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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资

金的优化配置，兼顾投资性和投机性，并能够充分实现改革成果和社会利益共享，能够
在国家强制和个人自治间获得均衡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证券立法必须把安全原则放到
首位，同时兼顾利益平衡原则、效益原则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原则。证券法的修改应当着力
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退市、上市公司收购和证券市场监管四个方面进行。
［关键词］ 证券立法； 金融安全； 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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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7 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修订
草案） 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 2005 年对《证券法》进行大规模修改后为了补齐证券市场的漏洞 ，
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进行的一次重要修法活动 ， 其结果将会对中国未来资本市场甚至整
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 因此准确定位中国证券法的立法价值目标， 妥善处理证券市场
中复杂的利益关系，不但直接关涉中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 而且更关系到中国资本市场治理
乃至整个社会治理能否顺利步入良性化发展轨道 。

一、正本清源———证券法的立法价值目标
证券法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价值目标的设计是否科学和准确不但
决定了其制度设计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 ， 即是否能够准确因应证券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而且直
接影响到具体制度设计的实施效果 。 根据各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不难发现， 能够促进证券市场
良性发展的证券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

（ 一） 有效改善公司治理，调动公司创造社会财富积极性
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有效改善公司治理 ， 并能充分调动公司创造社会财富积极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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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公司是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最有效组织方式， 按照道格拉斯 · 诺斯和罗伯斯 · 托马斯
的观点：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 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
原因之所在。”①“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组关于权利、 责任和义务的规
则，能够为一切创造性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广大的空间 。”② 虽然从表面看， 证券法系以证券交易
作为自己的主要规范对象，其本身并不直接负有改善公司治理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功能， 但由于公
司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但会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 ， 而且会改变公司的治理模式， 因此证券法同样
具有改善公司治理的功能。
基于这样的定位，证券法的设计有必要打破市场管制主义的神话， 将证券法由单纯的管制型
法律改造成管制型与赋权型并重的混合型法律 。其原因在于“不要认为政府官员有多么高明， 不要
试图通过政府的政策、计划从外部来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 和世界万物的发展规律一样， 决
定经济增长的是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不是发生变化的根据 ”①。 市场运行自有其自身的
运行规律与运行要求，不能用政府判断代替投资者判断， 也不能用行政选择代替市场选择。 具体
而言，一方面要赋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以更多的实体性权利 ，以保障股东更多地参与公司事务；
另一方面要赋予公司以充分的自主权 ，突出证券法的赋权型法律特质。这里的所谓“赋权型 ”法律，
就是指允许管理者和投资者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建构公司治理体系 ， 而不需要监管者去作
大量的实质性审查。

（ 二）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
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 增强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的法律制度体系。
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概念 ，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 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
证券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载体之一 ，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虚拟经济膨胀， 实体经济
虚弱。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 金融行业资金回报率与实业回报率差距增大 ； 国
家投放的大量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 ，而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这点在证券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②
究其根源除却资本天生逐利的本性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公司制度赋予资金方以股权方式
参与甚至控制公司管理。
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 没有实体经济作支撑的虚拟经济是一种不
可能持久发展的经济运行方式。 虚拟经济的最大弊端是扭曲资源配置方式，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进一步发展， 使虚拟资本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
发展轨道，从而进一步放大了金融风险， 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 在证券立法中必须实行实
体经济优先原则，虚拟经济必须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 实体经济应当作为证券市场的主
要经济载体。
理想的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准确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 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经济
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目标。证券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不断寻找刺激点， 鼓励企业采取各种刺
激手段增强企业活力。其中较为典型的，如以充分调动公司管理层积极性为目的的股票期权制度 ，
以强化员工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为目的的职工持股制度 ， 以鼓励投资人长期持续地持有公司股票为
目的的类别股制度，以保护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勤勉尽责为内容的商业判断规则等。 为了实现对实
体经济的保护，法律还必须对那些有害于交易安全、 有害于企业竞争的行为进行限制， 特别是防
① 徐滇庆、李瑞：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 页。
② 以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例，截至 2017 年 4 月底，A 股共有上市公司 3 223 家，其中金融类上市公司 70 家，占比仅为 2. 17% 。

以 2016 年年报数据 统 计，这 些 金 融 类 上 市 公 司 的 总 资 产 占 所 有 上 市 公 司 的 76. 91% ， 净 资 产 占 比 39. 98% ，净 利 润 占 比
52. 84% ，尤其是 25 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比分别高达 68. 81% 、32. 24% 、45. 22% 。参见蔡咏、吕海、刘
涛、虞坷、施雪清： 《我国社会资金“脱虚入实”的困局与对策》，《券商中国》2017 年 5 月 31 日，第 A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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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虚拟经济鸠占鹊巢挤压实体经济 ， 有必要严格规范虚拟经济体上市的条件， 合理开发利用衍生
产品进行风险管理，积极稳妥推进我国期货期权市场建设 。①

（ 三） 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方式和配置范围
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有利于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方式和配置范围的法律制度体系 。 无论
是公司的发行行为还是交易行为， 都属于典型的市场行为。 既然是市场经济行为， 那么当然应当
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实现奖优罚劣的目的， 因此证券市场的首
要作用是优化资金配置而非对资金进行调拨和分配 。 进一步说， 虽然证券市场有帮助企业实现社
会融资的功能，但任何国家的证券市场都不能也不应该将融资作为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甚至是唯
一目的，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也必须遵循市场的优胜劣汰原则进行市场调节 ， 而不能用政府之手
代替市场之手通过给予部分企业壳资源的方式帮助企业从市场上圈钱 。
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的主要手段应当是通过调节供给的方式或改革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
的方式消除或减弱股市的投机色彩 ， 而不是通过政府控制的平台公司直接参与市场买卖、 增加货
币供应量、限制交易等行政措施， 影响股价的涨跌。 对证券市场交易价格的强力干预虽然在较短
时期内可以改变市场的价格走势 ， 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 短期的价格固化
只是为更加剧烈的价格波动积蓄了动能 ，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企业组织交
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②。换言之，虽然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社会经济生
活进行适当干预即具有必要性， 也具有可能性， 但这种干预应以必要为限。 市场运行有其自身的
规律，也有自己的运行要求和运行逻辑，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做出决策， 市场也不应成为简单的玩
偶和工具。完全依据政府意志进行运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一种披着市
场经济外衣的“伪市场经济”。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只
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
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 ，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③

（ 四） 兼具投机性和投资性的适度平衡
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实现投机性和投资性兼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 投机性强， 投资性显著
不足一直是中国证券市场最为人病诟的一点 。 证券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的投机性， 这种投机性既是
人性中的速富心理借助于证券市场这一特殊介质所进行的正常释放 ， 同时适度的投机性也是保持
证券市场持久生命力和持续活跃性的必然要求 。 然而， 证券市场不能完全以投机性作为行为人唯
一的行为准则，否则投机所隐含的非理性和狂热性会成为冲垮证券秩序的脱缰野马， 因此还必须
具有适度的投资性。
这要求证券法的所有规则设计都必须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 防止用急功近利式的政策偏好代
替具有稳定性的制度预期。以支持新兴产业为例， 鼓励创新并不等同于鼓励无把握的冒险， 鼓励
创新也并非只有通过证券市场才能加以完成 。 由于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金额高、 产出等待期限
长、市场不可控风险大等特点，重大创新行为应当由国家支持的研发组织或者有实力的经济组织
和专业投资机构来承担，而不是通过社会募集的方式分担到毫无基本认知的广大投资者身上。 因
此，证券法的制度设计应当以有利于支持上市公司稳定健康发展为目标 ， 而不是以鼓励创新为名，
2017 年 5 月 31 日，第 A08 版。
① 蔡咏、吕海、刘涛、虞坷、施雪清： 《我国社会资金“脱虚入实”的困局与对策》，《券商中国》
② ［美］罗纳德·H． 科斯著，盛洪、陈郁译： 《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1—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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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各类“炒概念”行为的发生。再以支持朝阳产业为例， 实际上， 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并不是一
个法律判断，而是一个市场判断。 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 今天的朝阳产业可能变
成明天的夕阳产业，如果对其一味地予以支持， 也可能成为产能过剩的垃圾行业。 典型的如前几
年一窝蜂上马的造船业、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实际上决定上市公司成败的不是它的行业归属 ，
而是它的内在质量，只有质量才是真正决定上市公司成败的生命线 。
当然，从立法技术来说，任何国家证券法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完全消除市场投机行为， 而是用
制度来改变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减缓投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并将投机行为限制在不危害国际金
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限度之内。

（ 五） 实现改革成果和社会利益的良性共享
成熟的证券法必须是能够充分实现改革成果和社会利益良性共享型的法律制度体系 。 由于投
资者是证券市场赖以有效运行的基础 ， 因此各国证券法无一不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到非常突出的
位置，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机会和渠道 ， 以帮助投资者
实现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由于证券市场和证券交易制度是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法就其本质来说应当是市场经济的促进法， 是改革成果的分享法，
而不应当是单纯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法 。 如果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到绝对优先考虑的位置， 不仅会
影响证券法相关制度的理性设计， 更无法实现证券法所应承载的多项历史使命。 因此， 只能通过
促进证券市场良性发展的方式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目的 ， 而不能以保护投资者为由对抗证券
市场的正常运行。
证券法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手段之一 。 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大力推进有效的公共治
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有效平衡国家、 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 其方式就是强化社会
公众的参与意识，建立国家、社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 同理， 建立证券市场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实现社会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转移和重新分配 ， 而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就证
券法而言，由于以上市公司为载体的证券法律关系牵涉的利益关系异常复杂， 因此， 平衡各方主
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具体来说， 在上市公司内部既有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关系， 发
起人股东与非发起人股东之间的关系 ， 又有自然人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还有股东与董
事之间的关系； 在外部则既有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也有公司与劳动者、 消费者等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关系。此时，公司内部的利益关系可以用公司章程进行平衡， 而公司外部的利益关系则
必须突破公司法的框架，涉及与不同部门法规则的协调。① 因此，证券立法绝不能回避利益， 而应
充分正视证券关系中的利益纠葛，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公司上市本质上是国家对市场
主体的一种扶持，公司基于上市所产生的利益不应当由上市公司股东独享，而应通过某种形式与
社会分享。

二、价值定位———我国证券立法的基本原则
每一个法律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 ， 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构成法律部门划分的重要依据。
而“每一个法律价值判断都是使价值体系走向现实的手段 ，同时又是可使价值体系在不断的发展变
化中走向新的统一的要素”②。法律的价值判断主要是通过统率该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出来的 。 基于
① 武翠丹： 《究本溯源：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司法裁判进路》，《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83 页。
② ［日］川岛武宜著，申政武等译： 《现代化与法》，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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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的特殊要求，我国证券立法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 一） 安全原则
之所以将安全原则作为我国证券法的首要原则 ， 主要来源于证券交易本身的特殊性和证券法
功能的特定性。安全原则又可外化为以下几个基本要求 。
1． 证券市场安全原则。现代社会是一种高风险社会，其中尤以经济风险为最， 一旦发生大规
模经济风险特别是系统性经济风险 ， 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而经济风险的核心又是金融
风险，金融活动不但可以放大经济风险， 而且可以对实体经济产生吞噬效应。 证券市场既是金融
风险的主要载体和主要表现形式 ， 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地，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金融风险
和证券市场风险交叉融合。为了实现证券市场的金融安全要求， 应当采取以下几个具体要求： 首
先是风险控制优先原则，即无论是监管机关、 证券交易所， 还是上市公司都应当把控制金融风险
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绝不能为了效益而牺牲安全。 其次是金融创新的审慎原则， 即对涉及证券
交易的金融创新行为采取审慎原则， 不能以创新牺牲安全， 更不能单纯为创新而创新。 再次是风
险隔离原则，即通过相关制度设计， 阻隔风险的蔓延。 除坚持以延缓风险和化解风险为目的的证
券交易延时交割制度（ 如我国的 T + 1 交割制度） 、涨停板限制等制度外，还应建立不同金融产品之
间的隔离制度。最后是安全预警制度， 应建立完备的安全预警制度， 包括市场准入制度、 重要事
项审批制度、特定事项报备制度等。
2． 证券交易安全原则。保障交易安全既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行的内生性要求 ， 同时也是证券市
场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的前置条件 。 没有证券交易的安全就没有证券市场的效率， 也就无法实现证
券立法的独特价值诉求。为了实现证券交易的安全目的， 除了要求证券交易活动其必须恪守一般
商事交易所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外， 还对其提出了一些更为严格的要求。 其具体包括： 严格的程序
主义要求，即只要履行了相应的程序要求， 该行为就受到法律保护； 无效居次原则， 即所有制度
设计都以追求有效性为目的，在效力认定不明确时， 应认定为有效； 对瑕疵行为如果可以通过一
定方式加以弥补，则应尽量补正其效力缺失。
3． 交易秩序稳定原则。证券法之所以要强调维护交易秩序 ，首先在于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
高级阶段，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其逐利性特征。“市场是一种制度过程， 在其间个人
彼此作用，其目的在于追逐他们各自的不论哪一种目的 …… 市场中分散的谋私利的个人的行为产
生一种自发的秩序，一个分配结果的模式， 它不是任何人选择的， 但是它可以合适地归类为能反
映参加者的价值最大化的秩序。”①而证券市场主体要想实现其营利目的必须以良好的秩序为条件 。
证券法强调维护交易秩序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 ， 正常的社会秩序既是社会关系得以有效展开的
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主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前置条件，“显然，在社会生活中存有某种秩序、 某种一
致性和某种恒久性。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这样一种有序性的东西，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
做好自己的事情或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②。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 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
无序状态，市场主体的营利性目的就无法通过预先的权利义务设计而得以实现。证券法强调维护
交易秩序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市场秩序较之于其他社会秩序而言其影响更为深广 ， 涉众性更为明显，
“市场秩序很可能是唯一一种日渐扩展至整个人类社会领域的全涉性秩序 ”③。 而证券交易行为相
① ［美］詹姆斯·M． 布坎南著，吴良健、桑伍、曾获译： 《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② ［英］弗里德利希·冯． 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一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54 页。
③ ［英］弗里德利希·冯． 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 《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一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2000 年版，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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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市场行为来说涉及的秩序关系更为繁杂 ，涉及的利益主体更为繁多，需要平衡的利益因
素更多，因此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作支撑 ，证券法的作用就无法得到有效实现 。

（ 二） 利益平衡原则
利益冲突是基于不同利益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而引起的必然结果 ， 其原因在于利益作为人
类活动的基本动力既具有一定的共享性 ，但更多的还是其排他性特质， 从而使利益冲突不可避免。
而“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①。 证券法上的利益平衡原则除了
要遵循利益平衡的一般要求之外 ，还有以下两个特殊的原则和要求 。
1． 公平原则。证券法之所以把公平原则作为利益平衡的主要手段 ，既来源于证券法的特殊法
律属性，也来源于公平原则本身的包容性和至高无上性。 从法律性质上说， 证券法既包括具有私
法属性的以配置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证券交易法 ， 也包括具有公法属性以对证券市场监管为目的的
市场调控法。但无论哪种性质的证券法， 公平都是其必须考虑的价值目标。 当然， 这里的公平既
包括证券交易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公平性 ， 也包括证券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既要强调交易对象
和交易条件的公平性，也要注重交易结果的公平性。 既承认每个市场主体的平等交易权利， 充分
发挥市场对证券资源配置和权利义务分配的指导作用 ， 同时也要以实现证券福利的公平分享为目
标，有条件地对市场自发作用所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进行干预和矫正 。
2． 公正原则。证券交易公正性的基础首先来源于证券交易本身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 而证券交
易的正义性则来源于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客观事实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 ： 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
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 ， 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 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
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 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 这些形
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一致， 就是正义的； 只要与生产方
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②与此相适应，作为证券法公正性原则的核心要旨首先在于维护交易的
合法性和稳定性。如果没有交易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就没有真正的公正性、 正义性。 证券交易公正
性的另一个要求是，监管机关对涉及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在处理尺度和处罚尺度上应
当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甚至进行选择性执法。

（ 三） 效益原则
证券法作为商法的重要部分和市场经济法治的典型表现形式 ， 理应受效益原则的价值引领，
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价值创造目的 。效益原则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原则加以体现 。
1． 意思自治与交易自由原则。意思自治的基础在于承认每个证券市场的参与人都是自己利益
的最好判断者，是自己行为的最好把握者。 诚如有学者所言： “意思自治对应的是自由经济体制，
其基本理念是保障和鼓励人们依照自己的意志参与市场交易 ， 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
由选择，让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合理的预期 。”③意思自治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是交易自由。
证券法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交易自由 ，要求在立法过程中把尊重交易主体的意思自由和行为自由
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尽力排斥国家行政权力对个人交易的干预和限制。 为了实现交易自由， 各
国的证券法都充分尊重证券买卖双方的自主交易权 ，既不会盲目地干涉具体的交易价格，也不会
干涉具体的交易方式，更不会由国家直接作为交易主体参与具体的交易行为。尊重当事人的自由
——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83 页。
① ［美］E．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 《法理学—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379 页。

1997 年第 4 期，第 71 页。
③ 刘凯湘、张云平： 《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分析》，《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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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不但意味着要保护当事人的理性行为选择，而且意味着要保护和容忍交易人的非理性交易
行为，甚至是有违主流道德评价要求的投机行为 。
2． 外观效力原则。外观效力原则又称程序至上原则，是指在证券法律制度设计过程中既要保
证程序的正当性，同时又要充分尊重程序的效力。 证券法律制度的设计是一种技术性要求非常高
的制度设计过程，其合理性首先取决于其程序设计的科学性， 而其制度目标的实现则有赖于制度
特别是程序制度的无条件执行。 证券行为既是一种要式行为， 也是一种格式行为， 因此证券制度
对证券行为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要求 ， 这些要求既包括对证券交易方式的要求， 也包括对证券交易
对象和交易场所的要求，还包括对证券交易效力的要求。 其典型表现是证券法对影响普通合同效
力的一些情形如重大误解和显示公平 ， 通常采取了排斥适用的做法， 并不因这些行为存在意思表
示瑕疵或结果的非等价性而影响行为的效力 。

（ 四） 投资者利益保护原则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因此， 任何证券市场的设计都必须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到
重要位置，这既是实现证券市场健康、 稳定、 持久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证券市场制度本身
的内在要求。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 ， 为了实现获益的目的，
要求投资者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必须具有一定的确定性 ， 行为收益应当具有可预测性， 行为风险应
当具有可控制性。为了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 ，证券法通常采取以下一些原则和要求 。
1． 平等原则。证券法上的平等原则既是民法中的人格平等原则在证券交易这一特定领域的蔓
延和细化，同时也是证券法作为私法的必然要求。 这一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最主要体现就是确认
不同投资主体的平等投资权。这里的平等投资权的内容既包括投资者法律地位的平等， 也包括投
资机会的平等和交易方式的平等 ， 更包括对不同投资者法律对待和法律保护上的平等。 其基本要
求是铲除导致人格歧视和主体地位不平等的制度土壤 ， 真正赋予所有投资者以平等的交易机会，
破除部分投资者的交易特权。当然， 这里的平等并非指单纯的形式上的平等， 而是涵盖实质上的
平等，鉴于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 普通投资者和公司关联投资者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 对
强势投资者应设计一些特别的制度限制 ，以尽力实现交易结果的公平性。
2． 公开原则。公平、公正、公开一直被认为是证券法的主要原则 ， 其中的公开原则既是构筑
正常证券交易关系的基石，也是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键制度。 值得说明的是， 对这里的公开
原则应作广义理解，并非仅限于传统的信息公开制度， 而是包括法律公开在内的广义信息公开要
求。没有完备的信息公开就没有准确的投资判断依据 ，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利益保护 。
3． 民事权利保护优先原则。2005 年中国《证券法 》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确立了民事赔偿
优先制度。根据该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
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我国《公司法 》第
二百一十五条、《侵权责任法》第四条和《消费者保护法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这些规定扭转了我国
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奉行的民事赔偿依附于刑事判决和行政处罚的不合理局面 ， 初步确立了民
事赔偿制度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和优先地位 ， 从而为私权保护优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这些规定仍有不足的话，那就是这些制度虽然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原则， 但还没有上升到
私权保护优先的高度，更没有进一步抽象上升到私权优先的高度。 私权优先的最基本要求是公权
应当限缩，私权应当扩张，公权力应当为私权服务，即“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 也是国家
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 即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 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 协调
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①。
1994 年第 5 期，第 81 页。
① 何增科：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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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性与效率的平衡———我国证券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证券法是典型的技术性规范，支撑证券法作用发挥的基础是精密的制度设计。“制度是一个社
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①基于人类理
性标准，我国未来的证券法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

（ 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的完善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是指，除日常经营活动外，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之公司资产交易量达到
特定比例，致使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交易行为 ，此处所言之比例须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判断。② 合理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不仅对于挽救上市公司危机，
提高上市公司经营效率而言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而且对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整合产业资源亦
可发挥重大作用。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予以明确 ，
实践中规则的运作效果颇佳，但客观而言，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下的信息披露规
则存在显著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效率， 有待完善。 该规则的缺陷
具体表现为： 进行信息披露的频率过高， 且在内容上过于追求信息的全面公开， 不当加重了义务
人的负担；③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偏轻 ，不利于遏制违反义务的行为。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收购制度中的信息披露规则的健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
一是由定期披露规则改为分阶段披露规则， 且限制披露内容为重大事项。 在探索降低信息披
露的过高频率的同时，须考虑到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过程较为漫长， 信息披露应在关键的阶段进
行，若过早披露，则可能致使部分投资者的权益受损； 若过晚披露， 亦容易诱发内幕交易风险。
因此，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 信息披露的频率应当适当。 整体而言，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可分为筹划、实施和完成三个阶段， 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信息披露行为应当契合不同阶段的业务
需求。④ 当然，不同阶段披露的信息内容应保证质量， 符合相关性、 合理性、 简洁性、 清晰性要
求。鉴于与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数量巨大， 遂不能要求义务主体全面披露， 而应根据重大事项原
则，仅披露可能对资产重组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即可， 如修改资产重组协议。 在此过程中， 为了
给投资者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阶段性风险分析是各阶段信息披露内容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内容
应体现该阶段特点。另外，信息披露全文不宜过长， 必要时可以设置字数的最高上限， 且全文用
语应当通俗易懂，便于投资者阅读理解。
二是完善违法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 强调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地位。 在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过程中，义务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典型后果是引发内幕交易乱象。 内幕交易特指依法
知悉尚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的人或通过盗窃 、 骗取等非法途径获取该内幕
信息的人，在相关信息公开前，利用信息优势实施证券交易的行为， 如自己预先买入或卖出该证
券，向他人泄露相关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入或卖出该证券。⑤ 对这一现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适用
《证券法》，主要包括警告以及在一定幅度内的罚款等行政处罚。⑥ 既有法律责任在内容上不仅偏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斯著，刘守英译：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3 页。
② 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
③ 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④ 李有星、冯泽良： 《论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第 53 页。

2012 年第 5 期，第 180 页。
⑤ 蔡宁： 《信息优势、择时行为与大股东内幕交易》，《金融研究》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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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而且疏于对民事赔偿责任进行规定 ，极大降低了义务主体的违法成本 。① 我们认为， 我国应当
强化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 ，确定具体的民事赔偿规则。如采
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知悉内幕信息的上市公司相关人员证明自己未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
又如提高损害赔偿数额，设置更高倍数的赔偿额上限以惩罚 、威慑不法行为人。

（ 二）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改革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指，上市公司的股票在主动或被动退出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过程中的
一系列规则安排，涉及具体的退市标准、退市程序、退市监管等事项。②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积极
作用在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引导市场投资方向。 我国《证券法》、《关于改
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 征求意见稿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制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 征求意
见稿） 》等，构成了证券市场退市制度的基本框架 。 客观而言，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实施效果不
尽如人意，证券市场的退市率偏低。 我们认为， 该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是退市标准内容不甚
完备。我国对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单一， 多局限于定量标准， 如净利润、 净资产、 营业收入等， 对
上市公司退市的规范作用有限， 定性标准严重匮乏。 二是囿于多层次市场不健全， 市场退市制度
内容不完备，且衔接不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分为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后者发展滞
后，上市公司退市制度主要在前一市场实行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市公司退市路径 。
我们建议，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完善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
一是科学设置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退市标准须兼备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 。
在定量标准层面，应当对现有标准内容加以扩充， 追求内容充实。 除了既有规定中的外上市公司
净利润、净资产等片面化财务指标外， 上市公司的市场交易量、 公司总资产和资产负债表等综合
性财务指标应被纳入定量标准。③ 此外，各项定量化标准的内涵应尽量通过准确的语言进行表述，
避免留存意思不明之空间，从而给上市公司规避退市提供可用漏洞。 在定性标准层面， 可以吸纳
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股利分配是否均衡、 内部治理是否科学、 组织机构运作是否健
康等标准。这是因为，反映公司业绩的经营亏损指标毕竟并非上市公司应当退市最为关键的参考
因素，证券法应更加强调从上市公司的整体发展状况分析其是否适合继续参加证券市场活动 。 例
如市场监管主体可以从主营业收入数额、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公司权益被大股东侵占的状态等内
容中评估其持续经营能力。与此同时， 应当注意， 不同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在适用具体的退市标
准之时，对不同标准的适用程度、 适用范围可能会有所差异， 但只要上述差异依然在各证券市场
依法制定的规则范畴内，则应予以肯定，以满足各类市场的发展需求。
二是完善多层次证券市场的退市制度。 我国证券市场包括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 前
者包括主板、创业板，后者代指新三板， 其实质为股份转让系统。 当前阶段， 退市制度主要在场
内交易市场实行，场外交易市场中退市制度发展滞后， 严重影响着上市公司在各市场内的退市衔
接。④ 因为上市公司退市仅意味着其股票流通方式不再包括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不等同于上
市公司的股票已失去内在价值， 股票依然有流通性。 所以， 上市公司退市后的股票交易需要其他
交易市场予以承接，以稳定证券市场秩序， 并保护投资者权益。 具体而言， 在完备的多层次证券
市场环境下，当在主板上市的上市公司不符合继续存续的要求，依据主板退市制度的规定应当及
2011 年第 16 期，第 53 页。
① 李响玲、方俊： 《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中国金融》
2012 年第 4 期，第 107 页。
② 张妍妍、刘峥、周倪波： 《我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效应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12 期，第 48 页。
③ 方重、康杰、简思达：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思考》，《中国金融》
2013 年第 5 期，第 78 页。
④ 陈国亮、高宇飞：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中国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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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退出时，其可以考虑自身状况是否满足创业板上市要求， 若符合， 则该上市公司可选择进入创
业板继续经营； 若不符合， 则该上市公司可选择转入场外交易市场， 形成良性资本循环。 未来，
在明确各证券市场分工、定位的基础上， 证券法应通过一系列规则促进形成发展有序、 层次分明
的证券市场体系。继而，为了给上市公司提供多样退市渠道， 证券法应在多层次证券市场内部建
设相对独立、衔接良好的市场退市制度，并确定上市公司退市后进入其他市场的主体资格 。

（ 三）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的健全
上市公司收购强调上市公司已发行在外的股份成为市场交易客体 ， 上市公司控制权将通过收
购方的收购行为实现转移的一种交易行为。 上市公司收购可通过多样合法途径， 如协议收购、 要
约收购等，其中，要约收购不仅为典型方式， 同时亦为狭义的上市公司收购的代称。 当前， 我国
《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皆无明确的、 可直接规制要约收购失败后果的制度。 因
此，当要约失败后，收购方若持续不停地向被收购方或其他公司提出收购要约， 可能扰乱证券市
场秩序，诱发证券欺诈等市场风险。 另外， 我国同样无设置要约收购中的余股强制挤出制度。 证
券法已规定在特定情形下，被收购方的余股股东有权强制按照要约条件向收购方出售其股票， 却
不规定收购方在何种情形下有权强制收购余股股东股票 ，反映出对被收购方股东权益的侧重保护 ，
忽视了对收购方权益的维护。①
对此，我们建议，从上述两方面健全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 ：
其一，新设余股强制挤出制度。这一制度旨在赋予收购方特定的强制收购权， 当收购方所收
购的股份已经达绝大多数时，其有权按照要约规定的条件继续强制收购剩余股东的股份， 以应对
上市公司少数股东客观不能或者主观不愿出售股份的倾向 ，最终实现完全收购的目标。② 这一制度
是对收购方和被收购方权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充分肯定了收购方付出的收购成本，尊重了收购方
的收购目标。若收购方耗费大量的时间、 经济等成本完成对被收购方绝大部分股份的收购， 但是
却无权强制购买剩余股东的股份，继而使全面收购目标落空，实则是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价值
的背离。至于上述绝大多数股份的具体比例，建议证券法将其确立为上市公司已发行在外的股份
总量的百分之九十。这一制度应配备三个月的权利行使期限， 因为在要约收购结束后， 收购方需
要考虑其是否需要进一步全面收购 ，将被收购方转化为非公众性的市场主体 。 该期限不宜过长 ，
避免剩余股东的股份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 降低其对股份的自由处分权能以及股份的市场流
通性 。
其二，强化要约收购中公司董事义务。 董事身为公司的核心管理者， 在收购过程中享有实质
控制权，若不对董事权利加以约束， 则权利可能遭到滥用。 董事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健全是合
理约束董事权利，协调各方利益的明智之举。 当前， 我国缺乏内容翔实且法律位阶较高的适用于
上市公司董事义务的专门性规定， 因此， 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 公司利益和中小股权的合法权
益保护力度稍显不足。未来证券立法应强化要约收购中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 例如， 在
忠实义务层面，收购方和被收购方董事不得利用上市公司收购之机谋取不当利益， 不得在上市公
司收购环节擅自侵占公司财产等。 对于被收购方采取的反收购举措， 须进行严格的合法性审查，
该决策不得仅为追求董事个人利益、 完全排除公司收购， 或者妨碍公平的收购竞争， 且在公司管
理层收购情形下，董事严禁滥用权力损害公司、中小股东权益。③ 在注意义务层面，收购方和被收
购方董事应履行以下义务： 首先，应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对与收购事宜相关的事项进行全面调查 ，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

——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五章》，《政法论坛》2015 年第 6 期，第 123 页。
② 李东方： 《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
2017 年第 4 期，第 44—45 页。
③ 郑佳宁： 《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客观标准之构建》，《东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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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收集相关信息并进行专业分析， 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管理现状、 市场经营风险等。 其
次，须履行谨慎判断义务，在提出每项经营建议或者做出每项经营决策之前都应以充分、 有效的
信息为支撑，不能盲目、冲动。① 再次，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即及时向公司股东披露与公司收购
相关的真实信息，不得故意隐瞒， 或者遗漏重大事项信息， 尽可能保证信息充分、 完整。 最后，
应履行争取最优条件义务，董事要端正态度， 坚定立场， 全方位、 多角度考量问题， 为实现最佳
利益出谋划策。

（ 四） 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改善
证券市场的监管主体分为行政监管机构和自律监管机构 ， 前者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实则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后者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 证券业协
会。② 一方面，当前中国证监会的权力过于集中 ，法律对其约束不足，易为权利寻租提供土壤， 滋
生腐败。虽然现有《证券法》对中国证监会履行职责进行了相应规定， 但数量稀少且内容贫乏， 且
除此之外，基本无对中国证监会的权力行使行为进行直接约束的其他法律规范。 另一方面， 证券
市场的自律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足，自律监管职能的发挥受制于行政监管机构，其部分权限源自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制定的章程和规范性文件， 且在人事任免、 机构设置方面同样会
受制于中国证监会。③ 因此，行政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理念为适度监管 ，并向自律监管机构积极放
权，实现两层监管的协调统一。
我们认为，证券法重构制度之时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
首先，证券法应当对中国证监会的权力配套设定监督机制，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是确定国家审计机关对其进行外部审计监督 。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定期审核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材料 ，
能够判断其相关经济活动是否合法 、 真实， 并且可以结合相关分析数据对证券市场监管效率做出
评估，防止中国证监会滥用职权。④ 二是要求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监会制定的有效规
章等规范性文件，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依法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皆应当以特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三是确定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履行职务的配套义务。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在
尽职调查时应遵守法定程序，出示证件， 保守获悉的商业秘密， 并且不得为了个人私利接收被调
查对象的馈赠等。四是强化中国证监会违法的法律责任。 此处的法律责任除了行政法律责任外，
还需要重点凸显民事责任，并且在中国证监会和相关责任人员间进行科学分配。 五是， 健全行政
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行政相对人若不服中国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应当寻求有效救济，
但此处所言行政复议不应当确立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
其次，证券法应当划分中国证监会和自律监管机构的职权， 充分发挥两者协同监管的积极效
能。中国证监会的职权应当从事前监管逐步转向事后监管 ， 可借助权力负面清单制度弱化行政审
批职权，加强监管职权。⑤ 在中国证监会职权中需突出市场监管权， 并明确市场监管的各项程序、
措施等事项，并且要强调与市场监管权相配套的违法行为查处权，即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及
时纠查，并对违法行为主体科以法律责任， 维护证券市场安全。 至于证券市场自律监管机构的职
权，应集中于业务运作层面： 一是制定内部章程和规则。 这意味着自律监管机构对其组织机构的
设置享有独立决定权，不依附于行政监管机构， 且由其确定各项业务标准、 规范， 有利于清晰指
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二是明确各项业务管理权限。这一内容主要为确定市场主体经营业务的资质
2012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① 赵万一：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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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条件并对此进行审查，同时应监督市场主体的业务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 章程规定。 三是对
违规的市场主体施加纪律处分。 这不仅是对其监管地位的肯定， 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安全， 具体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如警告、 罚款、 限制交易、 强制退出市场等。 四是确定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及时解决纷争，此机制应当多元化，包括调节、仲裁、诉讼等内容， 并可以选择以仲裁为主，
以保障纠纷解决的高效、专业和保密性。

结

语

证券法的修改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涉及的利益关系也异常复杂。 相关的制度设计是否
合理，目标定位是否清晰，不但影响到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更加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
改革开放的走向。因此，证券法的修改应首先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中的地位，同时广纳言路，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 才能制定出一部既能满足市
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能兼顾各方利益的伟大法律。

English Abstract
What Kind of Securities Law is Suitable for China？
ZHAO Wanyi，ZHAO Shuyao

Abstract：

Mature securities law shall have the functions of making effective improvements to corpora-

tion governance，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optimizing the configu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 and balancing the investment trading and speculative trading． Likewise，it shall construct the legal
system in which the sharing of China’s reform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benefits can be fully realized，and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ountry mandatory and civil autonomy can be balanced． Thus，the principle
of security shall be considered in the first place，combing the principle of benefit balance，efficiency and
the protections of investors’interests during securities legislation． The revision of securities law shall mainly focus on the major asset restructuring，the quitting regulations，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the listed
company，and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mechanism of securities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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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晶晶

责任校对

王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