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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峰，56岁，一级警
督，驻马店市公安局犯罪侦
查支队经济侦查大队大队
长。他从警36年来，先后荣
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个人三
等功五次，多次被评为“中原
卫士”“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优秀共产党员”。

一
2005年，杨继峰从刑警

走上经侦工作岗位后，为尽
快进入角色，他刻苦钻研，很
快练就了过硬本领，并将所
学知识和技巧熟练地运用于
经侦工作中。

近年来，杨继峰相继参
与指挥破获了杨某楼特大
制售假币案、“1·1”农行被
诈骗案和河南九州天中集
团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等大要案。2016
年，因3名涉及非法集资的
犯罪嫌疑人逃至境外，迟迟
不能归案，群众反映诉求强
烈。杨继峰作为驻马店市
公安局经侦部门的负责人，
亲自参与了对 3名逃犯的
抓捕和劝投工作，连续多次
到涉案人员家里做劝投工
作，讲政策讲法律，打消嫌
疑人顾虑。去年，在公安部
经侦局专项办负责人的带
领下，他赶赴犯罪嫌疑人在
波兰的藏匿地开展劝投工
作，并顺利将3名犯罪嫌疑
人押解回国内，开创了我国
公安机关在欧洲劝返红色
通报逃犯的首例。

二
从警36年来，杨继峰能

正确处理公与私、情与法的
矛盾，他给自己约法三章：不
以权谋私、不吃请收礼、不徇
私枉法。对待金钱，他守得
住清贫，耐得住诱惑。经侦
部门办理的案件关系人很多

都是企业的老板，曾有人企
图用金钱开道，希望在案件
中能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但
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去年8月，在办理一起
诈骗案时，犯罪嫌疑人托杨
继峰的同学送来高档酒一
件、高档烟4条，被杨继峰拒
收，因此还得罪了老同学，后
来该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判
决。作为经侦大队大队长，
这些年在办理的一个又一个
案件中，杨继峰不怕顶难碰
硬，不怕得罪人，遇到情与法
的艰难抉择时，他感情的天
平总是倾斜在事业和法理一
边。

三
杨继峰成为单位的中层

骨干后，因为办案经常不能
回家，陪伴父母妻儿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2015年1月，
杨继峰年迈的老母亲在家不
慎摔倒，导致髋骨骨折，因市
级医院医疗条件有限，需到
省级医院专家会诊手术治
疗。当时，正值驻马店市公
安局“1·1”农行专案期间，
杨继峰作为专案组组长，天
天会商研判案情至深夜，实
在无暇照顾，只得托付兄弟
姐妹和妻子轮番在郑州陪护
老母亲。

老母亲在郑州住院期
间，专案组几次到省厅汇报
案件进展情况，知情的同事
建议杨继峰办完公事多停
留半天，去医院陪陪老母
亲，可他总是说队里还有大
堆的事情需要处理，匆匆忙
忙又踏上了归程。每当说
起这些，他就觉得愧疚和不
安，亏欠家人太多太多。杨
继峰把忠诚化作实际行动，
融进所挚爱的公安事业中，
守护着驻马店这片热土的
安宁。

虽然《民事诉讼法》新增
了恶意诉讼条款，但长期以
来，传统诉讼领域更多关注
的是民事领域而非商事领域
的恶意诉讼行为。

一、股东恶意诉讼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类型
中

1.股东知情权之诉
股东知情权是公司法赋

予股东知悉公司情况的基本
权利，覆盖对象包括公司决
策、管理、经营及财务状况等
各方面的信息。从《公司法》
的修改历程来看，股东知情
权的范围进一步得到了扩
充，但公司作为多元利益汇
聚的组织体，需要在公司与
股东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知
情权的无限扩充也会威胁到
公司商业机密乃至合法权
益。因此，《公司法》对股东
知情权也有一定限制，例如
并没有赋予股东对于公司账
簿的复制权。在对待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的账簿查阅权问
题上也持谨慎态度，需要以
书面形式并说明理由，公司
有正当理由认定股东存在非
法目的的，可以拒绝查阅。
2.股东出资之诉

股东出资纠纷集中体现
了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对
公司风险的潜在影响。《公司
法》规定了出资违法时的法
律责任，《刑法》也对抽逃出
资、虚假出资进行了规定。
在学理和实践中，关于股东
出资完成标准及违法形态均
有争议，这也导致了基于出
资纠纷引发的股东之间及股
东与公司之间的不信任，导
致更多司法诉讼的发生。对
于未按规定缴纳出资和存在
上述情形的股东，均可能反
复起诉要求确认出资及股东
身份，进而基于股东权利提
起多种股东之诉，引发公司
治理的混乱和恶意诉讼的发
生，这在司法实践中也较为
普遍。
3.公司决议之诉

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
议作为公司机关意思表示，
只有决议内容与程序都公正
合法才有效，如果程序或内
容有瑕疵，就不能认为是正
当的团体意思表示并对效力
做否定性评价。因此，公司
决议撤销之诉是赋予股东对
瑕疵意思表示的诉权，是保
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手
段。司法实践中公司决议效
力确认纠纷与撤销纠纷都是

常见的公司法类纠纷，但由
于股东群体的不确定，且决
议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均将对
公司决策经营产生较大影
响，尤其是股东之间以及股
东与公司之间赖以维系的诚
信已经缺失的情况下更是如
此，则会存在恶意而被滥用
的风险。
4.解散公司之诉

解散公司是《公司法》赋
予股东破解公司僵局的一种
终局性权利。对于立法和司
法而言，其更多属于鼓励试
用、引导使用的股东权利类
型。最为关键的是，公司是
否处于无力维持需要解散是
一个商业判断而非法律判
断，法院往往保持必要的谦
抑和克制，因此从务实的角
度出发，为原告设计必要的
约束，例如财产保全或费用
担保制度，也是对股东滥用
解散之诉的限制。
5.股东派生诉讼中的恶意诉
讼

股东派生诉讼是在公司
利益受到侵害，尤其是有控
制权的股东、董事高管和债
权人等的侵害，而公司由于
某种原因没有就侵害起诉
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代表公司起诉索赔的法律
制度。司法实践中，公司基
于其他利益考量，在是否行
使诉权方面与股东往往并不
一致。市场活动具有信息复
杂性，如果股东从个人利益
角度，或者股东与公司存在
利益纠纷而故意滥用派生诉
讼权利，即使派生诉讼胜诉，
也往往会伤害到公司的渠道
利益与客户资源等。

二、股东恶意诉讼的应
对

股东恶意诉讼不仅仅会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会
间接影响到纳税人和其他合
法的诉讼参与人利益。司法
程序是严肃和规范的，一旦
开启诉讼程序，从立案、调
解、保全、取证、审理到执行，
需要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加剧司法资源的紧
张。此外，在公司注册登记
制和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改革
之后，公司商业信誉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公司因股东恶
意诉讼而官司缠身，会影响
到公司的商业信誉、交易相
对方的商业判断并增加公司
经营成本。尤其在公司融资
和企业上市审核中，公司深
陷诉讼也会对投资者信心和

公司融资产生负面影响。更
为重要的是，公司作为人合
性与资合性的统一，股东之
间的诚实义务及信任关系对
公司存续及经营有重大影
响，一旦进入循环往复的诉
讼，赖以维系公司的人合性
必然遭到毁灭性破坏，公司
与股东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
也不复存在，大多数情况下
必然导致诉讼一方通过合法
方式解除合作关系。

恶意诉讼在构成要件上
已经符合民事侵权的责任范
畴。世界上不少国家已将恶
意诉讼立法，以禁止公序良
俗的违背和权利的滥用。在
民事实体法中，对恶意诉讼
进行规定并确立恶意诉讼侵
权损害赔偿制度，是规制恶
意诉讼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
式。

此外，还应当设置必要
的配套制度，首先是设立费
用担保制度和罚金制度，遏
制别有用心的股东滥用诉讼
提起权和无理缠讼，确保公
司的正当运营。可以考虑仍
然由原审法院负责损害赔偿
诉讼，甚至在原审尚未结束
时，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
可以单独诉请的方式请求法
院合并审理。最后，应在必
要时设置股东资格的强制清
退。股东恶意诉讼给公司造
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其资
合性和人合性的基础均已不
复存在，如果依然继续维持
股东与公司的投资关系，是
对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合法利
益的侵害，所以在合理评估
并履行公示程序的情况下，
公司可以向法院请求对恶意
诉讼且情节严重的股东的股
份进行处理，可以是以其他
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方
式，也可以是以有限定的公
司股份回购的方式，以维护
公司法对公司人合性的保
障。

无论是出于司法资源的
考虑，还是基于稳定公司经
营及市场秩序，抑或是维护
公序良俗的角度看，对股东
恶意诉讼进行法律意义上的
规范，都是必要和可行的。
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慎重区分恶意诉讼与正当诉
讼，严格依照恶意诉讼的构
成要件进行辨析，构建符合
公司法律精神的约束机制，
这样才能为当事人营造完善
的诉权行使环境，为维护公
正的诉讼程序提供司法保
障。 （本文作者系驻马店
市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股东恶意诉讼及其应对

为了守护这片热土的安宁
——记驻马店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杨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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