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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 程序转向论

———以股东 ( 大) 会制度完善为例

龚浩川 ∗

摘

要: 我国 《 公司法》 对实体性规范的过度倚重导致了法律的结构性失衡, 既无法妥帖应

对当前的公司治理问题, 也难以容纳适应时代的制度变革。 这渊源于我国公司制度发育初期的制
度供给的匮乏、 域外法借鉴的实体法偏好、 民商合一的传统、 经济规制理念的惯性和网络信息技
术的欠发育。 程序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是彰显公司独立人格和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机
制, 为公司纠纷的解决提供相对公正的裁判标准, 对内提供公司制度演化的开放结构, 为公司决
策注入确定性和合法性。 实现程序转向的 《 公司法》 既可以保障当事方的权利, 又可以限制权利
的恣意, 实现强制与自治间的反思性动态平衡。 本次修法应从聚焦实体转向注重程序, 实现从
“ 弱程序性公司法” 到 “ 强程序性公司法” 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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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修改程序。 这将是 《 公司法》 继 2005 年全面修订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优化, 值
此之时, 需要认真思考本次修法的原则和方向, 以指导具体制度的有序良性改进。 《 公司法》

在制定后的近三十年间历经多次修改, 基本遵循着从本土化到国际化、① 从国家强制到公司自
治的改革路径。② 在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 《 公司法》 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问题。 例如, 引进
∗
①
②

《 当代法学》 编辑部编辑, 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 财产法视角下廉价表决权规制研究” ( 20CFX044) 的阶段性成果。 本
文的写作得益于蔡立东教授细致深刻且富有建设性的指导与修改, 特此致谢, 作者文责自负。
参见刘俊海: 《 推动公司法现代化, 优化营商法律环境》 , 《 法律适用》 2020 年第 1 期, 第 75-88 页; 朱慈蕴:
《 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 最新发展与未来走向》 , 《 东方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91-102 页。
参见汤欣: 《 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 , 《 中国法学》 2001 年第 1 期, 第 109- 125 页; 罗培
新: 《 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 一个法理分析框架》 , 《 中国法学》 2007 年第 4 期, 第 69-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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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董事制度等 “ 先发” 国家的公司制度并未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制度引进的预设目标
与现实效果之间出现了明显落差。③ 再如, 过度地放松管制与加强自治滋生了公司治理的新
困境, 在 2013 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 对认缴期限不加限制, 任由股东自由约定, 既使
“ 多数暴政” 在我国公司中愈演愈烈, 个别股东无须实缴出资就握有公司控制权, 又大大加
重了债权人风险, 激化了公司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立
法者习惯于以实体性规范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通过为公司当事方事前设置单一的权利义务结
构和行为模式来实现立法目的。④ 简言之, 立法者以外部鸟瞰视角审视公司治理问题, 或直
接给出标准答案, 或完全将问题交由公司当事方自治解决。

增强公司法的适应性是公司法现代化的基本目标,⑤ 公司法现代化改革要求公司法具有

灵活开放的结构和保障权利行使并限制恣意的机制。 从本土化到国际化、 从强制走向自治的
改革思路促进了公司法的国际化和自由化, 消解了我国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推动了

我国 《 公司法》 的第一次现代化。 然而, 公司法现代化的重点不仅在于公司法直接解决了多
少新问题, 还在于如何指引公司解决立法无法穷尽的具体问题。 我国的公司实践已有较为充
分的展开, 理论资源也日趋完备, 有条件思考采取何种思路和机制, 在本土与域外间汲取法
律智慧, 在国家强制与公司自治间取得反思性动态平衡, 在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同
时, 遏制当事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本次修法的重点应从关注实体性规范转向聚焦程序性规范, 通过增强制度灵活性与适应
性, 将制度设计重点从合理分配权利转向促进权利的有效行使, 实现公司法的程序转向, 达

成公司法的现代化目标, 这将构成我国 《 公司法》 的第二次现代化。 公司法中的程序主要是
组织法层面的程序:⑥ 一 是 当 事 方 为 解 决 特 定 问 题 交 涉 互 动 和 作 出 决 策 的 机 制, 如 股 东
( 大) 会对特定事项的决议程序; 二是当事方在上述机制中行使权利的步骤、 顺序、 方式和

时限, 如股东行使股东 ( 大) 会召集权所遵循的程序。 转向程序的公司法以当事方利益异质
化为前提, 以平面化视角审视当事方之间的内部关系, 正视公司内部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
以明确当事方权利行使的步骤方式和互动机制, 保障权利功能的发挥, 限制权利的滥用, 以
此来应对公司治理问题。 简言之, 转向程序的公司法是以对利益群体互动程序的安排取代对
互动结构和结果的决定, 聚焦决策程序的确定性而非结果的法定性, 在权利分配之外, 更加
关注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对程序正义的维护促成实质正义的获得。

实际上, 我国 《 公司法》 已逐步开启了程序转向的进程。 2005 年修订后的 《 公司法》

对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⑦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从事竞业⑧ 等行为的规制,
已经从实体性禁止变为交由股东 ( 大) 会进行程序性决定。 然而, 这种转向并不彻底: 第
一, 很多可由程序解决的事项仍由实体性规范僵硬地作出模式化规定。 例如, 《 公司法》 明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方流芳: 《 独立董事在中国: 假设和现实》 , 《 政法论坛》 2008 年第 5 期, 第 110-115 页。
公司当事方指具有公司法上独立法律地位的主体, 包括股东、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特定场合中的
公司债权人等。
参见曹兴权: 《 公司法的现代化: 方法与制度》 ,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18 页。
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组织法层面上的程序, 诉讼法层面上的程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见 《 公司法》 (1993 年) 第 60 条第 3 款,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6 条第 2、 3 款。
参见 《 公司法》 (1993 年) 第 61 条第 1 款、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49 条第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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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现行 《 公司

确规定, 上市公司应设置独立董事,⑨ 公司不得向内部人提供借款。

法》 对公司当事方程序权利行使的保障不足, 《 公司法》 仅达到了 “ 弱程序性公司法” 的程
度。 揆诸当事方在决策中相机互动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程度, “ 弱程序性公司法” 以自由民主

为制度模板, 假设公司当事方具有充分的理性和信息, 对个人偏好和个人利益有充分认识,
那么, 公司法只要将公司当事方纳入多数决的决策程序, 就能得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决议。
“ 强程序性公司法” 则以协商民主为制度模板, 假设公司当事方的理性程度和信息能力有限
且有差异, 需要通过一系列程序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并识别何为自身最佳利益, 因此, 在多
 2005 年 《 公司法》 修订后, 虽将股东

数决程序外还需设置众多保证沟通和对话的程序。

( 大) 会 / 董事会的权力边界、 公司担保、 董事自我交易等事项交由当事方通过决议程序进行
决定, 但在程序设计上更多关注了股东参与, 没有为相关事项的信息传递和股东之间的议事
沟通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 公司法的程序转向欠自觉, 公司程序的交涉性和过程性不足, 未

能有效限制权利滥用, 诱发了股东 ( 大) 会形式化、 多数暴政等公司治理问题, 最终减损了
符合程序行为的正当性。 公司法的程序转向意味着公司法将走向开放性, 拥抱多样性, 同时

排斥恣意性。 这将是我国 《 公司法》 从粗糙走向细致、 从青涩走向成熟、 由冷观走向亲和的
重要路径, 实现公司法的程序转向应是本次 《 公司法》 修改的主要任务。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我国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不足引发的问题; 第二部分梳理我国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不足的主要成因; 第三部分解释 《 公司法》 程序转向何以实现公司法
现代化的目标, 即分析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的比较优势; 第四部分讨论 《 公司法》 的程
序转向应该如何展开。

一、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欠缺引发的问题
《 公司法》 虽已数次修改, 但整体上程序性规范仍远远不足。 立法者往往依其预想的最
优治理模式直接规定公司可以或不得实施何种行为, 并未给公司制度的自主演化留有足够的
扩展空间, 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 仅规定当事方具有何种权利, 而未供
给权利行使的步骤、 顺序、 方式和时限, 未明确公司应如何履行相应义务以及公司违反义务
时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此种问题在 1993 年 《 公司法》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 2005 年全面修
订后, 《 公司法》 不彻底的程序转向依然难以回应多样化的公司选择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
境, 并未从根本上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
( 一) 公司治理实效不彰

我国 《 公司法》 已运行近三十年, 立法者 “ 重实体、 轻程序” 的思维惯性导致 《 公司

⑨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23 条规定: “ 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 年修正) 第 34 条规定: “ 上市公司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16 条。
See Julia Black, “ Proceduralizing Regulation: Part I” ,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 No. 4 ( 2000) ,
pp. 60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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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公司治理的实践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法》 整体结构失衡、 规则粗疏、 操作性差,

第一, 重强制, 轻自治。 立法者习惯于对公司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具体安排, 锁定

他们之间的利益格局, 抑制当事方通过互动机制自主安排公司事务的可能性。 《 公司法》 专
注于规定公司当事方标准的行为模式和互动结构, 未能给当事方留有足够的自治空间, 很难
满足市场主体对公司制度的异质化需求。 例如, 即使所有股东同意, 公司也不能接受股东以
 上市公司必须同时设置功能重复的监事会和

无法用货币估价并依法转让的人力资本出资,
 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向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等等。



独立董事,

第二, 重赋权, 轻行权。 面对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为了更好地保护前者

的利益, 《 公司法》 虽然赋予了股东知情权、 参会权、 提案权、 质询权和表决权等多项权利,
但既没有规定股东行权的步骤、 顺序、 方式和时限, 也没有规定公司该如何配合股东行权以
及若不配合应承担何等责任。 这导致中小股东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 公司损害中小股东行权
的现象并不罕见, 存在股东的参会申请经常无人回应, 股东在会上的发言时间和提问数量被
 忽

不当限制, 公司回应股东质询时避重就轻、 选择性回答, 会议议事 “ 走过场” 等问题。

视程序的 《 公司法》 无法保障股东权利的行使, 难以实现股东之间、 股东与董事高管之间的
有效互动和沟通, 股东缺少参与感和主体感, 容易使潜在的利益冲突激化, 引发公司纠纷。

第三, 重放权, 轻限权。 《 公司法》 的几次修改均锚定 “ 放松管制, 强化自治” , 赋予

当事方更多权利, 将更多事项交由公司股东 ( 大) 会或董事会决策。 此种思路固然有利于缓
和 “ 重强制、 轻自治” 的弊端, 但立法者在纵向鸟瞰视角下的放权忽视了当事方间潜在的利
益冲突, 在程序上缺少对权利滥用的必要限制。 例如, 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背景下, 《 公

司法》 将利润分配完全交给公司自治, 结果往往是董事会制定方案, 大股东 “ 一锤定音” ,
中小股东无从知晓方案的制定理由和执行情况, 无法对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有效判
断, 也缺少足够的依据以信义义务制约方案制定者。 缺少限制恣意的程序性规范使公司自治
沦为大股东欺压中小股东的许可。 现代化的公司法不应简单地谈强化自治或去除管制, 而是
应关注如何实现非恣意的自治和有的放矢的规制。

第四, 重行为规范, 轻纠纷解决。 《 公司法》 对控股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但是缺少判断是否达到这种标准的可操作机制。 司法实践也就

的行为提出了实体性标准,

逐渐形成了 “ 重实体、 轻程序” 的裁判逻辑, 纠结于公司及其当事方的行为是否在实质上达



















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后只有 218 条 2 万余字。 然而, 英国作为判例法国家, 《 2006 年
公司法》 则以体系宏大、 规则细密著称, 共有 1300 条, 译成中文多达 50 余万字, 规则细密的原因之一就是
英国非常重视法律程序。 参见林少伟: 《 英国现代公司法》 ,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669 页。
参见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27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117 条、 第 122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115 条。
参见周琳: 《保护中小股东完善公司治理》, http: / / www. xinhuanet. com/ fortune / 2018-08/ 20/ c_ 1123294684. htm,
2020 年 4 月 10 日访问。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20 条规定: “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
债权人的利益。” 第 21 条规定: “ 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
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 148 条规定: “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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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标准, 这往往为法官力所不逮, 进而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 甚至是权力寻租, 使公司治理
 例如,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

的总成本增加。

定 ( 五) 》 第 1 条规定: “ 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 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
求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被告仅以该交易
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 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为由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维护实体公正这一目标无可厚非,
但此种裁判逻辑可能忽视了公司程序的法律意义, 也忽略了商事决策的复杂性和我国法官普
遍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 难以提供可操作的裁判标准, 不利于公司纠纷的解决。

第五, 重实体违法后果, 轻程序违法后果。 《 公司法》 在轻视程序性规范本身的同时,

对公司违反程序性规范的法律后果也缺乏规定。 这涉及两方面问题: 第一, 《 公司法》 未明
确公司违反程序性规定行为的法律后果。 例如, 《 公司法》 虽然在公司为内部人提供担保问
题上从绝对禁止变为交由股东 ( 大) 会通过公司程序决定, 但是公司违反程序性规范提供
担保的效力如何,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担保人违规担保的法律适用争议也进一步加重了公司
 第二, 《 公司法》 未明确当事方违反程序性规定的法律责任。 例如, 《 公司

的法律风险。

法》 未对董事在股东 ( 大) 会上不接受股东质询的行为规定法律责任, 这导致个人违反程
序性规定的成本很低, 相关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 二) 法律适应性不佳

公司法的现代化需要提升对当事方选择多样化和未来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而偏重实体性

规范的 《 公司法》 开放性不足, 无法适应时代变革, 难以满足公司治理的动态需求。

第一, 难以适应股东异质化与公司目标多样化衍生的公司治理需求。 现代社会中的股东

 “ 社会企业” 蔚然成风, 投资者投资公

在利益偏好、 治理能力等方面的异质化愈发明显,

司的目的已从单纯逐利转变为 “ 义利兼顾” 。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英美等国的公司法设
置了 “ 公共利益公司” 和 “ 社区公司” , 肯认了公司目标的多样性, 并设置了公益董事和公
益信息披露等配套制度, 以保证公司能够持续实现公益目的。 公益公司的特殊制度安排不仅
有利于保证公司公益目的的实现, 也能够帮助公益公司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国家财税政策的扶
 我国 《 民法典》 以法人目的为标准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 公司法人的目

植。

的被锁定为营利而非公益, 《 公司法》 也没有为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公司目的和治理框架上提

供选择的空间。 偏重实体性规范的 《 公司法》 无法适应股东异质化和公司目标的时代变化,
制约了我国公司多元化的发展。

第二, 难以适应公司股权结构与治理结构多样化的需求。 在 《 公司法》 1993 年制定和















See Zohar Goshen and Sharon Hannes, “ The Death of Corporate Law” ,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94, No. 2
(2019) , pp. 314-315.
由于法律的疏漏和 “ 重实体、 轻程序” 的倾向在我国根深蒂固,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往往将公司程序性规定
作为管理性规范 [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2009) 高民终字第 1730 号] 或者公司内部限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 民提字第 48 号] , 并不因违反相关规定而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这
导致 《 公司法》 对公司担保行为的程序性限制形同虚设, 越权担保频发, 加重了公司风险。
参见冯果: 《 股东异质化视角下的双层股权结构》 , 《 政法论坛》 2016 年第 4 期, 第 126 页。
参见陆军、 李佳巍: 《 社会企业的财税支持政策: 国际经验及启示》 , 《 学习与探索》 2016 年第 6 期, 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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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修订时, 股权与控制权相对集中是我国公司的普遍特征, 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大
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 如今, 我国已经出现股权分散的公司, 许多上市公司甚至
 股

已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伯利与米恩斯式的 “ 所有与控制分离” 的公司并不鲜见,

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问题更加凸显, 宝万之争等举牌事件也逐渐增多。 公司股权结构必将影
 变更公司治理的问题意识。 在变革时代, 多种股权结构的公司并存已经

响公司治理结构,

常态化, 单一的公司权力分配和公司治理结构无法满足公司治理的需求。 《 公司法》 需要在
公司权力分配上提供更开放的选择空间, 针对不同代理问题提供匹配的应对制度。

第三, 难以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公司治理难题。 在实现公司法的现代化的
过程中, 应为可能出现的问题留有制度空间, 特别要正视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给公

司治理带来的挑战。 当前, 应用人工智能参与公司决策和运营已经成为现实: 2014 年, 香港
风险投资公司深度知识 ( Deep Knowledge Ventures) 任命智能分析软件维塔尔 ( VITAL) 为
 芬兰科技公司叠拓 ( Tieto) 任命人工智能系统作为数据驱动业务领导团队的

董事会成员,
 在悄然来临的大数据时代, 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能力、 勤勉忠实程度和决策客观性

成员。
 《 公司法》

等方面的优势让人们有理由相信, 人工智能将在公司经营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董事信义义务对人工智能董事该

是否为股东 ( 大) 会选举人工智能系统为董事留有空间,

如何适用, 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 当然, 仅将人工智能作为董事决策的辅助系统, 而非作为
 然而, 这充其量只能是缓兵之

“ 董事” 来对待, 也许可以缓解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冲击,

计。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加入, 集合了智能合约、 算法及确定性代码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简称 DAO) 将迫使我们直面问题。 去中心化自治组
织可能是一个只有股东、 金钱和软件的公司, 除重大事项外, 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可以在区块
 去中心化

链上自主运行, 由自然人组成的董事会在 DAO 中将被早已设计好的代码取代。
 公司形态的发展并不以法律认可

自治组织的出现带来的将是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颠覆,

为前提。 《 公司法》 应为新事物留有空间, 不仅是为了促进新技术的发展, 更是为了延续自





























参见 [ 美] 阿道夫·A. 伯利、 [ 美] 加德纳·C. 米恩斯: 《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 甘华鸣、 罗锐韧、 蔡如
海译,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第 78 页。
参见 [ 美] 莱纳·克拉克曼等: 《 公司法剖析: 比较与功能的视角》 ( 第二版) , 罗培新译, 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0 页。
See Charles Groome, “ Deep Knowledge Ventures Appoints Intelligent Investment Analysis Software VITAL as Board
Member” , http: / / www. prweb. com / releases / 2014 / 05 / prweb11847458. htm, 2020 年 4 月 20 日访问。
See Press Release, “ Tieto the First Nordic Company to Appoi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Leadership Team of the New
Data-driven Businesses Unit” , https: / / www. tieto. com / news / tieto-the-first-nordic-company-to-appoint-artificialintelligence-to-the-leadership-teamof-the-new, 2020 年 4 月 20 日访问。
See Martin Petrin, “ Corporate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AI” ,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Vol. 2019, No. 3
(2019) , pp. 980-983.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146 条第 1 款列举的董事任职消极条件均针对自然人, 而
且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9 年修订) 第 95 条规定 “ 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 可看出我国 《 公司法》 制度体
系对 “ 非自然人董事” 持否定态度。 参见许德风: 《 论法人董事与代表人董事———兼议董事独立性的界限》 ,
《 法学》 2015 年第 3 期, 第 84 页。
参见林少伟: 《 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影响: 挑战与应对》 ,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3 期, 第 64-65 页。
参见 [ 加] 唐塔普斯科特、 [ 加] 亚力克斯·塔普斯科特: 《 区块链革命———比特币底层技术如何改变货币、
商业和世界》 , 凯尔、 孙铭、 周沁园译, 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22 页。
例如, 以应用以太坊为主的 ConsenSys 公司就是典型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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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存在的价值。
随着投资者偏好、 股权结构、 技术等要素的变化, 公司对组织目的、 组织结构和治理安
排等方面的制度需求日益异质化, 且这些需求都有正当性。 公司法获得适应性不能只依靠频
繁的修法, 而应藉由提供以一驽万的互动机制和开放结构。 以股东 / 公司同质化为假设, 试
图建立普遍适用的最优公司治理模式的公司法将难以应对变革, 立法者需要收起在制度建构
上的过分自信, 供给更具适应性的程序性规范, 给投资者和企业家留有更多空间。

二、 对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欠缺的同情式理解
在我国公司制度发育初期, 本土公司实践展开尚不充分。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欠缺渊

源于制度供给的紧迫现实需求、 域外法借鉴模式的单一以及民商合一传统的影响。 彼时, 国
家管控经济的路径尚未变轨, 网络信息技术亦未成熟至足以催生新机制的水准。
第一, 我国早期公司制度供给匮乏, 强调结构搭建和实体权利分配的公司立法思路适应

了紧迫的制度需求。 在 1993 年 《 公司法》 通过前, 我国刚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实体权利的分配是实

改革目标, 亟需通过出台 《 公司法》 助力国企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

现立法目标最有效率的方式, 清晰划定公司及当事方的权利和行为边界、 提供明确制度安排
的公司法, 当然成为立法者快速实现公司制度从无到有的不二之选。 在 2005 年修订时, 《 公
司法》 的制度目标从服务国企改革转向鼓励投资创业和保护投资者, 实现此种转向的直接方
式便是实体权利的赋予和权利行使限制的克减。 例如, 《 公司法》 允许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
 降低最低注册资本限额,

 增加股份回购的情形。



或提供担保,

第二, 域外法借鉴的实体法偏好。 借鉴域外法不仅能够弥补我国早期公司实践匮乏导致

的本土经验不足, 而且有利于实现 《 公司法》 的国际化。 移植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制度是
改善制度供给的最有效率方法, 而关于公司组织结构和公司当事方权利义务的实体性规范往
往最能体现一国公司法的特色, 这导致在我国早期立法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域外法借鉴的实
 将英美判例

体法偏好。 例如, 《 公司法》 在 2005 年修订后, 引入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特色实体法规范的借鉴也

法中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成文法化, 以防止股东滥用有限责任。
 在此情况下, 域外公司法中虽然有相对丰

被视作我国 《 公司法》 实现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富的程序性规范, 但难以引起我国立法者和学者的足够关注。

第三, 我国 《 公司法》 长期受制于民商合一的传统。 一般认为, 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

法体例,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其制度设计长期受制于民法的制度和理论, 《 公司法》 也






















参见朱慈蕴: 《 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 最新发展与未来走向》 ,
《 东方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92-93 页。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6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26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43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123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05 年修订) 第 20 条第 3 款。
参见朱慈蕴: 《 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 最新发展与未来走向》 ,
《 东方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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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更注重行为的实体结果而非行为的过程和程序。 例如, 我国立法和学理均将公司决议作
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 以传统意思表示理论为基础构造起来的公司决议制度必然偏重决议
结果而忽视决议程序。 虽然意思表示要经过形成行为动机、 效果意思、 表示意思到表示行为

 但是法律仅聚焦于效果意思为何以及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是否一致等问题。



四个步骤,

亦即, 法律仅关注主体意思决定的内容, 而不关注意思决定的过程。 意思表示理论关注的主
要是自然人, 理论视阈锁定于自然人, 意思决定的过程是自然人的内心活动, 无需规制, 仅
评价意思决定的结果足以实现制度目的, 也不会损害相对人的利益。 将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
 自然会忽略公司内部共同决议的程序和过程, 导致

法律行为机制套用到公司决议制度中,

“ 我国公司制度系统对组织决策程序的认知重心在于决议以及最终形成决议的会议, 对商事


交易语境中的决策过程重视不足” 。

第四, 我国商事主体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国家需要对商事主体进行 “ 家父式” 的关怀。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商事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均有不足, 国家对商事主体进行保护
式干预具有正当性, 立法也必然优先对 “ 家父式” 管控提供制度支持。 “ 命令—控制” 式规
制路径需要 《 公司法》 通过大量实体性规范明确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及其当事方的行为边
界。 虽然我国商事主体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 但是以国家具有充分信息和理性为前
提假设, 以国家判断优于当事人判断为基础性认识, 怀有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的制度目的, 立法者难以摆脱以实体性规范为当事方设定最优公司治理模式的诱惑。
第五, 网络信息技术不成熟导致程序性规范实施的成本较高, 引入过多的程序性规范将
牺牲公司治理效率。 在我国公司实践初期, 网络信息技术尚不成熟, 更谈不上普及, 股东参

与股东 ( 大) 会等公司程序的运作成本较高, 公司的内部决策和对外行为若经过多项程序,
也将对效率造成较大损害。 因此, 当此之时, 精细的公司程序装置无疑过于奢侈, 甚至将成
为公司的 “ 不可承受之重” , 听任程序性规范的欠缺是立法者的无奈之举。

在 《 公司法》 建构初期和制度目标变更时期, 鉴于公司法理论的不成熟和本土公司实

践的匮乏, 商事主体风险防范意识有限, 强调框架建构和实体权利分配的公司立法思路确有
优势, 要求完善公司的程序性规范或实现彻底的程序转向并不现实。 如今, 我国公司实践日
益丰富且渐趋多样化, 公司法理论研究更加完善, 商事主体愈发成熟, 国家经济规制的理念
也从 “ 家父主义” 转向 “ 简政放权” 和 “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 公司法》

对实体性规范的需求逐渐降低, 实体性规范的适应性也日渐式微。 强化公司法的程序性是解
决现有问题和实现公司法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网络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也为公司程序高效
率、 低成本运行提供了条件, 通过此次修改实现 《 公司法》 彻底的程序转向恰逢其时。

三、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的比较优势
对 《 公司法》 程序性规范的比较优势, 可以从公司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参见梁慧星: 《 民法总论》 (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76 页。
参见蔡立东、 刘国栋: 《 司法逻辑下的 “ 假离婚” 》 ,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5 期, 第 139 页。
《 民法总则》 和 《 民法典》 均将法人决议 ( 第 134 条) 归入 “ 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
潘林: 《 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 , 《 法学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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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程序性规范的外部优势

从公司对外关系看, 程序构成了公司得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重要机制, 提供了确保交易
安全的制度屏障, 也为公司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可操作且相对公正的裁判标准。
第一, 程序是公司得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重要机制, 也是股东享受有限责任制度优益的
必要条件。 公司法不仅要考虑内部成员之间的协调和制衡, 还要保护债权人等公司外部人。
公司相比于商个人和非法人企业的典型特征是股东的有限责任。 为了保证债权人的权益, 公
司法须防止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的混同, 程序性规范的比较优势由此凸显。 正如汉密尔顿教
授所说: “ 任何阅读有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案件的人, 都将被法院对遵守公司程序性



要求的强调并将其作为在合同和侵权案件中要求股东承担个人责任的理由的做法所触动。” 
揆诸司法实践, 存在如下情形, 公司容易被判定为只是股东的 “ 另一个自我” 或 “ 工具” :

( a) 公司在没有完成组建的情况下就开始营业; ( b) 没有举行股东会或董事会 ( 或者没有
取得书面同意) ; ( c) 决议是由股东以他们是合伙人一样的非正式的方式作出的…… ( f)

 可见, 程序是公司获取主体地位并得以区别于其他主体的重

没有完整的公司和财务记录。

要机制。 公司在严格和繁琐的程序上所承担的成本是股东获得有限责任优益的代价, 也是保
护债权人的一种方式。
第二, 程序性规范是交易安全原则落实于公司治理的制度保证。 程序性规范强调公司行
为应该遵循特定的步骤、 顺序、 方式和时限, 这使公司从内部决策到对外行为都有迹可循,
交易相对人和第三人也可借此知悉与交易主体和交易内容相关的信息, 并品判信息的法律意
义, 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 由此, 程序性规范与商事公示主义、 通知主义和外观
主义有机融合, 提升了交易双方的交易安全。 例如, 《 公司法》 明确公司担保需要由股东
( 大) 会或董事会决策, 债权人应通过审查是否有符合法律形式要求的公司决议来确定行为


是否基于公司真实意思, 同时也可借此证明自己为善意相对人, 保证担保合同的效力。

第三, 程序性规范可以为公司纠纷的解决提供可操作且相对公正的裁判标准。 进入司法

 判断这些决策

程序的公司纠纷往往涉及公司当事方的重大或有明显利益冲突事项的决策,

在实质上的正当性往往需要法官对决策时公司经营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有深入把握和妥当理
解, 对此大多数法官力有不逮。 相比于我国法院在公司纠纷中 “ 重实体、 轻程序” 的裁判逻
辑, “ 重程序、 轻实体” 的裁判路径可能是更切合实际的选择。 自史密斯诉凡·高科姆案

 董事决策是否达到程序上的合理注意 ( process due care) ,

( Smith v. Van Gorkom) 以来,

逐渐成为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分析商业判断规则能否适用的前提。 仅当决策不能满足信息披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West Groups, 2000, p. 145.
See Robert W. Hamilt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West Groups, 2000, pp. 145-146.
2019 年 1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 法 〔2019〕 254 号) 第 17 条亦
采此观点。
例如公司并购和关联交易等事项。
See Smith v. Van Gorkom, 488 A. 2d 858 ( Del. 1985) . 案情为: 股东 Smith 起诉上市公司董事 Van Gorkom 在公司
合并中未尽勤勉义务。 法院认为, 董事 Van Gorkom 在确定公司出售价格时未能遵循合理程序从而导致股东利
益受损, 违反勤勉义务, 应负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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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无利害关系股东 / 董事多数通过等程序性要求时, 法院才会重点审查决策实质上是否公
 特拉华州法院此后的一系列判决虽然争议不断,

 但最终确立了美国公司治理中的

平。

“ 程序文化” 。 正如耶鲁大学梅西教授所言: “ 特拉华州公司法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决议程序是



否满足形式而非实质内容是否合法, 程序问题已事实上成为特拉华州公司法的主旋律。” 

特拉华州法官多遴选自顶级商业律师, 他们对于商业决策至少有相对丰富的间接经验。 然
而, 基于对商业决策复杂性和自身经验能力有限性的充分认识, 他们选择以程序合法性而非
实体合法性作为纠纷裁判的主要标准, 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标准, 并努力在公司自治与
股东保护之间达成平衡, 这至少是现实主义的次优选择。 我国法院在关联交易纠纷等公司纠
纷中秉持的裁判逻辑忽视了公司程序的法律意义以及法官能力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 应予检
讨。 以程序合法性作为纠纷裁判的主要标准, 并不是让法院仅审查公司当事方是否在形式上
完成了法律的 “ 规定动作” , 而是要着重审查关联股东是否回避表决, 其他股东的程序性权
利是否得到保障, 董事的程序性义务是否切实履行, 相关方案的制定是否基于正当的程序和

真实可靠的信息, 关键是判断信息沟通、 意见协商和有效互动等 “ 强程序性规范” 的制度目
标是否实现。 法院对上述问题的审查若能获得肯定性的答案, 应当允许公司当事方以此为由
进行抗辩。

( 二) 程序性规范的内部优势

程序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开放的结构和选择的空间, 为公司决策提供确定性和合法性,
在保障权利行使的同时, 限制公司当事方的恣意, 成为促成公司法中强制与自治间反思性平
衡的主要机制。
 程序性规范为公司治理提供开放的结构和

第一, 程序的本质特点是过程性和交涉性,

选择的空间以应对变动不居的公司运营环境。 程序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 程序性规范并不事
先给出一个预定的结果和状态, 而是授权公司当事各方相机作出不同的决定, 程序规范的重


点不是决定的内容、 处理的结果, 而是谁按照什么步骤、 顺序、 方式和时限来作出决定。

事实上, 现代公司立法均大量运用程序性规范, 结果是法律仅确立体现为适当相互作用机制
的行为规则, 通过当事方因应具体场景的交涉与互动, 实现问题的解决。 程序性规范使正当
性利益主张汇聚一堂、 交涉影响、 浑然一体, 由此形成的利益均衡结构具有无限演化的可能
性。 公正合理的法律程序是改善选择条件和效果的有效工具, 它能够使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保
持一种静中有动的状态, 成功地应对现代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 适应由此而来的公司治理的
















See Weinberger v. UOP, Inc. , 457 A. 2d 711 ( Del. 1983) . 此观点在 《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 第 144 ( a) 条中
也有体现, 其规定, 对于董事或高管从事关联交易的, 只要董事或高管将其利益冲突及有关交易的重要事实
已向董事会或委员会披露, 并且该交易被无利害关系董事 / 股东批准, 则交易并非无效。
有学者认为, 这将董事决策前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如何避免决策有程序瑕疵上。 See Charles M. Elson and Robert
B. Thompson, “ Van Gorkoms Legacy: The Limits of Judicially Enforced Constraints and the Promise of Proprietary Incentive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96, No. 2 (2002) , p. 593.
[ 美] 乔纳森·R. 梅西: 《 信守承诺是公司治理的基石》 , 戴欣、 赵万福、 赵舒窈译,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5 页。
参见季卫东: 《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 《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1 期, 第 90
页。
参见蔡立东: 《 公司自治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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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节奏。 正是公司程序提供的开放结构和选择空间, 才使双层股权结构等多样化的公司制
度得以诞生, 股东异质化的利益主张得以调和, 公司在复杂变动的经济环境中得以生存。

 程序的普遍形态

第二, 程序是公司决策的主要机制, 也是决策获得合法性的依据。

是, 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 充分地汇集现有信息, 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 在当事
方的理解和认可下作出决定。 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 而是通过促进信息对称、 增进意见
 对不同

疏通、 加强理性思考、 扩大选择范围、 排除外部干扰来保证决定的成立和正确性。

利益主张的恰当回应和有机整合无法通过公司法的实体性规定实现, 程序性规范提供了不同
利益相互竞争、 相互作用的场所, 能够根据不同的条件和场合对各种利益加以相机调整, 形
成相对均衡的结构。 程序回避了对正确目的和价值的认定, 维护了主体相互作用的格局。 在
价值多元、 利益分歧的场合, 程序成为作出决定的主要机制, 是决定合法性的最有力支撑。
 公司当事方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充分沟

在我国公司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的情况下,

通、 参与决策并形成有拘束力的决议, 能够增进对各方利益主张的理解和对公司决策的认


同, 减少公司政策执行时的阻碍, 促进公司法的自我实施。

 程序性规范为保证程

第三, 程序是保障公司当事方权利行使并限制恣意的重要机制。

序功能的正常发挥而不至于流于形式, 主动地对分化的当事各方力量进行适度调适, 保持他
们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程序具有实质意义的参加、 形成理性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既要防
止国家对公司自治的过度干预, 也要确保主体获得不受私法控制的经济自由。 程序性规范在
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 通过信息披露等制度强制公司向各当事方及时地提供真实、 准
确、 完整的信息, 矫正信息的不对称; 通过完善公司决议等制度强制公司对当事方正当的权
利行使进行适当回应, 促进有效互动, 防止公司成为个别人的 “ 一言堂” ; 通过回避表决等
制度在程序中划定权利行使的边界, 限制权利滥用。 通过这些校正措施, 使当事各方力量实
现了大体均衡, 抑制了任何力量独断专行、 恣意妄为。 于是, 当事方在明确界定的活动范围


和权限内良性互动, 共同形成不同于任一当事方单方表达的理性选择。

第四, 程序是平衡国家强制和公司自治的基本途径。 由于程序确定了当事方的互动机制
和行为规则, 程序的正当是保证决策内容合法性的基础, 程序性规范应为强制性规范, 而实
体性规范的内容对应公司当事方互动形成的决策结果, 原则上应为任意性规范。 更进一步,
公司法的程序转向能够助推国家经济规制策略在公司场景下的变现, 实现市场力量与国家力
量间的平衡。 公司是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重要组织, 无法脱离国家规制空谈公司自治。 在关
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根本转变的前提下, 国家对公司的规制应从 “ 命令—控制式规



















参见蔡立东: 《 公司自治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58 页。
参见季卫东: 《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 《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1 期, 第 84
页。
特别是缺乏外部控制权市场的情形。 参见龚浩川: 《 论敌意收购中大额持股变动违法之法律责任———基于证券
监管与司法裁判的实证研究》 , 《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2 期, 第 63-64 页。
See Bernard Black and Reinier Kraakman, “ A Self Enforcing Model of Corporate Law” ,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No. 8 (1996) , pp. 1911-1982.
参见季卫东: 《 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 , 《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1 期, 第 87
页。
参见蔡立东: 《 公司自治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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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治理不再单纯是国家预设的法律秩序的实现, 而

制策略” 转为 “ 程序性规制策略” ,

主要是公司当事各方在国家创设的程序中进行利益平衡与妥协的结果。 此时, 具有强制力的
法律尽管主持着程序的展开, 却一直处于被动的注视和倾听的位置, 而不主动介入各方的具
体活动, 从而为决定的多种可能性提供制度支持。 国家通过程序性规范实现对公司的间接规
制, 从而达致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间的反思性平衡。

四、 《 公司法》 程序转向的展开
本次修法为我国 《 公司法》 从关注实体性规范转向聚焦程序性规范、 从 “ 弱程序性公

司法” 转向 “ 强程序性公司法” 提供了有利时机。 通过在 《 公司法》 中增加程序性规范,
广泛借鉴域外法经验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本土问题, 强化对公司当事方程序权利行使的保
障, 能够实现公司法中自治与强制间的反思性平衡。 为实现此种转向, 借助 “ 强程序性公司
法” 实现公司法的现代化, 在制度设计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需要说明的是, 《 公司法》 的程

序转向是 《 公司法》 修改的整体理念, 制度展开遍及公司结构、 组织、 资本、 决策、 投资、
交易、 合并和重组等公司制度的各个方面, 限于篇幅, 下文将以股东 ( 大) 会制度为例, 集
中例示如何在制度上聚焦公司当事方程序权利的行使, 以改进我国 《 公司法》 。

第一, 增强程序的开放性, 放宽股东 ( 大) 会决策事项, 将公司治理中的主要议题, 特

别是当事方利益冲突明显的议题更多地纳入到公司决议程序中, 立法者的判断要让位于公司
当事方的互动决策。 首先, 应允许当事方通过股东大会选择公司目的。 为了满足投资者义利
兼顾的目的, 可以允许公司在商业目的之外同时选择公益目的, 以及配套设置专职公益董
 英美等国

事、 董事高管行为标准、 公共利益实施程序、 年度公益报告和公司转型等制度。
 我国可在 《 公司法》 中设单章或单节规定公益公司的特别

已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实践,

规则。 其次, 应允许公司选择适合的治理结构。 在公司治理中, 不仅有代理成本, 还有委托
人行使控制权时的被代理成本 ( 能力成本和冲突成本) , 两种成本随公司具体情况不同而有
所差异, 不存在普遍适用的、 最优的公司控制权分配模式, 故应允许公司基于自身控制权分
 当然, 《 公司法》 可以设置默认

配需求来调整治理结构, 而不是强制推行某种治理结构。

的缺省治理结构, 同时为公司留有进一步选择的空间。 《 公司法》 应允许股东 ( 大) 会在成
员权利、 机关权力甚至机关设置上, 通过正当程序进行选择。 例如, 《 公司法》 应允许公司

设置双层股权结构, 允许股东选举人工智能董事, 允许股东选择将部分股东 ( 大) 会的权力
授予董事会, 选择是否设置独立董事。 最后, 原本由 《 公司法》 直接规定的、 在公司治理中













See Julia Black, “ Proceduralizing Regulation: Part I” ,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0, No. 4 ( 2000) ,
pp. 597-614.
See Model Benefit Corporation Legislation, https: / / benefitcorp. org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Model% 20benefit% 20corp%
20legislation%20_ 4_ 17_ 17. pdf, 2020 年 4 月 20 日访问。
例如, 美国已经有 36 个州在公司法中增设了公益公司 ( Benefit Corporation) , 英国也设置了社区利益公司
(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
See Zohar Goshen and Richard Squire, “ Principal Costs: A New Theory for Corporate Law and Governance” ,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17, No. 3 (2017) , p.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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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重大和存在利益冲突的事项也应交由股东 ( 大) 会决定。 例如, 《 公司法》 第 115 条规

定: “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虽然公司对内
部人提供借款容易增加公司风险, 但在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普遍实践的背景下, 公司内部人借
款的风险未必高于外部人借款, 而且内部借款还能提升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

忠诚度, 是否允许应由公司依程序自主决策。 例如, 德国 《 股份法》 第 89 条第 1 款规定,
只要董事贷款行为特定, 贷款利率和偿还事项明确, 获得监事会决议通过, 公司就可以为董
事提供贷款。 只要决策程序合理, 当事方程序权利行使得到充分保障, 交由无利害关系当事
方决策, 内部人贷款这种可能损害公司的事项仍可由公司自治, 无需法律越俎代庖。
第二, 保证程序的过程性和交涉性, 关注程序参与者的权利行使, 保障程序参与者的信
息获取和意见表达, 助其在公司程序中有效互动, 从而提升决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加强程
序公开, 即公司中的程序规则和程序进程应该对可能的参与者公开, 相关内容应公布在公司
的网站或其他的通讯平台上, 动态更新相关信息, 增进程序在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上的作


用, 减少信息不对称的产生, 降低公司程序中的代理成本。

我国 《 公司法》 在股东 ( 大) 会制度中更关注股东 ( 大) 会表决程序的规则, 对召集

程序和议事程序规则关注较少, 立法比较粗疏。 为此, 需要通过完善股东 ( 大) 会召集和议
事程序来加强当事方的信息沟通和意见协商。 只有在股东之间、 股东与董事高管之间充分沟
通和协商后, 才能更好地协调股东集体行动, 促进共识的达成, 提升决策的合理性。 即便在
股权集中的公司中少数股东影响公司决议结果的可能性微弱, 完善的召集程序和议事程序也
是防止公司决策 “ 黑箱化” 和 “ 形式化” , 实现股东民主和平等, 提升决策过程开放性和决
策结果合法性的重要保证。



在召集程序中, 《 公司法》 仅规定了召集有限公司股东会的主体和发送通知的期限,

 会议召集

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规定, 虽增加了通知审议事项的要求, 但相对粗略。

程序的功能不能仅限于保证股东可准时参加会议, 还应高效传递信息, 保障股东对审议事项
有充分了解, 公司应及时将相关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且清晰易懂地通知股东。 鉴于股东之
间及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 召集程序也应是回应性的, 具有信息沟通的功能。 召
集程序不应由公司董事会和控股股东单方面掌控, 而应该允许股东对审议事项提前发表观点
和提出质疑。 召集程序的此等功能已为多国立法所重视。 例如, 英国 《 2006 年公司法》 在
召集程序中规定了 “ 股东声明” 制度, 股东可就会议审议事项发表不多于 1000 字的声明并
 德国 《 股份法》 中也有类似的 “ 反提案” 制度,

 股东可以在

要求公司向其他股东传阅。

规定时间内向公司递交针对董事会提出特定议题的反提案并附上理由, 公司应将该股东的姓
名、 理由和可能的管理机关意见及时通知其他股东。

















参见陈钊: 《 信息与激励经济学》 ( 第三版) ,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0
页。
参见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40 条、 第 41 条。
参见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101 条、 第 102 条。
英国 《2006 年公司法》 第 314-317 条规定了股东请求公司传阅声明的权利和程序。
参见德国 《 股份法》 第 126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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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对议事程序的规定更加薄弱, 在有限公司中, 甚至完全交由公司章程规定,
在股份公司中, 则留有诸多制度空白。 股东 ( 大) 会涉及的人员一般较多, 参会方式多样,
公司具体情况各异, 议事规则应该保有相当的灵活性。 股东 ( 大) 会议事程序的重要功能在
于通过充分的质询、 说明和讨论来传递和验证信息, 加强公司当事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意见
 使股东充分理解审议事项之利弊, 进而自主作出更理想的决策。 股东通过议事程序

协商,
可检验董事会能否提供充分的信息和理由以支撑提案, 实现股东 ( 大) 会对董事会的监督,
为董事诚信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的落实提供事实基础。 完善议事程序不仅是股东获得、 验证
和分析信息的保障, 也是股东有效决策和监督董事会的前提。 因此, 《 公司法》 即使难以规
定统一的议事程序规则, 也应提供原则性规定, 保障股东议事和质询权、 建议权的行使, 促
使董事和高管履行相应义务。 议事程序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第一, 方便股东参会议事,
丰富股东参与议事的方式。 例如, 上市公司应提供视频直播和在线问答等网络参会议事方
式, 这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非常重要。 第二, 《 公司法》 不仅应规定股东在议事程序中
 还应该明确董事高管应如何承担相应的义务, 强化股东与董事高管间的有效互

有质询权,
动。 例如, 英国 《2006 年公司法》 第 319 条第 1 款规定: “ 在可交易公司的成员大会上, 该
公司必须应答参加该会议的成员提出的与在该会议上处理的事务相关的任何质询。” 德国
《 股份法》 第 131 条也有类似规定: “ 出于恰当评判大会议题之必要, 经请求, 董事会应在股
东大会上就公司情况向每个股东作出答复” , 还规定 “ 答复应符合认真、 忠实汇报的原则” 。
相比召集和议事程序, 《 公司法》 虽然对表决程序的规定较为详细, 但从程序功能发挥
的角度进行审视, 相关制度的设计仍有不足之处。 公司中小股东不愿参会投票的现象在我国
非常普遍, 上市公司尤为如此。 股东参会和投票比率不高, 这也影响了股东 ( 大) 会决议程
序的信息沟通、 决策形成和公司监督功能的发挥。 作为公司控制者的大股东和董事会则基于
自身利益乐见其成。 对此, 《 公司法》 可以规定股东出席和决议通过的法定人数。 例如, 日
本 《 公司法》 第 309 条规定: 股东大会的决议, 除章程另有规定的情形外, 以持有可行使表
决权股东的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出席, 以该出席股东的过半数表决权通过, 也可以根据审议
事项重要性的差异规定不同的法定出席和表决比例。 通过规定股东参会投票的 “ 定足数” ,
可以倒逼公司主动保障股东的权利行使, 采取便利参会投票的方式, 推动表决权委托 / 征集
和股东表决建议等制度的应用, 保证决议程序功能的发挥。 至于股东参会和决议通过的具体
“ 定足数” , 法律可以给出一个缺省标准, 同时允许股东通过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设置更高


的标准, 这样也可以兼收限制资本多数决滥用之功。
第三, 防止程序参与者滥用权利, 针对互动中潜在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冲突, 《 公司法》
应从个体主义视角设计公司当事方的互动程序, 设置制衡机制。 一则, 在召集程序中, 《 公
司法》 应对当事方的权利给予必要的限制。 例如, 英国 《 2006 年公司法》 规定, “ 股东声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43 条规定: “ 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
定。”
参见蒋大兴: 《 重思公司共同决议行为之功能》 , 《 清华法学》 2019 年第 6 期, 第 135 页。
《 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第 150 条规定: “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
参见王建文: 《 论我国引入公司章程防御性条款的制度构造》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5 期,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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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 程序转向论———以股东 ( 大) 会制度完善为例
 还规定了公

明” 的提交者须为持有 5%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 100 名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
 法律也明确划分了由公司承担费用和股东承

司可申请法院免去公司传阅声明义务的情形。

担相关费用的情形, 防止股东滥用权利。 同样, 德国 《 股份法》 进一步规定了公司无须通知
 二则, 议事程序的设计亦应限制股东滥用权利。 一方面, 应当赋予主

“ 反提案” 的情形。

持人对股东的质询权和发言权予以适当时间限制的权利。 另一方面, 应当明确董事和高管可

拒绝答复的事项范围。 例如, 英国 《 2006 年公司法》 第 319A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下事项:
(1) 答复将不当干涉该会议的准备工作; (2) 答复涉及商业信息的披露; (3) 在网站上以

回答问题的方式已经作出应答; (4) 对该质询的应答将不利于公司的利益或者该会议的良好


秩序。

第四, 关注程序效率, 程序性规范应该注重程序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 在保证程序功能
实现的同时, 尽量降低成本。 前文对决议程序的讨论主要以规模较大的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
为对象, 在实现程序公正的同时, 也增加了制度成本, 牺牲了程序效率。 然而, 这对于规模
较小、 资源有限的有限公司并不适当。 小规模的有限公司人数少, 公司成员互相熟悉, 通知
和沟通方便, 这为公司决策在采用灵活变通程序的同时保证程序性规范立法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基础。 我国 《 公司法》 第 37 条第 2 款规定, 有限公司中全体股东对需股东会审议事项以
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 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 便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不
过, 以书面决议代替会议决议的条件较高 ( “ 一致同意” ) , 对于某些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
突的事项难以被运用。 为实现程序公正与效率间的平衡, 可以规定以全体股东均出席股东会
作为公司免于实施召集程序的前提。 例如, 德国 《 有限责任公司法》 第 51 条规定, 股东会
未按规定召集不可作出决议, 但在全体股东均出席的情况下仍可以作出决议。 即使股东会未
按法定程序召集, 但若能保证股东参会和充分协商, 不失设置召集程序之制度目标, 则可以
简化程序。 总之, 确保程序效率为法律程序设计之原则, 但追求程序效率需以达成程序公正
为前提。

第五, 公司程序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配套的法律责任提供外部动力和坚实保障。 《 公司

法》 虽规定股东可请求撤销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法的股东 ( 大) 会决议, 但决议撤销并
未让程序违法的直接责任人承担法律后果, 不足以阻吓责任人再次违法。 强化程序违法的个

人责任是 《 公司法》 保护公司程序功能正常运行的常见措施。 为了保护股东的程序性权利,
实现股东 ( 大) 会程序的功能, 可在 《 公司法》 中对程序违法的直接责任人设置行政罚款
责任。 例如, 对董事违反召集程序的情形, 德国 《 股份法》 第 405 条第 (3a) 和 (4) 款规
定, 董事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该法规定, 未转达或者未正确、 未完整、 未及时转达召集事
项, 或在公司网页上未提供或者未正确、 未完整提供关于召集事项说明的, 可被处以两万五
千欧元以下罚金。 再如, 对董事违反议事程序的情形, 日本 《 公司法》 第 976 条第 9 项规
定, 董事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对股东要求说明的事项不予说明的, 应被处以 100 万日元













参见英国 《2006 年公司法》 第 314 条。
参见英国 《2006 年公司法》 第 317 条。
参见德国 《 股份法》 第 126 条第 1 款。
德国 《 股份法》 第 131 条第 3 款也有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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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罚款。 反观我国 《 公司法》 “ 第十二章法律责任” , 其未对公司违反程序性规范设定法
律责任, 实为疏漏, 修改时应进行增补, 同时明确责任主体和处罚主体。

结

语

从聚焦实体性规范到注重程序性规范, 保障程序权利的行使, 将构成我国 《 公司法》 的
第二次现代化, 目标在于推动从 “ 弱程序性公司法” 到 “ 强程序性公司法” 的演进。 “ 强程
序性公司法” 同样并非尽善尽美, 但它开放的结构和应变的能力铸成了其包容性禀赋, 如
此, 能够充分保障当事方权利的行使, 为公司提供试验和创新的广阔制度扩展空间, 使公司
得以在面对变动不居的经济环境和当事方的异质化需求时, 相机作出选择, 实现强制与自治
间的反思性动态平衡, 使当事方之间的利益结构具有无限演化的可能性。 “ 强程序性公司
法” 在摆脱强制的同时, 形成了限制当事方恣意的有效机制, 保障充分的信息沟通和意见协
商, 为公司决策注入确定性和正当性。 “ 强程序性公司法” 还可以为公司纠纷的解决提供可
操作且相对公正的裁判标准, 确保主体获得脱离私人控制的经济自由, 助推既丰富多彩又和
谐有序的经济秩序。

Abstract: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essively relying on substan-

tive norms for a long time has resulted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law, thus it fails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s also difficult to accommodat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to adapt to the times. This originates from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pany system, the preference of substantive norms borrowed from extra-

territorial law, the tradi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the path dependence

of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cedure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Externally, procedure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demonstrate the company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and also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and relatively fair standard for the settlement of corporate disputes. Internal-

ly, procedure provides a dynamic structure for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system and inject certainty
and legitimacy into corporate decision - making. The Company Law realizing the procedural transformation could not only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but also limit their arbitrariness, thus achie-

ving the reflective and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ompulsion and autonomy. The forthcoming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should focus on procedural norms instead of substantive norms and realize a
transformation from “ weak procedural company law” to “ strong procedural company law” .

Key Words: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Procedural Norms; Substantive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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