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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琪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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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转眼间，我们迎
来了2013年的春天，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全体德
和衡人向全体德和衡客户、德和衡通讯的读者及社会各界
人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新春祝福！

2012年，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中国乃至全球经济
增速放缓的大环境影响下，许多商事律师事务所开展了相
应的业务微调整。然而，随着德和衡进入多家跨国公司、
中国央企、著名网络企业的律师库，德和衡律师却华丽的
迎来了自己的“大客户时代”。2013年新春伊始传来喜
讯——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被在亚太律师界具有影响力
的ALB杂志提名为：1、年度诉讼律师事务所大奖，2、年
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正是体现了全体德和衡律师
的努力。2013年是德和衡“客户建设年”，我们制定了打
造“百名大客户计划”。在新的一年，为更好地服务大客
户，德和衡人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

大客户由于其规模大、商事活动复杂，往往需要“复
合性”、“综合化”的法律服务。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具有
覆盖全部商事领域的十大业务团队，各个团队内及团队间
的分工协作密切有序，能够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一
站式”服务。自2011年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作为
发起人之一，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
(ECLA)，联盟内部同样建立起十大联合业务团队，分别
为：政府法律服务、涉外、证券和资本市场、公司及并
购、投融资、房地产和建设工程、知识产权、保险和海事
海商、刑事业务、商事争议解决。ECLA及十大联合业务
团队的成立，使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成为覆盖全国，可以提
供365天、24小时全时段、全方位、“一站式”法律服务的
中国一流商事律师事务所。我们将利用好自身门类齐全、
地域覆盖全面的资源优势，让客户充分感受我们的综合实
力，享受“一站式”法律服务。

全面提升法律服务质量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向来是企业的立身之本，一个企业
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依靠优良的产品与优质的
服务。随着一大批新的大客户成为德和衡的服务对象，我
们需要提供更多、更高品质的法律服务。

我们深知：律所的竞争力来源于律师的竞争力，加强
德和衡的竞争力，必须加强律师的培训，开展好“淘经时
光”、“咖啡时光”“悦读会”等文化活动，营造轻松温
馨的工作氛围，促进同事间的交流，增强团体的凝聚力和
员工的归属感。

提升法律服务质量的一个立足点在于推出标准化法
律服务，推进法律文书、法律产品、业务流程的标准化进
程。在加强自身法律修养、提供标准化法律服务的同时，
更需要了解我们大客户的行业内容，做行业内律师才能做到

“量体裁衣”，为大客户提供“专业、专心”的法律服务。

创新意识是提升服务水平的关键。这要求我们不断查
漏补缺、推陈出新，优化原有服务，美国苹果公司的成功
值得我们借鉴。同样，“大客户时代”的到来要求全体德
和衡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优质的售后服务是提升法律服务水平的亮点。这其中
包括细化服务体系、建立“客户资源库”。大客户的维护
及售后服务往往需要德和衡的各个团队及部门进行团结合
作，通过建立“客户资源库”，可以实现所内资源共享，
促进所内合作，从而为德和衡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随着众多大客户加入德和衡大家庭并给德和衡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希望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在
为客户服务过程中，在保质保量完成其提出的服务要求之
后，通过与客户的深入交流了解其实质需求，提供以下方
面的增值化服务。

1、商机介绍

利用自身优势，依托“客户资源库”，整合客户资
料，汇集客户资源，发现潜在商机。根据客户实际需求，
牵线并购、投融资活动，介绍贸易机会，从而实现不同客
户间“双赢”局面。

2、商业谈判

全程参与商业谈判，利用律师自身法律优势，通过行
之有效的谈判来降低商品、服务成本，减少客户不必要支
出，帮助企业节省成本。

3、风险防范

了解客户前期商事活动，预测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进行提前预防，从而降低法律风险。在客户商事活动中，
积极扮演“设计师”，而非仅仅是“消防员”“修补工”
的角色。

4、商账催收

通过律师催告函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为客户解决这
一头疼问题从而增加客户利润，避免客户因死账、坏账陷
入经营困难。

现今，随着微信、微博等新一代“微产品”的到来，
社会进入了“微时代”，而德和衡却赢来了自己的大客户
时代。大客户时代的到来对德和衡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
遇。面对挑战，德和衡人从未畏惧；面对机遇，德和衡人
从不错过。让我们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开创一个更加美
好的未来！

*

*

*

*



2 3

德和衡新闻 

MorningStar(晨星)是专门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财经资讯、基金及股票分析和评级

的权威研究机构。近日，MorningStar(晨星)公布了全球律师事务所服务英国AIM上市客

户利润排名，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位列中国第2名、全球第19名。排名充分证明了本

所证券团队服务英国AIM上市客户较高的盈利能力，也是对本所证券团队英国AIM上市

优秀业绩的肯定。

2012年4月和8月，本所证券团队的高级合伙人丁旭、阿贞律师服务的Naibu Global

和China Chaintek两个公司分别在英国AIM成功上市。

德和衡律师参加GGI亚洲区2012年会

GGI亚洲区 2012年会于12月13日-16日在曼谷香格里拉举行，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邱榆霞律师与日本业务部主任杨倩娥律师代表集团前往参会，与来自30多个国家的120名会员代表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大会邀请了瑞士驻泰国大使Ms. Christine Schraner Burgener，泰国前外交和财政部长 Surakiart Sathiratai 博士就世

界经济形势及趋势的分析。代表们在其后的分会场分别在全球并购，专业机构的成长等分论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邱榆霞

律师在14日下午的并购分论坛与意大利律师所Palmer Studio Legale(www.palmer-legal.com)的两位律师以及另外两家会计

所会员就所在国的相关并购法律发表了演讲。 

GGI（www.ggi.com)是国际最大的专业机构联盟，其会员所为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为专业服务保险所能够覆盖专

业机构。德衡律师集团旗下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为GGI会员单位。

全球律师事务所服务英国AIM上市客户利润排名揭晓，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位列中国律所第2名、全球律所第19名

中国精品律所联盟（ECLA）举办新成员律所发展研讨会

2013年1月19日，由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

主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协办的

“ECLA成员律所发展研讨会”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十五省、

市（自治区）的15家拟新加盟律所代表3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

结盟合作发展大计。

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主席、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蒋琪

对联盟发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发展方向作了具体介绍，针对联盟协

议的修改逐条向与会代表征询了意见建议，并耐心细致的就参会

代表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主持会议并以“中国德和律所联盟新阶段发展计划”为题

发言。会上，德衡律师集团执行主任胡明还应要求无保留地向与会代表解读了德衡律师集团新修订的薪酬管理制度。

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ECLA）于2012年3月份在成都成立，基于中国法律服务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无边

界发展的大趋势，德衡律师集团旗下的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和山东德衡律师所首倡并组合全国各省优秀律师所，以联盟方式

整合各省会城市与较大市的资源，并以法律服务标准化、联合团队专业化和跨域合作紧密化为核动力，共同服务于商事客

户。预计在2013年，该联盟成员律所将覆盖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中国30个以上省份的50个左右大城市，形成中国律师第

一强势联盟。

德和衡协办2012年中国公司法务年会

2013年1月5-6日，由《法制日报》下属

《法人》杂志和“中国公司法务30人论坛”共

同主办的“2012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在中国北

京鸟巢东首凯迪克格兰云天大酒店云海厅举

行，超过200位的知名央企、外企和民企的公司

法务、律师代表、学界代表参与了本次论坛。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年会协办单位之一，共有5名合伙人强大阵容出席本次盛会。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

议主席栾少湖在主会场论坛之“总法律顾问沙龙”环节，以“国企总法律顾问选择工作伙伴的智慧”为题发表主题演讲。

德衡律师集团亚太首席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阳明律师在“海外投资的法务实践”分论坛上，以

“陆资入台投资法律实践”为题进行了演讲，两位律师的演讲专业、精彩、幽默，引起与会嘉宾一致认同。本所高级合伙

人徐宇辉律师和合伙人陈浩律师分别在“金融监管与法律合规沙龙”和“互联网法律政策前沿”环节参与讨论。高级合伙

人、所主任蒋琪在会场和宴会上同与会嘉宾充分交流。

中国公司法务系列年会是由国内主流媒体举办的首个面向公司法务职业群体的高端盛会，并于2011年11月在北京举

办了第一届。本次年会延续了高端、专业的特色，汇聚了国内公司法务界的顶级业内精英，并首次开设总法律顾问沙龙和

金融法务沙龙。来自中国移动、中石化、首钢集团、东方航空、中石油、中国建筑、西门子、中兴通讯、中煤集团、中航

油、新奥集团、中国人保、东亚银行、中信集团、中国水利水电、中电电气、创维、腾讯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法律事

务部负责人均到会演讲交流。本次年会规格高、阵容庞大，由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

护委员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名企知识产权经理人沙龙、北京知识产权发展沙龙、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维权工作委员会等担任特别支持机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仲裁与ADR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企业法务研究中心担任学术支持单位。

年会就公司法务的战略价值、公司法务部门的管理策略、金融业务的发展趋势与法律合规应对、海外投资的法务实践、知

识产权的法务实践、互联网法律前沿等内容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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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琪主任受点睛网邀请作《联盟的魅力》主题演讲

2012年12月13日下午，受点睛网

政法网络课堂的邀请,北京德和衡律师

事务所主任蒋琪律师在北京智慧大厦

为“点睛网律师事务所管理讲坛”系

列沙龙作《联盟的魅力》主题演讲。

来自北京、天津的四十余家律所的主

任及合伙人参加了本次讲坛。授课

中，蒋琪主任围绕在ECLA联盟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不足与未来向与会学员分享了“联盟的魅力”。中银律师事务所管

理委员会主席李矩律师作为会讲嘉宾就蒋琪主任的演讲评价并拍砖，中国律和律师联盟主席、北京丰友律师事务所主任李

华光、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海阳、天津洪文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勇等与会学员积极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

演讲结束后，点睛网总编刘卫向蒋琪主任颁发了点睛网络律师学院高级培训师的聘书，本次授课视频将统一编入《中

国名律所管理智慧案例教程》，作为点睛网课件库中的经典教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获ALB两项大奖提名
《亚洲法律事务》（ALB）杂志近期发布了其推出的2013年度诸多奖项的提名名单，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入选2013

“年度诉讼律师事务所大奖”和“年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两项提名。

《亚洲法律事务》（ALB）是国际法律界著名杂志，其推出的亚洲律所排名榜单、中国律所排名榜单以及律师事务所

所单项奖在律师界具有高度权威性。德衡律师集团曾连续四次入选ALB“中国律师事务所规模20强”榜单，连续五次蝉联

ALB“中国东北律师事务所大奖”，德衡律师集团旗下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也于2012年度成功获得ALB“中国发展最

快律师事务所”第一名。

房立棠律师荣获“2012律政年度精英律师”大奖
2012年12月23日，由方圆律政杂

志社主办、中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

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方圆企业法治

研究中心长沙基地、南京基地、贵阳

基地协办的“2013：市场与法治律政

年会暨年度精英律师揭晓酒会”在北

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厅隆重举行，来

自全国人大、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律师界、学界、企业界、媒体代表300余人参加了本次盛会。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

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房立棠律师喜获“年度并购律师”荣誉称号，这一全国性荣誉称号是对房立棠律师本

人及其团队2012年度勤奋工作、卓越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德衡律师集团非诉业务全国化战略的充分肯定。包括但不限

于来自金杜、中伦、集佳等来自全国各地优秀律所的十位优秀律师一起荣获“2012律政年度精英律师”殊荣。

“律政年度精英律师揭幕会”已成为律师界一件令人期待的年度盛事，被誉为中国律师界的“奥斯卡金奖”。此前,德

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曾获得2009、2010“年度

精英律师“称号。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高级合伙人邱榆霞、高级合伙人丁旭、合伙人季成及合作发展中心助理王子懿参加

了本次年会。

印度HK Acharya & Company 律师事务所访问德和衡

2012年12月10日，印度H K Acharya & Company 律师事务所律师Corazon Montejo女士来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就

中印知识产权业务特点及发展进行交流和探讨，以期共同合作为中国和印度的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北京德和衡所

主任蒋琪、合伙人陈浩以及律师葛亮、刘静等参与了此次交流活动。印度H K Acharya & Company 律师事务所创建于1977

年，是印度最大的知识产权律所之一。交流过程中，双方均表达了合作意愿，Corazon Montejo女士对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请德和衡律师去H K Acharya & Company 律师事务所参观访问。

蒋琪主任参加中国留学人才交流与金融服务座谈会
2013年1月13日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饭店举行“中国留学人才交流与金融服务座谈

会”，来自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央统战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留学人员及企业

界代表80余人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会议中，参会人员就投融资、复杂金融产品、中国企业走出去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同时，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隆重推出四大活动基地：798文化艺术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体育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环境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国际公益专项管理委员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律师应邀参加了本次座谈会，就法律如何保障留学人才合法权益、法律服务复杂金融

产品领域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美国HUSCH BLACKWELL谢峥律师访问
北京德和衡

2012年12月28日，美国HUSCH   BLACKWELL谢峥律师在集团驻华盛顿代

表处行政代表栾姗的陪同下，访问北京德和衡，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

高级合伙人丁旭、集团合伙人王海军、陈浩及梁睿、朱可骏律师与其见面，并

就双方感兴趣的业务合作进行友好交流。

英国《The Lawyer》杂志市场人员David访问北京德和衡

2012年11月28日，《The Lawyer》杂志社国际销售经理David访问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受到了集团高级合伙

人、北京德和衡副主任邱榆霞律师和合作发展中心助理王子懿的热情接待。David首先介绍了《The Lawyer》杂志在世界

范围内的影响力，并就其关心的德和衡业务发展情况提出了几个问题。邱律师对这些提问一一作出了回答，并和对方探讨

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The Lawyer》是一本在全球范围发行的专业法律杂志，有着25年的出版历史，其读者包含律师事务所和7000余家公

司法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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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明律师等受邀出席台湾对北京市
司法局李公田副局长的欢迎晚宴

2012年12月11日，受社团法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邀请，北京市司法局李公田副局长等一行12人对台湾展开为期

7天的参访，此行主要目的是了解台湾的调解制度。当晚，台湾前“法务部”廖正豪部长为李局长等人举办热情的欢迎晚

宴，本所亚太国际法律顾问刘阳明律师、陈璧秋律师以及黄雅羚律师受邀出席，并在席间就北京台籍律师执业现状、台湾

的调解制度与李局长等人进行了充分、坦诚的交流。

刘阳明律师当选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2012年11月29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即深圳国际仲裁院）正式聘任本所首席亚太国际法律顾问刘阳明律

师为仲裁员，聘期为三年（自2012 年12 月1 日起至2015 年11 月30 日止）。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前身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于1983年设立在中国深圳经济特区，

是解决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仲裁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通过立法方

式确立法人治理模式的仲裁机构。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直坚持独立、公正和高效率地解决国内争议、涉外争议

和国际争议，当事人遍及中国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和五十多个国家。

德衡律师集团任命冷帅律师担任
驻伦敦代表处首席代表律师

近日，德衡律师集团正式任命所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冷帅律师担任驻伦敦代表处首席代

表律师。冷帅律师作为英国剑桥大学丝绸之路国际法学者自2012年10月起在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

法中心进行研究、交流和访问。冷帅律师前期已经协助集团在位于伦敦个人财富管理最集中的梅费

尔(Mayfair)区的Berkeley Square House设立了代表处办公室，并与当地部分中资机构建立了联系。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所成功竞标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项目

2012年12月12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由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集团合伙人季成及徐森律师为该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保险”）2003年正式开业，注册资本60亿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和资金运用业务。

民生保险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学管理、稳健发展的理念，持续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截至2012年上半年，公司

总资产突破400亿元，各项业务指标在同类公司中名列前茅，业务品质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偿付能力充足率始终保持健

康水平。目前公司已拥有23个省级分公司、600多家分支机构，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布局。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国内多家一流律所参与此次项目竞标，该公司评标小组对所有参与律所的资质、过去三年类似项

目经验、合作服务方案及投保价格等因素进行了综合评定。该公司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因其类似项目经验丰富、服

务方案更能匹配我公司需求、综合评价高等因素而中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成功入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律师库

近日，继入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律师库之后，2012年度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再次发力，成功入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律师库。该次律师库入库评选候选律所有20多家，经多轮审核，最终，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和另外两家律所成功入选。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是中国惟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于2001年12月18日正式

揭牌运营,公司资本金约300亿，资本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2011年11月，经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批准，中信保领导班子列入中央管理。2012年3月17日，中信保升级副部级央企。

德和衡律师为纽交所上市公司跨国并购项目提供中方律师服务

随着纽交所上市公司Wizzard Software Corp.公布2012年11月份季报，其与香港公司Digital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Ltd.及其大陆子公司的跨境合并也进入了稳定的协议后整合阶段。德和衡律师代表香港公司Digital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Ltd.及其大陆子公司为项目提供了中国大陆律师服务。

Wizzard Software Corp. 为一家已在纽交所上市10年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媒体播客(视频分享)技术运营和语音识

别技术软件开发，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设备播客技术运营方面成绩突出。香港公司Digital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 Ltd.

及其大陆子公司主营业务以数字文化产业为核心，产品和业务包括音像制品销售、娱乐体验店经营、数字多媒体终端机经

营和销售、原创内容制作和集成、娱乐门户网营建、演艺推广、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基地和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等。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房立棠、执业律师张义乾及证券团队其他律师全程为该项目提供中方法律服务，包

括前期尽职调查、公司重组、与美方商务谈判、中英文文件起草及修订、回复美国证监会反馈等一系列律师服务。

德和衡律师工作中的勤勉尽责、细致严谨亦得到了公司、各中介团队的认可。

“ROEPER及图”商标异议成功

蕴宝（青岛）天然原料有限公司是德国蕴宝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独资企业，其母公司在天然植物原料等商品上长期使用 

“ROEPER及图”商标，该标识对该公司极其重要，但该标识却在中国被竞争对手恶意抢注。蕴宝（青岛）天然原料有限

公司委托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合伙人王海军、律师高树勋及律师助理王晓代理应诉，该案历经商标异议和商标异议复审两个

行政程序，历时五年，最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采纳了我所律师代理意见，于近日做出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依

法不予核准该商标的注册。

“七彩华龄”商标异议成功

为发展和推动青岛老龄事业，青岛市老龄委曾于2008年公开征集老龄服务品牌标识，标识在确定为“七彩华龄”后，

2010年被青岛某船舶公司、青岛某生物科技公司在十几个类别上抢注。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合伙人王海军和律师助理王晓于

2011年代理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对上述多个初步审定商标于异议期内提出商标异议，近日商标局已陆续做出裁定，对上述

两公司抢注的“七彩华龄”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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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华东律师出席2012年上海金融法治论坛

2012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汤华东博士

出席了在衡山北郊宾馆召开的2012年度上海金融法治论坛，本次论坛由上海市

金融办与上海市法学会主办。来自上海市政府部门，学界和司法界的嘉宾就金

融改革的制度保障，金融改革实验区制度规范走向以及金融创新与知识产权等

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开拓性和卓有成效的研讨。汤华东博士与来自上

海市金融办、上海市高级法院和高级检察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和

上海市法学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德和衡律师以亲身经历出版
《苹果的iPad之痛》一书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团队律师助理李昊霖撰写的《苹果的iPad之痛--IPAD商标

权纠纷案主办律师评析》一书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昊霖律师以光华设计基金会知识产

权副总干事身份，参与苹果与唯冠iPad商标纠纷一案全过程，搜集了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并主

笔完成此书。该书以律师的视角讲述了苹果公司诉唯冠科技IPAD商标权纠纷案，从中立的角度

再现了双方的法律观点并做出专业的法律分析，案件细节栩栩如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二0一二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暨迎新春家属联欢会胜利召开

2013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二0一二年度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暨迎新春家属联欢会在万豪国际公馆第六俱

乐部隆重召开。北京办公室全体合伙人及律师员工80余人欢聚一堂，喜庆昨日的辉煌业绩，共同展望德和衡的美好未来。

会议由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所常务副主任丁旭主持。各部门主管合伙人就本部门2012年的工作业绩、发展方向、经

验教训等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各部门在超额完成年初既定收费目标的前提下，努力开拓新的法律服务领域、强化专业化建

设、注重综合能力的提高，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所常务副主任邱榆霞律师就全所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在“合伙人晋升与加入仪式”中，经集团合伙人会议审核，北京所执业律师李泳澜和陈浩成为集团一般合伙人，普通

执业律师高树勋、张义乾、刘章印成为北京所联系合伙人。

在阵阵欢声笑语中，北京所一般合伙人季成律师主持揭晓了“最佳团队”、“最佳部门”、“最具合作精神合伙人

奖”、“最具合作精神律师奖”、“新锐律师奖”、“年度感动奖”、“公益事务奖”、“创新奖”、“2012年最佳诉讼

仲裁案件奖”及“2012年最佳非诉案件”等10个大奖。一年的辛勤耕耘、365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拼搏，上述奖项不仅仅是对

相关部门或个人的认可和肯定，更是对北京德和衡整体的嘉奖和鼓励，我们为有这样团结的集团而骄傲，我们为有这样优

秀的同事而自豪！

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蒋琪就2013年的工作进行展望。蒋主任将北京德和衡的2013年年度主题定为

“客户建设年”，并指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重心都要围绕“客户建设”这个主题，要贯彻实施“打造百名大客户”的工作

计划。

集团高级合伙人、副主任李鹏程向大家传达了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的亲切问候及殷切期望，肯定了北京德和衡

过去一年里取得的成绩，并对这一成绩表示祝贺和感谢，并号召大家突破地域限制、团体限制、时间限制，将眼光放得更

加长远。

总结表彰大会之后，北京所紧接着召开了“迎新春家属联欢会”。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激情洋溢的歌唱、令人捧腹

的游戏互动，该次联欢会在大家不断的欢声笑语中不断推向高潮。

我们相信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能够再创辉煌，一定能够谱写一曲更加华丽的新乐章。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2012年度工作总结会顺利召开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2012年度工作总结会于2013年1月16日下午

顺利召开。会议由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德和衡上海律师所常务副主任汤华东

律师主持。各业务部门主任就本部门2012年的工作业绩、专业发展、经验得失等

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各集团合伙人就其2012年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德衡律师

集团高级合伙人、德和衡上海律师所主任胡先明律师就全所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并提出2013年工作重点。上海办公室在完成年初各项既定工作目标的前提下，不

断进取、开拓创新、扩张业务团队、强化知识储备、拓展服务领域，综合实力大

大提高。总结会还揭晓和表彰了“最佳团队奖”、“理论调研先进奖”、“最勤奋员工奖”、“淘金活动突出贡献奖”、

“最佳发展潜力奖”、“最具合作精神奖”、“最佳案件奖”等七项大奖。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蒋琪律师亲临上海参加了上海办公室的总结会。栾少湖

主任祝贺本次会议顺利召开，并从集团“全面管理年”发展战略与德和衡的整体发展方向方面做了重要指示，号召上海办

公室突破地域限制，积极跟上集团战略发展步伐，取得更好成绩。蒋琪律师对上海办公室2012年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

就2013年的工作进行部署与展望，并从制度管理、客户建设、营销计划、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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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会后，上海办公室还举行了迎新春家属联欢晚宴。晚宴中穿插着律师员工及家属自编自导的系列精彩表演。充满

青春活力的舞蹈、激情洋溢的歌唱、令人捧腹的游戏互动，在大家不断的欢声笑语中，晚会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20年风雨同舟，成功伴着艰辛，喜悦伴着汗水，新的一年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上海办公室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取得更大

的成绩。

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召开2012年度年终工作总结会

2013年1月12日上午，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在本所会议室召开了2012年度年终总结会。会议由郑军律师主持。

郭涛主任首先向德和衡邯郸所全体合伙人及律师员工进行了述职，对邯郸所2012年度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对2013

年工作提出了设想和希望，并鼓励大家以德衡律师集团战略发展规划为目标，积极进取，争优创先，争取在2013年的工作

中做出更大成绩。

随后，王秀田律师代表各业务部门对各部门工作，尤其是2012年的培训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郑军律师宣读了北京德

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2012年度评优表彰名单。

德和衡邯郸所优秀律师沈慧芬最后代表全体律师发言。沈律师表示要在新的一年中以更加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

的工作成果，为德和衡邯郸所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德和衡邯郸所2012年度年终总结会圆满结束。

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召开2012年度年终总结会

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年终工作总结会在2013年1月17日下午顺利召开，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

湖、德和衡律师所主任蒋琪来宁参加年终总结会议。会议由南京所主任李鹏展主持。

各业务部门主任首先回顾总结了2012年的工作业绩、经验与不足，并对未来如何把律所建设的更加专业强大进行了展

望。2012年南京所是不平凡的一年，基于变化中求发展的理念，在李鹏展主任提议筹划下，将鸣啸律师事务所整体加入德和

衡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所上下一心，齐心协力，重视团队内部管理及建设，一年内定期

与不定期举办团队业务研讨会、业务交流会，同时也不断引进了优秀律师人才加入德和衡南京所，壮大了律师队伍。

李鹏展主任表示，加入德和衡融入集团这个大的平台，大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去年年底买了办公楼，春节后开始装

修，要做到硬件一流，实现把本所打造为江苏前20，收费2000万的目标。

蒋琪主任祝贺南京所顺利通过磨合期，下步将加强对南京的关注，多与南京就业务与管理方面进行沟通交流，加快南京

的提升与发展。栾少湖主任希望2013年南京以做好客户库建设为工作重点，力争理性发展客户，抓好顾问单位的发展，做到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总结会后，南京办公室举行了联欢晚宴，大家相互祝愿，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祝福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在

2013年实现梦想，共创辉煌。

银行业务

蒋伟
律师（青岛）

擅长领域： 
投融资、并购重组、风险管理

源头上的防范
——浅析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查

据国内媒体报道，2012年12月，刘某某涉嫌贷款诈骗

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诈骗罪四宗罪在法院

开庭受审。由此，轰动金融界的某银行金融诈骗大案全貌

正逐步揭开。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该案共指控刘某某20项涉嫌犯

罪事实，其中涉案金额最多的达40亿元，最少也有1000万

元。被刘某某涉嫌诈骗的企业包括多家金融机构，也包括

多家大型国有企业。该案涉案金额超101亿元，其中涉嫌

诈骗银行100亿元，涉嫌诈骗企业1.3亿元，案发后追回赃

款79亿余元，实际损失恐超21亿元。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的诸多犯

罪事实中，包括以支付高额利息、好处费等方式，引诱企

业到其指定的银行办理定期存款，而后采用虚假质押的手

段，以骗贷的方法从银行诈骗巨额资金。其基本作案手段

是：以高额存款利息为诱惑，将多家企业的巨额资金拉存

至某银行，并在拉入存款后虚构贸易合同、承兑证明文

件、借款合同，伪造存款单位质押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

等，利用这些存款作质押，诈骗银行资金。这一涉嫌贷款

诈骗罪的行为集中在2009年和2010年，共被指控10起犯罪

事实，涉案金额71.6亿元。

这一惊天大案，对涉案银行、对涉案企业、对国家的

金融秩序乃至对整个社会，危害都是巨大的。而谁该为该

案造成的巨额损失担责，也难免引发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

纷争。但是，不论责任最终落到谁的头上，相关当事人都

应当得到重要的、深刻的、多方面的教训。对于商业银行

来说，更应当以该案为鉴，全方位对照查找有关问题，进

一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防控措施。作为为商业银行

服务多年的法律工作者，笔者愿意就有关法律问题发表一

点浅显的看法，以期能够为银行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提供

一点参考意见。

由于涉及的法律问题太多太复杂，本文不讨论刘某某

伪造质押合同、虚假质押的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而是仅

从其中的一个节点进行讨论：假设（仅仅是假设）涉案质

押担保的法律效力可以得到认定，银行的放贷审查是否存

在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笔者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

是由于注意到该案中的一个情形：

根据新闻媒体披露的信息，2010年4月，由某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某银行200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显示，某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业收入

与贷款规模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诸多问题。该报告

称：“贵行部分贷款及承兑汇票业务，由第三方共计48亿

元人民币的存款作为质押。我们从独立渠道获取的上述业

务借款人2008年度财务数据显示其营业收入与贷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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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匹配，且与贵行信贷业务系统中的信息存在较大不一

致。”“此外，我们注意到由担保人提供的存款质押的合

法性也存在疑问。”“截至审计报告日(2010年4月24日)，

本所尚未能获得足够证明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之间合理商

业关系、上述贷款第一还款来源的充分性，及质押贷款(即

第二还款来源)的合法性(包括向贵行外部律师作出咨询)的

审计依据，也无法实施其他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今天看来，该报告的上述内容可谓触目惊心。但当

初，一笔笔业务还是发生了。我们不去猜测其中的内幕，

笔者仅从事情的表面来做一点推测：由于存款质押在银行

信贷中被认定为“低风险业务”，本案中的银行业务人员

是否因此忽视了对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查呢？

笔者记起，曾接过一位金融机构客户经理的咨询电

话。这位经理直白地说，有一家客户申请一笔贷款，其用

途确实有问题（不是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而是流入

其他渠道），但是可以提供很好的抵押担保。他的问题

是，会不会因为贷款用途问题而影响抵押物的处置。笔者

对此表示惊讶，反问他，如果你明知借款人可能把贷款挪

作他用还向他放贷，这还有安全可言吗？你发放贷款首先

考虑的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是处置担保物的可能呢？

这种看似幼稚的问题，在日常咨询中并不多见。但是

这种做法，在银行实际业务中却绝不少见。

诚然，担保尤其是物的担保（包括抵押、质押），

是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减少信贷资金损失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保障。但是，担保无论如何都不能替代、更不能等同于

借款人的实际偿付能力。忽视了这一点，就难免放松对借

款人第一还款来源的审查，进而从源头上陷入不正常的信

贷风险。就刘某某金融诈骗案而言，我们从有关报道中可

以看出，当年的审计机构已经发现“借款人营业收入与贷

款规模不匹配”，并提出“第一还款来源”存在问题。如

果相关银行就此进行严格审查并采取相应的防范、化解措

施，该案还会发生或者还会这样严重吗？

由此展开，笔者从一个方面谈一点浅显的认识：如果

不把“第一还款来源”作为贷款发放第一审查要务，如果

片面地把借款人能否提供质量较高的担保作为贷款的首要

依据，如果忽视了对借款人的实际偿付能力、第一还款来

源的分析与审查，那么，商业银行从源头上防范信贷风险

就可能变成一句空话。换言之，商业银行务必要把第一还

款来源作为信贷业务的第一审查要务，从源头上防范信贷

风险。

第一还款来源，是借款人依靠自身生产经营所产生的

可偿还贷款的现金流量的总称。第二还款来源，则是指当

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时，银行通过行使担保权利（处置抵

押物、质押物或者对保证人进行追索）所得到的款项。第

一还款来源是借款人履约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决定发放贷

款以及贷款的投放方向、金额、次数和还款时间的直接依

据，第二还款来源则是其补充和保障。

第一还款来源是借款人的预期偿债能力，第二还款

来源是对银行债权的必要保障。但不论何种形式的信贷业

务，第二还款来源只能起到必要的补充作用，决不能替

代、更不能等同第一还款来源。结合上述案件事实可以看

出，有的商业银行业务人员在授信管理中经常存在一种误

区，认为只要客户提供充足的抵押或质押或保证担保，银

行对其授信就是安全的。但事实上，客户的全部信用是以

其未来的现金流入来偿还的，这是客户的第一还款来源，

也是银行债权安全的最基本的保障。如果仅仅考虑以第二

还款来源来保障债权，进而超过客户未来现金流入发放贷

款，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客户发生了信用风险。而且，由于

客户的偿债能力先天不足，极易发生违约现象。而借款人

一旦贷款逾期，银行对第二还款来源的追偿大多面临多方

面的困难。笔者承办过很多商业银行对公贷款的清收诉讼

案件，切实感受到银行对第二还款来源的追偿的艰辛，担

保物变现难、执行难问题的普遍存在，查封顺位、处置权

力等司法程序问题的难以控制，各种形形色色异常因素的

阻碍干扰，确实举不胜举。笔者甚至遇到过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被法院冻结，导致银行对外垫款的极端案例。

信贷业务所固有的投资风险，也要求银行必须首先审

查第一还款来源。借款人作为银行贷款项目的经营者，应

当用其经营收益作为偿还银行贷款的来源。如果借款人经

营不善，银行就会在收益有限（利息收益）的情况下承担

较大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在一定

意义上是一种风险投资。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首先审查

借款人的第一还款来源，通过关注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及投

资项目的运营情况来把控贷款风险，增强风险的可控性，

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

要了解借款人未来偿债能力，银行必须就借款人第一

还款来源的现实情况做全面细致的调查，要对借款人的财

务状况、现金流进行全面的、细致的、科学的、真实的分

析。根据《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金融法规

规定，贷款人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对借款人

履行尽职调查，调查的重点包括借款人的组织架构、公司

治理、内部控制及法定代表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的资信等情

况，借款人的经营范围、核心主业、生产经营、贷款期内

经营规划和重大投资计划等情况，借款人所在行业状况，

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借

款人营运资金总需求和现有融资性负债情况，借款人关联

方及关联交易等情况，贷款具体用途及与贷款用途相关的

交易对手资金占用等情况，还款来源情况，包括生产经

营产生的现金流、综合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

等，对有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还需调查抵

（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和变现难易程度，

或保证人的保证资格和能力等情况。其中，

对还款来源情况，包括生产经营产生的现金

流、综合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等的调查，就

是要求银行必须把好第一还款来源这一关。

依法合规、审慎经营，是商业银行开

展信贷业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商业银

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

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贷款

和其他业务的基本规则之一；“借款人具有

持续经营能力，有合法的还款来源”，是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流动

资金贷款申请应具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可

见，严格审查第一还款来源，也是商业银行

依法合规经营信贷业务的基本要求。

最后，笔者借用银监会《关于近期银

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机构业务合作风

险提示的通知》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语：要重点审查第一还款来源，加强对借款

人资信、经营等情况及实际偿债能力的分

析，从源头上防范信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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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的法律风险

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简称“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六）应收账

款”，将应收账款纳入权利质权的客体范畴，为银行开展

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如今，应收账款

质押贷款已经占据银行贷款业务的较大比重，且该比例呈

逐年上升趋势。该业务的开展，突破了银行长期以来对不

动产抵押作为贷款担保的依赖，有利于改善贷款担保结

构，培育新的盈利增长点。但是，由于《物权法》对应收

账款质押规定的较为简单，随后也没有进一步出台相应的

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致使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面临较大

的风险，如应收账款不实的风险、应收账款不能出质的风

险、应收账款超过诉讼时效的风险等，从而使以应收账款

作为质押担保发放的贷款也可能处于无法收回的境地。尽

管在开展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中，银行本着谨慎的态

度，通过对应收账款条件的限定和业务办理流程的设计，

试图规避应收账款质押带来的贷款风险，但是，部分风险

依然存在，值得我们探究。本文从应收账款质权的法律性

质出发，在假定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对应收账款

质权实现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浅显的分析，以期对开展应

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的银行有所启发。

一、应收账款质权的法律界定

1、应收账款的法律界定

在我国，应收账款一直被作为会计上的概念在实务

中普遍使用，主要是指核算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

应向购货单位或服务对象收取的款项。直到2007年10月1

日，通过《物权法》的施行将应收账款上升为法律用语，

但是，该法并未对应收账款的含义做出界定。

在与《物权法》同时施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简称“办法”）中，对应收

账款的概念和范畴有所涉及，虽然该办法效力等级较低，

但却是唯一对应收账款做出界定的规范性文件，且代表了

实务界与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应收账款是指

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

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

收益，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

权。本办法所称的应收账款包括下列权利：（一）销售产

生的债权，包括销售货物，供应水、电、气、暖，知识产

权的许可使用等；（二）出租产生的债权，包括出租动产

或不动产；（三）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四）公路、桥

梁、隧道、渡口等不动产收费权；（五）提供贷款或其他

信用产生的债权。”

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银行机

构在开展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中，都对能够出质的应收

账款的条件进行了规定，多数银行只接受以《办法》中规

定的销售产生、出租产生以及提供服务产生的债权出质，

且必须是现有的金钱债权，缩小了在《办法》中界定的应

收账款的范围。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办法》的规定还是各银行的

实践，应收账款从其法律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应收账

款属于债权，即权利人对义务人享有的付款请求权。

2、应收账款质权的法律界定

《物权法》没有对应收账款质权做出明确的解释，其

他法律法规亦然。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

“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

的规定”，因此，作为权利质权的一种，应收账款质权也

适用动产质权的规定。而在动产质权一节中，值得关注的

条款有两个，其一是第二百零八条，“为担保债务的履

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

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

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交付的动产为质押

财产；其二是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债务人不履行到

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

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

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由此可知，所谓的应收账

款质权，是指质权人享有的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可以与出质人协议将应

收账款折价或就拍卖、变卖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的权利。而如上所述，应收账款本质上是债权，以应收账

款出质，质权实质就是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

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质权人可以通过折价取得

对应收账款债务人的付款请求权或通过拍卖、变卖以应收

账款转让价款优先受偿。

我们再以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为例进行简析：在应收

账款质押贷款中，涉及三组法律关系，其一是银行与借款

人之间形成的贷款关系，将银行对借款人的债权称为“A

债权”；其二是银行与借款人或第三人之间形成的质押担

保关系，银行是质权人，借款人或第三人是出质人，质押

财产是出质人对第三人的应收账款；其三是出质人与应收

账款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出质人对应收账款债

务人的债权称为“B债权”。实务中，借款人一般即是出

质人，根据上述分析，那么，质权就是银行享有的当借款

人不能按时还款或者出现约定情形时可以通过折价取得B

债权或者通过拍卖、变卖以B债权转让价款优先受偿的权

利。

二、应收账款质权实现的风险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一般要求企业提供相当的担

保物，当企业未按时偿还贷款或出现约定的可能影响贷款

偿还的情形时，银行可以通过行使担保物权获得清偿，因

此，银行界通常将贷款担保称之为“第二还款来源”，在

某些情况下也是最后的还款来源，可见贷款担保对银行的

重要意义。而在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中，贷款担保为应收账

款，应收账款的债权性使其呈现出与其他担保物权相比的

不同之处——除出质人外的第三人即应收账款债务人也会

影响“第二还款来源”的实现。鉴于应收账款作为贷款担

保的特殊性，下面将围绕应收账款债务人对质权的影响进

行分析，阐述应收账款质权实现的风险。

1、应收账款债务人与质权实现的关系

（1）质权实现的形式

以提存款优先受偿。应收账款的清偿期早于被担保

的银行债权的清偿期，或者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提前清偿债

务，致使银行债权到期前出质人收到应收账款清偿款，应

收账款消灭。至于该清偿款应当如何处理，《物权法》未

做出明确规定，但是从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本质来看，由

于质押财产即应收账款因清偿而消灭，那么其替代物即清

偿款应当提存继续为银行债权进行担保或用于提前清偿贷

款。因提前清偿不属于质权实现的范畴，在此不加阐述。

在提存的情况下，当借款人不履行到期还款义务或发生约

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银行则以提存款优先受偿而实现

质权。

受让应收账款或以应收账款转让价款优先受偿。在清

偿期早于 应收账款的银行债权到期时，借款人不履行还款

义务，或者在应收  账款尚未获得清偿时，发生约定的实

现质权的情形，银行有权以应收账款折价或通过拍卖、变

卖以应收账款转让价款优先受偿。若银行与出质人协议以

应收账款折价，那么银行则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实现质权；

若银行拍卖、变卖应收账款，那么银行则以应收账款转让

价款优先受偿而实现质权。

（2）应收账款债务人与质权实现的关系

如上所述，质权实现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以提

存款优先受偿而实现质权；其二是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实现

质权；其三是以应收账款转让价款优先受偿而实现质权。

首先看第三种方式，以应收账款转让价款优先受偿

而实现质权，暂且不论拍卖、变卖应收账款是否具有可行

性，但就这种形式本身而言，应收账款转让方是出质人，

受让方是第三人，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行为影响力只能波及

受让方与转让方，而银行已经通过应收账款转让价款优先

受偿实现了质权，甚至消灭了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债务，

白杨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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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会受到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影响。

再来看第一种方式，以提存款优先受偿而实现质权，

质权实现的前提是提存款的存在，而提存款是否存在取决

于应收账款债务人是否按期或提前向出质人清偿该笔应收

账款。

最后来看第二种方式，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实现质权。

虽然，由于债权转让的法律特性——只须通知债务人而

不必征得其同意，决定了银行实现质权即受让应收账款不

受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干涉，但是，从质权设立的目的——

保障银行债权的实现来看，应收账款质权实现时银行仅取

得了对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债权，银行贷款并未得到实际偿

还，质权设立的目的能否最终实现仍要取决于应收账款债

务人是否清偿该笔应收账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该

种方式下质权的实现也依赖于应收账款债务人对应收账款

的清偿。

2、应收账款质权实现的法律风险

如上所述，除以应收账款转让价款而实现质权外，

应收账款债务人是否清偿应收账款对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

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应收账款

质权的实现取决于应收账款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清偿。因

此，下文从应收账款债务人角度，来分析阻碍质权实现的

法律风险。

（1）应收账款债务人行使抵销权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

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

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

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

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八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

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

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

受让人主张抵销”；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三）债务相互抵销”。由此

可知，只要应收账款债务人与出质人互负到期同种债务的

情况下，无论应收账款转让与否，应收账款债务人都可以

单方行使抵销权，抵销自抵销通知到达出质人或应收账款

受让人时生效，应收账款因债务抵销而消灭。

结合上文的分析，当应收账款债务人于应收账款转让

前向出质人主张抵销权时，应收账款质权因应收账款的消

灭而消灭；当应收账款债务人于银行受让应收账款后向银

行主张抵销权时，应收账款质权因应收账款的消灭而未得

到真正实现。因此，只要应收账款债务人行使抵销权，无

论何时以及对象是谁，都会导致质权落空。

（2）应收账款债务人行使抗辩权的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

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

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

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

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

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

相应的履行要求”；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

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

张”。由此可知，在出质人或应收账款受让人要求应收账款

债务人清偿应收账款时，应收账款债务人有权以出质人履行

债务不符合约定如交付的货物存在瑕疵等理由拒绝清偿。

结合上文分析，应收账款债务人向出质人主张抗辩权

的，应收账款因债务人行使抗辩权而处于不确定状态，从

而影响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应收账款债务人于银行受让

应收账款后向银行主张抗辩权的，应收账款质权因应收账

款的不确定性而未得到真正实现。因此，一旦应收账款债

务人行使抗辩权，就会导致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产生或滞

后或落空的后果。

（3）应收账款债务人违约的风险

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中，债务人都存在违约的可能

性，应收账款债务人亦不例外。无论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规

模大小、信誉度高低，应收账款债务人都可能不按期清偿

该笔应收账款，而不论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违约理由是什

么，一旦出现应收账款债务人违约的情形，都会对应收账

款质权产生不良影响。

结合上文分析，应收账款因应收账款债务人违约未从

付款请求权转化为提存款优先受偿权，当发生实现质权的

情形时，银行无法通过行使质权及时收回贷款；银行受让

应收账款后，应收账款因应收账款债务人违约未能如期变

现，银行同样无法收回贷款。因此，只要应收账款债务人

违约，通过质权收回贷款就会滞后，甚至会无法实现，质

权失去了担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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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保函在国际贸易实务中的风险及防范

摘要：虽然独立保函如今已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应

用，在我国也呈现出使用数量逐年增长的现状，但作为执

业律师，笔者却发现很多客户对其风险缺乏必要认识，特

撰写本文，在介绍独立保函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实务中发生

的案例，提炼运用独立保函时的主要风险点并总结了防范

措施，以期能够对客户有益，对读者有益，能力原因导致

不足之处请不吝赐教、共同探讨，以达到共同服务实践的

撰写目的。

独立保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地区，那时的

中东国家由于石油输出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它们有能

力开展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与西方国家就建设这些大型

项目签订数额巨大的合同。这些工程项目通常工期长、规

模大，可能出现风险的环节多，由于这些石油输出国缺乏

国际贸易的经验，常遭对手欺诈，损失十分惨重。在这种

情况下，这些国家提出要求承包商或出口商提供一种与基

础合同相互独立、其一经请求就能得到赔偿的担保，与此

同时，西方国家为了争取交易机会只好答应这些条件，于

是，独立保函大量兴起。

一、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惯例与国际公约

独 立 保 函 最 早 在 《 合 约 保 函 统 一 规 则 》

（URCG325）中初见端倪，但是URCG325并没有对独立

保函和从属性保函做出明确的界定，为了让独立保函也有

适用该规则的空间，它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第9条关

于受益人提出索款要求时必须提供合理理由或申请人违约

证明的规定。真正为独立保函量身定做的国际惯例是1992

年国际商会第458号出版物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

则》（URDG458），以及于2010年7月1日生效的《见索

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2000年1月1日起生

效的《联合国独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公约》是同时规范独

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的国际公约，其中用“保证”一词统

称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保函。

二、独立保函的定义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458）对独立保

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定义，其第2条(A)款规定:“在本规则

中所称保函系指由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或个人以书

面形式出具的凭提交与承诺条件相符的书面索款通知和保

函可能规定的任何类似单据(如建筑师或工程师出具的证

书、判断书或仲裁裁决书)即行付款的任何保函、付款保证

书或无论如何命名或叙述的其他任何付款承诺，而不论其

名称如何。” 而URDG758对该规则项下使用的见索即付

保函一词定义为：根据提交的相符索赔进行付款的任何签

署的承诺，而无论其如何命名或描述。可见URDG758并没

有在定义中区分独立保函的几种类型。

三、独立保函的风险点及其防范

(一) 独立保函的风险点

独立担保的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

独立性原则给风险留下了生存空间，使谋求不当利益的当

干文淼
 律师助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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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有机可乘。独立保函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对保函条款设

计的缺陷，从而给利用这些漏洞的人提供了机会。

    1、保函中关于时间条款的风险

一般来说，保函自开立之日起生效，但是在履约保

函、付款保函中，这意味着保函一旦生效，即使申请人履

行基础合同的期限还没到来，受益人也可以立即提出付款

要求。此外，对保函反复延期以达到随时提出索赔目的对

申请人来说风险也很大，这会使保函成为了“敞口”保

函，期限越长风险越大。下面这个“不延期即索赔”的案

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案例A:我国A公司向H国B公司出口热水器，双方签

订的基础合同约定，B公司开立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

证，但该信用证生效的条件是B公司收到H国银行开立的

以B公司为受益人的履约保函。后我国的甲银行接受了A

公司的申请，请H国乙银行以甲银行向其开出的履约保函

为反保函，向B公司开立履约保函，并规定索赔条件是收

到受益人出具的申请人未能履约的书面证明后付款，该保

函适用URDG458。在保函即将到期之日，甲银行收到乙

银行的来电，要求延期3个月，否则要求赔付。甲银行经

协商发出修改电，内容是同意延期3个月，但索赔条款增

加为凭SGS检验证和受益人出具的申请人未能履约的书面

证明索赔。后乙银行来电表示同意延期并收取了修改费，

但对索赔条款修改一事不置可否。在延期后的有效期即将

到期时，乙银行又来电要求再次延期，但此时由于A公司

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并提供了提单等证据，因此申请人和

甲银行都拒绝保函再次延期，并要求乙银行准备到期注销

保函。乙银行没有答复但是过了两个月又向甲银行提出索

赔，理由是：受益人已提交一系列证明；乙银行不同意甲

银行对索赔条款的修改；申请人没有在原有效期内提交履

约证明；乙银行已赔付受益人。甲银行坚持拒绝支付索赔

款并陈述了理由，后乙银行未再索赔。

本案是关于对保函反复延期的案例。对保函的反复延

期就意味着可以随时提出索赔，使保函在有效期问题上成

为了一个“敞口”保函。保函的有效期意味着担保人的担

保责任期限，有效期越长，担保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

本案中甲银行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甲银行拒绝第二次

延展有效期的情况下，保函应在第一次延展到期后失效，

而在保函失效后提出的索赔当然应当拒绝。

2、保函中关于金额条款的风险

首先，保函的金额应当适当，有时申请人为了得到

宝贵的交易机会不得不答应一些保函金额过高的条件，而

这种情况下无疑会增加申请人的责任。其次，反保函是独

立于独立保函的，如果反保函中没有列明担保金额递减条

款，那么虽然独立保函的责任随合同的履行逐步减轻，但

是反保函的责任却没有相应减轻。下面一例就是保函中未

加列担保金额递减条款的真实写照。

案例B：S国的A公司是我国的B公司在S国设立的合

资公司，A公司承包当地某政府部门的项目，根据项目合

同的约定，B公司向甲银行申请开立以S国某政府部门为受

益人的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后甲银行根据B公司的申

请，请S国乙银行以甲银行向其开出的履约保函和预付款

保函为反保函，向S国某政府部门开立履约保函和预付款

保函。在乙银行开出的保函中有一条为：该保函金额将随

每一期项目时间的到期，根据每份接收证明的签发，或该

期的每次发运的发票价值，或受益人发给乙银行的书面同

意而自动地、成比例地缩减。甲银行在反保函中，除递减

条款外亦作出相同的承诺。后S国乙银行向甲银行请求索

赔，索赔金额为全部担保金额。申请人B公司向甲银行发

函称其已完成项目70%的工作量并已得到S国政府部门的

确认，请求甲银行为其减额。甲银行向乙银行传达了这一

请求，但乙银行除同意对预付款保函部分减额外，仍要求

甲银行全额付款。后甲银行最终对外赔付了保函项下的款

项。

本案涉及的是反保函中没有列明担保金额递减条款的

问题。如果在保函中写明担保金额递减，但是反保函中没

有同时写明，就会出现保函的担保金额随合同的履行在逐



20 21

渐递减但是反保函的担保金额却未相应减少。一旦受益人

要求索赔，则必须按照反保函的担保金额如数偿付，给担

保行和申请人带来一定的损失和风险。

3、欺诈性索款的风险

欺诈性索款是指在保函受益人明知保函申请人没有违

约而仍隐瞒真实情况，故意告知第三人虚假情况，试图诱

使第三人向其作出保函项下的付款。欺诈性索款能够成功

的根源还是在于保函条款设置的不严密或不慎重，而且鉴

于交易机会的难得某一方往往会接受一些不公平或者条件

苛刻的条款，最后导致这些漏洞被利用而成为欺诈性索款

的诱因。下面以两个案例来解释说明，第一个是受益人利

用了优势地位及保函中的一系列设置欠妥的条款而成功欺

诈性索赔的案例，第二个是发现欺诈性索款后申请人及时

申请止付令从而成功阻止了欺诈性索赔的案例。

案例C：我国某公司持中标通知书来到甲银行申请开

立履约保函，受益人为巴西某公司。甲银行在审核申请人

的材料时发现标书和基础合同均为葡萄牙语，且标书规定

中标方先开出独立保函招标方再与其签订合同，招标方

根据合同开立延期付款信用证，保函金额为合同金额的

20%，且招标方只接受当地银行的保函。由于该条件过于

苛刻且不符合国际惯例，甲银行建议申请人慎重考虑，申

请人与招标方多次协商未果。后招标方通过巴西银行开来

信用证，规定，最后一批货物不得晚于6月25日到达巴西A

港口。甲银行在申请人的一再要求下指示巴西银行转开中

标履约保函，保函有效期为全部货物运抵巴西A港口后60

天以内。9月13日担保行接到巴西银行电告称收益人已于9

月11日通过公证机构递交正式函件声称申请人违约并要求

赔付保函金额。经了解，最后一批货物是于6月26日到达

巴西A港口的，保函有效期为之后的60天，而巴西法律另

赋予15天的宽缓期，因此保函于9月9日到期。后对方改称

受益人9月8日向当地公证机构提交索赔函公证，而9月9日

和10日是巴西的假期，故巴西银行在9月11日受理了受益

人索赔并执行了保函。

                            

本案涉及的是出于强势一方的招标方在贸易过程中提

出的一系列苛刻的要求，其中不乏风险和陷阱。投标方不

提供标书和基础合同的英文版本就是要利用语言解释和理

解方面的偏差在可能出现的纠纷中对自己有利；其要求先

提供独立保函再签订基础合同，目的就是即使在签合同的

过程中出现分歧都能得到保函的保障；受益人还要求比例

过高的保函金额，加大了申请人的风险；另外在索赔时间

上，巴西银行在第一次电告中称受益人已于9月11日通过

公证机构递交正式函件要求索赔，而后又称受益人于9月8

日向公证机构提交索赔函，前后说法矛盾，而我方并没有

深入调查，只是为了维护声誉草草对外索赔；此外，对当

地法律的适当了解也是必要的。

案例D：我国某进出口贸易公司甲与印度某公司乙签

订机械设备销售合同，此外由于销售的机械设备还涉及诸

多技术上的问题，双方还签署了《技术合作协议书》。应

乙公司的要求，甲公司向我国A银行申请开立以乙公司为

受益人的预付款保函，该预付款保函明确了保函项下的基

础合同为《销售合同》。该销售合同中规定由甲公司在签

订合同两个月内用特快专递以软盘和图纸的方式向被告提

供装配图、总布置图、含载荷数据的地基图、电气/土建

要求。后印度乙公司认为甲公司提供的图纸不符合《销售

合同》中的约定，违反了合同义务，因此向A银行请求索

赔。甲公司立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乙

公司的索款存在欺诈并请求判决A银行终止向乙公司支付

保函项下的款项。人民法院在认真核对甲乙双方的往来函

件后认定，甲公司已经履行了《销售合同》中的提供图纸

义务，而乙公司要求提供的设备规格修改后的图纸及其他

额外要求已经超出了《销售合同》的约定。因此判决支持

甲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乙公司的索赔请求存在欺诈。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1992年本和2010年修订

本均未对独立保函项下的欺诈问题作出规定。保函欺诈属

于侵权法上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法律规

范，侵权行为应适用侵权行为地国家的法律。乙公司向A

银行索取保函项下款项的结果地在中国，应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

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

为”。本案中，乙公司向A银行提交的索赔函中陈述甲公

司违反合同义务，而实际情形是甲公司并不存在违约之事

实，因此，乙公司向A银行作出甲公司在基础合同项下违

约的陈述不符合真实情况，其索取保函项下款项的行为已

构成保函欺诈。法院认为此时独立保函的欺诈例外应予适

用，乙公司向A银行主张保函项下索款的民事行为无效。

(二) 对独立保函风险的预防

因为URDG758第20条对单据的审核时间，规定为交

单后5个工作日内。与URDG458规定的“合理的时间”相

比,审单时间的刚性大大增加。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和受益

人进行磋商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不大，欺诈情况下申请人申

请法院止付令时间也很紧迫。可见URDG758体现了独立

保函为受益人迅速提供资金补偿机制的特征。因此，在事

后补救的困难大大增强的情况下，事先应做的准备工作要

十分细致，保函项下条款的措辞应讲求严密，除时间条件

外，所有的条件均应单据化。具体说来，做到以下几点有

助于减少和降低独立保函带来的风险。

1、明确保函的生效日期、失效日期和延期条款

保函可以自开立之日起生效，但是也可以与基础合

同的履行期结合起来做出其他规定，如“保函自开立之日

起30天后生效或保函开立之日起30天内不得提出索款要

求”。保函的失效日期也应与基础合同联系起来，通常可

以规定合同的履行期限加上一段时间为保函的有效期。

此外，要明确保函延期的条件、次数和延期的期限，

同时注意在反担保协议中约定对等的延期条款，防止无限

期保函的出现。

2、担保金额适当并利用担保金额递减条款

担保金额应与合同价款成合理比例，一般为合同价

款的10%比较适当，过高的金额比例会增加担保行和申请

人的责任。在付款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融资租

赁保函中，应考虑增加担保金额递减条款，明确约定金额

递减的依据，如“随受益人签发的收货单上载明的金额递

减，当金额递减到零时，该保函即失去效力”等。同时注

意在反担保协议中约定对等的担保金额递减条款。

3、要对交易对手及其所在国家有所了解

这里交易对手不仅仅指基础合同中交易的双方，从

担保行的角度来讲，申请人和受益人都是其交易对手，保

函开立前各方都应审查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对申请人来

说，在保函关系中对商业与法律风险的防范主要是做好对

保函受益人资信及所在国家有关法律的调查研究。申请人

在开立保函之前应该对受益人的资信状况、经营作风与诉

讼记录有所了解。对保函的到期日、保函自动延展、保函

的金额条款有特殊要求的国家的法律要特别注意，有助于

避免潜在的风险。而对担保行来说，则要对申请人的资信

状况，偿债能力及发展前景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严格的审

查，做好风险防范工作，避免将来遭受损失。

4、设计严密的保函条款是减少风险的基础

保函条款要遵循国际惯例，保函的措词应当清楚和明

确并且要十分严谨，当事人各方应仔细斟酌保函的具体条

款。申请人和担保行应尽量争取开立有条件支付的保函，

并且尽量将事实条件转化为单据条件并为自己附加一些保

护性条款。在URDG758的第六条和第七条中明确规定，除

日期条件外，保函中不应约定一项条件，却未规定表明满

足该条件要求的单据，且担保行处理的只是单据，不包括

单据可能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履约行为。这说明，若保函

中存在非单据条件，担保函极有可能视该条件未予要求而

置之不理。此外，见索即付保函除了规定提交书面的付款

要求和其他指定的单据外，不得规定其他任何付款条件。

特别是，见索即付保函的条款不得要求担保人判断受益人

和被担保人是否履行了他们在基础交易项下的义务，因为

这与担保人是无关的。此外，受益人一旦提交单据索赔，

担保行则面临可能要承担付款责任，因此，保函应对单据

的种类、数量、内容、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等进行明确的

约定，不给恶意的当事人创造滥用权利的机会。总之，申

请人和受益人都应十分重视对保函文字条款的审查，要把

对保函条款的探讨和推敲提高到与对合同本身讨价还价相

同的高度去对待。

独立保函制度是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在不

断的应用与发展中体现了其“双刃剑”的特征，一方面，

独立保函为国际贸易中的当事人提供便利与保障，另一方

面，也给一些当事人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这无疑是在提醒

我们，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有利有弊，重要的是慎重地选

择、巧妙地设计、合理地预防和积极地维权，只有这样本

身设计合理的制度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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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的法律风险及防范               

蒋琪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国际贸易

秦增光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涉外投资、涉外贸易、仲裁诉讼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以及金融

机构较为严格的担保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在融资时办理抵

押、质押时较高的成本，使得融资难成为了中小企业扩大

发展的瓶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资金融通方面

支持中小企业拓展市场，同时帮助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提高竞争力和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

出了面向广大出口型中小型企业的“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

务”。但在实践中，由于关联银行和融资企业对这一业务

的法律性质及风险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了法律纠纷的频

发。本文仅以我所律师亲自代理的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纠纷为例，较为详实对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的性

质、流程、法律风险及防范进行阐述，希望对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问题有所裨益。

一、案情简介

2004年前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中国银行A省

分行共同推出了“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双方共同

制定的有关操作流程显示：该业务由A省分行与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共同向客户营销，客户可选择向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或A省分行的客户经理联系相关业务；客户

应自身填写《付款人信用限额申报表》，交由A省分行确

认后，由A省分行报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现风险

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A省分行及客户将履行各自

的义务。 

2004年3月1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根据A省分行

的申请，签发了一份《出口票据保险单》。该保险单项

下的被保险人为A省分行，保单有效期为2004年3月1日至

2005年2月28日。

2004年10月23日，大连B公司与尼日利亚买家C公司

签订《售货合约》，通过该合约交易的货物总值为9万美

元。2004年11月30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上述尼

日利亚买家向A省分行批复了信用限额，限额审批单同时

载明：保险人收到的限额申请日期为2004年10月24日；

出口商为B公司；支付方式D/P，信用期限30天，金额

USD200,000；生效日期为2004年12月1日。此后，A省分

行向大连B公司发送了信用限额审批单副本。就此信用限

额，A省分行代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B公司收取了资

信调查费。2004年12月15日，B公司将货物出口到尼日利

亚。2004年12月21日，A省分行对B公司托收的9万美元的

货款收取了人民币996元的托收费用。2005年1月23日、1

月29日、2月4日、3月9日，B公司向A省分行多次发函，要

求A省分行尽快为其办理票据保险押汇业务。A省分行以该

笔业务风险过高为由未予办理押汇业务，故亦未向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就此进行出口申报。其后，在货物运抵目

的港后，买方拒绝付款赎单。之后，B公司向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出口

票据险手续没有办理完成为由拒绝赔偿。

二、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的性质及基本流程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给融资公司的“出口

票据保险简介”中，载有“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各方

关系示意图如下：                                             

          

                                           

①出口：出口商（须有进出口经营权）与进口商就国

际贸易达成相关协议。

②票据融资：（i）出口商需要办理出口贸易融资时，

直接向出口押汇银行结算业务处提交融资申请书；（ii）银

行和出口商就出口票据保险的押汇事宜签订协议。

③办理保险：（i）出口商就融资出口每一买家情况分

别填写相应的《付款人信用限额申请表》并交给出口押汇

银行，经出口押汇银行确认盖章后，由出口押汇银行报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审批；（ii）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

出口押汇银行提交的《付款人信用限额申请表》中的国外

买家进行资信调查，并据此审批限额；（iii）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将此限额批复结果通知出口押汇银行。

④提供融资：（ i）出口押汇银行根据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的批复决定给出口商进行融资的限额；（ii）出

口押汇银行就此笔确定的融资限额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进行投保，同时出口商履行融资协议中所确定的义务；

（iii）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企业履行相关义务的基础

上，对出口押汇银行的投保申请进行核准，并计算出相应

的保险费用，出口押汇银行作为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用。 

⑤到期不付票据款：如果出现收汇风险,如买方破产、

清算、拖欠货款和拒收拒付的商业风险及买方国家所发生

的承保范围内的政治风险，则出现第六个环节“索赔和赔

付”。

⑥索赔与赔付：一旦出现上述风险，出口押汇银行向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按照保险合同进行赔付。

通过对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流程的描述，我们可

以看到，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以提供出口融资的银行为

被保险人，通过承保出口票据项下付款人的商业信用风险

和付款人所在国的政治风险，为融资银行贴现或押汇的出

口票据提供收汇安全保障，帮助出口企业获得银行融资便

利。在该业务中，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出口押汇银行

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之间的出口票据保险合同关系；二

是出口商与出口押汇银行之间的出口票据押汇合同关系。

三、关于出口票据保险押汇业务的几个法律问题

（一）关于出口票据保险合同的主体

基于出口押汇的出口票据保险的主体只包括两个，一

个是被保险人（投保人），即做出口押汇的银行，一个是

保险人。出口商作为押汇申请人，并非出口票据保险的当

事人，与保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

（二）关于出口票据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任何权威的法律文件对出口押

汇的含义做出界定。实践中，国内银行界对其认识也极不

统一。

中国工商银行《出口押汇暂行办法》规定：“出口押

汇是根据信用证受益人的要求，凭其提交的符合信用证条

款的全套单据作为质押，按照票面金额扣除从议付日到估

计收到票款之日的利息，将现汇净额或按议付日外汇牌价

折成人民币，付给受益人，然后凭单向开证行收回货款的

一种融资业务。”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规

定：“出口押汇是银行凭出口商提供的信用证项下完备正

确的货运单据作抵押，在收到开证行支付的货款之前，向

出口商融通资金的业务活动。”中国农业银行《出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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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规定：“出口押汇业务是指出口商将信用证项下的

全套单据提交其往来银行或信用证指定的银行，由该银行

买入单据并按票面金额扣除从议付日到估计收汇日的利息

及有关手续费，将其净额预先付给出口商的一种出口融资

方式。”

通过对上述定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目前

国内部分银行只做信用证项下的出口押汇，而不做托收和

赊销项下的出口押汇；第二，部分银行把出口押汇视为基

于出口单据质押或抵押而发生的借贷关系，部分银行则把

出口押汇视为信用证项下的议付来操作。这两种不同的操

作方式下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所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视为借贷关系的出口押汇。如果把出口押汇视

为借贷关系，那么出口商作为借款人有义务按期还款，押

汇银行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出口商按期归还贷款，同时它

作为质权人有权在出口商不按期还款时实现质押权。在银

行的出口押汇业务项下，银行往往只要求转移票据占有，

而不要求进行票据质押背书。这样一来，作为质权人的银

行就无法行使票据权利，也就是说无权以自身名义要求付

款人或者开证行承兑或者付款。 

第二，视为议付关系的出口押汇。如果把出口押汇视

为议付关系，由于议付本质上是银行买入信用证项下单据

并给付对价的买卖行为，押汇银行在议付后对出口单据就

享有了所有权。如果押汇银行交单相符而国外开证行不按

期支付出口票据项下款项，根据信用证相关国际惯例，押

汇银行有权以自身名义向开证行索偿。当然，如果所议付

的单据中包含跟单汇票，基于票据法，在遭到开证行拒绝

承兑或付款时，押汇银行还有权以正当持票人的身份向作

为跟单汇票的出票人，即出口商追索。

无论把出口押汇视为借贷还是议付，保险人承保的

保险标的都应当是收汇权。当然，如果把出口押汇视为借

贷，银行本身并不享有收汇权，此时是通过保障出口商收

汇权从而达到保障银行对出口收汇优先收取权之实现；如

果把出口押汇视为议付，银行自身就享有收汇权。

（三）关于出口票据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

在视为议付的出口押汇中，由于银行买入了票据，承

担了收汇风险，因此银行应当对收汇权具有保险利益。但

是，如果视出口押汇为借贷，押汇银行就收汇权是否享有

保险利益则值得商榷。尽管在收汇权落空时，押汇银行可

能会遭受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只是或有损失，当出口商还

款时，押汇银行便不会有实质性的损失。也就是说，收汇

权不能按期实现不会单独引起押汇银行的损失，它必须和

出口商不还款的事实相结合才会导致押汇银行的损失。在

收汇权不能按期实现和出口商不还款共同导致押汇银行损

失时，也很难认定收汇权不按期实现即为造成损失的“近

因”。总之，在国外付款人或开证行不按期还款时，保险

人很难认定押汇银行因此而遭受了损失，这样也就很难认

定押汇银行对收汇权具有保险利益。如果没有保险利益，

那么保险人就不应当承保，即使承保了也有权不予理赔，

这样一来，无论是银行的风险还是出口商的风险都无法通

过出口票据保险来保障。

（四）关于出口票据保险合同的代位求偿权

在基于出口押汇的出口票据保险中，如果把出口押汇

视为借贷，则保险标的是出口商的收汇权，损害保险标的

的就不可能是出口商，而只能是国外的买家或者开证行。

按照保险法第六十条，自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之日起，

保险人即可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国外买方或者开证行的权

利。然而，被保险人可能无权对国外付款人或者开证行主

张付款（如果视出口押汇为借贷，被保险人本身对国外买

方或者开证行并不享有收款权），这样保险人代为行使被

保险人对国外买方和开证行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尽管银

行有权依据押汇合同要求出口商偿还押汇款，但是由于保

险人承保的保险标的仅包括收汇权，而不包括对出口商的

追索权，因此保险人也不能代位行使银行对出口商的追索权。

如果把出口押汇视为议付，保险标的为银行的收汇

权，此时损害保险标的的应当是开证行，保险人赔付之后

即代位取得银行对开证行的权利。但是，此时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押汇银行有权依据票据法或者其与出口商之间签

署的有关协议向出口商追索，但是由于保险人承保的对象

为收汇权，因此，保险人代偿之后无权向出口商追索。　

四、法律建议

对基于出口押汇的出口票据保险，由于出口押汇的实

质法律性质的不同，对出口票据保险产品带来了两种不同

的影响：如果视出口押汇为借贷，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

否享有保险利益是存在疑问的。如果认定没有保险利益，

则出口商和银行面临的风险均无法保障；即使认定其存在

保险利益，保险人在理赔之后，可能既无法要求国外买方

或开证行付款，也不享有对出口商的追索权（尽管此时事

实上保障了出口商的收汇风险），其结果是保险人可能无

法行使追索权，这显然与信用保险的基本原理相悖；如果

视出口押汇为议付，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保险利益，

保险人理赔后，将享有对国外开证行的请求付款权（但不

能向出口商追索）。在此种情形下，保险人通过保障押汇

银行的收汇风险间接保障了出口商的利益。针对上述情

况，我们建议在承保时，出口商应当认真审核拟承保的出

口押汇业务的法律性质。对于视为借贷的出口押汇，我们

建议由出口商直接投保保险人综合险，并将赔款权益转让

给押汇银行，以取得银行的押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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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全流通之法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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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股，简而言之，即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

外资股。自1993年7月，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境内企业获

准在香港上市至今，已有176家境内企业在香港H股市场实

现了上市（主板148家，创业板28家），总募集资金额超

过了10万亿港元。

由于我国对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立法监管原因，

H股上市企业相比红筹上市企业，数量上存在较大差距。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999年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企业申请

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1999]83号，以

下简称“83号文”）。83号文对境外直接上市的企业，

设置了著名的“4、5、6”门槛，即“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

人民币、筹资额不少于5000万美元、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

少于6000万元人民币”。在这样的高门槛下，许多H股拟

上市企业被迫转为采用红筹方式实现境外上市。令人欣喜

的是，2012年年底，证监会颁布了《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

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5号，以下简称“45号

文”），彻底取消了“4、5、6”条款，给诸多计划境外

上市融资的企业带来了福音。

然而，对于诸多拟前往境外上市企业而言，其股份的

全流通性亦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H股市场由于立法及监

管的原因，到目前为止，H股上市企业除了通过A+H股两

地上市的方式实现其股份的全流通以外，还尚未有其他方

式可以改变其大量非流通股存在的事实。而目前整个H股

市场实现A+H股两地上市的境内企业也仅仅为66家，且基

本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对于我国大批中小型企业而

言，45号文的颁布仅仅是解除了其头上的第一道枷锁，并

未解决H股全流通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旨在从我国法律法规监管的角度，剖析

目前H股上市企业股份无法实现全流通的核心原因，并且

针对这些原因试提出一种解决思路，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45号文的突破及意义

1、45号文与83号文的对比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报文
件及审核程序的监管指引》

《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已废止）

申报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在符合境外上市地上市条件的基础上，可自主向中国

证监会提出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申请。

（一）符合我国有关境外上市的法律、法规和规则。

（二）筹资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及国家有关固定资

产投资立项的规定。

（三）净资产不少于4亿元人民币，过去一年税后利润不少于6000万元

人民币，并有增长潜力，按合理预期市盈率计算，筹资额不少于5000
万美元。

（四）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较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有较稳定

的高级管理层及较高的管理水平。

（五）上市后分红派息有可靠的外汇来源，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

规定。

（六）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报材料

（一）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公司演变及业务概况、

股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财务状况与经营业绩、经

营风险分析、发展战略、筹资用途、符合境外上市地

上市条件的说明、发行上市方案。

（一）申请报告。内容应包括；公司演变及业务概况，重组方案与股本结

构，符合境外上市条件的说明，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财务报表、本年度盈利预测及依据），筹资用途。申请报告须经全体董

事或全体筹委会成员签字，公司或主要发起人单位盖章。同时，填写境外

上市申请简表。

（十三）发行上市方案。
（二）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相关决议。 （五）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决议。

（三）公司章程。 （八）公司章程。
（四）公司营业执照、特殊许可行业的业务许可证明

（如适用）。
（四）公司审批机关对设立股份公司和转为境外募集公司的批复。

（五）行业监管部门出具的监管意见书（如适用）。 （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公司境外上市的文件。
（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国有股权设置以及国有

股减（转）持的相关批复文件（如适用）。
（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资产评估的确认文件、国有股权管理的批复。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如适用）。

（七）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土地使用权评估确认文件、土地使用权处

置方案的批复。
（八）纳税证明文件。 （十）重组协议、服务协议及其它关税交易协议。

（九）环保证明文件。

（十）法律意见书。 （十一）法律意见书。

（十一）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十二）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

（十二）招股说明书（草稿）。
（三）境外投资银行对公司发行上市的分析推荐报告。

（九）招股说明书。
（十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文件。 （十四）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申请及审核程序

（一）公司申请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应向中国证

监会报送本通知第一部分列明的行政许可申请文件。

（一）公司在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出发行上市初步申请

（如向香港联交所提交A1表）3个月前，须向证监会报送本通知第二部

分所规定的（一）至（三）文件，一式五份。

（二）中国证监会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第66号），对公司

提交的行政许可申请文件进行受理、审查，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

（三）经初步审核，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函告公司是否同意受理其境外

上市申请。我

（三）中国证监会在收到公司申请文件后，可就涉及

的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

等事宜征求有关部门意见。

（二）证监会就有关申请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以及有关

固定资产投资立项规定会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

（四）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受理通知后，可向境外证

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交发行上市初步申请；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核准文件后，可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

交易所提交发行上市正式申请。

（五）公司应在完成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后15个工作

日内，就境外发行上市的有关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书面报告。

（四）公司在确定中介机构之前，应将拟选中介机构名单书面报证监

会备案。

（五）公司在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交发行上市初步申请5个
工作日前，应将初步申请的内容（如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A1表）报证

监会备案。

（六）公司在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或交易所提出发行上市正式申请

（如在香港联交所接受聆讯）10个工作日前，须向证监会报送本通知

第二部分所规定的（四）至（十四）文件，一式二份。证监会在10个
工作日内予以审核批复。

（六）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核

准文件有效期为12个月。

（七）境外上市公司在同一境外交易所转板上市的，

应在完成转板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就转板上市的有

关情况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

注：红字为新规定主要不同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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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号文颁布的意义

45号文的颁布，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前往境外资本市

场、尤其是香港H股市场上市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一

方面，45号文取消了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的门槛，可以吸引

更多的境内企业到香港H股上市；另一方面，45号文的颁

布也有助于分流A股IPO的“堰塞湖”，从而减缓目前A股

市场的融资压力。

从监管层的态度来看，45号文的颁布不仅表明证监会降

低境内企业直接境外上市的门槛的决心，也展示了证监会目

前对于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这一方式更为开放的姿态。据悉，

证监会自身也在考虑出台一系列规定，可能会在未来将红筹

上市企业纳入其监管范围。因此，45号文的颁布，无论是对

于境内企业H股直接上市，还是搭建红筹架构上市而言，都

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值得引起各位同仁关注。

二、45号文颁布后H股直接上市相比红筹境外上市的

缺憾

尽管证监会新规取消了境外上市“4、5、6”条件的

门槛，但是相比红筹上市的方式而言，H股直接上市方式

下流通性的缺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红筹上市企业的

股份，无论老股东持有的股份还是公开发行的股份，全部

在境外发行，因此其转让交易能够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全流

通；然而，H股直接上市的门槛虽然被降低，但其流通性

方面的限制并未因45号文的颁布而得到任何程度的松绑，

H股直接上市的方式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正如前言所述，目前已有176家境内企业在香港H股市

场直接上市，其中仅有66家企业实现了A+H股两地上市，

从而实现了其股份的全流通。而在证监会出台任何放宽流

通性政策前，对于剩余110家未同时实现A股上市的H股企

业而言，其非流通股的流通性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尤

其在目前A股排队企业“堰塞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通

过A+H股方式实现全流通也成了奢望。因此，45号文的颁

布对于现有H股上市企业亟待解决的全流通问题而言，也

难以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

由于A+H股两地发行的上市公司，其本身已实现实质

意义上的全流通，故本文仅将就在H股市场单一发行H股

的境内公司实现全流通的可能性进行论证，并不涉及任何

A+H股两地上市公司的情形。

三、H股非流通股存在的原因

1、A股、H股的估值差异导致了H股上市企业的不作为

由于投资者结构、投资者偏好、资本市场成熟度、市

场流动性等原因，A股及H股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估值也存

在着不小的差异，尤其是对于一些A+H股两地上市公司来

说，其同时在A股及H股市场流通的股票价格，就存在着不

平衡。这样直接导致了以国家股、国有法人股为代表的非

流通股持有人，在上市公司实现A+H股全流通之前，自愿

选择其持有的股份作为非流通股形式存在，从而方便日后

在A股市场流通，实现更高的资本收益。

然而，上述原因，仅仅是从市场角度对H股上市企业

中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原因进行了解释，并未从法律层面

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因此，笔者拟进一步从现有法律

法规的角度，分析H股上市企业内非流通股存在的原因。

2、中登公司的登记存管限制

在H股直接上市的境内企业，类型上分为两种：一为

同时在境内A股与境外H股上市的企业；二为仅在H股上市

的企业。

根据《关于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份集中登记存

管有关事宜的通知》（证监国合字[2007]10号，以下简称

“《登记存管通知》”）及《境外上市公司非境外上市股

份登记存管业务实施细则》（中国结算发字[2007]52号，

以下简称“《登记存管实施细则》”）的规定，第一种类

型的企业，其非境外上市股份的登记存管业务按照人民币

普通股登记即A股存管的规定执行，可以自由流通；而第

二种类型企业的非境外上市股份应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集中登记存管，并

且如果涉及首次公开发行的，第二种企业应在境外上市外

资股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在中登公司办理登记存管手续。

显而易见的是，第一类企业的全部股份已处于公开交

易场所交易，并不存在全流通的问题。而第二类企业则面

临着将全部非境外上市股份登记存管于中登公司的法定义

务。而一旦在中登公司完成了相应的登记存管手续后，其

非境外上市股份的转让都应根据《登记存管通知》及《登

记存管实施细则》的规定，向中登公司提供以下材料，否

则无法实现转让：

（1）股份过户登记申请；

（2）股份转让协议正本（行政划拨除外）；

（3）股份转让双方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4）须经行政审批方可进行的股份转让，还需提供

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5）中登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行为，可能涉及到的审批或审查

有：商务部门的股权转让审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反垄

断审查等；如果涉及国资转让的，一般需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的审批；如果涉及某些特定行业的，可能还需要获

得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因此，上述第（4）项材料的准

备难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登记存管于中登公司的非境外

上市股份的流通性。

四、非流通股转流通股的法律法规限制

鉴于上文所论述的流通限制，被登记存管于中登公

司的非境外上市股份，能否由上市公司向证监会申请转为

境外上市外资股，从而实现H股的全流通？从现有法律上

看，证监会并无直接规定，并且证监会现有行政许可项目

中也无任何涉及“非境外上市股份上市流通核准”事项。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7号）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66号），证监会对无需行

政许可的申请事项，有权拒绝受理。

从性质上看，非境外上市股份分为如下几种类型：非

境外上市外资股、内资股及国有股，因此非流通股转流通

股的过程，实际上是上述三类股份转换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过程。假设证监会允许受理H股上市公司就非流通股转

流通股的申请，那么根据该非流通股的特殊性质，其转换

过程又将分别受我国外商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及外汇等法

律法规的限制，笔者试分析如下：

 1、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转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商务部门

审批

（1）产生非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法律原因

在我国直接境外上市法律体系内，实际上并不存在

“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这一法律概念。然而也正是因为法

律体系的立法不完善，导致了“非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存

在事实。

仔细研读《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

上市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第160号]，以下简称“《境

外上市特别规定》”），笔者发现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公司仅存在两类股份：内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所谓内

资股，即向境外投资人募集股份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

公司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股份；而所谓境外上市外资股，

即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人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

其中关键为“并在境外上市”。

事实上，很多境内企业在实现境外上市前，本身就已

存在一定数量的外商持有股份（具体参见《关于设立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令1995年第1号））。对于这部分外商持有股份，

从性质上属于内资股还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存在着一定争

议：一方面，持有该部分股份的外国股东，从概念上看很

难被认定为境内投资人；另一方面，该部分外商持有股份

是否在境外上市，又存在不确定性。

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

“《必备条款》”）第十四条的描述，似乎又暗示了“非

境外上市外资股”这一第三类股份的合法存在：“公司向

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股份，称为内资股。公

司向境外投资人发行的以外币认购的股份，称为外资股。

外资股在境外上市的，称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然而，即使“非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合法存在得到认

可，其性质上仍属于非境外上市股份的范畴，应按照《登

记存管通知》及《登记存管实施细则》的要求，在中登公

司办理登记存管手续，从而事实上丧失了流通性。

如何在H股上市之前就该部分外商持有股份的性质进

行确认，关键在于香港联交所是否同意将该部分外商持有

股份认定为境外上市外资股。而获得联交所同意又需要

以下三个文件：H股上市公司就该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申

请、H股上市公司的中国法律意见书、证监会就该部分外

商持有股份发行流通及相应数额的批复。从现实案例中

看，2004年H股上市的平安保险，就在其章程中将部分外

商持有股份归入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范畴，并获得了证监会

的批复。

（2）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转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商务部

门审批

尽管部分外商持有股份可以被确定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而实现自由流通，仍有很大一部分股份因为各种原因未实

现H股市场流通。作为非境外上市外资股，其转为H股流

通股的程序，性质上属外资股转外资股，受《外商投资企

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1997]外经贸法发第267

号）的约束，需由原批准设立该企业的审批机关审批。

同时，上述外资股转让的过程，可能会涉及该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变化，即该外资股股权受让人以取得股权

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主席令第68号，以下简称“《反垄断

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务院

令第529号）及《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商务部令2009

年第12号）等规定定义下的“经营者集中”情形，从而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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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商务部反垄断审查程序。

2、内资股转外资股的商务部门的审批

H股上市企业从性质上看，属外商投资企业，其内资

股的转让，也同受《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

规定》的约束，即需由原批准设立该企业的审批机关审

批。

同时，由于其内资股转外资股的特殊性质，其所涉

及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外资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都应同

时受到《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

的通知》（国办发[2011]6号）、《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

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商务部公告2011年

第53号）、《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第346

号）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令第12号）等规定的约束，从

而需要商务部门的审批。

并且上市公司内资股转外资股的行为，也同样可能涉及

“经营者集中”的情形，从而触发商务部反垄断审查程序。

3、国有股转让的事前批准

H股公司的内资股大部分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持有，性

质上属于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其转让行为，除需受上文

内资股转外资股的商务部门的审批外，还涉及一系列国有

资产转让规定的约束。

（1）国有股转流通股的制度限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主席令第

5号）、《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378号）、《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号）、《企业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192号）及《国有资产评

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号）等国有资产管理规定，

国有股权的转让需经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

案，而且一般需要履行评估手续。

（2）国有股减持制度的流通性属性和限制

此外，我国上市企业尤其是境外上市企业，还适用有

关国有股减持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对于扩大H股市场公开

发行股的数量，从而间接提升H股上市公司股份总体流通

性，有一定的帮助。

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发[2001]22号，以下简称“《减

持办法》”） 要求凡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

括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

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而对在H股上市的

国有股进行减持，审批程序不再走国资管理部门的审核与

备案手续，转流通的效率更高，并且从实际结果上看，处

于公开市场流通的股份数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充。因

此，国有股减持对于H股上市企业的总体流通性而言，是

有益的。

然而，国有股减持与H股的全流通仍不是一个概念：

第一，非流通股或者非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范围要大于减持

国有股的范围；第二，所谓全流通，其根本特性为“可在

公开证券市场交易”，并不要求一定卖出，所以减持并不

等于全流通；第三，国有股减持的制度设计并非出于全流

通的目的，正如《减持办法》所表达的那样，是为了“筹

集社保资金”，而2002年国务院叫停国有股减持时给出

的解释就是“近期社保资金基本平衡，每年需补充的现

金量不大，没有必要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套现来筹集资

金”。

因此，对非境外上市外资股范畴内的国有股而言，其

实现全流通在目前的现有制度层面还是受限的。

4、外汇管制

H股的全流通，不仅仅直接受限于转让过程中的国

资、商务监管，同时还受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

境内发行B股和境外上市股票外汇专用帐户的开立和募

股收入结汇审批权限的通知》（汇发[1999]380号，以下

简称“380号文”）、《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2]77号，以下简称“77号文”）、《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3]108号，以下简称“108号文”）及《国家外汇管理

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6

号，以下简称“6号文”）为代表的我国境外上市外汇法

律法规的影响。

1999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380号文，首次就境

外上市公司于境内、境外开设外汇账户做出了基本要求。

而2002年8月颁布的77号文则明确规定，境外上市外资股

公司应在募集资金到位后30天内，将扣除相关费用后所余

的资金调回境内，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滞留境外；境外上

市外资股公司通过减持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的外汇资金，也

应在资金到位后30天内，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所余资金调

回境内；而上述外汇资金，在尚未调回境内之前，如需开

立境外账户暂时存放募集资金的，可向外汇局申请开立境

外专用外汇账户，期限最长为开立之日起3个月。

随后颁布的108号文，进一步明确了77号文下“相关

费用”的范围，即“与境外上市有关的下列全部或部分费

用：支付给境外保荐人、承销商、律师、审计师、评估师

等境外中介机构和服务性机构的费用、上市费用、托管费

用（仅限于发行境外存托凭证）、印刷费以及为境外发行

上市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

而77号文和108号文颁布后，国家外汇管理局面对境

外上市企业尤其是H股上市公司日益渐长的将募集资金用

于境外投资的需求，于2005年下发了6号文。一方面，6

号文相应地放宽了77号文下的期限限制，即将境外上市外

资股公司调回资金的时间延长至“募集资金到位后6个月

内”，并将境外专用外汇账户的期限延长至“开立之日起

2年”；另一方面，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存放于境外

的外汇资金的使用用途，除用于支付108号文定义的相关

费用外，6号文也进一步放宽至“购买开户银行发行或销

售的保本型结构性产品、招股说明书规定的用途及经外汇

局批准的其他支出”。

由此可见，如果H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实现了全流通，

其股份转让资金的汇入汇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外

汇法律法规的影响。

五、H股上市企业股份全流通可能的解决思路

流通股顾名思义，需要具备高度的流动性并需要面对

瞬息万变的市场情况，而上述非流通股转流通股的商务部

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以及外汇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动辄耗

时数月，极大地限制了H股非流通股转流通股的可能性。

因此，要实现该部分非流通股的全流通，必然要求我国从

监管制度层面进行一次革新，笔者试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鉴于各H股上市企业所处行业、股份性质、外资比例

限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监管层很难制定出统一的实

施细则与适用标准。笔者建议由证监会牵头，与包括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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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内的监管部门进行协商、

协作，对我国商务、国资及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

调整和修订。同时采用特事特批的原则，以类似部级联席

会议的形式，对H股上市公司单独提出的非流通股转流通

申请进行统一审查：

1、从商务部门的审批角度，证监会可与商务部就外

资股转外资股、内资股转外资股所可能涉及的外资准入、

外资比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问题进行进

一步沟通，对于允许外商全资控股的、属于国家鼓励或允

许外资进入行业的、符合国家经济安全的、不涉及经营

者集中的企业，可允许该类型的企业在H股市场实现全流

通。而对于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的、或可能导致经营者集中的企业，或完全禁止该企业H

股非流通股转流通股、或通过设定红线允许该企业部分非

流通股转换为流通股。

2、从国有资产管理角度，证监会可与国资委就国有

股转外资股所可能涉及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进行沟通，对

于国有股可以退出的、已完成相应国有资产评估并获得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企业，可允许该类型的企业在H股

市场实现全流通。而对于必须由国家控股或者禁止转让给

外资的企业，或完全禁止该企业H股非流通股转流通股、

或通过设定红线允许该企业部分非流通股转换为流通股。

3、从外汇管理角度，证监会还可与国家外汇管理部

门就境外上市公司募集、减持股权所得的资金在境外投资

使用、及调回境内结汇等问题进行沟通。在我国外汇管理

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由我国外汇管理部门相应

地制定或修改部分外汇管理规定，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

允许H股上市企业境外募集或减持股权所得资金的流动。

经过以上各部门的一致认可及同意，该H股上市公司

就其股份于H股市场实现全流通的申请应得到批准。

获得监管层的批准后，该些非流通股的性质并未发生

任何变化，性质上仍属于非境外上市股份。因此，如何使

该些获得监管层认可的非境外上市股份在境外H股市场自

由流通，笔者建议如下方式：借鉴中集集团“B股转H股”

方案中的“境内外托管”方式，使非境外上市股份在H股

市场实现流通。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集集团”）于2012年年底，以“境内外

托管”的方式在H股市场实现了转板上市。而本方式也采

用类似的“境内外托管”方式，即将全部的非流通股托管

于境内证券机构，并将该部分非流通股的股东名册登记于

中登公司，同时向香港联交所申请在H股市场发行相同数

量的H股股票，并由境外证券机构作为名义持有人对该些H

股股票进行统一托管。而境内非流通股所有人希望卖出其

间接持有H股股票的，可委托其境内托管机构通知境外托

管机构卖出该些H股股票，并于卖出后再由中登公司统一

进行境内非流通股的股东名册变更登记。

本方式的优势在于，所有的非流通股的性质不发生任

何变化，只是间接地通过交易境外证券机构名义持有的H

股股票来实现该部分非流通股的流通。同时，由于H股上

市公司在H股市场本身就具备上市地位，因此无需采用中

集集团方案中“介绍上市”的方式就可以在H股市场实现

股票发行。最后，中集集团B股转H股方案已获得我国及香

港监管机构的认可，因此采用本方式获得监管层认可的可

能性更高。

然而，本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需要我国监管层

就《登记存管通知》及《登记存管实施细则》进行一定程

度的修改。中集集团的案例中，对于境内B股股份的托管与

转让的法律程序，都是基于现成的B股市场股票托管与登记

的相关规定，即允许境内证券机构对B股股份进行托管，再

由中登公司统一登记，从而无需再进行单独审批就能在托

管机构实现自由转让。在这一过程中，中登公司发挥的仅

是中介作用。而对于H股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而言，《登记

存管通知》及《登记存管实施细则》却强制要求其在中登

公司办理登记存管，日后的转让也需要向中登公司办理单

独的申请，中登公司批准后，才能进行该部分非流通股的

转让。在这一过程中，中登公司发挥的是监管而非中介的

作用。因此，在没有改变非境外上市股份的强制登记存管

制度前，本方式下“境内托管”的实现存在难度。

结语

笔者基于本文，一方面需承认现实中实现H股全流通

的障碍仍未消除，另一方面，也十分理解监管层解决这一

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而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便在于

与诸位读者探讨一种可行的实现H股全流通的方案。基于

现有法律法规、成功案例经验以及国外资本市场的先进制

度，笔者相信，国家各主管部门协调一致、共同筹划，从

制度层面实现H股全流通是可行的。H股全流通问题的解决

对于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提高中国企业上市融资的积极

性、解决目前A股“堰塞湖”现状、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

的发展意义非凡。

丁旭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
投融资与并购、外商投资

赵伟
律师助理（上海）

擅长领域： 
公司、资本市场与证券

一则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使得博盈投资（股票代

码：000760）在过去一个月的证券市场上出尽风头，11月5

日，停牌近四个月的博盈投资公告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

案，该预案如能最终成行，将使博盈投资完成县域汽车配

件生产企业到国际柴油机设备商的华丽转身，并将因其同

时完成上市公司再融资、控制权易主、主营业务变更、海

外资产并购、并购基金退出而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经典案

例。

根据该预案，博盈投资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6个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3.145亿股，价格为4.77

元/股，拟募集资金约15亿元。6个发行对象分别为东营市

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下称“英达钢构”）、长沙泽瑞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长沙泽瑞”）、长

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长沙泽

洺”）、宁波贝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

“宁波贝鑫”）、宁波理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下称“宁波理瑞”）、天津硅谷天堂恒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天津恒丰”）。募集

的15亿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5亿元用于收购武汉

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梧桐”），3亿元

投向奥地利斯太尔动力有限公司（Steyr Motors GmbH，下

称“斯太尔”）增资扩产项目，3亿元投向技术研发项目，

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博盈投资本次增发之方案，其设计之复杂与精妙为业

界所赞叹，纵观该方案，主要有以下亮点：

亮点一：并购基金完成跨境并购，降低后续交易难度

武汉梧桐成立于2012年3月20日，公司股东为天津硅谷

天堂桐盈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桐盈”）。武汉梧桐

是天津桐盈为收购斯太尔而设立的收购主体，2012年4月武

汉梧桐以3425万欧元（约合2.84亿元人民币）收购了斯太尔

100%的股权，除了持有斯太尔股权，并作为斯太尔的母公

司履行正常职责，规划和统筹斯太尔的经营业务和生产事

宜外，武汉梧桐没有实质进行其他经营性业务。

在整个方案中，由于武汉梧桐事先收购斯太尔已取得

境内外相关部门审批（如湖北省发改委），博盈投资购买

武汉梧桐100%股权不再需要取得境内、境外政府部门的其

他同意、许可或核准，使得本来一项上市公司跨境并购的

交易，得以处理成境内交易，规避了海外的政策性障碍，

且大大降低了各种披露和审批的难度。

亮点二：并购资金退出，赚得现实利益与未来期待

博盈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之一天津恒丰的合伙人

为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硅谷天堂资

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同时，硅谷天堂资产管

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同时持有天津桐盈100%的股权，而后者持有武汉梧桐

100%的股权。因此，天津恒丰与武汉梧桐属于同一实际控

制人所有。

2012年4月，武汉梧桐收购斯太尔100%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3425万欧元（约合2.84亿元人民币）。而博盈投资通过

募集资金收购武汉梧桐的价格为5亿元，意味着仅7个月，

硅谷天堂退出实现收益2.16亿元。天津恒丰认购此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4192.87万股，耗资近2亿元，这意味着，通过此次

运作，硅谷天堂既收回了投资成本，溢价部分还能支付购

买股票成本，获得4192.87万股的股票，在赚得现实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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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获得未来期待。

亮点三：设计定向增发方案，绕道重大资产重组审核

本次定增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收购斯太尔股权，然而，

博盈投资未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因为如果直接进

行并购，就意味着本次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武汉

梧桐借壳上市，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下称“《重组办法》”），监管层对借壳上市审核标准

与IPO相当。此外，武汉梧桐需要对斯太尔的盈利预测进行

承诺，且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现退出的难度亦增大，

这些都与并购基金设立的目的背道而驰。

因此，博盈投资最终选择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方式，根据《重组办法》第二条之

规定，上市公司按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

行证券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

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重组办法》。

同时，博盈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近15

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收购斯太尔100%股权，其余投向斯

太尔增资扩产项目、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斯太尔收购项目投资仅占全部募集资金的33.33%。这也

使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从形式上看并非特别针

对斯太尔股权收购项目。而天津恒丰认购股票支付的现金

199,999,899元仅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13.33%，综合计

算，天津恒丰实际认购用于斯太尔股权收购项目的资金仅

占募集资金总额的4.44%（13.33%*33.33%），从而未构

成《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特定对象以现金或者资产认

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用同一次非公

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视同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规定之情形，不适用《重组办

法》。

综上，博盈投资本次方案不适用《重组办法》，而适

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审核通过难度降低。

亮点四：财务投资者放弃提案表决权，避免成为控股

股东

长沙泽瑞和长沙泽洺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为湖南瑞庆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江发明，长沙泽瑞与

长沙泽洺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有。宁波贝鑫和宁波理瑞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同为上海四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实

际控制人为张银花，宁波贝鑫和宁波理瑞属于同一实际控

制人所有。上述4家PE均成立于2012年，除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其设立似乎有明显的目的

性。

依据发行预案，长沙泽瑞和长沙泽洺将合计持有博

盈投资19.02%股份，宁波贝鑫和宁波理瑞合计持有博盈投

资15.21%股份，均大于（或等于）英达钢构的持股比例

15.21%，因此，如没有特殊安排，本次定向增发后，PE将

成为博盈投资的控股股东，这并不符合PE作为财务投资者

的身份及设立目的。

因此，长沙泽瑞、长沙泽洺、宁波贝鑫、宁波理瑞

均作出特别承诺，承诺若最终成为博盈投资股东，在作为

博盈投资股东期间，仅作为博盈投资的财务投资者，承诺

无条件、不可撤销地放弃所持博盈投资股份所对应的提案

权、表决权，不向博盈投资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上述四家PE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成为博盈投资股东

后，其所持股票将不具备表决权，因此不具备成为博盈投

资控股股东的资格，这一承诺也将英达钢构推上了控股股

东的位子。

亮点五：英达钢构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业绩承诺

上市公司在购买重大资产过程中，为维护上市公司

的权益，通常由资产出售方承担资产业绩承诺，如未达到

承诺业绩，出售方将通过股份或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在博盈投资本次发行方案中，由于其他认购方均为

PE，无意博盈投资的控股股东地位，亦无动力承担业绩承

诺重任，便将英达钢构推上前台。

根据预案，本次发行完毕后，英达钢构将成为博盈投

资的控股股东，基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来良好的盈

利前景，英达钢构作出承诺：武汉梧桐2013年度、2014年

度、2015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2.3亿元、3.4亿元和6.1亿元。若每期实际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未达到上述的净利润承诺数，

英达钢构承诺将按承诺利润数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对博

盈投资进行补偿。

但回查斯太尔业绩，2009年、2010年、2011年及2012

年前三季度其税后利润仅为160万欧元、76万欧元、76万欧

元、34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572万元、674万元、624

万元、282万元，与承诺盈利数相距甚远，至于最终能否实

现，只能等到未来才能知晓。

博盈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一经公布，支持者与反

对者便形成各自阵营，支持者赞叹其融资、并购、整合、

退出一步到位，反对者则质疑其实为重大重组，意在规避

审核。但无论如何，博盈投资的定增方案让我们眼前一

亮，激发我们更多的思考。想象力本即是投行的灵魂，无

论最后成败，都足以让我们铭记。

对赌条款效力之再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赌效力再审判决书的启示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倍受业界关注的苏州工业园区

海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富公司”）与甘肃世恒有色

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下称“世恒公司”，名称变更前为

甘肃众星锌业有限公司）之间关于利润对赌的投资纠纷一

案经过近一年的再审程序，最终做出了（2012）民提字第

1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原二审判决，判决迪亚公司向海富

公司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095元。判决书中对利润对赌条

款的效力进行了明确的认定，一定程度上厘清了业界对此

的各种争议，这将对日益发展的私募投融资领域产生巨大

影响，也将大大促进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和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作出之前，本文作者已对该案做

过深入的分析，并刊发了《利润对赌条款的效力探析――

海富公司与世恒公司投资纠纷案的启示》一文，对该案例

中涉及到的利润对赌条款的效力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分析

（关于本案的投资经过、诉讼过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及

分析认定等内容请参见前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

也进一步验证了笔者的相关分析和判断。现结合这一再审

判决进一步分析利润对赌条款的效力问题，以期给投资人

和企业家们提供参考。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简析

单从结果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海富公司

获得补偿款19982095元，与二审判决结果相近，并无明显

区别，但判决依据和理由却大相径庭。

具体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区分利润对赌条款的签署对

象作出不同认定，否决了被投资公司世恒公司对海富公司

补偿条款的效力，确认了原股东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补偿

条款的效力。同时明确了溢价投资时投资溢价款部分不适

用“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司法解释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增资协议书》第七条第(二)项是否

具有法律效力，即：世恒公司2008年净利润不低于3000万

元人民币。如果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未达3000万

元，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予以补偿，如果世恒公司

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海富公司有权要求原股东迪亚公司履

行补偿义务。补偿金额=(1-2008年实际净利润／3000万元)

×本次投资金额。

1、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对赌补偿条款无效

如同笔者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根据现代公司法理论

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以其投资额为限对公司承

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所有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股东

对公司享有投资收益、重大事项决策、选择管理者三大权

利。如果公司对某一股东进行补偿（无论任何形式），将

会产生逻辑上的悖论，公司的资产非正常减少，弱化和规

避了股东对公司承担的有限责任，损害公司的利益，进一

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涉嫌滥用股东权利，违反《公

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所以公司不得对股东进行利润分

配、减资、清算之外的财产转移，不得对股东承担任何补

偿义务。

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认定，公司对股东的对赌补偿

条款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八条的规定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认可。这一约

定使得海富公司的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

脱离了世恒公司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

人利益，因而无效。

丁旭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
投融资与并购、外商投资

刘章印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
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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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也再次提醒投资机构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一

定要谨慎，避免与被投资公司之间签署对赌条款以减小协

议无效的风险。

2、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对赌补偿条款可以被接受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增资协议书》中，迪亚公

司对于海富公司的补偿承诺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是有效的。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承诺了世恒公司

2008年的净利润目标并约定了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在世

恒公司2008年的利润未达到约定目标的情况下，迪亚公司

应当依约应海富公司的请求对其进行补偿。

如同笔者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在公司增资过程中，

原股东与新股东之间在形式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原股东为

了吸引新股东与之合作并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可以对目

标公司的利润指标做出相应的承诺，在目标公司无法完成

相应的利润指标时，由原股东对新股东进行相应的补偿。

所以，原股东迪亚公司与新股东海富公司之间关于世恒公

司利润指标的约定合法有效，关于完不成利润指标时由迪

亚公司对海富公司进行补偿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合法有效。

3、投资不是“联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

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

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

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

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上述文件出台于1990年。当

时联营是我国企业（包括事业法人）之间横向经济联合的

主要形式。由于联营本身法律关系模糊，权利义务界定不

清，易滋生纠纷。随着《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的

颁布，实践中联营的形式已经鲜见，尤其是近年来私募基

金的崛起和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PE溢价投资的

合作形式日益普及，二审法院仅参照上述司法解释处理PE

投资纠纷，简单地将PE投资的性质认定为名为联营实为借

贷，是对联营的不当的扩大解释和机械套用，不符合PE投

资的实质。本案中海富公司对世恒公司的投资是通过对世

恒公司的估值计算所得的世恒公司股权的价格，并依据相

应的价格认购了世恒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是一种典型的

商业投资行为，不是联营。

4、溢价投资时投资溢价款不是“借贷”

对赌与溢价投资恰似一对“孪生兄弟”，溢价是作为

对公司未来发展潜力的一种认可和对原股东前期经营的一

种补偿，对赌是为了促使公司原股东（一般也是公司的实

际经营者和管理层）继续勤勉工作和实现（或提高）公司

估值的一种激励保障手段。而“借贷”，是指借入一定的

本金，在约定的期限内加算一定的利息并返还本息。投资

溢价款与“借贷”性质完全不同。

基于对《公司法》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

本不变三原则的理解，甘肃高院将投资款项人为区分

为两部分，已计入世恒公司注册资本的114.7717万元和 

1885.2283万元增资溢价款，同时认定前者有效，后者的性

质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该种认定没

有法律依据，予以纠正。

二、案例中几个问题延伸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否决了公司对股东的补偿条款的效

力，确认了原股东对新股东补偿条款的效力。在肯定这一

判例积极意义的同时，仍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

探讨。

1、原股东的补偿条款是否独立有效？

我们可以看出，海富公司在与世恒公司及迪亚公司签

署的协议中的对赌条款具体表述是：未达到利润指标时，

要求世恒公司承担补偿责任，在世恒公司不能履行补偿义

务时，海富公司可以要求迪亚公司履行补偿义务。这里面

的问题是，迪亚公司的补偿义务是独立的合同义务，还是

依附于世恒公司的主补偿义务的一种从补偿义务？在世恒

公司的主补偿义务被认定违法无效时，迪亚公司的从补偿

义务是否也自然灭失？还是可以单独生效？ 

甘肃高院在二审判决中并没有对此做出分析，但在要

求世恒公司返还“借贷”款并加算银行利息的同时，要求

迪亚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判决书中并没有明确要

求迪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将世

恒公司对海富公司的补偿承诺和原股东迪亚公司对世恒公

司的补偿承诺认定为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世恒公司补偿

的无效完全不影响迪亚公司补偿的有效性。

无疑，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最大限度尊重了当事人的

意思表示和自治，维护了交易的有效性，维持交易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而未过多纠缠于两种补偿义务之间的主从

依附关系。但实践中常见的这种对赌表述方式仍然存在着

一定的隐患，仍然不排除存在将来被否决效力的风险。

2、原股东对新股东的补偿是否损害原股东的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增资协议书》中，迪亚公

司对于海富公司的补偿承诺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

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是有效的。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承诺了世恒公司2008

年的净利润目标并约定了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在世恒公司

2008年的利润未达到约定目标的情况下，迪亚公司应当依约

应海富公司的请求对其进行补偿，本院予以确认。

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的补偿自然并不损害世恒公司及

世恒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否损害了迪亚公司及迪亚公

司债权人的利益呢？在海富公司对世恒公司投资过程中，

迪亚公司作为世恒公司股东除了名义上分享了投资溢价款

外，并没有获得其他收益，但却基于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而向海富公司支付一笔补偿款，这是否直接损害了迪亚公

司的利益，间接损害了迪亚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呢？如果这

种补偿有效，那么公司股东是否可以利用该种方式转移公

司财产或抽逃注册资本呢？反过来考虑，原股东迪亚公司

与其根据约定向海富公司做补偿，反倒不如将款项直接支

付给世恒公司，提高世恒公司的财务指标，这样对世恒公

司、对迪亚公司更为有利。

因此，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对赌补偿条款的表述方

式，在公司未完成利润指标时，原股东对公司的业绩进

行补偿，从而间接补偿其他股东。实践中如四川双马

（000935）控股股东盈利补偿，百花村(600721)和三五互

联(300051)分别因相关公司未能完成2011年盈利承诺而获

补偿。这种补偿方式对各方更为有利，风险更低。

3、股东间补偿是否规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

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合营

各方按注册资本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即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应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不能

约定与注册资本比例不同的比例或其他方式分配利润和亏

损。本案例中，原股东迪亚公司对新股东海富公司在世恒

公司利润不达标时的补偿约定，使得一方股东可以不承担

风险，这一约定是否涉嫌违反上述关于合营各方共同承担

风险的规定？是否会因违反上述规定而被认定为无效呢？

4、补偿条款是否公平？

作为《合同法》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公平原则适

用于所有合同，PE投资合同也不例外。本案例中，海富

公司对世恒公司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根据协议中的对

赌条款约定的公式计算，投资一年后，海富公司就获得了

19982095元补偿款，几乎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款本金，并

且持有世恒公司股权比例不变。如果（我们是说如果）未

来经济形式好转，世恒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利润增加，海

富公司还可以获取更多的投资收益。这样的补偿条款对各

方当事人尤其是迪亚公司而言是否公平？是否显失公平？

是否可以申请变更或撤销？当然，对显失公平的判断可能

较为困难，但这一问题确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似乎也意

识到了该问题，怎奈这不属于其可以依职权调整的事项，

须由当事人申请，因此判决书中明确“迪亚公司对海富公

司请求的补偿金额及计算方法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

认。”换言之，如果迪亚公司对补偿金额及计算方法提出

异议，此处还是存在较大空间的。反过来，对投资机构而

言，对赌条款本身的公平性，也直接影响着其未来条款效

力的认定。

三、关于“对赌”

“对赌”包括“对赌协议”和“对赌条款”两种形

式。对赌协议是针对对赌事项而专门签署的协议；对赌条

款是在投资协议或其他协议中加入的关于对赌事项的具体

条款。实践中，以对赌条款更为常见，专门的对赌协议较

为鲜见。

1、对赌的概念

“对赌协议”，即VA R（Va l u a t i o n  A d j u s t e d 

Mechanism），是舶来品，直译过来就是“估值调整机

制”，是为了解决投资方对被投资企业信息掌握的不全面

而开发设计出来的一种调整工具，旨在要求被投资企业的

创始人对投资人做出一个承诺，在被投资企业提供的信息

有重大瑕疵，或者其承诺的业绩指标未达成时，投资人有

权对企业重新估值，或由创始人对投资人进行相应补偿，

从这一角度来讲，这一“估值调整机制”也确实有“赌”

的成分，但此“赌”非彼“赌”，这里只有“双赢”或者

“双输”两种结果，而没有“一赢一输”，所以，尽管是

“对赌”，但投资机构并不想“赢”，而希望企业创始人

一方能赢。

“估值调整机制”这一工具积极保障了投资人的利

益，大大促进了投资的活跃性，使更多企业获得了投资

款，极大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估值

调整机制”本身也随着投资案例的增多而逐步发展，其涉

及范围越来越广，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条款的结构也

越来越复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境外投资机构对境

内企业的投资案例逐步增多，“估值调整机制”也随着境

外投资机构进入国内，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企业尤其是创新

型企业的快速发展，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投资蒙牛项目是对

“估值调整机制”在国内企业中应用的典型案例。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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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国内时其被翻译成“对赌协议”，“赌”自古以来就

是不被国人文化认可的一种行为，这从概念上容易让人误

解。“估值调整机制”被认为是一个“有害”的东西，至

今未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可而上升为法律法规。

2、本案例对投融资领域的影响

甘肃世恒公司的这一案例是中国司法系统对“对赌

条款”效力作出明确认定的第一个案例，这一判决将会给

整个投融资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多数媒体在报道该案

例时，却缺乏对该案例的一个深入分析，就简单化地得出

“对赌条款无效”、“对赌条款有效”的结论并大肆传

播，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公众和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工具的

误解。

通过这个案件不能简单就认定对赌条款有效或无效，

必须对具体的条款加以区分。“对赌条款”不是一个法律

概念，将来也很难有明确的某一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

规定“对赌条款”有效或者无效。分析“对赌条款”的效

力，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的“对赌条款”涉及的内容，根

据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分析认定。国内的法律规定越

来越规范细致，只要对赌条款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那么其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违反了法律的强

行性规定，那么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即便是这样，

这种无效认定也只有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要

求对这个条款效力进行认定时，法院才会对该条款进行效

力认定。现实的情况是，即便这个条款本身签署的不当，

部分当事人也可能会按照这个条款履行。比如在企业经营

不当对赌失败之后，基于契约精神，企业家会主动让渡公

司的股权或者交出公司控制权，这样也不会产生对赌条款

效力的认定问题。我们的司法机关也秉承着保稳定促增长

的理念，不会主动介入到经济发展中认定“对赌条款”无

效，甚至会尽量避免做出这样的认定，以免对经济发展带

来不良影响——除非是投融资双方产生争议并起诉至法院

明确要求法院就“对赌条款”的效力进行认定——正如甘

肃世恒公司案这样，即使针对该案，尽管一审、二审法院

均未认定对赌补偿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再审

程序明确表达了其对对赌条款的积极的司法意见。同样，

我们政府的其他部门，如资本市场的最主要的监管者中国

证监会，也仅以各种非正式的渠道表达了其对“对赌条

款”的态度：曾签订过“对赌条款”并不影响企业上市，

但企业在其报送相关审批材料之前必须清理掉所有的“对

赌条款”，否则其上市申请便可能会遇到障碍。证监会的

这一态度主要基于“对赌”可能会造成发行人股权的不稳

定或盈利能力的不确定，从而影响到证监会及中介机构对

发行人的判断。

3、对赌泛滥的成因

“对赌协议”并不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投融资双方

自发产生逐步成熟起来的，而是由境外投资机构将一整套

完善而复杂的“对赌协议”直接引入国内并强加于需要融

资的国内企业身上，进一步被国内的投资机构拿来滥用而

造成的。投融资双方对于估值调整机制均缺乏一个正确理

解或认识。

一方面，企业在融资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急切而过于

乐观的心态，没有认真地考虑每一个条款。没有考虑好如

果没有达到预定的发展目标，或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

企业不能按照正常的目标来发展，并因而触发“对赌条

款”时需要付出什么，未认清实践中半数以上的对赌是以

企业的失败而告终的现实，本身“契约精神”还在逐步塑

造过程中的民营企业家们在未能完全理解“对赌条款”隐

含含义的前提下草率签署了对赌协议，很容易在触发对赌

时，选择爽约不履行，并进而引起纠纷。

另一方面，境内的投资机构过于迷信“对赌协议”

的效力，而弱化了尽职调查的功能，不区分具体情况地将

各种复杂的“对赌条款”完全地强加于一个企业身上，使

企业被十多种或明或暗的“对赌条款”的“紧箍咒”束缚

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执行力无法发挥，最终将许多个

本来可以很好发展的企业给“赌垮”了，最终使得投资机

构虽然赢得了“对赌协议”却失掉了企业价值失掉了投资

收益，落得一个“双输”局面。

四、我们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海富公司与世恒公司投资纠纷案

再审程序作出的终审判决，纠正了地方法院关于对赌协议

效力的不当认定，基于遵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综合

考量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等各方利益，本着维护交易秩

序和交易安全的理念，区分不同的对赌条款做出不同的效

力认定，肯定了股东与股东之间对赌条款的有效性，在现

阶段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最高人民法院所

表明的这一立场，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与时俱进的精神，

在不损害第三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因此，我们建议，无论是投资机构，还是企业创始

人，都应该认真对待对赌协议这一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

资本市场工具，既不能滥用，也不能漠视甚至排斥、拒绝

对赌协议，而应该根据每一个投融资案例的具体情况，选

择适用恰当的对赌内容和形式，并尽可能给企业保留足够

的发展空间，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和投融资市场的发展，共

享企业快速成长所带来的红利。

为了降低投资方和融资方的对赌条款被认定无效的风

险，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以本案例中涉及到的利润对赌

这一对赌形式为例说明，一方面，投资方应与被投资企业

的创始股东签订相应的业绩对赌及补偿条款，而不能与被

投资企业本身签订对赌条款，进一步，我们建议投资机构

放弃那种让公司、公司股东等在各种情形下都承担无限连

带责任的要求，分别与公司和公司股东签署不同内容的协

议；另一方面，在与公司股东签署对赌条款时，也需要尽

量使得对赌条款更加公平合理，避免因对赌条款显失公平

而被撤销或变更；对于其他方面的对赌，就需要投融资双

方根据实际情况约定合理的条款，以达到促进企业良性发

展，保证投资机构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被实践认可的投资方式，对赌条

款在提高投资者积极性，促进创业企业发展，平衡投融资

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极

大促进了经济繁荣与发展。不仅PE等投资机构需要对赌条

款，创业企业家们也需要“对赌协议”，也应在“对赌”

中争取“对等”！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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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实务

田军
律师（济南）

擅长领域： 
公司，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以下称“集合票据”）作为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2009年底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所推出的一项创新产品，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展

迅速。集合票据为中小企业进入债市融资提供了新渠道，

在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为中小企业提升自

身社会信用、品牌提供了平台。

德衡律师集团的专业团队，已经为全国首批中小非金

融企业集合票据之一的山东省寿光市“三农”中小企业集

合票据、济南市国资系统中小企业2011年度第一期集合票

据、山东省博兴2012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潍坊

市2012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发行成功提供了全

程专项法律服务。

一、集合票据的特点

（一）发行主体及规模

《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小非金融企业集合票据业务指

引》（以下简称《指引》）第二条明确规定，发行主体应

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界定的中小非金融企业，

体现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宗旨。《指引》规定集合票据中

单个企业及整支票据的发行规模，即在任一企业集合票据

待偿还余额不超过该企业净资产40%的前提下，任一企业

集合票据募集资金额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单只集合票据

注册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二）集合精神

如何在产品结构中充分体现集合的精神，是集合票据

创新的重点。《指引》规定：本指引所称集合票据，是指

2个（含）以上、10个（含）以下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统一产品设计、统一券种冠名、统一

信用增进、统一发行注册方式共同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

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集合发行能够解决单个企业独立发行规模小、流动

性不足的问题，但因涉及到2个（含）以上发行单体，因

此各单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要清晰。由于在当前的诚信环境

下，发行单体通常不愿意承担连带责任，指引对集合方式

要求较为宽松，规定：“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清晰，

各企业的偿付责任明确”，允许各发行单体独立负债并按

负债数额享有权利。对“集合”较为宽松的界定，既为发

行主体之间厘清法律关系留了空间，又可以避免放大单体

的风险。

（三）产品结构

为使中小企业集合票据风险可控、与投资者的需求相

匹配，《指引》在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产品结构中引入了信

用增进机制，体现了统一信用增进的精神，并允许在不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灵活设计具体结构。增信措施

的使用能够提升债项评级，熨平各发行主体之间信用差异

的同时，提高投资人对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认可度，也为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产品结构继续创新预留了空间。同时，

通过发行人、增信机构及监管银行签订相关偿债账户资金

监管协议，约定了比较严密的资金偿付安排，并重点约定

了信用增进机构代偿责任前移，要求信用增进机构代偿资

金最晚于付息日或兑付日前划入相关偿债账户，使得一旦

一个或多个发行人出现违约，信用增进机构的代偿资金能

够前置到位，从而较为完善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使投资者

避免遭受资金的时间效率损失。

（四）发行期限

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现实情况出发，指引并未对发

行期限作出硬性规定，但由于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为有效控制风险，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期限

不宜过长，具体产品期限结构可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主体结

合市场环境协商确定。

(五)投资者保护

考虑到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主体通常信用级别较低，

设立投资者保护机制就变得尤为必要。只有充分兼顾市场各

方利益，才能使集合票据成为可持续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因此指引第十条特别强调：企业应在集合票据发行文件中约

定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应对任一企业及信用增进机构主体

信用评级下降或财务状况恶化、集合票据债项评级下降以及

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的有效措施。

二、区域集优融资模式

区域集优融资模式是指一定区域内具有核心技术、产

品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中小非金融企业，通过政府专项风

险缓释措施的支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

票据的债务融资方式。

与一般的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相比，区域集优模式具有多

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在企业遴选阶段，地方政府专业部门能

够依据地方产业规划和政策，利用对当地企业的深入了解，

组织对发债主体的推荐，然后由承销机构在推荐的企业范围

内遴选企业；在发行准备阶段，地方政府联合有关机构，在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的前提下，组织落实专项的风

险缓释措施；在发行后续管理中，地方政府、相关金融管理

部门在风险防范、预警及违约事件处置中发挥应有的协调、

督促等作用，保护投资者利益。

区域集优直接债务融资模式，通过依托地方政府、金融

管理部门、承销机构、信用增进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建立

起贯穿发行遴选、信用增进、风险缓释、后续管理等环节的

风险分散分担机制，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律师事务所的职责

在企业发行集合票据时，律师事务所的职责包括：对

企业发行集合票据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根据律师事务所

尽职调查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应至少包括对发行主体、发行程序、发行文件的合法

性以及重大法律事项和潜在法律风险的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注册信息的披露质量，增强注册工作的

公开透明性，推动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现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制进行

改革和优化，于2012年8月推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注册文件表格体系》(简称《表格体系》)和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注册信息系统(简称孔雀开屏系统)。

《表格体系》进一步明确了最低信息披露要求，企

业、主承销商和相关中介机构在提供注册文件时可“对号

入座”，以填写表格形式编写注册文件并发表专业意见；

孔雀开屏系统将公开展示债务融资工具注册文件及工作流

程，接受市场监督。

四、企业发行集合票据应注意的事项

1、充分调研，做好发行前可行性分析。

发行前应充分了解集合票据的发行成本、潜在风险、

企业的资金需求、其他融资方式的成本及可能性，确定发

行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企业财务状况，确定发行集合票

据成功的可能性。

2、做好发行时间安排和各环节的衔接，以缩短发行

时间。

企业决策层有初步意向后，可提前会同中介机构沟通

做前期调查工作，以确定发行成功的可行性。在基本确定

发行方案时，可正式聘请中介机构进场开展工作，并与企

业内部审批程序同步进行，要注意各项工作在时间上的衔

接，做好工作时间规划，以缩短发行时间。

3、确定具有资质且与企业联系密切的中介机构。

根据交易商协会的相关规则，承办集合票据的中介机构

应当取得交易商协会承办业务资格。因此，应当选取具有承

办集合票据资质，且同企业联系密切的中介机构，既能保证

服务质量，又便于沟通，提高工作效率。

4、做好资金使用规划，以选择合适的品种，确定合

理的发行时间。

募集资金若用于生产经营使用，则需确定资金具体使

用时间；若用于归还贷款，则需了解准备归还的贷款是否到

期，有无可提前还款的约定，并需提前同相关金融机构沟

通，尽量降低发行集合票据而产生的资金沉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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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业务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和行使

季成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投融资与并购、保险、 行政事务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有效的行使代位求偿权，即可以保障保险人的利益，

也能防止被保险人取得额外利益而引发道德风险。代位求

偿权是各国保险法律、法规共同承认的债权转移制度，保

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得到足够的补偿。由

于补偿原则的限制，被保险人所得赔偿不得超过其保险利

益，不能因保险关系而获得额外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

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

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

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同时在海商法等其他法

律规范中也有此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实质上是债权让与

制度在保险法律关系中的运用，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

险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该请求权在保险人

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后，依法应当移转于保险人。保险代

位求偿权遵循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在我国的

法律中仅在财产保险范围内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对于人

身保险则并不适用。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成立的要件

通过分析《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可以得到关于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以下要件：

1、发生的事故必须是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保险

代位求偿权成立的基础包括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责任。如

果发生的事故为非保险事故，这与保险人无关，只能由被

保险人自己直接向责任人追偿，也就不存在保险人代位行

使权利的问题。虽然实务中在此问题上发生争议的可能性

很小，但这毕竟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基础所在，对争议各

方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保险事故的发生与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必须存在因

果关系。此要件在保险法中有明确的表述。因第三者对保

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的保险事故才存在代位求偿的问题。

这也同时表明所谓代位求偿权是建立在基础权利之上的，

只有发生的保险事故必须是第三人的过错行为所致，才存

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具有赔偿请求权，也才可能将其转移

给保险人，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与第三人无关，就应由保

险人赔偿，也就不存在向责任方追索的可能。保险代位求

偿权实质上就是一种债权转移，即被保险人的第三人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转移。

3、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以被保险人对责任方第三人享

有赔偿请求权为限。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建立在被保险

人享有向第三人追偿权利的基础上的，如被保险人事先已

放弃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保险人就无法行使被保险人已

经没有的权利，有过错的第三人就会逃避法律上的赔偿责

任。为此，多数国家保险法都规定被保险人不得损害保险

人代位追偿的利益，而且在保险代位追偿过程中具有积极

协助保险人的义务。如果被保险人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的

利益，保险人可以拒绝对被保险人赔偿或作其他处理。同

时，不允许保险人获得超过赔款金额的额外利益，损害被

保险人的利益。所以，代位求偿权就其范围来说，只能是

小于或等于保险赔偿金额。

4、代位权的产生必须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后。保

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可以依法或依约定向第三人提出

赔偿请求，如已取得赔偿，保险人可以免去赔偿责任。在

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后，即可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

求偿权。所以，求偿权是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后，自动转移给保险人的。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

请求权，保险人则不承担赔偿金的责任。但是，在保险人

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已取得代位求偿权后，被保险人

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

无效。

二、保险求偿权的基础权利

实践中，《保险法》第六十条中所指的造成保险标的

损害的原因很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侵权行为，同时也可以

是违约行为、不当得利、共同海损等。

在此可以对代位求偿权的发生事由进行列举，具体如下：

 1、侵权行为中在保险标的因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

或者依法适用无过错原则的情况下，造成保险财产损失，

依照法律规定，该第三者应承担赔偿责任。如因第三人的

过失碰撞造成保险人承保汽车的损失而向第三人追偿，即

为明显例证。

 2、合同责任中第三者在履行合同中违约造成保险标

的损失或根据合同约定第三者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如仓库

收取保管费为货主保管货物，因管理员疏忽而致货物毁

损，根据保管协议，仓库应承担赔偿责任。

 3、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利益使他人遭受

损失的事实，如拾得他人走失的动物。

    4、共同海损保险标的因共同海损造成损失，保险

人赔偿被保险人上述损失后，有权向共同海损受益人代位

追偿。

5、当产品发生责任事故，在具体的责任人无法查清

时，则由保险人赔偿损失。保险人在赔付后又查明事故的

实际责任人是第三人的，可以向第三人求偿。    

6、保证及信用保险是从民法担保制度中的保证发展

而来的，它是就被保险人履约、信用等向债权人的一种担

保，在被保险人不履行债务或发生信用危机时，由保险人

以支付保险金的形式履行保险合同项下被保险人的债务，

由此，就产生了向被保险人追偿的权利。在保证及信用保

险中，一般都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反担保，在保险人依保险

合同向债权人支付保险金后，保险人就可以向反担保人或

被保险人追偿。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

在实践中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大多依赖于诉讼程

序，如果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则会使权利难以实现。

对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没有做出

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保险代位求

偿权的权利来源可以判断，对基础权利的抗辩事由同样可

以适用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被保险人的求偿权时效通常应

当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即被保险人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

计算。当然，之所以在实践中存在分歧是因为在这种制度

之下对保险人实现代位求偿权存在严重不利。保险代位求

偿权的行使以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为基础。自保险事故发生

后，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至保险金实际支付还可

能经过一段时间，此时保险人尚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但

此项权利的诉讼时效却已经开始计算。而被保险人向保险

人主张保险金的时效通常为两年，在此情形下，如果被保

险人并不急于取得保险金有可能会将保险人置于没有时间

行使权利的境地。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存在此等尴尬的情形，但在

现行法律条件下仍应当据此执行。作为保险人一方，为维

护自身权益，可以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援引《保险法》第

六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

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提示被保险人在保险

事故发生后尽快与保险人完成保险理赔工作。

四、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

保险代位请求权除受到基础权利的限制，也受到保

险金给付数额的限制，除此之外《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还

规定有：“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

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

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

利。”

此项限制意在保护被保险人的权利，虽然家庭成员、

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分属不同的法律主体，有独立的权利

能力，但相互间有紧密的利益关系。如果允许保险人对上

述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最终还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而使保险合同的根本目的落空。

但如何确定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我国法律中没有

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家庭成员”应当包括共同生活并有

扶养关系的近亲属、姻亲；虽没有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扶

养义务的亲属；虽然没有亲属关系，但在同一家庭中长期

共同生活，相互间有紧密的财产利益联系的人。“组成人

员”可以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代理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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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损险实行无责赔偿原则的法律研究

马兆富
律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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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公司与并购、知识产权、公司法务、金融保险

摘要：

目前我国车辆损失险理赔实务中实行的是有责赔偿

原则，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违

背了保险学原理和法律规定。尽管多地法院通过司法文件

的形式明确要求法院在审理车损险案件时坚持无责赔偿

原则，但保险公司在正常理赔中仍坚持有责赔偿、无责不

赔，这不利于保险行业诚信形象的树立和保险业健康发

展，应从条款制定和立法的角度对无责赔偿进行明确规

定。

交强险条例和条款的出台很好的解决了第三者损害的

保险理赔问题，而本车的损失保险理赔纠纷日益凸显。保

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条款的规定应按责赔付，无责不赔；

而被保险人则认为车损险的赔偿不应与事故责任挂钩，无

论自己是否承担事故责任，保险公司均需赔偿。在目前最

高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为定纷止

争，江苏、广州等地方高院纷纷出台审判指导意见，对无

责不赔条款的效力和审判尺度进行了规制，规定《汽车损

失保险条款》中按事故责任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为无效条

款。

一、保险公司坚持有责赔偿的原因

1、保险理念陈旧

损失补偿原则是保险学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被保

险人因意外造成的损失时予以补偿，被保险人若没有损失

则即使投保了保险，也无法获得赔偿。根据这一原则，被

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时，被保险人的车辆损失应由负

有事故责任的当事人进行赔偿，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没有

损失，不应再得到保险赔偿。否则，则构成不当得利。该

观点最早产生于700多年前的保险出现初期，由于当时商

品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损失补偿原则着重强调损失弥补功

能，适应并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保险对意外损失不仅予以

充分弥补，而且弥补速度应快速、及时。

2、服务与利益观念存在偏差

在交通事故中若被保险人无责，则保险公司无需赔

偿，这样保险公司能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无需承担追偿

的风险。相反，若保险公司坚持无责赔偿原则，保险公司

赔偿无责被保险人后获得的仅是法定追偿权，而非现实、

确定的经济利益。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追偿风险，一般都不

会主动对无责被保险人的车辆损失进行赔偿，仅在法院生

效判决后予以赔偿。

二、车辆损失险实行无责赔偿的必要性

（一）将责任作为车损险赔偿条件，混淆了法律概念

1、混淆了狭义财产险与责任保险

一般来说，责任保险和狭义的财产险都属于广义的财

产保险范畴。《保险法》第65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

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因此，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在事故中的赔偿责任有无作

为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偿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在事故

赔偿中无责，则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狭义概念上的财产保

险则不同，它不以被保险人的事故赔偿责任为前提，只要

发生的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并且不在法定和约定的免责范

围内，保险人均应予以赔偿。车辆损失保险属于典型狭义

财产险，完全适用财产保险的理赔原理。若将被保险人有

无责任作为狭义财产险赔偿的前提，则实际上混淆了狭义

财产保险与责任保险的概念。

2、混淆了事故责任与事故赔偿责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的规定可

以看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对事故发生的

成因、当事人在事故中的作用及过错认定，其遵循过错原

则，即按当事人对事故形成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民事赔

偿责任的划分则不同，它并非均按过错划分，而分为过错

原则、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

实行严格过错责任，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

事故实行非严格过错责任。车辆损失险的主要功能是减轻

被保险人的损失，发挥保险分散风险和损失补偿的作用。

机动车在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虽无责但仍要承担10%的

损失，这是民事赔偿责任，若保险公司以被保车辆无责而

拒赔，则受损车辆不但得不到保险人及时救助，对10%的

车辆损失也永远失去获得赔偿的可能，这与保险基本功能

相违背。

（二）以事故责任作为车损险赔偿标准，不符合保险

的基本原理和发展方向

1、以责任作为赔偿前提，迎合了“逆向选择”理

论，违背了主险与附加险的关系。

经济学“逆向选择”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信息不对

称，市场价格很难反映商品的真正品质。在同价不同质的

情况下，劣质品将排挤优质品，进而使交易产品的平均质

量逐渐下降，最终导致市场不断恶化甚至崩溃。保险合同

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在投保信息上

严重不对称，保险人很难掌握哪些是高风险的投保人，哪

些是低风险的投保人，而只能根据市场的平均风险设计产

品和厘定费率。这种产品设计和价格定位的方式，使高风

险的人和低风险的人在购买同种产品的付出和获得赔偿的

条件上是一致的，进而使高风险的投保人希望投保，低风

险的投保人不愿投保，最终导致低风险的投保人被高风险

的投保人排挤出保险市场，引发保险赔偿金来源上的危

机。为了抑制保险市场“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保险人

一般通过划分保险险种、实行无赔款优待等方式来鼓励低

风险、信誉好的投保人加入到保险中，以维持保险业的健

康、持续的发展。车损险实行被保险人有责赔付的原则，

使得风险低、资信好的被保险人难以获得保险赔偿，而风

险大、过错责任大的被保险人却能够获得保险赔偿。长此

以往，低风险的车主将不愿意投保车损险，高风险的车主

争相投保，引发保险市场逆向选择效应，危害保险业的健

康发展。在交通事故中，无责的被保险人通常是认真遵守

交通法规的人，被保险人的责任越轻越有利于减少保险人

的赔偿支出。因此，守法的被保险人更应获得保险赔偿的

激励，而不是受到减少赔偿甚至是免除赔偿的“惩罚”。

机动车保险险种可以分为主险和附件险，主险是指

可以单独投保和承担赔偿责任的险别；附加险则是指不能

单独投保和承担赔偿责任的险别，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主险

的基础上，才能根据需要选择附加险投保。附加险的条款

和主险条款发生抵触，抵触之处的解释以附加险条款的规

定为准；附加险条款未作规定，而主险规定的，以主险条

款为准。目前车辆保险的主险有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

险，而附加险则可以分为盗抢险、自燃险等。车辆损失险

规定以被保险人的责任比例作为赔偿的依据，而附件险种

没有该赔偿限制。根据主险规定的而附加险未规定，以主

险条款规定为准的原则，附件险也应当实行有责赔付的原

则，这与盗抢险等附加险的保险实务显然不符。

此外，在保险险种中，只有无过失责任险是以被保险

人无过失作为赔偿条件的，与车辆损失险的规定相冲突，

表面上属于无责赔偿的规定。但是，无过失责任险系责任

保险（第三者责任险）的附加险，不是车辆损失险的附加

险，它的赔偿对象是有责的第三人，而不是无责的被保险

人。若实行按责赔付的原则，则造成无责的被保险人无法

得到保险赔偿，从而使驾驶技术好、事故率低的车主无法

得到车损险的保险保障。

2、以责任大小作为车损险赔偿标准，难以适应现代

保险发展的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以责任作为赔偿依据，是为防止被

保险人从保险人和第三人处获得双倍赔偿。这种假设在理

论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不应成为保险人以责

赔付的依据。《保险法》第45条的规定已排除了被保险

人获得双倍赔偿的可能性，被保险人在获得足额的保险赔

偿后，对有责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已转移给保险人。即使

被保险人在获得足额保险赔偿后又从第三人处得到重复赔

偿，保险人仍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被保险人返还。此

外，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后积极行使代位追偿权，被保

险人获得重复赔偿几乎不可能。因此，防止被保险人从保

险人和第三人处获得双倍赔偿，不应当成为按责赔偿的依

据。

传统保险学认为，财产保险主要是为补偿被保险人损

害而设立的，根据损失补偿原则，当被保险人向第三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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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利时，保险人不应负责赔偿，只有当被保险人受到的

损害无法弥补时，保险人才予以赔偿。因此，对于因第三

人责任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保险人一般不予赔偿。1983

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

例》（以下称《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保险标的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应当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投

保方应向第三者要求赔偿。如果投保方向保险方提出赔偿

要求时，保险方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先予赔偿”。

从中可以看出，财产损失应由第三者负赔偿责任的，若无

合同约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能直接向保险人索赔。随

着适应社会快速的发展，及时、快速地救济补偿已取代单

纯的补偿成为现代保险发展的趋势。现代保险具有救助及

时和补偿充分两种功能，与此对应的保险赔偿责任包括替

代式赔偿和终局式赔偿。替代式赔偿是指虽然第三人与保

险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但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人

替代有责任的第三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使得被保险人能够

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迅速恢复生产和生

活，然后保险人根据责任比例向第三人追偿。终局式赔偿

责任，即目前保险公司普遍采用的按照被保险人责任比例

承担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目的是为了减少被保险人的损

失，分散被保险人的风险，以体现保险的损害补偿功能。

纵观现代保险发展的趋势，损害补偿原则不应再局限于损

失弥补的范畴，而应扩展到及时、充分救济的现代保险理

念，不论是替代式赔偿还是终局式赔偿都应纳入车损险的

赔偿范围。为此，现行《保险法》第45条摒弃了《保险条

例》中“被保险人应向第三者索赔”的规定，直接规定保

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的义务。

（三）以责任作为车损险赔偿的前提，违背了法律强

制规定

1、条款违背了保险代位求偿的法律规定

虽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但合

同约定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否则，该约定无

效。我国《保险法》第45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

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

求赔偿的权利。当前，虽然保险理论界对保险代位求偿权

的存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无论保留代位权还是废除代位

权，都默认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将保险代位求偿权理解为

保险人的法定权利。《保险法》第45条表面上是对保险人

权利的规定，实际上却隐含了该项权利的重要前提，即保

险人及时履行赔偿被保险人的义务。因此，《保险法》第

45条既是对保险人权利的规定，更是对保险人法定义务的

规定。权利与义务具有对等性，权利可以放弃，但义务必

须履行，保险代为求偿权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时间的

先后性和逻辑的关联性，保险人并不能以放弃代位求偿权

来主张免除赔偿义务。不论保留还是废除代位求偿权，都

不能忽视保险人法定义务的履行。《家用汽车损失险》第

26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有责作为赔偿条件，变相排除《保险

法》第45条的适用，违背了立法宗旨。

2、条款加重了被保险人的义务

《保险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保险事故

发生后，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害赔偿的，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

赔偿金额。第46条第1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

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

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3款规定，

由于被保险人的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

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金。可以看出，法

律对被保险人的要求仅限于被保险人不能“因祸得福”、

不能滥用权利等事后义务。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在事故中负

有责任时才予以赔偿，实际上强加被保险人不可能实现的

事中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

条款无效。保险人通过格式保险条款的形式，加重被保险

人的主要义务，排除了被保险人的主要权利，不应发生法

律效力。

（四）以责任作为车损险赔偿标准，将造成条款规定

自相矛盾

《条款》第26条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驾驶

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

此，被保险人无责时，则保险人无需赔偿。《条款》第20

条规定，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但被

保险人必须协助保险人向第三方追偿。可以看出，第20条

的规定实行了被保险人无责赔付的原则，第26条实行了有

责赔偿原则。对于两种相互矛盾的条款规定，根据《保险

法》第31条的规定，应当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原则理解

和适用，即不论被保险人是否负有赔偿责任，保险人均应

根据《条款》第20条的规定予以赔偿，而后保险人再根据

《条款》第26条的规定向第三人追偿。

三、条款制定与立法完善

1、广泛涉及公众利益的保险条款，制定程序应更加

透明、公开和公正。针对涉及公众利益较为普遍的保险险

种，在保险条款的制定初期，保险公司或保险行业协会可

以将条款草案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征求消费者或消

费者代表意见，使消费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保险条款

的制定和修改，为缔约的公平、公正提供根本保障。

2、更新保险理念，完善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

用原则、保险利益原则、损害补偿原则、近因原则是保险

的基本原则。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节

奏越来越快，单纯的损失补偿原则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社

会对保险的需求，快速、及时、充足的保险救济越来越成

为被保险人的需求趋势。因此，应将及时充足补偿确定为

现代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

3、细化法律规定，明确《保险法》第45条的适用范

围。将《保险法》第45条的规定细化为保险人赔偿义务和

追偿权利两项内容，防止因放弃代位求偿权而隐性地规避

保险人无责赔偿的义务。

4、强化保险人风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保险

代位追偿工作的管理力度。目前，保险不仅仅是单纯的商

业行为，它已广泛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具有很强的社

会性，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助推器。保险公司应从企

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深刻认识保险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

要作用，勇于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企业的管理意识

和权利维护意识，加强保险代位追偿管理的工作力度，不

断提高追偿效率，为车险无责赔偿提供后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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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车损险之“无责可赔” 

王雪虹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金融和银行、国际贸易、海商海事、争议解决

随着汽车进入千家万户，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车

险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车险理赔问题日

渐凸显，近年来，车险"无责免赔"问题已成为各方关注热

点。“无责免赔”条款具体指：当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时，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事故责任

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其后如果保险车辆一方无事故责

任，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导致了无责方索赔无

门或事故方主动多承担责任以获得高比例赔偿的现象，引

发了舆论的诟病，"无责免赔"被称为霸王条款。全国各地

因该条款引起的保险纠纷或诉讼时有发生。

一、车险“无责免赔”条款的法律效力

关于“无责免赔”条款是否是保险合同中的有效条款

的问题，全国多家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均认为“无责

免赔”条款无效，并最终判令保险人赔偿“无责”被保险

人。笔者在日前曾经承办过这样一个案件。

案情介绍：2012年3月25日，李某某驾驶“捷达”牌

轿车沿某高速公路下行线行驶至某收费站出口处时，因倒

车车尾与后方停车等候交费的由张某某驾驶的“奥迪”牌

轿车车头相撞，事故发生后李某某驾车逃逸，后经公安机

关调查，迫于压力，李某某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事故造

成双方车辆损失。《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某

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张某某为

此事故支付评估费、车辆维修费等14万余元人民币。因李

某某驾驶“捷达”牌轿车未投保险，李某某个人名下也无

财产，张某某无法从李某某处获得赔偿。张某某向自己投

保的某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理由是因使用该保险车辆发生

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与该保险合同标的有

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具备了提起保险金赔偿的主体资

格。但保险公司认为，保险合同有“无责免赔”的规定，

既然张某某在此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该损失应由侵权人

肇事者赔偿。因此，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张某某便将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

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

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往

往无法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已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根

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保险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除了

在保险合同的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等上面载明相关

的免责条款和提醒条款外，还必须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或

订立保险合同之时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

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

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如果保险公司未

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

不利后果。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

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法律界认为“无责免赔”

条款在客观上免除了己方本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排除了被

保险人应当获得赔偿的主要权利，依法应当认定“无责免

赔”条款是无效条款。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

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无责免赔”条款的规定，当保险车辆在保险事故中

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越大时，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越

大。被保险人为了获得最大的保险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

时可能放任甚至故意加重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不会采取措

施避免或减少保险事故的发生。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

险人会与第三者恶意串通加重其事故责任，以获得保险人

更多的赔偿。“无责免赔”条款的制定背离了法律的价值

倡导，该条款无疑与鼓励机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的社

会正面导向背离，与法律规定的尊重社会公德与诚实信用

之原则相背离。所以，出于尊重正义的基本价值，应当判

定“无责免赔”条款无效。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某某保险金

13万余元。在理赔后，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代位追偿”途

径，向责任人追偿。

二、保险代位求偿机制的合理性

我国《保险法》参照世界上许多国家相关法制的成

果，于第60条至第63条规定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制度。

在《保险法》第六十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

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

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对被

保险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继而可以向有责任的第

三者进行代位追偿。

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立法原意为充分保障保

险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经济补偿是保险最基本的功

能，是保险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最根本特征。当发生保险事

故后，保险人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

金，通过补偿使已经存在的社会财富因灾害事故所致的实

际损失在价值上得到补偿。

在法律上，保险合同为转移风险合同，被保险人在

保险事故发生后，因保险标的遭受损害而产生损失，可向

保险方请求保险补偿。这是基于保险合同的有偿性而产生

的，是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之对价的必然结果。当保险标

的归责于第三人的原因而受到损失，被保险人依法有权向

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于是，被保险人同时享有保险补偿

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了使被保险人获得充分补

偿，当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补偿请求权和对第三人的赔偿

请求权发生重合时，赋予被保险人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被

保险人的损失得以充分弥补。向实力雄厚、信息掌握充分

的保险公司索赔，无疑比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方索赔要

容易得多。被保险人优先受偿原则正充分体现了保险补偿

职能。另一方面，由于被保险人同时具有保险补偿请求权

和侵权损害请求权，基于保险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不

能由于保险事故获得额外利益。为解决这一冲突，保险法

设了代位求偿权制度，规定保险人于履行保险补偿义务

后，在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代位行使被保险

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从而禁止第三人逃避应负的法

律责任。它符合应当允许由首先引起损失的一方来最终承

担责任的公平原则，同时，保险人通过对第三人代位追偿

取得利益弥补了已支付被保险人赔偿金的损失。

但现实中保险公司一般没有执行这项规定，因为“代

位求偿”的难度相当大，保险公司并没有相应的业务人员

负责追偿，如果对方没有投保，则往往要走司法程序，会

大大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但因“无责免赔”引发了

诸多社会矛盾和保险纠纷。在2011年8月份，北京正式推

出机动车辆损失险代位求偿机制，成为全国第一个推出

“车损险代位求偿”机制的地区。根据北京保监局和交管

局的规定：2011年8月1日后，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

上，发生一方全责一方无责的交通事故，无责方保险公司

接到客户报案后，首先应积极协助无责方向全责方及其保

险公司进行索赔。如果全责方怠于履行赔偿义务，无责方

可以直接向全责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全责方保险公司应

依法在全责方投保范围内直接向该客户支付赔款。如果全

责方车辆未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且怠于履行赔偿义

务，无责方车辆在北京市投保了机动车辆损失险的情况

下，无责方被保险人可以就车辆损失部分，直接向投保保

险公司提出书面索赔申请并转让向全责方请求赔偿的权

利，无责方保险公司将在机动车辆损失险赔偿范围内先行

赔付无责方车辆损失。

三、保监会废止“无责免赔”条款

2012年3月8日，中国保监会下发的《关于加强机动车

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中第二条“关于商业车

险条款拟订及执行的要求”第十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

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

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公司不得通过放弃

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拒绝履行保险责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应当按照方便被保险人理赔的原则，结合保险公司商业车

险条款所规定的保险责任，制订保险公司理赔实务指引，

并做好相关的配套工作。”2012年3月14日，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正式发布了《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性条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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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提供了商业车险条款行业范本，其中第十八条规

定：“因第三方对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被保险人向第三方索赔的，保险人应积极协助；被保险人

也可以直接向本保险人索赔，保险人在保险金额内先行赔

付被保险人，并在赔偿金额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

请求赔偿的权利。……”

上述文件的颁布意味着车险理赔中被斥为霸王条款

的“无责免赔”被叫停，代位求偿权成为保险公司必须履

行的责任，将我国的车险改革向前进一步推进。由于保监

会的文件中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代位求偿”何时在

全国推广，成为车主如今最关注的问题。目前，就直接向

受害者赔偿和代位求偿等问题，各家保险公司正等待进一

步的操作细则。据了解，目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已选择全

国多个地区作为代位求偿试点地区，车险信息平台跨省联

网工作也在进行试点，以加快车险理赔信息的跨省共享进

程，促进车险信息平台的全国联网工作，为全国实施代位

求偿制度奠定技术基础。

然而，目前我国车损险代位求偿机制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取得代位追偿权之后，往往面临

几种可能的后果：一是全部追回；二是部分追回；三是完

全追不回。保险公司所代追的赔款，主要出处是全责方购

买的第三者责任险，而实际上这一险种的投保率并不高。

如果出现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无法全部追回的情况，保险

公司的成本就会上升，现在无责不赔被叫停后，保险公司

在下一步就要考虑追偿不回的风险有多大，从而重新考虑

保险费率的计算方式，以便把这部分成本分摊。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大连地区车险“代位求偿”

案件受理实务指导意见》自2013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

指导意见对“代位求偿”案件的受理范围、索赔单证及保

险公司间协作进行了四项明确。一是明确了符合“代位求

偿”受理的条件为“事实清楚，事故责任、责任主体、损

失数额明确”；二是明确了需提供的理赔单证，被保险人

须签署《车损险“代位求偿”声明书》；三是明确了“代

位求偿”案件协调机制，关联保险公司必须及时处理，尽

量减少因被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而可能带来的未来隐

性损失；四是明确了协调案件的定损时效和定损金额执行

标准。

我们期望其他地区尽快完善车险代位求偿操作流程，

出台符合市场实际的车险理赔服务标准，确保被保险人利

益得到切实维护，促进汽车商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SPT模式在中国

信托                 理财

张茜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国际贸易、争议解决

蒋琪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国际贸易

201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

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标志着美国次债危机后在中国停滞

四年的“资产证券化”又重新走入了中国投资者的视野。

一、资产证券化概况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却能在未来产生

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

上销售和流通的证券来进行融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原始资产的权益人将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

载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以该基础

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撑证券，

并用发行收入购买基础资产，最终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

金流偿还投资者。

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产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70年代，它产生于美国的抵押担保证券。在那一年

代，美国急需银行扩大抵押贷款规模。然而，抵押贷款周

期性长的特点给银行带来了极大的流通及现金流压力。为

缓解这一压力，美国政府成立GNMA（the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来研究并发展“资产证

券化”。1970年，GNMA发行第一笔基于“资产证券化”

的债权。从此以后，银行业意识到了缺乏流动能力的抵押

贷款资产中所蕴藏的巨大变现能力。

经过初期的成功，“资产证券化”开始迅速发展，

其标的物也由最初的住房抵押贷款发展到包含信用卡应收

款、汽车消费贷款、设备租赁、商业不动产抵押贷款、银

行中长期贷款、银行不良资产、助学贷款等。甚至有华

尔街人士称，“任何具有稳定收益的资产都可以被证券

化”，足见它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然而，至今消极后果

还未完全消散的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同样也是美国金融界

过度证券化的恶果；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轰然倒塌的“房利

美”、“房地美”等金融机构，就是将美国住房次级贷款

证券化，转化成债券，进行分割、打包，在市场上剥离、

出售并层层转手，从而使金融产品的基础价值被过度放

大，而层层转手也使得买卖链条一步步放大，从而当次级

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时，用以偿还证券的现金流阻断，产

生了7.3万亿美元的资产泡沫。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发生

后，很多人将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风险或者金融危机的代

名词，然而，由于中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剥离的资产的优

质性也决定了中国资产证券化有远远优于美国的安全性保

障。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步骤：首先，

创立“资产池”（Assets Pool），交易发起人（或称原

始权益人）根据融资目标，将未来可以产生现金流的、通

过提供信贷等服务所获得的信贷资产进行剥离、估算组成

“资产池”。第二，出售资产，交易发起人将其剥离的资

产整体以稍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予SPV，通过这一出

售行为“激活”了这一证券化进程。同时也实现了“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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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分行将其享有的A级、B级受益权转让给投资者，中信证

券作为受益权的承销商负责承销A级、B级受益权，工商

银行宁波分行仍然继续持有C级受益权。中诚信托投资公

司负责信托受益及本金的分配，以设立信托的财产产生的

现金流支付信托受益权的受益与本金。再次，工商银行宁

波分行受中诚信托投资公司的委托作为信托财产的资产处

置代理人，负责信托财产的处置和现金的回收。最后，当

信托结束后，中诚信托投资公司将剩余信托财产交回委托

人——工商银行宁波分行。通过这一信托流程，工商银行

宁波分行成功盘活了其信贷资产，获得了现金流。

（二）法律风险与对策

1、难以实现真正的“破产隔离”

在整个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破产隔离”

保障投资者购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安全性。若要真正实

现“破产隔离”，必须使设立信托的原交易发起人财产相

对独立于交易发起人而存在。这样，即使在交易发起人真

正遇到经营、经济困难，甚至进入破产程序时，设立信托

的财产依旧可以存续，依旧有资金流入设立信托资产，不

会被清算对象用于偿还交易发起人债务。根据国外经验，

交易发起人在将信贷资产设立信托时，会向受托人转移信

托财产的所有权，从而使受托人具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即使发起人之后进入破产程序，已设立信托的财产也不会

被清算用于偿还债务，从而实现“破产隔离”，保障资产

证券化的安全性。发起人将资产为信托目的真实转移给受

托人的过程被称作“真实交易”(True Sale)。在上例中，

工商银行宁波分行以其合法拥有的资产（账面价值26.19

亿）剥离后，委托给中诚信托投资公司的过程便是“真实

交易”，使这部分资产独立于工行宁波分行的其他资产而

相对独立。然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即使有这种转移所有

权的安全性保障，也同样存在着法律风险。例如，如果

交易发起人的债权人认为虽名为资产证券化的“真实交

易”，实为恶意逃避债务，提起诉讼，若法官认为为信托

目的的转移存在瑕疵或交易发起人转移资产的目的仅仅是

为了逃避债务，法官会驳回这一设立信托过程。

在一起成功的“真实交易”案例中，即使交易发起人

之后申请破产，SPV而非发起人会被认为是信贷资产的所

有权人，信贷资产的全部物上权利被转移给SPV。然而，

若交易未被认定为“真实交易”，信贷资产仅仅被认为是

发起人与SPV之间简单的抵押物，信贷资产是发起人给予

SPV的抵押物，SPV是发起人的债权人，则所涉及信贷资

产依旧会被列入破产清算，偿还债务，使得投资者权益不

能得到保障。故，“真实出售”是“破产隔离”的重要一

环。也同样存在着较高的法律风险。在美国，如果美国破

产法院认为并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形，则SPV则被认

为是交易发起人的债权人，而非购买财产者。根据美国破

产法第362节（Section362 of the Bankruptcy Code）的规

定,一但发起人申请破产，被认定为债权人的SPV将会被自

动中止支付。也就是说，一旦发起人申请破产，发起人客

户偿还贷款的资金不再能流入SPV，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从而使购买资产证券化证券的投资者难以得到证券收益，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故，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真实

交易”，即真实、合理、合法转让信贷资产的所有权至关

重要。

在中国当今法律结构下，SPT模式的“破产隔离”更

加难以真正实现。信托本是英美法系的法律概念，在英美

法系国家，它可以理解为信托委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了信

托受托人，信托受托人虽然取得了所有权（委托人同时依

旧保持所有权），却不享有为自己的利益来支配的权利，

只是为了信托受益人的利益来支配信托财产。所以，在英

美法系，受托人具备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可以自行为受益

人的利益管理、支配、投资信托财产。这样就很好的实现

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从而实现“破产隔离”。然而，由

于受大陆法系“一物一权”法律原则的限制，大陆法系国

家在引进信托制度的过程

中，对信托财产的财产权采

取了比较笼统、“暧昧”的

态度。

我国《信贷资产证券

化试点管理办法》规定：

“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

是指通过设立特定目的信

托转让信贷资产的金融机

构。”在这条中，虽然使用

了“转让”一词，但是究竟

是转让了何种性质的财产

权利却采取了回避态度。然

而，根据其上位法《信托

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

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

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

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

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

的行为。”根据此法，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只是将财产“委

托”给受托人，而不是“转让”给受托人。受托人并不当

然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资产“转移”后，交易发起

人仍然可能继续拥有资产所有权。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并未

实现隔离，投资人的利益仍会受到破产风险的重大影响。

如在上例中，工行宁波分行只是将设立信托的财产“委

托”给受托人，而非转移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此，

该信托财产依旧归工行宁波分行完全所有，而中诚信托投

资公司仅仅享有管理权而无所有权，因此，该部分财产并

未完全“隔离”起来。如若在信托过程中，工行宁波分

行不幸发生经营困难申请破产，或其贷款客户发生集体违

约，不偿还贷款，则该部分信托财产将被用于偿还债务，

或者享有受益权的投资者无法赢得收益及本金，从而使资

产证券化产品无法得到根本性安全保障。

由于这一法律风险是源于法律采取回避及模糊态度才

产生的，故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法律的层面对其进行规

范。我国目前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主要以“办法”

的形式存在，其法律层级较低，存在一定的模糊、不完善

状况，所以，我国或许可以尝试制订“资产证券化法”，

在其中借鉴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法的规定，引入财产权概

念，其代表可以管理、投资信托资产的所有权。在设立信

托时，转移信托资产的财产权，从而达到“破产隔离”的

效果。

2、信托受益权证缺乏流通平台

证券流通一般是通过承兑、贴现、交易、赎回等手段

来实现，但是，我国《信托法》、《证券法》却都未赋予

信托受益权证证券的性质，虽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

理办法》赋予了信贷资产证券化模式中的资产支持证券以

债券的性质，但该办法第二条同时规定：“在中国境内，

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

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

益证券，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

结构性融资活动，适用本办法。”可见，该办法的适用范

围狭窄，仅仅适用于向投资机构发行的受益证券。对于向

其他普通投资者，尤其是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信托受益权

证仍旧未被赋予证券性质。但是，往往是普通的投资者更

需要良好、成熟的流通平台。信托受益权证的非有价证券

性导致受益权证书不能够适用证券通常采取的承兑、交

易、贴现、赎回等方式进行流通，而目前在中国也没有一

个统一、高效的交易市场，这对信托受益权证造成了实际

上的流通困难。例如，在上例中，散户投资者可以通过中

信证券购买工行宁波分行的信托受益权证，但是，当散户

投资者想要交易手中持有的受益权证时却因缺乏二级交易

平台，难以自由出手；当中信证券售磬该信托受益权证，

而其他散户投资者希望从其他投资者手中购买时，也缺乏

有效方式找到合适持有者，从而使资产证券化产品陷入流

通困难。流通的困难也使得很多投资者在面对资产证券化

证券时持观望态度，迟迟不敢下手，从而使得“资产证券

化”在中国发展缓慢。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或许可以采取两个办法。

第一，可以借鉴证券交易所模式建立信托受益权证的流

通平台或鼓励建立信托受益权证的交易公司。使众多小

规模、私人投资者有一个可以进行信托受益权证交易的

平台。第二，可以借鉴《美国证券条例》（Securi t ies 

Regulation）的规范模式，在《证券法》中详细规定什么

样的金融产品可以算作证券，将信托受益权证纳入《证券

法》体系管理。然后通过“安全港”（Safe harbor）的形

式再对其进行宽松化管理。

国家再次出台的对于资产证券化的鼓励政策，使得资

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了又一次新的机遇，但是由于

我国法律规定及法律模式的滞后性，其在中国的发展既有

机遇也有挑战，它的未来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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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丕旭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信托、房地产与建筑工程、民商诉裁

律师眼中的信托“兑付危机”

在从事法律服务10年来，本人一直在关注“信托”这

一法律领域。自2009年至今，中国信托业展现出爆炸性增

长行情，这已引起全球金融界的强烈关注。这些关注中，

有叫好的，也有唱衰的，涌现出一批“预言家”和“先

知者”。那么，信托业到底存不存在法律上的“兑付危

机”？信托合同当事人应怎样看待“信托兑付危机”？本

律师结合多年从业经验，特做如下分析，以与大家共同探

讨。

一、信托合同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信托合同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这主要基于信

托法的要求和信托业务的实际需求。信托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

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

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

的行为。”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

面形式。……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

订时，信托成立。……”

结合法律规定及信托合同实践，信托合同当事人分为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且委托人一般为受益人。

通常，信托合同对于三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一般

都会重点做如下类似约定：

（一）委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1、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将信托资金交付受托人；

2、承担信托亏损或者终止的责任。 

（二）受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1、依信托合同约定持有并管理、运用信托财产；  

2、受托人因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所支出的费用和

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3、遇国家金融政

策重大调整，及时通知委托人，双方应就收益分配等内

容进行协商和调整；4、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的固有财

产，受托人终止时，信托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或破产财

产。

（三）受益人的权利与义务

1、自信托成立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2、获取信托

收益，获取信托清算后的剩余财产；3、承担本信托亏损

或者终止的责任。

从上述信托合同内容可以看出，委托人的主要义务是

向委托人交付合法的信托财产并承担亏损，受托人主要义

务是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并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受益

人主要义务是承担亏损。那么，从另一角度看，受托人不

承担亏损，只负责收取管理费和约定的盈利提成，即包赚

不赔！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好的生意？是的，这是现实。

二、法律上不存在“信托兑付”

作为律师，应当向读者负责任的指出如下基本事实：

信托法中没有规定“信托兑付”，信托合同中也一般不会

有“信托兑付”字样。

那么，社会上通常讲的“信托兑付”是指什么？笔者

认为，信托兑付一般是指：委托人即受益人认为的，受托

人应按信托合同、信托推介材料、信托经理们的所述、所

讲，在规定的时间向信托受益人分配各种预期的收益及信

托财产的行为。

实际上，从实务角度，一般情况下，信托合同对收益

分配会做如此规定：“扣除信托费用，分配给受益人的信

托年化净收益率预计为A类受益人13%（或者其他合同双

方约定的比例）/年、B类受益人11%（或者双方约定的其

他比例）/年。本《信托合同》中关于信托年化净收益率的

预计只是受托人的预测，不构成受托人对收益的承诺或保

证。”从上述通用格式合同可以看出，所谓的收益率都是

预期的，信托受托人从未对信托收益率做出保证或承诺，

反而在合同中言明委托人和受益人应承担本信托亏损或者

终止的责任”。

由此，笔者认为，信托兑付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一

个报道名词和经济名词。最终，本律师得出最直接的结论

是：在法律上，没有人负有信托兑付义务，或者说信托兑

付义务是子虚乌有的事。

三、“信托刚性兑付”的潜规则土壤

根据以上分析，既然不存在信托兑付约定，那就更

不存在刚性兑付约定。但是，现实中，委托人确实是基于

“信托刚性兑付”的潜规则才“购买”信托的，信托公司

也一直在口头上大力宣称并实际坚决执行“信托刚性兑

付”，银监会也一直在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严格要求信托

公司实际执行“信托刚性兑付”，合作可谓默契。为什么

合同当事人和监管机关都故意超越合同约定而去围绕“信

托刚性兑付”这一点来开展买卖及监管？究其根源，这是

由“人无我有”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商业本质决定的。但

凡懂点法律的人都知道，理财产品是不能有收益率承诺和

保证的，违者将遭到行政甚至刑事处罚。但是，一个众所

周知的潜规则是，如果你违法了，但是你从未出事，并让

所有参与者甚至包括监管者都得益，那你就不但不是违

法，反而是成功的。信托业就是遵守了这样一个潜规则：

信托公司拿刚性兑付的年化收益率来引诱客户以获得业绩

及巨额收益，银监会非银监管部门通过用默许的方式来使

信托业全行业做大，进而获得对更多金融资产的监管权

力，客户通过装作无辜被引诱后委身托付而精明的获得几

乎确定的预期收益。所以，信托刚性兑付的实质是三种人

的游戏：一种人负责撒谎，一种人负责听懂谎言但相信谎

言，一种人负责看到别人撒谎或故意被骗但置之不管并让

他们玩的更完美、更多、更大。由于信托公司总是能筹集

到更多的资金来刚性的兑换预期收益，所以，信托公司市

场信誉至今良好，导致潜规则的土壤越来越肥沃，“皇

帝是否将新衣穿在身上”已经并不重要。但谁都知道，最

后一根稻草就能决定着天平的走向，因为谁也不能确保信

托公司能一直以高于其他金融产品的收益率超然存活在这

个实际上谁也不能超然的经济世界。到真正不能刚性兑付

时，必会出现“信托刚性兑付”与规范信托合同的法律相

冲突。

四、所谓的“信托刚性兑付”与信托合同的法律冲突

之最终解决

既然信托刚性兑付没有约定在合同中，也不为法律所

允许，那么，信托刚性兑付的法律冲突必然是惨烈的。一

方面是委托人不仅不能回收预期高额利息而且不能回收少

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的本金，另一方面是一家信托公司无

法收回单个数亿元的信托计划资金的局面。更严重的情况

是，一家信托公司的多个信托计划或大多数信托计划的信

托资金都无法按时收回，且信托公司赔上自己的所有资产

也满足不了垫付需求时，就会造成信托公司破产。最严重

的情况是，如果现存的50多家信托公司的大多数信托资金

都无法按期收回，就会造成超过5万亿的不良资产。在这

些假设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信托公司和银监会必定开始依

法、依合同办事，翻脸不认人，绝口不提刚性兑付。到那

时，妥协是必经途径，而妥协的结果就是委托人产生绝对

损失，大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民间借贷类群体性事件

的处理方式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那时，把合同纠纷定为

刑事案件，抓几个信托公司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遮遮眼

目，余下的就会按追缴赃款赃物的处理原则进行，追缴回

多少分多少，剩多少分多少。也就是说，因为剩的少而导

致受益人分得少，那其必须得认可。届时，官方说辞会是

一贯的，“你这种情况的人多了，别人也是这样处理的，

我们已经尽力了!”可谓是“公平、公开、公道”！

五、“信托兑付危机”现在并未发生但已有苗头

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整个信托行业的兑付危机并未

发生。

例如，2012年6月，华澳信托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起诉大连实德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实德集团董事长徐

明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称房地产信托爆发式增长后

第一例诉诸法院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涉及兑付资金至

少9.412亿元。该案虽已对借款人及保证人提起诉讼，但却

峰回路转，于2012年6月11日迅速庭外和解，信托计划迅

速清算完毕。不管和解内容如何，最终并未发生兑付危机

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该案未达成庭外和

解，最终大连实德及关联方败诉，那么，包括银行在内的

其他非信托债权人也会启动索债程序，信托资金的回收又

有几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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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山东省高院受理的中融信托与凯悦置业的借款

担保合同纠纷案中，在凯悦置业违约的情况下，中融信托

于2102年3月先行垫付了委托款。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

融•青岛凯悦于2010年10月发行，存续期限为18个月，发行

总规模为3.845亿元，预期年收益率9%-11%，信托兑付款

大约需4.3641亿元至4.4794亿元。在该案中已反映出信托

投资的抵押物大幅缩水的现实风险：中融信托在中融•青岛

凯悦的推介资料里曾称“此项目抵押物价值充足”，“经

山东省一级房地产评估机构2011年6月17日对本项目商业

裙房评估，价值达到9.56亿元，抵押率不高于40% ”；而

两年后，山东省高院第一次拍卖公告却显示，对凯悦中心

1-5层商业房产的总评估价仅为5.8463亿元，这部分资产评

估价缩水竟近达4亿元！而根据法院强制执行中的拍卖规

则，如果第一次司法拍卖流拍，评估价还将下调。由此可

见，抵押物价值缩水给委托方带来的风险是多么巨大！

在已公开的这些案件中，信托公司充分运用了提前

清盘、信托计划延期、先行垫付等武器，度过了单个项目

的困难时刻，保住了信托公司和信托业的信誉。但我们知

道，武器再好使，也有用尽的一天，到那时怎么办？未雨

绸缪，转型或开发新武器才是居安思危的长久之计。

六、“信托兑付危机”真正发生时各方的自保措施

1、委托人

委托人可以虚假宣传为由起诉信托公司，要求按潜规

则兑付，但能否兑付要看项目实际情况，因为信托公司即

使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委托人也可起诉主管

机关，诉其不作为，但难度太高，毕竟是监管层领导的集

体决定。

2、信托公司一方面不承认信托刚性兑付这一潜规

则，采取把虚假宣传责任推到各种“临时工”、“前员

工”等身上进而报警等一贯无赖但有效的办法，同时起诉

实际的资金使用人，加紧处置信托财产运用、管理过程中

产生的各类担保财产。

3、监管部门严肃处理各家用潜规则发过财的的信托

公司，否认放任潜规则的指责，借机调整一下领导层并出

台新的法律法规，由新监管者获得新的变相的监管权力，

从容开创新局面。

七、信托兑付危机何时到来?

除非发生抵押财产的大幅贬值，否则，信托兑付危

机一般不会出现，最多是个别信托产品、个别信托公司，

有关部门会予以严肃处理。但是，当整个经济形势下行

时，抵押财产特别是房产价值等可能出现大幅下跌，加上

市场流通不畅导致的恶性循环，可能会导致信托“灰飞烟

灭”。有一部分信托经理人或许会有这样的辩解腔调：

“所有行业的资产和投资都在经历失败，我们与他们一同

经历失败，有什么可指责的？”

八、“信托兑付危机”的防范措施

应提高“天上不会掉馅饼”、“入市有风险”的警

惕，在设定好风险承受的心理底线下，谨慎购买信托产

品。要知道，同为市场产品，大家都在努力创新，别的金

融产品做不到固定收益，唯有信托能做到，这本身就不正

常。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信托公司在历史上已经历过多

次整顿、重组，信誉已经不止一次“破产”了，太多的委

托人资金在历次整顿、重组的合法外衣下化为乌有。历史

反复证明，对赚到钱的信托公司来说，只要赚来的钱不掏

回去，只要能继续赚钱，再“破”一次又何妨？以史为

鉴，请委托人想清楚再“购买”信托。

信托投资：适应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需求的投资选择

王志林
律师(太原)
擅长领域： 
并购重组、公司

经过2009年以来强势推进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山西煤炭行业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目共睹。除了经常见诸媒

体的“进入大矿时代”、“安全生产得到保障”、“产业

集中度和管理水平大幅提高”等赞誉之辞外，在资源型经

济转型的背景下，山西煤炭企业及其产权主体还必须面对

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如何实现科学治理，如何寻找开拓新

的投资渠道等多重挑战。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律师也应

当在自身服务过程中思考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和客户需求的

问题。本文以笔者服务客户从事信托投资的实务为例，来

对集体性质资产经营企业投资中的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一、集体性质投资公司的设立背景及其投资偏好

笔者服务的客户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该县煤炭资源

储量和行业发展优势明显。不同于山西境内的其他地区，

该县的乡镇集体所有制煤矿在过去的企业改制过程中没有

全面民营化，相反，多数改制为乡镇政府全资或控股的煤

业公司。在本轮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原先属于乡镇

政府的煤业公司大多由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实施兼并重

组整合，乡镇政府则保留参股股东地位，股权比例不超过

49%。整合过程中与主体企业（即重组后的控股股东）商

定的经营模式多数为：由主体企业牵头负责重组后煤业公

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乡镇政府享有固定股利收益权。

在为乡镇政府服务过程中，我们从理顺企业产权关

系、规范政企关系的角度考虑，建议乡镇政府成立专门的

集体资产经营投资公司，由该公司代表乡镇政府来在各煤

业公司中持股，参与其经营治理活动。2011年5月份，公

司正式设立，笔者作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全面参与了各项

工作，逐步理顺了公司与各个控参股企业之间的产权关

系，各项资产管理的制度规范初步确立起来，协助企业处

理与主体企业（煤矿整合控股股东）之间诸如价款回收、

遗留事项处理等问题。随着公司运作的逐步展开，从2012

年开始，该集体性质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开始从“资

产管理”转向“投资经营”。具体体现在：在县域招商经

济的政策环境下，承担乡镇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具体事

项，兴办地面非煤企业；通过转让煤企产权和收回股利积

累的货币资产，必须考虑其投资的出路。

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集体性质投

资公司面临的投资环境及其投资偏好是需要认真研究总结

的。首先，这类性质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是不完整的，多数

仅有投资建议权，而决定权在乡镇政府，有的甚至受制于

县级或更高层级政府的意志。譬如，市县政府的项目推进

任务会落实分解为企业必须牵头实施的投资项目，若被确

定为某一层级的“重点项目”，则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干

预和督促会更多。这时，投资公司实质上是政府（特别是

出资人乡镇政府）的执行者。其次，集体性质的投资公司

是典型的“安全偏好型”投资者，这点不难理解，企业的

经营者是政府选任的代理人，他们更趋向于安全稳定的投

资选择，因此，常规的投资选择是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的

短期理财产品；再次，由于行业背景，该企业的经营者多

数是煤炭企业管理者出身，对于目前新兴的各种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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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和掌握需要一个熟悉和接受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形成影响；最后，宏观经济形势的

考量。最近几年来，尽管国内经济总体表现好于欧美经济

体，但相较于前些年也有经济放缓的担忧，一方面对传统

行业的投资前景有所担忧；另一方面，对新兴投资活动的

风险预期也在提高。

二、信托投资的缘起与过程

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区建设当中，现代金融服

务业是重点发展的领域。然而，山西在历史上虽然有金融

业发展的辉煌，却在现代金融业方面处于落后。由于近些

年资源价格上涨，市场供不应求，我们服务的客户普遍对

金融行业了解不多，参与金融业活动进行投融资的意识也

不强。在资源整合后，由于许多主体从煤炭行业中退出，

使得在为资金寻找投资渠道和为转型项目吸收资金过程

中，逐步开始关注金融行业。以我们服务的这家集体投资

公司为例，由于熟人牵线，公司开始与一家封闭式夹层基

金机构洽谈投资事项。但双方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还是存在

一些分歧:第一，投资公司考虑自身对基金运作不甚熟悉，

希望能够采用分期认购的灵活形式进行投资，而基金则坚

持每次投资不低于一定数额，且这一数额超过了投资公司

接受的范围；第二，投资公司希望采用投资期限为一年以

内的短期投资，主要考虑到乡镇公益投资对资金的需要，

而基金则坚持3年的较长期限；第三，基金并不承诺固定

的投资回报，而投资公司则希望能够承诺一定比例的固定

回报。

以上分歧，笔者认为其实质是集体性质投资公司的安

全偏好，与基金投资方式的风险偏好之间的冲突。后来，

双方曾设想通过一种变通方式进行投资，即投资公司将资

金委托一家中间公司（该中间公司已经是基金持有人）投

入到基金当中，由中间公司承诺给投资公司固定回报，并

承诺投资公司可以在基金赎回期之前将资金取回，投资公

司向中间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作为回报。作为投

资公司的法律顾问，我们对这一方案提出了异议，认为此

种变通方式在资金安全和固定回报的保证方面风险较大，

建议不采取此种方案。客户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不再考虑

这种模式。

作为律师，在否决这项投资方案时，还应积极为客

户寻找可行的、风险适当且较有保障的投资选择。在经过

认真考虑后，我们建议投资公司通过专业信托机构进行投

资，并最终选定了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信

托”）。笔者在该投资项目中，除提出方案建议外，还承

担了中间联络的角色。我们认为通过山西信托进行投资，

能够满足该集体性质投资公司的投资偏好:第一，山西信

托发行的信托投资产品，期限较为灵活，自3个月——3年

之间的都有，许多项目的投资期限在一年左右，符合投资

公司的要求；第二，山西信托是山西省内唯一国有背景的

专业信托投资机构，其经营坚持审慎原则，对投资项目的

风险审查非常严格，而且，依托自身的资金实力，未发生

过兑付违约；第三，通过信托投资，投资人可以及时了解

信托资金的使用和运行状况；第四，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

率，能够高于银行存款，并与一般基金投资水平相当。经

过考虑，投资公司认购了山西信托发行的信托投资计划，

通过山西信托向太原的一个地产项目发放了委托贷款。

三、几点体会

本文所谈的这一投资活动，并不复杂深奥，但仍需经

过一个反复考量的过程。其间，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律师应当对自身所处的投资环境、其服务的对

象普遍对投资活动的认识接受水平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有

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仅是一个初始条件，还需经过后续

的多重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完成。

第二，作为集体性质的投资主体，对风险的考虑有其

自身特色，除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之外，政治风险同样受

到关注。闲谈交流过程中，客户单位的领导常说的一句话

是：“咱们为集体工作，守住家当至少不犯错，但一旦出

点状况，是没法交代的”。这里的出点状况，并非仅是指

投资决策失误、流程不规范，更多的是资金无法收回时的

后果。作为安全偏好型投资者，集体性质的投资主体，对

经济回报的预期相对不高，因此，高风险但回报率也高的

投资途径（如私募等）不是其能接受的选择。

第三，除能够较好地把握法律风险之外，对各类投资

形式及其运作原理的把握，是律师能够提供投融资法律服

务的基本条件；当然，不可能有完满无缺的投资选择，当

出现分歧障碍时，能够设计变通方案并准确对其进行判断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律师应当有开阔的眼界，较广的社交圈子，广

交朋友，广结善缘，才有可能为客户顺利打开投资之门提

供帮助。在这一点上，加入德和衡律师大家庭，与投融资

业务团队进行交流学习和业务协作，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

择。

理财产品创新与营销业务中的风险平衡
 ——商业银行视角浅析资产管理风险

徐宇辉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投融资、金融产品创新设计、并购重组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机构、企业、个人金

融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理财”、“资产管

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资产管

理业务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商业银行，借助其自身在人

才、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在日趋增加的竞争压

力下不断地创新银行理财产品，利用其资金、信用、结算

等优势不断拓展资产管理领域，通过对非银行理财产品的

销售、保管、托管、监管、担保、代理等方式，不断寻求

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投资工具，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日

益繁荣的金融服务和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活动，给银行业

带来更多的效益和发展机会，但受现实中诸多因素影响，

银行与投资者因理财形成的纠纷事件也频繁发生。如何平

衡理财业务风险成为每个银行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课题。

一、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商业银行拥有充足的客户保有率为资产管理提

供了有利条件。

商业银行在金融机构中拥有最广泛的客户群体，对于

资产管理的供需状况把握最为准确，通过整合客户信息，

针对目标客户提供理财产品，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业银行

利用其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功能成为资产管理产品销售

渠道的必经环节。

（二）商业银行可以为资产管理提供特有技术支持。

商业银行利用其在国民经济中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等

特殊地位和优势，借助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和工具，为

客户提供财务咨询、信托租赁、融资代理、资金清算和交

割等各种金融服务。通过灵活的技术支持，一方面满足了

客户多样的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降低了资产管理成本，提

高了管理效率。

（三）商业银行在资金监控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

势。

商业银行以其对资金监管的安全可靠、保值增值、手

续简便、市场应用广泛等特点成为各类资产管理产品的资

金监管、资金保管、资金托管、甚至是担保代理等一系列

的保障和保证职能的承担方。

二、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中的风险

（一）银行理财产品法律属性风险

《信托法》、《证券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

售管理办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

是我国资产管理的基本法律架构。由于目前理财产品的多

样化，在资产管理中往往会出现法律空白，比如在证监会

管理的三大行业当中，证劵公司的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

司的特定资产管理计划以及期货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当中，只有期货管理公司的产品明确了客户委托的资金在

破产清算过程中作为独立财产，其他两类并没有明确，但

根据证券行业的本身特性，在合同当中会加入符合信托法

的约定。对于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我国《商业银行法》

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业

务”。所以限制了商业银行以信托机构身份和名义来开展

资产管理业务。当银行理财产品在交易架构和投资条款安

排上超越或违背对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时，风险和法律责任

必然加剧。

（二）缺乏自主的产品创新设计能力，许多银行的理

财产品为应对竞争而不得不成为其他机构多元化理财业务

的附庸，风险不能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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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的层出不穷也促使银行与信托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金融资产产权交易所等多家金融机构产生诸多合作机会。

针对不同的理财产品，需要签订不同交易结构的法律文

件，这对金融和法律从业者来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

求对法律的把握要更进一步。

由于部分中小企业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缺乏自主的产品

设计能力，迫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被动和券商、基金甚

至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此时，他们缺乏对理财产品的风险

和收益的实际控制权，沦为合作方资金募集的通道，一旦

出现风险，只能被动接受。

（三）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间接信用风险

银行在进入非银行理财业务的销售、保管、托管、监

管、担保、代理等职责的履行环节中，一旦非银行理财业

务出现了违约情况，通常银行都会被“连坐”，投资者通

常都会按照银行的任何一个职责找到银行兜底。如果处理

不当，就会出现类似2007年交通银行总行门口被投资者聚

集围堵事件、工商银行销售中诚信托待销事件、华夏银行

“飞单”事件等信用风险。

（四）理财产品销售环节的问题，给银行带来较大法

律风险

过度竞争让银行在收益与安全的天平上失衡。过度追

求高收益使商业银行销售环节中往往出现客户适合度评估

流于形式，风险提示不到位、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不充分、

理财销售人员误导客户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容易导

致投资者与银行间发生纠纷。

（五）刚性兑付的文化严重制约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健

康发展，也损害了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价值

对于投资者而言，刚性兑付是一种双重保障，然而对

于整个市场而言，这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事件。一方面让

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很难从商业银行储蓄当中得到信用风

险的溢价，同时也进一步打消了商业银行进一步分化银行

理财风险以及分化收益的动力。最终使交易双方在缔约过

程中的相互认识形成一种误判。最终结果是将国家信用和

银行信用被一并绑架。

三、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创新业务中的风险平衡

（一）准确界定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关系，确保依法

合规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理财实践中，商业银行往往在涉

及合同时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把它定性为普

通的委托代理关系。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书部分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将商业银行能否从事信托投资和

股票业务、投资非自用不动产和对外投资的裁量权赋予国

务院，一方面有利于国家从金融发展的实际出发，局部调

整金融管理政策，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

由国务院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进行综合把握、分析和判断，

有利于从总体上降低放开这些口子后可能产生的银行风

险，避免金融秩序的混乱，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谨慎决策，合理安排交易

结构和投资条款

商业银行在遵循《商业银行

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确定的

基本原则基础上，充分利用合同

的限制性条款规避可能发生的风

险点，同时对理财产品的合作方

和投资者产生约束。但限制性条

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如果限制

性条款不恰当地、过分乐观地设

置，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潜在的机

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如果限制

性过强，则有可能会影响最佳资

产战略从而引发争议。

（三）规范理财产品的销售

行为，强化“卖者有责”意识

银行在进行资产管理中应

自觉遵守《中国银行业公平对待

消费者自律公约》中对银行提出

的客观披露信息，严格遵循行业

规范的要求。同时按照《商业银

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对商

业银行宣传销售文本、理财产品

风险评级、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做出具体

的规范，进行内部控制和对操作

风险的控制。

（四）加强投资者教育，使各类投资者真正了解所交

易的理财产品并理解“买者自负”

面对刚性兑付的文化，商业银行需要充分利用法律规

范来调整刚性兑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法律并没有哪

项法律条文规定商业银行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必须进行刚性

兑付，因此在商业银行销售理财产品、进行资产管理的过

程中，对投资者进行宣传教育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客户

的宣传教育，在客户心中形成风险与收益天平，让法律风

险在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得到衡量。

（五）加强合作，培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产品设计

和专业化管理团队

目前通过提高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素质来

实现对风险的把控和竞争力的保障。在保障资产管理业务

合法合规性的同时，不断提高资产管理产品的创新性，针

对客户的特征打造个性化投资产品，满足各类投资的差异

性需求，在中国银行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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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               金融

融资新政下地方政府融资项目的风险提示和防范

李玲
律师(太原)
擅长领域： 
并购重组、投融资

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联合国家发改委、人民银

行、银监会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

通知》(下称463号文)，明确指向地方政府“违规采用集

资、回购(BT)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目，违规向融资平

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

租赁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等融资行为。这已经是

中央部委两个月内第三度出手规范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行

为了。此前，国土资源部曾于2012年11月15日联合多部委

下发旨在规范土地储备融资的文件。一个月后，针对高达

2.5万亿的存量企业债偿债风险，国家发改委也以资产负债

率分类监管的方式对城投债企业予以重点关注。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地方建设性

融资需求快速增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开始尝

试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对外融资。近年来，地方政府发

债规模和信托融资规模极具膨胀，运作不规范，加之举借

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回收期较长的公益或准公益性项目，

盈利能力较弱，成为金融风险聚集地。据国家审计署发布

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07174.91亿元；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广东省省

情研究中心调查涉及的20个乡镇中，政府欠债总额就超过

10亿元，其中债务最多的镇达25949万元，最少的镇也有

486万元，平均每个镇负债5430万元。不考虑利息因素，

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也需要400年。如果不对地方举债

行为进行规范，将会给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又如，去年，江苏、云南、山东等地出现多起县

乡政府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高息“借资”事件，这种行为

不仅违法违规，对当地的政府信用和社会稳定也造成极坏

的负面影响。在463号文下发之前，国务院已下发有《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发[2010]19号），463号文的要求是19号文精神的体现，也

是对国土资发[2012]162号文、发改办财金[2012]3451号文

的重申和进一步明确。长远来看，463号文的执行将有助

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明确融资平台的职能界限和资

产、资金渠道，对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重大意义。

一、463号文禁止或限制的内容

463号文不仅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问题，也

涉及了政信合作、银行理财等问题，体现出各部委甚至是

国务院对相关问题较为强硬的监管态度。其禁止或限制的

内容主要包括：

1、禁止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直接或间接吸

收公众资金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

2、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各级政府及所

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得以委托单位建设并承担

逐年回购（BT）责任等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

3、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

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

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4、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

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

位或企业融资进行抵押或质押，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

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不得为其他单位或企业的回购

（BT）协议提供担保，不得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

为。

二、463号文对投融资各方的影响

虽然463号文的具体执行尺度尚不明朗，但地方政府

融资的行为将受到明显限制。这对于参与或拟参与投融资

的各方，无疑是一种阵痛。

对融资方地方政府来说，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削弱，融资规模也将有所下降，地方投资主导的

基建项目进度或受影响；短期内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

资金周转将受到一定的冲击；463号文要求地方债务显性

化，原依赖政府隐性担保获取各类融资的方式或将不再适

用，融资主体迫切需要寻求可行的融资渠道。

对于各类投资主体来说，一是正在进行的代建公益性

项目、BT项目政府违约风险将加大；二是国家对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调控的进一步加强，短期内可能造成市场规模缩

小，项目竞争难度更大；三是银行将会加大对项目贷款审

批的监管，造成融资成本的增加；四是政府及其融资平台

取得信托资金受到限制，对创新回购款的收回方式有所阻

碍；五是文件对投资项目回购担保方式加以规范，客观上

会增加项目谈判难度等。

三、463号文出台后投融资风险提示及防范

对于相关各方，深入理解463号文，认识项目投入及

运行中的风险以及发展趋势、并有效规避风险及转变投融

资思路，系当务之急。

对于融资方地方政府来说，融资通道受阻，当下摆

在政府融资平台面前的问题显然是，未来新的融资通道在

哪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可以找谁融资？事实上，463

号文在对信托等金融机构明确亮起红灯的情况下，对于银

行和证券两大主流的融资渠道却没有提及。这或许意味着

未来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来源的主基调将从

“禁而不绝”转变为“纳入表内”。因为自2010年以来银

行信贷大门对政府融资平台基本关闭以来，各类项目的后

续融资行为几乎完全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消失，转向了

实际上更难以监管的表外渠道。2012年下半年债券市场的

爆发式增长或许已经能说明问题。

对于各类投资主体来说，应结合463号文精神对正在

实施的项目进行剖析，重点关注项目回购是否落实分年度

资金偿还计划，融资平台公司注资的土地使用权是否依法

取得并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等问题。下一步将还应从如何鉴

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梳理和分析对正在履约和报批项目

的影响，以期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其一，目前大部分融资主体的实际还款来源是持续再

融资，由于这部分融资主体自身规模较小，财政收入规模

有限，还款能力较弱，加之463号文实施后再融资之路可

能受阻，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和重视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还

款压力和投资人面临的回款风险。

其二，463号文明确禁止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

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若实际操

作中，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被违

规注入融资平台，投资主体也应考虑其变现风险，慎重作

出相关决策。

其三，463号文要求，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公司因承

担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需要财政性

资金偿还的债务，不得通过信托公司直接或间接融资。基

于此，对于政信合作项目，信托公司不应过度依赖财政偿

还、地方政府兜底等具有强烈地方政府信用色彩的方式控

制风险。如发生极端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实施的各种担保

承诺行为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因此，信托公司应对地方政

府和信托公司的合作模式和风险控制路径进行调整，重点

关注融资主体本身的还款能力和项目经营情况，合法合规

设置担保措施。

其四，463号文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

作为资产注入到融资平台，也不得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

入作为融资平台的偿债资金来源。基于此，对于各类投资

主体而言，若遇融资平台以地方储备土地的预期出让收入

作出还款承诺，则应提防其中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防范。

其五，463号文严禁地方政府为BT回购提供违法违规

担保。理论上，在规范运作的BT项目中，地方政府的回购

承诺及其他回购担保，本质上系债务人就其到期债务向投

资人提供的增信措施，并不同于《担保法》所禁止的担保

行为，应是合法有效的。考虑到实践中BT协议的甲方并非

地方政府本身，所以，一旦是融资平台作为BT协议甲方，

投资方应要求其出具地方政府的书面授权，以确保地方政

府的回购承诺及回购担保得以合法化，从而保障投资方的

合法权益。

鉴于未来房地产调控仍将继续，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

收入减少，经济发展压力大，地方政府将面临着很大的财

政压力，长期来看，承担建设功能的地方政府投资平台融

资冲动依然存在。因此，463号文出台后，虽然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各类金融机构短期内并未找到可行的出口，但

投融资各方主体应相信，未来一些创新的融资方式将会出

现并支撑地方基建项目的继续推进。

*  



高，甚至已经出现“三分利”或者更高利息的现象。律师

认为，房地产企业在急需小额流动资金的情况下，才可以

考虑选择这种方式融资。

第三，通过企业内部股权转让获取资金也是一个有

效的办法。最近有一个案例，某地产公司通过香港配股的

方式引进了某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该地产公司的第二

大股东，当有现金流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把这部分股权收

回。如果出现地产公司违约的情况，该投资方就成为第一

大股东。通过企业内部股权转让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这样

做是非常明智的。 

第四，房地产的另外一种融资模式是房地产基金。

但是政府对于房地产基金并不看好，主要是因为基金管理

团队的专业性不强。我们认为在社会上基金入驻房地产还

是不够普遍，使得基金同项目的对接存在很多的障碍。未

来如美国的黑石基金这样的操作模式则具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将会逐渐显现其优越性。可以构架一个房地产私募股

权基金，例如：大家各出一小部分钱成立一个资金池，再

选择有专业眼光的人和合适的项目，通过专业性的团队来

运作项目，吸引更多圈外人，这样的模式不仅可以“自身

造血”，还能增加融资渠道。

2、房地产公司常见的其它问题及解决办法。

首先，是解约的问题。对于解约的问题有几条是“硬

杠杠”，是大家要比较关注的。第一是房屋的误差比绝对

值超3%，购房者有权退房。在履约过程中对建设过程一定

要做适当的监控，保证交付的房屋是按照合同约定来完成

的。第二是房屋质量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对于开发商来说

不仅涉及到解约问题，甚至涉及到赔款问题，比如门的朝

向问题。出现这些类似情况时，开发商首先要做好疏导工

作，采用一些智慧型的方式将买房人从情绪上疏导好，再

提出一些比较巧妙的方式作为解决方案。第二种情况中，

比较严重的是涉及到真正的质量问题，被鉴定为影响房屋

正常使用的事由，确有被法院裁判解除合约的可能。类似

的情况一定要提前预防，与其等到交付时再去做善后工

作，不如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公司各部门密切配合，防止

类似的情况出现。 

其次，目前出现比较多的是建设方案涉及重大调整。

比如说本来是一个景观，现在变成游泳池了，再比如说道

路、绿化、车位、楼层都做了调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比

较难以解决的。开发商可以通过加强企业规范管理，包括

每家每户的合同、合同怎么签订、在销售环节答应怎样的

条件、后面的履约过程有没有变动来规范交房的流程。这

些都要进行非常科学、合理、清晰的规划，让交房得以比

较顺利的开展，同时拟定交房的流程图。在交房的现场，

聘请律师作为公司客服人员帮助做现场解答，以免去事后

发现问题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麻烦。

第三，较多的问题出现在交房过程中，业主的法律意

识逐渐提高，往往要求开发商提供竣工备案书。备案书的

完成需要施工企业配合，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这个时候

施工企业就会提出各种苛刻无理的要求，如施工企业要求

将延误工期赔偿免掉，或者要求若在备案书上签字则需收

费，这对于开发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

下，与施工企业的谈判要把握对施工企业的主动权，这是

非常重要的。 

由于政府持续调控的原因，整个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不

明朗的时期。律师同仁应当深入企业内部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深入研究房地产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企

业控制好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这是我们律师同仁需要继

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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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田
律师（邯郸）
擅长领域： 
房地产、保险合同

律师如何更好地帮助房地产企业
解决融资难等法律问题

李长平
律师（邯郸）
擅长领域： 
劳动法、民商法、房地产、

破产清算、刑事辩护

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领域。房地产

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在社会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

人居环境的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

房地产市场在经过8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之后，存在于快

速发展中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房地产企业如何规避法律风险，这些是房地产领域律师更

好地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目前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经济背景

经济因素是影响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基本因素。我们回

顾一下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经过30年快速发展，经济体制转型已迫在眉睫，必须由原

来的单纯追求经济数字增长逐步转型到品质增长上，这又

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阵痛。从2012年上半年GDP发布的数

字来看，平均GDP已达到7.8，这说明我们政府主导的市

场经济将向平稳阶段发展。市场上流动资金的紧缺直接限

制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2012年6、7月份的连续两次降

息，释放了流动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6、7月份楼市有所

回暖，这本身应该对房地产行业疲势有所缓解。但是我们

同时看到了中央调控政策的决心和态度，温总理在常州会

议上的决心——调控不放松。尤其是近日中央成立了稽查

团队，对16个省市进行调控的调研。由此，我们看到了中

央政府在房地产的调控面上，决心非常大，所以我们认为

今明两年整个市场的趋势并不明朗，整个房地产行业还将

是以价换量。 

二、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困难和解决途径

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因素很多，经济因素、政策因素、

社会发展因素、城市发展因素等都会对房地产价格和销售

产生影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施压下，房地产企业面

临诸多困难，比如销售难、签约难、交房难和融资难，并

承担着很大风险。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难和风险给

企业带来了生存压力。前期开发商都通过银行做开发贷

款，现在靠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房地产企业需要更高的

融资成本筹措到资金。当销售出现一些问题时，贷款到期

不能偿还，给企业整个资金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时

企业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

1、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困境和突破

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模式，以前是靠银行的开发贷款，

现在几乎不可能。于是，需要开发商寻找其他模式，包括

房地产的信托、房地产基金、非金融机构的委托贷款、类

似股权转让等方式。这些模式都是开发商可以选择的方

式，但每种方式都有开发商不可回避的困难，需要其寻找

突破的办法。

首先，房地产信托。在银行融不到资金的前提下，选

择这种模式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随着调控政策的深入，

信托对于房地产的支持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压缩和紧缩。如

今信托机构对信托条件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要求证件

齐全，自有资金不能低于30%，对于资金监管力度逐步加

强。律师认为，信托机构规范化管理，对房地产长期发展

是有利的，房地产企业应当适应和接受。

其次，非金融机构委托贷款。虽然从2011年9月份开

始国有几大银行都停止了这项业务，还是有一些商业银行

和担保公司做融资业务，但目前也受到一定限制。这种方

式的弊端有两点：一是资金的额度不会太大，二是抵押程

序非常复杂。在没有抵押资产的时候融资成本就会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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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协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投融资与并购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律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的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受国家政策对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控的影响，

房地产企业社会融资活动日渐活跃，资本的逐利性使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获得快速发展。但是，投资有风险，中小型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和专业能力有限，

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往往将投资中的尽职调查业务外包给

第三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由律师承接。与企业上市前律

师的尽职调查工作不同的是，承办律师的尽职调查工作不

仅仅是法律方面，更包括市场和财务方面。通过对被投资

方的市场、法律和财务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作

出综合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全面

充分的依据。

当然，律师也可以将市场或财务尽职调查工作外包

给其他专业人士，但是，这可能不利于律师工作的整体性

和协调性。鉴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特

殊性，承办律师如果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知识有一定

的了解，是能够明晰财务调查内容，并采用有效的方法作

出财务分析得出判断的。本文阐述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

律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的工作内

容、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律师开展相关业务

提供一定参考。

一、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的意义与目标

财务调查与分析是房地产投资分析的核心内容之一。

只有经过充分而详实的财务调查与分析，才能为投资者做

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财务调查与分析的目标在于在获得真实有效的基础财

务数据的前提下，对公司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偿债能

力等财务指标和项目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进而与投资者

期望的投资报酬和财务指标的标准进行核对，作出有效的

投资决策。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的现状

财务调查与分析的前提是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都是真

实可靠的，否则，任何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调查与分析都是

徒劳。只有明确了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在此基础上作出

的财务分析才是可行的。

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为了应

对法定的财务报告审计要求或者是基于纳税、融资方面的

考虑，往往会对其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一定的粉饰，这使

得投资者在对房地产企业进行投资时很难依据现有的财务

数据作出有效的财务评价。一方面，投资者希望获得真实

可靠的财务数据；另一方面，融资方也会对投资方心存芥

蒂，在提供财务资料时难免存在一定的顾虑，认为公司的

秘密不应该轻易让外人知晓。如果双方这种僵持局面难以

打开，双方的合作也很难进一步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律

师作为投资方的受托人，需要与融资方进行充分有效的沟

通，让融资方相信投资者关注的是公司长远的发展前景，

是否投资是对公司和项目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只要财务

数据存在合理性，该项目能够实现预期的收益率，双方就

存在合作的机会，而且投资方对获得的所有资料负有保密

的义务。退一步讲，真实可靠的财务数据是双方进行长远

合作的基础，投资方也需要向它的投资人有所交代。

此外，在公司和项目财务数据的分析方面，也存在如

下问题：

其一，公司财务分析层面：仅列示公司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缺少对财务报表中相关重要科目的单独分析；

只关注资产负债率指标本身，很少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指

标的差异性以及在不考虑部分特殊负债科目后的资产负债

率；关注账面本身，而不关注该数据的形成过程；对公司

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缺乏相应的

分析。

其二，项目财务分析层面：以项目的静态经济指标测

算为主，如投资收益率、销售利润率等，动态经济指标的

分析测算比较欠缺；现金流量分析往往只关注项目未来的

流入与流出，而不对已经发生的现金流量进行测算，背离

了对项目现金流量进行分析预测的目标，不利于从整体上

考察项目的动态指标。

三、律师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中

应关注的内容

（一）公司层面的关注点

1、公司的融资情况

首先关注公司现有的融资规模，在考虑项目整体的

投资额的基础上，律师应分析本项目当前是否有融资的必

要。如果按本项目的进展和资金使用计划，根本不存在融

资的必要，则公司可能存在通过本项目融资而将所融资金

借给其他关联公司使用的可能。

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

源：（1）股东原始投入：这部分在项目公司总的资金来

源中很少，往往是为满足房地产开发企业一定资质而投入

的注册资本；（2）关联公司或股东的借款：是项目公司

前期拿地资金的主要来源；（3）银行的借款：主要用于

开发建设，但由于受政策和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不同的

企业差异很大；（4）股权投资企业的过桥投资：投资额

度比较大，但程序比较复杂；（5）信托：由于受国家严

密监管，所以一般是比较有实力的企业才可能得到信托公

司的投资。此外，项目的预售收入也是其开发建设资金或

偿还债务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对中小开发商而言。所以，

如果项目销售不理想，后期的开发投入资金和偿债压力都

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巨大影响，企业很可能会出现资

金紧张的局面。

不同的资金来源对公司而言面临着不同的财务压力。

股东的投入及其借款、关联公司之间资金的占用方面，资

金使用成本小甚至无需支付使用费，而且资金使用时间也

没有明确的限制，该部分资金对公司不会形成偿债压力；

银行借款方面，融资成本固定，偿还时间比较确定，但是

有可能使公司面临短期偿债压力；股权投资企业的过桥投

资方面，借款部分需要定期偿还本金，而股权投资部分尽

管为股权，但到期一般也涉及到股权回购义务，所以该部

分融资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公司形成偿债压力。

综上，在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情况进行财

务调查与分析时，律师应重点关注每一部分资金规模占总

的可用资金的比重以及债务的偿还时间，依此可以测算出

企业在开发建设中可能何时面临偿债压力及偿债金额是多

少。当然，企业的所有资金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在投资的

不同阶段，律师需要根据融资方的资金需求对公司总的融

资规模进行相应的预测，预测其资金需求和相应可行的融

资方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时刻保持关注。 

2、公司或关联公司的资产与负债状况

当前，房地产企业进行项目开发的基本模式是针对不

同的项目，由实际控制人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进行运作，

从而实现各公司之间财务上的相对独立，以降低经营风

险。实际控制人对项目公司的前期投资除了注册资本外，

另一最主要的部分是为关联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代缴相关

的价款及税费。项目公司成立初期账面上的存货科目主要

反映的是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该笔款项来自于实

际控制人或股东。因此，投资者在对项目公司进行投资

时，关注关联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是必须的。关联公司

的主要经营范围及经营业绩、其投入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

是否合法、实际控制人的经营管理风格等都可能对项目的

有序开发建设产生影响。当然，从财务角度律师对关联公

司关注的重点应是关联公司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以及项目

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资金的往来是否合法合理。

3、财务报表中特殊科目的分析

房地产开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前期大额的土地价

款一般需在较短时间内一次性支付，后续的开发资金需分

批投入。所以，对项目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也应区别于一

般企业。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报表，律师应重点关注以

下会计科目：

（1）资产项目中的“存货”

房地产企业的存货构成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在开发

产品和开发产品。对项目公司而言，在项目开发的初始阶

段，存货列示的金额就是土地使用权价值和前期的投入。

因土地价款来自于关联公司或股东的借款，前期的投入成

本主要是向相关单位或个人支付相应款项，所以在关注存

货科目时需要关注其与其他应付款和应付账款科目的一致

性。开发到预售阶段，虽然企业取得了预售收入，但由于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导致存货科目所列示的金额仍不会

减少，直到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存货才能实现结转。所

以，正是由于存货的特殊性，会导致项目在开发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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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表显示的净利润一直为负。

存货对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和短期偿债能力也有重大的

影响。由于存货在结转之前一直以存货的形式存在，随着

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存货金额会越来越多，公司的流动

比率可能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扣除存货后的速动比率

却很低。所以，根据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报表计算出来的公

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优劣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

析造成差异的原因。当然，在预售阶段，只有符合条件的

存货才能形成公司的预售收入，而该笔资金收入是公司进

行后续开发和偿还短期债务的基本来源。所以，存货的多

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

（2）负债项目中的“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和

“其他应付款”

“预收账款”的主要来源是预售订金收入，所以，

应关注预收账款的变动与公司取得预售许可的时间是否一

致。预收账款在结转为收入之前是属于流动负债项目，对

公司流动比率的影响较大。但该部分负债是不需要偿还

的，它不仅不会构成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而且还会提高

公司的偿债能力。此外，预收账款的大小可以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项目的销售情况和资金回笼速度，预收账款越大，

表明项目的市场认可度高，资金回笼速度快。

“应付账款”的主要构成为应付的工程款，所以，对

于该项所列示的金额应关注的是其与相关合同中的约定金

额是否一致，当然，这需要仔细比对相关合同中的支付金

额及时间。在此基础上，需要关注公司对该应付项目的短

期偿债能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其他应付款”科目主要是指项目

公司占用关联公司或实际控制人的资金，而且一般数额也

较大，它对公司资产负债率有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公司对

该负债没有偿还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固定的资金成本，所

以，它不会构成企业的短期偿债压力。

此外，负债项目中还需要关注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因为这很容易构成企业的短期偿债压力，律师应

关注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该笔到期资金或是否有续借的能

力。

4、财务指标分析

企业的财务指标分析一般包括资产的流动性、公司

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分析，各个大的指标项目之下又

包括相应的小指标。由于各个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存在特殊

性，所以，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律师应有针对性地选

择相应指标进行分析。

资产的流动性方面，在关注公司资产负债率时，应

关注负债的构成，考察哪些负债会成为企业真正的偿债压

力。此外，应关注企业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房地产企

业存货和预收账款的大小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较大。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的差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公司的销售

状况，而由于预收账款在结转为收入之前属于流动负债项

目，所以可能导致该指标与其他行业的标准存在差异。而

应收账款、存货等的周转率的测算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财

务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企业的开发产品只有当销售完

毕并交付时才能结转存货，而且企业基本不会形成大额的

应收账款。

公司的偿债能力方面，利息保障倍数是基本的评价指

标。房地产企业只有在实现销售收入的情况下会实现对利

息的保障。预售取得的收入有利于公司偿还债务和利息。

所以，该指标的数值完全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之上的，是

否能够实现预测最终取决于销售前景。因为利息保障倍数

的大小取决于项目实现的净利润，而利润的实现取决于存

货的销售结转收入。

盈利能力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投

资净利润率等，这些指标的分析都建立在财务数据预测的

基础上，所以，对这类指标进行分析时应重点关注构成这

些指标的基础数据的可靠性，而不应只关注指标本身的意

义。对于每一个基础数据是如何确定的，及该计算有无依

据等都需要明确。所以，律师应重点关注数据合理性，其

次才是测试该指标的意义。

（二）项目层面的关注点

1、项目的基本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的基本经济技术指标是计算其他财务数据的基

础，只有明确了技术指标，才能提高数据预测的合理性。

在此类指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指标值得关注：

首先是总规划占地面积，它一般由建筑、道路、绿

化、配套设施等用地组成，而这些是评估楼面价高低、测

算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成本的基础。所以，在进行项

目成本测算时，需要首先明确各种用地的规划面积。对于

测算出来的相关成本数据，可以与行业的一般标准相比

较，然后根据本项目的建设标准考察其合理性。

其次是总的建筑面积，根据项目的业态，明确普通

住宅、别墅、商业等各个部分的建筑面积，从而有利于分

别测算项目总的销售收入和单方投资成本，避免笼统的测

算，导致数据缺乏可比性。

此外，项目的开发建设周期关系资金的投入与回收时

间，项目开发周期越长，成本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可能

越大。所以，实务中律师应关注项目实际的前期开发、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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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销售、交付使用时间等与原来的预测是否一致，

是什么原因导致差异，以及不一致有什么影响等。

2、项目经济预测分析

当前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济预测主要是静态指标的

分析，即通过预测各项成本和收入，得出项目的销售利润

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在项目现金流量的分析方面，也

只注重分析项目未来期间的现金流量，而不注重分析已经

发生的现金收支情况，从而不利于测算整个投资期间的动

态分析指标。之所以要测算项目的动态指标，是因为房地

产开发周期长、投资资金大，故有必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

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动态指标的测算方面，最重要的

是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净现值。

项目投资净现值（NPV）指项目所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以资本成本或投资者期望的最低投资回报率为折现率折现

之后与原始投资额现值的差额。若项目各年以净现金流量

表示的收益的现值总和大于或等于各年的资本投入的现值

总和，则说明项目的实际投资回报率高于或等于投资者期

望的最低投资回报率，项目具有可投资性。测算该指标时

关键是要确定合适的折现率。折现率可以使用资本成本，

但应该是所有资本的加权成本；也可以使用投资者期望的

最低投资回报率，但应该将所有投资者均考虑在内。这个

计算比较复杂，可以参照行业的一般标准，加以调整后再

进行计算。

项目内部收益率（IRR）是指在整个寿命期内，项目

以每年的净收益归还投资后，所获得的最大投资利润率，

它反映了项目内潜在的最大盈利能力。内部收益率计算的

唯一依据是各期的净现金流，“内部”说明它只与项目本

身的净现金流有关，该净现金流反映了投资与回报之间的

本质固有关系，其计算与折现率的大小无关。房地产开发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如果大于项目资本成本或投资者期望的

最低报酬率，表明该项目具有盈利性。内部收益率越高，

表明项目盈利能力越大。

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的确定都是以项目每期的净现金

流量为基础，所以，为了得出项目在投资期间每期可靠的现

金流量，律师需要与公司相关部门的人员进行沟通，了解项

目的开发建设进展情况、销售情况以及公司的融资状况。当

然，如果投资时项目处于初始阶段，则律师应重点关注预测

数据的合理性，公司以往开发业绩可以作为参考。

此外，房地产行业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外部

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经济测算时，律师也有必要对

项目进行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从而更有利于对项

目进行跟进式的监控，及时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

盈亏平衡分析主要是为了确定保本的销售量和销售均

价，在此基础上分析本项目的定价是否合理，项目盈利空

间有多大，根据销售进度确定何时能够收回全部投资。当

然，在计算盈亏平衡点时，需要首先明确房地产开发的固

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固定成本一般包括土地费用、勘察设

计等前期费用、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费用、融资成本、管

理费用等；可变成本主要是建设安装费用。

敏感性分析一方面可以判断项目抗风险能力；另一方

面，通过测算项目销售价格和销售量的变动，观察相关指

标如销售净利润、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的变动幅度，以分

析最为敏感的变动因素，从而为实现预测的目标提供有针

对性的监控方向。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尽职调查与分析结论

如果律师对财务报表和财务指标进行的调查和分析的

结果表明项目具有投资价值，投资者决定投资，则为了实

现预期的财务目标，律师应关注项目的进展与预测数据是

否一致，并加强对项目的监控，尽可能地保证实际情况与

预测数据的一致性。如果发生背离，应考虑是否能够采取

相应的应对措施。

当然，投资决策是一个综合判断的结果。如果一个项

目在财务上具有可投性，律师还需考虑本项目的市场前景

和公司主体对项目的运作能力。否则，财务预测与分析就

是空谈。

在公司主体方面，由于房地产开发的特殊性，项目公

司往往由实际控制人设立，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也一般来

自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所以，关联公司的

公司实力、过往业绩和管理团队的操盘能力都对本项目公

司的项目运作具有重大影响。在对项目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时，律师应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管理团队、项目等方面应

对以下方面予以关注：

实际控制人的工作经历、个人能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风格和企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管理团队决定

着公司对项目的运作能力，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团队意味着

项目已取得一半的成功。此外，对于其已经开发完工的项

目销售是否完毕，相关税费是否缴纳完毕，是否已经履行

了过户义务等；对于其储备项目，则应关注公司对项目的

进展安排计划，并综合考虑公司所有资金调配情况。

金 融 漫 谈

孟庆君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由于日常做房地产金融业务，所以免不了对金融会有

些思考和关注，借此机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此声明，

本文观点只代表个人观点，仅为交流。

一、金融创新

1、什么叫资产证券化，虽然百度上查询即有完整的

表述，但是我理解的资产证券化系广义的，公司IPO到上

证交易所和深证交易所、到境外场内和场外交易市场，非

上市公司到新三板，以及到天津股权交易所等市场进行交

易，都属于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系发行具有现

金流的资产支持凭证，凭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票据等。

前段时间，我们到一家资产管理咨询公司拜访，负责人向

我们做了业务介绍，还看了交易文本，这个业务流程大致

如下：资产管理公司以自己名义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商业

房屋买卖合同，并且到房管局办理房屋买卖备案，然后资

产管理公司基于商业房屋买卖合同将期待权分割成不等额

的若干份，开始向投资人发售。资产管理公司集合资金后

将购房款资金交给开发商，在约定的期限开发商向资产管

理公司支付违约金后解约，资产管理公司将吸收投资人的

资金连同约定的预期收益返还投资人。我个人认为这是典

型的“资产证券化”，虽然这个金融产品设计明显存在着

法律障碍，并且存在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缺陷，但这是民

间对“资产证券化”的有益探索。我希望房地产信托投资

基金（REITs）能在中国早日成行，这有利于房地产的健

康发展。

2、金融创新的非法界限

我所理解的金融创新非法标准：1、未经审批，即有

可能违法。2、只要有吸收资金行为，其实离“非法”集

资仅有一步之遥。如果出现投资人损失的情况，监管部门

会以“稳定”为由，以非法集资论。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有相当多的创新有其合理性、符合金融产品的设计技术要

求，也具有实操性。但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法律落后于

实践，依据上述标准，其实就是“如履薄冰”的创新行

为。

二、时间和价格

时间是有成本的，资金是有价格的。资金根据时间、

风险、效用等因素，决定其价格，利率、收益率本身就是

资金的价格。基于资金的特性，任何金融产品的设计必须

考虑这两种因素，市场主体，包括我们每个自然人，都要

考虑资金贬值风险。我现在有这样一个观点，其实我们每

个人对财富都需要有时间成本的概念，都要有金融意识。

物质资源从长期来看，总是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物价

高，我们每个人的持有货币就相当于贬值。从能量守恒定

律来看，一种物质消耗了，当然会转换为另一种物质或能

量形态。但从人类获取可用资源的成本来看，其成本系递

增态势，所以社会总需求的货币量也是一个递增的态势。

就我们每个个体而言，不积累更多的货币是有危机的，努

力工作是积累货币最主要的方式，但每个人如何提高金融

意识，管理好自己的财富，使其保值增值，其任务不亚于

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任务。

三、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经常讲金融属于虚拟经济范畴，但我认为金融同样也

属于实体经济。金融产品的设计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虚

传虚”终究要出问题，要发生危机。期货、期权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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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买空卖空，但最后也涉及一个实物交割的问题。

股票现在的获利不是通过分红获得，而是通过股民的“击

鼓传花”接力获得收益。假设上市公司永续经营还好说，

如果上市公司要退市，最终持有股票的投资人绝大多数是

要损失的。由于股票获利形式主要不是通过分红获取，股

票市场投机当然会盛行，长期投资的理念就不会根本形

成。“炒股”已经很形象说明问题，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

有时并不能直接反映到市盈率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企业的金融力，即投融资能力是和企业的生产能力、经营

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同等重要的能力，在一定情形

下甚至是更重要的能力。

四、金融分类及其对比

 1、通过对比看差别

2、通过分析看共性，资金的“进”和“出”是金融

的相通要素。

3、对比分析后的看法

公众金融提供的主要是权证化（证券化）、标准化、

易于流通的杠杆率较小的产品。民间金融提供的主要是非

权证化、非标准化、非公开发售的金融产品。

信托、银行、基金的核心原理一致，即“信托，因信

任而托付”。

保险依据大数法则、分析概率制定产品。人身保险赔

付机制比较清楚，财产

保险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让人费解，理论上财产保险人

在保险环节仅是“垫付”角色，财产保险人赔付后可以代

位求偿，理论上财产保险的保险人处于“旱涝保收”的状

态。

金融风险要认清。债性投资风险在于对方给你承诺，

风险主要在于对方的违约；股票、权证类投资风险在于别

人不给你承诺，风险要自担。需要说明的是银行存款、国

债属于债性投资，不是没有风险，只是有银行信用、国家

信用做后盾而已。购买基金份额、信托计划，投资风险要

自担。信托刚性兑付系误区，刚性兑付只是信托公司珍惜

金融牌照、珍惜市场声誉使然。

“影子银行”客观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同“存

在即有合理性”。围追堵截恐怕不是办法，承认其客观存

在，合理的引导疏导，使其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4、 金融服务机构

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评级公司（增信、降级）、

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

务所、第三方理财、估值机构、金融信息公司等机构

服务遍及和渗透金融各个环节，在金融机构设立、金融产

品研发、金融产品销售、投融资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这些机构的诚信、执业操守直接影响着金融市场的

健康发展。

五、金融监管

 1、限制方式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治理结构、管理层任职资格、

经营方式、资金吸和投的方式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监管要

求。应当说，没有哪个行业会有如此多的监管和要求。正

是这些严格的监管导致着“门槛”的客观存在，也导致着

某些机构造成事实上的“垄断”，“吴英事件”以及众多

的类似吴英事件不会绝迹，现在有以后还会有，毫无疑

问，这些案件背后明显有制度因素、体制原因。不改革恐

怕不行。

 2、金融牌照

牌照系金融参与者最为关注的，也是核心问题。据我

观察，无论哪类机构的经营资质都会受到不同的限制，只

有自然人的“经营范围”可以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实现多种

经营。人有借贷资质，有担保资质，有典当资质，也有证

券资质。这里奇怪现象就产生了，自然人个体可能也比较

困惑，国家制定的诸多法律规范原本系促进人的发展、保

护人的安全。现在看来，各类机构经常有借“人”的资质

实现业务经营的需要。这个现象非常值得监管层深思。

3、金融政策的一些思考

金融政策对国资和民资是平等的吗？民营资本通畅

进出金融领域，社会主义国家会乱吗？民营资本与国有资

本同等参与金融，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吗？国家出台的一些扶持民营资

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为什么频频出现“玻璃门”问

题？……

正如题目所述，本文仅为一家之言，没有严格的按照

法律和政策去阐述，也没有刻意的翻阅资料，受制于知识

和掌握的资料所限，错误在所难免，仅为与大家分享交流

之目的。

机构名称 经营方式

银行
主要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赚

取利差，当然还有一些中间业务。

信托
找好项目，发行信托计划募集资

金，靠投资或贷款赚取收益。

公募证券基金
通过审批公开发售基金产品募集资

金投资证券。

保险
广泛的发售保险产品，集合资金，

根据保险合同赔付。

私募资金

可投资证券、项目，但不能直接贷

款赚利息。

募集形式只能是私募，募资形式很

容易演化为非法集资。

小贷

不能吸收公众存款，

定向发放贷款。

实际存在的运行状态是“地下吸收

资金，地上发放贷款”。

融资性担保公司

通过提供担保服务赚取手续费。

实际也存在“地下吸收资金，地下

发放贷款，搞人人贷”的情形。

证券公司
通过保荐做投行业务，但最主要的收

入为承销股票、债券等证券获利。

银行 广泛的吸收，广泛的释放。

信托 有条件的吸收，定向的投或贷。

保险 广泛的吸收，有选择的定向赔。

公募基金 有条件的广泛吸收，定向的广泛投。

私募基金 有条件的私募，广泛的投。

小贷 自有资金进，定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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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                            新业务

“港口物流融资服务平台”开创法律防控
产品创新设计之先河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凸显,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从

成本、质量竞争转向服务竞争，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提高服

务水准，成为当前诸多国企和民企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而在以服务为核心的竞争中，对于港口企业来讲，物流服

务则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充分利用自身的口岸优势，

以先进的软硬件环境为依托，整合优化港口资源，发展具

有涵盖物流产业链各环节特点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已成

为现代港口竞争的大势所趋。

受某国有特大型港口集团（以下简称港口集团）委

托，德衡律师在全国港口物流金融领域首次创设性倾心打

造研发了物流金融服务产品——港口物流融资服务平台，

并正式交付委托客户使用。目前，港口集团已在全港口全

面推广适用“港口物流融资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港口

平台”）提供全新的物流融资服务，且已取得非常惊喜的

骄人战绩。

一、“港口平台”创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当前，我国现有沿海港口160余个，从区域分布上目

前正在逐渐形成环渤海、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珠江三

角洲、西南沿海等5个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港口群

体。在旺盛的国内、国际贸易需求带动下，货物吞吐量特

别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快速增长，港口建设步伐明

显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形成，建设和经营步入随

市场需求变化而调整和发展的阶段，港口呈现出规模化、

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趋势。港口群内起重要作用的综合

性、大型港口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增强为腹地经济服务

的能力。在港口密集的激烈竞争背景下，无论实力强大的

航母级大港口，还是规模较小的地方港口，只有打造出独

到的竞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港口集团旗帜鲜明地提出差异化战略和品牌战

略，推进港口战略转型。“银港通”业务就是在港口战略

转型中应时而生的一个新型服务产品。该业务的实质是积

极利用港口作为大宗商品集散地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协助

物流客户编织新的资本纽带，通过创设物流融资支持平台

解决物流客户的资金瓶颈问题，进而增加港口物流链整体

收益，全面建立并加强港口、银行、港口物流货主三者之

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银港通”业务作为一种在全国首创试行的现代港口

物流融资服务模式，内容涵盖港口、金融、海事海商、国

际贸易、现代物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诸多领域，难免

存在诸多不足和潜在法律风险。并且，业务发展过程中，

伴随融资客户和融资金额的大幅增长，相关法律风险的发

生概率也大大增加。一旦在风险控制上出现重大漏洞和法

律瑕疵，必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

二、“港口平台”建设的关键流程和环节

“港口平台”建设所包含的流程和环节异常复杂繁

琐。在诸多流程和环节中，有一关键流程环节至关重要；

事实上，该关键流程环节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港口平

台”是否能够最终成功建成并交付使用。这一关键流程环

节就是：通过对港口物流融资业务的调查了解及相关法律

风险评估，借助德衡律师多年来在港口、金融、海事海

商、投融资、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

诸多业务领域丰富积累的大量诉讼和非诉经验，个性化量

身定制提出恰切务实的港口物流融资服务业务操作模式，

建立健全适宜港口融资业务发展的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切

实可行的平台建设方案。

三、“港口平台”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项目

律师必须具备足够丰富的复合型专业知识和相关诉讼、非

诉经验

港口平台”建设是一项综合法律体系构建工程，所涉

及的法律关系纵横交错，纷繁复杂。所需业务知识和经验

除法律专业领域外，往往还涵括金融、港口物流、行政管

理等诸多专业业务领域；如果单纯只是从法律视角进行风

险管理产品设计，就会不时出现“外行”式专业风险管理

行为或举措，有时甚至可能会导致企业停滞不前、丧失重

大商机、进而引发更大的综合风险。

为确保物流融资服务平台的合法、可行、可控、实

用、高效，德衡律师事务所由金融投资部负责牵头，海事

海商部、资本运营部、IT信息中心等多部门协同工作，组

建了十余名律师人员的专业项目律师团队。整个平台建设

工作历时一年多，累计投入达2400多个有效工作小时。形

成的文字工作底稿超过120余万字。

办案律师全程开展专项风险偏好测试、法律风险识

别、法律风险分析、法律风险控制和法律风险处理，分析

发生各种法律风险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对法律风险做出

客观的综合评价，为制定和采取减轻和转移法律风险的措

施提供依据。

德衡律师凭借专业的项目法律风险管理经验，将定性

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EPC项

目各进度环节不同法律风险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

用《风险评估技术国家标准》中推荐的科学实用的专业方

法进行定量分析，将事件树法、大数法则分析法、蒙特卡

罗分析法交叉使用，确定各法律风险点的影响程度和发生

概率，从而确定相对应的法律风险化解方案。 

德衡律师先后同十余家省辖级银行分行开展数十轮商

务谈判，并组织召开系列专家座谈会、案件研讨会，围绕

新物流融资服务平台，德衡律师为港口集团精心构建了全

新的物流融资服务法律风险防控的配套规章制度、管理手

册、业务指引、操作指南等，形成三十余万字的《港口平

台体系建设报告汇编》。物流融资服务平台计算机信息化

的IT落地更是揭开了律师通过做现代化信息系统提供高端

专项法律风险防控的新篇章。

四、“港口平台”系德衡律师全国首创从真正可操作

层面上为企业个性化定身量制风险防控产品

港口平台的实质是积极利用港口作为大宗商品集散地

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协助物流客户编织新的资本纽带，通

过创设物流融资支持平台解决物流客户的资金瓶颈问题，

进而增加港口物流链整体收益，全面建立并加强港口、银

行、港口物流货主三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在全

国首创试行的现代港口物流融资服务模式，内容涵盖港

口、金融、海事海商、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等诸多领域。

德衡律师坚持“统筹规划、整体设计”的原则，以

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为核心，以防范风险和提高效率为重

点，力求促进港口平台各项管理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

制度化、标准化，建立一套设计科学、简洁适用、运行有

效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控制体系，使物流融资服务平台的

所有业务环节都处于受控状态，有效防范风险，增强抵御

风险的能力；为实现集团关于物流融资服务平台的战略发

展目标提供合理保障。

该服务平台的运行实施，更加严格地要求各有关单

位、部门及其人员在业务拓展、操作和管理中，明确责

任、提升素质、加强协作、提高效率，将从真正意义上推

动做大、做强港口物流融资服务品牌战略目标的实现。

该服务平台以港口集团为主导、以附条件的债权受让

为突破口和最大亮点，彻底排除了自身的担保责任，大大

强化了银行的信贷义务，合理的规避了港口的操作性风险

和信用风险。该服务平台中大量构思缜密、设计合理的合

同文件及“一对多”阳光推荐制度、“背对背”审批制度

等诸多建设性的制度亮点，都充分体现出新颖性、科学性

和安全性。在实现风险逐步缓释化解的同时，实现港口、

徐宇辉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投融资、金融产品创新

设计、并购重组

杨振伟
律师（青岛）

擅长领域： 
投融资、项目管理、风险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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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银行三方共赢，揭开港口业、银行业、物流业强强

联手的新篇章。

五、“港口平台”在全国首创了集法律服务创新产品

开发设计、产品风险防控、产品信息化建设于一体的现代

化法律服务新模式

“港口平台”构建期间，德衡律师对港口集团物流

融资服务的原“银港通”业务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摸底调

研和分析论证，针对该模式中存在的连带责任担保风险、

程序操作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等责任风险在我国现有法律框

架体系下无法化解的病症，在吸纳“银港通”业务模式合

法、有益、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德衡律师成员充分借鉴吸

纳在其他港口、金融、海事海商、国际贸易、现代物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诸多业务领域的娴熟风险管控经验，

通过重新起草修订所有相关业务合同文本、制定业务操作

指引、编制法律风险管理手册、建设软件信息系统等，初

步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实用、全面、安全的法律风险管理

体系，为港口集团的物流融资服务业务筑起了一道严密的

法律风险防火墙，并从真正意义上在物流融资服务领域将

港口平台打造构建成以港口集团为主导核心的的全新服务

模式。

伴随着移动互联、自媒体、云计算时代的到来，信

息化已经成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时代主旋律，物流融资

服务领域同样不可能置身于信息化时代之外，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物流融资服务领域中的信息化的价值和作用更突

兀明显。为适应这种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机遇和挑

战，在港口集团计算机信息中心近十名专业IT人员的鼎力

配合下，历时三个多月，终于促成港口平台的配套管理信

息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IT落地并全面投入使用。而且，上

述配套信息系统建设避免了为信息化而信息化。因为信息

化的风险管理不可能完全控制或取代人的主观能动性，毕

竟，风险管理的实践是一个瞬息万变、复杂曲折、荆棘密

布的跋涉过程，信息化不可能事先涵括、冥思苦想出所有

的风险点；进而，相应的信息化风险化解方案背后很可能

会隐藏着难以预料的灭顶之灾。风险管理的信息化必须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纠正谬误的过

程。上述配套信息系统建设的完成在全国第一次真正实现

了将法律服务产品和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有序结合运行，并

在一定范围内真正实现了日常管理使用和风险预警处置的

动态有机结合。

当前，德衡律师在港口平台开发建设中所展现出的

“专业、专心”的服务理念已深深打动委托人，独创的主

导开发法律服务产品的法律营销模式越来越被有远见卓识

的商界、企业界精英所认同，累计叠加效应愈加显现，法

律防控产品创新设计之作不断应运而生。 

复杂结构金融产品的规制及其改进路径——
以香港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为切入点

沈伟
高级顾问（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摘要：香港雷曼兄弟迷你债券事件可能是这次全球金

融危机在亚洲影响最直接的事件。本文以金融市场监管为

视角，着重讨论三个问题:迷你债券的结构、性质及其内在

风险;普通法下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的注意义务

及其适用;改进针对结构金融产品的监管路径或工具选择。

金融界和学界目前为迷你债券事件诊断的主要“病因”是

结构金融产品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缺陷。本文对该“诊断”

进行了分析。

尽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 (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倒闭已四年有余，其引起的结构

金融产品市场的震荡在亚洲，特别是在香港和新加坡，余

波未尽。在香港，近43700名个人投资者购买了总值20亿

美元的迷你债券。雷曼的破产造成了这些投资者的巨大损

失，引发了整个社会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广泛关注。迷你债

券投资者组成雷曼苦主联盟，频频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组

织游行示威声讨参与分销债券的分销银行。

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金

管局）仅在2008年就收到与雷曼迷你债券不当销售有关的

投诉21747起。雷曼迷你债券事件是2008年起波及全球的

金融危机在香港最直接和现实的冲击，对香港金融业监管

以及全球监管结构金融产品提出了新课题。

一、什么是雷曼兄弟迷你债券?——性质、结构及内

在风险 

“迷你债券”(mini bonds)的标签容易引人误解。事

实上，迷你债券不是与发行银行相联系的公司债券或公司

蓝筹股，而是结构非常复杂并带有高风险的结构性衍生品

工具(structured derivative tools)，与基础资产也就是某个

参照实体的信用相联系，植入了一个用以增加工具收益的

杠杆，一般只在特定市场上销售和交易。因为其复杂性，

迷你债券和其他结构金融工具一样，在很多地区仅仅作为

信用联系票据向机构或是专业的投资者销售。迷你债券的

交易结构如图一所示。证监会在2003年2月放松了针对非

上市证券招股说明书的某些要求之后，迷你债券便作为零

售商品向个人或非专业投资者进行场外分销，同时也在亚

洲的其他地区，例如新加坡、台湾和澳门分销。 

“迷你”(mini)一词意指债券出售的最小面值，在某

些情况下最低仅5,000 美元，这样个人投资者就能支付得

起这些债券。迷你债券的销售总体上是成功的，前后共计

发行了总值46亿美元的求偿权19个中介结构包括银行和券

商参与其中，雷曼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占据了百分之

三十五的市场份额。

在香港，迷你债券与破产的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

股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债券是由太平洋国际金融公

司(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PIF)发行。PIF是一个

专供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使用，在开曼群岛注册，不受任何

借贷限制的特殊投资实体。PIF总共发行了36个系列的迷

你债券。

汤华东
律师（上海）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和银行、知识产权、

保险、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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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曼兄弟亚洲商业公司(Lehman Brothers 

图一: 迷你债券交易结构

Commerc ia l  Corpo ra t i on  As ia )作为安排机构

(arranger)负责安排PIF发行的迷你债券由零售银行向零

售投资者发销。迷你债券的持有者有权获得分期的息票支

付(coupon payment)。以迷你债券系列36为例，投资者

可以获得一种利率5.5%的“息票”以交换“承担七家公

司中任何一家就其参照债务的违约风险”，安排机构选

择一些以美元标价结算的基础资产供PIF购买，并将销售

收入作为担保物品。这些资产由汇丰银行(香港)作为信托

受托人持有，包括了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CDOs)的各个分层组合，诸如流动性基

金或货币市场基金等各种证券。

不同系列的迷你债券的担保物各不相同。一些是由雷

曼的债权作担保，另一些是由CDOs作担保，而CDOs又可

以进而由一个金融机构的债权或是资金市场的基金作为担

保物。CDOs不仅是担保物也是合成证券，目的相似，合

成证券包括了与雷曼之间进一步的掉期(swap，又称互换)

安排。迷你债券植入了一个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PIF与雷曼兄弟特殊融资公司(Lehman 

Brothers Special Financing Inc.)达成一个利率或利率基础

掉期合同。LBSF是雷曼的全资附属公司，作为掉期的相

对方(swap counterparty)。掉期的功能是创设一个符合迷

你债券息票到期日的单一收益流。PIF要付给LBSF与其收

到的与担保物相关的利息和其他收入相等的金额。作为回

报，LBSF会付给PIF总体等于迷你债券到期收益的固定款

项。雷曼兄弟控股公司作为掉期保证人，保证LBSF在掉

期合同下的债务。通过CDS这个用于取得或保护信用风险

的最常见的信用衍生品，“迷你债券投资者是付钱为合成

的信用违约掉期提供保险”。

迷你债券本金数额的支付与发售说明书中确定的某些

参照实体的表现相联系。每个迷你债券系列的收益是特定

借方资信状况的表现。根据掉期合同，如果任何一个参照

实体遭受了某“信用事件”(credit event)，例如破产、非

自愿重组、无法偿还特定债务或为特定债务重组，PIF有

义务将所有担保物转移给LBSF以换取LBSF支付给PIF的

“信用事件回购额”(credit event redemption amount)，

该款项将被用于补偿迷你债券持有人未能从参照实体收回

债务的亏空。在不发生特定事件的情况下，信用事件回购

额是根据参照实体债务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的一旦任何一

个参照实体遭遇信用事件，债券会立刻以票面价值的一定

折扣得到回购而被清偿，迷你债券的持有人会失去一部分

本金。如果LBSF在掉期合同终止时尚欠有任何款项，或

者担保物的市场价值少于其本金额，这个损失会更大。在

出现回购事件时，雷曼可以选择提前回购证券而不用补偿

持有人的投资损失。

所有的迷你债券的发行都包含一个条件，即雷曼的

母公司不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在CDS下，一个相对方或

保证人的破产会导致有效掉期合同的终止。一旦掉期被终

止，即使参照实体没有发生信用事件，迷你债券也会受到

强制赎回，结果是投资者将遭受实质损失。这就解释了为

什么雷曼兄弟(尽管不是参照实体)的垮台会使投资者的投

资不能得到足额偿付。

2008年9月15日和10月3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雷

曼兄弟集团的注册母公司，以及LBSF分别在美国纽约南

区的破产法院提交了美国破产法典第11章下的破产申请。

八个雷曼公司，包括雷曼兄弟亚洲有限公司在香港进入清

算，当申请提出时，雷曼兄弟是拥有超过150年历史的美

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具有长期A或A以上的信用评级。没有

人会预料到它会一夜倒掉。

申请破产构成掉期的一个违约事件。在掉期安排终止

后，除非迷你债券的受托人另行指示，迷你债券就开始提

前赎回，担保物也会在市场上被卖掉。在提前赎回情况下

向迷你债券持有者支付的金额等于“考虑到在掉期合同终

止时向LBSF或PIF所欠或应收的任何付款以及进行这样一

个销售所产生的费用、酬金和花费”而被调整的担保物破

产收益。收益额还取决于作为特定系列的基础担保物的当

前市场价值，雷曼兄弟及其子公司对特定系列债券的提早

赎回、掉期合同终止和向持有人最终分配收益等事项没有

控制权。当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时，迷你债券的价值实

际上已经大幅少于其本金额。结果，很多个人投资者损失

了全部或大部分的投资。

衍生品通常代表着投机和风险投资，迷你债券也不

例外。鉴于上述迷你债券的复杂结构，个人投资者事实上

暴露于多重风险:参照实体的信用质量、LBSF作为掉期相

对方的信用质量、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外汇利率风险

以及基础担保物贬值的风险，等等。即使参照实体没有发

生或遭遇风险事件，一旦掉期合同由于LBSF的破产而终

止，迷你债券的持有人也可能在LBSF可付款金额的范围

暴露于LBSF的信用风险，并且还可能暴露于担保物的市

场价值风险，因为担保物只有在被出售时才能够用来赎回

迷你债券。在操作层面上，迷你债券更像是参照实体发行

的附带风险的债券。然而，与债券不同，迷你债券持有人

受制于发行人即一个专门为发行迷你债券的目的而设立的

特殊目标公司，以及没有自有资产只有发行的资本和支持

迷你债券的资产信托委托人的操作风险。

二、关于不正当销售金融产品的法律框架 

香港的迷你债券持有人声称他们原以为迷你债券是低

风险的投资产品。在投资买卖该债券时，发放银行或经纪

人误导或欺骗了投资者。

(一)法律框架与规定 

根据香港法律，由金融机构的销售员销售类似迷你债

券一样带有风险性的金融产品，无需经证监会或金管局审

批，只要该销售员的雇主已经以公司的名义在证监会注册

登记即可。在销售产品给投资者的时候，经销银行和经纪

人需要遵守证监会的行为守则，根据守则，经销银行和经

纪人应当考虑投资项目对客户的适宜性。为此，销售员必

须从客户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该规定适用于银行或非银

行机构。违反这些规定可构成不正当销售。

然而，证监会对迷你债券的定性和处理方法并非毫

无问题。因为迷你债券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债券或信用债

券，证监会本应把它定性成一种投资产品。这样一来，迷

你债券的买卖就落入了证券及期货条例的适用范围，证监

会可以行使其裁量权审核由经销银行或经纪人销售迷你债

券给零售投资者的适当性及合法依据。相应地，证监会可

以要求修正产品及广告内容。 

(二)判例法规定 

雷曼迷你债券的持有人能否主张不正当销售而获得

损害赔偿? 普通法上，当银行向一个潜在的消费者提供意

见时的注意义务早在半个世纪前的伍兹诉马丁斯银行案中

就得到确立，并由英国国会上议院在海得利诉海勒一案中

得到认可。香港上诉法院在苏珊•菲尔德诉巴伯亚洲公司

(“巴伯”)一案中的判决是这方面的权威意见。

根据菲尔德一案，法官认为：金融顾问应该确保自己

的建议与投资者预期的投资目标相一致，确保所有的风险

都已经向客户充分地交待清楚。菲尔德一案提出了一个简

单的原则:笼统的产品介绍不足以满足金融顾问向投资者承

担的注意义务。

与雷曼迷你债券案相比，两案的相同点是，菲尔德和

迷你债券持有人一样都是保守的，但购买的都是高风险的

金融产品，或者说，至少超出了适合他们投资及所能承受

的风险峰值。两案存在一个技术性的区别，投资者所能获

得的介绍性资料不同。菲尔德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高风险投

资计划的介绍性材料，而迷你债券在销售的时候附有说明

书。问题是，承销银行和经纪人是否可以主张迷你债券的

持有人在购买迷你债券的时候已经对迷你债券的性质有充

分的认知，且知道风险的存在从而逃避责任。斯泰恩法官

的“客观性标准”("objective test")为解决雷曼迷你债券案

的注意义务提供了一个思路——“被告言语和行为对原告

所产生的影响必须鉴于上下文和实际情景才能判断。”迷

你债券的客户群主要是个人而非专业或机构投资者，投资

目的比较保守。因此，要这些个人投资者做出一个比较复

杂并且精密的投资决定是困难的。一般程度的信息披露不

能满足这一部分投资者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投资

方面的教育。

在判断银行是否在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疏忽大意，格

洛斯特法官(Gloster J)在摩根大通银行诉春井航标公司案

中指出了几点因素，诸如，“合同内容(包括相关的合同性

文件以及声明的内容和缺少任何书面的咨询协定)”;银行

的代表在向客户介绍产品时候所作的表述;在相关阶段内顾

问实际扮演的角色;客户在金融方面的经验或老练程度;客

户对于不同顾问的依赖程度，包括是否达到一种客户声称

应该提供的投资建议。从本质上讲，这些因素同斯泰恩法

官的“客观性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不一定在迷你

债券案中对解决事实性争辩必然有所帮助。

经销银行或经纪人能否主张他们只是销售金融产品而

没有向消费者提供投资建议而可能规避责任呢? 换言之，

一个金融产品的销售员是否也受限于对买方承担的注意义

务? 格洛斯特法官在摩根大通银行一案中明确提出，销售

员对于客户是有注意义务的，“该义务是合理地不推荐高

风险的投资，并指出其风险性。”

三、监管结构金融产品: 改进路径和监管工具选择 

面对公众对监管不利的责难，香港政府提出了迷你债

券的回购计划。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十六个承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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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根据市场价值回购迷你债券，证监会和金管局同意该

回购计划并将其作为全球监管调查方案的一部分。金管局

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还一起提出向投资者提供一个调解和

仲裁平台。金管局和银行将分担适格候选人仲裁和调解费

用。适格的投资者要向金管局提出申请，金管局审查并将

申请转交证监会进一步考虑;或者，金管局或证监会已对银

行或银行有关人员提出指控。

为了应对迷你债券产生的诸多问题，证监会于2009年

9月25日公布了“加强保护投资大众建议的咨询文件”。

披露不充分被诊断为雷曼迷你债券事件的主因。咨询文件

中的核心建议是加强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所有的产品要包

含用户友好型的简短的不超过四页的披露摘要或简洁的

“关键事实陈述”。这些要求可能使披露文件更容易让普

通投资者接触和读懂。本节将讨论加强信息披露制度能否

作为有效的监管手段解决雷曼迷你债券事件暴露的风险。

(一)为什么迷你债券的充分信息披露仍然不够?

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往往将金融市场视为是一个理性

投资者的聚集地。只要有金融产品所有相关方面的足够信

息，以及结构合理的经济诱因，理性投资者就能做出最优

的资源分配和财富最大化的决策。基于这样的现代金融理

论，充分披露就成为金融规制和证券法规的排他性选项。

几乎所有的监管者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以确保大量的适宜

信息在公共领域的可获得性作为该原则的合理内核，由于

投资者有能力做出自己的评价，对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利

弊进行更昂贵和更费时的政府分析就不成为一个监管选

项。

理性投资者假说改造了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披露范

式也已经从防止市场滥用扩展到对零售投资者的保障。例

如，根据巴塞尔协议二的第三个支柱，及时获得信息的理

性行为者被假定为有能力担任监管者的角色，甚至是资本

充足率规则审慎监管的执行者的角色。依此论点，理性投

资者只要得到更高质量或更多数量的信息，他们就会谨慎

处理结构信用证券，他们就不会有被过度暴露于CDOs等

结构金融产品的风险，因为大量和高质量的信息使他们能

够计算投资风险和回报可能性，从而作出明智的投资决

定。

迷你债券灾难的主要原因不单单是披露不完全，更是

因为结构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产品的复杂性不仅增加了信

息的数量，而且导致了被披露的信息变得不充分和消化被

披露的信息变得更困难。个人投资者是获得了大量信息，

披露文件一般包括发售说明书和补充文件，通常可以是长

达数百页的法律文字。尽管如此，由于产品结构的复杂

性，个人投资者对此仍然未必了然于胸。投资者没有资源

对这些信息进行确定程度的评估。相较于无形效益，产品

研究和风险分析需要的有形的高成本可能使投资者任何企

图进行风险分析的协作徒劳无功，市场不能消化披露的信

息，理解披露信息的实际影响，特别是涉及的固有风险。

在给定的情况下，完整披露变得不充足，产品的复杂性剥

夺了零售投资者理解和在市场上操作产品的能力，缺乏了

解经常会导致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并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

进而造成市场失灵或企业丑闻。因此，雷曼迷你债券灾难

暴露了披露作为金融市场有效管制工具的诸多不足。复杂

结构金融产品的出现是金融业分业和竞争的结果。为了适

应竞争性的金融环境，金融机构创新投资产品并出售给客

户。除了股票、期货、基金和债券等传统产品，外汇、商

品或住房按揭等也被构造成产品，采用固定收入证券、利

率掉期、股票衍生产品，信用衍生工具、认股权证、迷你

债券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等形式。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复杂

性也是一种对“投资者要求证券必须符合他们更高收益率

的投资标准和口胃”的自然反应。这样，风险就能更容易

地转移，从而促进交易的效率和对金融产品对市场的深层

介入。市场参与者越是更多地提供金融创新产品，越能保

持他们的竞争力，获取更高的回报。对产品、结构和金融

资产池的创新设计以及创造性地使用特殊目的工具可以使

金融服务提供商进入低成本的融资领域，而不必依赖于银

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尽管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并且更具投机性，特别是，创

新金融产品的复杂性模糊了市场参与风险及后果的意识和

判断能力。普通投资者可能不知道或不完全理解结构金融

产品的风险和回报与三个主要问题有关:基础资产价值的未

来波动、未来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以及产品风险暴露的

程度。由于每个类型的投资受制于市场力量，本质上，投

资组合的产品杠杆率越高，风险和预期的回报也就越大。

就迷你债券而言，迷你债券发行人的利益不再同迷你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一致。因此，正当的疑问是，迷你债券凸显

和发酵了发行人的道德风险，随之引致产品供应和市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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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标准的松懈，衍生工具在香港等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使用

越来越频繁，被用来管理一段时间内不断波动的外汇风

险。现代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连同人类互动行为和一些社

会心理因素，诸如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战略性

交易行为(strategic trade behavior)和认知偏见(cognitive 

biases)，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例如，有限理性解释了

散户投资者购买迷你债券的冒险投资行为:与传统的金融工

具不同，迷你债券提供了更多的经济利益但附加更多的风

险，带有纯粹的投机性，在经济上类似于赌博工具。迷你

债券等复杂的结构金融产品可能损害甚至削弱投资者的一

些能力，比如根据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性得出明智的结

论，并进一步预测市场走势或结果。由于投资者的从众倾

向或更多的机会主义策略，一些投资者可能没有能力或愿

望以理性的方式使用被披露信息。“羊群”行为(herding)

已被确认为金融危机的主要放大器之一，因为它催生并加

剧了金融业和公司治理中深层次的代理问题，非常有力地

限制了对披露信息的理性反应。投资者过度自信，以及市

场价格的上升都推动投资者忽略了披露信息的警告信号。

当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对市场效率进行干扰时，市场就有

可能出现噪声。结果是，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和交易多是对

预期行为和他人策略的反应，这反过来正面或负面地影响

市场的稳定。

就迷你债券而言，产品的复杂性加之市场参与者之间

的非理性互动加剧了市场失灵。CDSs等金融工具的广泛

使用对冲了投资活动的风险。许多金融机构事实上互相作

为“相对方”，彼此挂钩。一个雷曼兄弟的子公司可以显

著暴露于 CDSs 合约中雷曼集团中的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风

险，其资产不足以支付掉期合约中的债务，可能损害其他

市场参与者兑现掉期合约的信誉。由于各种合同和当事方

的彼此联系，某一市场参与者的破产或失败，伴随着相对

方的财务状况和偶然暴露的信息失灵，会引起其他参与者

违反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义务，这可能最终对金融体系产

生巨大冲击，并致使整个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般的崩溃。

这种交易相对方风险会被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作为一个本

质上依据私人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合同，衍生交易缺乏一个

交易系统。

(二)在日益复杂的金融交易中如何改善披露制度?

披露制度的改进必须考虑结构金融产品与日俱增的复

杂性，反之亦然。鉴于金融市场日趋复杂，有必要制订一

个明确的战略使信息披露制度在实际的市场条件下更加可

行。金融交易变得更加复杂主要是由于金融交易越来越多

地使用证券化、不同形式的信用风险转移、以及金融衍生

工具的结果。这些合法交易不仅为零售用户，而且还对专

业中介机构提出了披露完整性的问题。

披露至少满足两个标准。披露的信息必须全面，清

楚地呈现给投资者，使他们能够在所获信息的基础上作出

明智的投资决策。产品必须对产品的投机性有警示的语

言，以便投资者可以做出适当评估。基于这两个标准，目

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改善的空间。例如，一个完整的披

露应至少包括足够的产品说明，产品利弊的均衡的描述，

更重要的是，预先突出对所有风险的足够的警告。交易的

基本性质必须用直白的语言清楚地加以解释。这方面的一

个最初行动是金管局在2008年年底要求银行重新标签包含

CDBs的产品。如果说对现有披露制度做出改进是必须的

第一步，那么关于披露信息的量化规定、披露时间以及债

券价格的披露等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价格和贷款透明度

等细节问题值得政策或法律制定者深入考虑和规划。

在对结构金融产品进行审慎监管时，披露制度可以

作为严格保护规则——如市场准入制度——的补充手段而

被使用。换言之，金融监管在披露制度之外必须有核心的

强制性保护规则，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这些规则可以

涉及金融交易安全的不同方面，比如限制产品复杂性、

规范衍生工具交易或者对资产支持证券设定最低担保物

的要求，等等。在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上，保护性规则对

信息和个人积极性的形成相当重要。金融市场上的保护

性监管的重点是加强动态预配置义务(pre－provisioning 

obligations)，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和信贷流动的限制。结

构金融产品暴露的风险要求限制投资和商业银行在业务中

过分使用证券化交易，并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

进一步分离。这些规则会有效地限制金融机构可以进行的

活动种类并抑制其冒险的倾向。

我们或许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这样的观点:由于信息披

露无可争辩地具有对抗市场滥用和促进金融市场流动性和

民主化的优势，它可以成为更具建设性和更具功效的金融

市场监管手段。作为监管工具的披露制度的重要性尽管为

人所知，实际的困难是对信息不对称的限制不能超过一定

的界限。披露制度的功能还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

不对称而获得补充性的效果。披露制度的局限性、弱点或

缺陷迫切地要求重新反思作为金融监管模式的信息披露制

度的范式。值得探究的问题是更加深入的信息披露对广大

的零售或不成熟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处于收入和教育金

字塔底端的投资者群体会有多少实际帮助。如果披露的信

息无法得到妥善处理或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不发挥作用，

将信息披露作为监管结构产品的唯一选项就未必有实际效

果。从金融监管和政策选择的角度看，披露制度不可能作

为避免整个金融市场崩塌和治愈风险“传染”蔓延的万能

药。在可预见的将来，披露仍将会是监管工具，但要在内

容、数量、信息披露的格式等方面不断适应市场的实际情

况。

(三)“守门人”理论和信用评级制度

“守门人”是指包括审计师、律师、证券分析师和信

用评级机构在内的，向投资者提供确认和认证服务的专业

服务机构和人士。有学者认为，是守门人作为公众守护者

的功能失效才导致了一系列的金融或公司丑闻。因此，治

愈金融危机的部分解决方案是改善或调整守门人和他们经

营行为的监管制度，从而改善金融管制和公司治理。每个

守门人都在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使得守门人可

能获取比投资大众得到更多的关于金融产品和金融产品供

应者的信息。这个独特的市场位置给相应的守门人一次机

会，在他获得的信息与公开披露的信息或材料不同时可以

向市场或投资者发出警告信号。根据守门人理论，当守门

人验证金融产品时，应当知道或通过合理的努力可以知道

发行人的不实或误导的信息而没有发现或披露时，守门人

的功能就失效了。守门人失效降低了披露信息的可靠性，

并破坏了监管机构或监管措施的有效性。

信用评级机构和他们的评级方法在金融监管中起到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当证券化和金融市场飞速成长，产品变

得更加复杂，投资者一方面表现出愈发有限的理解披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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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计算结构产品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严格的

信贷控制和评估模型。投资者往往更愿意采用便捷的方式

依赖这样的事实:结构金融产品被顶尖评级机构——标准普

尔或穆迪——评为“投资级”(BBB-或更高的评级)，从这

个意义上讲，个人投资者视信用评级为投资分析和充分了

解投资产品的合适替代品。结构证券的机构买家和卖家也

用信贷评级来简化尽职调查。

但信用评级也很容易引起误解或被误用，影响到金

融市场的销售活动和投资行为。例如，很多迷你债券是

CDOs“支持的”，这些CDOs在迷你债券发行时被评为

“AAA”级。根据精明债券系列12的发售说明书，截止

到2006年10月6日，标准普尔对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信用

评级为A +。雷曼兄弟的迷你债券系列36的销售说明书提

到了历史性违约概率，以证明AAA级抵押品的可能累积历

史性违约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一个技术上相当“狡猾

的”的声明，因为这个表述将所有常规的AAA级债券发行

的违约可能性与对AAA级CDOs的违约可能性混为一谈，

而这两种产品的属性又截然不同。一个债券的历史性违约

概率并不一定表明或证明雷曼可能无法满足其掉期协议规

定义务的风险概率。

与机构投资者不同，散户投资者可能在市场上无法找

到准确和充分的信息以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因为结构信

贷产品大多数是交易历史不长的新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易

信息毕竟有限。一个AAA的高评级容易使零售投资者相信

有这样评级的产品具有很小的风险。结构产品所涉及的风

险和复杂性超出了非专业的零售投资者的理解能力。根据

雷曼兄弟2007年的年度报告，其长期信用评级是A1(穆迪)

及A+(标准普尔)，实际上远高于太古、和记黄埔等一些香

港本地蓝筹股发行的债券评级，一般也只有A-评级而已。

评级机构无力证明在面对复杂或市场失败的情况下其评级

的有效性。当投资者严重依赖评级机构提供一个客观的评

价，评级制度正日益被作为主要评估工具使用的时候，普

罗大众实际上很难预测和理解评级制度存在着潜在的被滥

用的可能性。

为什么投资者选择以“订阅评级出版”取代正确的

产品分析和尽职调查?这里有几个原因。投资者对评级的

过分依赖并不奇怪，特别是当投资工具的类型在市场上已

被普遍接受。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由于产品的复

杂性很容易被一个简单而快速的参考资料——产品信用评

级——引诱以快捷地确定产品的适当性和信誉。投资者选

择性地忽略信用评级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使大量的研究调

查费用可以被经济化从而便利交易。因此，尽管存在着种

种的缺点，信用评级仍然因为投资者的“表征直觉”而被

用作价值基准。

从近几十年来日益增加的守门人失败的例子看，四个

原因导致了整个体系的故障，这些原因包括(i)守门人本身

存在着代理问题；(ii)守门人产(行)业存在着不完全竞争；

(iii)声誉资本价值的下跌导致管理人员和守门人同意降低审

核标准；及(iv)对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来说，诉讼是一

个非常昂贵的改变专业行为的方式。守门人责任风险在20

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诉讼中大幅下降，结果是责任诉讼减

少，专业责任标准下降。然而，一些研究表明，扩大其赔

偿责任的范围或程度将促使守门人监控管理人员并防止他

们犯失当的行为。总之，守门人理论展示了包括评级机构

在内的守门人对防止企业欺诈和市场失灵所具有的实际意

义和操作层面上的两难困境。(四)恢复金融交易中的合同

自由原则?

迷你债券等结构金融产品是场外交易，本质上是私

人合同行为。由于结构产品没有上市，因此产品缺少流动

性，其价值在任何时候只是有限透明。对非零售的中介机

构而言，迷你债券本质上是昂贵的，只适合作为对冲工

具，而不能作为主要投资工具。因此，非零售投资者将在

接受不受补偿的信用风险或部分披露的核心条款或交易结

构之前与安排人和发行人谈判。虽然谈判可能无法最终避

免任何潜在损失，知情或平衡的谈判和订约过程至少保证

交易过程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不幸的是，散户投资者没

有机会进行类似的谈判，无法在谈判过程中获得交易优

势。 

在金融交易中，个人投资者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

法院一般不愿意干涉商业交易，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法规

含糊不清以及金融交易的复杂性。一个创新的金融投资合

同可能需要市场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消化风险因素以达到价

格平衡，契约显失公平理论被提出来填补内在谈判不平衡

的缺口。因此，如果各方之间的地位极其不平等，而且受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法院可能更愿意让交易无效。这种失

衡的情况不可能通过其他数据或辅助材料的供应而被轻易

地消除。结果往往是，具有“信息处理障碍”的当事方可

能希望法院在判决时提供一些救济措施。

合同自由理论在金融交易中并没有实质意义，除非谈

判的确定性能够防止一个交易工具变得不合情理。在复杂

的金融交易中，可能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为投资者在一个

金融工具合同的公平谈判中作出适当评价。为了保护复杂

金融交易中的散户投资者，法院应该更加开放地运用合同

显失公平理论和原则，从而激励金融监管方面的改革。将

来的监管改革必须为金融市场中的合同行为设定标准。合

同标准化显然是一些国家正在试图引进的监管工具。最近

通过的美国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正是朝这个方向

迈进，要求衍生工具进入清算市场：场外交易标准合同被

要求通过清算机构处理，场外交易进而被报备到电子数据

储存设施，即交易储存系统。这个过程有助于增加市场透

明度，否则只有极少数的交易商才能有进入柜台交易的过

程。这个过程还可以在违约发生时仍然保证交易的结束，

有了标准化清算的过程，整个金融体系就不会因为一个金

融交易者或机构的违约而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衍生工具

的“掉头相对方风险”(counterparty�risk)变相地由清算

网络中的所有成员分担，二十国集团也支持场外衍生合同

标准化，并在交易市场或电子交易平台交易。

金融监管部门只能在市场规则明确、公平的情况下才

能更有效地执行其监管和调查职能。此外，监管改革还需

要确保合约的完整性，即复杂的金融交易的目的和投机性

质在所有预期情况下对所有投资者都应有明确交代。

四、未来路向———一些初步结论

现代金融监管的基础是由一系列金融与证券规则组成

的保护投资者的规范。香港证券与期货条例仅仅对专业投

资者分类，将小额投资者留在投资者保护之外。香港之外

的立法，如美国的规则，通常以经验或财富级别来定义老

练的投资者。欧盟关于金融工具市场的指令，不仅对被监

管的公司施加了解其客户的义务，而且允许投资者为他们

可能购买的金融产品的范围选择他们的身份。英国 2000年

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令大体上与欧盟的监管方式一致。同

时，它规定投资者保护受到契约自由原则的调节。这似乎

是香港监管者(诸如证监会)所采取的立场，即相信金融票

据的风险是轻微的或是不重要的，发售说明书豁免的做法

是合理的。

香港对于结构金融产品实行一套以披露为基础的制

度。理论上，有效市场假设可能不适用于复杂的性质独特

的证券化交易，因为CDS价格衡量违约风险的作用因为特

殊的交易模式而变得非常有限。尽管披露为公司与金融治

理提供其他好处，但以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忽略了投资

者消化所有被披露的信息并且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的实际

能力。这提醒我们，仅仅改进披露制度并不能必然避免金

融系统整体的系统性崩溃。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应当在信

贷评级监管、金融工具复杂性治理以及合同实质自由方面

做出更多努力。

完善的法治和运作有序的监管体系是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的基石。香港目前的监管体系在应对金融市场与产

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并不尽如人意。迷你债券事件为香

港(包括上海等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机遇，不仅可以弥补

这一事件凸显的金融监管的缺点和不足，而且在其他法域

正在广泛进行着一系列监管改革的时期，进一步考虑香港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长期角色及其竞争力。

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监管制度近年发展迅速。美

国通过改造金融监管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衍生品市场上

大量的场外交易。欧盟委员会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所有衍生

产品交易的注册制，并且进一步促使更多的交易在交易所

进行，同时进入集中的票据清算场所，以保证各方之间更

加明确的交易位置和防止金融体系中的违约。有了广泛的

清算系统，投资者们能够在错误定价变为灾难之前有所了

解和应对。德国提出了一项针对德国股票、欧元区政府债

券以及与这些债券相联系的CDSs无担保卖空的禁令。英

国金融服务管理机构计划对投资银行实行比巴塞尔协议III

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的规定。由于衍生金融产品与全球

金融危机的直接关系，中国大陆推迟了将CDSs引入内地

市场的计划。

政府实际上更有内在动力了解系统性的风险，因此，

政府更有内在动力处理市场设计和基础设施中存在的缺

陷。这些缺陷加剧了金融风险和对金融工具的应用。立法

机关、监管部门以及金融业界必须加强监管体制，使之与

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保持一致。国际金融界也迫切需要全

球范围的金融监管网络，以便有效应对变化的全球金融市

场和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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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对受害人
财产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呈现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大案要案

多发、涉众化趋势明显等三大特点。特别是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犯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监管制度，向社会上不特定

的对象募集资金，返还利息等违背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主要源于对资金的需求，比如要

搞项目或有急切的资金需要，但又不具备贷款、融资的条

件等等，往往采取给付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吸纳社

会不特定多数对象的资金，并用于实际生产经营。这种情

况不但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同时也会给受害人造成

重大的经济损失。下面浅谈一下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中对受害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和特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本罪的主要特征是：

1、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向社会

上不特定的群众公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扰乱金

融秩序的行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吸收存款，群众的

人数多少，存款的数量多少，只在量刑时考虑，并不影响

本罪的构成。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社会上以存款的形式公开吸收

公众资金的行为。如果是针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众，例如仅

限于本单位人员的，就不能认定为是吸收公众存款。广义

上，吸收公众存款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不具有吸收

存款的主体资格而吸收公众存款；二是行为人虽然具有吸

收存款的主体资格，但是其吸收公众存款所采用的方法是

违法的，例如用远高于银行正常利率的手段来吸收存款。

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行为人不是以存款的名

义而是通过其他形式吸收公众资金，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

款目的的行为，例如以投资入股可获取高回报的形式吸收

公众存款。实施了上述行为，“扰乱金融秩序”的，即应

构成本罪。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

是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

   

二、本罪的处罚

刑法第176条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有其他严

重情节”，通常指实施本行为手段恶劣、屡教不改；或将

所吸收的款项用于违法活动；或用于个人挥霍；或给某些

储户带来重大损失；或严重危害国家金融秩序的。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对受害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在司法实践当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受害人财

产的法律保护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

条第三、四款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

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人民法院作出

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

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

款赃物及其孳息，依法返还受害人。”例如：某市人民法

院审理的某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王某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法院认定，1999年至2007年1月5日，被

告人李某在已撤销的“邮政储蓄代办点”，利用虚假的

“邮政储蓄代办点”印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4年11月

份开始，被告人李某雇佣第二被告人王某在该“代办点”

为储户办理存取款等业务手续。被告人李某共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3984785.90元，其中第二被告人王某参与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3558301元。案发后，未退款的白条存款余额

为898401元，未退款的存折存款余额为101368.19元，共

999769.19元。在此期间，被告人李某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

款购买房产一处（房产证号2006300276）。在立案侦查至

一审宣判前，被告人李某退赃款241415元，第二被告人王

某退赃款31万元。至今尚有448354.19元未退出。

该案涉及的证据材料有书证：代办点储户情况一览表

和储户存款情况登记表、已退储户款一览表、储户的身份

证复印件和代办点为储户出具的白条、存折复印件、已退

款储户（有的部分退款）的白条或者存折复印件；某市邮

政局出具证明材料证明邮政代办员发展历程；某市邮政局

销毁储汇公章等请示及证明材料证明，代办点的原椭圆形

公章已销毁，其圆形公章非邮政局发放。中国人民银行某

市支行文件、某市邮政局文件、1999年11月20日某市报刊

都刊登公告以表明某市邮政局代办点于1999年9月底前全

部撤销完毕，自10月1日起再发生业务将不受法律保护。

某市邮政局在某市日报上刊登的某省邮政局公告证明某省

邮政局公告通知在邮政储蓄窗口外办理的存取款等业务，

均属于无效业务。另外有受害人的陈述和李某、王某给受

害人出具的白条收据、手写的活期存折相印证。鉴定结

论：某市司法会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鉴所（2007）会鉴

字第15号司法鉴定报告书证明，1999年至2007年1月5日吸

收存款及未退还存款的余额，其中未退款白条898401元、

未退款存折101368.19元、已退款白条151500元，已退款存

折1530300元，合计吸收存款金额3984785.90元，未退还存

款余额999769.19元。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雇佣第二被告人王某违反

国家的有关规定，非法向社会公开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

大，且造成448354.19元的经济损失，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共同犯

罪过程中，被告人李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其所

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某受李某雇佣，起辅助作

用，系从犯，应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王某在该院审理期

间能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且系从犯，

可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李某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购买

的房产属违法所得的财物，依法应予追缴，返还被害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与四款、第二十七条第

一与二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与二款、

第七十三条第二与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为：

(一)、被告人李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缴

纳）；(二)、被告人王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限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李某、王某所退

赃款551415元予以返还受害人；被告人李某非法所得购买

的赃物房产（房产证号2006300276）予以追缴，变卖或拍

卖后返还受害人。

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人民法院刑庭将所退赃款

551415元返还了受害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赃物房产（房

产证号2006300276）拍卖后返还受害人。储户另案民事

起诉某邮政储蓄银行追讨余款，某邮政储蓄银行承担了余

款的全部赔偿责任，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依照此种观

点，受害人的财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及社会的和谐进步，此种处理办法，符合我国新《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也符合民意，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体

现了执法为民的理念。因此，此种观点是应该提倡和借鉴

的。

第二种观点，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受害人

的财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及其孳息只做追缴处理，不返还受害人。例如：某市人民

法院判决张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罚金

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缴纳），赃款赃物予以追

缴。本案的处理结果造成侦查机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

财物及其孳息未作出处理，查封、扣押、冻结大量的现

金、土地、房产及其他财产积压，无法处理，政府机关、

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相互推诿，财产不及时返还受害人，

受害人的重大损失不能及时得到返还和赔偿，造成了社会

不稳定因素，众多受害人到上级部门反映情况，其权利仍

然得不到有效保护，此种观点对国家及社会的危害较大，

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观点，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受害人的

财产，根据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追缴违法所得，发还受

害人。例如：某市人民法院判决吴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缴纳），

追缴违法所得，发还受害人。本案中侦查机关可以查封、

扣押、冻结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这样可以

使受害人的财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不管犯罪分子所得

的财产藏在何处，受侵害的时间长短，都能及时的被发现

和追缴，并返还受害人。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此种

观点和处理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借鉴的。

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给受害人造成了重

大的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危害

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尤其对受害人造成的重大损

失，人民法院应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三十四条第三、四款的规定，判决对查封、扣押、冻

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对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并依

法返还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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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借贷业务相关的公司的设立和经营特点

在银根紧缩的大背景下，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的热情

被广泛的唤醒。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企业开始经营一些借

贷或与借贷相关的项目，但其中许多的法律问题容易被忽

略，稍有不慎便有触犯法律甚至刑法的危险；又有一些企

业可能其本身的实力足以经营更广泛的项目，但因对国家

法律政策不够熟悉造成只能在较低层面继续拼杀。

本文结合一般企业设立的条件，讲解一些与借贷业

务相关的公司的设立和经营特点，主要包括融资性担保公

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

首先，任何一种企业的设立都必须满足公司设立的

一般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在《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等法律文件中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最低限

额、符合法定的设立人数、公司的名称符合法律规定、公

司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等等，这些条件同样适用于任何一种

具体类型的公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法律认可公司

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任

何一家公司都可能参与民间借贷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

但这种借贷行为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经营项目。若企业过多

的吸收民间资本有被认定为非法集资的危险。

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

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

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

担保责任的行为。 这类公司要受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的调整，在设立的过程中不仅要取得工商管理

部门的批准，还要经过相关省级金融工作局的审批。注册

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在实践中各地的规定还要远高于

此，并且注册资本只能是货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

围被明确限定为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经营吸收存款、发

放贷款或委托贷款等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

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一类依据《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设立的公司。设立的过程中也需要通

过金融局的审批，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当然不

同地区的设立条件会有所不同，就北京而言，小额贷款公

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且发起人不得为自然

人。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要受到同一借款人的贷

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小额贷款公

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

额的50%等限制。

典当行是专门发放抵押或质押贷款的非正规边缘性

金融机构，它是以货币借贷为主和商品销售为辅的市场中

介组织。其设立的依据是《典当行管理办法》，典当行注

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00万元，但从事房地产抵押典

当业务的，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设立

典当行，应当经商务部同意，还需要取得公安机关颁发的

《特种行业许可证》。典当行不能发放信用贷款，也不能

吸收公众存款。

孙承爱
律师（青岛）

擅长领域： 
银行法律事务 、融资法律事务、不良资产处置法律事务

民营钢贸企业信贷风险探究

钢铁贸易主要指钢铁类产品买卖和进出口相关的活

动。我国每年要生产7亿吨钢材，其中相当一部分要通过

钢材贸易企业销售出去。我国的钢贸行业已处于成熟期，

2012年钢贸企业约为20万家，但规模都很小，民营企业所

占比例在95%以上。钢贸行业本质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在钢

材生产、销售、终端使用这个链条中，处于中间地位的钢

贸企业一直处于整个链条的弱势地位，其营运资金经常被

生产商、终端客户两头占用。钢贸企业需要提前几个月向

上游产业钢厂支付预付款，向钢厂提货一般需要付全款，

还需要给予下游产业账期，因此资金链对钢贸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至关重要。一般做一单钢材生意需要三倍的资金，

钢贸企业通常需要获得融资才能保证整个资金链条的正常

运作。

钢贸企业并不同于实体企业，是典型的贸易型企业。

目前我国钢贸企业的特点是：家族式非规范经营，财务混

乱，透明度不高；流动资产比列大，资产负债率高；销售

利润低，普遍融资需求大。融资担保通常采用保证方式和

钢材质押方式。在巨大的融资需求和各环节监管失灵的双

重推动下，钢贸产业链条下蕴含重重信贷风险。

一、钢材价格暴跌引发钢贸企业资金链断裂。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的带动下，国内钢材市场的需求保持增长势头，不过这种

好势头从2010年开始逐渐出现逆转。一方面，钢铁产能愈

发过剩；另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

之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幅回落，导致钢

材市场需求大幅下滑，钢贸行业的盈利能力也不断下降。

2011年以来，情势更是急转直下，钢贸商与银行的“蜜

月期”在此终结。市场需求急剧下降，钢厂亏损面不断扩

大，钢贸企业为了偿还银行贷款大量抛售手中囤积的钢材

库存，进而引发钢材价格的暴跌。钢铁行业无疑已处于低

谷，钢贸企业的资金链也愈发紧张。而随着钢材价格不断

下滑，抵押物价值下降，导致银行要求钢贸企业追加抵

押，或收回一部分贷款，从而加剧了资金匮乏的窘境，已

有部分钢贸企业出现了信贷违约。　　

钢贸企业的违约，使得同银行之间原本亲密无间的关

系出现了裂痕，昔日的座上宾成为了今日银行谈之色变的

对象，更有一些商业银行内部传出了“防抢防盗防钢贸”

这种带有歧视性的说法。

二、钢贸企业“互保”和“联保”过度担保方式极易

使银行产生过度授信的信贷风险。

钢贸企业“互保”和“联保”是指几家钢贸企业联

合起来，互相为贷款提供联合担保，任何一家出现还款困

难，其他几家都要代为偿还，这样为了减少自身代偿的风

险，每家企业都会监督其他企业的运作，可以起到互相制

约的作用，从而减少银行的风险。

“互保”和“联保”的担保方式一旦担保链条中一

户企业产生风险，容易产生连带风险。这种贷款“联保”

就成立“联坐”。随着市场的萎缩，行业低迷加上银行纷

纷收缩信贷规模，不少钢贸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资金链

危机。银行已开始集体诉讼大批钢贸企业，2012年8月，

二十家左右的钢贸企业因为贷款到期无法偿还，被上海民

生、光大等银行集中告上法庭。上述“打包”起诉产生的

直接后果是，极有可能一批企业会集体倒在银行的脚下。

而被诉的钢贸企业集体无资产或资产数量很少，银行投放

蒋超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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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资金，也将出现巨大风险。

三、钢贸企业通过“虚假仓单”、“重复质押”的方

式放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银行对钢贸企业的钢材质押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银

行通过对钢贸企业库存进行查库等手段，监控企业销售和

资金回笼，风险防范重点在于流程控制。一般情况下，受

钢材型号、品种和交易量复杂性制约，银行一般都委托仓

储物流企业作为第三方监管方对货物进行监控，个别钢贸

企业出于套取银行资金的目的，与钢材仓储公司合谋，仓

储企业出具虚假货押证明，致使同一批钢材重复抵押。

银行之间质押信息互不相通导致库存钢材重复质押问

题严重。目前钢材质押业务一方面缺乏钢材等动产自身的

登记系统，另一方面是存单仓单抵押记录无法查询，货主

与仓储企业联合进行重复质押或者空单质押并不罕见，一

票多押甚至多次质押从银行融资。当多家银行在钢贸市场

出现风险时，无法对钢材质押主张权利，因为库里根本就

没那么多钢材。有数据统计，2011年，上海市场的钢材库

存价值、对比银行质押贷款余额，后者是前者的2.79倍。

四、钢贸企业挪用贷款投向高风险行业，一旦资金链

节出现非正常断裂，势必引发连锁反应，爆发系统性金融

风险。

资金挪用是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首要风险。钢贸企

业景气与房地产、城市基础建设行业景气高度相关，受房

地产市场行业调控和政府融资平台整顿的深入，钢材价格

波动较大，有相当一部分钢贸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整个钢

铁行业利润率大幅缩水。单靠钢材贸易，企业已经很难盈

利。在行业面临利润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极易诱发钢贸

企业利用已有成熟的银行融资平台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进

行多元化投资或者追逐较高收益的高风险投资。

钢贸行业日渐沦为骗贷、圈地空壳化行业。目前钢

贸行业资金流向主要是房地产、大宗商品、民间高利贷、

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股票、债券等。上海钢贸商会

相关人士介绍，周宁人自称两个业务做得最好，一个是金

融，另一个是钢材市场。在金融方面，上海有80多家担保

公司，其中有30多家，即将近40%是周宁钢贸商开的。这

些担保公司不仅为钢贸母公司提供融资担保，还用从银行

借来的钱放高利贷。地产方面，周宁钢贸商以建钢材市场

为名圈地，一下子就是几百亩。两三年之后土地升值了，

但钢材买卖如预计的那样难以为继，钢材市场就顺理成章

地转为商业地产。周宁人通过圈地、囤地、转卖，收益率

可以达到100%甚至更高。而且，周宁钢贸商以钢材市场为

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拿了钱以后就做短贷，做拆借，

再到其他的地方建市场，如此滚动。高利贷风潮正在全国

悄然蔓延，而钢铁贸易商很多被卷入。钢贸商成为“输血

者”之一，房地产则成为“吸血者”。

    

五、钢贸行业地缘化经营风险导致银行难以监控贷款

的真实流向和用途。

在钢贸行业中，民营企业以籍贯进行商会联合，建立

或者垄断大型钢材市场的情况较为普遍。例如，上海作为

全国钢铁的交易中心和主要集散地，根据上海市工商联钢

贸商会统计在案的数据，上海有钢贸企业7000余家，每年

有1亿吨钢铁流通量，占全国总产量流通额的20%-25%，

上海的钢贸圈里以四个地方的商人为主：福建人、温州

人、浙江(除温州外的其他地区)人和上海人。其中，福建

人占到了80%以上，福建籍钢贸企业已经占据70%的贸易

份额。福建钢贸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密的圈子，外人很

难进入，福建钢贸商又细分为周宁、宁德两个圈子，这两

个圈子甚至都不相互借贷。他们以地缘为纽带组建较为严

密的商会，资金往来通过个人帐户结转，合同、存货真实

难以辨别，经营极不透明，并且商会成立专业担保公司，

在钢材市场建立仓储物流公司，为银行融资提供担保、货

物监管便利，通过联保、重复抵押等方式套取银行资金，

银行很难监控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结算情况和现金流情

况。

    

六、钢贸行业、银行与政府应如何应对钢贸企业贷款

危机

首先，银行应加大钢贸融资企业方贸易背景资质审

查，对有做贸易背景的真正做钢贸的企业，银行应适度下

调利率进行信贷支持；而对通过伪造单据、重复质押从银

行融资圈钱做投资的假钢贸商要进行打压，从而促进整个

行业的良性发展。其次，钢贸行业协会应制订钢贸行业标

准，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客

户的资信评价体系，协会会员共享客户的资信及其他信息

（黑名单），如在协会进行质押登记，有效降低风险。同

时，政府应建立钢贸企业联保监测制度及信息共享机制，

在业内共享钢贸企业的担保情况，引导涉钢企业诚信经

营。                      

                    

新法速递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Supervisory powers, respon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Principle 1 - Responsibil it ies, objectives and 

powers: An effective system of banking supervision has 

cl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objectives for each authority 

involved in the supervision of banks and banking groups. 

A suitable legal framework for banking supervision is 

in place to provide each responsible authority with the 

necessary legal powers to authorise banks, conduct 

ongoing supervision, address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undertake timely corrective actions to address safety 

and soundness concerns.

Pr inc ip le 2  -  Independence,  accountabi l i ty, 

resourcing and legal protection for supervisors: 
The supervisor possesses operational independence, 

transparent processes, sound governance, budgetary 

processes that do not undermine autonomy and 

adequate resources,  and is accountable for  the 

discharge of its duties and use of its resources.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banking supervision includes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supervisor.

Principle 3 -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Laws, 

regulations or other arrangement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relevant domestic 

authorities and foreign supervisors. These arrangements 

refl ect the need to protect confi dential information.

Principle 4 - Permissible activities: The permissible 

activities of institutions that are licensed and subject to 

supervision as banks are clearly defi ned and the use of 

the word “bank” in names is controlled.

Principle 5  -  Licensing cri teria: The l icensing 

authority has the power to set criteria and reject 

applications for establishments that do not meet the 

criteria. At a minimum, the licensing process consists 

of an assessment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fitness and propriety of 

Board membe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bank 

and its wider group, and its strategic and operating 

plan, internal controls, risk management and projected 

financial condition (including capital base). Where the 

proposed owner or parent organisation is a foreign bank, 

the prior consent of its home supervisor is obtained.

Principle 6 - Transfer of signifi cant ownership: The 

supervisor has the power to review, reject and impose 

prudential conditions on any proposals to transfer 

signifi cant ownership or controlling interests he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existing banks to other parties.

Principle 7 - Major acquisitions: The supervisor has 

the power to approve or reject (or recommend to the 

responsible authority the approval or rejection of), and 

impose prudential conditions on, major acquisitions 

or investments by a bank, against prescribed criteria,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ross-border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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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determine that corporate affi liations or structures 

do not expose the bank to undue risks or hinder 

effective supervision.

Principle 8 - Supervisory approach: An effective 

system of banking supervision requires the supervisor to 

develop and maintain a forward-looking assessment of 

the risk profi le of individual banks and banking groups, 

proportionate to their systemic importance; identify, 

assess and address risks emanating from banks and 

the banking system as a whole; have a framework in 

place for early intervention; and have plans in place, 

in partnership with other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take 

action to resolve banks in an orderly manner if they 

become non-viable.

Principle 9 - Supervisory techniques and tools: 
The supervisor uses an appropriate range of techniques 

and tools to implement the supervisory approach and 

deploys supervisory resources on a proportionate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isk profi le and systemic 

importance of banks.

Principle 10 - Supervisory reporting: The supervisor 

collects, reviews and analyses prudential reports and 

statistical returns from banks on both a solo and a 

consolidated basis, and independently verifies these 

reports through either on-site examinations or use of 

external experts.

Principle 11 - Corrective and sanctioning powers 

of supervisors: The supervisor acts at an early stage 

to address unsafe and unsound practices or activities 

that could pose risks to banks or to the banking system. 

The supervisor has at its disposal an adequate range 

of supervisory tools to bring about timely corrective 

actions. This includes the ability to revoke the banking 

licence or to recommend its revocation.

Principle 12  -  Consol idated supervision: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banking supervision is that 

the supervisor supervises the banking group on a 

consolidated basis, adequately monitoring and, as 

appropriate, applying prudential standards to all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conducted by the banking group 

worldwide.

Principle 13 - Home-host relationships: Home and 

host supervisors of cross- border banking groups shar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e for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the group and group entities, and effective handling of 

crisis situations. Supervisors require the local operations 

of foreign banks to be conducted to the same standards 

as those required of domestic banks.

Prudential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Principle 14 -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and banking groups have 

robust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covering, for example, strategic direct ion, group 

and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control environment, 

responsibil i t ies of the banks’ Boards and senior 

management, and compensation. Thes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are commensurate with the risk profile and 

systemic importance of the bank.

Principle 15 -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including effective Board 

and senior management oversight)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all 

material risks on a timely basis and to assess the 

adequacy of their capital and liquidity in relation to 

their r isk profi le and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extends to development and review 

of contingency arrangements (including robust and 

credible recovery plans where warranted) that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ecifi c circumstances of the bank. The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risk 

profi le and systemic importance of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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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16 - Capital adequacy: The supervisor sets 

prudent and appropriate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s 

for banks that reflect the risks undertaken by, and 

presented by, a bank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s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 which it operates. The 

supervisor defines the components of capital, bearing 

in mind their abil ity to absorb losses. At least for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not less than the applicable Basel standards.

Principle 17 - Credit risk: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n adequat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ir risk appetite, risk 

profi le and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includes prud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credit risk (including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on a timely basis. The full credit lifecycle is covered 

including credit underwriting, credit evaluation, and 

the ongoing management of the bank’s loan and 

investment portfolios.

Principle 18 - Problem assets, provisions and 

reserves: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for the early 

identifi 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roblem asset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dequate provisions and reserves.

Pr incip le 19  -  Concentrat ion r isk and large 

exposure limits: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pol ic ies and processes to 

ident i 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concentrations of risk on a timely 

basis. Supervisors set prudential l imits to restrict 

bank exposures to single counterparties or groups of 

connected counterparties.

Principle 20 - Transactions with related parties: 
In order to prevent abuses arising in transactions with 

related parties and to address the risk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supervisor requires banks to enter into 

any transactions with related parties on an arm’

s length basis; to monitor these transactions; to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o control or mitigate the risks; and to 

write off exposures to related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standard policies and processes.

Principle 21 - Country and transfer risks: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country risk and 

transfer risk in their international lending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on a timely basis.

Pr inc ip le  22  -  Marke t  r i sks :  The superv 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n adequate marke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ir risk 

appetite, risk profile, and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risk of a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in market liquidity. This includes prud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market risks on a timely basis.

Principle 23 -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systems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on a timely basis. These systems take into account 

the bank’s risk appetite, risk profile and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Principle 24 - Liquidity risk: The supervisor sets 

prudent  and appropr ia te  l iqu id i ty  requ i rements 

(which can include either quantitative or qualitative 

requirements or both) for banks that refl ect the liquidity 

needs of the bank.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 strategy that enables prudent management of 

liquidity risk and compliance with liquidity requirements. 

The strateg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bank’s risk profi le 

as well as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includes prud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consistent 

with the bank’s risk appetite, to identify, measure,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liquidity 

risk over an appropriate set of time horizons. At least for 

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 liquidity requirements are 

not lower than the applicable Basel standards.

Principle 25 - Operational risk: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n adequate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ir 

risk appetite, risk profi le and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includes prudent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identify, assess, evaluate, monitor, report and control 

or mitigate operational risk on a timely basis.

Principle 26 - Internal control and audit: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properly 

controlled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conduct of their 

busines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risk profile. These 

include clear arrangements for delegating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that 

involve committing the bank, paying away its funds, and 

accounting for i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reconciliation of 

these processes; safeguarding the bank’s assets; and 

appropriate independent internal audit and compliance 

functions to test adherence to these controls as well as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Principle 27-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external audit: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and banking 

groups maintain adequate and reliable records, prepare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accounting 

pol ic ies and pract ices that  are wide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ly and annually publish information that 

fairly refl ects their fi nancial condi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bears an independent external auditor’s opinion. 

The superv isor  a lso determines that  banks and 

parent companies of banking groups have adequate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of the external audit function.

Principle 28 -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and banking groups 

regularly publish information on a consolidated and, 

where appropriate, solo basis that is easily accessible 

and fairly refl ects their fi nancial condition, performance, 

r isk exposures, r 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Principle 29 - Abuse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e 

supervisor determines that banks have adequat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including strict customer due 

diligence rules to promote high ethical and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prevent the bank 

from being us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for 

crimi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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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证券公司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证券公

司规范运作，保护证券公司股东、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

监督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公司对客户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侵犯客

户的财产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

益。

证券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得占用客户资产，损

害客户合法权益。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

的职责划分。

第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建立完备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

系。

证券公司董事会对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

系的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

第六条  本准则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

上市证券公司应当同时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本准则

和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的规定。本准则与中国证监会

有关上市公司的规定不一致的，以两者中更加严格的规定

为准。 

第二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  东

第七条   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证券公司股东转让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的，应当确

认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

的核准文件、备案文件为依据对股东进行登记、修改公司

章程，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证券公司应当确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

件所记载的内容与股东的实际情况一致。

第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

证券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

者变相抽逃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证券公司应当在10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要求

有关股东在1个月内纠正。

第十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出现下列情形

时，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证券公司：

（一）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公司股权被采取财产保

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二）质押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

（三）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变更实际控

制人；

（四）变更名称；

（五）发生合并、分立；

（六）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撤

销等监管措施，或者进入解散、破产、清算程序；

（七）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

责任；

（八）其他可能导致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公司股权

发生转移或者可能影响证券公司运作的。

证券公司应当自知悉前款规定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上市证券公司持有5%以下股权的股东不适用本条规

定。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机

制，依法保障股东的知情权。

证券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及时通知全体股东，并向公司住所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公司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导致风险控制指标不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标准；

（三）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四）拟更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或者

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

（五）发生突发事件，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或者可

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第二节  股东会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股东会的职权

范围。

证券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部分职权的，

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或者经股东会作出决议，且授权内

容应当明确具体，但《公司法》明确规定由股东会行使的

职权不得授权董事会行使。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自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6

个月内召开股东会年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召开的，应

当及时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说明延

期召开的理由。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股东会会议的议事

方式和表决程序。

第十五条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证券

公司3%以上股权的股东，可以向股东会提出议案。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证券公司3%以上股权的股东，可

以向股东会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任一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

员1/2以上时，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1/3，

但证券公司为一人公司的除外。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在董事、监事的选举中可以采用

累积投票制度。

证券公司股东单独或者与关联方合并持有公司50%以

上股权的，董事、监事的选举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度，但

证券公司为一人公司的除外。

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

该制度的实施规则。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应当制作会议记录。会议

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并依法保存。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在董事、监事任期届满前

免除其职务的，应当说明理由；被免职的董事、监事有权

向股东会、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陈述意见。

第三节  证券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

用其控制地位或者滥用权利损害证券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和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超越股东会、

董事会任免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关联方应当在业务、机构、资产、财务、办公场所等方

面严格分开，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

风险。

证券公司股东的人员在证券公司兼职的，应当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其所控制的证券公司发

生业务竞争。

证券公司控股其他证券公司的，不得损害所控股的证

券公司的利益。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与证券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证券公司及其客户的合

法权益。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及其披露和表决程

序作出规定。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与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

方）之间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持有股东的股权，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通过购买股东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送不

当利益；

（三）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产；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

为。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的类型、

金额和内部审批程序。 

第三章  董事和董事会

第一节  董  事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董事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条件。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董事的任职

条件、任免程序、任期、权利义务等事项。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董事的知情

权，为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条件。

董事应当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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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证券公司完善公司治理，促进证券公

司规范运作，保护证券公司股东、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

监督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公司对客户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侵犯客

户的财产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

益。

证券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得占用客户资产，损

害客户合法权益。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

的职责划分。

第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建立完备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

系。

证券公司董事会对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

系的有效性承担最终责任。

第六条  本准则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

上市证券公司应当同时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本准则

和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的规定。本准则与中国证监会

有关上市公司的规定不一致的，以两者中更加严格的规定

为准。 

第二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  东

第七条   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证券公司股东转让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的，应当确

认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

的核准文件、备案文件为依据对股东进行登记、修改公司

章程，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证券公司应当确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

件所记载的内容与股东的实际情况一致。

第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

证券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

者变相抽逃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证券公司应当在10个

工作日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要求

有关股东在1个月内纠正。

第十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出现下列情形

时，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证券公司：

（一）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公司股权被采取财产保

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

（二）质押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

（三）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变更实际控

制人；

（四）变更名称；

（五）发生合并、分立；

（六）被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托管、接管或者撤

销等监管措施，或者进入解散、破产、清算程序；

（七）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

责任；

（八）其他可能导致所持有或者控制的证券公司股权

发生转移或者可能影响证券公司运作的。

证券公司应当自知悉前款规定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上市证券公司持有5%以下股权的股东不适用本条规

定。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机

制，依法保障股东的知情权。

证券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或者公

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方式及时通知全体股东，并向公司住所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公司或者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导致风险控制指标不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标准；

（三）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四）拟更换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或者

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

（五）发生突发事件，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或者可

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第二节  股东会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股东会的职权

范围。

证券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部分职权的，

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或者经股东会作出决议，且授权内

容应当明确具体，但《公司法》明确规定由股东会行使的

职权不得授权董事会行使。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自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6

个月内召开股东会年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召开的，应

当及时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说明延

期召开的理由。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股东会会议的议事

方式和表决程序。

第十五条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证券

公司3%以上股权的股东，可以向股东会提出议案。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证券公司3%以上股权的股东，可

以向股东会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任一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

员1/2以上时，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1/3，

但证券公司为一人公司的除外。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在董事、监事的选举中可以采用

累积投票制度。

证券公司股东单独或者与关联方合并持有公司50%以

上股权的，董事、监事的选举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度，但

证券公司为一人公司的除外。

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

该制度的实施规则。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应当制作会议记录。会议

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并依法保存。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在董事、监事任期届满前

免除其职务的，应当说明理由；被免职的董事、监事有权

向股东会、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陈述意见。

第三节  证券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

用其控制地位或者滥用权利损害证券公司、公司其他股东

和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超越股东会、

董事会任免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关联方应当在业务、机构、资产、财务、办公场所等方

面严格分开，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

风险。

证券公司股东的人员在证券公司兼职的，应当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其所控制的证券公司发

生业务竞争。

证券公司控股其他证券公司的，不得损害所控股的证

券公司的利益。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与证券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证券公司及其客户的合

法权益。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及其披露和表决程

序作出规定。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与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

方）之间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持有股东的股权，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通过购买股东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送不

当利益；

（三）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产；

（四）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

为。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的类型、

金额和内部审批程序。 

第三章  董事和董事会

第一节  董  事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董事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条件。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董事的任职

条件、任免程序、任期、权利义务等事项。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董事的知情

权，为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条件。

董事应当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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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

务、融资融券业务和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中两种以上业务

的证券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证券公司聘任的独立董事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条件。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的，证券公司应

当及时解聘。

第三十条  根据本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证券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

于董事人数的1/4：

（一）董事长、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由同一人担

任；

（二）内部董事人数占董事人数1/5以上；

（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一条  独立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连

任时间不得超过6年。

第三十二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内辞职或者被免职的，

独立董事本人和证券公司应当分别向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和股东会提交书面说明。

第三十三条  独立董事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独立履行董事职责，并在股东会年会上提

交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未履行应尽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证券公司应当保障独立董事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

情权。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董事人数。证

券公司设董事会的，内部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人数的

1/2。

证券公司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担任董事。

第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就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责或者缺位时，董事长职责的行使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董事会的

职责、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规定董事会会议采取通讯表

决方式的条件和程序。除由于紧急情况、不可抗力等特

殊原因无法举行现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外，董事会会

议应当采取现场、视频或者电话会议方式。

董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年会上报告并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董事的履职情况，包括报告期内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投票表决等情况。

第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

议。董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可以录音。会议记

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会议过程、决议内容、董

事发言和表决情况，并依法保存。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

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第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应当在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

权，不得越权干预经理层的经营管理活动。

董事会表决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与交易对方有关

联关系的董事应当回避。该次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

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

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

数不足3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的，监事会应当要求董事会

纠正，经理层应当拒绝执行。

第四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董事会秘书，负责股东会

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的保管以及股东资料的管理，

按照规定或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股东等有关

单位或者个人的要求，依法提供有关资料，办理信息报送

或者信息披露事项。

第三节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和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中两种以

上业务的，其董事会应当设立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并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各委员

会的组成、职责及其行使方式。

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由此发

生的合理费用由证券公司承担。

专门委员会应当向董事会负责，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董事会在对与专门委员会职责相关的事项作出决议

前，应当听取专门委员会的意见。

第四十二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应当由董

事组成。专门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与专门委员会职责相适

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得少于1/2，并且至少

有1名独立董事从事会计工作5年以上。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应当由独立

董事担任。

第四十三条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标准和程序进行

审议并提出意见，搜寻合格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

议；

（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

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四）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年度审计工作，就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判断，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并监督外部

审计机构的执业行为；

（三）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四）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五条  风险控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基本政策

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二）对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责进

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三）对需董事会审议的重大决策的风险和重大风险

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

（四）对需董事会审议的合规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进

行审议并提出意见；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证券公司董事会设合规委员会的，前款规定中有关合

规管理的职责可以由合规委员会行使。

第四章  监事和监事会

第四十六条  证券公司监事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公司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担任监事。

第四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监事的知情

权，为监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十八条  证券公司

章程应当规定监事会的职

责、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

规定监事会会议采取通讯表

决方式的条件和程序。除由

于紧急情况、不可抗力等特

殊原因无法举行现场、视频

或者电话会议外，监事会会

议应当采取现场、视频或者

电话会议方式。

监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年

会上报告并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监事的履职情况，包括报

告期内监事参加监事会会议

的次数、投票表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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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证券公司设监事会的，监事会应当设主

席，可以设副主席。监事会主席是监事会的召集人。

监事会可以下设专门机构，负责监事会会议的筹备、

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的保管，并为监事履行职责提供服

务。

第五十条  证券公司监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

并可以录音。会议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会议

过程、决议内容、监事发言和表决情况，并依法保存。出

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第五十一条  证券公司监事有权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并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

证券公司应当将其内部稽核报告、合规报告、月度或

者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重大事项

及时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就公司的财务情况、合规情况向股东会年

会作出专项说明。

第五十二条  证券公司监事会可要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监事会会议，回答问题。

监事会可根据需要对公司财务情况、合规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协助，其合理费用由

证券公司承担。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进

行检查时，可以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其他人员了

解情况，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其他人员应当配合。

第五十三条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损害公司、股东或者客户利益的行

为，证券公司监事会应当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限期改

正；损害严重或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限期内改正

的，监事会应当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提出专项议

案。

对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监事

会应当直接向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报告。

监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未履行应尽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章  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十四条  本准则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证券公

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合规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务的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取得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核

准的任职资格。证券公司不得授权未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

行使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

第五十五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高级管理人员的

构成、职责范围。

第五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

聘任专业人士为高级管理人员。

第五十七条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其他营利

性机构兼职，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

的除外。

第五十八条  证券公司设总经理的，总经理依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并向董事会负责。

证券公司设立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机构行使总

经理职权的，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其名称、组成、职责

和议事规则，其组成人员应当取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

第五十九条  证券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根

据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报告

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

况。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必须保证报告的真实、准确、

完整。

未担任董事职务的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可以列席董

事会会议。

第六十条  证券公司经理层应当建立责任明确、程序

清晰的组织结构，组织实施各类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工作，

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机制，及时处理或者改

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者问题。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内部控制不力、不及时

处理或者改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者问题承担相应的

责任。

第六十一条  证券公司分管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稽

核审计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或者分管与合规管

理、风险管理、稽核审计职责相冲突的职务或者部门。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支持合规管理、风险管

理、稽核审计部门的工作。 

第六章  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六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合理有效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制度。绩效考核与

薪酬管理制度应当充分反映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要求。

第六十三条  证券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数额和发放

方式分别由董事会、监事会提出方案，报股东会决定。

第六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与高级管理人员就任期、

绩效考核、薪酬待遇、解聘事由、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

责任等事项进行约定。

第六十五条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年薪由董

事会根据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决定，40%

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不少于3

年。延期支付薪酬的发放应当遵循等分原则。

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证券公司应当停止支付全

部或者部分未支付的绩效年薪。

第六十六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分别向股

东会就董事、监事的绩效考核情况、薪酬情况作出专项说

明。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会就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

况、绩效考核情况、薪酬情况作出专项说明。

第六十七条  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损害公司或者客户合法权益的，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其进行内部责任追究。

证券公司不得代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支付应

当由个人承担的罚款或者赔偿金。

第六十八条  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员工根据中长期激励计划持有或者控制本公司股权，应

当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批准，并依法经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派

出机构批准或者备案。

第七章  证券公司与客户关系基本原则

第六十九条  证券公司不得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不得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不得挪用客户托管在公司

的证券。

第七十条  证券公司对客户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证券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客户资料

的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七十一条  证券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法定的

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客户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对有关产品或者服务的内

容及风险予以充分披露，不得有虚假陈述、误导及其他欺

诈客户的行为。

第七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专职部门或者岗位负责

与客户进行沟通，处理客户的投诉等事宜。

第七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社会公众披露

本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信息，并保证披露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证券公司应当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信息，至少包括：

（一）薪酬管理的基本制度及决策程序；

（二）年度薪酬总额和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的分布情况；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和本准则的要求，修改、完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第七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以证券公司的治理状况作为

其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和日常监管的评价依据。

第七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委托证券业自律组织或

者中介机构对证券公司治理状况进行评价，并以适当方式

公布评价结果。

第七十七条   释义：

（一）股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和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

（二）股东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和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东大会。

（三）关联方、关联交易，是指财政部《企业会计准

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中所界定的关联方和关联方交

易。

（四）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是指公司总经理，或

者行使总经理职权的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机构的负

责人。

（五）内部董事，是指在证券公司同时担任其他职务

的董事；外部董事，是指不在证券公司同时担任其他职务

的董事；独立董事，是指与证券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可能

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关系的外部董事。

第七十八条  本准则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七十九条  本准则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2003

年12月1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

行）》（证监机构字〔2003〕25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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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维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根据《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证券公司次级债，是指证券公司

向股东或机构投资者定向借入的清偿顺序在普通债之后的

次级债务（以下简称次级债务），以及证券公司向机构投

资者发行的、清偿顺序在普通债之后的有价证券（以下简

称次级债券）。次级债务、次级债券为证券公司同一清偿

顺序的债务。

前款所称的机构投资者是指：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

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

品、投连险产品、基金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等；

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企业法人；合伙人认缴

出资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实缴出资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000万元的合伙企业；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

者。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只能以非公开方式发行，不得采用

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每期债券的机构投资者

合计不得超过200人。

第三条  次级债分为长期次级债和短期次级债。

证券公司借入或发行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次

级债为长期次级债。

证券公司为满足正常流动性资金需要，借入或发行期

限在3个月以上（含3个月）、1年以下（含1年）的次级债

为短期次级债。

第四条  长期次级债可按一定比例计入净资本，到期

期限在3、2、1年以上的，原则上分别按100%、70%、

50%的比例计入净资本。

短期次级债不计入净资本。证券公司为满足承销股

票、债券业务的流动性资金需要而借入或发行的短期次级

债，可按照以下标准扣减风险资本准备：

（一）在承销期内，按债务资金与承销业务风险资本

准备的孰低值扣减风险资本准备；

（二）承销结束，发生包销情形的，按照债务资金与

因包销形成的自营业务风险资本准备的孰低值扣减风险资

本准备。

承销结束，未发生包销情况的，借入或发行的短期次

级债不得扣减风险资本准备。

第五条  证券公司借入或发行次级债应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以下事项作出决议：

（一）次级债的规模、期限、利率以及展期和利率调

整；

（二）借入或募集资金的用途；

（三）与借入或发行次级债相关的其他重要事项；

（四）决议有效期。

第六条  证券公司发行次级债券应提供募集说明书，

借入次级债务应与债权人签订次级债务合同。募集说明书

和次级债务合同应约定以下事项：

（一）清偿顺序在普通债之后；

（二）次级债的金额、期限、利率；

（三）次级债本息的偿付安排；

（四）借入或募集资金用途；

（五）证券公司应向债权人披露的信息内容和披露时

间、方式；

（六）次级债的借入或发行、偿还或兑付应符合本规

定；

（七）违约责任。

募集说明书还应载明公司基本情况、财务状况、债券

发行、转让范围及约束条件。

第七条   证券公司借入或发行次级债应符合以下条

件：

（一）借入或募集资金有合理用途；

（二）次级债应以现金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形式

借入或融入；

（三）借入或发行次级债数额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长期次级债计入净资本的数额不得超过净资本（不

含长期次级债累计计入净资本的数额）的50%；

2. 净资本与负债的比例、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等各项

风险控制指标不触及预警标准。

（四）募集说明书内容或次级债务合同条款符合证券

公司监管规定。

第八条  证券公司申请借入或发行次级债，应提交以

下申请文件：

（一）申请书；

（二）关于借入或发行次级债的决议；

（三）募集说明书或借入次级债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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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入或募集资金的用途说明；

（五）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六）证券公司最近6个月的风险控制指标情况及相

关测算报告；

（七）债权人资产信用的说明材料；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可在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交易场所（以下统称交易场所）依法向机构

投资者发行、转让。发行或转让后，债券持有人不得超过

200人。

次级债券发行或转让后，证券公司应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登记结算机构

（以下统称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

证券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次级债券，应事先经中国

证监会认可，并遵守银行间市场的相关规定。

第十条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的发行、转让、兑付、登

记、托管、结算、投资者适当性、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权益

保护等应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交易场所和登记结算机构的相

关规定。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可由具备承销业务资格的其他证券

公司承销，也可由证券公司自行销售。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申请次级债务展期，应提交以下

申请文件：

（一）申请书；

（二）关于次级债务展期的决议；

（三）借入次级债务合同；

（四）债务资金的用途说明；

（五）证券公司最近3个月的风险控制指标情况及相

关测算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前款所称次级债务展期，包括将短期次级债务转为长

期次级债务。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申请偿还次级债务，应在债务到

期前至少10个工作日提交以下申请文件：

（一）申请书；

（二）借入次级债务合同；

（三）证券公司最近1个月的风险控制指标情况及相

关测算报告；

（四）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证券公司偿还短期次级债务的，还应提交债务资金使

用情况的说明。

证券公司提前偿还次级债务的，还应提交关于提前偿

还次级债务的决议。

第十三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证券公司借入

或发行次级债进行批准。其中，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申

请发行次级债券事项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对证券公司申请次级债务借入、展期、

偿还、利率调整等事项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书面决定。

（一）对证券公司发行长期次级债券的申请，自受理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证券公司发行短期次级

债券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二）对证券公司借入长期次级债务、次级债务展期

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对证券公

司借入短期次级债务、偿还次级债务和利率调整的申请，

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经批准后，可分期发行。次级债券

分期发行的，自批准发行之日起，证券公司应在6个月内

完成首期发行，剩余债券应在24个月内完成发行。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可自长期次级债资金到账之日起

按规定比例计入净资本。但是，长期次级债资金于获批日

之前到账的，只能在获得批复后按规定比例计入净资本。

证券公司借入的短期次级债务转为长期次级债务或将

长期次级债务展期的，在获得批复后方可按规定比例将长

期次级债务计入净资本。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提前偿还长期次级债务后1年之内

再次借入新的长期次级债务的，新借入的次级债务应先按

照提前偿还的长期次级债务剩余到期期限对应的比例计入

净资本；在提前偿还的次级债务合同期限届满后，再按规

定比例计入净资本。

新借入的长期次级债务数额超出提前偿还的长期次级

债务数额的，超出部分的次级债务可按规定比例计入净资

本。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向其他证券公司借入长期次级债

务或发行长期次级债券的，作为债权人的证券公司在计算

自身净资本时应将借出或融出资金全额扣除。

证券公司不得向其实际控制的子公司借入或发行次级

债。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等事项获批后，未

经批准不得变更次级债务合同。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或

偿还次级债务后将导致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不得偿还到期次级债务本息。次级债务合同应明确约定前

述事项。

证券公司到期偿还次级债券不受前款约

束。

第十九条  除以下情形外，证券公司不得提

前偿还或兑付次级债：

（一）证券公司偿还或兑付全部或部分次

级债后，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定标准且未

触及预警指标，净资本数额不低于借入或发行

长期次级债时的净资本数额（包括长期次级债

计入净资本的数额）；

（二）债权人将次级债权转为股权，且次

级债权转为股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经批

准；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应自借入次级债务获批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公司网站公开披露借入次

级债务事项，自发行次级债券获批之日起2个工

作日内在公司网站公开披露获准发行次级债券

事项，并及时披露次级债券的后续发行情况。

证券公司偿还或兑付次级债，应在到期日

前至少3个工作日在公司网站公开披露，并在实

际偿还或兑付次级债后3个工作日内公开披露偿

还或兑付情况。证券公司在交易场所发行次级

债券，还应遵守其信息披露的要求。

上市证券公司借入或发行、偿还或兑付次

级债的，除应遵守本规定要求外，还应按照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二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加

强对证券公司次级债存续期间的日常监管，对

违反本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的，责令其及时改

正，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十二条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证券类机

构借入或发行、偿还或兑付次级债等事项，经

中国证监会同意，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前款所称的证券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证

券金融公司。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公司借入次级债务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0〕2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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