
算义务人承担。

人为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

下面举一案例说明并作为本文的结束。A
公司是 B 公司的股东。B 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

经营管理人员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有关材料须承
担责任的结论。该条有关清算义务人责任的规

债务而被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对破产申
请裁定予以受理。 破产案件受理后，因管理人

定，是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 》第 18 条规定引
用而来的，其适用的前提仍然是债务人企业已

未能接收到公司任何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无法进行破产清算，法院根据管理人的申

经出现解散原因，但清算义务人未“在法定期
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因此导致“债务人

请宣告 B 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其后，债
权人起诉 A 公司，要求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

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 ”，无法“向人民
法院提交有关材料 ”。 因为在企业未出现解散

二》第 18 条的规定追究 A 公司对其债权的连
带清偿责任。 经查，A 公司在法院裁定受理债

原因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
务，更不存在其需要因未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

权人对其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时，未被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也不存在其他公司

债务责任的问题，所以尽管上述规定中可能存
在表述不够清晰的问题，但并不能作为在破产

法上的解散事由。 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
A 公司是否未履行清算义务人的义务，对管理

程序中任意扩张清算义务人的义务与责任的依
据，而且其并非司法解释，不具有改变《公司法

人未接收到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应否承担责任，对债权人应否承担连带清

司法 解 释 二 》规 定 的 效 力，更 不 能 解 释、修 改
《企业破产法》的前述有关规定。

偿责任。

由于对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以及《破产

笔者认为，B 公司作为债务人在进入破产
程序前本身并没有出现解散事由，不引发清算

法》对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的规定缺乏正确的
理解，有的债权人认为只要是在破产程序中出

义务人的实际清算义务，所以根本不存在 A 公
司未履行其清算义务的问题。 根据《企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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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在企业法人未出现解散事由的情况
下，
负有保管和交付债务人财产、印章和账簿、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责任，应当由这些人员承
担，而不应由 A 公司以与之不相干的所谓清算

文书等资料责任的人不是股东，而是债务人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

义务人的名义承担。 所以，A 公司不应对债权
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人员。 管理人未能接收到 B 公司的财产、印章

The Obligation of Liquidation Obligor and Its Ｒelationship
with Bankruptcy Proceeding
Wang Xinxin
Abstract： The liquidation obligor is a civil subject who based on the specific leg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any，starts the liquidation proceeding，establishes a liquidation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statutory period and bears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law when the
liquidation fails to start in time and leads to losses for the relevant right holders． The internal obligor who cooperates with the liquidation is the subject responsible for safekeeping and transferring
the assets，account books，important documents and other materials to liquidation group and directly bearing the legal liability for failing to fulfill the above obligations． The obligations of obligor are to initiate the liquidation proceeding and establish the liquidation organization within the
statutory time limit，and the obligations are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re are the causes for dissolution． In the case that the liquidation obligor fails to perform the liquidation obligation，and
there have been the causes for dissolution，the above obligations of obligor who cooperates with
the liquidation，after the reasonable perio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quidation group，shall
be transfer to the liquidation obligor i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forma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d．
The reason for the debtor’s bankruptcy is not the cause of the company’s dissolution，and for the
company in which there is no cause for dissolution，the liquidation obligor has no obligation to apply for bankruptcy liquidation． In the bankruptcy liquidation proceeding，the obligor who has the
obligation to keep and transfer the assets，account books and important documents to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is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pany as prescribed by the bankruptcy
law，as well as financial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management personnel． It cannot be
considered that the liquidation obligor can be held accountable as long as the liquidation cannot
be proceeded due to the debtor’s assets，seals and books，and documents have been lost．
Keywords： liquidation obligor； liquidator； obligor who cooperates with the liquidation； the
obligation of liquidation obligor in bankruptcy pro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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