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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对世界影响之深不言而喻，强化商法制度输出，共创商事法
律合作，才能引领全球经济。我国的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实用主义的立法思维，对于商事立法本身并未
有较为体系的规划，而往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采取渐进式立法的策略模式。本文试图明确制定商
事通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提取公因式”方式构建商事通则的内部体系，解决商事单行法律群龙
无首、互不协调的窘境，尽可能地在民法与商法之间建立通畅的互补关系，提高商法的适用效益，完善
我国的私法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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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 on the world
is self-evident.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export of commercial law and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commercial law between countries can we lead the global economy. Because of the pragmatic
thinking, we’ve always had the progressiv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s difficult to form a systematic commercial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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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general commercial law, by extracting common factors to
build the internal system of the general commercial law. By aggregating single laws, it’s possible to
buil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mercial law helps to perfect the private la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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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法典》背景下商法体例路径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要求：“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编纂民法
典成为首要的立法任务。但是同时，编纂民法典的目的“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不得不
说，商事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比起民事法律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不可能离
开商法的规制与调整，而现代商法和商法典更是市场经济和商业实践的最重要规则。恰如学者所言：“市
场经济繁荣离不开商法，商法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土壤，由此，当一个国家在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时，就有
必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商法。”[1]
在当代法律中，也确实没有哪一个法律像商法这样，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着如此巨
大的差异[2]。对于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民商分立体例，学者认为“民法总则之外不能另行制定一部商法
总则来统辖商事特别法”，因为独立的商法总则将“人为造成民事制度的分裂”，“难以提出周延的法
律概念”，“难以概括出商事特别法的共同规则”，“导致法律规则的叠加、重复，增加法律适用的难
度”，“商法规则也随之变动”[3]；对于以瑞士、意大利为代表的民商合一体例，商法学者也普遍认为
民法总则在“吸纳”商事规范层面存在“功能限度”，不能突出商法规则在理论基础和制度构造两个层
面的特殊性，进而也会影响到商法独立性功能的实现[4]；对于以俄罗斯、日本为代表的折中体例，在民
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大量的单行商法规范。有学者认为由于没有统领这些庞大、庞杂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总
则性或通则性法律文件，使得这些商事单行法之间不仅缺乏一以贯之的立法主线，甚至相互之间抵牾掣
肘[5]。至此学者们认为民法典的编纂和商法总则的制定应当放弃完全民商合一、完全民商分立的理想化
追求，因为民法体系不能全面涵盖商法体系；制定统一的《商法总则》又实非易事。仅完善现有以不同
商事领域为规范对象的法律还不能达到完善商法的目的[6]。制定《商法通则》，可以合理提升商法规范
应有立法位阶，确保商事法律应有的法律效力和权威[7]。

2. 商事通则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江平教授较早提出我国“民法典 + 商事通则”的商事立法模式构想。江平教授认为有关商法总则的
立法可以有两种立法模式依循：一是在民法典规定商事总则，实行民商合一；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另立一
部商事通则，依照当初民法总则的模式，将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基本形式、
关联企业、连锁企业等，以及商业账簿、商事行为和商事代理加以规定。明显可以看出，《民法通则》
立法模式影响着“商事通则”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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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商事通则的立法作业还未提上日程，但是这并不妨碍学者们对商事通则的立法形态提出诸多设
想，总结下来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模式：其一，独立成编式。在民法典体系内与《民法总则》、物权编、
债权编等并列，独立成为一编；其二，独立成章式。在《民法总则》内，独立成章，统一规定商法通则
内容；其三，分解融合式。把商法通则的内容拆解，分开融入《民法总则》的各个章节当中；其四，完
全分立式。在民法典之外单独设立商法通则，并在民法典体系内有关民法与商法通则的联系与适用做相
关的接口性的链接规定[8]。在前三种立法模式均未被采纳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期待第四种模式的落实。

2.1. 商事通则立法的必要性
2.1.1. 为商事纠纷提供独立且清晰的解决路径
与带有更多伦理性色彩的民事不同，商法以竞争自由为其基本原则。但是商事交易行为的特殊性未能
在实践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司法实践人员总是惯性使用民事思维处理商事纠纷，错误使用民事法律行为处
理商事争议。例如在“外滩地王案”中法院认为受让项目公司股东的股权交易行为是“以合法行为掩盖非
法目的”，带有主观上的恶意。法官形成这一认知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现实中商业交易行为模式的合理
认识；例如在“免费自助寄存柜纠纷案”中，双方律师在思想交锋时，已经不自觉将自动寄存行为归在合
同的框架里，于是陷入了民事合同的泥淖中，困于民法调整机制之不足。制定商事通则，强调商事规范体
系的独立性，为解决商事纠纷提供一条独立且清晰的路径，这是制定商事通则的一个重要意义。
2.1.2. 为厘清重要商法制度、概念提供可能
我国虽然已有大量的商事单行法，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保险
法》、《票据法》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单行法缺乏统一的立法理念，使用过程中容易产生矛盾。例
如《公司法》第 15 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但除《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
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外，任何法人都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尽管《公司法》第 15 条规定有但书，但是所谓
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主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情况就是《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司法》第 15 条的规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例如《公司法》使用的是“清算人”概念，但是在《个人独
资法》和《公司法》中使用的都是“清算组织”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联系或者区别，以上法律却
都没有作出规定。由此可见，不同的单行法适用商法中某一制度时会产生不必要的分歧。
2.1.3. 为创新性经济提供新启发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风险也相伴而至。例
如国际商事纠纷数量增多、类型复杂，国内出现许多创新交易模式，例如股权众筹、p2p、集合股投资计
划等。传统的商法规范体系未能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路径。在此背景下，需要对既有商事法律规范进行
理论化重构，重新强化对于商法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知，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传统商法制度进行调
整，使得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商法体系的构建能够形成共识[9]。通过制定商事通则构建出符合创新时代
需要的商法体系和商法制度。

2.2. 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
2.2.1. 商事单行法提供较为成熟的立法条件
制定《民法通则》时期，相对成熟的法律历历可数，这可以说是制定《民法通则》面临的巨大挑战
之一。但是从目前的商事领域立法来看，立法环境更加适宜。我国已经颁布了一定数量的商事单行法，
例如《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重要商事部门
法的立法工作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缺乏的不是商事领域的基本法律规范，而是统领整个商事法律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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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纲。有学者将缺乏一部一般性的商事法律规范来统领的整个商事法律体系比喻为缺乏大脑中枢而徒有
四肢的一个人。成熟的商事单行法为制定商事通则营造了成熟的立法环境，也为商事通则的制定奠定了
坚实的立法基础
2.2.2. 市场经济转型需要的务实选择
借用德国法学卡拉里斯的表述来说，商事制度体系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也有历史性的结构
[1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依
然面临较多障碍与约束。商法体系的重构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有效制度建
构消除影响市场经济体制功能发挥的挑战因素[11]；结合“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背景，良好的营商环
境是各国商人进行投资评估的重要指标，健全和完善的法治无疑是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前提。制定一
部统率商事单行法的商事通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应当是一种更为务实、可行的方案，既能克服民商分立
和制定大一统民法典体例的弊端，又能吸收成熟单行法所带来的立法优势。

3. 商事通则的中国本土化建设
2004 年召开的中国商法研究会对制定《商法通则》进行了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商法通则》应由
八章构成：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行为；第四章，商业登记；第五章，商业名称；
第六章，商业账簿；第七章，有价证券的一般性规定；第八章，商业竞争之一般规定；第九章，附则[12]。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主要需要界定商事主体和商行为这两个概念，因此应由三章构成：第一章，
总则；第二章，经营商业企业；第三章，商事行为[13]；王保树教授则认为所谓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
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2008 年前后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组织专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通则(立
法建议稿)》及其立法解释书，掀起了探索商法通则之模式的热浪。该《立法建议稿》共 10 章 91 条，包
括总则、商人、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营业转让、商业账簿、经理与其他商业雇员、代理商、附则
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学界基本达成了如下 5 个关于商事通则的体系与内容方面的共识：第一章，一般
规定；第二章，商主体制度；第三章，商行为制度：第四章，商事责任制度；第五章，商事争端解决制
度。关于商事通则内部体系具体内容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也激发我们的思考，如何
制定一部内部更加协调、适用更加有效的商法通则。

3.1. 商事通则内部体系的营造理念
作为商事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商事通则不仅应包括总则的一般性规定，还应包含分则中具有共性需
要提炼概括的内容。商事通则需要将商法的基本理念、价值和基本原则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提炼出来，并
使之固定化、成文化。既然商事通则具有公因式地位，首先需要追问的就是：此等公因式依据何种标准
而提取[13]。法律概念的位阶性安排是法律规范体系化的基础[14]。法律概念的位阶性安排是法律规范体
系化的基础[5]。法律概念运用逻辑的方法，根据其抽象化的程度使概念与法律规范之间构成上下位阶关
系，以此作为法律的规范体系化基础。
商事通则的内部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无疑是最高概念，舍弃各商事单行法中的客
体所具有的个性，而后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概念；往下是将各种个性化特征塑造成不同抽象程序的下位概念。

3.2. 我国的实践以及各国商法典带来的启示
早在 1999 年深圳市出台了一部《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并在 2004 年进行了修改。该条例分为
8 章共 65 条，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
让；第五章，商事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从结构与内容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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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部商事通则，是我国商事立法的一次有益探索。但质疑声也纷至沓来，例如《深圳商事条例》第
六章对商事代理的规定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代理的规定和《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
间合同的规定基本上没有出入；《深圳商事条例》也没有对时效制度做出规定，而只能依据其第四条的
规定，“本条例和国家的商事条例未规定的事项，适用商人章程或合伙协议，商人章程或合伙协议未作
规定的，适用民事法律”。因此认为商事通则有浪费现有立法资源之嫌疑，可见在商事通则内容方面还
需进一步思考。
《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第三编为商业账簿，第四
编为商行为，第五编为海商。《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
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15]。《德国商法典》与《法国商法典》分
别带有浓烈的主观主义色彩与客观主义色彩。但事实上，绝对且纯粹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
例如《德国商法典》规定《支票法》、《汇票、本票法》以及《海商法》仅需要支票、汇票、本票或海商
行为存在即可适用，无需商人身份；《法国民法典》也保留了许多主观主义体系的规定。单一的“商主体”
或“商行为”作为编纂的唯一主线并不理想，需要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相结合，实现互补。但是二者何
者为轻何者为重，就需要结合商法的价值目标来分析。对于我国来说，主体制度主要体现的价值取向是维
护交易安全，尤其是维护交易相对人的安全，相应制度例如资本维持原则、合伙中合伙人责任连带制度等
等。但是追逐利益必须依靠商行为才得以实现，若是过度保护交易安全，交易效率与投资自由将在一定程
度上被限制。也就说，当维护交易安全与提高交易效率这两个价值有冲突时，应当以提高交易效率价值为
优位。这一价值冲突对应到商事通则体系中就应当是以商行为规则为主，以商主体规则为辅。
中国的商事通则不能完全仿照德、法，不仅因为行商环境的改善、商业模式的多样、立法技术的提
高等因素，还因为上述商法典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是适合该国国情的相应修改，但我们还是能够从
这些立法例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商事通则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比较《德国商法典》和《法国商法典》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商法典》没有像《法国商法典》那样
的总则编，但也只是没有名义上的总则编而已，除了第二编公司和隐名合伙与第五编海商以外的另三编
其实都是关于商事总则的内容。采用客观主义模式的《法国商法典》未对商行为进行抽象而得出一般性
的条款描述，而是列举了 10 种主要的商行为，这种明列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的商行为模式，我国制定
商事通则时应当克服这点，在列举商行为类型时采用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模式，以适用快速发展的经济现
状；《德国商法典》在商行为编规定了商行为的定义，特殊处理易于民法发生混淆的行为，我国制定商
事通则时也需要额外注意民商交叉问题，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的错误。

4. 结论
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阶段，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各种创新交易模式的不断出现，国内、
国际经济市场的不断扩大，我国商法在与之相适应过程中，必须不断和及时地提升商法规则的现代化，
超越民法合一和民法分一的商事通则模式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商法不是民法的特别法，而是私法的特别
法，制定商事通则，完善商事法律体系，加快开展商事通则立法工作，我国的私法二元结构在形式上更
加完善，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启绿色通道。这样一种立法构造，也是我国对于世界商法
立法体系的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范健, 王建文. 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28.

[2]

范健. 当代主要商法体系论纲[J]. 法律科学, 1992(6): 43.

DOI: 10.12677/ojls.2020.84092

655

法学

林跃琴
[3]

王利明. 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总则的制定[J]. 法商研究, 2015(4): 3-9.

[4]

李建伟. 民法总则设置商法规范的限度及其理论解释[J]. 中国法学, 2016(4): 73-91.

[5]

刘凯湘. 剪不断, 理还乱: 民法典制定中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再思考[J]. 环球法律评论, 2016, 38(6): 107-125.

[6]

王保树. 商事通则: 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J]. 法学研究, 2005(1): 32-41.

[7]

赵旭东.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J]. 中国法学, 2016(4): 40-54.

[8]

赵旭东. 商法通则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J]. 地方立法研究, 2018, 3(2): 10-22.

[9]

夏小雄.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事规范的“法典化”表达[J]. 法学, 2016(12): 41-49.

[10]

卡尔. 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59.

[11]

赵万一, 赵吟. 论商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 现代法学, 2012, 34(4): 60-73.

[12]

王瑞龙, 林蕾. 制定《商法通则》之利弊分析——兼论《商法通则》的体例安排[J]. 河北法学, 2004(10): 20-24.

[13]

朱庆育. 民法(第 1 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5.

[14]

郭富青. 论我国商法体系的建构技术[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8(2): 80-88.

[15]

刘保玉, 陈龙业. 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商事通则立法的可行性悖议[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 2005(4): 69-77.

DOI: 10.12677/ojls.2020.84092

656

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