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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协议不同于公司章程与股东会决议，它是游离并受到公司法制约的一种关于公司权
力分配、管理等的长期合同。我国公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有限责任公司仅是被股东当作投资工具而已 ，
其不需要、也不会按照公司法定模式套用，只要股东协议不损害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其效力应予
以认可。对于不同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规模、人数、出资人构成等不同，则需要对相应股东协
议的效力作不同的分析与考察，以公平处理相关纠纷。 当然，在承认股东协议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债权
人的利益是很重要的。股东协议的大量出现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的非公司化及中小型公司的工具化发
展趋势，我国应以 2013 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为契机和基础 ，全面修改现行《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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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本为依法成立的社团法人，其设立、内部机构的设置及经营等均应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但现实中，大量的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那些小型的有限公司，常常在法定的公司章程之外通过股东之
间的私下协议安排相关公司管理及其他事务 。如自然人甲和乙分别出资 51% 和 49% 共同成立了 A 公
司，其中，甲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乙任副董事长、经理。公司成立不久，甲与乙签订了一份《合资
合作协议》约定： 法人章、公司公章、法人证书由甲控制保管； 财务章、营业执照、税务证等由乙控制保
管； 公司重大事项，包括收、付款、签订合同等须经甲、乙二人协商并做出书面签字记录后方可施行； 并
约定，若任何一方违反该协议，即视为商业欺诈，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人民币若干万元 。
显然，在法定的章程和其他规定之外另行订立的股东协议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公司法的规定 ，从
而必然影响到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 ，影响到其他股东 （ 如有 ） 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如何认定股
东之间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就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还同时涉及如何认识公司法的存在价值 ，即公司法是
干什么的？
二、股东协议的性质
所谓股东协议一般是指封闭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 ，就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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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管理方式、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 在协议中，股东往往通过自行创设相互权
［!］
利与义务，以达到排除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适用的目的 ，从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 。
关于股东协议，由于其是股东之间共同的意思表达 ，因此一般认为其性质与合伙协议很是类似 ，即
都是多数当事人就其公司或合伙内部有关事项意思表示一致而订立的长期合同 。
作为当事人共同意思表达一致的合同 ，其目的在于确定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与股东之间的经济利益
和控制权的分配等关系，本质上是反映交易关系的，因此应受合同法的调整。 也就是说，合同自由原则
是应当适用于股东协议的。但是，股东协议不是一般的合同，而是股东之间就公司管理等有关事项的
交易关系，它是游离于《公司法》并要受到《公司法》制约的协议。换言之，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合同自
由原则下的协议，同时也是《公司法》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框架下的协议 。
在一定意义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两个轮子，尽管股东可以通过法定的章程约定
相关事项，但股东协议显然能更好地安排不涉及公司第三方而仅是股东之间的事情 。 也就是说，股东
协议有利于构建公司治理的私人秩序 。股东协议实际上是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一种表现 ，
是股东自治的一种体现。与股份有限公司相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仅仅是为了投资分红，而更期
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之间不单单是资本的结合，还有相互之间的信任。 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之间更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公司治理的秩序 。 事实上，股东协议因具有灵活性、变更的一致同
意性和隐蔽性（ 不在查阅的范围 ） 等特点，比公司章程更能够满足股东多样化的需求。 如在前述案例
中，甲与乙两个股东通过《合资合作协议》就其共同设立的 A 公司的内部管理作出了认为适合他们自己
的约定。这种约定满足了仅其两个股东的个性化需求，不仅有利于两个股东的利益的实现，也有利于
公司内部管理关系的协调。
三、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基本原则
尽管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两个轮子 ，但股东协议毕竟是游离而非完全符合公司法规
定的当事人自治协议。同样体现公司自治的章程完全是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情况下制定并对公司内
部与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司章程中的任意性规定可能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但公司章程从整体上
而言是并且必须是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 。 因此，公司章程的效力的认定也仅是针对其中的某个事项
（ 如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等） 且是任意性规定而言的。但对股东协议来说，首先是要认定整个协议
的效力，其次才是其中的某些事项的效力问题 。
对于股东协议效力的认定，经过了一个从司法普遍否定到司法逐渐肯定并得到成文立法关注的过
程。美国法院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对股东协议普遍是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 ，认为股东既然选择了
公司组织形式，就必须按照公司法关于公司的组织管理方式进行 ，而不能再依合伙关系管理； 既然董事
会的职权是法律赋予的，那么就不能通过私下协议改变董事会的权力 。 但到了 20 世纪中期以后，美国
法院注意到封闭公司不同于开放式公司 ，其管理就可以不同于开放式公司，因此开始认可股东对董事
会权力的协议改变，允许封闭公司内部可以按照合伙关系处理 。由于司法实践的推动，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示范法定封闭公司法》《示范公司法 》及各州公司法开始增加了关于股东协议的规定。
如美国 1984 年增订《示范法定封闭公司附加规定 》第 3 章“治理 ”第 20 条专门就“股东协议 ”作了规
定，其第 1 款明确，“法定封闭公司的所有股东可以书面协议之方式就公司权利的行使、公司商业与事
务的管理或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 ”，且该条最后一款第 8 款明确“本条规定并不禁止法定封闭
公司中股东之间达成的任何其他协议 ”。 也就是说，股东协议是受到法律的认可的。 历来将有限责任
公司当作股份有限公司例外的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强调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形式主义做法 ，无论是资本方
面还是内部管理方面都要求有一定的形式管制 。因此，对于公司章程之外的股东协议原来一直是根本
不予以承认的。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欧洲国家也开始反思其对于代表中小企业形式的有限责
任公司的形式管制做法，特别是到了 90 年代以后，其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成为独立的公司形式，应
［"］
当去除有限公司法规定中的形式主义及官僚主义的规定 。 基于此认识，在德国，对于股东常常在章
程之外签订的规定股东权的行使和股东之间的相互关系协议 ，尽管其仅是债权性附属协议，但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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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法的，股东之间在私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拟定协议的权利，这一权利仅仅受到具有强制性的有限
［#］
责任公司的组织法的限制 。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公司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管制的衰落与治理的兴起 ，即对某具体
事项放松管制，但在大的方面或宏观角度加强立体式治理，明确责任主体及事后责任的追究。 特别是
对于那些中小公司，现代公司立法及理论对其已不再强调资本及内部管理的模式化，而允许其资本制
度和内部管理像合伙一样灵活，同时强化了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及相关利益人救济制度的设计 。
所以，现代各国对于公司章程之外的股东协议原则上是认可的 ，即使其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相符合。 在
一定意义上，这种认识及做法除了与封闭公司的人合性有关，也与现代科技信息的发达及公司的普通
化有关，前者使得公司的很多信息都可以通过现代信息网络得以获悉 ，后者使得公司已经成为普通民
众的投资工具与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基于鼓励投资的精神，承认股东协议的效力就成为必然 。
和大陆法系国家过去的做法一样 ，我国 1993 年《公司法 》完全是将有限责任公司当作股份有限公
司的例外的，其资本要求严格，内部管理严格比照股份公司。 但到了 2005 年《公司法 》，关于有限公司
的规定已经开始明显有别于股份公司 ，其资本制度放松，内部管理开始具有灵活性。 司法实践中，对于
以前一直认为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公司及股东行为必然无效的做法 ，也开始强调并非无效 （ 如对于
违反公司担保规定的行为等） 。不仅如此，在 2005 年《公司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坚持私
法自治原则，尊重公司自治，正确处理依法干预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 ，是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
的关键。1993 年《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没有给公司自治留有应有的空间 ，法律强制性规定
太多。实践证明，这种以法律整齐划一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实际上也难以做到，公司活动的差异化决定
了公司治理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式 。有鉴于此，人民法院在介入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 ，应当审慎而为，给
［$］

公司自治留有足够的空间

。所以，在审理涉及公司法适用问题的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应尊重公司章

程的规定和股东之间的约定，准确识别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对不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范的公司内部约
［%］
定，应当依法认定有效 。
那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章程之外的协议 ，显然也应当同样如此，即对不违反公司法禁
止性规范的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 ，不应轻易认定无效。
对于股东协议的效力存疑，主要在于其内容有着不同于公司法的约定，这种约定可能限制或禁止
了公司股权的转让，可能彻底改变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甚至可能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制度。 比如，股
5 名股东约定公司由其中 1 名股东承包经营，不管公司盈亏，其余 4 名股
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
东每年均按照投资额的 20% 收取固定回报，承包股东则对公司的亏损承担无限责任等 。这种约定实际
上改变了公司法预先设计的公司内部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和权限安排 ，改变了
《公司法》有关盈余分配的规定，也违背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那么，这种股东之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就
必然引起人们对公司法存在价值的怀疑 。对此，我国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尽管公司法
定主义原则是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但股东在公司设立后将公司承包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并不必然
违背公司法定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不能对公司与股东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效力一概而论，关键是看承
包合同是否拒绝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治理 、会计制度等规定中的强制性规范。 如果拒绝适用这些强
制性规定，则可认定无效，反之则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公司以承包合同的方式交给某个股东承包
经营，实质上是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代替董事会经营，该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职责
的具体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以上两种观点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如果股东之间的承包经营协议违反了公司法定原则 ，则无效，反
之则可以有效。也就是说，这两种观点对股东之间的承包经营协议都是放在公司法定主义原则下认识
的，而且都认为公司法定主义必然意味着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严格法定性与不容更改性 。
显然，这种认识是基于公司法定主义的传统看法 ，即通过对公司外观及内部关系的严格法定 ，避免非典
型公司形态及非规范的内部关系为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确定的状态 。 但是，公司法定主义并
非意味着通过立法为公司设置一个封闭而严苛的标准 ，它毋宁是通过所谓的典型示范，明晰当事人和
［&］
第三人权利、义务和责任。而同时，在该典型之下，仍应有非典型或其他过渡状态的公司 。 事实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公司法发展表明，公司法定主义已经大大松动，特别是在关于代表中小企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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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封闭公司，已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并单独立法的趋势 。很多国家和地区不仅通过修改封闭公司法或
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方式放松其资本及内部关系的管制 ，还通过单独立法制定更加适合小型企业的公司
形态，如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 LLC） 、日本的合同公司、德国的业主制公司等。这些新型的公司形态在
资本和内部管理上要求更加宽松和自由 。一定意义上，它们仅是强调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或独资
企业。所以，公司法定主义不应被理解为立法者试图通过某一形式统一的立法调整现实中所有的公
司。统一规范的目的在于对公司的行为做出有预见性的解释 ，并对公司的行为加以一定程度的标准
化。但是，由于立法者的经验和理性有限，他们不可能对未来甚至现实中已存在的千差万别的公司的
实际情况做出完全有效的判断和预见 。公司立法的内容应当是开放的，应当能够为当事人扩充权利提
供应有的空间，以容纳更多的投资者的创造活动 。法律经济学认为，在法律和市场经济范畴内，越是分
［’］
散权力，越是能够扩展这一制度内的自由程度 ，就越能提高创造性发明和能动财富形成的可能性 。
从我国公司生活实践情况来看，作为中小企业代表形式的有限责任公司仅仅是一种投资工具而
已，尽管它们已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了所谓的股东会 、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事会及监事，甚至有
总经理等公司架构。但对于许多有限公司来说，这些机构常常是一种摆设，主要是为了应付工商登记
而设的。那么，公司法定主义与其说是为了严格规范公司，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示范模本。 公司法并
不能通过严格的法定要求来保护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而更多的要依靠其他治理途径，如事前的公
司登记制度，事中的责任主体及责任规定，以及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如揭开公司法人面纱制度 、股东诉
讼制度等来加以保证的。所以，以所谓违反公司法定主义原则来否定股东协议是值得商榷的 。

更重要的是，股东协议尽管改变了公司法的规定 ，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 ，只
要其不涉及第三人和社会公共利益 ，就应该获得认可。美国法院在 20 世纪中期，就允许封闭公司股东
对外采取公司形式，而对内实际按照合伙的方式运营。 在 1965 年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一个
判例中，法官这样表述道： “为什么个人不能对内是合伙关系而对外采取公司的形式，只要不涉及债权
［(］
人等第三人的利益，这种限制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也就是说，作为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其效力也仅
及于股东，既包括作为直接签字的当事人的股东 ，也包括并没有直接签字但事后认可的股东或继承 、赠
与而得到股东资格者。如果股东通过他们之间的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等第三人 ，则债权人可以通
过公司法中专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规定得以救济 。特别是随着现代各国公司法的改革，传统的公司资
本制度已经发生的质的变化，即由过去强调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且要求最低资本金的做法，转为更为灵
活以鼓励投资为目的的认缴资本制度 ，并降低或取消了最低资本金的制度。 我国 2013 年新《公司法 》
规定了完全的认缴资本制，并取消了一般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制度 。 认缴资本制及最低资本金的取
消意味着债权人利益的保障在法律上更多的是依靠股东的承诺而非其实际出资 ，即使股东已经实际出
资，这些出资通过经营能否保证足额存在也是个未知数 。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严格的法定管理制度的
设计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保障公司债权人 ，公司债权人事实上不能也不会仅仅依靠股东的承诺和所谓
公司内部的法定管理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 他们更多依靠的是自己的经营判断及在长期交往中形
成的对对方的认识进行的。可以说，完全的认缴资本制就是为了鼓励投资，而对债权人利益的维护则
交给了市场和对公司的综合治理 。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协调股东内部关系为己任的股东协议对于
债权人利益的影响显然就不会很大 ，甚至可能更有利于公司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的处理 。
所以，对于股东协议，原则上应当予以认可，不能因为其不同于公司法定原则而随意宣告无效或不
承认其效力。
四、有限责任公司类型化下的股东协议效力的适用
作为德国立法者 1892 年发明的有限责任公司，本身就是试图迎合中小企业需要并且股东承担责
任限制待遇的公司形式，后为世界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借鉴 。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英国的私公司与
公众公司本同为有限公司，即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其目的原为获得资本市场的融资，但由于英国
［)］
立法的弹性而使出资人可以根据需要裁减公司的形式 ，使私公司因具备更多的私密性与灵活性而使
其与公众公司区别开来。实际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表现是有很大差别的，既有人数较多且资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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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大中型有限公司，也有人数仅有两、三个股东的小型有限责任公司； 既有国有控股的有限公司，也
有私有控股的有限公司； 既有家族式有限公司，也有朋友式有限公司等等。 这些表现不同的有限公司
之下还有相应的类型，且在这些不同公司类型之间还有其他过渡状态的公司，如在大型有限公司之间
与小型有限公司之间就有中大型或中小型有限公司 ； 在家族式有限公司中就有夫妻之间组成的有限公
司与兄弟之间或父子之间成立的有限公司等 。这些不同类型下或类型中的有限公司 ，由于人数的多少
或股东身份的不同，以及股东各自利益考虑的不同，而使它们在管理等方面必然都是不同的 。
在这些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下，股东协议存在的价值及影响是有一定区别的 。 对于股东人数很少
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其更容易在内部管理及其他方面达成股东协议。 而且，股东人数很少的有限责
任公司本身的经营就十分灵活，法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要求仅有几个股东的公司在经营管理及利益分
配方面刻板固执。即使法律做出相应严格的形式要求，这些股东也通常不会按照这些规定去做，而主
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安排相应的经营和权益分配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股东协议也主要发生在这些有限
责任公司当中。这时，这些小微型公司股东之间的协议只要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效力自不待言。
即使是这些小型公司的股东协议仅在大股东之间达成 ，如果小股东知悉且无异议，该协议也应当认定
有效。1964 年发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 Galler v． Galler 案中，尽管仅有三个股东，但其中两个大股东为
兄弟，分别持有公司 47. 5% 的股份。兄弟二人及其妻子达成协议约定由其兄弟二人及家人担任公司董
事，并约定红利分配以保障家人生活。 另一小股东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其中一个兄弟去世后，另一兄
弟要求原告放弃原来签订的合同 ，由此提起诉讼。初审法院判决后又提起了上诉。 上诉法院认为合同
整体违反该州的公共政策而无效 。 原告再次上诉到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 最后，州最高法院认为，封
闭式公司股东通过合同来约定某人担任公司官员 、董事，约定红利分配，只要没有损害小股东的利益，
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即使是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即使对董事会的权力构成一定侵犯，
［!*］
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封闭式公司应当特殊对待，不能如开放式公司那样严格要求 。
如果公司股东人数较多，有几十人甚至更多时，股东之间达成协议的难度就会加大，即使达成，这
些协议能否真正全面体现所有股东的意思 ，以及协议能否公平地维护所有股东的利益也是值得探讨
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协议背后的信息显然存在不对称现象。 在考察这些协议时，应当综合个案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如股东协议的期限、股东协议的内容是否过于有利于某些股东 、股东协议签订时相关
重大信息是否及时披露给所有股东等 。 当然，我们说需要结合个案具体分析，并非简单地否定股东协
议的效力，而是说在发生诉讼纠纷时，能够对这些协议进行公平的判断。 在股东人数较多的有限责任
公司，也可能会出现大股东之间达成相应协议，而小股东仅是事前或事后得到通报而没有明确反对或
以其他方式被动接受。这时，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仅在大股东之间的协议也不宜轻易认定无效 ，关键
也要看该协议是否损害了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
不过，尽管对于不论大小有限公司的股东协议都以认定有效为原则 ，但对于小微型的有限公司和
大型的有限公司，股东协议效力的认定要求是不一样的。 前者可以完全肯定，后者则需要考虑的因素
比较多，介于二者之间规模的公司的股东协议的效力则须类型化判断 ，也正是考虑到小微型有限公司
与较大型有限公司各自规模及正式性要求的不同。美国各州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制定了股
东仅承担有限责任，而内部管理完全自由化的有限责任公司 （ LLC） 法。这种公司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法
定封闭公司，后者的经营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 ，否则可能导致“揭开公司法人面纱 ”制度的适用。 日本
2005 年《公司法》也借鉴了该种公司模式，命名为合同公司。这种公司可谓小微公司的法定形态，即实
现了股东可以承担有限责任，又无须遵守过多法定的程序义务的愿望。 在这种公司形态中，其经营管
理基本上是依照股东协议进行的。它们可以授权公司完全抛弃董事会 ，而由股东依据合伙的或是采取
其他一些管理体制来运作企业。同时，考虑到较大型有限责任公司的人数较多，实践中其管理也比较
严格，和股份有限公司没有什么两样，日本 2005 年《公司法 》取消了传统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将其纳入
股份公司序列，仅有上市与非上市股份公司之分。 因此，被股份公司化的较大型有限公司应当更多地
严格按照股份公司的法定程式经营 。
由于我国《公司法》只是简单地将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类 ，涉及股东协议时应
对相应的有限公司进行类型化，从而判断股东协议的效力并公平处理相关纠纷。 同样，对于不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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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如果其股东人数很少，股东之间通过章程之外的协议安排有关经营事项也未偿不可。 在前
述甲与乙的案情中，两人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小微型企业，要求其完全按照公司法规定建立
相应形式框架制度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们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避这些烦琐的形式要求，而按
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及想法经营公司 。可以说，二人之间的股东协议应当是有效的。 至于二人之间的协
议是否公平合理，则另当别论。
除了由于人数多少导致的有限责任公司类型化外 ，尚须考虑因不同身份或不同情况下的股东组成
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而导致的股东协议的效力 ，如因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等由具有亲情关
系的人组成的公司与非因此组成的公司的股东协议 ，其效力的考察的因素就会不同。 小股东为职工的
公司与小股东非为职工的公司的大股东之间的协议 ，以及小股东是通过赠送还是购买获得股权的公司
的大股东之间的协议效力，都会影响相应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 。
五、股东协议的效力与债权人的保护
股东协议尽管有利于构建公司治理的私人秩序 ，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精神，但它毕竟是对公司法规
定秩序的改变，从而影响公司第三人的利益。 在总体上承认股东协议的基础上，如何保护第三人就成
为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前述，股东协议只要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就可以认定其效力。 那么，如何判断
股东协议损害或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
现代企业组织法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对企业的财产进行了所谓的“分割”，即一个企业的债权人可以
依此对抗该公司的私有财产的所有人和其受益人 ，从而获得对企业财产的优先权。 该角色被认为是企
［!!］
业组织法的根本功能 。这是从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投资人的组织而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
活动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时的企业须以相对独立的财产为后盾。 所以，企业组织法首先是财产
法。对于公司法而言，基于股东的有限责任和公司人格的独立，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财产的优先权更有
意义和价值。那么，公司财产的界定与维持就成为债权人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 也就是说，判断股东
协议是否损害或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关键在于其对于公司财产的影响 。
现代很多国家公司法已经放松了资本管制 ，既不设定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也不要求实际缴付。 我
国 2013 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实施的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取消了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制，推行完全的认缴
资本制。2013 年新《公司法》则完全采纳了这些改革措施，从而使得我国的公司以后甚至可以采取零
资本制成立； 即使缴纳资本，也可以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分期缴纳。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障？ 采取最低资本制与法定资本制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债权人，但实践表明，
这种制度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债权人 ，且随着信息的发达及商业经营的大众化而使得债权人实际上并不
需要这种仅具有形式意义的规定。在公司零资本或自有资本数额很小的情况下 ，与这种公司进行交易
的债权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保证自己的利益 ，如要求股东提供担保、考察公司的信用、采取钱货两
清或要求公司先发货自己再付款的方式等进行 。也就是说，公司最低资本制度及法定资本制对于保护
债权人已经意义不大。
但尽管如此，公司的经营必然需要相应的资本，公司股东也常常会通过章程明确各自的出资义务
来保证公司基本的经营需要。如果公司通过章程明确了股东的出资数额及期限 ，则构成公司的现有和
将来的自有资本。这时，股东协议及其履行不得有损于已经通过章程明确的公司资本，且须遵守公司
法关于利润分配、公积金提取及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 如果股东通过其协议分配利润减少了公司资
本，
或者在没有依法弥补亏损的情况下分配利润 ，或者非现金出资估价过高等，则可以按照公司法相应
的利润分配制度和实物出资规定要求予以追讨来保护债权人 。
对于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经营十分灵活，再加上没有最低资本制的要求，因此需要法律对
其收益的分配作出限制。但我国 2014 年《公司法》修改仅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对公司资本缴纳及登记作
出了简单的规定，对于其如何分配利润还是按照 2005 年《公司法》的规定去做的，而没有相应进一步的
规定。对此，我国下一步《公司法》修改时，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规定。 根据美国
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如何在成员之间分派收益可以由公司的经营协议规定，法律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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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律。但公司能否进行利润分配，却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因为它涉及公司成员以外的债权人及公
司中享有优先权的成员的利益。公司收益的分配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般公司法的原则，也
［!"］
是有限责任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 1996） 规定了公司收益的分配必须符
合法定条件，否则为非法分配，并且会引起有关人员的责任。 如其第 406 条关于“分配的限制 ”第 1 款
规定： “遇有下列情形时不得进行分配，如果： （ 1） 有限责任公司于常规经营中不能偿付其已到期之债
务； 或者（ 2） 该公司的总资产少于其总负债加上应满足成员于解散 、清算及终止时所应享有的优先于分
配接受人之优先受偿人之优先受偿数额 ，如果该公司于进行分配之时将被解散、清算与终止。”该法第
407 条则进一步明确了非法分配的责任，即有关成员及经理须承担个人补偿责任。 那么，对于股东协
议，如果按照协议分配利润或分红时不能偿付到期债务 ，或者其总负债大于现资产，则构成非法分配，
可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总之，股东协议对于债权人的利益影响是间接的 ，其并不因为影响债权人的利益而认定无效 ，关键
是相应公司立法及司法如何对公司债权人利益进行救济 。
六、结语： 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具化与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美、英、德、日等进行了一系列企业立法变革 。各国关于企业形
态的法律规定，由原先主要由强调企业形态外表，即其对外责任的承担，以确保第三人利益的实现，到
［!#］
开始强调企业内部构成与股东自治 ，从而鼓励投资 。 特别是对于代表中小企业形态的有限责任公
司，更是放松资本与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形式化管制 ，将对债权人的保护问题更多交给了市场和债权人
自己。它们认识到，防范风险首先是债权人的义务，而非法律的义务。 与有限公司打交道的商人必须
自己通过尽可能获得的公司信息对风险进行判断与预测 ； 而且，公司的登记公示制度使得债权人很容
易判断如何更好地与某个公司进行交易 ，法律所做的主要在于明确有关主体的责任及相应的救济方
［!$］
法 。当然，这一点对于股东也同样如此。 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仅是投资者的投资工具，可以根
据投资者的需要灵活改造。公司法并非公司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恰恰相反，公司完全是一种法律的创
造物。公司法最初的重要发展表现在，将企业公司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工具从法律上加以确
［!%］
认。公司作为法律的创造物———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法律的想象之中 。 所以，在创造公司的
作用中，公司法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样板，而非标准。 承认股东协议可以改变法定的公司法秩序不是对
于公司法的背叛，而是一种还原和发展。
自 1993 年《公司法》颁布以来，我国一直试图将公司当作一种不论在财产还是在人格方面都完全
有别于股东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独立法人 。2005 年《公司法 》尽管放松了管制，但仍然强调公司法人的
独立价值，其对于代表广大中小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仍主要是按照股份公司的模式规范的 。2013 年
《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上作了很大的变革 ，采完全的认缴资本制。 应该说，公司资本制度变化对于
公司而言是根本性的，即公司存在的基础在于股东而非法律，公司更多体现了投资人而非债权人的利
益。进一步说，在我国，通过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公司的工具价值要大于其独立于股东的法人价值。
2013 年《公司法》也仅是在资本缴纳与公司登记方面作了改革，但相应的一系列制度
但是，尽管如此，
改革并没有体现，如是否应当同时承认小型公司的股东协议； 公司盈利如何在保证债权人利益情形下
进行分配； 股东权利增强了其义务如何强化等 。
以前，人们认为法律是保护性的、管制性的、父爱性的，法律被认为是社会最为重要的道德感的表
达，但是现在，法律逐渐被认为是用以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而且，它反映的仅仅是现在的经济和政治
［!&］
权力组织的利益 。那么，对于鼓励投资的现代公司法，更是一种用以实现投资者利益的工具，其应
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及法律对于投资者 、公司治理能力的提高而及时变革，使公司能够具有更多的
主动性与灵活性。可以说，经过这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我国的公司法大规模而非小修小改式的改革
已经提到议程，特别是对于小型公司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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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greement of Shareholders in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Xu Qiangsheng

Wang Shaoyu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Henan 450046；
Henan People’s Court，Zhengzhou Henan 450003）
Abstract： Agreement of shareholders is different from articles and decisions of shareholder meeting，which is a
long-term contract restricted by company law． The practice of company law shows that most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 LLC） are regarded as the investment tools of shareholders，for they would not follow the company law patterns． The effect should be admitted as long as the Agreement does no harm to the interest of other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Different analyses and investigations will be given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rpor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protect creditors under the agreement of shareholders． Frequent appearance of agreement of shareholders foretells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non-demutualization and toolization of modern
corporation． So China should update company law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ny capital system reformation
of 2013．
Keywords：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 （ LLC） ； closed； agreement of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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