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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破产法金融合约例外条款评析
廖 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２０）

摘要：美国破产法传统上给予若干金融合约以程度不等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破产安全港保护。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显著扩展了安全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ａｆｅ ｈａｒｂｏｒ
港的覆盖范围，尤其是在金融衍生产品领域，实质上由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５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特定保护”演变为“市场保护”。在金融合约的辨识和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ａｆｅ ｈａｒｂｏｒ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判定方面，破产改革法强化了业界惯例和市场实践的作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ａｒｅａ，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用，压缩了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相比以前，金融合约安 ｈａ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ｅ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ｃｔ

全港的界线更为清晰。

关键词：金融合约；金融衍生产品；破产改革法；美国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ｕｓｔｏｍ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ｈａ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ｍａｄｅ

济法

作者简介：廖凡，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ｔｈｅ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ｆｅｈａｒｂｏｒｓｃｌｅａｒ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
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法和国际经济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８０．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文献标识码：Ａ

在经过七次失败的尝试及其背后

概而言之，破产改革法延续了

人公平受偿，对破产债务人的合同自

各个利益群体的大量游说之后，美国

《破产法典》此前对于金融合约所给

由及合同相对方权利的主张和实现加

《２００５年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保护

予的安全港保护，即对破产约定条款

以限制。《破产法典》中的破产约定

法》（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Ａｂｕ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无效、自动中止、限制偏颇和欺诈性

条款无效、自动中止、限制偏颇和欺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０５，以下

转让等破产程序核心机制豁免适用，

诈性转让等规定均在此列。破产约定

简称“破产改革法”或ＢＡＰＣＰＡ）最终

并且在受保护交易和受保护主体的范

条款（ｉｐｓｏ ｆａｃｔｏ ｃｌａｕｓｅ）是指以一方陷入

于２００５年４月签署颁布，并于同年１０月

围上均有所扩大。尤其是在金融衍生

财务困境、资不抵债或者进入破产程

生效实施。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是美国

产品方面，实质上覆盖了几乎所有可

序为触发条件的合同条款，允许另一

《破产法典》（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Ｃｏｄｅ）自１９７８

能的衍生交易，从“特定保护”发展

方在此情况下变更或终止合同，或者

年制定以来幅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

到“市场保护”。与此同时，破产改

加速、变更或终止合同下的具体权利

次修订，其核心内容是对消费者破产

革法在定义金融合约及相关金融产品

义务。《破产法典》第３６５（ｅ）节 明确

制度的调整，但并不仅限于此，同时

时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消减

规定，此种约定条款在破产程序中无

也涉及税收、隐私、员工福利、金融

乃至消除了法院进行实质判断和自由

效。与此相似，第３６２（ａ）节 规定，破

交易、跨境破产等多方面的内容。其

裁量的空间，并使得业界认可和惯例

产申请一经提起，即构成对此前任何

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法

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或者合同请求权

案第九章（Ｔｉｔｌｅ ＩＸ）对于涉及证券及金
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金融合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例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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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扩大了的安全港
在破产程序中，为确保相关债权

１

２

的自动中止（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ａｙ），例如合同
相对方不得扣押和取得担保物，或者
行使抵销权（即将其与破产债务人有关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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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债务相冲抵，减少其请求权，

之内的证券交易，才能享受安全港待

其期权的回购或逆回购交易；（２）就现

从而降低不能获得偿付的风险）。对于

遇。受保护主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ｐａｒｔｉｅｓ）是指

金或上述任何产品的结算而由或向证

已履行合同，如果构成偏颇转让或欺

在受保护交易中有资格享受豁免的合

券结算机构作出的保证；（３）在全国性

诈性转让，可以撤销。根据《破产法

约相对方（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ｙ），其范围随受保

证券交易所达成的任何外汇期权；（４）

典》第５４７（ｂ）节 ，在破产申请提起之

护交易及所豁免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区

任何保证金贷款；（５）与本段中提及的

前９０天内（如果相对方为内部人，则为

别。在互换和回购协议中，任何相对

任何协议或交易相似的其他协议或交

３

１年以内）为清偿先前债务而对特定债

方均可享受豁免 。６ 在其余金融合

易；（６）本段中提及的协议或交易的任

权人进行的财产转让，如果使得该债

约，包括证券合约、商品期货合约和

何形式的组合；（７）针对本段中提及的

权人能够比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更多的

远期合约中，则有特定的资质要求：

任何协议或交易的期权；（８）涉及上述

利益，则构成偏颇转让（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对于自动中止和破产约定限制的豁

任何协议或交易的总协议。” 宽狭之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第５４８（ａ）（１）节规定，在破产

免，只能由期货经纪人、远期合约

变，一目了然。

申请提起之前１年内进行的具有实际欺

商、证券经纪人、金融机构和证券结

４

７

９

在破产改革法之前，由于豁免内

诈意图或以不合理低价进行的转让，

算机构享有 ；对于偏颇和欺诈性转让

容都是在各个类别下分别规定，对于

构成欺诈性转让（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限制的豁免，可以由任何相对方享

这些豁免能否跨交易类别行使并无说

对于偏颇或欺诈性转让，破产托管人

有，但前提是转让方或受让方是上述

明，这就使得相对方跨类别行使约定

８

可予以撤销。

主体之一 。

权利能否享受安全港保护处于不确定

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维持了证券合

一面”并非始于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

约、回购协议、互换协议、远期合约

在上述五种基本类别之上增加了一个

１９７８年《破产法典》制定之初，即为

和商品期货合约这五种受保护交易的

概括性的“总冲抵协议”（ ｍ ａ ｓ ｔ ｅ ｒ

商品期货合约（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和远

基本类别，但对各个类别的定义都进

ｎｅｔ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即规定在上述五类

期合约（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提供了豁免适

行了更新。从形式上看，现在每种类

金融交易之内或之间行使冲抵、终止

用上述限制的安全港（ｓａｆｅ ｈａｒｂｏｒ）；在

别的定义都首先对该类别本身进行描

或加速到期等权利的协议

其后的数次修订中，又先后将证券合

述，然后列举各种相关交易，如结合

纳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只要是在总

约（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回购协议

该类别下数种不同子产品的组合合

冲抵协议涵盖范围之内，相对方就可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互换协议（ｓｗａｐ

约、交易该类别产品的期权合约、涉

以跨交易类别对所有相关金融合约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纳入了金融合约安全港。但

及该类别产品的总协议（ ｍ ａ ｓ ｔ ｅ ｒ

使冲抵等权利，而仍然享有安全港条

是，在破产改革法之前，安全港的范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或担保协议等。对于产品本

款所给予的豁免待遇。

围相对有限，这种有限性源自对有资

身的描述也反映交易所和柜台市场发

对于受保护主体这一概念，破产

格享受安全港待遇的受保护交易和受

展的现实，清单的范围有所扩大。并

改革法也给予了保留，但通过加入

保护主体的限定。

且，大多数定义都增加了一个开放式

“金融参与人”（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而

条款（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允许同已明确列

使范围有所扩大。金融参与人包括两

是指根据《破产法典》，上述金融合

举的交易“相似”（ｓｉｍｉｌａｒ）的任何其他

类主体，一是结算组织；二是在破产

约各自可以涵盖的具体交易形式，或

交易享受安全港保护。仍以证券合约

申请提交之日前１５个月内的任何时点

者换句话说，这些金融合约在破产法

为例，根据破产改革法的界定，现在

所拥有的受保护合约的总价值，名义

中的具体涵义。以证券合约为例，具

是指：“（１）购买、出售或借贷证券、

或实际本金数额（ｎｏｍｉｎａｌ ｏｒ ａｃｔｕａｌ

体是指“购买、出售或借贷证券、存

存款单、按揭贷款或其中任何利益、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不少于１０亿美元，或

款单、证券组合或指数的合约，包括

证券组合或指数的合约，针对上述任

逐日盯市头寸（ｍａｒｋ－ｔｏ－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何品种的期权，针对上述任何品种及

不少于１亿美元的任何机构

５

证券买卖期权” 。只有在此限定范围

状态

１０

上述机制对于金融合约的“网开

受保护交易（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１ ２

６

。为解决此问题，破产改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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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将之也

１２

。换言

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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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证券合约、商品期货合约和远

之日前任何时候同债务人有未结互换
１６

属领地，高金额、高杠杆、高风险，

期合约中，相对方现在享受豁免待遇

协议的任何实体”

。这样，在金融

并且交易范围相对集中，同一主体往

不再仅仅取决于特定职业属性，也可

衍生产品领域，破产改革法通过对

往是多份合约的相对方，牵一发而动

以缘自交易的金额（及其所代表的利

“互换”定义的修订，事实上将金融

全身。在此情况下，如因某个当事方

益／风险）。

合约安全港从保护特定主体推进到了

的破产导致金融合约无法顺利履行，

保护整个市场。

将会导致合约相对方受到冲击，进而

如果说上述变动还只是对《破产
法典》既有的金融合约安全港框架

对于远期和商品期货合约而言，

影响相对方之相对方，造成连锁反

（受保护交易、受保护主体）的增补，

上述修订实质上相当于取消了“受保

应，危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乃至整个

那么破产改革法通过对互换协议的重

护主体”的限制：这些合约的任何相

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早在１９８２年修

新界定，则在事实上突破了这一框

对方现在都可以作为“互换参与人”

订《破产法典》的立法报告中，立法

架。在此之前，《破产法典》下的

而受到保护。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上

者就指出，有必要对金融衍生产品给

“互换”包括货币、利率或商品互

文提及的只给予具有特定资质的远期

予特殊待遇，以防止“一家机构的破

换，针对上述交易的期权，任何类似

和商品期货合约相对方以安全港保护

产扩散到其他经纪人或结算机构，并

协议，上述交易的任何组合，以及涉

并不冲突，因为后者虽然只

引发市场崩溃的风险”，并声称“对

。而根据

涵盖特定主体，但并未排除其他主体

于将破产可能引发的潜在巨额损失和

破产改革法，“互换”除继续涵盖上

根据法典的其他条款享受安全港待遇

市场连锁反应最小化而言，迅速结清

述交易外，还包括了针对同样标的物

的权利。事实上，在对《破产法典》

破产人的头寸无疑是可取的” 。２００５

（货币、利率、商品）的期货、期权和

的多次修订中，立法者在安全港中每

破产改革法的立法报告也明确表示，

远期协议；股权或债权互换、期货、

纳入一种新的交易类别，都分别对相

法案对某些金融交易给予特殊待遇是

期权和远期协议；全回报、信贷差额

对方享有的豁免加以规定；很多时候

旨在“减少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中的

或信贷互换、期货、期权和远期协

不同修订针对的是相似乃至相同的交

系统性风险”，即“一家企业的倒闭

议；天气互换、天气期权、天气衍生

易，但彼此之间却并不互相援引，从

或者一个市场或结算系统的中断扩散

产品等。在作了如此详尽的列举之

而使得相关概念和定义之间的交叉和

为危及其他企业、其他市场部门或者

后，法案仍然照例加上了一个开放式

重叠（ｏｖｅｒｌａｐ）不可避免。２００５年破产改

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

条款，以确保所有“相似”的协议也

革法的立法历史（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ｙ）显

问题在于，前文已经提及，立法

示，立法者自身也充分意识到了重叠

者此前在设置金融合约安全港时采取

问题的存在，并且不认为其构成相关

的是拼凑式的方法（ ｐ ａ ｔ ｃ ｈ ｗ ｏ ｒ ｋ

及上述任何交易的总协议

１３

１４

能够被涵盖 。
这些修订的意义远不止于对受保
护互换交易的扩充；在实质上，它们
使得新的“互换”涵盖了金融衍生市
场上的所有交易

１５

，包括那些已经由

的条款

１７

主体享受安全港保护的障碍

１８

。

缩小了的裁量权

１９

２０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即在安全港框架内陆续纳
入新的类别，并在每个类别下分别规
定其享有的豁免，而未进行援引和整

法案别的条款给予相对有限保护的特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何要给

合，这就使得法院在面对一些“擦

定交易，如期权、远期和商品期货，

予金融合约这种特殊待遇，为此不惜

边”交易时，对于其是否属于可能引

因为很难设想有哪种金融衍生产品还

让破产法的某些核心机制作出妥协？

发系统性风险、从而应该享受安全港

能置身于这一定义之外。同时，这些

如果不考虑利益群体游说和博弈等现

保护的“金融合约”并非一目了然，

修订在实质上也将安全港扩展到了金

实因素，单从公开的立法历史本身来

因此倾向于通过对交易的经济实质进

融衍生合约的任何相对方，因为破产

看，答案是防范和减少系统性风险。

行审查来作出裁量。然而，这种自由

改革法对于“互换参与人”的定义并

金融合约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合约几

裁量权的行使却面临着棘手的现实，

未改动，仍然是指“在破产申请提起

乎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和中介机构的专

那就是一些金融合约同其他非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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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约交易，如担保贷款，从经济实质上

在此范围之内的回购协议，如以按揭

保护 。不仅如此，法院还明确表示：

很难加以区分。回购协议就是一个很

支持证券（ＭＢＳ）或股票为标的物的回

“法院必须审查合约的实质条款。因

好的例子。

购协议，又该如何裁量？是受保护的

此，真正有关紧要的不是合约内的描

回购协议实际上可以分解为一份

金融合约（按照上述分解，它们无疑属

述，而是合约条款的效果。”

远期合约和一份证券合约：在远期合

于“购买、出售或者借贷证券”的合

审查经济实质固然是法院自由裁

约下，甲方同意在未来某一时刻（如１年

约），还是不受保护的实质上的担保贷

量权的范围，然而，将此分析用于评

以后）以约定价格（如１１００元）向乙方买进

款？在２００５年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

判回购协议（金融合约）是否成其为回购

特定证券；与此同时，在证券合约

并不确定。尽管多数法院倾向于尊重

协议（金融合约），却多少有些文不对

下，甲方现在按照市场价格（如１０００元）

当事方以回购协议取代担保贷款来架

题，因为回购协议（金融合约）独特性的

向乙方卖出同等数量的该种证券。两

构交易的实践，并认可二者间的区

来源乃是商业实践，而非经济实质。

份合约相组合的净效果（ｎｅｔ ｒｅｓｕｌｔ）正相

别，但也有法院通过审查经济实质，

事实上，如上所述，即使是已经被

当于一项担保贷款：甲方从乙方处获

将特定回购协议视同为担保贷款，否

《破产法典》明确列举的受保护回购

得１０００元的贷款，１年后偿还，利息为

认其受保护性。在著名的Ｉｎ ｒｅ Ｃｒｉｉｍｉ

协议，就经济实质而言其担保贷款的

１００元，以转让给乙方的证券作为还款

Ｍａｅ， Ｉｎｃ．一案中，联邦破产法院认

属性也丝毫不逊于金融合约的属性。

。尽管从经济实质上看与担保

定，当事方所签订的涉及破产人证券

联邦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在１９９８年的一份

贷款并无区别，但这种组合却是金融

的“回购协议”在缺乏其他证据支持

判决中对此作了精当的论述：“在担

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回购协议，就类别

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表明所有权转移

保贷款交易中，卖方保留对证券的受

而言属于受安全港保护的金融合约。

和证券真实出售并从而区别于担保贷

益所有权；在买卖交易中，卖方负有

担保

２１

作为一种类别，回购协议早在

”

。法院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份协

重新取得所有权的契约义务。卖方在

《破产法典》１９８４年修订时就已被纳

议中存在着非标准条款，要求买方向

证券市值中的利益，在前一种情形里

入安全港。但是，在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

卖方回售所购买的原证券（而非等值同

并不比在后一种情形里更大。显然，

法之前，受保护的回购协议仅限于以

种证券） ，从而限制了买方的处置

任何试图通过在细致微调的天平上权

存款单、银行承兑汇票和政府债券为

权，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转

衡经济因素来确定一项回购或逆回购

移和证券销售，因此不应受到安全港

交易究竟更像担保贷款还是买卖交易

标的物的回购协议

２２

。那么，对于不

款

２３

２５

２６

的努力，最终都会是徒劳无功。”

＂

有关回购协议的争议在２００５年破
产改革法中得到了明确解决。所有回
购协议，包括在Ｃｒｉｉｍｉ Ｍａｅ中困扰法院
的回购协议，现在都可以被新的“证
券合约”定义所涵盖（……“针对上述
任何品种及其期权的回购或逆回购交
易；……”）。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
部。金融合约的可能组合形式是无穷
无尽的，要模拟贷款，并非只能通过
回购协议。在这个意义上，破产改革
法真正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其澄清了回
购交易（或其他具体交易形式）的可保
安然公司操纵财务报告，虚增收入，欺诈投资者和债权人。

１ ４

图／Ｐｈｏｔｏｔｅｘ

护性，而在于其在详细列举的具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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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清单之外，规定所列举交易的“任

约”这一点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即使是这些被共同认可和反复进

何形式的组合”也在保护范围之内，

保证金贷款（ｍａｒｇｉｎ ｌｏａｎ）是指在证券融

行的金融交易，在享受安全港保护时

从而大大降低了法院认定中的不确定

资交易中由证券经纪人或其他金融机

也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那就是

性，也为业界实践发展和金融创新预

构向投资者提供，并以投资者购买的

不得用于进行欺诈。如前所述，《破

留了足够空间。如果再考虑到开放式

证券组合（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为担保的

产法典》对于破产前夕的欺诈转让（包

的“相似”条款和对“互换”的宽泛

贷款。从内容到名称，这都是一种担

括实际欺诈和推定欺诈，即不合理低

界定，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

保贷款，然而破产改革法却将其明确

价）和偏颇性转让加以限制，允许破产

纳入了保护清单，因为这是为业界实

托管人予以撤销。在为金融合约提供

践所普遍认可的交易形式。

的安全港中，法典对其豁免适用推定

通过扩大清单范围、保护交易组
合、加入“相似”条款、全新界定
“互换”，破产改革法将判别金融合

欺诈转让限制（§５４８（ａ）（１）（Ｂ））和偏颇

清晰了的边界线

约的最终意义上的发言权留给了业界

性转让限制条款（§５４７（ｂ）），但对于实

惯例和市场实践：只要是在金融市场

在保护范围如此显著扩张，法院

际欺诈转让限制条款（§５４８（ａ）（１）（Ａ））

上普遍运用并被业界认可为回购、互

自由裁量权如此显著收缩的情况下，

的适用则未予豁免。换言之，如果当

换或其他受保护类别的交易，就都属

金融合约安全港的边界线，如果有的

事方存在实际欺诈，即存在“阻碍、

于安全港适用范围内的金融合约，至

话，究竟在哪里？

拖延或欺诈（ 破产债权人） 的实际意

至少从公开的立法历史看，立法

金融合约在所不论。法院的自由裁量

者并未打算让“金融合约”成为市场

式上在安全港清单之内，破产托管人

权被大大缩减了。在面对一份存在疑

参与者指鹿为马行为的护身符。在将

仍然有权依据第５４８（ａ）（１）（Ａ）节，对其

问的合约时，法院现在需要／能够做的

保证金贷款纳入保护清单的同时，国

予以撤销。

不是探究经济实质，而是探询业界惯

会指出：“在（证券合约）定义中纳入

在上文提及的安然公司“预付”

例：根据市场实践和业界惯例，这样

‘保证金贷款’只是意在涵盖那些在

交易中，所使用的预付远期合约本身

一份合约是否会被认可为金融合约。

证券行业普遍认知为‘保证金贷款’

并非异数，反而是远期市场的重要组

立法者的这一意图，在其关于将回购

的贷款，……而并不包括碰巧也是以

成部分。但是，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

２８

图”

３１

于其经济实质是否是贷款或者其他非

，那么即使其所签订的合约形

协议纳入证券合约的立法说明中表露

证券作为担保物的其他贷款。”

同

（ＳＥＣ）的调查，安然公司使用预付远

无遗：“加入‘回购或逆回购交易’

样的提醒也出现在对宽泛的互换协议

期合约和到付远期合约的组合是用于

旨在消除对于一项回购或逆回购交易

新定义的说明中：“‘互换协议’的

操纵财务报告、掩盖贷款、虚增收

是买卖交易还是担保融资……的任何

定义不应被诠释为允许当事方将非互

入，以实现欺诈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意

探究。……针对所有证券（例如股权证

换交易记录为互换。传统的商业安

图

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司债券和商业

排，如供货协议，或者其他非金融市

然不能也不应受到安全港的保护。

票据）的回购或逆回购交易现在都包涵

场交易，如商业贷款、住房贷款或消

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延续了《破产

在某

费贷款，不能仅仅因为当事方声称将

法典》此前的做法，对实际欺诈转让

种意义上，可以说破产改革法的这一

交易记录或标示为‘互换协议’，就

限制条款的适用不予豁免。与此同

定位将法院从此前多少有些勉为其难

在……破产法典下作为‘互换’对

时，破产改革法将欺诈转让（包括实际

于‘证券合约’的定义中。”

２７

２９

。在此情况下，上述组合合约显

的“经济实质”探究中解脱了出来，

待。”

因为如前所述，这种探究在很大程度

非保护所有自称的金融合约或交易，

为两年

上文不对题，从而是徒劳的。破产改

只有那些被业界共同认可并且在市场

之日前两年内进行的金融交易，如果

革法这种“形式重于实质”的立场，

上反复进行的金融交易，才会受到保

证实存在实际欺诈，破产托管人均有

在将“保证金贷款”纳入“证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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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护 。

因此，金融合约安全港并

３２

欺诈和推定欺诈）的回溯期从一年扩展
３３

。换言之，在破产申请提起

权加以撤销。

１５

证券法律与监管
然而，要证明当事方存在“实际
欺诈”并非易事，因为采集相关证据

院此后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实施办法

机制的努力无疑值得称道。

时，对于金融合约的处理，也将是不

的难度颇大。事实上，对实际欺诈进

通过因应市场发展增加例外清单

容回避的问题之一。由于我国同美国

行证实之困难，本身就是引入推定欺

项目，尤其是引入宽泛的“互换”新

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破产法律成熟

诈（ 不合理低价） 条款的一个重要原

定义，破产改革法显著扩展了安全港

程度方面均有较大差异，直接的规则

因。在此，业界认可和惯例再一次成

的覆盖范围，在衍生产品领域更是给

移植并不现实。但是，从上述与金融

为重要依据。一些法院在案件审理中

予了实质上的市场整体保护。同时，

合约有关的最新修订中探寻某些原则

已经注意到，包含欺诈因素的交易难

经由极富弹性的“组合”条款和“相

和趋势，为金融机构破产实施办法中

得会是金融市场上的惯常交易。这是

似”条款，辅之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新

类似机制的建立提供一些思路，却是

因为，欺诈必须被掩盖，而为了掩盖

互换定义，立法者确立了“形式重于

不无意义的。笔者以为，就我国的金

欺诈，当事方往往会求助于不寻常的

实质”的基本立场，强化了业界惯例

融合约破产安全港而言，至少有如下

合约组合及／或“人工”添加的并非必

和市场实践作为判别基准的地位，消

三个方面可资借鉴和进一步探讨：

需的第三方。这些都容易使得相关交

减乃至消除了法院探究相关交易“经

首先，安全港的主体问题。美国

易带有“非典型性”，与业界共同认

济实质”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法院在

金融合约安全港的主体范围非常广

可和市场反复实践的惯常交易形成对

这一领域某种意义上徒劳无功的自由

泛，在衍生产品领域涵盖了所有合约

比，并成为探寻实际欺诈意图的线

裁量。尽管安全港范围显著扩大，但

相对方，即使是在范围相对狭窄的证

索。因此，即使是在处理包含欺诈因

通过继续适用实际欺诈限制条款、充

券合约领域，也包括了证券机构、其

素的交易时，业界惯例也成为辨识和

分利用业界惯例的线索和指引功能、

他金融机构和结算机构。金融混业的

定性的基准。

压缩法院的自由裁量空间，破产改革

深入和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使得金融

由是观之，尽管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

法反而减少了辨识和判定中的不确定

合约的结构日益复杂，主体日益多样

法大大扩展了金融合约安全港的范

因素，使安全港的界线更为清晰。这

化，若欲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

围，但通过确立金融业界惯例的主导

种清晰和确定，应该是金融市场所乐

适应现实发展，对主体范围给予较为

地位，以及维持和强化实际欺诈限制

见的。

宽泛的界定。目前我国金融合约的主

条款的适用，法案反而减少了判定中

在我国，金融机构破产是否及如

体还主要是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

的不确定性，使金融合约安全港的边

何写入破产法，一直是新破产法制定

金公司等证券类机构，但分业严令已

界线更为清晰。简言之，只要不存在

过程中争议的焦点。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７日正

然取消，混业经营初现端倪，银行、

实际欺诈，被业界共同认可和市场反

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保险等非证券类金融机构的介入只是

复实践的惯常金融交易，都能享受安

法》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在第１３４条第

时间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安全港的

全港的保护。

２款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

主体给予较为宽松和灵活的规定，以

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

便为市场发展预留空间。

几点借鉴

１ ６

么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法推进和厘清这一

规定制定实施办法。”换言之，金融

其次，安全港同投资者保护机制

为了控制和减少金融市场系统性

机构的破产在基本程序上适用破产法

的配合和衔接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风险，美国《破产法典》长久以来陆

的规定，但在一些特殊机制上，则留

在美国金融合约安全港机制中，受保

续给予若干合格金融合约以程度不等

待国务院的实施办法加以解决。金融

护主体并不包括个人投资者。在一般

的破产安全港保护。在此基础上，

机构破产所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以

证券合约中，必须是证券机构、其他

２００５年的最新修订向前迈进了一大

及由此需要给予的特别处理，无疑是

金融机构和结算机构，自不待言；在

步。假定通过金融合约破产安全港来

立法机关在此问题上长时间迟疑和最

实质上涵盖全部衍生交易的“互换”

减少系统性风险是合理和有效的，那

终予以折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务

中，参与人虽说是“任何”，但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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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证券法律与监管
的是“……任何实体”（着重号系作者

但是，这种对业界惯例的推重有两个

立和运作中，必须充分考虑和发挥金

所加），并不包括个人。这种似乎是

前提：一是业界有普遍接受的惯例，

融业界的自律功能，保障并监督市场

“重机构轻个人”的制度设计，看上

二是业界的操守和声誉值得信任，而

参与主体在良性实践中形成具有公信

去同强调投资者保护的传统原则格格

这两点都有赖于业界的充分自律。故

力的业界惯例，并以此作为安全港规

不入，其实不然。金融合约安全港并

此，在我国金融合约安全港机制的建

则适用中的主要判定依据。

非孤立的机制，在应对金融机构破产

注释

的系统性后果方面并非单兵作战。以
《证券投资者保护法》（ＳＩＰＡ）为依
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ＳＩＰＣ）为核
心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已经
给予了个人投资者在其证券经纪商破
产时的特殊保护。个人投资者对金融
交易的参与，是通过其证券经纪商（在
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也包括银行等从事
经纪业务的其他金融机构）来进行的，
而经纪商本身又在安全港覆盖范围之
内。这样，在投资者保护基金正常运
作的前提下，无需再经由破产安全港
来给予个人投资者特别保护。我国目
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的制度框架，但具体规则和运作
仍在探索之中。在制定金融合约安全
港规则过程中，注意二者间的配合与
衔接，实为必要。

■

１．１１ Ｕ．Ｓ．Ｃ．§３６５（ｅ） （２００２）．

其他条款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具备‘金融

２．１１ Ｕ．Ｓ．Ｃ．§３６２（ａ） （２００２）．

参与人’条件的实体同时也可能是‘互换

３．１１ Ｕ．Ｓ．Ｃ．§５４７（ｂ） （２００２）．

参与人’、‘回购参与人’、‘远期合约

４．１１ Ｕ．Ｓ．Ｃ．§５４８（ａ）（１） （２００２）．

商’、‘商品期货经纪人’、‘证券经纪

５．１１ Ｕ．Ｓ．Ｃ．§７４１（７） （２００２）．

人’、‘证券结算机构’及／或‘金融机

６．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５３Ｃ）， ３６２（ｂ）（７），

构’。”Ｉｄ．， ａｔ １３１．

（１７），５４６（ｆ）（ｇ）（２００２）．
７．１１ Ｕ．Ｓ．Ｃ．§§３６２（ｂ）（６）， ５５５， ５５６
（２００２）．
８．１１ Ｕ．Ｓ．Ｃ．§５４６（ｅ） （２００２）．
９．ＢＡＰＣＰＡ§９０７（ａ）（２） （ｔｏ ｂｅ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 １１ Ｕ．Ｓ．Ｃ．§７４１（７）（Ａ））．

１９．Ｓｅｅ Ｈ．Ｒ． ＲＥＰ． ＮＯ． ９７－４２０， ａｔ ２，
４ （１９８２）．
２０．Ｓｅｅ Ｈ．Ｒ． ＲＥＰ． ＮＯ． １０９－３１， ａｔ ２０
（２００５）．
２１．这里讨论的是所谓买断式回购。从
严格的法律形式上看，买断式回购同担保

１０．Ｓｅｅ Ａｌｌｅｎ ＆ Ｏｖｅ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贷款当然有着一个基本区别，那就是证券

ｏｎ Ｕ．Ｓ． Ｎｅｔｔｉｎｇ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ＳＤＡ， ａｔ ２

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乙成为证券所有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０１），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人，有权自由处分，与担保贷款中对担保

ｗｗｗ．ｉｓｄａ．ｏｒｇ／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ｐｄｆ／

物享有的担保权有所不同。但是，就经济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ｆｏｒ＿ＩＳＤＡ－ＵＳ－Ｎｅｔｔｉｎｇ－

实质而言，二者并无不同：乙对甲的融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ｐｒ．２４，２００７．

事实上是以所转让证券为担保的，无论乙

１１．ＢＡＰＣＰＡ§９０７（ｃ） （ｔｏ ｂｅ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 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３８Ａ））．
１２．ＢＡＰＣＰＡ§９０７（ｂ）（２） （ｔｏ ｂｅ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 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２２Ａ））．

对证券的处分是发生在甲回购（还款）或违约
不回购之前还是之后。而如果是我国一度
只允许的封闭式回购（担保式回购），那么就
连这一区别也不复存在了。

１３．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５３Ｂ） （２００２）．

２２．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４７） （２００２）．

１４．ＢＡＰＣＰＡ§９０７（ａ）（１）（Ｅ） （ｔｏ ｂｅ

２３．Ｓｅｅ Ｉｎ ｒｅ Ｃｒｉｉｍｉ Ｍａｅ， Ｉｎｃ．， ２５１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ｔ 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５３Ｂ）（Ａ））．

Ｂ．Ｒ． ７９６， ８０５ （Ｂａｎｋｒ． Ｄ． Ｍｄ． ２０００）．

最后，业界惯例的问题。２００５年

１５．几乎所有金融衍生产品合约都可以

２４．Ｉｄ．，ａｔ８０４．

体现为期权、远期（期货实质上是标准化了

２５．Ｉｄ．，ａｔ８０２．

破产改革法使得业界惯例和市场实践

的远期合约）和互换的某种形式的结合。

２６．Ｇｒａｎｉ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Ｌ．Ｐ． ｖ． Ｂｅａｒ，

Ｓｅｅ Ｎｏｒｍａｎ Ｍ． Ｆｅｄｅｒ，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ｔｅａｒｎｓ ＆ Ｃｏ．， １７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２７５， ３０１

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２００２

（Ｓ．Ｄ．Ｎ．Ｙ．１９９８）．

在金融合约安全港的适用中占据了基
础性的地位。这反映了至少两点：第
一，在这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领
域，法院的鉴别和判断能力相对有

Ｃｏｌｕｍ． Ｂｕｓ． Ｌ． Ｒｅｖ． ６７７， ６９１ ｎ． ２４．
１６．１１ Ｕ．Ｓ．Ｃ．§§１０１（５３Ｃ） （２００２）．
１７．１１ Ｕ．Ｓ．Ｃ．§§３６２（ｂ）（６）， ５４６（ｅ） ，
５５６ （２００２）．
１８．例如，国会在关于２００５年破产改革

２７．Ｓｅｅ Ｈ．Ｒ． ＲＥＰ． ＮＯ． １０９－３１， ａｔ
１１９ （２００５）．
２８．Ｉｄ．
２９．Ｈ．Ｒ． ＲＥＰ． ＮＯ． １０９－３１， ａｔ １２９
（２００５）．

限，必须对业界惯例给予足够尊重；

法的立法报告中指出：“在‘互换协议’

３０．Ｓ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Ｒ． ＲＥＰ． ＮＯ．

第二，在这个错综复杂而又瞬息万变

定义中使用的‘远期’一词”并不仅指属

１０９－３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于‘远期合约’定义范围之内的交易。相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ｉｔｌｅ Ｉ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反，一项‘远期’交易即使不是‘远期合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２００５）．

的领域，规则的清晰、直接和预见性
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形式重于内
容，需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给予较大
限制。对于金融交易尤其是衍生产品
交易还普遍较为隔膜的我国司法部门
而言，上述表述应该同样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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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５月号

约’，也可以是‘互换协议’。”Ｈ ． Ｒ ．

３１．１１ Ｕ．Ｓ．Ｃ．§５４８（ａ）（１）（Ａ） （２００２）．

Ｒｅｐ． ＮＯ． １０９－３１， ａｔ １２９ （２００５）． 这意味

３２．Ｓｅｅ ＳＥＣ ｖ．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着国会完全意识到新的“互换”定义将会

ＳＥＣ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ｏ． １８２５２ （Ｊｕｌｙ

涵盖所有的远期交易。同一报告还指出：

２８， ２００３）．

“‘金融参与人’的定义同关于‘证券合
约’、‘远期合约’、‘商品期货合

３３．Ｓｅｅ ＢＡＰＣＰＡ§１４０２ （１） （ｔｏ ｂｅ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ｔ１１Ｕ．Ｓ．Ｃ．§５４８（ａ）（１）（Ａ））．

约’、‘回购协议’‘互换协议’的法典

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