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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要件之认定
——规则差异引致的思考

刘霄鹏

一、“利用职务便利”可否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

会行为的构成要件

作为公司商业机会保护的实证法依据，我国《公

司法》第148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

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因

此，“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

和“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构成了侵犯公司商业

机会行为的三个要件。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3年发

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

（以下简称《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其中第二十二

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不得为本人及其

近亲属寻求属于上市公司的商业机会。”按此规定，

上市公司董事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是由两要件构

成的，即未经股东大会同意、寻求属于上市公司的商

业机会，“利用职务便利”要件缺失。可见，《董事选任

与行为指引》与《公司法》关于侵犯公司商业机会的

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一致。

《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作为行业规定，其法律

效力低于《公司法》，形成时间也晚于后者，“利用职

务便利”要件的缺失是对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构

成要件的重大更改，已超出适应性调整的范围。对行

为的禁止规范属于制度规则约束，旨在减少不确定

性及划清人们的行为边界，但上述规则的差异显然

会造成实际适用中的疑惑。另外两个要件在认定上

不存在分歧，唯一差异的实质问题在于：“利用职务

便利”可否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成要件？

本文尝试从法学原理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二、原理思考：“职务”因素的应有归属

从公司商业机会的特性上看，公司商业机会是

公司营造的，这不仅表明了公司商业机会形成的缘

由，也明晰了公司商业机会权利的归属。营造与劳

动、投资等方式一样，“是取得财产的最原始、最重要

的方式，而且也是最正当的方式”（高富平，2001）。既
然公司商业机会是由公司营造的，那么能带来利益

的商业良机就理应归公司拥有。因此，在认定某项商

业机会是否归属于某一公司时，首先要考查该商业

机会是否是由该公司营造的。公司作为法人实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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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利益应受到相应保护，但公司行为依赖于代

表公司事务具体执行者的自然人的实施。两者在利

益追求上难免存在差异，对于如何判断某一商业机

会的归属问题，“职务”因素提供了一种识别的方法。

可从以下两个与“职务”因素存在密切联系的方面进

行考量：

1. 对自然人代表公司实施具体行为的考量。公

司作为法人组织，其具体行为必然是由自然人实施

的，营造商业机会的公司行为也必然由自然人实施。

因此，如果没有自然人的具体行为，“公司行为”就是

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概念。自然人为公司利益

具体实施的营造商业机会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公司

行为。自然人的行为主要是为了公司利益，而不是为

了其个人的目的或需求，所以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

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这一法律后果，既包括负面的

法律责任后果，也包括正面的经济利益后果。

那么，如何考量某一自然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公

司行为呢？自然人以公司职务身份进行的行为应当

认定为公司行为。以公司职务身份进行的行为实质

上就是以公司的名义在公司赋予其职务所辖的范围

内代表公司进行的行为，对外是为公司进行经营活

动，对内是为公司进行各种管理活动（余廷满、郭玉

军，1989）。此外，在不明确自然人是否以公司职务身

份实施行为时，可以考量其行为内容是否属于履行

公司职务的行为范畴。履行公司职务是指在公司特

定工作岗位上从事公司所安排的工作。具有一定领

导属性的岗位，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岗位，当然

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岗位；不具有领导属性但具有

特定业务内容的岗位，如信息统计整理、办公室资料

数据管理等所有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的工作岗位，

同样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岗位（尹田，1985）。履行公

司职务的行为，都是为了公司利益所从事的特定行为，

应属于公司行为。综上，只要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

都可以认定为公司行为。在行为主体上，仅就董事与

高级管理人员而言，由于其职务所带来的信义义务

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全天候的，因此，无论

机会以任何方式呈现给他们，他们都应该首先向公

司披露机会，如果公司拒绝机会，他们才可利用。

2. 对利用公司资源的考量。如果形成某一商业

机会所必需的核心资料或相关信息等为公司所有，

那么基于此资源形成的商业机会自然也属于公司，

因为该商业机会的价值主要是由公司资源转换而来

的。而具体行为人的付出是其职务使然，如果有特殊

作用，可以由公司予以另行补偿。所以，若行为者是

利用公司相关成本投入营造获取某一商业机会的必

要环境或条件，或者是利用公司的信息、资料等相关

资源进行分析获取公司商业机会，则可以认定此营

造、获取商业机会的行为属于公司行为，该商业机会

属于公司。

由上述分析可知，董事的“职务”因素应当是认

定商业机会是否归属于公司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公

司法》第148条第1款第（五）项却将董事的“职务”因

素视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的客观要素，通过立法凝

练表述为“利用职务便利”，作为董事侵犯公司商业

机会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显然，《公司法》在此有两

方面的失误：第一个失误是将公司商业机会的形成

与公司商业机会的利用混为一谈。公司商业机会的

形成是指公司获得了具有商业价值的机遇或进行商

业活动（如交易）的可能性。商业机会可能给公司带

来一定的商业利益，其价值是可期待的、非现实的。

而公司商业机会的利用是指为实现商业机会的价值

而实施商业机会所指向的商业活动。这两者是企业

从事商业活动所经历不同阶段的行为或活动，董事

在这两个阶段中职务行为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而

《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的规定未充分注

意到这一点。正是由于这一失误，导致了第二个失误

的形成，即混淆了公司商业机会认定与侵犯公司商

业机会行为认定这两个不同属性的法律问题，前者

是关于商业机会权益的归属问题，后者是关于主体

违法行为的确认问题。因此，《公司法》将“利用职务

便利”作为董事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成要件

缺乏法理支撑，错配了要件构成。

三、立法规范分析：域外经验考察及逻辑体系

释明

（一）域外判例实践考察

我国关于公司商业机会保护的规定，源于英美

法中的公司商业机会规则。公司商业机会规则源于

英国 1726年“Keech v. Sandford”案这一信托判例。

该案初步确立了公司商业机会的基本原则：除非委

托人明示同意，否则受托人不得利用其地位谋利（张

开平，1998）。在1939年的“Guth v. Loft Inc.”一案中，

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除了将“经营范围”作为公司

商业机会的认定标准，首次对董事“个人身份

（Individual Capacity）”和“职务身份（Official Capacity）”
进行审视，将它们与公司商业机会之关联予以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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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该法院认为，董事谋取公司商业机会的抗辩成

立应当满足如下要求：首先，当商业机会呈现于董事

时，董事是以其个人身份而非职务身份获取该商业

机会；其次，该商业机会对公司是无关紧要的；再次，

公司对于该商业机会不存在利益或期待；最后，董事

在寻求该商业机会时不得利用公司的资源。否则，董

事对该商业机会的利用将会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

务。此前，“个人身份”是长期公认的针对公司提出商

业机会保护请求权的一种抗辩，如果抗辩人宣称某

一个机会提供给他时，他呈现的是个人身份而非公

司受托人身份，那么他就能够利用该机会。但在

“Guth v. Loft Inc.”一案中法院驳斥了此种观点的逻

辑，在“个人身份”之外，尚需考虑其他因素，这实际上

是确立了附条件的“个人身份”抗辩。也就是说，假定

交易形式创造了董事依靠个人身份获取商业机会的

表象，那么法院应忽略这种交易形式，并且加重董事

的举证责任来证明这一机会是因其个人身份而提交

给他的，如果唯一的证据仅仅是董事的言辞，那么法

院应认定这一机会是因其董事的职务身份而获得的。

随后，在 1974年的“Miller v. Miller”一案中，美

国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再次重申了“个人身份”和

“职务身份”的区分，该院认为“机会提供给高管时，

他呈现的是职务身份还是个人身份与其是否违反对

公司的忠实义务密切相关”。美国法律研究院于

1994年颁布的《公司治理原则》接受了上述判例中

“个人身份”和“职务身份”相区分的规则，并形成了

公司商业机会的定义：①董事所知晓的从事一项商

业活动的任何机会，而该董事是因履行董事的职责

而得知了该项机会，或在当时的情形下该董事有理

由相信提供机会的人意图将此机会提供给公司，或

者通过利用公司的信息或资源，有理由相信该董事

能预见所得机会符合公司的利益；②董事所知晓的

从事一项商业活动的任何机会，而该项机会与公司

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的商业活动具有密切联系。

上述定义包含着如下逻辑：鉴于董事具有从事

公司活动的职责，而该职责又会带来公司商业机会，

若董事以职务身份遇到一项商业机会，则将该机会

提供给公司是其忠实义务的显著体现。美国内布拉

斯加州最高法院曾表示：判断一个特定商业机会是

属于个人还是公司，往往取决于该董事是否有具体

的义务，即就特定事项作为该公司的代表行事或签

订合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事实问题。而对事实

状态的判断，必须查阅相关证据才能决定，并不属于

法律解释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施判例法的英国，即便公司

法成文化，同样难觅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侵犯公

司商业机会行为构成要件的踪迹。《英国2006年公司

法》第 175条规定，公司董事必须避免这样的情形：

其享有或能够享有的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或可能有冲

突的直接或间接利益，这适用于任何财产、信息或机

会的利用（公司是否能利用财产、信息或机会并不重

要）。可见，英国公司法不允许董事侵占公司商业机

会所形成的利益，而无论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

由以上分析可知，英美属于判例法国家，英美法

基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托关系，将源于信托判例

原理中的公司商业机会规则适用于公司判例中，将

“个人身份”和“职务身份”的区分作为认定公司商业

机会的考量因素之一。其目的在于表明董事履行职

务时知晓商业机会信息，且该机会属于公司；即便董

事以个人身份得知了公司的商业机会，也可能构成

对公司商业机会的侵犯。英美法强调董事对公司履

行信义义务，也充分重视董事的职务身份在认定公

司商业机会归属上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认定董事获

取商业机会时，英美法中的相关判例规则将其“职务

身份”与“个人身份”予以区分，无非是想强调公司商

业机会归属认定上的“职务”因素。显然，以“职务身

份”认定公司商业机会的归属，与以“利用职务便利”

认定侵犯公司商业机会的行为，完全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不能等同。前者是商业机会权益归属的财产权

益属性问题，后者是主体违法的侵权行为属性问题。

因此，我国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认定董事侵犯公

司商业机会行为构成要件的立法规则，缺乏支撑。

（二）立法规范逻辑体系分析

从我国实证法规则自身逻辑体系来看，将“利用

职务便利”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成要件，

会导致如下谬误：

1. 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谬误。我国《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规定的目的在于使董事信义

义务具体化，限制董事对公司商业机会的不当利用。

该条款对公司商业机会的规范有两个重要基点：第

一，商业机会的权属问题。当公司与董事在某一商业

机会上发生利益冲突时，该商业机会是否属于公司，

是确认董事是否构成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前

提。如果商业机会不属于公司，那么董事就可以利

用，既无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也无所谓

其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第二，利用的合理性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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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某一商业机会已经属于公司，若经过股东会或股

东大会同意，董事对其利用也并不属于侵犯公司商

业机会的行为。商业机会仅表示公司具有开展某项

业务的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公司经过权

衡后，因主客观原因可能并未实际利用。如果公司并

未实际利用该商业机会，通过一定程序，董事可合理

利用该商业机会。这一程序就是该条款所规定的“经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这说明《公司法》对董事

利用公司商业机会采取的仅是限制而非绝对禁止的

立法政策。但是，按照我国《公司法》条款的文义，将

“利用职务便利”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成

要件之一也就意味着：若董事未利用职务便利，即便

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也不构成侵权。根据上述

理论，不论公司商业机会是董事在执行公司职务过

程中获得的，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所获得的，若该项商

业机会已经属于公司，必然包含着董事获取中的“职

务”因素，怎么可能还出现董事未利用职务便利来谋

取已经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的情形？

2. 造成立法结构上的逻辑瑕疵。我国《公司法》

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定均采取了概括性条款和具体的

禁止性行为规则相结合的立法规则。《公司法》第

148条是关于董事禁止性行为内容的具体列举，除

挪用公司资金行为、利用公司资金开立账户存储行

为、接受佣金行为、擅自披露公司秘密行为为法律绝

对禁止行为外，其他几项均可经由章程规定或股东

会同意来实行。该条规定的问题在于：为何仅仅侵犯

公司商业机会行为需以“利用职务便利”为构成要

件，而其他几项行为均无此要求？难道只有侵犯公司

商业机会行为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可能性吗？答

案显然是否定的。

《公司法》第 148条规范的主体是董事，基于董

事与公司的委任关系，董事在代表公司执行职务的

过程中，均存在因其“职务”因素而实施上述行为的

可能性，并非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所独有。但是，

商业机会与公司资金、佣金等对象相比，具有不确定

性，对其归属问题的判断难度更大。而“职务身份”与

“个人身份”的区分是判例法确定商业机会是否归属

于公司的考量因素之一。由于我国立法在引进公司

商业机会规则的过程中，误解了“职务”因素的作用，

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

成要件，不仅与董事这一主体身份本身具有执行职

务权限的内涵相矛盾，而且造成该条规定在结构上

出现了逻辑关系不和谐的瑕疵。

四、法律适用效果：基于实践案例的分析

为了解《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本文通过在北大法律信

息网的司法案例库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收集了

22个相关案例，梳理归纳这22个案例形成下表。

通过对这22个案例的分析可发现，《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1. 对于“利用职务便利”未涉及或未认定，相关

规则几乎形同虚设。在这22个案例中，未涉及“利用

职务便利”的案例有 11个，占比为 50%，涉及“利用

职务便利”的案例中，有 8个没有对被告是否“利用

职务便利”予以认定及释明。也就是说，在22个案例

中，对“利用职务便利”未予以司法认定的有 19个，

占案例总数的比例高达 86.4%；而予以司法认定的

只有 3个，仅占案例总数的 13.6%。这表明，“利用职

务便利”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极为有限。

2. 出现了与《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

规定的适用不吻合的窘境。在 8个基于被告职务主

体身份来认定是否侵犯公司商业机会的案例中，只

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

10249号”判决书和“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2012）武侯民初字第1875号”判决书涉及基于被告

职务主体的身份，并据此认定该商业机会属于公司。

严格而言，这两个案例与《公司法》第148条第1款第

（五）项规定的适用并不完全吻合。适用此条规范的

前提是要认定被告利用了职务便利，但这两份判决

书均无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及释明。

比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

终字第10249号”判决认为：“本案中，涉案项目的谈

判与签约活动均发生于丛爱民担任全泰公司总经理

职务期间，并且丛爱民动用了全泰公司的物力、人力

资源参与了涉案项目的缔约过程，同时，涉案项目又

与全泰公司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由此取得的商业

机会理应属于全泰公司的所有。丛爱民作为全泰公

适用情况

未涉及“利用职务便利”认定

基于被告职务主体身份认定侵犯公司商业
机会，但并无关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及
释明

认定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利用职务便利”

案例数量

11个

8个

3个

“利用职务便利”在公司商业机会纠纷案例中的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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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总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成立了与全泰公司具有

同类经营业务的京泰公司，并在未经全泰公司股东

会同意，亦未举证证明全泰公司曾明确表示放弃该

商业机会，或全泰公司因其他原因而无法利用该商

业机会的情况下，操纵其作为控股股东的京泰公司

与Atibir公司签署涉案项目，违反了我国《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对全泰公司商业机会的侵犯。”

显然，判决书将被告的总经理职务身份及动用公司

资源作为认定公司商业机会归属的考量因素；没有

对被告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

的认定予以阐释证明，实际上，这与《公司法》第148
条第 1款第（五）项的适用要求并不完全吻合。按照

该条款规定，认定“利用职务便利”是为了认定被告

对公司商业机会的侵犯行为，而不是认定公司商业

机会的归属。

如果上述两份判决书反映的是法律适用的认定

对象不准确，那么还有除此之外的 6份基于被告职

务主体身份来认定是否侵犯公司商业机会的判决书

适用了《公司法》第148条第 1款第（五）项规定以认

定被告对公司商业机会的侵犯行为，这与该条款规

范的适用目的相吻合，但是这些判决书亦缺乏对被

告“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及释明。也就是说，判决

认定了被告对公司商业机会侵权的结果，但是对此

缺乏认定的事实基础，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和合乎

逻辑的阐释证明。而这显然不是由于司法机关的疏

忽而导致的未予以认定，归根结底还是立法缺陷

所致。

3.《公司法》第 148条第 1款第（五）项的规定会

将公司或股东维护公司商业机会合法权益的诉讼置

于不利境地。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举证规则，

按照《公司法》第148条第1款第（五）项的规定，作为

原告的公司或股东负有证明被告董事“利用职务便

利”的义务，但是董事在行使职务，代表公司与相对

人进行沟通、联系，甚至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进行交易

时，作为不参与这些活动的原告不可能对董事的行

为了如指掌，更难以收集到有力证据，这就极易导致

原告举证不力，使原告处于不利境地，司法实践也间

接证明了这一点。22个案例中仅有3个涉及“利用职

务便利”的认定，而且均认定为举证不力。实际上，纵

观所有案例，若非考量其他因素，无一直接认定原告

对被告“利用职务便利”举证成功。反思该问题的根

源，显然并非司法审判机关适用法律的错误，将这一

司法效果不佳的责任归咎于审判机关也是不公平

的。毫无疑问，这一问题的根源来自立法规定本身。

五、结论

综上所述，立法规则不应将“利用职务便利”作

为董事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果认

定商业机会属于公司，那么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

同意，董事就没有正当理由侵犯商业机会所带来的

利益。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侵犯公司商业机会行

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缺乏规范价值，应从《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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