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6 月
（总第 278 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 INGJ I

NO.6，2011
(Cumulatively，NO.278)

浅析发起人对外签订合同法律责任承担
王 婷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对公司发起人对外签订合同的法律责任的认

诉 Darden 一案中 ，发起人约翰·古德曼作为设立中的建筑设计

定，有助于解决公司设立过程中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减少纠纷。

和开发公司的董事长签订合同，
另一方清楚地知道公司尚未成

本文结合国内外发起人对外签订合同的法律规定，
分析了发起

立但是仍通过开立支票给“建筑设立开发公司的约翰·古德

人对外签订合同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

。发起人在支票上附上了公司的名字。发起人以公司董事长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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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身份签署合同。他指示银行只对未来公司付款。法院认
为，
尽管后来公司成立并接受合同，
发起人仍要承担合同责任。

一、
发起人对公司成立前合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概述
发起人设立公司过程中，可能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建设或
改建房屋的施工合同，签订办公设备的采购合同，还可能为了
获取生产经营的资金，
同银行或银行之外的第三人签订借贷合
同，同时为了维持设立中公司日常运营，
还需要聘用员工，发起
人可能要与之签订聘用合同。这些发起人为了完成公司设立工

3.任何一方都不承担责任
一些案例中合同的相对方明确要求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合
同责任。在 Sherwood & Roberts- Oregon Inc. 诉 Alexander 一案
中，原告知道在签署合同时公司还不是法律实体，但坚持认为
公司是债务人，
否则合同交易无法达成。法院认为原告仅仅是
为了将成立的公司而不是为了发起人个人而为的支付行为。在

作，为公司成立后的运作所作的准备工作，同第三人签订的合

与这类似的案件中，合同当事方的行为足以促使法院不按照通

同，都被认定为发起人合同。明确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合同的

常的惯例裁决由发起人对合同承担个人责任。

责任承担，通过建立健全发起人合同制度，有助于实现发起人、
公司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市场经济
的繁荣发展。

二、发起人签订公司成立前合同的责任承担
（一）英美法系对公司成立前合同责任承担的规定

（二）大陆法系对公司成立前合同责任承担的规定
1.由发起人承担全部责任。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41
条的规定，股份公司在进行商业登记注册前是不存在的。个人
在公司登记注册前以公司名义进行商业活动的，
需承担个人责
任。如果不止一个人，则他们对其所为的商业活动承担连带责

综合英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司法判例，
发起人签订公司

任。公司可以同在公司成立前为商业行为而致个人责任者，签

成立前合同，会出现如下结果 ：1.即使公司成立并接受合同之

订债务转移的合同，这种债务转移只要满足了在公司进行登记

后，发起人始终受到合同条款约束。2.没有任何一方会受到合

后 3 个月内达成债务移转协议并且通知债权人即可。此时的债

同条款的约束。3.发起人起初受到合同的约束，但是在公司成

务移转不需要债权人的同意。根据此规定，
原则上以设立中公司

立并取代发起人作为合同的债务人之后，
发起人免除责任。这

名义订立的合同，
对公司无效。但是公司有权选择是否接受公司

种对合同的更新需要第三方的同意。

设立之前的合同，
并可以通过与发起人订立债务移转协议继受

1.公司接受合同利益则受到合同约束

公司成立前的债务。

大多数情况下，
原告要求公司而不仅仅是发起人承担合同

2.由发起人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国民法典》第 1843

责任，是因为公司成立之后拥有比作为个人的发起人更多的财

条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商事公司名义实施一定行为，应对其

产。在法理意义上，发起人责任比企业责任更为复杂。公司只有

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公司承担承担连带责任。发起人在公司

在其成立并且以某些方式接受合同之后，
才受先公司合同的约

不能成立时，对公司成立之前的合同承担连带责任。若公司有

束。公司当然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其董事会接受合同，但法

效成立，
则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院在诉讼中通常裁定公司通过接受合同利益的默示方式接受
合同而裁定公司承担合同责任。
2.发起人承担责任

3.由公司承担全部责任。韩国通说认为，发起人在公司设
立登记之前依据合同取得的权利和义务，
在公司成立之后，
无须
转移行为而归属于公司，
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日本商法典没有

（1）公司不承担责任时发起人承担责任。
关于发起人的先公司

对公司成立前所生债务的承担做出明确规定，
日本判例认为公

合同著名案件中，
RKO- Stanley Warner Theatres, Inc. 诉 Graziano

司章程规定限额内的债务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此种规定使得

案件中，
发起人被认为优先于公司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如果让发

发起人和第三人的权利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日本学者则

起人从不履行行为中免责，
而新成立的公司不接受合同，
那么将

认为债权人有权要求成立后的公司偿付债务，
而公司可以就超

没有人会承担责任。也就是说，
公司成立但不接受合同，
就由发

出公司章程的部分向发起人追偿。

起人承担个人责任。美国《代理法重述》中也表明发起人代理尚
不存在的本人签署合同，
应由发起人承担责任。
（2）即使公司接受合同发起人仍要承担责任。在 Goodman

三、我国关于发起人对外签订合同的立法现状和
完善
（一）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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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法》第 91 条的规定。
《公司法》第 91 条规定了创立

“以设立中公司名义”
。在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为公司签订

“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
“对
大会的职权，包括

合同后，
合同相对人是否仍可以请求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或者

公司的设立费用进行审核”。该规定赋予了创立大会对发起人

尽
要求发起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未有明确规定。同时，

合同的追认权，明确了发起人通过设立行为所获得权利义务正

管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为自己利益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

当性的来源。但发起人的哪些行为应该认定为公司筹办行为未

但是并未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时，
仍要求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

有明确规定。该规定未对设立费用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界

显失公平。

定，容易造成发起人与第三人交易的不确定性。对发起人财产
作价审核的标准与评判的依据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审核也都不

（二）关于完善发起人签订公司成立前合同相关立法的几
点建议

明确。这种规定使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影

1.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2 条规定已经对发起人以自己

响发起人进行公司设立行为的积极性，不利于公司设立活动的

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责任承担。但是本条规定未明确发起人在

开展。

公司承认合同之后，
发起人是否还应承担合同责任。如果公司

2.《公司法》第 95 条的规定。
《公司法》第 95 条规定：
“股份

承继了合同权利义务，合同相对人仍要求发起人承担合同责

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公司不能成立时，对

任，
法律该如何选择，
公司此时以何种理由免责，
都需要立法进

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2） 公司不能成立

一步明确。本文认为，
发起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

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合同双方对这项交易的情况是明知的，
而第三人此时是基于其

利息的连带责任；
（3）在公司设立过程中，
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

对发起人的信赖而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发

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此条规定

起人对此合同承担责任。在公司成立并对合同确认后，应该订

明确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对公司设立不能时所产生的债

立债权债务转移的协议，以免除发起人的合同责任，这可以参

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规定了对认股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

考《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4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同的权利

明确了发起人对公司造成损害时责任的承担。该条规定没有明

义务予以确认，
或者享有合同利益，
则当然的要承担合同责任，

确设立行为的范围，同时没有区分发起人对于设立行为所产生

此时即应免除发起人的责任。对这种合同责任承担进行明确规

的债务和费用有无过错，无形中扩大了发起人的承担责任的范

定，
有助于减少合同纠纷，保护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围。同时，
若发起人故意或者串通第三人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设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3 条规定了发起人以设立中公

立行为，此种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需要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明

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责任承担。此时需要进一步明确何种行

以及公司
确。该规定未提及公司合法成立之后权利义务的承继，

为是以设立中公司名义。结合《公司法》第 91 条创立大会的职

设立无效时责任的承担未有规定，
这些都需要立法进一步规范。

权，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创立大会对发起人的监督，发起人进行

3.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公司设立行为的活动需要通过创立大会的决议。但是为了不影

（1）第 2 条规定：
“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

响公司设立过程的正常进行，
应规定涉及公司设立以及日后生

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产经营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创立大会决议通过，
而其他事项则

予支持。公司成立后对前款规定的合同予以确认，
或者已经实

履行一般的备案手续就可以了。而发起人通过创立大会决议通

际享有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

过的设立行为和报备在案的行为，
则可以认定为是以设立中公

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条规定明确了发起人以自

司名义所为的活动。同时，
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为自己利

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责任承担问题。若成立后公司对合同予

益所为的行为，
不应该无所例外地认定应该由发起人承担合同

以确认或者享有合同利益，则公司应该就先公司合同承担合同

责任。参照前文英美法中对于发起人以公司名义为自己利益签

责任。该条规定扩大了合同相对人请求权的范围，
有助于保护

订合同的相关规定，
本文认为发起人如果此时并未损害公司利

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但是，此条规定未明确当公司对合同承认

益，
发起人据以获得利益的财产是在公司设立行为开始之前就

之后，发起人是否仍需对合同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公

获得的，
并且发起人就其所获得的利益对公司进行了适当的披

司在成立后对合同予以确认，
那么权利义务的转移方式该如何

露，
则发起人可以免除合同责任。这种规定有助于减少发起人

做出，这需要在日后的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如果由公司享有合同

的风险，
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发起人进行此项交易损害了

利益，而仍需发起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发起人来说有失

公司的利益，则当然的由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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