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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上月末在中国商业法研究会 2020 年年会以及通力律师事务

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拙文《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私募股权投

资对赌安排的“股+债”法律定性》1, 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引起了

一些讨论。为了进一步阐发私募股权投资对赌安排的“股+债”

法律定性, 笔者将自己的几点补充想法分享如下:  

 

第一, 从合同解释的角度, 应遵循尽可能将合同解释为有效、有

意义、合法的原则, 尽可能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将带有对赌的

交易解释为债而非是股。 

 

普通法下传统的合同解释有两个基本的解释原则, 第一, 尽量使

得合同解释为有效、有意义而非无效或无意义。第二, 尽量使得

合同解释为合法而非非法。 

 

第一种解释原则是指若合同中使用的词句具有两种含义, 其中

一种将使该合同或条款有效、有意义, 而另一种则使其无效或毫

无意义, 则应采用前一种含义。2 

 

第二种解释原则是指当合同的字词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让合同

非法, 第二种让合同合法的情况下, 应采取后者。3这种解释原则

建立在当事人不可能意图约定违法事项的观点之上。4还有观点

认为, 合同解释不能产生当事人所不希望产生的不合理或者荒

谬结果, 尽可能使合同解释为合法反映了这种思想。5 

 

基于以上两种合同解释方法, 我认为, 法庭和仲裁庭在解释对赌

条款时应尽可能将其解释为有效且有意义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 

                                                         
1 微信公众号链接为: https://mp.weixin.qq.com/s/JTXzufyj5_8OMaWTPxfE0Q。 
2 H. Beale,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32nd ed. 2015), 13-084. 
3  See, Kim Lewison, §11 “Contract to be construed so as to be lawful”, Chapter 7: The Canons of Construc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5th ed. 2011), at pp. 380-382. 
4 BCCJ v Ali [2002] 1 A.C. 251 at 269, per Lord Hoffmann. 
5 Financial Ombudsman Service v Heather Moor & Edgecomb Ltd (2009) 1 All E.R. 328, per Stanley Burnton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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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民纪要》中肯定与公司对赌条款的效力是一个进步6, 但是仅仅肯定效力而不赋予其实际可执行的

执行力,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也违背了将合同条款尽可能解释为有意义条款的解释原则。 

 

为了使得与公司对赌的条款有意义, 在股权回购的场合, 宜认定投资人进行的是非典型可转债的债权投

资, 投资人有权依约在对赌条件成就之时收回债权投资款。在现金补偿的场合, 宜认定投资人做了一笔认

购价待确定的投资, 在溢价确定前, 超过注册资本投入公司的那部分款项的性质为债权投资。在对赌条件

成就之时, 应允许投资人收回债权投资款之部分或者全部。详见后文分析。 

 

同时, 对于与公司对赌条款既可以解释为违反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 

又可以解释为不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法庭和仲裁庭宜尽可能将其解释为不违反, 而不是以

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为由否决与公司对赌约定的可执行性。这违背了将合同条款尽可能解释为合法的解

释原则。 

 

尽管普通法下传统的合同解释原则仅针对合同效力以及合法性问题, 但是对应到中国的语境下不能做这

么狭隘的理解。我认为, 效力问题和合法性问题不仅涉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7, 还涉及到《合同法》第

一百一十条8, 因此, 在解释合同条款时应关注合同的可履行性问题, 应尽量将其解释为具有可执行性。这

也与中国法将继续履行作为优先的违约救济手段, 而普通法将损害赔偿作为优先的救济手段有关。 

 

笔者注意到, 英国著名学者、最高法院大法官 Burrows 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 “合同解释规则在法律实践

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合同纠纷都取决于合同解释。”9 

 

笔者深以为然, 在旧文《股东优先购买权在股权间接转让交易中的适用》中就关注过合同解释规则对于如

何解读商业合同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的重要性。10最高人民法院丁广宇法官也指出, “合同解释的重

要性需要得到重视”。11实际上, 商业纠纷的解决离不开合同解释的方法论, 笔者强烈呼吁, 在涉及对赌条

款的法律性质判断时要注重合同解释的视角。 

 

第二, 公司增资时只要求不得低于账面值, 且公司增资可以采取认缴制, 不必实缴注册资本和溢价。 

 

举例而言, 某公司资产 1 亿元, 负债 7,000 万元, 权益 3,000 万元, 此时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已经

全部实缴), 资本公积金 2,000 万元。此时公司每股的账面值为 1 元, 但是每股对应的净资产为 3 元。 

 

                                                         
6 尽量将合同解释为有效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已在实践中运用。例如,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就《外商投

资法》司法解释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在发布会上指出, 本《解释》在依法维护和保障

外资管理秩序的前提下, 尽可能促进投资合同有效, 最大限度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7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四条。 
8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 
9 Andrew Burrows, A Restatement of the English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2020), p. 87. “The law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is of huge importance in practice because most contractual disputes turn on it.” 
10 秦悦民等: 《股东优先购买权在股权间接转让交易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载《复旦大学法律评论 (第四辑)》,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8 月版。  
11 丁广宇 : 《仅转移股份所对应的公司控制权不构成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损害》, 载《人民司法》, 2014

年第 16 期 ,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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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公司增资只是要求不得低于每股 1元增资, 即账面值增资, 而不是要求不得低于每股3元增资。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三条12、第二十六条第一款13、第八十条14、第一百七十八条15规定, 公司增资也可

以采取认缴制。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公司增资并不要求立即缴纳注册资本和溢价。 

 

基于上述规定, 所谓带有股权回购的对赌交易, 由于公司可能回购股权, 投资人可能将投资款全部收回, 

其本质上是一个非典型的可转债交易16, 目标公司以增资款名义收到的款项, 实质是债权投资款。只有待

增资条件确定后, 先前投入的投资款的全部或者部分才转为增资款, 这才是《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五条意义下的“出资”。 

 

所谓带有现金补偿的对赌交易, 由于投资人最终会持有公司股权, 注册资本无法收回, 其本质上是一宗溢

价不固定、但是可在未来予以确定的增资交易。换言之, 投资人做了一笔认购价待确定的投资, 在溢价确

定前, 超过注册资本投入公司的那部分款项的性质实为债权投资。只有待增资条件确定后, 先前投入的投

资款的全部或者部分才转为增资款。 

 

第三, 在与公司对赌安排中, 以现金补偿型交易为例, 需要做两笔会计分录。如果只做第一笔会计分录, 

而不做第二笔会计分录的, 属于会计差错, 后续年度应该做会计差错更正。 

 

举例说明, 比如向目标公司增资 10 元, 注册资本 1 元, 或然溢价 9 元(即带有最多 9 元的现金补偿的对赌

安排)。此种情况下应该做两笔会计分录:  

 

第一笔会计分录:  

 

借: 银行存款               10 

贷: 实收资本             1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9 

 

第二笔会计分录(因为存在对赌条款):  

 

借: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9 

  贷: 金融负债          9 

                                                         
12 《公司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

的出资额; ……” 
13 《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14 《公司法》第八十条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 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

认购的股本总额。在发起人认购的股份缴足前, 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 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15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 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 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

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 股东认购新股, 依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16 典型的可转债交易中是否实现债权转股权的选择权在于投资人而非公司。但是在带有股权回购的对赌交易中, 是

否实现债权转股权的选择权在于公司而非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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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两笔会计分录, 相当于目标公司通过对赌交易获得了 10 元现金, 增加了 1 元的实收资本, 但也增加

了 9 元的负债。 

 

如果只做第一笔会计分录, 而没有做第二笔会计分录的, 就会出现将带有对赌条款的增资协议处理成增

加银行存款 10 元, 实收资本 1 元, 资本公积 9 元的情况, 这其实是无视了对赌安排的存在, 违反会计上的

谨慎性原则。直至会计差错被更正前, 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会虚增一笔资本公积金, 这其实会误导包

括公司债权人在内的会计报表使用人。 

 

因此, 需要在后续年度(比如第二年)做一笔会计差错更正, 即补做上述第二笔会计分录。 

 

具体如图所示:  

 

 

 

第四, 以现金补偿为例, 对赌安排会因业绩不同出现三种不同的现金补偿情形。 

 

举例说明, 投资人投资进目标公司的款项为 10 元, 1 元进入注册资本, 9 元为“或然溢价”, 并带有最多 9

元的现金补偿对赌安排。在对赌年度内可能发生三种结果, 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和可能的会计处理如下:  

 

情形一, 对赌业绩完全不达标, 此时, 目标公司有义务对投资人现金补偿 9 元, 现金补偿义务全部触发。 

 

此时, 在法律层面, 注册资本仅有 1 元, 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9 元)应作为债返还给投资人。这是投资

人多支付的股权价款。 

 

在会计层面, 原先计入 9 元的金融负债, 无法转换为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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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图:  

 

 

 

情形二, 对赌业绩部分达标, 此时目标公司有义务对投资人部分现金补偿(假定为 4 元), 现金补偿义务部

分触发。 

 

此时, 在法律层面, 注册资本仅有 1 元, 超过注册资本的投资款中 5 元调整为资本公积金, 其余的 4 元应

作为债返还给投资人。 

 

在会计层面, 原先计入 9 元的金融负债, 5 元调整为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 4 元继续计为负债。 

 

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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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三, 对赌业绩全部达标, 此时目标公司没有义务对投资人现金补偿, 现金补偿义务完全不触发。 

 

此时, 在法律层面, 注册资本仅有 1 元, 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9 元)全部调整为资本公积金。 

 

在会计层面, 原先计入金融负债的 9 元调整为权益项下的资本公积。 

 

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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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会计处理是果, 不是因, 但是会计处理对于判断对赌安排的性质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会计处理的实践

也表明, 在定性带有现金补偿对赌安排的增资协议时, 不能全部以股权投资进行处理, 超过注册资本的部

分应按照债权投资进行处理。 

 

第五, 为什么律师在起草交易文件时要设计成股权而非是债权, 这与监管要求有关。 

 

如邓峰教授所说, 现有的对赌条款其实是中国律师偷懒造成的, 本来需要几套协议加起来构成一个完整

的交易。笔者同意邓峰教授的意见, 但是还有一个视角值得注意, 这背后其实也有市场和监管的博弈。 

 

在监管实践中, 私募基金被分为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以及资产配置类基金等。对于股权投

资基金能否以债权方式进行投资, 在以往的规定中和实践中, 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态度比较模糊。 

 

数年前网上流传过一份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有关问题的通知》, 其中第三条第(八)项规定, “严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布了《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私募基金若干规定》”)。 

 

根据《私募基金若干规定》第八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将私募基金财产用于……借(存)

贷……, 但是私募基金以股权投资为目的, 按照合同约定为被投企业提供 1 年以下借款、担保除外; ……

借款或者担保到期日不得晚于股权投资退出日, 且借款或者担保总额不得超过该私募基金财产总额的

20%, 多次借款、担保的金额应当合并计算; 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私募基金若干规定》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 尚未正式生效, 但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现阶段的监管

态度。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更新并公布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 “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未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票、可转债、市场化和

法治化债转股、股权类基金份额, 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 

 

根据过往的项目实操经验,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可转债投资、股东借款等

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债权类投资规模不应超过基金总规模(亦即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的 20%。 

 

据此, 笔者理解, 私募基金可以在以股权投资为目的的前提下以可转债的形式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 但

该可转债投资需满足下述条件: (1)该笔可转债的借款期限为 1 年以内; (2)借款到期日不得晚于股权投资退

出日; 及(3)该私募基金用于借款、担保的金额的总和不应超过该私募基金财产总额的 20%。 

 

因此,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对赌方式进行投资, 如果设计为债权投资, 一方面可能直接违反监管规定, 另

一方面可能遭遇数额限制。在这种背景下, 出现以增资方式进行“股＋债”交易也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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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抽象的债权人保护不得优位于投资人利益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与公司对赌时必须减资和利润分配的主要逻辑基础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 但是公司

债权人是否对公司资本产生信赖尚有疑问。 

 

对于公司的一般债权人, 比如一个普通的供应商, 可能并不会要求查看公司的财务报表, 而是仅仅凭借公

司的营业执照和工商外档信息判断公司的资信状况。如果供应商像下述银行债权人一样要求提供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 以现金补偿对赌安排为例, 供应商更没有理由将计入金融负债的 9 元视为“出资”的一部分

并产生信赖。 

 

如果是银行债权人, 即便要求目标公司提供财务报表, 如前所述, 以现金补偿对赌安排为例, 进行会计处

理时, 应通过两笔会计分录处理为, 实收资本 1 元, 金融负债 9 元。因此, 银行债权人也没有理由将计入

金融负债的 9 元视为“出资”的一部分并产生信赖。17 

 

因此, 事实上, 目标公司的债权人信赖是无从产生的, 抽象的讨论债权人保护从而否定保护投资人利益, 

没有逻辑基础。 

 

另外, 与公司对赌的情况下, 投资人也是公司的债权人。如果要保护债权人, 也应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换言之, 投资人作为债权人和外部债权人别无二致, 应同等保护。 

 

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 投资人是股东债权人, 外部债权人是非股东债权人, 应该要优先保护非股东债权人

的利益, 股东债权人应劣后受偿。笔者尝试从美国法下“深石原则”的角度对此作出评价。 

 

所谓“深石原则”, 是指存在控制与从属关系的关联企业中, 为了保障从属公司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免受控

股股东的不法侵害, 法律规定在从属公司进行清算、和解和重整等程序中, 根据控制股东是否有不公平行

为, 而决定其债权是否应劣后于其他债权人或者优先股股东受偿的原则。 

 

但是对于 PE/VC 投资人以对赌形式投资目标公司时, 投资人并不谋求对目标公司的控股地位或者形成关

联关系, 在没有证明投资人对目标公司有不公平行为的情况下, 不能适用“深石原则”以推导出股东债权

人的债权劣后受偿的结论。 

 

而且, 我国并未在成文法中引入美国的“深石原则”, 只是在个案中有这个原则的运用, 具体案例是上海

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曾经在(2010)松民二(商)初字第 275 号“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中

指出, 出资不实的控股股东享有的公司债权不能与外部债权人同等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典型案

例公布。但是除此之外, 中国法院并没有采纳“深石原则”的案例。 

 

                                                         
17 由于增资协议为私文件而非法定公开文件, 且公司也有保密义务要求, 因此一般不会对债权人公开。即便有些债权

人特别谨慎, 要求目标公司提供增资文件供其审阅, 债权人看到带有对赌安排的增资协议, 更不可能信赖投入目标公

司的 10 元全部是目标公司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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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特别注意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拒绝适用“深石原则”认定所谓股东债权应劣后与外部债权人的债

权受偿, 法院认为两者是平等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苏执复字第 00159 号“江苏悦达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陈为民、卫兵等企业借

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裁定书”中指出, “至于陈为民认为悦达公司是嘉丰公司唯一法人股东, 根据

衡平居次原则和公司法上的深石原则, 公司的资产应当首先清偿非股东的借款, 悦达公司作为嘉丰公司

股东所查封的房产应为陈为民所申请执行案件查封的财产, 拍卖所得应当优先偿还陈为民的债务这一理

由并无法律依据。根据现有法律规定, 陈为民对嘉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和悦达公司对嘉丰公司所享有的债

权应当均是平等的。” 

 

另外, 我国在破产法律制度中就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与股东未出资义务的抵销问题有过规定。 

 

2013 年,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作出

规定:“债务人的股东主张以下列债务与债务人对其负有的债务抵销, 债务人管理人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一)债务人股东因欠缴债务人的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 (二)债务人股东滥用股

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债权能否与未到

位的注册资金抵销问题的复函》也明确了破产债权不能与未出足的注册资金相抵销法原则。 

 

但是带有对赌的增资交易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基于此制度类推得出投资人的债权劣后受偿是没有道理的。

18 

 

结语 

 

正所谓“法律并不能自己判断其自身的正当性, 而需要从其所实现或完成的社会实践来判断”19。因此, 在

对赌规则的法律正当性被其所欲规制的商业实践推翻或者证伪时, 对赌规则可能要考虑往另一种方向调

整了。 

  

                                                         
18 笔者注意到,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32a 条和第 32b 条曾经规定了股东本应缴付出资但通过提供股东贷款或

者第三人提供贷款、股东提供担保的形式将资金投入公司的情形, 股东债权应劣后受偿的规定。但是由于该规定的模

糊性, 实践中认定的困难很大。为此, 2008 年德国对该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 删除了《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32a 条、

第 32b 条的规定, 转而在德国《破产法》第 39 条第 1 款第 5 项规定, 股东向公司的借贷或与此在经济上类似的债权, 

其受偿顺位属于后顺位债权。但是目前中国成文法下, 尚没有这样的规定。 
19 张维迎、邓峰: 《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 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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