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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imited liability system transfers risk from shareholders to the company creditors. Due to that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 in company internal governance, the shareholders are often in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ompany's internal 

information, while in many cases, creditors are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which makes it hard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creditors to be fully protected. Therefore, how to achieve the real equal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issue,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ing degree 

of creditors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system of passive creditors and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credit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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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部债权人权益保护问题探析 

——利益相关者视角 

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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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限责任制度的出现把原本由股东承担的风险部分的转移给了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但遗憾的是外部债权人并没有因

为有限责任制让自己承担了比无限责任制度更多的风险而获得相对应的法律上的权益保护和支持，这使得有限责任制度成了造成

股东与债权人财务不公平的始作俑者；此外，由于股东能够参与公司内部治理，所以股东往往能够在公司内部信息的获取上面占

据优势，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股东和债权人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

权益不对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权益的对等呢？本文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包括增加主动债权人

参加公司治理的程度、完善被动债权人权益保护制度、完善信用评级机制。 

关键词  股东 外部债权人 措施 

1. 引言 

企业的债权人根据其是否属于企业内部人员分为内

部债权人（主要涉及员工）和外部债权人（可能涉及银

行、投资公司、供应商、消费者等）。“股东和 

债权人都是企业的第一层级利益相关者。
1
研究表明，一

                                                             
1
 Freeman 和 Clarkson 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营的重要

性，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第一层级利益相关者和第二层级利益相

关者。第一层级利益相关者指对公司存续或经营不可或缺的人，

通常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社区等；第二层级利益相关者

主要有媒体和其他特殊利益者。 

个国家对其债权人的保护程度越强、合同执行效率越高、

其私营信贷规模越大也更高。（张世林，才国伟，2012）

这说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激活资本信贷活力，推动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由于法律

疏忽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题而使得债权人在发放贷

款上颇为谨慎。就拿典型的银行债权人来讲，其贷款主

要面向业绩稳定的国有企业；一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

国法律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还不够，所以银行等债权人

会更倾向于贷款给更有保障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是债

务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利用现有法律监管的漏洞，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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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近年来，资本市场对私营

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债

权人权益保护的问题更加应该及时得到完善；否则债权

人的积极性就又会受到打击，这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和

谐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不管公司利益这一概念如何拓展，目前为止都无法

改变外部债权人与公司、公司内部人员的薄弱联系，特

别是外部债权人无法深入公司的日常运作；另一方面，

这些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仅仅

由这薄弱的纽带所维持，特别是公司有限责任的引入使

得债权人不能追究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由此带来对债

权人利益保护的不确定性和迫切性。”（陈东，2010）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外部债权人权利的保护相较于以

前（2006 年前）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目前的法律

法规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债权人利益

的保护仍然倾向于单方面对企业股东等的行为进行约束

而并没有赋予债权人足够的事前主动参与权，这使得债

权人的权益的保护总是存在漏洞并且滞后；而当债权人

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方面也没有足够完善的补偿机制。

例如，《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

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就并未谈及关联交易对

债权人权益造成侵害及公司应对债权人采取的补偿措

施。而我国《破产法》对债权人的保护也是属于事后保

护，对债权人采用事后补偿制度。种种迹象表明，我国

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财务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本

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造成这种财务不公平现象

的根本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改善债权人不公平处境的

措施。 

2. 债权人弱势地位产生的原因 

股东常常在公司治理中忽略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问

题，有意无意的把风险过度转嫁给了外部的债权人，使

得公司在出现财务危机和破产时，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

害，引发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财务不公平。学者们对于

这一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总的来讲，

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1 有限责任制度更有利于保护股东而非债权人 

公司组织形式经历了无限责任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

两个发展阶段，并且有限责任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

为普遍和典型的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制公司的产生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东投资的风险，提高了股东的投

资意愿，促进了资本的聚集，具有比无限责任制度更为

显著的经济功能，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产物；但是有限责任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化解投资风险，

而只是把风险部分的转嫁给了公司外部的债权人。在有

限责任制的前提下，股东在公司经营中就更加愿意冒风

险，因为他们只需承担部分风险就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

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只负有限责任，部分损失将由债权

人承担。由此可见，有限责任制度分散了股东的投资风

险，而且会促使股东在公司决策过程中为提高收益而冒

更大的风险，却增加了债权人的风险。 

2.2 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债权人对风险的把控能力 

根据债权债务关系是主动发生还是被动发生，可以

将债权人分为主动债权人和被动债权人。主动债权人是

指与公司存在契约关系的债权人，银行、投资公司等金

融机构通常属于这一类债权人。这一类债权人通常比被

动债权人更专业，规避风险的能力更强。一般来讲，在

公司与主动债权人达成契约关系之前，主动债权人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做

出评估，以合理地规避风险；此外主动债权人可以通过

要求公司股东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限制公司负债比率

和分红行为来控制风险。表面上看，通过这样的程序可

以使主动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但是实际

上，这里面仍然存在着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首

先，债权人未必能够真实地了解到公司的经营状况，因

为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对其财务报表和公司的一些真实情

况加以粉饰；其次，在公司拿到借款后，由于债权人不

能时刻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督，所以股东仍然可能通过一

些更为隐蔽的方式对公司资产进行转移，诸如关联方交

易等。而对于被动债权人而言，其权益往往较主动债权

人而言更加容易遭遇财务不公平；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被动债权人这里表现得更为突出。诸如时下广受关注

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对社会大众和相关消费

者权益的侵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零售领域，供应商

也是常受压迫的对象；但对于被动债权人来讲，他们的

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 

3. 解决债权人弱势现象可以采取的措施 

或许有限责任制将公司经营的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

分散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由此引发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财务不公平却是不能够忽略的问题。因此，建立更为

健全的债权人权益保护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有学

者提出对有限责任制度予以重新考虑，呼吁重新追就股

东的个人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司要回到无限责

任制度上面来，而是可以通过建立针对有限责任制度不

足之处的补充制度来解决财务不公平的问题。 

3.1 增加外部主动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 

有限责任制将原本由股东承担的风险部分的转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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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债权人，但是股东由于在公司治理上拥有比债权人更

大的权力，所以股东往往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可

以获得信息优势从而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于

承担了部分风险但却不具有信息优势的债权人而言就没

有股东这么幸运了。所以，为了实现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财务公平，就需要实现两者获取信息的公平，也就要

求增加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有学者提出应将公

司外部债权人的治理权前置，但在具体的操作上有的人

认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让债权人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参与

公司治理；有的人认为可以让债权人成为监事会的成员。

然而，无论是给与债权人独立董事身份，还是监事会成

员的身份，都可以让债权人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解决

股东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将债权人权益保护

由事后弥补转为事前的控制，从而使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实现财务公平；但结合现行的法律制度来讲，让债权人

成为监事会成员比让其成为独立董事成员更为可行。我

国法律对独立董事要求其与公司没有利益关联，因债权

人属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所以不太符合独立董事的要

求；而给与债权人监事会成员的位置则是可行的，虽然

目前公司监事会主要是为股东大会服务，但是如果将其

服务对象扩大至债权人，那么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债权人

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2  完善外部被动债权人权益保护制度 

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仍然有待加强。对

于主动债权人来讲，他们具有比被动债权人更强的维权

意识，而且可以通过契约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

在我国，大多数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维权意识是非常淡

薄的，这使得企业对被动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够重视，近

些年来，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频繁发生就说明了

这个问题。所以我国法律在保护被动债权人利益方面还

有待加强。比如加强企业监管，加大惩罚力度来提高企

业的违规成本。 

3.3 完善信用评级机制 

建立良好的信用评级机制对于增加债券市场信息透

明度，增加债务人的违约成本，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可持

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诞生

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业仍处于初

步发展阶段，在行业监管、法律法规、企业发展等方面

与国际评级机构相比均存在较大差距，而我国规模较大

的 4 家全国性评价机构中，已经有三家都已经被外资收

购，这对于我国金融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国

应该对国内的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简

单来讲，应该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完善相关的法

律法规体系，规范外资评级机构持股我国评级机构的行

为，规范行业内人员的行为。2、提高我国信用评级机构

的公信力，积极推进我国信用评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3、建立健全信

用评级行业的监管体系，促进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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