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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业绩|国枫助力恒勃股份 IPO 项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Grandway helped Hengbo stock IPO project through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review 

2022年 7月 15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勃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40次会议审核通过。 

恒勃股份是一家聚焦于内燃机进气系统及配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汽车进气系统及配件、摩托车进气系统及配件和通用机械进

气系统及配件。恒勃股份一直致力于汽车进气系统、摩托车空滤器、燃油蒸发污染控

制系统等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并牵头起草摩托车和轻

便摩托车空滤器行业标准，是中国内燃机零部件行业排头兵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恒勃股份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58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募集资金

拟投向包括汽车进气系统、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项目、研发改造升级及数据中心

建设项目等，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市场竞争力，提升公司生产规模和技术研发实力。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恒勃股份 IPO 项目的发行人律师，为恒勃股份本次发

行上市全程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由合伙人胡琪律师领衔，签字律师为

胡琪律师、董一平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付涵冰、郑乃容。 

感谢恒勃股份对国枫的信任，感谢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

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国枫的高效合作，也感谢为本项目辛勤付出

的每一位国枫同事。祝贺恒勃股份顺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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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利元亨可转债项目获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通过 

Lyric Robot convertible bond project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ecs for has passed the review of SSE 

2022 年 7 月 21 日，由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利元亨，股票代码：688499）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项目（以下称“本次发行项目”）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

第 63 次会议审核通过。 

利元亨是全球第一梯队的锂电装备头部企业，数智化工厂领域的先进企业之

一，主要从事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新能源（锂电、光伏、氢能）行业

的头部企业提供数智整厂解决方案，为 ATL、CATL、BYD、国轩高科、欣旺达、

蜂巢能源、大众、三星等世界 500 强及各领域头部企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

务。 



5 

利元亨本次发行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5,000 万元，用于“锂电池前中段

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有效提升锂电装备生产

规模和技术水平、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及增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国枫为利元亨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次发行项目由合伙

人周涛律师负责，项目签字律师为潘波律师、付雄师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杜嘉

南。 

感谢利元亨长期以来对国枫的信任与支持，感谢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与协作，祝贺利元亨本次发行项目顺利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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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南大光电可转债项目获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 

Nata Opto-Electronic convertible bond project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ecs for has passed the review of 

SZSE 

2022 年 7 月 20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南大光电，股票代码 300346）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项目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2022 年第 41 次会议审核通过。 

南大光电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28 日，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纯电子材料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优势，南大光电先后攻克了国家 863 计

划 MO 源全系列产品产业化、国家“02 专项”高纯电子气体（砷烷、磷烷）研发与产

业化、ALD/CVD 前驱体产业化等多个困扰我国数十年的项目，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2017 年，南大光电又承担了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用关键核心材料之一的 ArF 光刻胶材

料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通过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并实现产业化，南大光电形成先进前驱体、电子

特气和光刻胶三大业务板块。凭借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良好的服务，南大光电与国内外

重要的集成电路、LED 优秀企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在 LED、LCD、IC 领域

客户中广受好评。 

南大光电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00 万元，用于年产 45 吨半导体先进制程用前驱体产品产业化项目、年产 140

吨高纯磷烷、砷烷扩产及砷烷技改项目、乌兰察布南大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7,200t 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长期

可持续发展。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南大光电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的法律顾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签字律师为郭昕、杨惠然，项目组

成员还包括白雅茹、杨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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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南大光电长期以来对国枫的信任，感谢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与协作，也感谢为本项

目辛勤付出的每一位国枫同事。 

 

 国枫荣誉|国枫合伙人方啸中律师荣膺“2022 ALB China十五佳律师

新星”称号 

Grandway Partner Fang Xiaozhong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2022 

ALB China Top 15 Lawyer Star 

2022 年 7 月 20 日，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 以

下简称“ALB”）公布了“2022 ALB China 十五佳律师新星”榜单。国枫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方啸中律师凭借其卓越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客户口碑荣列其中。 

此次方啸中律师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客户口碑荣登“2022 ALB China

十五佳律师新星”榜单，彰显了国枫律师一贯出色的专业水准，也体现了行业及客户

对国枫服务的肯定和褒奖。感谢所有法律同仁对国枫的支持与认可，国枫将一如既

往，为客户提供卓越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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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 是汤森路透旗下的尖端法律杂志，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法律媒体之一，

ALB 旨在为客户和读者提供前沿的法律商业资讯和律所专业评级。本次榜单主要关

注中国大陆范围内有卓越表现和良好口碑的上升期律师，评选标准包括候选人过去

一年主要成就、主要客户、代理过的重大交易或案件，及候选人所获得的相关奖项及

客户和同事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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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十八批指导性案例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ssued the batch of 38th 

guiding cases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九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某荣等

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 154—157 号）作为第三十八

批指导性案例（民事生效裁判监督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检例第 154 号《李某荣等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抗诉案》要旨：检察机关办

理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证据，加强对借款、还款凭证等合同

类文件以及款项实际交付情况的审查，确保相关证据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并

就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定规则加强监督。对于鉴定意见应否采信，检察机关应当

统筹考虑鉴定内容、鉴定程序、鉴定资质以及当事人在关键节点能否充分行使诉权等

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综合作出判断。 

该案的指导意义在于：其一，检察机关办理民间借贷纠纷监督案件应当全面、客

观地审查证据，并就举证责任分配是否符合法定规则加强监督。其二，对鉴定意见是

否采信应当结合相关证据进行综合性审查。 

检例第 155 号《某小额贷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抗诉案》要旨：检察

机关在办理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件中发现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关联公司，以收取咨询

费、管理费等名义预先扣除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

认定借款本金并依法计息。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应当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等

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发放贷款行为的审查和调查核实，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法维护金

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该案的指导意义在于：其一，检察机关在办理借款合同纠纷监督案中，发现小额

贷款公司设立关联公司预先扣除借款本金、变相收取高额利息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

金额认定借款本金并依法计息。其二，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中应当加强对小额贷

款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违规发放贷款行为的审查和调查核实，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依

法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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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例第 156 号《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

要旨：“一房二卖”民事纠纷中，房屋差价损失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内

容，属可得利益损失，应当由违约方予以赔偿。对于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明显失当的，

检察机关应当合理选择监督方式，依法进行监督，促进案件公正审理。 

该案的指导意义在于：其一，检察机关在办理“一房二卖”民事纠纷监督案件中，

应当加强对可得利益损失法律适用相关问题的监督；其二，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行使

自由裁量权明显失当行为的监督，促进案件公正审理。 

检例第 157 号《陈某与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抗诉案》要旨：出租人履行房屋

租赁合同，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并导致房屋租赁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承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准确适用

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保障当事人能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解除合同。 

该案的指导意义在于：其一，检察机关在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监督案件中，应

当依法对出租人负有的出租房屋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作出正确认定。其二，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应当准确适用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规定，保障当事人能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

序解除合同。 

 

 证监会批准开展中证 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交易 

CSRC approved trading of futures and options on the China 

Securities 1000 stock index 

证监会近日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中证 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交易。相关

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股指期货和期权是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需求随之增加。上市中证

1000 股指期货和期权，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满

足投资者避险需求，健全和完善股票市场稳定机制，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步，证监会将督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做好各项工作，保障中证 1000 股指

期货和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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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 

SSE releases《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ket making 

and Trading of SSE Star Market》 
 

为进一步深化科创板基础制度改革，落实《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机制的相关要求，规范科创板股票做市

交易业务开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中关于做市商提供双边

回应报价的业务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深交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 号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 

SZSE releases《SZSE Corporate Bond Issuance and Listing Audit 

Business Guide No. 4 -- Audit procedures for Public Bond issuance》 

2022 年 7 月 15 日，为进一步规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工作，提升审

核透明度，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

第 4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并予以发布，《指引 4 号》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指引 4 号》共计 7 章，64 条，分为总则，申请与受理，审核、反馈与回复，

审核专家会议，向证监会报送审核意见，审核中止与终止事项和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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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破产视角下的股东加速出资责任 

Accelera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nkruptcy 
作者：范明昆 

2013 年《公司法》修订后，股东出资改为全面认缴制，出资方式和期限等交由

公司章程约定，强调了公司意思自治。但是，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或

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股东是否仍然可以“认而不缴”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裁判标

准不一。直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发布，才基本统一认知，即公司出现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的，债权

人有权要求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但实践中，该规定在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及直接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法官的

审查和认定标准仍然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进一步理清。同时，恰逢《公司法》大修的

征求意见阶段，有必要将这一重要裁判规则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并阐明立法背后的价

值取向，为完善整个公司商事制度、引导商事主体采取适当市场行为，提供明确的价

值指引。 

本文将首先对破产程序中的出资纠纷，即追收未缴出资和追收抽逃出资纠纷进

行分析，并指出抽逃出资在破产程序中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论证在非

破产程序中股东加速出资的法律适用问题。诚然，除了裁判者应对该规则准确理解与

适用外，对债权人或者股东，也应充分认知，这样才能规避潜在风险，甚至转危为机，

本文将对此一一探讨。 

一、破产程序中的股东出资责任 

（一）认缴出资应加速到期 

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

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同样，强制清算中亦应加速到期。根据《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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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 修正）》

(法释〔2008〕6 号)第 22 条第 1 款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

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

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因为破产清算或者强制清算后，公司的法人地位将终止，股东无法再按照公司章

程约定出资，而清算的公司财产必然包括股东认缴资本，所以股东出资必然加速到

期。实践中，以破产清算程序为例，管理人一般会给予股东一定的缴纳出资期限，超

期仍未缴纳的，即可诉讼追究股东的出资责任。 

（二）抽逃出资在破产程序中的特殊性 

抽逃出资在认缴制实施后呈现明显下降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实缴制下股东不得

不在公司成立之时就将出资缴足，而认缴制下可以暂时认而不缴。叠加当事人举证能

力限制和时间久远的关系，在普通的诉讼程序中，追究股东抽逃出资责任并非易事。

但追究抽逃出资责任在破产程序中却较为容易，若方法得当，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

其明显不同的特征值得关注。 

1．抽逃出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实缴制背景下的公司股东，往往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后，通过关联关

系、虚构债权债务等方式转出，系典型的抽逃出资行为。但现实中，在认缴制下亦有

股东在认缴期满前就缴纳出资，即使公司法已经不再强制要求验资，其仍委托会计师

出具验资报告，并以虚构交易等方式转出，依然构成抽逃出资。 

对于外部债权人来说，很难知晓公司的会计账册、合同材料、银行流水等重要信

息，主张股东抽逃出资并承担责任时，举证面临巨大的困难。即使千辛万苦找到蛛丝

马迹进行初步举证时，股东一旦以验资报告抗辩且债权人无其他证据时，法院很难认

定其为抽逃出资。 

2．管理人具有发现抽逃出资的先天优势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依法全面接管公司，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25 条,

管理人将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

财产状况报告等。接管上述材料后，出于履行法定职责或债权人要求，管理人一般会

积极地审查股东出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情况。管理人这一特殊身份，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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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弥补执行程序中执行法官普遍消极对待查询银行流水的弊端。当然，即使管理人调

取到银行流水仍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必要时需要询问公司法人、股东等人员。

但无论如何，管理人具有发现抽逃出资行为的天然优势。 

3．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

修正）》（法释〔2011〕3 号）第 14 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

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

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

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

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4．银行流水倒查存在一定难度 

与财务记账不同，银行流水是资金去向最真实和全面的反映，也是审查是否抽逃

出资的关键证据，所以管理人一般都会调取注资前后的银行流水。但是很多公司成立

于实缴制时期，有的股东出资距今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的历史，银行流水存在无法

查询的现象。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下列期限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一）

客户身份资料自业务关系结束后或者一次性交易结束后至少保存 5 年；（二）交易记

录自交易结束后至少保存 5 年。”在司法实践中，一旦超过 10 年，则一般无法再调取

银行流水。该现象客观上导致了无法发现年代久远的抽逃出资行为，也就无从谈起追

查抽逃出资的行为。 

（三）管理人尽职程度决定实际效果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一般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

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其尽职程度直接决定追收股东出资或抽逃出资的

结果，但实践中，部分管理人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缺乏追收动力。当管理人被摇号确定处置三无企业时，因管理人报酬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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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的资产密切相关，其预期无法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获得报酬时，则不愿花费较多人

力成本，仅作一些“表面文章”，尽快推动破产程序终结。 

其次，将追收责任巧妙转移至债权人。例如，在公司账面无资产，而审查财务账

册、银行流水等却耗时费力，结果不可预期时，管理人会以需要专业审计为由，在债

权人会议上发起提案表决。若同意审计，须债权人垫付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审计费

用；若不同意垫付，则提案无法通过，也就无须审计。受偿预期较低时，大多数的债

权人都不愿冒险垫付，进而不再要求审计。这客观上导致了股东、“问题高管”等人员

逃脱了相关责任。 

（四）债权人有效救济途径 

债权人在遇到此类问题时，可以积极寻求以下途径救济：一是在债权人会议上询

问相关问题，积极施压管理人，要求其认真履职，挖掘线索，否则追究管理人的赔偿

责任。二是当管理人要求债权人垫资审计时，若债权金额较大且股东存在逃废债的嫌

疑，可以垫资以小博大。三是对管理人的工作进展，债权人可不断跟踪，掌握股东、

高管责任的关键证据，当管理人拒不追收时，个别债权人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 修正）》第 23 条规

定，代表全体债权人进行诉讼。 

二、应破未破公司的股东出资责任 

如前所述，债权人可以推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借助管理人的力量追收股东出

资责任。但若因种种原因，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却没有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能否要

求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呢？ 

（一）认缴出资亦应加速到期 

《九民纪要》第 6 条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

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

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

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由此可见，公司出现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债权

人有权要求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 

在该条规定具体适用上，较多法官认为，只要原告举证了穷尽执行措施仍未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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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予以终结本次执行的裁定书，则初步完成了破产原因的举证责任，若被告股东未提

供证据抗辩的，法院将最终认定债务人具有破产原因，股东出资将加速到期。毕竟外

部债权人难以举证公司内部的资产负债表、审计报告等证据，若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 3 条、第 4 条的标

准认定破产原因，对于债权人过于苛责。 

例如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1)沪 0117民初 18018号案件，法院认为：

“首先，原告的债权已经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故足以认定

驰路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其次，被告及驰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驰路公司具备清偿

能力或在未来合理期限内具有清偿能力，故可以认定该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的破产原因。最后，公司正常经营情形下，认缴制赋予股东出资期限利

益。但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并无证据证明债务人拟申请破产，股东内部期限

利益与债权人合法权益冲突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原告有权要求四被告出

资期限加速到期。” 

（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适法不统一问题 

尽管《九民纪要》第 6 条作了明确规定，但研究发现，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认

知，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并不统一，法院往往以各种理由不予适用，具体如下： 

1．债权与认缴金额不成比例 

有些法官认为，在主张的债权远小于注册资本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融资或者

提前缴纳一小部分认缴出资，即可清偿掉公司债务，公司盘活的可能性很高，即使有

终本执行裁定书，法院一般不会认定具有破产原因。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2021)沪 0120 民初 17359 号案件，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刘友俊、刘有杰的出资

期限为 2024 年 4 月之前，出资期限至今尚未届满，上海亭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作为

（2019）沪 0120 执 7988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未能对原告杨爱锋清偿到期债务，又

因上海亭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现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但原告

杨爱锋对上海亭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数额与刘友俊、刘有杰未到期认

缴出资额相差较远，且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海亭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已具备

破产原因，故杨爱锋要求追加未届出资期限的刘友俊、刘有杰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

人，并要求其在各自其认缴出资范围内对上海亭秀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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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沪 0120 民初 23266 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

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破产程序有利于保护全体债权人 

有些法官出于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考虑，认为如果具备破产原因，可以推动进入

破产程序，而不是在诉讼程序中个别清偿，从而不予认定加速出资。类似观点亦可见

最高院的相关文件。2015 年时任最高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讲话中，对于股东加速出资问题倾向

于认为：“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单个债权人到期债权，那么其往往也资不抵债，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丧失清偿能力可能。此时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公司

已经符合破产条件，所以更应当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单个的债权追及诉讼不尽符

合《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三十二条的精神。债权人应当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

产程序后再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最终在真正意

义上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 

如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1)豫 08 民终 3259 号案件，法院认为：

“但由于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的企业，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财产归公司个别

债权人，而已申请破产的企业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财产归公司用于清偿破产企业的

所有债权人，比较公司个别债权人与整体债权人利益，全体债权人利益的保障更加符

合立法精神。本案中，顺艺园林公司已资不抵债，而顺艺园林公司的债权人并非仅有

陈学喜一个债权人，若顺艺园林公司出资加速到期的股东杨奎红和李天书仅对陈学

喜的债权进行清偿，势必会无法平衡保护顺艺园林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为了

更好地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作为债权人的陈全喜可以依法申请顺艺园林公司破

产，并在破产程序中主张杨奎红和李天书的出资加速到期，一审判决驳回陈学喜的诉

讼请求并无不当。” 

3．股东提供的财产线索待核实 

有些法官认为，即使有终本执行裁定书，但被告若提供了一些财产线索，该财产

线索是否有价值牵涉到是否具备破产原因，应当通过恢复执行去核实，而不是立即加

速到期。如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沪 0118 民初 568 号案件，法院认为：

“本案中，两被告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且两被告提供相关财产线索佐证仁康公司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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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足以支付原告债权，原告认为仅以被告提供的财产线索不足以说明仁康公司

资可抵债，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明确的财产线索，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此线

索不真实，亦即相当于被告主动申报财产用于执行，原告即应首先通过恢复执行程

序，根据被告提供的财产线索申请法院执行，只有在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偿付债务

后，原告方可提起本案之诉，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 

4．无法实质审查是否具有破产原因 

还有一些法官并不认为终本执行裁定书可以初步举证具有破产原因，认为原告

还应当举证资产负债表等证据实质证明具备破产原因。如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

法院审理的(2020)闽 0681 民初 5294 号案件，法院认为：“根据最高法院破产法解释

（一）第 3 条、第 4 条的规定，原告未能提交漳州迈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或审计报

告、资产评估报告等证据，证明漳州迈丰公司的资产与负债情况，认为漳州迈丰公司

具备破产原因缺乏依据。因此，本案不具备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条件。” 

5．在执行程序中不予适用 

同样的法律问题，若通过执行异议程序主张股东加速出资，成功率微乎其乎。因

为执行异议侧重形式审查，不注重实质审查，而股东认缴出资是否应加速出资应在审

判程序中实质审理，不宜在执行异议程序中解决，所以绝大多数裁定会驳回申请。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1)沪 0115 执异 1408 号案件，法院认为：

“本案中，根据萌亨公司的工商档案，第三人何晓燕、何春明、黄晓燕作为被执行人

萌亨公司的股东，其认缴出资日期为 2025 年 1 月，目前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故不能认

定其存在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应当缴纳出资的事实。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萌亨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责任，已超出上述规定中追加被执行人的范围，申请执行人可于诉讼程

序中进行主张。” 

（三）不同维权路径的支持率不同 

以上海地区的案例为样本，笔者梳理了原告援引《九民纪要》第 6 条的相关判决

书，发现大部分案由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胜诉率较高，剩余的为执

行异议之诉，胜诉率相对较低，但仍超过 50%。然而在援引《九民纪要》第 6 条主

张加速出资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裁定中，法院全部驳回了申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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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申请。 

对不服执行异议的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具有较高的改判率，是因为执行异

议之诉需实质审理。而直接提起的民事诉讼，因为没有执行异议驳回裁定给法官隐形

的“改判”压力，成功概率最高。所以，债权人如果要求股东加速出资的，可以直接提

起相关民事诉讼。 

（四）司法实践不统一给股东和债权人的启示 

1．债权人角度 

大多数法官认可无财产执行的终本裁定原则上可推定具有破产原因，但是债权

人应当不满足于此，举证破产原因的证据应“多多益善”，如可探寻到严重资不抵债的

资产负债表等证据，则不会给法官裁量方面留下任何空间。同时也尽可能寻找公司僵

局的其他证据，例如债务人与其他第三人的失信执行信息、公司欠缴的税款信息、公

司无用工信息、股东失联证据、公示的注册地址或联系地址“查无此人”等相关材料。 

2．股东角度 

对于股东，应当从以下角度抗辩。首先，应当抗辩终本裁定书不等同于破产原因，

并尽可能的提供公司不具有破产原因的证据，例如最新的资产负债表等。其次，还要

尽可能提供公司目前对外享有的股权、应收债权等，抗辩股权可以拍卖，对于应收债

权债权人可以提起代位权诉讼，证明债权人并非穷尽所有执行措施。最后，可抗辩公

司负债众多，牵涉的债权人也众多，个案中加速出资只限于注册资本可以覆盖全部债

务才适用，若债务超过注册资本，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应当在破产程序中解决

清偿问题。 

三、深刻认知加速出资的法律价值方可准确适用 

虽然《九民纪要》已经作出审判指引，但实践中仍然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除了纪要本身并非法律或司法解释之外，对该条规则背后的法律价值缺乏深刻认知

系深层原因。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内部约定无法对抗外部债权人 

股东的期限利益是股东之间内部约定，当具有破产原因时，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

利益。2013 年实施全面认缴制后，虽然认缴期限、出资方式由章程自由约定，即使

该章程对外公示，但是该公司章程毕竟只是股东之间的约定，其享有的期限利益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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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股东之间的内部利益。当公司正常经营时，股东的期限利益应予保护，但当公司具

有破产原因时，股东应当及时推动公司进入破产，或者及时提前充实公司资本，以保

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其依据章程享有的内部期限利益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利益，否

则会造成利益失衡。 

（二）资本充实原则在认缴制下仍应坚守 

《公司法》第 3 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

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公司对外责任必然包括清偿到期债务的责任，当

公司具有破产原因无力清偿时，必须切实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股东以认缴额为限对公

司承担责任，认缴加速到期是其中应有之义。当公司怠于催缴股东出资的，债权人有

权直接要求股东在认缴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三）股东权利义务应当对等且统一 

从股东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角度来说，也应当在具有破产原因时加速出资。股东出

资义务对应的是股东权利，然而章程中经常出现五十年、百年出资期限，股东在没有

实际出资情况下却享受了包括分红权在内的全部股东权利。认缴制实施初衷为充分

激活市场活力，在公司正常运行时，可以容许这种不对等存在，但是一旦公司面临破

产原因时，这样的不对等已经无法激发市场活力，甚至破坏了市场规则，打击了交易

信心，若仍加以维护，对外部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完全有必要出资加速到期。 

（四）过度考量公平受偿系对当事人诉权的剥夺 

司法界中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公司具有破产原因时应当推动进入破产程序，

使得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而不是在诉讼程序中加速到期保护个别债权人利益。本文

对此不予认同。 

第一，司法“引导”当事人申请破产有违破产法“当事人申请主义”的基本原则。众

所周知，我国破产法明确了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时，只有债权人、债务人和负有清算义

务的人才可以申请破产，并未要求公权力机关依职权主动审查并移送。正因如此，最

高院在《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7〕2 号）第

4 条规定：“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发现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破产

法第二条规定的，应当及时询问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不同意移送且无人申请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按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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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处理，企业法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第二，司法“引导”行为实质剥夺了当事人法律程序的选择权。我国破产法和公司

法分别赋予了当事人申请破产和单独诉讼的不同救济权利，两者并不存在互为前置

条件问题，当事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破产程序中的加速到期及公平受偿是基

于公司已经进入了破产程序，对于具有破产原因但没有进入破产程序的，不得直接引

用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尊重债权人救济路径的选择权。在未进入破产程序前，债

务清偿皆是“先到先得”。 

第三，司法“引导”行为可能实质加剧了企业破产，也帮助了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很多企业的破产原因具有暂时性，依然具有盘活的可能，尤其是债务相较注册资本较

低时，如果把此类企业推入破产程序，可能都会面临破产清算、企业注销的结局。如

果司法裁判要求股东及时缴纳出资解决当前债务，则可能重回正轨。同时，法律并不

保护在权利温床上睡觉的人，所有的债权人都有权推动公司进入破产，也有权单独提

起诉讼，若其不采取行动，应当允许其他债权人通过积极行使诉权保护其自身利益。 

四、破产原因下加速出资有望正式入法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第 48 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或

者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而“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即为“破产原因”，根据该条规定，企业具有破产原因

时，公司或者债权人可要求股东认缴的出资加速到期。 

该条文的精神最早即体现于《九民纪要》第 6 条，但《九民纪要》毕竟不是法

律，也不是司法解释，在裁判文书中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只可在“本院认为”

中引用说理。将《九民纪要》的相关精神上升为法律，体现了立法者加强保护债权人

利益，对认缴制打补丁的鲜明态度。 

但是该条文与《九民纪要》又不完全一致。《九民纪要》明确规定股东在未出资

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是该草案条文只是规定债权人

或者公司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从文义理解“缴纳”，方向似乎指向公司，显然无法



22 

达到债权人的目的，也应与立法者的本意相违。为更进一步统一司法实践，本文建议

该法条递进表述，首先规定公司有权要求股东提前缴纳，但公司怠于催缴的，债权人

有权直接要求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当然，“加速到期制度”还有很多问题未能明确，需要完善。例如，若债权人主张

的债权小于任一股东的认缴资本，债权人可只向一个股东主张加速到期，被要求加速

出资的股东是否可以向其他股东追偿，要求在各自认缴比例中分担？又如，若股东对

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但多个债权总和超过了股东认缴金额的，每个债权是否在

股东认缴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等等。 

五、结语 

《九民纪要》发布后，基本统一了具有破产原因应当加速出资的裁判规则，但是

如何审查和认定破产原因是难点，尤其是在股东以相关证据抗辩具有清偿能力时。而

现有司法解释关于破产原因的认定标准显然过于严苛，不同的法官在平衡债权人利

益和股东期限利益、个别债权人利益和全体债权人利益上又具有不同的尺度，又间接

体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同等方面，导致了同案不同判。但随着加速出资制度的不断完

善，司法实践中破产原因认定标准等也将会越来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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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杀死一只知更鸟》丨最高级的教养，是尊重差异 

《To Kill a Mocking Bird》丨 The highest form of education 

 is respect for difference 
 

《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美国作家哈珀·李（HarperLee)的代表作，发行于

1960 年。作者哈珀·李 1926 年出生于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父亲

是位律师，曾任州立法委员。哈珀·李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毕业后，进入阿拉巴

马大学学习法律，并曾作为交换学生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一年。在还有六个月

就要毕业的时候，她离开了学校，搬到纽约去追求自己的写作梦想。她在纽约

一边做航空公司的订票员，一边写作。后来受朋友和编辑的鼓励，她返回阿拉

巴马的家乡小镇，以自己的童年生活片断为基础创作小说。 

成长总是个让人烦恼的命题。成长有时会很缓慢，如小溪般唱着叮咚的歌

曲趟过，有时却如此突如其来，如暴雨般劈头盖脸……三个孩子因为小镇上的

几桩冤案经历了猝不及防的成长——痛苦与迷惑，悲伤与愤怒，也有温情与感

动。这是爱与真知的成长经典。 

《杀死一只知更鸟》讲述一个名叫汤姆·鲁滨逊的年轻人，被人诬告犯了

强奸罪后，只是因为是一个黑人，辩护律师阿蒂克斯·芬奇尽管握有汤姆不是

强奸犯的证据，都无法阻止陪审团给出汤姆有罪的结论。此一妄加之罪，导致

汤姆死于乱枪之下。 虽然故事题材涉及种族不平等与强暴等严肃议题，其文风

仍温暖风趣。小说以第一人称著成，叙述者的父亲阿提克斯·芬奇在书中为道

德端正的角色，亦是正直律师的典范。作品获 1961 年普利策奖；由小说改编的

电影获第 25 届奥斯卡三项大奖。  

经典语录赏析： 

1.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除

非你钻进他的皮肤里，像他一样走来走去。 

2. 勇敢就是，在你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

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也总会有赢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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