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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认定ꎬ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ꎬ 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裁
判路径: 一是伪造签名直接导致决议无效ꎻ 二是伪造签名间接影响决议效力ꎬ 其效果分为无效、 可撤销、 不成
立三种情形ꎮ 第一种路径体现了个体法思维ꎬ 与民法的救济理念相符ꎬ 却违背了团体决议效力维持理念ꎻ 第二
种路径体现了团体法思维ꎬ 但未厘清伪造签名的性质及其与决议效力的正确关系ꎮ 应区分伪造签名针对的决议
事项类型以及伪造签名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决议效力ꎮ 若伪造股东签名针对股东个人权利处分ꎬ 则属于虚假的意
思表示ꎬ 不发生股东个人权利 “ 被处分” 的效果ꎬ 但并不必然影响决议中其它事项的效力ꎻ 若伪造签名针对公
司事务处理ꎬ 则属于表决方式瑕疵ꎬ 无论是否影响到整个表决权数比例ꎬ 均产生决议可撤销的效果ꎮ 股东行使
撤销权时ꎬ 如果对决议不知情ꎬ 除斥期间从其知道决议事实之日起计算ꎮ 针对公司事务决议的伪造签名ꎬ 原则
上产生决议可撤销的效果ꎬ 但当伪造签名严重到伪造决议的程度时ꎬ 决议视为不存在ꎮ 将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
表决权数去除ꎬ 再以剩余表决权数决定决议是否成立的做法并不科学ꎮ 伪造签名是严重的程序瑕疵ꎬ 不属于决
议存在轻微瑕疵而法院不支持原告诉请的情形ꎮ
关键词: 伪造股东签名ꎻ 股东会决议效力ꎻ 意思表示不真实ꎻ 表决方式瑕疵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股东会决议 ( 以下简称决议) 形成过程中ꎬ 伪造股东签名 ( 以下简称伪造签名) 有狭义

与广义之分: 前者指他人伪造股东签名 ( 印章) ꎻ 后者还包括股东因为被欺诈、 胁迫而签名 ( 盖
章) ꎬ 本文主要讨论前者ꎮ 关于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 ( 以下简称伪造签名的决议效
力) ꎬ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 ( 原则通过
稿) ( 以下简称 « 原则通过稿» ) 第 ５ 条规定了两种有争议的认定思路: 一是伪造 ( 部分股东)

签名直接导致未形成有效 ( 即无效) 决议ꎮ 二是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表决权数ꎬ 再依剩余
表决权数是否符合公司法或者章程的规定来认定决议的效力ꎮ 虽然正式颁布的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

( 以下称为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 删除了该条规定ꎬ 但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仍存在较大争议ꎬ 有继续
研讨的必要ꎮ

笔者认为ꎬ 关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认定ꎬ 上述两种思路代表了目前的主流观点ꎬ 但这两

种思路均有待商榷ꎮ “ 未形成有效决议说” 的问题是: 第一ꎬ 伪造签名是程序瑕疵ꎬ 若直接导致
决议无效则超越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的规定ꎬ 使得法律的体
系性受到冲击ꎻ 第二ꎬ 伪造签名所指向的决议事项有的涉及股东个人权利ꎬ 有的仅涉及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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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ꎬ 针对前者的决议内容可以不发生效力ꎬ 而针对后者的决议并非绝对无效ꎬ « 原则通过稿» 规
定伪造签名导致决议事项统一无效ꎬ〔 １ 〕 这种简单化的思路需要检讨ꎮ “ 去除表决权数说” 的问
题是: 第一ꎬ 法律效果存在冲突ꎮ 按照常理ꎬ 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表决权数之后ꎬ 如果剩余
表决权数未符合法律或者章程的规定ꎬ 属于表决方式瑕疵ꎬ 股东可以诉请法院撤销决议ꎬ 但从

«原则通过稿» 的安排来看ꎬ 属于未形成有效决议ꎮ〔 ２ 〕 这个规定与 « 公司法» 存在冲突ꎮ 第二ꎬ
去除表决权数后的效果有所疏漏ꎮ 若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表决权数ꎬ 剩余表决权数符合法律
或者章程的规定ꎬ 该决议效力如何并不明确ꎮ 还需要注意的是ꎬ « 原则通过稿» 对伪造签名的列
举不够全面ꎮ « 原则通过稿» 只规定了伪造部分股东签名的情形ꎬ 却未涉及非股东伪造全部股东
签名ꎬ 或者一名股东伪造其他所有股东签名的情形ꎮ〔 ３ 〕 另外ꎬ 有无表决程序的伪造签名决议的
效力也需要进行区分ꎮ 针对上述争议问题ꎬ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案例ꎬ 研究法官的裁判思维ꎬ 对主
流观点进行检视ꎬ 提取相对合理的裁判规则ꎬ 并结合公司法理ꎬ 提出司法完善建议ꎮ

二、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之梳理
通过对案例进行梳理ꎬ 笔者发现关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判决存在高度不统一的情形ꎮ 整
体来看ꎬ 法院的判决结果有三种: 决议无效ꎬ 决议可撤销ꎬ 决议不成立ꎮ
( 一) 决议无效及其理由

第一ꎬ 决议内容瑕疵ꎮ 伪造签名形成的决议大多会损害股东个人权利ꎬ 如处分股东股权、 处
分其他股东股权损害原告优先购买权、 增资损害股东优先认购权ꎮ 遇到该类决议ꎬ 法院通常不以
伪造签名为由来认定其效力ꎬ 而是以决议损害股东权利构成决议内容瑕疵为由ꎬ 根据 «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和其它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ꎬ 判决决议无效ꎮ〔 ４ 〕

第二ꎬ 意思表示瑕疵ꎮ 伪造签名被认定为意思表示瑕疵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其一ꎬ 意思表示

不真实ꎮ 此类案件大多涉及对股东个人权利的损害ꎬ 如对股东股权进行处分ꎬ〔 ５ 〕 损害股东优先
购买权ꎬ〔 ６ 〕 损害股东优先认购权ꎮ〔 ７ 〕 也有些决议仅涉及公司事务ꎮ〔 ８ 〕 法院认为ꎬ 决议作为民
事法律行为应当是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ꎬ 被伪造签名形成的决议并非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真
实意思表示ꎬ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以下简称 « 民法通则» ) 第 ５５ 条第 ( 二)

项ꎬ 判决决议无效ꎮ 其二ꎬ 无权代理ꎮ 伪造签名是 ( 伪造签名人) 无权代理 ( 被伪造签名的股
东) 行为ꎬ 由于决议多涉及对股东个人权利的处分ꎬ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以下简称
«合同法» ) 第 ４８ 条ꎬ 判决决议无效ꎮ〔 ９ 〕 其三ꎬ 合同ꎮ 伪造股东签名转让其股权是恶意损害第
三人利益的行为ꎬ 决议并非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ꎬ 法院根据 « 合同法» 第 ４ 条、 第 ５２ 条ꎬ 判决
〔 １ 〕伪造原告签名的目的在于损害其优先购买权ꎬ 该决议无效ꎬ 而且决议任命执行董事的内容亦随之无效ꎮ 参见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７０９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２ 〕关于表决权数未达到法律或者章程要求的决议效力的认定ꎬ 学者们除了主张决议可撤销ꎬ 还有决议不存在或者不成立

的观点ꎮ 参见钱玉林: «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 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 原则通过稿» 第 ６ 条采 “ 未形成有效决
议说” ꎬ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第 ５ 条采 “ 决议不成立说” ꎮ

〔 ３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沈中民 (３) 权终字第 ３９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４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二中民终字第 ３２６２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９) 二中民

终字第 １７０９１ 号民事判决书、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琼民终三字第 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５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一中民终字第 ５８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６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三中民终字第 ２９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７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一中民终字第 ７３４７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８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７５３５ 号民事判决书ꎮ

〔 ９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连商终字第 ０１６０ 号民事判决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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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无效ꎮ〔１０〕
第三ꎬ 侵权行为ꎮ 伪造签名是侵害股东固有权的行为ꎬ 导致决议无效ꎬ 但法院在裁判时基本

上未适用 « 侵权责任法» ꎮ〔１１〕

第四ꎬ 虚构决议ꎮ 在有的案例中ꎬ 公司未召集股东会会议ꎬ 一名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形成

决议ꎬ 决议本为不成立ꎬ 但由于当时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决议不成立制度ꎬ 法院适用类似的决议无
效制度进行判决ꎮ〔１２〕 决议无效源于虚构决议与意思表示不真实ꎮ〔１３〕
第五ꎬ 通知瑕疵ꎮ 伪造签名被认为是公司未通知被伪造签名股东参会ꎬ 该重大程序瑕疵导致
决议无效ꎮ〔１４〕
第六ꎬ 表决权数不足ꎮ 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表决权数之后ꎬ 当特别决议的表决权数达不
到三分之二时ꎬ 导致决议无效ꎮ〔１５〕
( 二) 决议可撤销及其理由

第一ꎬ 召集程序瑕疵ꎮ 公司未通知股东参会是召集程序瑕疵ꎬ 导致决议可撤销ꎮ〔１６〕 第二ꎬ
表决方式瑕疵ꎮ 伪造签名为表决方式瑕疵ꎬ 导致决议可撤销ꎮ 这类案件一般不涉及对股东个人权
利的损害ꎮ〔１７〕 第三ꎬ 无权代理ꎮ 伪造签名是无权代理ꎬ 导致决议可撤销ꎮ〔１８〕
( 三) 决议不成立及其理由

伪造签名是股东虚构决议ꎬ 导致决议不成立ꎮ〔１９〕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问题ꎬ 可以分为法律
认定与适用两个层面:
第一ꎬ 伪造签名的法律认定比较混乱ꎮ 首先ꎬ 有的法院直接以伪造签名属于决议瑕疵为由认
定决议效力ꎬ 如表决方式瑕疵导致决议可撤销ꎻ 有的法院则绕开伪造签名而以其它理由认定决议
效力ꎬ 如通知瑕疵导致决议可撤销ꎬ 或者侵权导致决议无效ꎮ 其次ꎬ 引发相同决议效力的事由不
同ꎮ 如决议可撤销的依据有三种ꎬ 而决议无效的依据居然有八种之多ꎮ 最后ꎬ 同样的事由导致决
议效力不同ꎮ 如法院将伪造签名视为无权代理ꎬ 但引发的效果有决议可撤销和无效之别ꎮ 再如法
院将伪造签名视为未履行通知程序ꎬ 但引发的效果有决议无效与可撤销之别ꎮ
第二ꎬ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法律适用比较混乱ꎮ 关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认定ꎬ 大部分法院

适用 « 民法通则» 第 ５５ 条第 ( 二) 项ꎬ〔２０〕 有的法院单独适用 « 公司法» 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ꎬ〔２１〕

也有的法院同时适用« 民法通则» 第 ５５ 条第( 二) 项和« 公司法» 第 ２０ 条ꎬ〔２２〕 还有的法院同时适用
« 民法通则» 第 ５５ 条第 ( 二) 项、 « 合同法» 第 ４ 条以及第 ５１ 条ꎮ〔２３〕 关于侵权的认定ꎬ有的法

〔１０〕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东民初字第 ０８１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１〕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海民初字第 ２８１０３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３) 南商初字第

０２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２〕参见 « 张艳娟诉江苏万华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万华、 吴亮亮、 毛建伟股东权纠纷案» ꎬ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公报２００７ 年卷» ꎬ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５０７ 页ꎮ

〔１３〕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沪一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１２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４〕参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渝北法民初字第 １１３４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５〕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琼民终三字第 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６〕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二中民终字第 ００４１５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７〕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一中民终字第 １４０７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８〕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７１７３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９〕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宁商终字第 ８８７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０〕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石民初字第 ４３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１〕参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大民初字第 １２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２〕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三中民终字第 ２９９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３〕参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白商初字第 ９１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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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直接适用« 公司法» 第 ２２ 条第 １ 款ꎬ〔２４〕 有的却适用« 公司法» 第 ４２ 条、第 ７１ 条第 ３ 款ꎮ〔２５〕

上述分歧的关键在于伪造签名如何定性ꎬ 以及伪造签名如何影响决议的效力ꎮ 归纳案例可

知ꎬ 伪造签名对决议效力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ꎮ 前者将伪造签名理解为股东意思表示
不真实、 侵权、 无权代理等ꎻ 后者将伪造签名理解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表决方式瑕疵、 去除表
决权数、 通知程序瑕疵、 虚构决议等ꎮ 前者重点保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利益ꎬ 即个体法路径ꎻ
而后者主要对股东利益保护进行限制ꎬ 目的在于维持决议的效力ꎬ 即团体法路径ꎮ

三、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裁判思路之检视
( 一) 团体法路径检视

１ 决议撤销的思路评析

从性质上看ꎬ 伪造股东签名属于表决方式瑕疵ꎬ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ꎬ 股东只能诉请法院撤

销决议ꎮ 但是ꎬ 当公司伪造签名形成决议时ꎬ 被伪造签名的股东并未收到通知ꎬ 也并未参会ꎬ 在
形成决议后公司还刻意隐瞒决议信息ꎬ 等股东知道决议之时往往经过了 ６０ 日的除斥期间ꎬ 此时
法院可不予受理ꎮ〔２６〕 决议可撤销的除斥期间从决议作出之日而非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决议存在瑕疵之日起算ꎬ 超过除斥期间的ꎬ 法院多不予受理ꎬ 或者不予支持ꎮ〔２７〕 当然ꎬ 也
有法院为了救济被伪造签名的股东而做出变通解释ꎬ 如有的法院认为撤销决议不受除斥期间限
制ꎬ〔２８〕 还有的法院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ꎮ〔２９〕 笔者认为ꎬ 伪造签名原则上导致决议可撤销ꎬ 原
告的撤销诉请受除斥期间限制ꎬ 但该除斥期间以股东被通知开会为前提ꎬ 如果股东未被通知ꎬ 也
没有机会知道决议存在ꎬ 其决议撤销之诉不受严格的除斥期间的限制ꎮ 笔者不赞同此时适用诉讼
时效ꎬ 因为诉讼时效期间较长ꎬ 会使决议处于不稳定状态ꎬ 不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ꎮ
２ 决议不成立的思路评析

关于伪造签名决议为何被认定为决议不成立ꎬ 有法官撰文认为ꎬ 此类决议是虚假决议ꎮ〔３０〕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ꎬ 却混淆了伪造决议与伪造签名的关系ꎮ 伪造决议包括非股东伪造
所有股东的签名ꎬ 或者部分股东伪造其他所有股东的签名ꎬ 其主要针对没有经过通知和表决程序
而虚构决议的情形ꎮ〔３１〕 但是ꎬ 实践中还存在着股东经过表决形成了决议ꎬ 但该决议存在伪造部
分股东签名的情形ꎬ 笔者认为ꎬ 在此情形下ꎬ 其他真实股东的表决行为依然可能发生效力ꎬ 此时
不得因某股东被伪造签名ꎬ 而绝对否定决议的存在ꎮ
３ 决议内容违反法律导致决议无效的思路评析

伪造签名本来属于程序瑕疵ꎬ 导致决议可撤销ꎬ 但是针对伪造签名损害股东个人权利的决

议ꎬ 有的法院以决议内容违反强制性规范为由判决其无效ꎮ〔３２〕 二者的关系不可混淆ꎬ 因为 “ 股
东对召集股东会不知情或者被冒名作出表决等情形与决议本身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情形明显不
同ꎮ” 〔３３〕 虽有伪造签名的事实ꎬ 但可因股东追认而使决议产生效力ꎬ 或者公司可重新决议来补
〔２４〕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海民初字第 ２８１０３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５〕参见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南商初字第 ０２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６〕参见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 一) » 第 ３ 条ꎮ
〔２７〕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海民初字第 ６６８７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８〕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沪一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１２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２９〕参见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抚中民三终字第 ００４８８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３０〕参见袁辉根: « 伪造公司决议的效力认定» ꎬ « 人民司法»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５ 页ꎮ

〔３１〕参见郭佳宁: « 伪造股东会决议法律问题探析» ꎬ « 特区经济»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３２〕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琼民终三字第 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３３〕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沪一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１２１０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９９

当代法学
正该程序瑕疵ꎮ 但是ꎬ 因为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导致决议本身无效的ꎬ 不因股东追认或
者公司补正而使决议有效ꎮ 还需注意的是ꎬ 在通过伪造签名处分股东个人权利的情形下ꎬ 该伪造
签名所伪造的对象是股东 “ 同意” 处分其个人权利的意思ꎬ 由此推之ꎬ 既然该股东的 “ 同意”

是伪造的ꎬ “ 处分” 权利的行为也是不存在的ꎮ 但是ꎬ 如果将裁判重心放在决议效力的认定上会
产生两个弊端: 第一ꎬ 决议无效并不必然解决个人权利被处分的问题ꎮ 因为决议是公司意志ꎬ 而
个人权利的处分是个体之间的行为ꎬ 决议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个人权利被处分的前提ꎬ 但决议
的效力瑕疵并不必然产生处分个人权利无效的后果ꎬ 原因在于股东处分个人权利通常涉及善意第
三人的利益ꎬ 决议无效难以得出处分个人权利行为无效的结论ꎻ 第二ꎬ 决议无效不仅使处分个人
权利的决议内容无效ꎬ 而且使其他涉及公司事务的决议内容也无效ꎬ 不适当地扩大了无效的范
围ꎮ

４ 重大程序瑕疵导致决议无效的思路评析

有的法院认为伪造签名是重大程序瑕疵ꎬ 进而判决决议无效ꎬ 这种思路超越了我国现行法ꎮ

我国参考日本 １９３８ 年 « 商法典» 的规定ꎬ 将决议瑕疵分为程序与内容瑕疵ꎮ 日本学界认为ꎬ 决
议的程序瑕疵是形式上的瑕疵ꎬ 属于较轻瑕疵ꎬ 且因时间经过而产生裁判上的困难ꎬ 股东只能诉
请法院撤销决议ꎬ 而内容瑕疵属于较严重瑕疵ꎬ 股东可以诉请法院确认决议无效ꎮ 但是ꎬ 许多重
大程序瑕疵如果还按照决议可撤销处理ꎬ 难以得到妥善解决ꎬ 对此有学者批判二元瑕疵决议效力
体系ꎬ〔３４〕 后来法院引入决议不成立判例ꎬ〔３５〕 日本 １９８１ 年修订 « 商法典» 时ꎬ 在第 ２５２ 条规定
了重大程序瑕疵引发决议不成立的制度ꎮ〔３６〕 虽然德国也将决议瑕疵区分为内容与程序瑕疵ꎬ 但

这种区分只具有形式意义ꎬ 最终决定决议效力的是瑕疵的严重程度ꎬ 瑕疵程度严重的决议无效ꎬ
不严重则可撤销ꎮ〔３７〕 德国学者普遍认为 “ 对根本性股东权利的严重侵犯” 是严重决议瑕疵ꎬ〔３８〕
通常表现为对股东表决权的剥夺ꎮ

由于伪造签名多伴随未通知股东参会的情形ꎬ 属于剥夺股东表决权的行为ꎬ 针对该类决议ꎬ
有的法院虽然适用关于撤销之诉的规定ꎬ 但最终却判决无效ꎮ〔３９〕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ꎮ〔４０〕 但笔
者不赞同重大程序瑕疵导致决议无效的观点ꎬ 一方面ꎬ 决议本身是一种博弈机制ꎬ 而非合意机
制ꎬ 股东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表决ꎬ〔４１〕 表决中存在股东利益冲突在所难免ꎮ “ 资本多数决”

天然地构成对小股东的 “ 伤害” ꎬ 只要该 “ 伤害” 符合程序正义ꎬ 决议即产生约束力ꎮ 另一方
面ꎬ 股东表决意思与决议之间是聚合关系ꎬ 相互分离的表决意思聚合在一起ꎬ 如果去除反对和弃
权等表决意思ꎬ 赞成决议内容的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数达到法律或者章程的要求ꎬ 决议即为有
效ꎮ 伪造签名 “ 虚构” 了股东的意思ꎬ 但决议中还存在其他股东的真实表决意思ꎬ 因此ꎬ 正确
的救济方式应该是使被伪造签名的股东享有撤销权ꎬ 而不是诉请法院确认无效ꎮ
( 二) 个体法路径检视

当原告起诉时超过除斥期间ꎬ 如果法官还要对股东进行救济ꎬ 只能判决决议无效ꎮ 而判决决

议无效在公司法上无据可循ꎬ 法官只能将目光投向民法ꎮ “ 公司股东会决议行为作为一种私法行
〔３４〕参见 [ 日] 大隅健一郎: « 股东大会» ꎬ 商事法务研究会 １９７１ 年版ꎬ 第 ５８７ 页ꎮ
〔３５〕参见日本最高判昭和 ３８８８ꎬ 最高判昭和 ４５７９ꎮ

〔３６〕« 日本公司法» 第 ８３０ 条第 １ 项规定ꎬ 对股东会决议ꎬ 可以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ꎮ

〔３７〕决议无效的情形主要规定在 « 德国股份法» 第 ２４１ 条、 第 ２５０ 条、 第 ２５３ 条、 第 ２５６ 条ꎮ

〔３８〕丁勇: « 德国公司决议瑕疵诉讼滥用问题研究及启示» ꎬ « 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０－４１ 页ꎮ
〔３９〕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 穗中法民二终字第 １６２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４０〕参见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卢民二 ( 商) 初字第 ３７０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４１〕在英国 Ｍｅｎｉｅｒ ｖ Ｈｏｏｐｅｒ’ ｓ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Ｗｏｒｋｓ (１８７４) ＬＲ ９ Ｃｈ ２５０ 案中ꎬ 法官 Ｍｅｌｌｉｓｈ 指出: “ 股东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自身利益来进行投票ꎮ”

 １００

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分析
为ꎬ 其不仅仅受到公司法的调整ꎬ 亦应当受到 « 民法通则» 、 « 侵权责任法» 等相关法律的规

制ꎮ” 〔４２〕 在民法上认定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主要有三个思路: 一是意思表示不真实ꎬ 二是侵权ꎬ
三是无权代理ꎮ 前两种情形直接引发决议无效ꎬ 第三种情形直接引发决议无效或者可撤销ꎮ
１ 意思表示不真实思路评析

多数法院认为伪造签名属于股东意思表示不真实ꎬ 进而判决决议无效ꎮ 这种思路的理论前提

是 “ 决议法律行为说” ꎮ〔４３〕 虽然有学者认为应关注决议形成过程中法律或者章程对于议事方式
和表决程序的规定ꎬ〔４４〕 但本质上还是认同 “ 决议法律行为说” ꎮ 依照法律行为理论ꎬ 意思表示
是法律行为的必要构成部分ꎬ 因此ꎬ 意思表示瑕疵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ꎮ 同理ꎬ 各个股东的表决
汇集成决议ꎬ 如果某一位股东的意思表示不真实ꎬ 则会导致整个决议无效ꎮ 笔者并不认同这种思
路ꎮ 决议属于团体意思ꎬ 虽然由股东的意思汇集而成ꎬ 却超越了单个股东的意思ꎬ 因此ꎬ 该团体
意思一旦形成ꎬ 原则上不受股东表决行为瑕疵的直接影响ꎬ 而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认定决议无
效会对决议团体性造成极大 “ 威胁” ꎮ 从技术层面看ꎬ 还需注意的是: 第一ꎬ 许多法院将伪造签
名理解为股东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做法并不合理ꎮ 因为伪造股东签名形成决议时ꎬ 该股东通常未收
到通知ꎬ 也未参加会议ꎬ 并未做出自己的意思表示ꎬ 既然没有意思表示ꎬ 何谈意思表示不真实?
第二ꎬ 意思表示不真实导致法律行为无效ꎬ 其法理基础在于表意行为应处于交互状态ꎬ 且应高度
一致ꎬ 一方的意思表示瑕疵会导致整个法律行为无效ꎮ 但是ꎬ 在决议形成过程中ꎬ 表决人单独向
公司表决ꎬ 不需要表意行为处于交互状态ꎮ 就决议机理而言ꎬ 非但不需要表意人意志的高度一
致ꎬ 反而倡导股东表决处于某种对峙或冲突状态ꎬ 以此达到民主议事的效果ꎮ 只要决议满足表决
权数的要求ꎬ 就应使这些投赞成票的 “ 部分表意人” 的意思产生决议效果ꎬ 因此ꎬ 某一股东签
名被伪造并不必然导致决议无效ꎮ 第三ꎬ 股东的表决行为瑕疵不影响其它表决行为的效力ꎮ 基于
伪造签名形成的决议ꎬ 如果经过被伪造签名的股东追认ꎬ 可以产生决议有效的效果ꎬ〔４５〕 反过来
可以推导ꎬ 伪造签名只是导致表决行为不存在ꎬ 并不必然导致决议无效ꎮ
实践中也有相反的认识ꎬ 在以下案例中ꎬ 原告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诉请法院确认伪造签名
的决议无效ꎬ 但遭到拒绝ꎬ 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 法律行为与决议行为不同ꎬ 适用的规
则不得互用ꎮ 在 “ 济南中加泰乐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诉润华集团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
议效力再审案” 中ꎬ 针对股东公章被伪造而形成的决议ꎬ 二审法院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为
由判决决议不成立ꎮ 再审法院却认为ꎬ « 民法通则»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ꎬ 决议效力仅
具有内部性ꎬ 因此ꎬ 判决决议是否无效的标准是 « 公司法» 而非 « 民法通则» ꎬ 二审法院适用法
律错误ꎮ〔４６〕 其二ꎬ 意思表示不真实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不同ꎮ 在 “ 叶正尧与上海绿
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上诉案” 中ꎬ 原告诉称其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字ꎬ 意
思表示不真实ꎬ 决议应无效ꎮ 法院认为ꎬ 涉案决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ꎬ 原告的诉请缺
乏法律依据ꎬ 决议有效ꎮ〔４７〕 其三ꎬ 即使损害股东个人股权的决议也不适用意思表示不真实规则ꎮ
在 “ 钱忠保与孙世华股东会决议效力再审案” 中ꎬ 一审法院认为伪造签名违反被伪造签名股东
的真实意思表示ꎬ 决议因违反法律而无效ꎮ 再审法院却认为决议内容涉及股权转让的事项ꎬ 该内
容并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ꎬ 因此ꎬ 一审判决没有法律依据ꎮ〔４８〕
〔４２〕李春鹏: « 伪造股东签名对股东会决议影响的法理分析» ꎬ « 人民司法»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期ꎬ 第 ９３ 页ꎮ
〔４３〕参见前引 〔２〕 ꎬ 钱玉林书ꎬ 第 １０２－１０５ 页ꎮ

〔４４〕参见王雷: « ‹ 民法总则› 中决议行为法律制度的力量与弱点» ꎬ « 当代法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 页ꎮ
〔４５〕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淮中民二终字第 ００８３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４６〕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济民再字第 ３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４７〕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沪一中民四 ( 商) 终字第 ８０２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４８〕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宁商再提字第 ６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１０１

当代法学
法律行为是发生在交易主体之间的意思表示ꎬ 而决议是公司内部的意思形成行为ꎮ 决议不属

于法律行为ꎬ〔４９〕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不应适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规定ꎬ 而应适用 « 公司法» 有
关决议程序瑕疵的规定ꎮ 由于决议并非意思一致的结果ꎬ 因此ꎬ 当股东否认其表决意思时ꎬ 不影
响其他股东的真实表决意思ꎮ
２ 侵权行为思路评析

侵权行为思路是将伪造签名理解为对股东个人权利的侵害ꎬ 伪造签名是损害股东姓名权和股

权的行为ꎬ 而且是多数股东的共同侵权行为ꎬ 该行为导致决议无效ꎮ〔５０〕 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思路
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ꎬ 伪造签名的侵权行为本应产生伪造者与被伪造者之间的法律关系ꎬ 而结果
却是导致公司决议无效ꎬ 这个结果明显不符合逻辑ꎮ 其次ꎬ 侵权行为导致侵权人承担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ꎬ 依此推理ꎬ 伪造签名也应引发损害赔偿关系ꎬ 而非决议无效ꎮ 因此ꎬ 法院虽然将伪造签
名认定为侵权行为ꎬ 并据此判决决议无效ꎬ 却从未在判决中援引过 « 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ꎮ
３ 无权代理思路评析

法院将伪造签名视为无权代理并判决决议无效ꎬ 确实可以解决处分个人权利无效的问题ꎬ 但

由于伪造签名者与被伪造签名者之间并无代理的任何外观ꎬ 无权代理思路也不准确ꎮ
( 三) 总体评析

关于伪造签名对决议效力的影响ꎬ 目前存在两种裁判思路: 间接无效说与直接无效说ꎮ 间接
无效说对伪造签名做多样化解释ꎬ 导致出现混乱的决议效力裁判结果ꎻ 直接无效说认为伪造签名
将直接导致决议无效ꎬ 违背了决议作为团体意思形成的法理逻辑ꎮ 间接无效说虽然注重维持决议
效力的稳定ꎬ 但对伪造签名的性质认识不清ꎮ 伪造签名是表决方式瑕疵ꎬ 导致决议可撤销ꎬ 但是
司法实践却将其认定为伪造决议、 决议内容违反法律或重大程序瑕疵ꎬ 导致出现决议可撤销、 不
成立、 无效等不同情形ꎮ 上述认定均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ꎬ 使得决议效力的法律适用出现混乱ꎮ
直接无效说注重对个体股东的表决意思进行保护ꎬ 为了救济被伪造签名的股东ꎬ 不惜以伪造签名
为由直接否定整个决议的效力ꎮ 决议是团体行为ꎬ 决议纠纷的解决应在保障团体利益的背景下进
行ꎬ 这就需要对股东个体利益进行限制ꎮ 关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认定ꎬ 固然要保护被伪造签
名的股东ꎬ 但也不得忽略其他真实签名股东的利益以及决议效力的维持ꎮ

四、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之重构
关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认定ꎬ 笔者认为ꎬ 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 第一ꎬ 根据伪造签名
决议针对股东个人权利或公司事务而区分其效力ꎻ 第二ꎬ 伪造签名决议针对公司事务的ꎬ 依其伪
造签名的严重程度而区分其效力ꎮ
( 一) 伪造签名的功能

伪造签名的实质是制造股东同意决议事项的假象ꎬ 该假象在决议形成中的功能有所不同ꎮ

１ 形成股东对其个人权利被处分的 “ 同意”

有些决议内容直接损害股东个人权利ꎬ 此时伪造签名表面上是为了形成公司意志ꎬ 实际上形

成了股东对其个人权利被处分的 “ 同意” ꎬ 使得损害股东权利具有了 “ 正当性” ꎮ 例如ꎬ 通过决
议转让原告股权、 转让其他股东股权和增资认购股权等情形都需要经过原告的同意ꎬ 但伪造签名
会造成该原告股东 “ 同意” 其上述个人权利被处分的假象ꎮ

〔４９〕“ 就法律层面而言ꎬ 企业意思不是任何公司成员的个别意思ꎬ 而是满足形成企业决议要求的各个独立意思的偶然结

合ꎮ” 参见叶林: « 商行为的性质» ꎬ « 清华法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关于决议与法律行为的深度区别ꎬ 参见王延川:
« 现代商法的生成: 交易模型与价值结构» 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ꎮ
〔５０〕参见前引 〔４２〕 ꎬ 李春鹏文ꎬ 第 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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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分析
２ 增加表决权数使决议得以通过

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决议: 尽管存在表决程序ꎬ 但在决议中伪造部分股东签名ꎮ 伪造签名的

目的又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增加表决权数ꎬ 以达到法律或者章程的要求ꎬ 这种情形在现实
中很少发生ꎻ 二是为了实现决议外观上的合理性ꎬ 例如ꎬ 在罢免具有股东资格的法定代表人的情
形下ꎬ 即使真实表决权数符合公司法或者章程的要求ꎬ 其他股东依然可能伪造该股东签名ꎬ 因为
此种操作更方便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ꎮ
３ 让非决议成为 “ 决议”

针对公司事务的决议ꎬ 公司未召集会议ꎬ 也未进行表决ꎬ 而是通过伪造签名形成决议ꎮ 具体

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非股东伪造所有股东的签名ꎬ 二是某个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ꎬ 这就造成了
公司已经做出决议的假象ꎮ

( 二) 伪造签名的基本效果

归纳起来ꎬ 伪造签名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针对股东个人权利ꎬ 二是针对公司事务ꎮ 当伪
造签名针对股东个体权利时ꎬ 实质上被伪造的是股东的意思表示ꎬ 这就使得股东个人权利被处分
变得 “ 正当” ꎮ 处分个人权利是股东私人行为ꎬ 并不需要通过决议进行ꎬ 此时的决议只是损害股

东个人权利的 “ 幌子” ꎬ 所以ꎬ 所谓表决行为并不需要汇入整个决议之中ꎬ 而是可以单独存在ꎮ
决议中 “ 虚假” 的个人权利处分内容不成立ꎬ 却并不影响决议中的其它内容ꎮ 但是ꎬ 实践中许
多法院未将考察重点放在股东权利被处分时股东 “ 处分” 意思表示的缺乏之上ꎬ 而是对决议的
所有内容不加区分地判定无效ꎬ〔５１〕 这种思路需要修正ꎮ

在针对公司事务的决议中ꎬ 伪造签名是表决方式瑕疵ꎬ 其效力既非将虚假的表决权数从公司
的整体表决权数中去除ꎬ 也非决议无效ꎬ 而是决议可撤销ꎮ 有的法院认为ꎬ 股东在决议上的签名
是对决议内容同意的载体ꎬ 不属于表决方式范畴ꎬ 伪造签名当然也不属于表决方式瑕疵ꎮ〔５２〕 该
法院采纳 “ 决议法律行为说” ꎬ 认为股东的表决意思是决议的必备要素ꎬ 如果缺少该表决意思则
会导致决议无效ꎮ 决议并非股东意思一致的产物ꎬ 每个股东的表决意思对决议而言并非不可或
缺ꎬ 如某股东收到通知后并未参加会议ꎬ 决议中没有其表决意思ꎬ 但如果决议表决权数达到法律
或者章程的要求ꎬ 决议依然可以有效ꎮ 再如某股东在决议时投反对票ꎬ 决议中并无其表决意思ꎬ
决议依然有效ꎮ 所以ꎬ 某一位股东表决意思的缺少并不必然导致决议无效ꎮ〔５３〕
( 三)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的重构

１ 针对股东个人权利

股东处分个人权利本来属于股东个人事务ꎬ 应当经过股东同意ꎮ 但是为了损害某股东的个人

权利ꎬ 其他股东往往通过召开股东会会议ꎬ 并在决议中伪造该股东签名的方式ꎬ 达到该股东
“ 同意” 其个人权利被处分的效果ꎬ 公司进而依据该决议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ꎮ 此时决议中的
“ 签名” 实质上构成被伪造签名的股东同意其权利被处分的意思表示ꎮ 既然是伪造签名ꎬ 上述
“同意” 并未成立ꎬ 其逻辑上的结果是: 股权转让不成立ꎬ “ 同意” 其他股东转让股权的意思不
存在ꎬ 股东仍然具有增资优先认购权ꎮ〔５４〕 这种处理方式相较决议无效更能保护股东的利益ꎮ 所
以ꎬ 决议中个人权利被处分的内容不得成立ꎬ 但决议中的其它内容依然可能发生效力ꎮ
２ 针对公司事务

〔５１〕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二中民终字第 １７０９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５２〕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成民终字第 ４０２３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５３〕表决行为的撤销不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ꎬ 即表决行为撤销并不能直接影响决议效力ꎮ 参见 [ 韩] 崔埈璿: « 会社

法» ꎬ 三英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８４－３８５ 页ꎮ

〔５４〕实践中ꎬ 法院多认为公司增资时如果股东经过合理期间不认购则丧失增资优先认购权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民

提字第 ４８ 号民事判决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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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学
针对公司事务而伪造签名并形成决议ꎬ 其效果可以分为决议可撤销和决议不存在ꎮ 关于决议
可撤销的情形ꎬ 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ꎮ
第一ꎬ 是否区分普通表决与特别表决ꎮ 有的法院认为特别决议事项的表决权数未达到法律的
要求ꎬ 决议无效ꎬ〔５５〕 而普通决议事项的表决权数未达到法律的要求ꎬ 决议可撤销ꎮ〔５６〕 笔者认为
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区分ꎬ 而应统一认定决议可撤销ꎮ 一方面ꎬ 按照特别决议与普通决议事项进
行区分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ꎬ 另一方面ꎬ 这种区分认为特别决议事项比普通决议事项更加重要ꎬ
应受到更多保护ꎬ 但这种认识也没有合理的法理依据ꎮ
第二ꎬ 关于除斥期间的起算ꎮ 针对公司事务的决议ꎬ 如果出现伪造签名的情形ꎬ 被伪造签名

股东可以诉请法院撤销ꎬ 但是ꎬ 当该股东发现其签名被伪造时往往已经经过 ６０ 日的除斥期间ꎬ
此时可以对除斥期间进行例外解释ꎮ 除斥期间建立在股东参加会议或者知晓决议而不予起诉的基
础上ꎬ 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刻意不通知该股东参加会议ꎬ 事后也对其隐瞒决议的存在ꎮ 为了救
济被伪造签名的股东ꎬ 除斥期间应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签名被伪造之日起算ꎬ 公司可以举证证
明股东已经知晓决议的事实ꎮ
关于决议不存在的情形ꎬ 需要注意的是ꎬ 决议是公司团体意志的形成机制ꎬ 与股东个人意志
的形成存在本质区别ꎮ 作为股东个人意志的表达ꎬ 表决过程是对决议议案的认同过程ꎬ 这个认同
过程是一系列质问、 辩论的结果ꎮ 表决行为单独不发生法律约束力ꎬ〔５７〕 甚至对作为表意人的股
东也不一定具有约束力ꎬ 更遑论对未参与表决的股东具有约束力ꎮ 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
当公司有多名股东时ꎬ 一名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形成决议ꎬ〔５８〕 或者非股东伪造所有股东签名
形成决议ꎮ〔５９〕 因为决议是一种民主的表达意志过程ꎬ 原则上需要以讨论为前提ꎬ 所有决议均应
经过召集与表决而形成ꎬ 缺乏表决程序的决议视为不存在ꎮ 在公司存在多名股东的情况下ꎬ 一名
股东私下形成决议ꎬ 并伪造其他股东签名ꎬ 忽略其他股东关于决议内容的民主表达ꎬ 即使做出决
议的股东是控股股东ꎬ 该决议也仅仅是以股东个人意志代替公司意志ꎬ 而非公司意志本身ꎬ 当然
不发生伪造者所追求的效力ꎮ 所有股东签名均被伪造而形成的决议ꎬ 也由于缺乏表决程序而视为
决议不存在ꎮ

( 四) 对伪造签名决议 “ 其它效力” 的质疑

如上所述ꎬ 针对公司事务的伪造签名ꎬ 其后果本为决议撤销与不存在ꎮ 但 « 公司法司法解

释 ( 四) » 规定了两种特殊情形: 一是表决权数达不到法律或者章程规定时决议不成立ꎬ〔６０〕 二
是表决方式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ꎬ 法院不予支持ꎮ〔６１〕 该两种情形是否可以适用
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 即如果按照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表决权数的思路ꎬ 是否会产生决议不
成立或者法院不予支持的效果? 笔者认为ꎬ 这两种情形没有存在的基础ꎮ

第一ꎬ 笔者不认同决议不成立的认定思路ꎮ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与 « 原则通过稿»

第二种思路一脉相承ꎬ 认为股东的表决行为瑕疵导致表决行为不发生效力ꎬ 应从整个表决权数中
去除ꎬ 然后再分析决议的表决权数是否满足法律与章程的规定ꎮ 就学理而言ꎬ 表决权数达不到法
律或者章程的要求时ꎬ 主要有两种效果: 一是决议不存在ꎬ 二是决议可撤销ꎮ〔６２〕 “ 决议不存在”
〔５５〕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最高法民申 ３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５６〕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一中民终字第 ８４５８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５７〕“ 每个企业成员的单独意思在转换为企业意思之前ꎬ 并不产生当然的法律效果ꎮ” 叶林: « 公司法规范的应用解释» ꎬ 载

王延川主编: « 公司法上的合约» 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０ 页ꎮ

〔５８〕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东民初字第 ０８１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５９〕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一中民终字第 １３３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ꎮ
〔６０〕参见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第 ５ 条第 ( 四) 项ꎮ
〔６１〕参见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第 ４ 条ꎮ
〔６２〕参见前引 〔２〕 ꎬ 钱玉林书ꎬ 第 １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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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分析
的出发点是ꎬ 足额表决权数是决议的成立基础ꎬ 表决权数不足则决议不成立ꎻ “ 决议可撤销” 的
出发点是ꎬ 表决权数不足是表决方式瑕疵ꎬ 属于决议可撤销的事由ꎮ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采纳第一种观点ꎬ 措辞却是 “ 决议不成立” ꎮ〔６３〕 这意味着表决权数如果达到法律或者章程的要
求ꎬ 按照 « 公司法» 的要求ꎬ 表决方式有瑕疵的决议可以被撤销ꎮ 而表决权数如果达不到法律

或者章程的要求ꎬ 按照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的要求ꎬ 决议不成立ꎮ 笔者认为ꎬ 一方面ꎬ
上述规定混淆了表决方式瑕疵与股东表决行为瑕疵ꎮ 所谓股东表决行为瑕疵是指股东表决时意思

与表示不一致ꎬ 主要是股东基于欺诈、 胁迫等原因而做出违反其意志的表决行为ꎮ 有学者认为ꎬ
如果个别表决行为瑕疵使得该表决行为无效ꎬ 进而使得决议表决权数不能达到法律或章程的要
求ꎬ 将会影响决议的效力ꎮ〔６４〕 也就是说ꎬ 否定个别股东意思的实质是去除该股东所持有的表决
权数ꎬ 当剩余表决权数不足时构成表决方式瑕疵ꎬ 股东可以诉请法院撤销决议ꎮ 但是ꎬ 伪造签名
并不属于股东表决行为瑕疵ꎬ 表决行为瑕疵建立在股东自主投票的基础上ꎬ 只是因为该投票受到
外来影响ꎬ 而伪造签名并不存在股东的表决意思ꎬ 其实质是对决议程序的破坏ꎬ 属于表决方式瑕
疵ꎮ 另一方面ꎬ 上述操作设计也是不科学的ꎮ 首先ꎬ 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数ꎬ
再依剩余表决权数是否达到法律或者章程的要求来判定决议的效力ꎬ 达到者为可撤销决议ꎬ 达不
到者为不成立决议ꎬ 这种划分的依据并不清楚ꎮ 有人认为ꎬ 公司法对于表决权数采最低额法定主
义ꎬ 达不到最低数额则属于违反强制性规范ꎬ 决议不得成立ꎮ 但是ꎬ 召集程序与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强制性规定的决议为可撤销决议ꎬ 因此ꎬ 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作为认定决议不成立与撤销的
依据并不科学ꎮ 其次ꎬ 按照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ꎬ 未达到表决权数表明决议的外观已经存
在ꎬ 而且的确存在其他股东表决的情形ꎬ 此时决议的违法性较低ꎬ 将其视为决议可撤销更加合
适ꎮ 再次ꎬ 表决权数是否达到法律和章程的要求是一种大数法则ꎬ 源自于股东之间的自然博弈ꎬ
属于不可控的主观事实ꎬ 并非决议成立与否的必要条件ꎮ 最后ꎬ 如果未达到表决权数导致决议不
成立ꎬ 对于小股东的保护力度过大ꎬ 会导致小股东 “ 绑架” 大股东的情形ꎮ

第二ꎬ 笔者不认可伪造签名在特定情形下被视为轻微瑕疵的观点ꎮ 如果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所

持股权比例较小ꎬ 其表决权数不足以影响决议的形成ꎬ 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请ꎬ 可以不予支持ꎬ 这
就是所谓轻微瑕 疵 法 院 裁 量 驳 回 制 度ꎮ 我 国 « 公 司 法 司 法 解 释 ( 四) » 第 ４ 条 引 入 了 该 制
度ꎮ〔６５〕 如果被伪造签名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过低ꎬ 诉请是否能得到支持呢? 轻微瑕疵主要是基
于过失而产生的程序瑕疵ꎬ 比如遗漏股东而未通知其参会ꎬ 股东的表决权数被遗漏而未记入等ꎮ
但是ꎬ 如果程序瑕疵是基于有意侵害则不属于轻微瑕疵ꎬ 此时无论其对决议结果是否有影响ꎬ 法
院均不得驳回原告撤销决议的诉请ꎮ〔６６〕 因此ꎬ 伪造签名属于故意剥夺股东表决权的行为ꎬ 直接导
致决议可撤销ꎬ 即使被剥夺表决权的股东的表决权数很小ꎬ 也不得将伪造签名理解为轻微瑕疵ꎮ

代结语: “ 解决问题ꎬ 莫问出处” 观念之反思
通过对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进行考察ꎬ 我们可以发现商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一个严肃问
题: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ꎬ 其目的仅仅是 “ 摆平” 当事人ꎬ 还是按照合理的路径解决纠纷? 这个
〔６３〕参见 « 公司法司法解释 ( 四) » 第 ５ 条第 ( 五) 项ꎮ 该规定参照民事法律行为制度ꎬ 将决议分为成立与不成立ꎬ 然后

将召集与否、 表决与否、 定足数是否达标、 表决权数是否达标等四种情形视为决议成立的要件ꎮ 这种架构存在问题: 前两种情
形下不存在决议ꎬ 后两种情形下存在决议ꎬ 只是股东表意机制出现问题ꎬ 将不同层次的事物规定在一起的做法与决议的基本逻
辑不符ꎮ

〔６４〕参见 [ 德] 托马斯莱塞尔、 吕迪格法伊尔: « 德国资合公司法» ꎬ 高旭军等译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６３ 页ꎮ

〔６５〕但在此之前ꎬ 司法实践中早已出现相关判例ꎮ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闵民二 ( 商) 初字第 ６７６ 号民事判

决书ꎮ

〔６６〕参见徐银波: « 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 ꎬ «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７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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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学
问题不仅存在于伪造签名案件中ꎬ 也存在于其它公司乃至商事案件中ꎬ 需要深度反思ꎮ

在处理伪造签名纠纷时ꎬ 除了少数法院运用团体 ( 公司) 法思维之外ꎬ 大多数法院都在运

用个体 ( 民事) 法思维ꎮ 对于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ꎬ 法院多认定为无效ꎬ 尤其当决议包含损害
股东个人权利的内容时ꎬ 法院几乎毫无例外地做出无效判决ꎮ 由于我国 « 公司法» 没有规定重
大程序瑕疵决议无效制度ꎬ 加上决议可撤销之诉受除斥期间的限制ꎬ 法官依据 « 公司法» 救济
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思路受阻ꎬ 于是回到民法中寻找裁判依据ꎬ 这就有了意思表示不真实、 侵
权、 无权代理等不同的裁判思路ꎮ « 原则通过稿» 的第一种思路———伪造签名直接导致未形成有
效 ( 即无效) 决议即为该种情形ꎮ 从民法的角度来理解ꎬ 决议属于法律行为ꎬ 即股东的意思合
致ꎮ 按照表意瑕疵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逻辑ꎬ 伪造签名作为股东的表决意思瑕疵ꎬ 也会导致决议

无效ꎮ 这种民法思路优先保护了股东的个体利益ꎬ 却在一定程度上 “ 危及” 到公司整体利益ꎮ
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的 “ 联结” ꎬ 具有团体性质ꎬ « 公司法» 更注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预期利益ꎬ
以及降低公司决策及执行成本ꎬ 因此ꎬ 在保护股东时应有所克制ꎮ 决议虽然由股东意志汇集而
成ꎬ 但该团体意志超越了股东的个体意志ꎬ 其中包含着利害关系人的预期与公司运行成本的支
出ꎬ 应尽量维持其稳定性ꎮ 同时ꎬ 为了维持决议的稳定性并降低决议成本ꎬ 公司法和章程规定了
决议程序规则ꎬ 程序中就蕴含着弱化股东个人意志的考量ꎮ 对于决议而言ꎬ 重要的并不是股东个
体的意志ꎬ 而是该意志是否符合设定的程序规则ꎮ 对决议程序的破坏就是对公司整体利益的破
坏ꎬ 法院应审查决议效力ꎬ 但由于程序瑕疵具有补救的可能性ꎬ 从尽量让决议有效的原则出发ꎬ
应赋予其可撤销的效果ꎬ 且受撤销除斥期间的限制ꎮ 将伪造签名定性为表决方式瑕疵ꎬ 引发决议
可撤销的效果比较妥当ꎬ 这样既救济了股东也使决议有了重新有效的可能ꎮ « 原则通过稿» 的第
二种思路ꎬ 即去除被伪造签名的股东的表决权数ꎬ 也可以在民法思维中找到答案ꎮ 去除股东的表
决权数属于另外一种法律行为效力思路ꎮ 从对股东个体利益保护的立场出发ꎬ 认定该表决行为无
效ꎬ 去除该股东的表决权数也是应有之义ꎮ 但是ꎬ 该思路仅仅停留在股东表决瑕疵上ꎬ 并未上升
到程序瑕疵的高度ꎬ 伪造签名是对决议程序的破坏ꎬ 而破坏程序具有全局性效应ꎬ 直接对决议效
力造成影响ꎬ 而非如同去除表决权数那样间接影响决议效力ꎮ
伪造签名的决议效力问题属于公司法范畴ꎬ 但法院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绕开公司法而径直适用

民法ꎬ 笔者将这种观念称之为 “ 解决问题ꎬ 莫问出处” ꎮ 法院先给案件一个结论ꎬ 然后再根据结
论寻找法律依据ꎬ 有时为了迎合这个结论ꎬ 寻找的法条未必与案件事实相符ꎬ 此时司法推论的三
段论逻辑 “ 断裂” ꎮ 等法院找到一个 “ 似是而非” 的法律条文后ꎬ 又将该条文所对应的小前提套
用在前面的案件事实上ꎬ 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ꎮ 总之ꎬ 极力寻找 “ 匹配” 案件事实的法
条会导致法条与案件事实难以匹配ꎬ 出现 “ 小人戴大帽子或者大人戴小帽子” 的奇怪现象ꎮ 这
种逻辑虽然解决了问题ꎬ 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ꎬ 但也牺牲了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公正性ꎮ 尽管从
外观上看ꎬ 裁判依然宗奉 “ 依法审判” 的原则ꎬ 但该原则的内核却发生了实质的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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