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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
姚明斌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提出的参
照适用规则应如何展开，需要梳理和澄清。结合司法实践形成的判断和德国法的新发展，
在这两条之外的登记错误场合，应肯定善意取得的参照适用。中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以
具备交易行为特征且合同有效为前提。善意的判断应根据第三人是公司内部人抑或外部
人作区分对待；合理价格应采客观标准，注意专业资产评估结论的运用，且不以实际支付
为必要。不宜从司法层面将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确立为影响善意取得成立的独立构成
规范，而应依靠立法加以补充；但在个案中作利益衡量时，可归责性因素并非毫无意义。
相比股权转让场合，股权质权的善意取得在信赖基础、消极信赖保护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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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若干
（以下简称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规定股权在特定场合可
问题的规定（三）》
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的善意取得规则。１ 在此之前，关于有限公司股权的善意取
得问题，我国立法上并无具体规定，学说上存有不同看法，２ 实践中则不乏积极探索之例。
３

随着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的施行，从司法适用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

法律构成，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股权转让中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的价值判断与规范逻辑，
促成股权转让纠纷的裁决及当事人合法权益之保护。
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虽然针对不同的股权变动场合，但是都规定《物权
法》第 １０６ 条善意取得规则的参照适用功能。方法论上，此二条款属于不完全规范中的指
示参照性规范，其为法律未为明确规定之案件类型提供准用的规范基础。但是，即使法律
未明确规定，被参照的规范之使用，亦只能是“准用”，应当避免不合理的等量齐观，不可
自始排除事物本身所要求的差别处理。４ 解析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关键就在于考察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所确立的规范框架适用于股权变动场合时，应作何种调适。本文即尝
试以《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规范框架为基础，就善意取得规则在股权变动场合的参照适用，
作法律构成方面的分析。
作者简介：姚明斌，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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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权处分与权利外观
善意取得是通过赋予权利外观公信力，解决无权处分情况下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正当
性问题。中国的司法实践对股权善意取得早有探索，甚至在《物权法》颁行之前的“崔海龙
案”中，就形成了关于股权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及权利外观的司法判断规则，并对法释
［２０１１］３ 号有一定影响。
（一）司法解释前的司法判断：
“崔海龙案”
该案的基本案情如下：甲、乙、丙共同出资设立世纪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５４％、４０％、
６％。后乙制作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由其受让甲、丙的全部股权，并指使
丁仿照甲、丙的字迹在协议和决议上签字后，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之后乙又将其名下
８０％的股权转让予戊，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交易过程中，戊查阅了工商登记，确信乙是股
东。甲、丙发现自己的股权被处分后，即起诉要求确认乙戊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５
一审判决认为戊可以善意取得 ８０％的股权，理由包括：
（１）乙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２）善意取得的标的不仅限于不动产，也可以包括股权；
（３）工商登记具有公信力，公示性
最强，从权利外观而言，戊有理由相信乙是股权持有人，公司外部纠纷应采公示主义和外
观主义原则；
（４）戊进行交易时并不明知交易标的部分属于甲、丙，其查实工商登记已尽
了审慎注意义务；
（５）戊就股权转让支付了合理对价；
（６）戊受让股权后办理了工商登记
变更手续；
（７）戊已进入公司行使权利，公司经营状况已变化。６
甲、丙遂提出上诉，认为工商登记不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具有公信力；
“原审法
院认定工商行政管理的登记具有公信力且公示性强，并以此作为……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的依据，是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登记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的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就权利外观问题作出回应：
（１）
《公司法》将工商登记设置为对抗要件，
使工商登记的股东非法处分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之股权成为可能；
（２） 股东工商登记也可
能出现错误的情况，错误登记的股东转让股权即为无权处分；
（３）在隐名投资关系中，名
义股东转让股权予非股东第三人，亦以工商登记为准。因此，
“在股权转让中适用善意取
得制度，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有着相同的法律依据”。
由该案一、二审判决，可提炼出关于股权权利外观和无权处分的若干司法判断规则：
（１）股权工商登记公示性强，具有公信力；
（２）登记错误时错误登记的股东处分他人股权，
构成无权处分；
（３）工商登记既属对抗要件，工商登记的股东处分未工商登记股东之股权，
既有可能，
也构成无权处分；
（４）名义股东向非股东第三人处分股权，
亦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司法解释的具体化：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
上述司法判断在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
第 ２８ 条得以部分体现和延伸。这两条分别规
定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和一股二卖两种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关于一股
二卖，
该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明确围绕“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展开，
善意取得的权
利外观当为工商登记无疑。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场合，
虽然该第 ２６ 条未明确权利外观为何，
但笔者认为，
如
“崔海龙案”
二审判决理由所述，
原则上应以工商登记作为权利外观。
可以追问的是，作为上述司法判断规则（３）的具体化，该第 ２８ 条规定的一股二卖是
否存在无权处分呢？诚然，工商登记既属对抗要件，变更登记之前股权若已变动，确实有
名实不一的可能。但是，若对公示对抗规则作进一步分析，由于未经登记的股权变动不得
对抗第三人（《公司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则对于第三人而言股权变动可以视为不存在，那
么出让人向其转让股权的行为也就不构成无权处分，第三人可以主张自己系经有权处分
８３

受让股权。可见，公示对抗模式虽然会提高权利外观的“误差率”，但公示对抗规则本身可
以保护第三人，具有一定程度之自我“治愈”功能。因此，从规则功能角度似无必要在一股
二卖场合引入善意取得，只是由于《公司法》第 ３３ 条第 ３ 款公示对抗规则构成要件过于简
单，在保护合理信赖方面缺乏细致区分的参考因子，故而规定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７
相比之下，将善意取得引入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纠纷中，更是偏离善意取得服务于无权
处分之规范旨趣。名义股东往往是工商登记上彰示的股东。第三人尤其是公司外部第三
人难以知晓私人之间代为持股的约定，交易时能查知和确信者往往只有工商登记表彰的
权利外观。若基于其和实际出资人的代为持股关系，否定善意第三人得受让股权，不啻于
将实际出资人基于代为持股关系所应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显然不符
合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正义观。虽然实践中有法院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作出支持善意
第三人的判决，８ 但是合同相对性并无法解决保护第三人的标准问题，于此参照适用善意
取得规则，更多的是填补规范空缺，降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在裁判中的操作难度。
综上，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关于股权善意取得的规定，一方面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崔
海龙案”二审理由中的司法判断（３）和（４）并予以明确和具体化，其中善意取得的参照适
用，虽仍系于一定之权利外观，但功能上已非全然聚焦于无权处分场合。另一方面，
“崔海
龙案”一、二审判决关于工商登记公信力以及登记错误的判断即笔者归纳的司法判断规
则（１）和（２），却未获提及。那么，是否真的如“崔海龙案”原告上诉理由所述，工商登记并
非生效要件，就不具有公信力？在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规定的情形外，善意
取得还能参照适用吗？对此，德国法的新发展提供了一种颇具启示意义的立场。
（三）登记错误作为统一的适用前提：德国法的立场
修订后的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是关于自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股权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ｏｍ Ｎｉｃｈｔ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ｅｎ） 的规定：
“如果出让人作为股份所有人被记载在商事
登记簿所接受的股东名单中，受让人可以经由有效的法律行为从无处分权人处获得股份
或股份上的权利。（第 １ 句）如果取得股份时名单上的错误持续少于三年，且该错误不可
归责于权利人，则不适用上述规则。（第 ２ 句）如果受让人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无
处分权，或者名单上载有异议，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第 ３ 句）……”９
在修法之前，股份的受让人必须承受股份实际上属于他人而非出让人的风险，１０ 新法
转而保护基于商事登记簿中的股东名单而产生的对处分权的信赖。１１ 商事登记簿中的股东
名单属于权利外观，其存在错误（Ｕｎｒｉｃｈｔｉｇｋｅｉｔ）是适用善意取得的基本前提。这里的错
误，指的是登记内容与实际法律地位之间的不一致（Ｄｉｓｐｋｒｅｐａｎｚ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Ｅｉｎｔｒａｇｕｎｇ
１２
ｕｎｄ ｗａｈｒ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ｌａｇｅ），
而与该不一致的形成是否基于某种主观上的过错无关。１３ 虽

然股份转让合同和股份转让本身需要公证，但是法律并未规定股份转让生效的时点，而
是交由当事人灵活约定，１４ 受让股份者疏于促成将自己的法律地位载入登记名单，就会
引发登记之不一致。此外，负有提交股东名单载入商事登记簿的公司经理疏于提交，也可
能导致不一致。可见，德国法并不考虑登记错误之成因，而是将登记错误统一作为善意取
得的前提。中国法上，前述司法判断（２）也是着眼于登记错误。从保护交易安全及避免评
价矛盾的角度，笔者认为在法释［２０１１］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之外，若存在其他类型的登记错
误，不妨亦参照适用善意取得。
然而也有论者指出，股东名单在连接股份转让与善意取得方面并非最佳的选择（ａｎ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Ｌｉｎｋ），１５ 因为股东名单进入商事登记时，对其正确性缺乏严格、客观的事先审
８４

查，其不可能像土地登记簿一样保持完全的同步性（ｅｉｎ ｖｏｌｌｓｔ覿ｎｄｉｇｅｒ Ｇｌｅｉｃｈｌａｕｆ），１６
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信赖基础。１７ 虽然电子查阅使商事登记簿具有很高的公开性，１８ 法
律也将其确定为可供信赖的权利外观，但从立法论看，公示程度与可信赖程度之间并非
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若没有相应机制把权利外观和实际权属的一致性保持在一定范围
内，径直赋予权利外观公信力，就有过分损及财产静态的安全之虞。登记的简化与便捷是
商事交易成本与效率的要求，但其可能导致准确率较低进而影响善意取得适用后的实质
公平。也正因为如此，修订后的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第 ２ 句引入了等待期
和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等因素，作为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限制。下文将考察这一思路在
中国法下展开的可能性。
二、交易行为特征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一）股权交易行为与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效率，故其适用范围应以交易为限。在德
国民法上，若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的关系欠缺交易行为（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ｇｅｓｃｈ覿ｆｔ）特征，则排
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１９ 在商事领域，交易行为特征也是成立权利外观责任的必要条
件。２０ 就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之适用，交易行为亦被认为是法条未予明言
但不言而喻（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覿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构成要件。２１
交易行为首先是法律行为，诸如股权法定继承之类非基于法律行为的股权变动，不
能适用善意取得。２２ 交易行为特征，还要求双方在法律上和利益上系独立的主体，善意取
得不适用于出让人与受让人在人格或经济上具有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覿ｔ）的场合。２３ 在参照适
用《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时，亦应将此前提置入股权善意取得的判断中，对此我国司法实践
已有所把握。比如，有判决以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为父女关系为由，否认第三人成立善意
取得；２４ 也有判决认为，由于无权处分人本身又是第三人（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第三人
不能主张成立股权善意取得；２５ 还有判决以出让人与第三人乃同胞兄弟关系作为否定第
三人善意取得的一个理由。２６ 此外，还存在公司职员冒名转让股权，受让人取得股权后又
转让予另一股东，且受让人和该另一股东系父子的情况，单从交易特征来看，实不应成立
善意取得。２７ 在真实权利人无法实质证明第三人非善意的情况下，交易行为特征在保护
真实权利人方面显得犹有价值。
（二）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善意取得
德国法在股权变动方面同样遵行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思路，２８ 其有限责任公
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第 １ 句强调法律行为必须有效，应指处分行为不存在处分权以外的
效力瑕疵原因。在中国法上，由于有限公司股权变动规则有所不同，法律行为效力和善意
取得的关系应另外考察。
关于有限公司的股权变动模式，学说上有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两种立场。前者认为，
可以将股权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本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行为，债权行为使出让方负有转
让股权的义务，股权变动取决于是否有权利变动行为；合同生效后，变更股东名册则股权
发生变动，变更工商登记则股权变动效果可以对抗第三人。２９ 后者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一
旦生效，股权即移转于受让方，此一过程无须公示，但若要对抗第三人则须变更工商登
记。３０ 可见，两种观点均承认工商登记的对抗要件地位，但就工商登记之前股权变动的生
效时点存在歧见。
从解释论出发，笔者持意思主义立场。在文义上，
《公司法》第 ３３ 条并未明确赋予股
８５

东名册记载以生效要件地位；相反，从该条第 ２ 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措辞，似可
推断股东身份之取得与否可能并不直接受制于股东名册之记载。体系解释方面，上述推
断可由《公司法》第 ７４ 条获得印证。３１ 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４ 条亦说明股东记入名册既是
股东的权利也是公司的义务，未记载的股东并不必然没有股东资格；３２ 第 ２８ 条则以“受
让股东”指称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但未办理工商登记的受让人，亦未区分股东名册变更记
载与否。目的解释方面，由于股东名册的功能应定位于股东和公司之间，３３ 股东名册之记
载只是使股权转让效果可以对抗公司，３４ 而不应是股权变动本身的要件。３５
股权变动采意思主义模式意味着，若无其他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股权即变动。善
意取得在功能上只是弥补股权出让人处分权方面的缺失，并不豁免合同效力方面的瑕疵
对善意取得的影响。具体而言，若合同无效（《合同法》第 ５２ 条），即使充分具备《物权法》
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诸要件，亦不成立善意取得。在合同可撤销（《合同法》第 ５４ 条）时，若不
行使撤销权或撤销权消灭（《合同法》第 ５５ 条），合同有效，不妨碍善意取得之成立。当然，
第三人也可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出让人不得以登记外观否定之，因善意取得非为保护
出让人所设。如前文所述，在工商登记错误的情况下，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可以参照适用于
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
第 ２８ 条之外的股权转让场合。若相关情事构成无权处分，依《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法释［２００９］５ 号）第
１５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２０１２］８
号）第 ３ 条之意旨，可以推论出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股权转让合同不因出让人无处分权而
效力待定，也不妨碍善意取得之成立。
三、第三人的善意与合理对价
（一）善意的内涵
在存在股权登记名义的基础上，
尚须第三人对其有合理信赖；
该信赖之客体，
乃工商登
其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立法理由还
记上的股权或股东身份，
而非其他。德国法上，
强调事实上不存在的股份（ｎｉｃｈｔ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ｅ Ｇｅｓｃｈ覿ｆｔｓａｎｔｅｉｌｅ）无善意取得之问题。３６ 但学
说认为在如瑕疵增资（ｆｅｈｌｅｒｈａｆｔｅｒ Ｋａｐｉｔａｌｅｒｈ覿ｈｕｎｇ）等场合，
应肯认善意取得之适用。３７
以善意为基础的信赖，才是合理的信赖。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之“善意”，在动产场合须
结合第 １０８ 条作体系解释和反面解释，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不应当知道乃不知且
无重大过失。３８ 笔者主张在不动产变动和股权变动场合，对善意采同样理解。
自利益衡量言，要求第三人之不知须为无重大过失，是倾向于保护真实权利人的选
择；反之，不要求第三人无重大过失，则是倾向保护第三人。可见，在公信力背景下，善意
要件的内涵，会使其表达的公信力在强度上有所差异。３９ 过分要求第三人须不知且无过
失，势必会影响善意取得之成立进而影响交易效率，有悖商事外观主义之理念。笔者主张
应就股权系对外转让抑或对内转让作区别对待。第三人的交易判断以其掌握的交易信息
为基础，针对股权实际归属的信息，公司内外的信息获取成本是不同的。若第三人并非股
东或公司其他内部成员，其搜寻股权实际归属信息的基本途径主要就是工商登记，除非
其与公司及股东存在特别之联系，否则要求其通过其他途径调查股权实际归属，成本较
高，交易容易受阻。若第三人是股东或公司其他内部成员，其在工商登记之外另行查知股
权实际归属（比如是否存在名义持股的情况）的成本相对较低，尤其是有限公司股东之间
往往具有相当之信赖，即应科以更高的注意义务。当然，信赖以知悉为前提，无论是外部
第三人还是内部第三人，查阅工商登记是认定其是否善意最基本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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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存在两种解释选择：其一，外部第三人之善意指不知且无重大过失，未积极查
阅工商登记构成重大过失，内部第三人之善意指不知且无一般过失；其二，外部第三人之
善意仅指不知，但未积极查阅工商登记者推定为明知，内部第三人之善意指不知且无重
大过失。笔者倾向于第一种，盖无重大过失可为一些个案中特别的事实因素提供判断标
准，也较为契合文义解释的结论。当然基于保护第三人的需要，认定时应审慎把握。
（二）善意的认定时点与举证责任分配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要求第三人“受让时”为善意，结合第 ３ 项，应理解
为至交付或登记时止的整个过程第三人均应为善意。在股权善意取得方面，亦当如此。
从文义上看，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之善意似为善意取得的积极要件，由第
三人举证自己乃善意。在德国法上，善意只是消极要件，通过免除第三人的举证负担而发
挥推定的功能，４０ 真实权利人欲否认善意取得之成立，即应证明第三人明知或因重大过
失而不知实际权属。股权善意取得方面，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第 ３ 句从反
面规定“如果受让人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无处分权，……也不能适用善意取得”，
亦当由股权的真实所有人举证第三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出让人不是股东。４１
（三）股权转让的合理价格
德国民法上善意取得的成立并不以有偿为必要，但也并非完全不考虑有偿因素。４２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明定善意取得以有偿为前提，且价格必须合理。４３ 从理
论上讲，合理价格可以作为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的一个因素，以不合理之低价甚至无偿
受让者，即使真的不知往往亦难谓无重大过失。于股权善意取得，应审慎把握外部第三人
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故合理价格要件的独立化对判断股权善意取得有积极意义。
既为保护交易安全所设，笔者认为合理价格应侧重考虑标的的客观价值，４４ 就股权
转让价格之合理性，专业的资产评估结论是一个值得参照的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
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简单地以注册资金额为转让价格，而未对股权作实际的评估，不
成立善意取得。４５ 合理性判断还应参酌个案的具体情况，如有判决以股权投资的固定回
报收益折价款为标准，认定股权转让不构成低价转让。４６
在《物权法》颁行前，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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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第 ８９ 条等规定的影响，第三人是否实际支付对价在实践中被视
为判断善意取得的重要因素。４７ 但是《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仅规定“以合理的
价格转让”，似不以价款已实际支付为必要。４８ 笔者认为，在股权转让场合，亦不应要求第
三人已实际支付价款。对真实权利人而言，其后续利益回复的实现固然系于无权处分人
责任财产之多寡，然即便第三人未实际支付转让价款，真实权利人尚可基于代位权制度
获得救济，实在无须为之而提高第三人善意取得之门槛。
四、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
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利益衡量，
是在真实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展开的，
善意取得其
实是为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架设具有一定层次的门槛。但是，
若忽视了真实权利人方面的可归
责性问题，则有违私法自治的原则。４９ 传统民法的善意取得规则并非不考虑真实权利人的
５０
可归责性因素，
德国民法在动产善意取得方面提出“诱发原则”
（Ｖｅｒａｎ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

用以区分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
并在善意取得的适用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在日本民法
上，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则是在不动产领域通过判例构造“相对化”公信力的重要因
素。５１ 我国《物权法》第 １０７ 条就遗失物的善意取得作不同于第 １０６ 条的规定，亦凸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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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上的差异。
但是，如果在股权转让纠纷中也将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作为可以左右善意取得的
关键因素，权利外观的公信力本身是否会遭到消解，价值判断上是否会与商事外观主义
的效率追求有所冲突呢？
（一）德国法的立场
关于商法上的可归责性，卡纳里斯教授认为，商事外观责任的成立虽然需要考虑申
报义务人的可归责性，但关于可归责性的判断却并不总是以过错为标准，登记错误的发
生原因和风险负担观念于之亦有影响。５２ 有学者主张应侧重考察原因力，５３ 更有论者认为
商事外观责任的归责理由更多关注的是本人的与因行为（即本人对权利外观的产生具有
一定原因），而非本人的过错。５４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在第 １ 句规定“如果出让人作为股份所有人被
记载在商事登记簿所接受的股东名单中，受让人可以经由有效的法律行为从无处分权人
“如果取得股份
处获得股份或股份上的权利”后，于第 ２ 句对善意取得的适用予以限制：
时名单上的错误持续少于三年，且（ｕｎｄ）该错误不可归责于权利人，则不适用上述规则。”
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的规范构成可以概括为：
（１）其并非善意取得的成立
要件，而是阻却善意取得的因素之一；
（２）作为抗辩事由，受让人无须就真实权利人可归
责举证，真实权利人应就股东名单的错误不可归责于自己承担举证责任；５５（３）可归责性
因素必须和股东名单错误存在的时间因素相结合，才能阻却善意取得的成立。
立法理由指出，如果真实权利人在取得股份后，疏于注意股东名单的变化及自己法
律地位是否被正确记载，权利外观之错误即可归责于他。比如，股东的继承人疏于关注股
东名单，他人却被记载为股东，该继承人即属于对权利外观之错误具有可归责性；又比
如，在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经理提交了一份并未完全展示该股东法律地位的错误
的股东名单，则股东不具有可归责性。５６ 但是，法律并未就可归责性提供法定的定义，而
是留待法院在具体的个案中来解释。５７ 学说上认为，附有延缓条件的股份转让合同中，若
受让人未及时向公证人告知条件成就情事，导致股权变动的结果未被及时载入股东名
单，则原来受让股份者对名单上的该项不一致具有可归责性。再比如，连续交易中，股权
变动后受让人将股份转卖，但在先交易因形式瑕疵而无效，则转卖人（第一受让人）的权
利外观可归责于第一出让人，盖第一出让人参与引起了该无效的股权转让交易。于此，善
意取得之成立并不以行为有过错为必要，而更多着眼于划定交易各方的风险范围。５８
可以说，可归责性因素和三年期间的引入，是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股权善意取得
不同于传统民法上的善意取得的重要方面。其必要性在于，第 １６ 条第 ３ 款以提交到商事
登记簿的股东名单作为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该股东名单的正确性并未经过实质审查，
若任凭第三人信赖并基于上面的信息作出交易决策，那么权利被侵害的真实权利人范围
会很广。调整该利益保护失衡的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对股东名单施以一定之审查机制，
以确保权利外观的可靠程度。但囿于交易成本和操作负担，５９ 立法者没有采纳这一路径，
而是在借鉴民法善意取得规则的同时，引入了可归责性和三年等待期（Ｗａｒｔｅｆｒｉｓｔ），并
将二者并立作为阻却善意取得成立的条件。这个方案一方面使真实权利人有机会通过证
明自己无可归责性而免于承受善意取得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注意限制对交易安全的影
响。对善意第三人而言，只要名单的错误存在达三年，即便真实权利人可以证明自己无可
归责性，善意取得依旧成立；６０ 如果真实权利人无法证明自己无可归责性，不管名单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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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存在时间多长，善意取得都可以成立。６１
德国法的规范逻辑可以概括为：不对权利外观作实质审查，虽能节省交易成本，却也
有损外观之准确率；一旦赋予权利外观以公信力，则有利益保护失衡之虞，故引入可归责
性要素和三年期间；同时，为降低新要素对交易安全之限制，立法者将二者并立并设置为
善意取得的阻却事由，而非成立要件。
（二）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的立场
就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２８ 条的规范立场既有共性，也
有差异。共性体现在二者均未明言实际出资人或受让股东的可归责性对善意取得成立的影
响，
加之《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亦未考虑原权利人的可归责性，
在适用上似乎无须考察该因素。
但是，
基于对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５ 条、
第 ２６ 条的体系解释，
第 ２６ 条调整的是实际出资人和
名义股东约定名义持股关系的情况。因此，
名义股东具备之权利外观，
是由实际出资人共同
引发的，依前述德国学说之观点，这里其实蕴含了实际出资人的可归责性；易言之，将善意
第
取得规则参照适用于名义股东转让股权，法律评价上已纳入可归责性因素。相比之下，
２８ 条所调整的一股二卖本身并不一定蕴含受让股东之可归责性。但是，
第 ２８条第 ２ 款后段
规定
“受让股东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也有过错的，
可以适当减轻上述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责任”
，说明司法实践部门已经注意到真实权利人的过错是一个需要
考量的因素，
并将其作为善意取得之后利益回复机制中适用过失相抵规则的基础。
（三）真实权利人可归责性是否应该作为独立的法律构成
那么在中国法上，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是否应该作为独立的法律构成呢？在法律
技术层面，虽然《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并未将可归责性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或阻却事
由，但参照适用的法律技术，并不排除在必要时引入其他权衡的因素。关键在于，作为独
立的法律构成，其是否具有法政策上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将善意取得参照适用于股权转让场合，终系基于保护交易安全、增进交易
效率的需要，所以对权利外观持有合理信赖的第三人在价值位阶上应予优先对待，从法
政策角度不宜将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作为影响善意取得的独立构成。德国法引入可归
责性因素，亦只是和三年等待期联立作为阻却事由，即使欲在中国法上效仿推行，基于法
律确定性的要求，也应仰赖立法之跟进与补充，不适宜交由司法作探索性的处理。
但是，即便不作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可归责性在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尚须具体分析。
在名义股东转让股权场合，如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所定，名义持股关系本身已蕴含一
定可归责因素，不存在是否予以独立考虑的问题。除此以外可参照适用善意取得的场合，
比如一股二卖或因在先转让无效或被撤销导致的股权无权处分，原则上不应以真实权利
人无可归责性而否定善意取得之成立。但善意取得既有的构成要件中，比如善意认定中
的过失程度，如果在个案中较难把握，不妨引入代表真实权利人一端利益的可归责性，综
合权衡以断之。在既有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外，可能有其他需要纳入考量的因素，包括真
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工商登记错误存在的时间甚至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经营状态的变
化等，进行利益衡量时，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并非毫无作用。“崔海龙案”中，原权利人
的股权其实是近乎被“偷”走的，其对权利外观之形成与持续并无可归责之处，但法院最
终未采“盗赃不适用善意取得”之理据，或许是考虑到受让人已经行使股东权利，公司经
营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外，
《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善意取得之成立条件，较德国法要
严格，对不将可归责性因素作为独立构成可能造成的利益失衡，也有一定限制作用。
８９

五、股权质权的善意取得
以上讨论均以股权转让为基本模型。鉴于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还规定了股权质押可以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且股权质权之继受具有不同于股权
转让的规则构成，以下就股权设质适用善意取得方面的特殊构成，作专门讨论。
（一）有限公司股权设质的规范依据
《公司法》未对股权设质作具体规定，
《担保法》第 ７５ 条第 ２ 项、第 ７８ 条和《物权法》
第 ２２３ 条第 ４ 项、第 ２２６ 条则明定股权质权乃权利质权之一种。６２
《担保法》第 ７８ 条第 ３ 款规定：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
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１０３ 条第 ３ 款规
定：
“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公司法》第 ３３ 条并不以股东名册记载为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股东名册记载更不可能
影响股权质权合同的生效，
《担保法》第 ７８ 条第 ３ 款的前段与后段会出现效果上的冲突。
２００７ 年《物权法》第 ２２６ 条第 ２ 款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
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
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其不仅正确区分了合同效力和质权设立的效力，还明定工商出质登记为质权设立的生效
要件。依《物权法》第 １７８ 条，在《担保法》第 ７８ 条第 ３ 款后段及法释［２０００］４４ 号第 １０３ 条
第 ３ 款与《物权法》第 ２２６ 条第 ２ 款后段之间，应适用后者。故有限公司股权质权，自完成
工商出质登记时设立，属于登记生效主义，股权质权表征方式是工商出质登记。６３
（二）创设取得、移转取得与善意取得
股权质权之取得，有创设取得（Ｂｅ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和移转取得（譈ｂｅｒｔｒａｇｕｎｇ）两种方式。股
东就其股权为他人设立质权者，他人即属基于创设取得成为质权人。若债权人将附有股
权质权的债权让与他人，基于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受让债权人亦基于移转取得成为质权
人。６４ 此二种质权取得方式，均有引发第三人善意取得股权质权的可能。
善意取得适用于股权质权的创设取得中 （第一层次的善意取得，ｇｕｔｇｌü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ｓｔｅｒｗｅｒｂ），６５ 一般是指在股权工商登记与实际权属不一致时，股权登记名义人以其名
下股权为他人设立质权，该他人善意取得质权。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先
卖后质即属于这种情况。此外，若在先的股权转让无效或被撤销，股权受让人以股权为他
人设立质权，亦属之。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下名义股东就股权设质，虽难谓无权处分，
亦可参照适用《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成立质权之善意取得。善意取得适用于股权质
权的移转取得中（第二层次的善意取得，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Ｚｗｅｉｔｅｒｗｅｒｂ），６６ 比如出质人和质
权人的质权合同被撤销或无效，质权自始消灭，此时质权人将债权让与他人，质权一并转
让，债权受让人基于善意取得受让附着于债权上之股权质权。
需要注意的是，该两种善意取得之适用，在信赖基础方面存在差异。在质权创设取得
情形，质权人善意取得的正当性源于其对股权工商登记的合理信赖；在质权移转取得场
合，若质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未办理质权撤销登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
登记办法》第 ２０ 条），则自质权人处受让债权的第三人可能善意取得质权，其正当性在于
对已存在股权质权工商登记的合理信赖。这两种善意取得的公信力基础并不相同，
前者倚
赖于股权本身的权利外观，后者则立基于股权质权的权利外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德国
９０

法上虽认可股权质权第一层次的善意取得，却不承认第二层次的善意取得，因为与中国法
不同，德国法上股权质权的设立与转让并不需要明确的形式，修订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也
拒绝为股权质权确立一个权利外观，债权受让人只能信赖其以为有处分权的相对人之陈
述（ｄｅｒ ｂｌｉｎｄｅ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 ａｕｆ ｄｉｅ Ａｎｇａｂｅｎ ｄｅｓ ｖｅｒｍｅｉｎｔｌｉｃｈ 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ｔｅｎ），而这不
足以作为一个信赖保护的基础。６７
可见，股权质权的善意取得要复杂于股权转让场合。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２６ 条第 １款、
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仅规定了两种股权创设取得的情形，具体来说，第 ２６ 条第 １ 款适用于名
义股东为他人设立股权质权，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适用于股东转让股权但未变更工商登记时
又为他人设立股权质权的情况。６８ 至于无权移转股权质权可能涉及的善意取得问题，无
论原质权人是否股东，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均未提及。笔者认为，该当场合应肯定善意取得之
参照适用，核心理由是，股权的权利外观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获得公信力，股权质权的权
利外观在可靠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亦应赋予公信力，方不至于导致评价上的矛盾。
（三）转让已设质股权与消极信赖保护
《物权法》第 ２２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
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
务或者提存。”此一规定在利益衡量上偏向保护质权人，但出质人未经其同意转让股权者
不一定无效。６９
若股权质权设立后，质权工商登记被错误涂销，后股东又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第三人
得否取得无质权负担的股权，即属消极信赖保护的问题。消极信赖保护和积极信赖保护
均属权利外观公信力的内涵，后者是指保护第三人对权利外观所彰示权属状况的合理信
赖，而前者则旨在保护第三人对权利外观未彰示权利负担的合理信赖。若既有质权被错
误涂销而未展现于股权工商登记上，股权受让人亦非应知股权上存在质权负担，则可善
意取得无质权负担的股权，质权人只能基于《物权法》第 ２２６ 条第 ２ 款要求出质人提前清
偿或提存，而不能向股权受让人主张变价权。当然，此一消极信赖保护之成立，尚须以受
让股权之归属已经工商登记变更为条件。
注：
１

法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７ 条第 １ 款关于以无处分权的财产出资的规定也涉及善意取得规则，若出资财产是股权（法

释［２０１１］３ 号第 １１ 条），其亦属股权善意取得之规范。
２

明确主张有限公司股权可以善意取得者，可参见赵旭东主编：
《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２９

页；明确持否定观点者，可参见李建伟：
《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３１６ 页。
３

参见殷媛：
《股权转让中的善意取得——
—崔海龙、俞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等四人以及孙建源

等五人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载奚晓明主编：
《民商事审判指导》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１４６－１５７ 页。
４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５

为方便讨论，笔者对具体案情予以简化，案件事实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前引殷媛一文。

６

可见，
该一审判决虽形成于《物权法》颁行前，
但其理由（４）、
（５）、
（６）大体对应《物权法》第 １０６ 条第 １ 款第 １、
２、
３ 项。

７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答记者问”，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ｓｐｙｗ／ｍｓｓｐ／２０１１０４／ｔ２０１１０４１３＿１９４８９．ｈｔｍ，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访问。
８

参见《显名股东卖股权，隐名股东不知情》，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ｍｎｎ．ｃｎ／ｄｚｂｋ／ｘｍｗｂ／２００９０１２０／２００９０１／ｔ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８７７５９１．ｈｔｍ，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访问。

９１

９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ｅｉｎ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ｚｕ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ｍｂＨ－Ｒｅｃｈｔｓ ｕｎｄ ｚｕｒ Ｂｅｋ覿ｍｐｆｕｎｇ ｖｏｎ

Ｍｉｓｓｂｒ覿ｕｃｈｅｎ，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 １６／６１４０， Ｓ．３８．
１０、
１１、
１８
１２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 １６／６１４０， Ｓ．３８， Ｓ．３９， Ｓ．３９．

Ｍａｒｃｅｌ Ｌｅｅｓｅｒ， 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ｏｎ ＧｍｂＨ－Ｇｅｓｃｈ覿ｆｔｓａｎｔｅｉｌｅｎ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ＭｏＭｉＧ， Ｓ．４６．
１３

由第 ２ 句“该错误不可归责于权利人”之表述可得推知，即登记错误本身并不蕴含可归责性方面的判断。

１４、
１５、
１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ｌｔｇ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ｍｂＨ Ｓｈａｒｅｓ ｉｎ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０９， Ｎｏ．０９， ２００８， ｐ．１１４３， ｐ．１１４８， ｐ．１１５０．
１６

ＢＴ－Ｄｒｕｃｋｓ． １６／６１４０， Ｓ．３９． 易言之，土地登记簿较股东名单有更高的权威性。Ｓｔｅｐｈａｎ Ｒａｕ， Ｄ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ｅｉｎｅｒ ＧｍｂＨ ｎａｃｈ Ｉｎ－Ｋｒａｆｔ－Ｔｒｅｔｅｎ ｄｅｓ ＭｏＭｉＧ － Ｈ覿ｈｅ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ｚ ｄｅｓ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ｒｋｒｅｉｓｅｓ，
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ｕｎｄ ｖｅｒｅｉｎｆａｃｈｔｅ Ｓｔüｃｋｅｌｕｎ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ＤＳｔＲ）１８９７（２００６）．
１９

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
《德国物权法》
（上），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９７ 页以下。

２０

参见［德］Ｃ．Ｗ．卡纳里斯：
《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８７ 页、第 １４９ 页。

２１

Ｍａｒｃｅｌ Ｌｅｅｓｅｒ， 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ｏｎ ＧｍｂＨ－Ｇｅｓｃｈ覿ｆｔｓａｎｔｅｉｌｅｎ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ＭｏＭｉＧ，

Ｓ．４６． Ｏｌｉｖｅｒ Ｖｏｓｓｉｕｓ， 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ｏｎ ＧｍｂＨ－Ａｎｔｅｉｌｅｎ ｎａｃｈ ＭｏＭｉＧ， Ｄｅｒ Ｂｅｔｒｉｅｂ（ＤＢ）２３００（２００７）．
２２、
２３、
２８、
３７、
６５、
６６

Ｍａｒｃｅｌ Ｌｅｅｓｅｒ， Ｇｕｔｇｌ覿ｕｂｉｇｅｒ Ｅｒｗｅｒｂ ｖｏｎ ＧｍｂＨ－Ｇｅｓｃｈ覿ｆｔｓａｎｔｅｉｌｅｎ ｎａｃｈ ｄｅｍ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ＭｏＭｉＧ， Ｓ．４５， Ｓ．４６， Ｓ．４５， Ｓ．１３２， Ｓ．１３２．
２４

参见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０）漯民一终字第 ４３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５

参见“王英林等与北京恒亿盛世葡萄酒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高民终

字第 ５１６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６

参见“周崇河与潘尚钞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浙温商终字第 ３７４ 号民事判

决书。
２７

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受让人（即另一股东的父亲）善意取得股权。笔者认为，除了缺乏交易特征，该案受让人信

赖的并非工商登记，而系冒名签字公司职员的身份，应无善意取得的适用问题。参见《公司职员造假转让他人
股权被法院判定有效》，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９０５１４／０００９１０．ｈｔｍ，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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