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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一 ：《民法总则》中的法人分类制度

《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
层次与标准
谢鸿飞
从笔者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总则》立法会议的情况看，法人制度是最疑难、也是
争议最大的内容。原因可能是：其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阶层、功能和结构都从整
体化向分殊化发展，以成员（发起人）的共同合意或单独意志成立的各种组织体蓬勃发展、方兴未
艾。这些组织体的设立宗旨、目的事业、治理结构和社会意义各不相同，要从中抽象和提取出各类
法人的“公因式”，难度不可小觑。二是受“总体性”国家—社会一体化观念的持久浸淫，国家对社
会组织体尤其是公益类组织深怀戒心，管制过多过度———《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议论多
年，迄今亦未通过，即为明证。这就使《民法总则》如何设置法人的成立要件颇费思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三章采取“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
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相对放松了非营利性法人的成立条件，相比以往的立法有长足进步。但
在法人分类方面也存在缺失。

一 、《民法总则（草案）》法人分类的缺失
在民法学理上，法人分类通常采取三个层次：（１）依据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是公法还是私法，
将法人首先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２）依据私法人成立的基础，将其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
人。前者以社员为基础，是人的组织体，成员在社团中取得社员权；后者以特定的财产为基础，是
财产的组织体，不存在成员。（３）依据社团法人成立的目的，将其进一步分为营利社团、公益社团
和中间社团。营利社团即从事经济行为逐利，并将利润和剩余财产分配于社员的社团。公益社团
是以不特定多数人的公益为目的的社团。中间社团指既非以公益又非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特
定成员的共同利益成立的社团。〔１〕 《民法通则》则采取了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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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２·

谢鸿飞：《民法总则》法人分类的层次与标准

《草案》采取的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标准，其实和《民法通则》相当接近，因为企业法人是
最为典型的、在我国现行法上甚至是唯一的营利法人，非企业法人的几种类型（如机关法人、事业
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都是非营利法人。然而，这种分类的层次和标准比《民法通则》存在的
问题更大，以下从两个层面分析。
（一）公法人和私法人
与《民法通则》一样，《草案》并没有将法人首先区分公法人与私法人，而是将所有的法人均纳
入规范射程。其第８９条—第９０条规定了机关法人，第８２条—第８３条规定了事业单位法人，第
８４条—第８５条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可以肯定，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都是公法人，部分社会
团体亦是公法人，其设立依据并非民法，而是公法。《草案》将其作为“非营利法人”，理由应该是它
们的目的事业都不具有营利性质，而是为了公益目的。但在一般意义上，“非营利法人”通常指“非
营利性组织”，即所谓的“ＮＰＯ”，而 ＮＰＯ 又往往与 ＮＧＯ（非政府组织）混用。如此，《草案》的分类
就存在较大问题：非营利法人本应指国家科层制序列以外的各种民间社会团体，是政府部门和营
利组织以外的“第三部门”，而不可能是《草案》中的国家机构。可见，《草案》除了延续《民法通则》
不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弊病外，因为采取了“营利—非营利”法人的分类，还造成了“非营利法人
（组织）”包括政府组织的误解。
（二）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
对私法人的分类，“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标准相当有吸引力，亦为多个学者建议稿
采用。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简单明确，比“社团—财团”的用语要通俗易懂得多。二是可以避免遗
漏，按照形式逻辑，法人要么是营利的，要么是非营利的，似乎不可能出现其他种类的法人。但是，
这一分类也存在如下问题：
１． 无法体现法人作为组织体的最根本特征，也将使《民法总则》无法按照不同类型的法人特征
进行针对性立法。
法人之所以能成为与自然人并列的法律主体（甚至还可能享有宪法上的部分基本权利），主要
因为法人是可以与其成员区隔的、独立的组织体。这种组织体的特征既可经由 “成员 ＋ 财产”构
造，也可仅仅通过特定的、独立的“财产”构造。民法典对法人的规范内容，主要应体现为法人作为
组织体应如何形成、变更与消灭、内部组织结构和权力如何配置、对外如何活动。在营利法人与非
营利法人的分类中，法人的组织体的特征与构造差异基本被隐没了，只剩下任何法人设立都必然
具有的“目的”。但“目的”又无法体现法人作为组织体的根本特征。基于“目的”，立法者最多对非
营利法人的部分活动予以限制，如禁止向成员分配利益，对营利法人则几乎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
规定。法人制度内容的完整性就将大打折扣。
２． 无法反映不同法人类型的根本差异，导致法人制度无法 “提取公因式”，有损民法典的体
系性。
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仅仅能够看出法人存在的目的，而不能反映出法人的其他特
征”，亦无法体现提取各类法人制度规则的“公因式”〔２〕。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依据在于
法人的设立宗旨和目的事业，“营利法人”的种类在我国法上相对较少，但“非营利法人”的种类甚
多，很难找出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法人的共同点。立法者也就只能从不同类型的非营利法人规则中
提取极为有限的公因式，《草案》称得上是非营利法人共同规则的，除了定义性条款，可能只有第８１
参见李永军：《以“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基本分类构建法人制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第３５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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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２款：“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其他条款都是对各类非营利法人
的专门规定。《草案》对营利法人提取的公因式规范，除宣示性规范之外，真正有司法适用价值的
规范也不过寥寥几条。而《民法总则》要成为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就必然要将法人类型化并提取其
规则的公因式，采用“营利—非营利”的标准，是无法完成民法典法人制度体系化任务的。
３． 使《民法总则》越俎代庖，判断法人的公益性质，而且可能破坏《民法总则》的稳定性。
在高度复杂和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民法典更应作为中立的技术法，不应涉及法人营利与非营
利目的的判断。尽管“营利”是一个民商法上的常用术语，也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制度，但“非营
利”目的却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的往往是公法上的效果，民法典没必要对这些目的做出实
质性判断。通常，非营利目的不是由民法典而是由公法或者民事特别法规定的；有关非营利法人
的收支比例、公益目的事业费比例等事项亦同。这种立法安排有助于维持民法典的稳定性，便于
立法者通过特别法的修订因时循势调适规范。如在日本，２００８年民法典修改后，调整非营利法人
的特别法是《一般社团·财团法》，这类法人若申请成为公益法人，以获得税收等政策优惠的，应依
据《有关公益社团法人及公益财团法人的认定等法律》（２００６年）规定的２２项标准认定。此外，《草
案》似乎受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禁止分配盈利于成员”观念的影响，将其作为非营利法人活动的唯一禁止性
规范，却没有涉及非营利法人能否分配剩余财产，规则的完整性存在问题。其考量的因素可能是：
目前，我国有大量的民营医院和民办学校，若《民法总则》将其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并禁止其分配利
润和剩余财产，将对这些机构产生极其重大的负面影响。更好的做法可能是，在这些机构的改革
方向未明确之前，不应通过民事基本法将其简单定性为“非营利法人”，以避免影响未来的改革。
４． 并不能穷尽法人的各种形态，尤其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特殊类型的中间法人。
乍一看，从任何一种法人形态入手，将法人分为某类法人和非某类法人，都可以穷尽所有的法
人形态，如“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宗教法人和非宗教法人”等。然而，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
人”这一标准中，因为“营利”本身不是名词，词义的不确定性特征突出，完全存在同时具有两者特
性的法人，这将会在实践中造成如何区隔营利—非营利的难题。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到底是营
利法人还是非营利法人？即使将非营利法人解释为包括公益法人和中间法人，《草案》的规定也很
难解释何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可以分配盈余，而且是“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等
方式分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３７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另外，目前蔚为风潮的社会企业（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到底应归于营利法人还是非营利法人，《草案》也未提供答案。若固守营利—非营利的
疆界，这类回应社会强烈需求的企业可能在中国将丧失法律土壤。
５． 尽管通俗易懂，但容易引起公众的误解。
“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标准确实明白晓畅，从法律应为普通国民理解的角度看，这是很
值得肯定的。但它却存在普通理解与专业理解的差异问题：按照普通的理解，非营利法人不能从
事营利活动；在法律专业中，非营利法人并非不能营利，不过不能将利润分配给成员或法人的工作
人员而已。所以，“社团与财团”的分类虽然过于专业，但在通俗与专业形成鱼和熊掌的对立时，无
疑应选择专业表达，以期法律更为明确。

二 、《民法总则（草案）》法人分类的完善
培育市民社会尤其是培育国家—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因此，《民
法总则》法人立法的出发点应是为法人提供一般性规则，落实国民的结社权，实现国民的自由发展人
格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出发，《民法总则》应回归传统民法学的法人分类标准，其重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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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民法总则》没必要也不可能详细规范公法人，只需阐
明公法人参与民事活动时，应适用民法规范即可。为此，可在“一般规定”的平等原则或“法人”部
分规定一个条款。
其次，通过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对法人进行类型化。社团和财团是从法人构成的技术特征所
作的法人分类，适用于任何形态的法人。从构成特征入手区分法人，裨益立法者针对两类法人的
不同组织特征，制定一般性法人规范，并为法人特别法提供基本法的制度支援。虽然这种分类也
有灰色地带，实践中可能出现既有社团特征也有财团特征的法人（如某些宗教法人），但是，其包容
性较“营利—非营利性”稍强。若采用“社团—财团”的法人类型，我国《民法总则》有必要做一个重
大变革：无需将社团法人限于只能从事公益的法人———这不仅是因为民法典不适宜判断法人的目
的，更是因为民商实践对成立营利性财团法人的强旺需求，如为某个家族设定的基金、为设立资产
证券化过程中的特殊目的公司、信托集合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
最后，《民法总则》没有必要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进一步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民
法典应避免对法人成立的目的进行监管，而只应从技术角度对法人予以规定。在条件成熟时，可
就某些特殊法人（如宗教法人、学校法人甚至行政法人）进行单独立法。
（责任编辑：李迎捷）

法人概念的固守与
法人分类的传承
傅 穹
当下我国正处于民法典编纂时刻，恰逢工商业强劲促成民商组织多元勃兴，民法思维与商法
思维交错对话的互动时代。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我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草案中将民事主体依其性质分为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三元结构，法人类型采营利性与非
营利性的设计思路。上述民法草案关于民事主体类型与法人分类这一思路建议，引发了学术纷呈
的理论争辩：法人的概念应重构抑或固守？法人分类，是沿袭《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
人的本土特色，还是开创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法人的法典化先河，抑或传承大陆法系成熟的社团与
财团法人两分模式 ？法人概念的重构或固守 ，取决于民法世界中的主流认知的广泛认同 ，兼
顾立法改革成本的高低 。 法人类型的创新或传承 ，传递的是一国立法者对变化万端的民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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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涵盖能力 ，彰显的是团体与成员之间关系结构与意思表达的立法水准 ，影响的是法人制
度的实现程度 。 围绕民商事主体的顶层架构的上述基础性问题 ，必须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
中 ，经由来自不同声音的争辩 ，进而寻求学界 （尤其是民商法领域之间 ）的最广泛的理论共识 。

一 、“法人”的概念之争 ：重构抑或固守
法人，作为“人”的概念的法律拟制扩张，归功于德国民法理论的权利能力的法律工具。就民
法世界中的团体组织的立法架构与法律技术而言，《德国民法典》的贡献胜于《法国民法典》，《法国
民法典》至今仍以伦理人为原型，“人法”章节仅仅规范自然人，截至１９６８年１月３日《法国民法典》
第４９６（２）条规定“对成年人的监护可以委托给某一个法人”，才首次适用法人的概念。〔１〕 当代意
义的“法人”概念，由德国法学家海泽在１８０７年的《供学说编纂讲授之用的普通民法体系纲要》所
创建，〔２〕历经三个世纪的民法法典化的历史长河，成为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与立法的通行表达。
我国１９８１年《经济合同法》首次引入“法人”术语，并在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第３６条第１款明确
将“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法人的核心特征，并以此概念为主轴形成了庞大的法律规范体系。我
国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关于“法人制度重构”的理论呼吁出现一种强音，与之相应，我国民商合一
法典体例下的主体类型化路径改革呈现三种方案：１． 法人重构说支撑下的“自然人＋法人”二元
构造；２． 增设“组织”上位概念模式下的“自然人＋法人”变通二元构造；３． 法人概念固守下的“自
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的三元构造。上述三种方案谁能胜出，恐怕决胜中枢在于立法者对“法
人”概念的变革与否，即法人究竟是具有权利能力的组织，抑或法人是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
立法者是否变革“法人”概念待定之中，不妨从学理层面对法人概念重构与否的优劣进行一番比对
思考，从而清晰化这一迥异的分歧。
我国《民法通则》的 “责任独立 ”的法人概念需要重构吗？“法人重构说 ”或 “法人范畴扩张
〔
说”３〕持肯定态度，主张从源头将法人范畴的界定与责任承担剥离，回归大陆法系诸国民法典“依
法设立的组织，即取得法人资格”的通说，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独立性的其他组织 〔４〕纳入
法人的范畴，以解决他们民事主体地位问题。笔者认为，无论从务实主义的实证观察，还是从功能
主义的比较观察，“责任独立”的法人概念的固守或许比法人概念的重构更为可取。从务实主义的
实证观察，１９８６年《民法通则》界定法人概念之后的三十年，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形成，无论是民事
主体的类型划分（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还是商事组织的形态变迁（公司法人与合伙非法人组
织），还是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非法人投资产品），抑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大量公司证券监管
法规（合格投资者的界定），或者刑法罪刑法定（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乃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均以“独立承担责任”为表征的法人概念为标杆或术语，形成我国
既有的浩瀚复杂、触及各个领域的民商事主体法律规则体系。这一庞大的以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为预设前提的观念，已经覆盖了商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到教科书、民众、商人、官员、监
参见张民安：《法国民法》，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７９页。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６页。
参见柳经纬：《民法典编纂中的法人制度重构———以法人责任为核心》，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８期；范健：
《中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４８～４９页。
任尔昕：《论我国合伙企业法律人格的选择》，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４〕 关于“其他组织”法律文本的立法变迁与实证研究，详见柳经纬：《“其他组织”及其主体地位问题———以
民法总则的制定为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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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无论从有纸化的文件到数字化的登记系统，无论从法律的文本到司法的裁判文书，独立责
任的法人观念至今在中国畅行无阻，重构法人概念不仅会引发人们固有观念的思维转换的负担，
更徒增不必要的立法改革成本。从功能主义的比较观察，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学者均注意
到，英美法虽无类似大陆法系的法人概念，但公司企业与合伙企业的通行分类，仍以成员与企业的
责任承担与否为标尺，思维路径异曲同工。大陆法系代表之一《韩国民法典》也承认法人与非法人
两种主体。〔５〕 尤须注意的是，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７日德国民法典修改后，关于民事主体的类型划分与
内涵界定出现一个兼容民法思维与商法思维的变化，表现为：１． 增设“消费者与经营者”概念，与
自然人并列为第一节的标题，凸显商业生活世界中的主体变化；２． 第１３条与第１４条采纳“主要以
营利活动为目的或主要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的商法层面的营利思维为标尺，区分消费者
与经营者；３． 经营者则分为三类，即自然人、法人或有权利能力的合伙，有权利能力的合伙与自然
人、法人一样，均作为权利主体从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６〕 可见，“独立责任”的法人概念在世
界主要国家民法典或英美商业立法之中，也具有强劲的概念支持者与先例示范者。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法人”概念，可以为“组织”概念取代吗？“自然＋组织”的变通二元主体
构造说的逻辑主张：既然认识到法人重构说变革的成本过于高昂，不妨考虑在“法人”概念之上增
设“组织”范畴，组织之下分为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从而既不必颠覆“责任独立”的法人概念，又
实现“纳商入民”的民事主体包容开放。〔７〕 笔者看来，就“组织”的界定而言，是一个与“法人”概念
界定伯仲之间的难题，界定“组织”之难度或许比“法人”概念更歧义纷呈。就既定法律文本的表达
观察，查北大法宝输入“组织”关键词，关于“组织”为核心词的法律多达１２３项，行政法规８２项，司
法解释４３项，部门规章１９４０项，若采纳“组织”作为与自然人并存的上位概念，恐怕梳理整合以“组
织”为核心的立法就绝不逊于重构法人制度的成本。就域外立法例的民商事主体的术语表达比较
而言，无论采纳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抑或作为民商分立的大陆法系范本的《德国民法典》，还
是追随其后的体现最新改革倾向的东南亚的《韩国民法典》与《日本民法典》，均无“自然＋组织”的
既定立法例或成熟经验予以借鉴，更无从谈起法律层面关于组织理论的积淀与论证。因此，这一
建议思路虽然独具学理启发性，但或许难以进入立法机关予以考虑的方案之中。
可见，民法总则编纂中的“法人”概念的重构与否，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选择类似，是一个民
法中的解释选择问题，哪一个概念更符合大多数人分享的前见，则哪一个概念更可取。〔８〕 法人概
念无论重构与否，均应致力于减轻法律概念的思维重负而非适得其反。法人概念的内涵扩张与
否，难分理论高下的前提下，不妨考虑符合大多数人的分享前见为妥。民法总则编的最优策略不
如固守具有成功先例的“法人”概念，重塑并完善法人之外的“非法人团体”，或许是一个更为务实
且符合２１世纪民法典改革趋势的选择。

二 、法人分类的标尺之辩 ：创新抑或传承
法人分类的模式选择，映射的是一个国家对自然人结社自由的关怀程度、团体组织意思表达
参见梁上上：《中国的法人概念无须重构》，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王文宇：《揭开法人的神秘面
纱———简论民事主体的法典化》，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６〕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版），陈卫佐译注，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２９页。
〔７〕 参见汪青松：《主体制度民商合一的中国路径》，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８〕 参见王轶：《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立法建议》，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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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水平、组织管制强弱的立法能力，拷问的是我国民法典关于法人组织的分类编纂，能否基于
后发优势博采众长，能否兼顾商法世界中的组织多元生长的开放需求，引领２１世纪全球化背景下
的团体组织分类的潮流。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纳民商合一的模式，然而民法总则编纂中的法人分类的顶层设计，并未沿
着民商合一的典范《瑞士民法典》给出的“社团与财团”法人分类范式予以拷贝，或是主张沿袭《民
法通则》的既定“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模式，或建议采纳“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本土创新。
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是源于前苏联计划经济的以职能分类为出发点的立法传统，笔者
赞同绝大多数理论的反对意见，这一分类既不能解决法人制度面对的团体与成员关系乃至意思表
达规则设计，也不足以为法人制度所覆盖的各类组织提供清晰的分类支架，而且混淆了公法人与
私法人的区分意义，导致事业单位法人化的历史误读，引发公法人与私法人的管制错位，与主要国
家民法典中的法人分类模式背道而驰。〔９〕
商法，不仅是契约自由的民法领路人，更是团体组织创新的民法急先锋。商事团体组织的类
型化划分的涵盖程度与团体内部的结构安排乃至意思表达，成败端在法人分类的科学与否。法人
分类的学说之一是采纳“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核心理由归结如下：１． 《民法通则》
没有采纳财团法人的概念，我国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形成独特的非营利法人的类型；２． 大陆法系的
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在实践中的差别越来越小；３． 民法典界定营利性法人，将使‘营业’概念界定
在民法典中有了落脚点。〔１０〕 然而，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方案面临如下挑战：一则，２１世
纪的新公益寓“公益”于营利，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分边界模糊且区分价值充满了水分。值
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英美公司法对新公益的回应：２００８年美国一些州先后在商业公司法法律框
架中为 “社会企业 ”设立了 “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 ”、“共益公司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ＢＣｏｒｐ．）、“弹性目标公司”（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ＦＰＣ）、“社会目的公司”（Ｓｏ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ＳＰＣ）四种法律组织形式，其特点是取消了董事必须为股东利润最大化
目标服务的限定。〔１１〕 英国商事公司立法更宣称公司章程可以明确规定从事非营利活动，只要章
程中写入规定，且专门为从事非营利活动的公司提供一种“保证有限公司”形态。〔１２〕 二则，我国民
法典体例与未来《商事通则》之间的衔接的挑战。民法典模式无论如何设计，诸多饱含商事思维的
范畴与规则，例如营业、营利、企业资产、账簿、团体决议等，纳入《商事通则》统一规范或许效果更
佳。三则，立法改革变迁的挑战。１９８７年《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与１９９６年《美国统一非法人非
营利社团法》的出台，表明非营利组织的规则可以单独立法解决，若非营利法人全部纳入民法总则
之中，此将造成民法典的负担。〔１３〕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法人分类模式的选择，本应基于立法后发优势，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无
论采纳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还是采纳民商分立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
〔９〕 参见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蔡立东：《法人分类
模式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１０８页；范健：《对 〈民法总则〉法人制度立法的几点思考与建
议》，载《中国商法年刊》（２０１５年）。
〔１０〕 参见王涌：《中国需要一部商法品格的民法典》，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１１〕 参见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６３～４６４页。
〔１２〕 参见［英］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九版），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版，第４～１３页。
〔１３〕 参见王文宇：《揭开法人的神秘面纱———兼论民事主体的法典化》，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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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分类安排成为主要国家民法典的不二选择，且在社团法人之下分设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
两分安排。《瑞士民法典》首开“民商合一”体例的先河，并成为俄罗斯民法典、泰国民法典、我国台
湾地区“民法典”的追随范本。《瑞士民法典》第二章法人，采纳一般规定、社团与财团的体系架构，
尤其就社团与财团的设立、章程与法律的关系、组织机构的决议意思表达、社员的进出、团体组织
的解散给出了井然清晰的示范性安排，辅之以公法的监管，堪称法人设计的立法最新成就。就德
意志法系与拉丁法系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的１９６６年颁布并实施至今的《葡萄牙民法典》，在“人”
编目之下，采纳自然人、法人与无法律人格的社团及特别委员会的三分模式，在第二章 “法人”之
下，分设一般规定、社团与财团的安排。〔１４〕 《意大利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的分类，类似于葡萄牙
民法典的分类，同样采纳自然人、法人与未被认可的社团及委员会的三分模式，法人采纳社团法人
与财团法人的分类。〔１５〕 可见，传统大陆法系以“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化形态”为线索，〔１６〕采
纳以“人”或“财产”为基础的社团与财团法人分类的成熟模式，远比企业法人分类说或营利法人与
非营利法人分类说，更能清晰地揭示自然人结社自由的目的所在、团体与成员之间的各自角色、意
思表达、动态变化、监管强弱的立法态度。
总之，以法人为基石的团体组织的法律安排，在任何一个国家已经发达的法律体系中都是不
可或缺的。法人问题，是一个“拟制编纂”问题，更是一种“思想手术”的问题（凯尔森语）。法人概
念的固守胜于法人概念的重构，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传统分类不妨传承光大。我国民法典编纂
致力于引领２１世纪民法典的潮头，那么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与民商分立的《德国民法典》的
法人分类经验，或许是我们最好的指引，彼岸民法典的成熟经验更值得我们倾听与学习。
（责任编辑：庄加园）

法人的虚与实
许德风
法人制度的原型是自然人制度。法律对法人做出规定，目的是希望借用有关自然人的法律规
则，使法人像自然人一样参与生产和交易。但究竟何为法人，如何用法律搭建“法人”这一虚构事
物的架构，须仔细思考和斟酌。的确如基尔克所言，作为“社会化”“团体化”的生活方式的体现，团
《葡萄牙民法典》，唐晓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３７页。
《意大利民法典》，陈国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１２页。
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１３页。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１４〕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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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不可回避的真实的社会存在。在法律上对此加以承认，也恰恰反映了法律与社会生活的积极
互动。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即便各类团体都是社会生活中人（此处为自然人）所创造的实在事
物，本不是拟制的产物，但这些存在本身并不是将它们承认为法人的必然要求。〔１〕 换言之，从团
体到法人，其拟制的本质是无法回避的。
本文认为，从立法的角度看，法律规定法人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法人制度的基本架构，明确法
人财产独立与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明确法人治理的基本框架，在此以外，不宜作过多地限定，而
应由具体的组织法规范加以明确。以下结合我国《民法通则》特别强调的法人须具备的条件（第３７
条）（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探讨法人的本质及立法的可为与应为。

一 、法 人 人 格
法人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是“法律赋予权利能力的、由人与财产以法律所规定的方式组成的组
织”。〔２〕 法人制度是“经济生活的客观现实与法律技术运用相结合的产物”。〔３〕 以重要的法人类
型———公司为例，在公司法发展的历史上，公司被法律所承认即公司客观上成为法人的过程（包括并允
许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放宽公司目的的管制，放松公司资本的上限管制等），是一个逐渐去“怪
物”化的过程，即从将公司视为社会经济之威胁，转变为逐渐承认，并用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４〕
但就像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一样，一旦法律成功贯彻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将权利能力一般性地赋
予法人，法律在这一领域的重要使命便完成了，诸如“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３６条），其功能主要在于固定历史演进的成果。

二 、法人的财产独立与有限责任
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民法总则（草案）》，都规定了法人的财产与责任问题，前者（第３７条）
的表述是“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第２项），“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３项），后者则表述为“法
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第５６条）。比较而言，前者的表述更全面一些，当然，二者都
可以结合理论上的进展进一步完善。
法人之财产独立与有限责任的本质都是确保权利人对特定财产的优先权，包含两个方面：
财产区隔（ａｓｓｅ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与明确优先权人。〔５〕 作为财产区隔的形式之一，企业财产独立
确认企业的债权人享有“附清算保护的优先权”（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即一方面可
就企业的财产受偿，另一方面在企业所有者破产时，企业所有者个人的债权人最多只能取得所有
〔１〕 参见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１３页。
〔２〕 犚犪犻狊犲狉，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ｃＰ１９９，１０４，１０５．
〔３〕 参见尹田：《论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第１２３页。
〔４〕 “
Ｉｎｏｎｅｆｏｒｍｔｈ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ｆｅａｒｔｈａ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ｄｉｌｕｔ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ｍｏｒａｌ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ｏｓ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ｓｏ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ｅｍｉｎ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 ‘ｓｏｕｌｌｅｓｓ’．”Ｈｕｒｓｔ，犜犺犲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狅犳狋犺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
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０），ｐｐ．４４ｆｆ．
〔５〕 企业财产独立制度使企业的债权人取得了 “带有清算保护的优先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１０ＹａｌｅＬ．Ｊ．３８７，３９４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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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企业中的股份（在破产中，股权的实现顺序排在普通债权人之后），而无权通过清算企业来
满足自己的债权（即企业不对所有者的个人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６〕 在这方面，股东、法人、
法人债权人的关系和债务人、普通债权人、担保权人的关系类似。〔７〕 图 １ 描述的是公司中的财
产归属状况：债权人１（公司债权人）与债务人 Ａ（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有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
系，其对公司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债权人２ 的受偿范围则是债权人 Ａ 的全部个人财产。 债权
人１与债务人 Ａ 之间的虚线表明二者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只是经济上或者伦理
上的关联。可以看出，从财产／责任的角度来看，公司财产制度的本质，就是确立公司债权人对
公司财产优先受偿的地位。在图２所示的担保制度中，所谓“物的担保”，无非就是债权人 １（担
保权人）和债务人 Ａ 有（法律意义上的 ）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 Ａ 将不动产 １ 抵押给债权人 １。
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的时候可以就该不动产清偿，债权人２与债务人 Ａ 之间亦有债权
债务关系，但其仅以债务人 Ａ 之其他（除不动产之外的）个人财产（乃担保物偿债后的剩余部分）
受偿，对担保物无优先受偿权。 因此，抵押权制度、公司制度乃至信托制度在财产区隔的意义
上，没有区别———都是把一部分财产单独拿出来，作为清偿债权人的基础。〔８〕 从一般意义上说，
所谓的财产独立，就是有关财产有名义上（即伦理上或经济上）的所有人，但又不直接受其控制。在这
个意义下，狭义的、物权法下的所有物属于绝对不独立的财产，而从共有到合伙到信托与公司，都具有
（部分乃至完全之）独立性。

图１

图２

与法人财产独立相比，有限责任则指法人的所有者可因法律的规定防止法人债权人攫取自己
的个人财产，进而保护其个人的债权人对其个人财产的优先权。有限责任与法人财产独立都是立
于公司／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股东债权人之间的 “隔离”或 “防御”，但二者防御的方向是不同
的：有限责任是（公司股东）面向公司债权人的防御，即防止公司尤其是公司债权人追夺股东个人
的财产，进而也保护其个人的债权人对其个人财产的优先权；而法人财产独立则是（公司）面向股
东的防御，即防止股东及股东的债权人攫夺公司的财产。二者都是需要以立法加以明确的基础性
事项。
〔６〕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
〔７〕 Ｓｑｕｉｒ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ｆｏｒ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ｎ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Ｒｉｇｈｔｓ”，１１８ＹａｌｅＬ．Ｊ．８０６，８１０ （２００９）．
〔８〕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具有代表性（第５—６条）：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

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
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
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基金财产的债权，不得与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固有财产的债务相抵销；不同基金财产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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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 、法人的组织机构
自然人可以自主地行动于社会生活之中，原因在于自然人有自主的意识，尽管无法预见未来，
但可以在直接面对时妥善应对。法人欲取得此种自主地位，也需要有意思机关及执行机关。从公
司合同理论的角度看，法人制度可看作是一个自我执行的合同（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公司机关
便是实现此种自我执行的媒介。在诸机关中，意思机关最为重要，而有关意思机关议事程序／决议
效力的规则，本质上就是多个公司所有者（特殊情况下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ｆｏｒ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规则。〔９〕
在法人之中，除了机关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组成机关的各个主体，包括法人的所有者 （委
托人）、董事（第一层受托人）、经理人（第二层受托人）以及对外履行代表职责的委托代理人或法
定代表人。其中，受托人对所有者应忠实和勤勉，所有者相互之间尤其是大股东对小股东也负
有信义义务，是法律应予明确的基础性事项。 另外，成员平等原则，也应在社团法人中加以明
确 。 其功能在于对法人机关 （包括意思机关和执行机关 ）的权力进行必要限制 ，明确社团自治
的边界。〔１０〕

四 、类型法定视角下的法人制度
与物权法定相近的考量，也适用于法人制度（ｎｕｍｅｒｕｓｃｌａｕｓｕｓ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１１〕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可以或应当设置多少法人类型？不同类型的法人之间究竟有哪些区
别？从适应经济与社会的需求来说，确立足够充分的法人类型以为经营、公益乃至其他用途提供
支持，是必要的。当然，为了便于交易，法人的类型也不能过多，否则将增加交易当事人相互了解
的成本。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法人的类型繁复，但真正可用的法人类型寥寥（有限公
司、股份公司、基金会），仍有必要借助立法的时机加以完善。
就不同法人之间的差异而言，规模 （如一人公司与上市公司）、行业 （如银行、保险与通常的
〔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犜犺犲犕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狅犳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９８ｆｆ．
〔１０〕 Ｕｌｍｅｒ，ｉｎ：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 §７０５Ｒｎ．１３６ｆ．
〔１１〕 犚犪犻狊犲狉，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ｃＰ１９９，１０４，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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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公司）、所有制（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目的（营利、非营利）等都可以成为分类的
依据。但这些分类未必均具有可承载立法的普遍性。从前述法人的本质特征来看，社团法人与
财团法人是最具普遍性的分类，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治理的模式不同。 前者由社团成员 （如股
东）治理，较少依赖外部治理；后者则由理事会治理，较多依赖外部治理，包括在无法选出理事会
成员或理事会成员损害财团法人利益时，由外部机关选出或罢免，以维护相关之财团法人的
利益。

五 、法人的虚与实
所谓法人之虚像，乃是强调法人的管制框架、治理结构与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由法律
或合同所确定。外部的规则，也应遵循有关法人权利义务的“虚拟”设计。例如，Ｂ 公司为 Ａ 公司
股东，曾认缴出资３０００万，但到期后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后 Ｂ 公司破产，Ａ 公司资产仍大于
负债。问：Ｂ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可否处分 Ａ 公司的股权偿债？可否同时主张其对 Ａ 公司的出资
义务与 Ｂ公司的其他普通破产债权相同，Ａ 公司只能按比例获得清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有
关公司股东资格的规定来看，欲享有完全的股东权利，首先须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该义务虽然性质
上也是一种债权，但却不因股东破产而免除。事实上，如同公司一样，世界上并不实际存在“股东”
这一事物：通常所谓的“股东”，也不过是法律的界定而已，故股东身份的取得、转让，首先要满足有
关股东的法律规则与公司内部规定。
法人源于法律的规定，是为虚；法人又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经济要素，是为实，二者之间有持续
地互动。但若法律规定不彰，则社会经济的运作将因成本增加而受到负面影响。法人制度的成功
运转，有赖于法律细致的规定。在这方面，民法总则虽然地位重要，但篇幅却有不足，难以胜任对
法人制度做周密规定的重任。而若不着眼于法人的核心特征加以规定，将更会使有关法人制度的
规定成为“注意规定”或“宣誓规定”而失去其实际价值。
（责任编辑：李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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