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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案1及交通银行香

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人民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上诉案2中, 均涉及地方政府向境外债权人出具的《承诺函》3是否被

认定为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下的

保证的问题。本文对该两起案件进行比较分析, 以对该类案件中《承

诺函》性质的认定问题予以讨论。 
 
案件比较分析 

 
 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

行担保纠纷案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
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人民
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
上诉案 

案 件
焦 点
问 题
之一 

佛山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函》
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担保? 

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
诺函》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
的担保? 

案 件
事 实
依 据
(相似
之处)

(1)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香港交
行”)向中亚企业有限公司(“中
亚公司”)和景山有限公司(“景
山公司”) (两公司均系佛山市
人民政府驻港机构)分别提供
授信, 佛山市人民政府为此向
香港交行分别出具了两份《承
诺函》, 两函均称: “本政府愿意
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履行还款
责任, 按时归还贵行贷款本息。
如该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
的贷款本息的情况, 本政府将
负责解决, 不使贵行在经济上
蒙受损失。” 

(2) 在香港交行向中亚公司、景山
公司出具的授信函中, 在“抵押
品及法律文件” 项下, 除了佛
山市人民政府的《承诺函》外, 
还有不动产的抵押、保证及存
单的质押等, 且《承诺函》均在
这些授信函中被列入区别于
“保证”的“其他”文件项下。 

(1)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香港交行”)向云浮市
人民政府驻港机构港
云基业有限公司 (“港
云公司”)提供授信, 为
此云浮市人民政府向
香港交行出具《承诺
函》, 称“我市政府愿意
督促该驻港公司切实
履行还款责任 , 按时
归还贵行贷款本息。如
该公司出现逾期或拖
欠贵行的贷款本息情
况 , 我市政府将负责
解决 , 不使贵行在经
济上蒙受损失。” 

(2) 在香港交行与港云公
司签订的信贷契约中, 
《承诺函》被列入“现
已提供予银行下列所
有之抵押品及/或法律
文件仍然有效”的“其
他”文件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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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实依据
(不同之处) 

(3) 在中亚公司和景山公司未能按时偿还香港交行
债务后, 佛山市人民政府和香港交行开了三次
座谈会并形成会议纪要。从三份纪要的记载来
看, 香港交行从未要求佛山市人民政府承担保
证责任或代中亚公司和景山公司还款, 而双方
谈到的解决途径均是政府在适当时机对借款人
进行资产重组, 以解决原有债务。 

(3) 在港云公司未能按时偿还
香港交行债务后, 香港交行
委托律师事务所分别致函
港云公司及云浮市人民政
府等要求其履行义务。 

一审 一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高院”)认为: 
佛山市人民政府为中亚公司、景山公司向香港交行
的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 但为无效担保。佛山市人
民政府应对中亚公司、景山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
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 香港交行与云浮市人民
政府之间保证合同成立 , 但云
浮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函》
无效。鉴于对担保无效双方均有
过错 , 云浮市人民政府应对港
云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部分承
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终审 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 
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承诺函》不构成保证、其不
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 佛山市人民
政府不应对香港交行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 

二审法院广东高院认为: 云浮
市人民政府与香港交行之间保
证合同成立 , 但云浮市人民政
府出具的《承诺函》为无效担保。
鉴于香港交行和云浮市人民政
府对担保无效均有过错 , 云浮
市人民政府应对港云公司不能
偿还的债务部分承担三分之一
的赔偿责任。4 

 
需要注意的是, 关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人民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 
广东高院曾于 2006 年 5 月 10 日向最高法院递交《关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

人民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一案<承诺函>是否构成担保问题的请示报告》, 52006 年 10 月 11 日最

高法院复函广东高院, 称“对于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函》是否构成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 
应由你院根据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的背景情况、《承诺函》的内容以及查明的其他事实情况

作出认定。”6另一方面, 2005 年 1 月 4 日, 最高法院就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案作

出终审判决, 认为该案中《承诺函》并不构成我国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可以看出,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中国法院对政府出具的《承诺函》是否构成担保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看法。 
 
关于安慰函性质认定的实践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 广东高院和最高法院对《承诺函》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持两种不同的意见: 
 

 《承诺函》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担保 
 

在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案中, 最高法院认为, 首先, 从名称来看, 《承诺

函》并非担保函, 对于其是否能构成担保应根据其内容来认定。其次, 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 “负
责解决”、“不使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并无明确的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还款的意思表示, 其中“负
责解决”用语笼统、模糊, 可以理解为督促借款人还款的道义责任。再次, 香港交行从未要求佛山市

人民政府承担保证责任, 7即香港交行没有向佛山市人民政府主张担保权利的行为。借鉴《法国民法

典》有关“保证不能推定”原则, 不能认定《承诺函》具有保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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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担保 
 

在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云浮市人民政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中, 广东高

院认为, 首先, 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 “负责解决”、“不使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应包含“政府

负责解决”和“如果解决不了, 政府承担责任”这两层意思。在其他解决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 代为

清偿是最终、最直接的手段。这种承诺具有为借款人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 符合《担保

法》第六条规定的精神,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其次, 《承诺函》一直被列为担保法律文件, 作
为保证函对待, 且香港交行有向云浮市人民政府主张权利的行为, 8表明香港交行对《承诺函》具有

与保证合同相同的担保预期。因此, 《承诺函》具有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 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担保。 
 

关于安慰函性质认定的基本要素 

 

安慰函, Console Letter; 又称为赞助信、安慰信, 指发函人给债权人的一种书面陈述, 表明当事人对债务人

清偿债务承担道义上的义务, 或督促债务人清偿债务等。9所谓保证, 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 当债务人

不履行其义务时, 该第三人依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 其核心是保证人具有代为清偿债

务的意思表示。 
 
根据上述对安慰函性质及效力的司法实践分析, 我们认为, 以下四个基本方面对安慰函的性质认定具有

重要影响: 
 

 背景 
 

首先, 从安慰函的产生背景来看, 因《担保法》第八条的规定, 政府不能为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但
为了本地企业的融资需要, 政府往往以出具安慰函的形式, 为债务人清偿债务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通常认为, 安慰函的产生并不是为了保证, 而恰恰是为了避免承担因保证带来的法律责任, 才有了

安慰函。实践中, 有的安慰函的措词极近似于保证, 因此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构成保证。而正因

为安慰函措词模糊, 我们有必要结合其产生的背景对其性质进行判定。 
 

 文件名称 
 

其次, 对于以担保书形式设定的保证, 其文件名称一般为“担保函”、“保证函”等, 从文件名称上可以

判定出具人具有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 若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 保证合同成

立。但是, 对于以“承诺函”、“安慰函”、“确认函”等形式出具的文件, 仅从文件名称上来看, 难以判

定出具人是否有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 须进一步结合文件内容等进行判定。本文所述

两案件则属于后者所述情形。 
 

 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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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从安慰函的内容进行判断, 是判定安慰函性质的最根本的方法。安慰函一般使用承诺函、确

认函等名称, 对其定性不能仅凭文件名称, 而应根据其措词和交易习惯, 即当事人对安慰函的预期

来判断安慰函的内容是道义上的还是法律上的。如果安慰函的内容有代债务人清偿或承担担保义

务、保证债务人还款等内容的, 则该安慰函应当认定具有保证性质, 出具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如果

安慰函的内容措词明确发函人仅承担纯粹道义上的督促、支持责任, 则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保

证, 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如果安慰函的内容措词含糊不清, 难以判断为法律上的保证抑或为道义上

的责任, 则须结合其他方法进行综合判定。 
 

 当事人的行为 
 

最后, 可以从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判断。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对合同的

解释只有一些很原则的规定。借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 年)第 4.3 条的规

定, 合同可以依据“合同订立后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解释。在本文所述两起案件中, 佛山市人民政府

和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函》内容基本一致, 且该《承诺函》均被列入授信函中的“其他”文
件项下, 两起案件事实依据的最大区别则在于香港交行(债权人)于政府出具《承诺函》后的行为, 即
有无于《承诺函》出具后向出具人主张担保权利, 此亦为最高法院和广东高院在案件审理中认定承

诺函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 
 
债权人于《承诺函》出具后未向出具人主张担保权利的, 法院认为债权人对《承诺函》并没有像对

待保证合同那样的担保预期, 当事人双方不具有订立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 《承诺函》不构成保证; 
债权人于《承诺函》出具后积极向出具人主张担保权利的, 法院认为债权人对《承诺函》具有与保

证合同相同的担保预期, 当事人双方具有订立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 《承诺函》构成保证。鉴于上

述审判实践, 笔者建议债权人在类似案件中应于《承诺函》出具后积极向出具人主张担保权利。 
 

以上是关于安慰函性质及效力认定问题的一些拙见。此外, 在政府出具的《承诺函》被认定为无效保证的

情况下关于无效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前述佛山市人民政府与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担保纠纷案涉及到了无效保证的诉讼时效问题, 但由于最高法院认为佛山市人民政府

在该案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诉讼时效的审查已成为不必要, 故终审判决对该问题没有述及。就无效保证人

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的问题, 目前司法实践基本形成两种主要的观点: 其一是主合同约定

的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其二是担保合同被确认为无效之日。一般认为, 无效保证人承担的责任是基于

无效保证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因此不能依据有效保证的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来计算该项赔偿请求权的诉

讼时效期间。10目前审判实践中一般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作为无效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诉讼时效起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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