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假身份下的表见代理 
广东海高混凝土有限公司诉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王新 

 

一、当事人、代理人基本情况及案由 

原  告：广东海高混凝土有限公司 

代理人：王新律师。 

被  告：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代理人：孔××，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二、案情介绍 

2010 年 12 月 22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

南沙区东涌镇太石村中心公园工程工地供应商品混凝土，合同并对供货期限、供料方式、结

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依约向被告指定工地持续供货，截至 2011 年 3

月 8 日止，总计向被告该工地供应 1，338.5 立方米混凝土，合计货值约计 3612750 元。但

被告未能如约付款，除 2011 年 1 月 30 日向原告票付 50000 元外，余款本金 3561275 元一

直未付。2013 年 3 月，原告向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所欠本金及其

对应违约金合计 5130990 元。 

被告辩称：被告不存在欠付货款的情形。理由是： 

1、被告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无论是合同还是送货单、验收单，都没有被告的公

章，在这些文件资料上签名的人也都不是被告方人员。 

2、被告工地所用的混凝土，是向合同上签字的“莫贤鸿”购买的。也就是说，被告只

对“莫贤鸿”负有付款义务，而该款已经全部向其支付完毕。 

3、“莫贤鸿”无权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此合同不约束被告。 

三、争议焦点 

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观点，本案焦点为： 

1、原告的交易对象，是被告还是“莫贤鸿”？ 



2、“莫贤鸿”是谁，他是否能够代表被告与原告签约？ 

3、被告是否已经付清涉案货款？ 

四、办案经过 

拿到委托材料之初，原告代理人已经意识到：本案看似简单，实则暗藏败诉风险。当事

人手上的证据，只有一份《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四张月对数单、百十张《混凝土验收单》

和 5 万元支票转账进账单（付款人是被告）。其中销售合同虽列明需方是被告公司，但落

款处只有一个签约代表签名，无被告公司公章，也不知道该代表在被告公司是什么职务；所

有材料上代表被告的均是自然人，而且每一类材料上的自然人名字都不同。 

经询问当事人，得知签约代表的名字可能是“莫贺鸿”，原告代理人到公安部门查询无

此人；后经再次辨认签约代表的名字可能是“莫贤鸿”，原告代理人到公安部门查询仍无此

人，且广东省内的常住和暂住户籍登记都没有这个人。情况很清楚，这份合同上不仅没有公

章，连签名使用的也是假名。更糟糕的是，此前原告还能联系上这位“莫贤鸿”，现在早已

联系不上了。 

随着时效临近，诉讼不得不发。原告代理律师果断决定马上起诉，并确立了以环境证据

围证案件事实的基本思路。 

（一）第一轮举证 

原告首批举出了如下证据： 

1、《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有“莫贤鸿”签名； 

2、月结单四张，有“何艳欢”签名； 

3、《混凝土验收单》100 多张，分别有“王少彬”、“陈瑞标”、“何艳欢”、“高

连”等签名； 

4、银行进账单一份，付款人为被告，支票金额为 5 万元； 

5、原告记账凭证（含开给被告的 5 万元收据底联）。 

   被告首批举出如下证据： 

1、收据）2011.1.28），证明“莫贤鸿”收到被告交付的 5 万元不记名支票； 

2、收据三张（2011.3.3、2011.4.21、2011.11.10），证明“莫贤鸿”分别收到被告支

付的现金 20 万元、13 万元、6.35 万元； 

3、证明，是“莫贤鸿”手写，内容为其已经将出售给被告的混凝土款收齐，向混凝土

公司应付的货款由其自己负责等等。 



【各方观点】 

原告观点： 

原告所签署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虽然没有被告公章，但合同列明交易对方是被告，

因此原告主观上认为的交易对方是被告，这从原告收到被告作为出票人的 5 万元支票后开

出的收据内容为“收到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涌镇太石村中心公园工地 5 万元”

也能看出；大量的混凝土是送到被告承建的太石村中心公园工地的，签收人虽然身份不详，

但鉴于混凝土易于凝固和现场倾注的特性，这些人肯定是被告工地相关人员；签收人中有“何

艳欢”，可以证明“何艳欢”是被告方人员，并进一步推断月结单是其代表被告签认；银行

进账单的 5 万元确属被告向原告支付，如被告否认与原告有交易关系，则必须解释该 5 万

元是做何使用、所对应的是哪几张混凝土验收单所载货物。 

被告举出的收据存在大量问题：1、四张收据号码连号，且使用的书写工具和运笔方向、

力度高度一致；2、四笔付款中，涉及到原告的 5 万元是支票转账，而其余三笔更大金额的

都是现金，过于巧合且不合常理；3、被告称通过“特殊途径”才找到“莫贤鸿”取得这些

资料，但仍然拒绝提供“莫贤鸿”的有效联系方式和身份资料，不是善意应诉人的行为特征。 

被告观点： 

被告是黑龙江企业，在广州没什么工程也没有什么管理人员，“莫贤鸿”不是被告的人；

该公司所涉及的混凝土是被告向“莫贤鸿”购买，至于“莫贤鸿”向谁购买被告在所不问；

据了解“莫贤鸿”是游走在各个公司代售混凝土的无业人员，做这种生意的人番禺很多，但

被告由于是先收货后付款，所以没必要了解“莫贤鸿”的真实身份；后期向“莫贤鸿”支付

现金是应其要求，至于什么渠道找到这个人只能保密，因为是委托社会上的人进行的。 

原告举出的所有证据只能证明是跟“莫贤鸿”有发生交易，不能证明跟被告有直接交易；

虽然是原告生产的混凝土，但由于“莫贤鸿”居中行纪，实际上是被告向“莫贤鸿”购买、

“莫贤鸿”再向原告购买；被告已经举证支付完所有款项，所以对本案货款不再有支付义务。 

法官观点： 

合同具有相对性，双方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交易对方的身份；关于“莫贤鸿”的真实身

份，各方也应尽量提供，以便法庭考虑是否追加进入本案。 

（二）第二轮举证 

原告第二批举出如下证据： 

6、番禺区东涌镇太石村 2010 年 12 月现金收支明细，证明太石村中心公园系由被告承

建； 



7、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销户申请公示，证明被告在广州

多处承建工程； 

8、亨捷车队工商登记信息及情况说明，证明混凝土的运输单位所了解的涉案混凝土供

销情况； 

9、含 004848 收据（指 5 万元支票收款收据）签收编号收据的整本财务凭证，证明该

收据的历史入账情况。 

被告第二批举出如下证据： 

4、号码为 23190922 支票（指 5 万元支票）的存根，存根上签名为李炎安，证明该支

票是交给工程承包人李炎安，李炎安再交付给“莫贤鸿”，“莫贤鸿”又交付给原告； 

5、号码为 04300973 的支票存根，证明如果是打印好的记名支票，存根上一般打印出

收款人的名称，反证 23190922 支票是非记名支票； 

6、混凝土验收单“发货单位结算凭证”联 72 页，证明被告持有该联原件，即被告已

经对外结算清楚相关款项，否则不会持有全部原件； 

7、天大混凝土验收单“业务”联，证明该工地还使用了天达混凝土公司的商品混凝土，

该交易中“莫贤鸿”是以卖方身份出现，所以使用“业务”联。 

【各方观点】 

原告观点： 

原告举出的大量证据证明，不仅涉案工地是由被告承建的，被告还在广州承建许多其他

工程，因此被告所谓是外省公司所以在广州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工作人员的说法是虚假的；“莫

贤鸿”在签约时提交被告与太石村之间的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原告有理由相信“莫贤鸿”有

权代表被告签约，否则其不可能接触到这种核心文件；亨捷车队的证明也说明作为运输单位，

其了解该工地是由被告承建，且“莫贤鸿”是榆林公司的人；原告提供其原始财务凭证，肉

眼可见成本的财务凭证全部保持历史状态，粘连牢固未曾拆解，足资证明原告举证的 5 万

元收据内容的真实性，既然收据内容记载是收被告货款，那么完全可以确信原告当时认为的

交易对方就是被告无疑。 

被告举出的支票存根，并不能证明所谓记名支票必须在存根上打印出收款人，记名支票

可以是机打也可以是手写；原告是在被告工地上领取支票的，主观上也认为是收被告的款项

无疑；原告签约送货给被告、货送被告工地、工程确属被告承建、被告工地真实使用了原告

供应的混凝土、原告多次到被告工地对账、原告从被告工地领取支票等一应细节，使得原告

有确信被告就是交易对象的充分理由；至于混凝土验收单的“发货单位结算凭证”联，是用



以进行月结单对账的，原告与被告进行月对账后，该单即交付给被告、代之以被告方签认的

月结单；天达混凝土验收单“业务”联与我方没有关系，每个混凝土生产单位的管理各不相

同，而且该“业务”两字有多种理解。 

被告观点： 

通过被告举证看出，凡是在开票时知道收款人是谁的都开出记名支票，在存根上也会打

印出收款人全名，而非记名支票不会打印出来，只是在事后根据转账情况由财务进行补记；

涉案的 5 万元支票是李炎安签领的，说明了被告在交付支票的时候并不限制收款人是谁而

由李炎安领用，李炎安随后把支票给了“莫贤鸿”，“莫贤鸿”可能又把支票给了原告；被

告持有混凝土验收单“发货单位结算凭证”联，足以证明被告认为“莫贤鸿”有权办理结算，

所以在支付款项给“莫贤鸿”后取得了该联原始件；“莫贤鸿”就天达混凝土货物是行纪身

份与被告打交道的，他就原告的货物以行纪身份或出卖人身份与被告打交道很合理；何艳欢

不是被告方的人。 

法官观点： 

原告既然已经提交了原始财务凭证，如果被告坚持已经支付了相关款项给“莫贤鸿”，

希望被告提交与“莫贤鸿”的供货合同、原始财务凭证证明支付和记账情况。另外，双方要

尽量提交“莫贤鸿”身份资料或通知其到法院参与本案。 

（三）第三轮举证 

原告经多方查询，举出如下证据： 

    10、（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 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认定，王少彬为黑

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从事太石村中心公园工程，其与被告有事实劳动关系； 

11、（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3***号判决书，显示经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太石村经

济合作社盖章确认的《关于东涌镇太石村中心村公园工程图纸汇审会议记录》的参会人员签

名处显示有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代表王少彬、李炎安、莫鸿签名。 

【各方观点】 

原告观点： 

根据已生效的两份判决书，一方面证实了王少彬是被告人员，另一方面揭示了所谓“莫

贤鸿”的真实身份。王少彬是被告人员，则其在混凝土送货单上的签名属于职务行为，是代

表被告进行的；鉴于王少彬都是以证明人身份签署，从常理可以推断是在收货人签名之后进

行确认，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断何艳欢也是被告方人员，故四份月结单都是被告方人员何艳欢

确认的。另外，被告方公司有叫“莫鸿”的人，该人姓名与我们所需要查找的“莫贤鸿”仅



一字之差，不难判断，这个所谓“莫贤鸿”就是莫鸿，就是被告公司的人，其签署合同的行

为是代表被告而为的职务行为。如果被告否认，可以请被告举证莫鸿的身份资料和签名式样、

联系方式等供法庭审查。原告提请法庭注意被告虚假陈述的问题。 

被告观点： 

回去向当事人了解。 

法官观点： 

对于该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将尽快向上级法院核实。被告还没有举出与“莫贤鸿”

签署的合同、付款记录及财务凭证，请尽快提交。 

五、判决结果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混凝土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

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的证据《商品混凝土销售合

同》显示需方为被告，莫贤鸿为签约代表，虽然该合同没有被告盖章，但涉案混凝土送到被

告承建的东涌镇太石村中心公园工地，送货单上有被告方人员王少彬签名，被告亦向原告支

付了货款人民币 50000 元。上述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向原告购买混凝土并支付

部分货款。被告否认曾向原告支付货款，但其开出的广州银行 23190922 号支票存根载明收

款人为原告、用途为支付工程材料款，足以证明该支票付款的对象和目的。被告称该支票系

交付给李炎安且已经付款给莫贤鸿，但未能提交其与莫贤鸿签订的供货合同、结算凭证等证

据，亦未能提供莫贤鸿的身份，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称与莫贤鸿之间存在混凝土买卖

关系以及付款事实不予认定。……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原告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

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

定，本院对原告证据予以采信，确认原、被告之间成立《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的事实。虽

然莫贤鸿签订合同时未提供被告的授权委托书，但之后被告以收货及付款等行为对该合同效

力予以追认，《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对原、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判决如下： 

一、被告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

东海高混凝土有限公司付清货款 3561275 元。 

二、被告黑龙江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

东海高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 3561275 元为本金自 2011 年 4 月 11 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计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止）。 

判决送达后 15 日内，被告没有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六、办案总结与评析 

    作为买卖合同纠纷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诉讼主体的确定常常困扰代理律师。如何组织

证据并且通过证据之间的逻辑合理指向待证结果，是解决主体难题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

可。 

本案的核心是被告主体的确定，交易结构为“海高－榆林建筑（莫贤鸿）”或“海高-

莫贤鸿-榆林建筑”。原告的目标是证明前者，正常的逻辑路线是证明“海高-榆林建筑”这

个交易事实的存在，辅之以证明“（莫贤鸿）”与榆林建筑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轮到论述莫

贤鸿与榆林建筑之间是否成立表见代理。但本案的特殊之处，不止在于合同和文件上都没有

任何榆林建筑的公章，更在于“（莫贤鸿）”身份不明甚至不存在，给逻辑链条留下了潜在

的断点。平心而论，仅仅证明工地使用了原告的混凝土，甚至再证明被告支票付款也都是不

够的，毕竟工地还有包工头可能成为买方、而游走于各工地之间的自由业务员也可能成为卖

方。在此情形下，莫贤鸿的位置已经变得比较重要，但该人是否存在尚有疑问，遑论探讨是

否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莫贤鸿的位置前移隔断交易结构，试图将原告

的债权引向虚无缥缈的莫贤鸿，从而规避支付。原告采取了坚定、正确的应对方案，在“（莫

贤鸿）”身份问题暂时无解的情形下，集中火力列举环境证据，强化法官对原、被告之间直

接交易的认同。尤其是：1、原告整本无拆解的财务凭证，这种未经篡改的整本资料对法官

的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当事人曾想把原件单页撕下来方便携带到庭，被代理人阻止），

确凿无疑地说明了原告在交易时对交易对象的主观认知；2、被告在广州多处承接工程的事

实，反驳了被告称在广州没什么工程也不需要什么管理人员的说法，使法官开始对被告的诚

信产生质疑。而被告代理人用力过猛，为了证明其系与莫贤鸿购买混凝土，不惜在案件诉讼

期间出具了莫贤鸿的所谓“证明”，却拒绝提供莫贤鸿的身份资料和联系方式，在原告方对

其合理性和动机的多点疑问下无法自圆其说。事实呼之欲出，至此法官实际上已经倾向于支

持原告，但苦于直接证据的不足仍在犹豫，原告恰巧在此后查找到的两份判决资料终于促使

法官迅速一锤定音。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五万元支票转账或后来查找到的两份他案判决，本案原告

是否能够取得胜诉？首先要肯定的是，如果有五万元转账支票而没有后来的其他判决资料，

原告依然可以取得胜诉判决，因为原告举出的证据形成了优势，并且在证据缺失之处有合理



的逻辑支撑。如果没有五万元转账支票而有后来的其他判决资料，原告也能够胜诉，因为表

见代理可以成立，而具体莫鸿是谁、莫贤鸿是谁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个自然人代理了榆

林建筑。而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具体到本案，原告胜诉的机会会比较渺茫，但被告

仍举出所谓手写“证明”而拒不提供莫贤鸿的身份资料和联系方式的话，仍可能导致原告胜

诉。也就是说，被告画蛇添足的举动触发了其举证责任，并因为责任的不履行而导向败诉。 

从本案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一、直接证据不足的时候，要勇于排列环境证据。环境证据的概念援引于审计学领域，

但其在诉讼中的意义应解释为用于证明辅助性、细节性或基础性事实的证据，环境证据之间

及其与直接证据的结合有可能证明主要事实。当环境证据足够多，可以围证大部分事实，并

且在围堵对方辩解时起到作用。 

二、所有证据无法触及之处，需用逻辑填补。真实事件看似理性行为与随机散漫的结合，

其实质却是细致入微的逻辑延伸的结果，理论上不存在任何空白区；虚假事件则相反，细节

展示越多越可能出现自我矛盾的局面。由于科技水平、行为习惯和取证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我们往往会遇到某些历史事实无法举证的情况，如果穷尽能力无法查得证据，则需要填补上

合理和尽量严密的逻辑。此时需要注意逻辑的细致程度要适可而止，总体应控制在目前证据

可证明深度的下一层。 

三、交易证据不完善的情况下，尽量同时起诉表见代理的代理人和被代理人，这样比较

可能对其造成囚徒困境，以便最终锁定实际义务人。 

四、交易主体在进行交易前，应对交易对象有所认识，最好进行一定的资信调查。在批

量买卖合同领域和某些其他领域，普遍存在交易的法律主体与自然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在处

理案件过程中，律师也经常遇到某些公章虚假、签名虚假甚至于主体不存在的情况，如果在

交易前进行调查比对，可以有效防止此类情形发生，避免因此而形成呆坏账。 

王新律师，资深公司法、合同法、法律风险管理律师。1995 年取得中南政法学院法学

学士学位，2005年 12月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硕士学位。  

    1995年 7月至 1998年 3月在广东省某人民检察院从事反贪侦查工作；1998年 3月至今

从事律师职业。现任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广东省律师协会民事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市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广州徽商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广

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评估专家。英语 CET六级，具备经纪人资格。 

从业以来，承办了大量的刑、民商事案件及非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在

长期担任超过 20 家企业常年法律顾问的过程中，潜心钻研企业经营风险防范之道及风险理

论，结合法律、财务、管理等多方面手段建造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实践中成效卓著；此

外，曾参与运营业内知名的专业信用征信公司，对于信用调查报告、商帐催收、执行业务亦

较为擅长。先后为广东全球通、广东省数据通信局、交通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广



东粤财、信达资产、信源资产、蓝带啤酒集团、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喜利得（中国）有

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及维景大酒店、永成大酒店等数十家企

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经手处理大量不良资产案件，并担任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除前述客户外，多次为广州市混凝土行业协会、广东省混凝土协会、广东省建材行业协会等

多家行业协会、地区商会、大型企业等提供专业培训课程，授课单位包括：中石化广州公司、

长飞光纤、立邦涂料、德国格宁信用、ITT、华为、中兴、广日物流、广东湘江实业等知名

或大型企业。  

联系方式： 

电话：13500032183 020-83377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