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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打破政府兜底,实现金融机构自救,是降低金融业道德风险以及预防金融危
机的重要措施。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作为“ 后危机” 时代国际金融法变革中最具创新性的
举措之一,能否在我国发挥作用? 通过分析“ 政府救助” 的局限及其变化,解读金融机构强
制性自救的立法逻辑及功能不难发现,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在我国不仅能避免道德风险,
维持金融机构持续经营价值,重新分配破产损失,加强市场约束,加强跨境金融集团可处
置性,还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调整金融市场结构,
促进行业公平竞争。 如未来我国选择为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立法,建议在借鉴国际立法
实践的基础上,优化自救机制的上诉程序,赋予债权人附条件的查阅权与质询权,赋予处
置当局处置优先的权力,以及有条件地承认他国的处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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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何妥善应对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是我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关键。 从过去的经
验来看,“ 政府救助” ( bail-out) ① 是我国应对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主要方式。 政府救助能够实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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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bail-out” 往往被解释为拯救银行倒闭或经济崩塌的一种财政援助行为。 其中文翻译莫衷一是,有翻译为官方救助、政府救助、

政府援助的,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翻译从数量或权威性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本文选择译为“ 政府救助” ,以突出政府拯救金融机构的含义。
“ 政府救助” 容易让人联想到“ 政府救市” ,但两种行为有一定区别。 “ 政府救市” 通俗的理解是股市崩盘,代表国家的资本方进入股市,稳
定市场信心,俗称“ 政府救市” ;“ 政府救助” 则是指拯救面临破产困境的金融机构的政府干预行为。

127

现

代

法

学

2020 年第 4 期

速处置,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信心,在过去的危机处置中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然而,这种方式不仅
具有道德风险,还是沉重的财政负担。 如何摆脱对“ 政府救助” 的路径依赖,是“ 后危机” 时代各国金
融法变革的重点。 2011 年, 金融稳定理事 会① 发 布 《 金 融 机 构 有 效 处 置 机 制 的 关 键 要 素》 ( 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简称《 关键要素》 ) ,创设金融机构
“ 强制性自救” ( bail -in) 替代“ 政府救助” ,希望在不中断金融机构核心功能,不动用财政援助的前
提下,有效应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破产危机。 此后,瑞士、英国、巴西、新西兰、日本、欧盟、德
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相继修改法律,将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纳入国内法,我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也有类似立法。 我国也意识到了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重要性。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 一行两会” ) 联合发布《 关
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将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处置机制与国际
接轨,在处置原则部分明确规定,对于处置资金的使用顺序,首先使用金融机构自有资产或市场化
渠道筹集的资金开展自救。② 但是,该指导意见并未就何为市场化渠道作出具体解释,有待相关细
则的出台。
我国有关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自救机制提出的背景、概念、
要素( 启动时间、范围、条件、跨境合作) 的简单介绍,③ 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金融机构强制性自
救能否在我国发挥作用? 首先,因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国有或
国有法人控股,与其他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私人所有不同,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在我国
能否发挥其作用,似乎是首先应该被探讨的问题。 其次,如果我国选择为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立
法,将面临三个方面的核心法律问题:(1) 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问题;(2) 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3)
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文章将首先探讨“ 政府救助” 的有效性、局限性及其变
化,然后考察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制度逻辑、国际立法发展及制度价值,最后分析金融机构强制
性自救对我国的作用,回应为自救机制立法面临的核心法律问题。
一、“ 政府救助” 的有效性、局限性及其变化
( 一) 应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传统工具———“ 政府救助”

“ 政府救助” 是指当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时,政府通过注入资金,剥离不良资产,更换管理层

等方式,化解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行为。 政府救助是各国应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主
要方式。 我国在面临“ 亚洲金融危机” 时,也有效运用了政府救助。 1998 年“ 亚洲金融危机” 暴发
时,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中央决定出
①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在 2009 年的伦敦峰会上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希望其能够承担全球央行的职责,共建全球金融

②

参见《 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 第 29 条。

监管新秩序。
③

参见尹亭:《 巴塞尔委员会自救机制国际标准:问题和启示》 ,载《 金融发展研究》2013 年第 8 期,第 29- 34 页;尹亭:《 商业银行自

救机制的法律问题:理念、原则和要素》 ,载《 商业研究》2013 年 12 期,第 195-201 页;颜苏:《 自救机制的法律问题述评》 ,载《 商业经济研
究》2015 年第 9 期,第 116-118 页;张继红:《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计划及适用困境———以债权人利益让渡为核心》 ,载《 海峡
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57-66 页;郭金良:《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危机市场化处置法律制度研究》 ,辽宁大学 2014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213-218 页;郭华春:《 欧盟银行“ 自救” 机制中债权保障的失衡与应对》 ,载《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103-115 页。

128

敖希颖: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中国价值及法律因应

手拯救四大国有银行。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银行
剥离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再通过出售、置换、资产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方法处置了银行的贷
款和抵押品,对确属资不抵债的机构实施关闭清算。 2000 年底,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终于完成了对四
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与处置工作,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下降 10 个百分点。 此次“ 政
府救助” 有效抵御了“ 亚洲金融危机” 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避免了可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但也
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导致巨额财政支出和大量人员失业———财政注资 2700 亿元,剥离不良资产共计

1. 4 万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达到 1999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6,同时,共计精简人员 55. 62 万人。①
( 二) “ 政府救助” 的有效性

“ 政府救助” 作为应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重要措施,一直以来备受各国政府青睐,

这得益于“ 政府救助” 的有效性。 “ 政府救助” 的效率极高,能有效恢复市场信心。 一旦政府宣布拯
救金融机构,一系列处置措施包括财政注资、更换管理层、分割好坏资产、启动债务担保,将同时进
行。 这将迅速恢复市场信心,缓解市场和投资者的焦虑,阻隔金融机构破产风险的传播,避免因单
一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现代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信用资产,一旦投资
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将迅速抽逃资金,造成资产价格在短时间内急剧下跌,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恶
化,从而引发企业破产危机。 又因为现代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单一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很可
能引发投资人对整个金融市场的担忧,进而衍生金融危机。 “ 政府救助” 以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信
用为担保,货币发行权为底线,能迅速恢复市场信心,避免存款人挤兑和投资人抛售,避免因信用危
机而衍生金融危机。 同时,“ 政府救助” 可以将短期损失( 援助资金) 控制在可预计的范围之内。 如
果引发金融危机,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损失,且损失的程度难以预计。
( 三) “ 政府救助” 的局限性

“政府救助” 最为人诟病之处有两点:第一,政府救助容易衍生道德风险;第二,政府救助动用税

收拯救私人金融机构,存在滥用纳税的嫌疑。 “ 政府救助” 衍生道德风险指的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管
理层和股东因为知道或预期金融机构出现破产风险时,政府会出手拯救,而实施高风险经营策略的
行为。 股东和债权人作出这种选择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高风险经营策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高风险的经营策略成功,股东和管理层都将获得高额回报;如果高风险的经营策略失败,金融
机构陷入破产危机,政府将出手拯救金融机构。 第二,高风险经营策略失败的后果不由股东和管理
层承担。 因为“ 政府救助” 的存在,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后果将被转移至纳税人,一旦金融机构恢复
经营,股东和管理层承担的损失则相对有限。 第三,合同或其他经济手段无法有效约束管理层和股
东,限制其实施高风险经营策略的行为。 “ 政府救助” 破坏了企业自负盈亏的市场规律,并为股东和
管理层创造了实施高风险经营策略,享受高额回报,且不必承担失败后果的内生激励。 至于动用税
收拯救私人金融机构是否构成滥用纳税,则取决于拯救金融机构是否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必要措施。
如果拯救金融机构并非避免金融危机的必要措施,则可能构成滥用纳税。 然而,这种必要性证明十
分困难。 因为面对金融机构破产危机,无论选择何种应对措施,其结果都难以预料。 同时,即使能
够证明其必要性,如果银行家在“ 政府救助” 后全身而退,“ 政府救助” 的公允性将难免遭受质疑。

①

参见刘诗平:《 三十而立: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征程回放:1978-2008》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2-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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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替代“ 政府救助” 的新工具
( 一)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核心要义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是一种危机处置工具,由金融稳定理事会在 2011 年发布的《 关键要素》 中

创设,预期成为替代“ 政府救助” 应对“ 大而不倒” ① 的新方案。 在金融机构破产或可能面临破产风
险时,法律授权监管机关启用核销股权、减记债权、债转股的资本工具,快速填充金融机构资本,以
避免金融机构账面破产。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要义:第一,金融机构强制
性自救的目的在于拯救金融机构,避免其破产清算。 如果金融机构已经严重资不抵债,无法避免破
产清算,则没有必要启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这也意味着监管当局须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破产
和普通股耗尽之前启动自救工具。 第二,调整金融机构的破产损失分配是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最
核心的价值之一。 在“ 政府救助” 中由纳税人承担的金融机构破产损失,将通过自救机制转移至股
东、管理层、无担保债权人,是更符合公平原则的损失分担方式。 第三,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无须经
过股东和债权人同意。 迫于金融机构面临破产危机的紧迫性,法律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授权处
置当局核销股权、减记债权,以及实施债转股,无须经由股东和债权人同意。 第四,金融机构强制性
自救作为最后的处置工具,在处置工具的选择中顺位靠后。 如果其他处置工具,如出售公司、设立
桥机构、分割好坏资产等能够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阻止金融机构破产,则处置当局无权启动金融机
构强制性自救,而必须优先适用其他工具。 这主要是考虑到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强制性涉及对
私人财产权的干预,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干预,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被设定为
“ 最后的处置工具” 。 第五,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以股权核销、债权减记、债转股的资本工具为主要

手段,实现金融机构内部财务重整。 一方面,股权核销和债权减记将帮助金融机构迅速减轻债务;
另一方面,发行新股和债转股又将为金融机构迅速填充资本。 金融机构债务减少,资本增加,恢复
资产和债务的平衡,避免因资不抵债而破产。
( 二)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国际立法发展

2011 年,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其发布的《 关键要素》 中最早创设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基本框架。

随后,二十国集团为《 关键要素》 背书,并开始着手修改国内法。 瑞士是最早为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
修改国内法的国家。 2011 年至 2013 年间,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通过修改 1934 年《 银行法》 《 破产
法》 以及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允许监管当局在重整程序中强制债转股。② 2013 年,英国在其颁布
的《 金融服务( 银行改革) 法》 中为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创设了完整的法律框架。 该法第三部分的第
17 条设置了自救稳定工具,并在附表 2 中对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方式、管理人、启动条件、股权核
销和债权减记的顺序、对存款的保护、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义务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③ 2013 年,日
本修改《 存款保险法》 授权首相特别确认,在金融机构面临破产困境时可以通过股票、次级债券、次

①

“ 大而不倒” ( too big to fail) ,是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的简称,指金融机构规模太大或在经济活动中太重要,政府不敢让其破产

②

参见 Lanz M & Favre O, Loss Absorption and Bail-in for Swiss Banks, Schellenberg Wittmer Newsletter, 2013, p. 1-2.

倒闭的情形。 媒体最早于 1984 年美国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破产时用到此表述。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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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UK Financial Service ( Bank Reform) Act 2013, part 3 section 17 and schedu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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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贷款填充资本。① 2014 年 6 月,欧盟颁布《 银行恢复与处置指令》 (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简称 BRRD) ,设置了包括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工具在内的一系列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工
具,并要求欧盟成员国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将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工具纳入国内法。 2015 年 11

月,德国颁布《 处置机制法》 ( Resolution Mechanism Act) 允许金融机构将结构简单且与金融机构核心
功能无关的高级无担保债务次级化,以实现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② 2016 年 6 月 22 日,我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通过《 金融机构( 处置机制) 条例》 ,其中第五次分部设置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工具,③ 并在

附录中创新性地设置了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事后审裁机制。④ 此外,巴西、新西兰、俄罗斯、加拿大、
澳大利亚也陆续为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工具修改法律。 美国《 多德—弗兰克法案》 第二项下的有序
清算机制类似于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都明确要求由金融机构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承担金融机
构破产损失。 不同的是,有序清算以关闭清算金融机构为目的,而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以维持金融
机构持续经营为目的。⑤ 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广泛接受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并为之立法。
( 三)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制度价值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自之所以能获得广泛认可,主要得益于自救机制显著的制度价值。 自救
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
第一,避免道德风险,重新分配破产损失。 根据亚当·斯密的资本硬预算理论,作为市场经济
发展的基石,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以自身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发展经营。 “ 政府救助” 的援助资

金破坏了资本硬预算理论构建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市场规则,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结果分离,
激发了市场参与者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牺牲他人利益的动因。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试图恢复市场
纪律,让市场参与者承担其行为结果,也就是让金融机构的股东、管理层、债权人承担金融机构经营
失败的后果,避免了股东和管理层因无须承担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后果而作出不利于纳税人的行
为( 选择高风险经营策略) ,引发道德风险。

第二,维护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价值。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保证金融机构

的核心功能不中断,维护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价值。 现代金融机构持续经营价值显著,金融机构一
旦申请破产,可能马上面临市值下滑,资产大幅贬值,交易相对方终止交易的情形,这不仅会加速金
融机构破产,连交易相对方也可能陷入困境。 此外,现代金融体系通过中央结算、清算提高运作效
率,一旦中央结算、清算对手方中止交易,将严重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 因此,金融机构
( 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的持续经营,对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第三,加强市场约束。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通过自救债( 自救范围内的债权) 实现金融机构的

内部财务重整。 自救债属于风险敏感型债券,投资者的持债数量和债券价格将直接影响金融机构
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 投资者的持债数量影响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投资者持债数量越大,金融机
构的融资成本越低。 投资者持债数量则取决于金融机构的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越大,投资者的持

①

参见 Kodachi K, Japan’ s Orderly Resolution Regime for Financial Firms - A New Scheme Provided for under the Revised DIA, Social

②

参见 Joshua Pasansi, Germany’ s SRM Law Facilitates Bail-in of Bank Bond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 2015, p. 34.

④

参见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金融机构( 处置机制) 条例》 第 268 章。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4, p. 14.
③
⑤

“ Bail-in” 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金融机构( 处置机制) 条例》 中被译为内部财务重整工具。
参见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Sec 20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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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数量则越小。 为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股东和管理层不得不审慎选择自己的风险策略。 二
级市场自救债的价格走势又将向市场传递风险信号。 自救债价格走低,意味着金融机构的风险上
升,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交易相对方和监管当局的行为。 金融机构风险上升,投资者可能抛售债
券,交易相对方可能避免交易,而监管当局则可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都将对股东和管理
层的行为产生间接约束。
第四,增强跨境金融集团的可处置性。 跨境金融集团面临不同司法辖区、不同破产规则、难以
调和的挑战,存在跨司法辖区处置难的问题。 如果东道国的监管机关不承认他国的处置方案,或者
司法机关不承认他国的判决或裁定,将直接导致处置安排无法执行,以及同级别的本国和国际债权
人无法依据同一标准得到公平清偿。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通过集团债务次级化增强了跨境金融集
团的可处置性。 集团债务次级化指的是将集团的内部债务次级化( 劣后偿还) ,优先偿还集团外部
债务。 从集团总部输送资金给子公司,优先清偿外部债务,然后将子公司债务转移到集团总部。 集
团总部只需要面对单一司法辖区的监管和破产规则,并依据统一标准清偿本国和国际债权人,避免
了因跨司法辖区处置导致的执行不能或无法公平清偿本国和国际债权人的问题。
三、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对于我国的价值探讨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特殊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国有或国有法人控股,与其他国家的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私有有所不同。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对于我国而言是否存在价值,以及
存在什么样的价值,是值得探讨的。 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对于
我国而言是否与“ 政府救助” 无异? “ 政府救助”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而金融机构强制性自

救,核销国有股权、减记国有债权、实施债转股,同样来源于国有资本。 两者是否殊途同归? 第二,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是否危及国有资产安全? 核销国有股权、减记国有债权以及债转股是否会危
及国有资产安全,是另一个比较常见的疑问。 为厘清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对于我国的价值,本文将
首先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应,再进一步检验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能否在我国发挥其一般或特殊
价值。
( 一)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与“ 政府救助” 的差异
虽然国有资本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中将承受损失,但这种损失与“ 政府救助” 的援助差异巨
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损失的范围不同。 虽然国家或国有法人作为金融机构的股东
或债权人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中无法免于受损,但自救机制可以将国家或国有法人的损失控制
在“ 沉没成本” 的范围之内,不会引发新的损失。 经济学中的“ 沉没成本” 指的是即使投入新的资金
也难以挽回的成本损失。 国家或国有法人已经投资的股权或债权属于“ 沉没成本” ,对于这部分损

失,无论是否投入新的资金,都已经无法挽回。 如果选择“ 政府救助” ,国家将不得不投入新的资金,
这将扩大损失范围。 第二,损失的程度不同。 如果选择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国家或国有法人作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股东或债权人将承担与其持股或持债份额相对应的损失,其他损失将由其
他股东或债权人承担。 如果选择“ 政府救助” ,国家财政将承担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全部损失,其他
股东或债权人将不会分担损失。 第三,对财政的影响不同。 “ 政府救助”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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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财政负担。 我国为拯救四大国有银行,曾发行 2700 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经济学家预计,美
国政府 2008 年为大银行提供了超过一兆亿美元的政府援助,为价值 8. 5 兆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提供
了担保。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由危机引发的全球公共债务的平均增长率为全球 GDP 的

18%。②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无须财政直接注资,将极大地减轻财政负担以及政府债务负担。
( 二)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机对国有资产安全的影响

有学者担心自救机制可能危及我国国有资产安全。③ 资产安全指的是资产能够按照原持有目
的进行正常的周转流通,且其价值不发生任何减损的状态。 依据这个定义,国有资产安全可以被理
解为:其一,国有资产保持正常的流动性;其二,国有资产的价值不发生减损。 那么学者的担忧也可
以做两种解读:第一,自救机制阻碍了国有资产的正常流动;第二,自救机制造成了国有资产价值减
损。 显然,自救机制无法阻碍国有资产的正常流动,但可能引发人们对国有资产价值减损的担忧,
因为核销国有股权、减记国有债权都将减损国有资产。
虽然启动自救机制与国有资产减损同时发生,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国有资产减损
是企业经营不善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否启动自救机制,无论是否宣告企业破产,损失都已经产生。
自救机制与其他处置方式的区别仅在于损失的表现形式不同。 金融机构破产或面临破产风险时,
如果选择启动自救机制,损失将表现为股权核销和债权减记;如果选择破产清算,损失将表现为债
权人依据债权等级获得债务清偿,以及股东获得剩余财产分配;如果选择破产重整,损失将表现为
债务重整协议中债权人同意免除或延期支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因此,国有资产减损的根本原因,
不在于是否启动自救机制,而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
( 三)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对于我国的价值
如前所述,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的制度价值显著,包括避免道德风险,维持金融机构持续经营,
重新分配破产损失,加强市场约束,加强跨境金融集团的可处置性。 对于我国,除了加强市场约束
的制度价值,可能受到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债券换手率、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数量的影响,其他制度
价值都能在我国充分发挥作用。 其发挥作用的原理与其他国家无异,此处不再赘述。 除上述一般
价值外,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还能在我国发挥特殊价值,进一步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混
合所有制改革,调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1. 进一步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面临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挑战和需求。 近年来,我国

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坏账率持续走高,且居高不下。 2015 年第一季度
以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总额连续 9 个季度持续攀升;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

贷款余额总额连续 13 个季度持续攀升,仅在 2017 年第四季度出现小幅回落( 详见图 1) 。 2017 年,

①

参见 Andrew G Haldane & Andrew G Haldane, Banking on the State, The Twelfth Annual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International

②

参见 IMF, From Banking to Sovereign Stress: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Debt ( Mar. 2015) , www. imf. org / external / np / pp / eng / 2014 /

③

张继红教授提出适用自救机制可能涉及国有资产安全问题。 参见张继红:《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计划及适用困

Banking Conference, 2009.

122214. pdf,2019 年 10 月 15 日访问。

境———以债权人利益让渡为核心》 ,载《 海峡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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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有银行共核销坏账 1302. 51 亿元( 详见表 1) ,近 2013 年 521. 1 亿元的 2. 5 倍。① 一方面,由
于经济下行期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企业违约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另一
方面,也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提高经营效率方面尚有进步空间。
自救机制可能成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契机。 依据银保监
会的标准,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包括中、农、工、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以及总资产超过
1. 6 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招商、浦发、中信、华夏、光大、兴业、广发、民生,
共八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由于组织庞大、结构复杂,正常经营时想要推动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是比较
困难的。 如果以银行面临破产风险为契机,核销国有股权和债权,允许债权人转化为股东,不仅能
避免商业银行账面破产,还能帮助国家减轻财政负担,进一步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
革。 以自救债转化为股权、股东自然更替为起点,实现股权结构优化、引进民间资本、发挥战略投资
者作用、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
图 1:我国不良贷款余额总额(2015-2018 年) ②

表 1:四大国有银行 2017 年客户贷款损失( 单位:百万元)
2017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总额

53800

23676

30925

21850

130251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摘要

2. 调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促进行业公平竞争

“ 政府救助” 可能引发一个严重问题,即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导致金融市场结构严重失调,使大

的金融机构更大,小的金融机构失去生存的空间。 政府不会拯救所有的问题金融机构,而只会拯救
那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就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首先,“ 政府救助” 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提供的隐性担保,将扭曲市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低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
险,降低其融资成本。 其次,我国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先天缺乏竞争优势。 以金融业中最具代表性的
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国有银行向混合所有制银行过渡,同时,鼓励设立民营银
行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从超级银行向大型银行转变,同时,允许中小型银行存在的市场变化。 与
国有大型银行相比,我国的中小型银行先天缺乏竞争优势。 国有大型银行拥有的垄断性金融资源、

①

参见江金泽:《 四大行核销坏账规模翻倍坏账率渐向“ 国际标准” 靠拢》 ,载新浪网 2015 年 3 月 30 日,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②

参见《 商业 银 行 主 要 指 标 分 机 构 类 情 况 表 ( 法 人 ) ( 2015 - 2018 年 ) 》 , http: / / www. cbrc. gov. cn / chinese / home / docViewPage /

cn / stock / s / 20150330 / 180221845602. shtml,2019 年 10 月 5 日访问。
110009. html,2019 年 5 月 2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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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背书、存量客户,都是中小型银行可望而不可及的。 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 政府救助” ,
我国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将最终失去生存空间。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投资者对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影响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减少因低估系
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给中小型金融机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自救机制面临的核心法律问题及应对策略
如果我国选择为自救机制立法,将面临三个方面的核心法律问题,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问
题、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以及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
( 一) 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问题及应对策略
自救机制在企业尚未宣告破产时,授权处置当局核销股权、减记债权、债转股,无须经过股东和
债权人同意,有侵犯股东和债权人私有财产权之嫌。 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不被恣意侵犯,单从立法
上声明自救机制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似乎不足以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因此面临的不确定性和
可能遭受的损失。① 因此,国际立法实践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 第一,启
动自救机制必须满足法定条件。 欧盟规定启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监管
当局认定银行正陷入破产或可能破产;考虑到时间和其他因素,其他措施都难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
内阻止金融机构破产;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② 英国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要求启动金融机构强制性
自救应满足下列处置目标:稳定金融系统,维护公众对金融系统稳定的信心,保护存款人,保护客户
资产。③ 第二,赋予利益相关人申请事前审批和事后上诉的权利。 欧盟法要求启动自救机制必须通
过司法审批,④并赋予所有受决定影响的当事人针对决定提起上诉的权利。 法庭则有义务在上诉复
审中加速审理。⑤ 第三,以破产清算损失为底线。⑥ 欧盟法和英国法都设置了以破产清算损失为底
线原则,股东和债权人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中遭受的损失必须以他们在破产清算中可能遭受的
损失为底线。 如果股东和债权人认为其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中遭受了比在破产清算中更为严重
的损失,他们有权请求补偿实际损失和破产清算损失之间的差额。⑦ 虽然上述措施试图保护股东和
债权人,但由于欧盟法和英国法的程序设计问题,股东和债权人仍处于弱势地位,表现为:
1. 事先审批对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作用有限

虽然法律规定启动自救机制须经法庭事先审批,但这种审批很可能是形式审批,而非实质审

批。 金融机构破产风险处置往往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为了尽可能地减小处置安排不确定对市场
造成的负面影响,处置当局往往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安排。 处置当局一般会选择在股市休市
的周五着手安排处置,利用周末 48 小时完成具体处置方案,并于周一股市开市前,向市场公布最终
①

参见周仲飞:《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债的法律问题》 ,载《 现代法学》2015 年第 2 期,第 89 页。

③

参见 UK Financial Service Act 2013 8A(2) .

②
④
⑤
⑥

参见 BRRD Article 32.
参见 BRRD (102) .

参见 BRRD Article 85. 1.

此原则在欧盟法中的表述为“ no shareholder and creditor worth off principle” ,在英国法中的表述为“ principle of no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
⑦

参见 BRRD Article 73( b) and UK Banking Act 2009 6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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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置决定。 由于判断启动自救机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十分复杂,即使是中央银行、财政部这样的
专业机构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因此,法庭难以作出实质审批,但形式审批对股东和债权人的保
护作用又相对有限。
2. 股东和债权人难以通过事后救济恢复原状

虽然欧盟法和英国法都赋予股东和债权人在自救机制启动后上诉的权利,但上诉并不具备中

止自救机制执行的效力。 一旦启动自救机制,股东和债权人的权利将难以恢复原状。 已经被执行
的股权和债权将无法被返还,股东和债权人也无法恢复股东和债权人身份。 事后救济仅限于经济
补偿,也就是实际损失和破产清算损失之间的差额补偿。
3. 上诉程序的设计增加了股东和债权人获得事后救济的难度

英国法赋予股东和债权人两次上诉的权利。 如果股东和债权人认为自己在自救机制中的损失

比在破产清算中的损失更严重,可首先向原独立评估人① 上诉,要求重新评估补偿份额。 如果股东
和债权人不满第一次上诉的结果,可以再向特殊法庭上诉,但评估仍将交由原独立评估人完成。 两
次上诉均由原独立评估人负责重新评估,这样的安排无疑增加了上诉成功的难度,也让原独立评估
人陷入两难的境地。 如果否定自己评估的结果,将有损商誉,甚至可能面临法律纠纷,直指其是否
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如果不否定自己评估的结果,又可能对股东和债权人有失公平。
比较而言,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置的自救机制上诉程序则比较合理,专门设置了处置可行性
复检特别法庭( 审裁处) ,复核有关排除处置障碍和吸收亏损能力的处置决定;设置了处置补偿特别
法庭,复核独立评估师的补偿决定。 同时,申请复核具有搁置处置决定的效力。 特别法庭将聆听各
方的法庭陈述,然后决定确认或推翻处置决定,或者将复核申请发还处置当局或原独立评估师重新
评估,并给予适当指示。②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中有两点具有突破性的规定:第一,复核申请
具有搁置处置决定的效力;第二,上诉决定将由特别法庭作出,即便发还原审,特别法庭也将作出指
示。 这解决了欧盟法和英国法中上诉不中止处置执行效力的弊端,也避免了上诉均由原独立评估
人重新评估的问题。
即便如此,股东和债权人也无法通过事后救济恢复原状。 香港特别行政区处置可行性复检特
别法庭的审核范围仅限于复核处置当局排除处置障碍的要求和吸收亏损能力的规定,而这两项要
求都发生在启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之前制定处置计划的阶段,不影响启动处置后以及处置决定
的执行。 处置补偿特别法庭也只能从经济上补偿股东和债权人的财产损失,因此,有必要将股东和
债权人保护的重心由事后救济转向事前保护。 股东在公司法中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投票权,如果
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破产,股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 破产清算为底线” 原则可以被视为自
救机制对股东最大限度的补充保护。 债权人则不同,他们获取公司信息、影响公司决定的能力远不
如股东。 作为公司的外部人,他们获取公司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依赖自己或第三方中介机构,与
其他跟公司毫无瓜葛的第三人无异。 他们在自救机制中承担的义务却远高于第三人,承担着无条
件接受债权减记和债转股的义务。 接受债权减记的义务与他们在破产法中接受公司剩余财产分配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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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一脉相承,只不过时间节点提前到了公司正式宣告破产之前,但他们接受债转股的义务则是
自救机制所设定的新义务。 债权人在公司面临破产困境时接受债转股,可以说是被动且无奈的。
可以考虑赋予自救范围内的债权人附条件的查阅权和质询权。 首先,这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
原则。 由于无担保债权人在自救机制中承担了拯救金融机构的义务,他们也应当被赋予充分了解
金融机构经营状况信息的权利。 其次,这符合自救机制通过自救债交易加强市场约束的立法初衷。
如果金融机构的信息不透明,将影响自救债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约束股东和管理层行为的作用。 此
外,为了避免过分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债权人行使查阅权和质询权应当附条件。 条件可以
是:(1) 债权人对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产生合理怀疑;(2) 债权人对管理层未尽到勤勉尽责
义务损害公司利益产生合理怀疑。 债权人将有权对公司提出申请,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一方面,
起到威慑作用,敦促经营者审慎经营,以避免债权人的查阅和质询;另一方面,也能从实质上帮助债
权人获取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改善债权人信息接收者的被动地位,以及与金融机构间严重信息不对
称的情形。
债权人行使查阅权和质询权的范围和程序,可比照股东行使查阅权和质询权的范围和程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公司法》 ) 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

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利;①
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
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并对公司经营提出质询的权利。② 又因为查阅权和质询权是附
条件的,如果公司认为债权人申请查阅或质询的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拒绝查阅或质询。 债权
人则应有权在被公司拒绝后,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其诉求。
( 二) 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及应对策略
适用自救机制与《 公司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证券法》 ) 的规定存在冲突。

首先,自救机制中的债转股需要由被处置机构或被处置机构的母公司发行新股。 我国《 公司法》 和
《 证券法》 规定,发行新股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要求发行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
构、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无重大违法行为等。③ 然而,启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意味
着金融机构的经营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可能已经达到破产标准,几乎肯定无法满足具有“ 持续盈利
能力” 和“ 财务状况良好” 的要求。 其次,《 公司法》 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及其种类、数额、价格、起止日
期、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均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④ 公司新增资本时,除全体股东另
有约定外,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认缴出资。⑤ 然而,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中,处置当局
负责为公司发行新股、填充资本,股东大会不再就发行新股的具体事项作出决定,原股东也不再享

①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33 条。

③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 第 13 条。

②
④
⑤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97 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133 条。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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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股优先认购权。 最后,《 公司法》 规定股东会有权就公司增资、减资作出决议,①并且此决议须经
代表 2 / 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②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强制核销股权涉及公司减资,债转股涉及
公司增资,上述决定都将由处置当局直接决定并实施,也不符合《 公司法》 的规定。

面对上述冲突,国际立法的经验是赋予处置当局处置优先的权力。 欧盟法和英国法都规定处
置当局在启动自救机制时,有权忽略证券法和公司法中的冲突规定,有执行自救的权力,这是衡平
法权衡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私人财产权益的结果。 立法的价值取向最终倾向于公共利益优先,这
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破产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 为避免因单一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系统性金融危
机,立法选择保障快速处置,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再通过其他措施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私人财产权
益,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合理的。
( 三) 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及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自救机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解决跨国金融集团的跨境处置问题。 有学者建议我国
不宜承认和执行欧盟的《 银行恢复与处置指令》 ,鉴于我国尚无承认他国自救机制的国际法义务,同
时考虑到我国并没有自救机制的相关安排,因此,也不存在承认自救机制的法律基础。③ 关于自救
机制的跨境安排,各国立法内容繁多,但主旨清晰,即尊重东道国立法和司法,协商解决。 跨境处置
安排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事前达成处置协议、事后承认或拒绝他国处置安排。 金融稳定理事会和欧
盟都鼓励跨国金融集团以母公司所在地处置当局为主导,与境外子公司和显著分公司处置当局达
成协议,确定各方进行可处置性测评、移除处置障碍、早期干预、适用处置工具的职责与权限,确定
合作的程序安排以及信息共享的范围。 如果各处置当局无法事先就金融集团的处置计划达成协
议,也可以选择事后拒绝或承认他国处置安排。 承认他国处置安排,有利于金融集团整体的财务复
苏,但本国股东和债权人的财产将受到影响;拒绝他国处置安排不利于整个金融集团的财务复苏,
但本国股东和债权人的财产不受影响。 拒绝他国处置安排一般基于两点理由:(1) 接受他国处置安
排可能影响本国金融稳定;(2) 本国债权人在处置安排中面临不公平对待。④
国际组织的建议与我国学者的建议截然相反,仔细考虑,国际组织的建议似乎更有利于我国国
家利益。 坚持不承认他国处置安排对于我国而言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考虑到我国跨国金融集团日
益增多,规模日渐庞大,未来的中国不一定仅面临被动接受他国处置安排的情形,很可能还会面临
需要他国承认我国处置安排,配合处置决定执行的情形。 在国际法实践中,承认他国立法,配合他
国执法,从来都是建立在双方相互承认、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国选择一味地不承认他国处
置安排,他国也可能对我国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显然不利于跨国金融集团的财务复苏以及处置目标
的实现。 因此,面对他国的处置安排,我国在立法上完全可以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金融集团
母公司所在地的处置当局组建金融集团处置委员会并与我国处置当局事先达成协议。 同时,我国

①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37 条。

③

参见郭华春:《 欧盟银行“ 自救” 机制中债权保障的失衡与应对》 ,载《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第 113-114 页。

②
④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第 43 条、第 103 条。

参见 FSB 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011) 7. 3-7. 7,8. 1-8. 2,9; EU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Article 87-89,93-98;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金融机构( 处置机制) 条例》 第 187-188 条、第 19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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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金融集团应成立金融集团处置委员会,做好金融集团处置计划;我国处置当局应与他国处置当
局达成处置协议或形成谅解备忘录,并在立法上为事后承认或拒绝他国处置安排预留空间。
结语
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国有或国有法人控股,不影响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在我国发挥
作用。 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在我国不仅能发挥其一般价值,如避免道德风险、维护金融机构持续经
营价值、重新分配破产损失、加强市场约束、增强跨境金融集团的可处置性,还能发挥其特殊作用,
如进一步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调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促进行业公平
竞争。 如果我国选择使用金融机构强制性自救工具,可能面临三大核心法律问题,包括股东和债权
人的保护问题,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以及与国际法的衔接问题。 可行的建议包括:赋予股东和债权
人事先审批和事后上诉的权利,坚持“ 以破产清算为底线” 原则,设置科学的上诉程序,赋予自救债
范围内的债权人附条件的查阅权和质询权;赋予处置当局处置优先的权力;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
与他国处置当局达成金融集团处置协议或形成谅解备忘录,敦促我国跨国金融集团做好处置计划,
有条件地承认或拒绝他国处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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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in for China: Value and Legal Adjustment
AO Xi-ying

( Law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To break government bail-out and realize bail-in is the key measure for minimizing moral

hazard of financial industry and preventing financial crisis. Can bail-in,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reforms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in the post-crisis era, work in China? After analyzing the limitations
and changes of bail-out, it is not hard to find that bail-in can not only avoid moral hazard, maintain
business continuous valu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allocate bankruptcy costs, reinforce market

discipline, improve the resolvability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but also further drive reforms for mixedownerships of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djust financial market structure, reinforce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If we plan to legislate for bail-in in the future, it would be wise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legislative practices, and then create better appellate process, give creditors conditioned
inception and inquiry rights, empower the resolution authority to prioritize resolution, and conditionally
recognize resolution arrangements from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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