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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
或重大事由解除

韩世远*

摘 要 民法典合同编新规定的“违约方解除权”引发关注,滋生争议。引发该问题的“新

宇公司诉冯玉梅案”本身仍有诸多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现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

给不足,以至于在合同僵局场合法院被迫从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出发解除合同、打破僵局。立法

的问题应通过立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并非仅在中国出现,在德、日两国,围绕继续性合同的

解除(终止),立法及判例均有较为成熟的经验积累,值得我国立法借鉴。无视此类比较法经

验,独创“违约方解除权”规则,并不可行。目前草案中的违约方解除权规则无法破解合同僵

局,必须修正。建议借鉴《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当事人可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继续性合

同。民法典就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除存在法律漏洞,则应类推适用保管合同的“特别事由”解

除,或者类推适用婚姻关系“感情确已破裂”规则,由当事人请求法院解除。

关 键 词 继续性合同 重大事由 信赖关系破坏 合同解除

一、问题的提出:合同僵局如何破解

X、Y均为商事主体,双方约定X租赁经营Y的企业Z厂,为期20年。作为租赁标的的Z
厂,不仅包括其设备,也包括经X筛选后留用的企业工人350余人。在租赁经营期间,所有人

员身份不发生变化,Y负担下岗员工基本工资及有关保险费用,X根据工作岗位等因素确定聘

用人员工资,并承担资产保险和留用人员的保险等费用。X经营Z厂一年后,Y的控股公司下

发文件,拟给公司员工增资。在调资文件下达前后的一段期间内,Z厂部分工人集会要求回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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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加工资,并在网上发帖号召Z厂工人到总公司门口集会进行集体维权。X向Y发函,

表明因Y的集团公司下达调资文件,影响职工情绪,给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并连续发生恶

性事故,被迫停产等。次日,Y向X复函称,X擅自停止Z厂生产、给职工放假并进行招工的

做法违反合同约定,属单方违约行为,并要求接管Z厂。在Z厂停产后,其中某工段改由Y管

理。后虽经当地政府调和,但未实际奏效。

X起诉,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94条第4项之规定,

判令解除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赔偿损失(包括利润损失)、返还固定资产投入、返还原材料

款等。Y反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关系,并要求返还财产、向Y支付截至合同解除之日尚未支

付完毕的租赁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金、工会经费、水电气汽费、工人工资等,并要求赔偿损

失等。

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本案合同效力既定的情况下,双方均要求判令解除合

同,基此,双方均以明确意思表示不再履行原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故从解决纠纷及若继续

履行将难以实现合同目的考虑,应判令解除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及其

补充协议,返还财产等。原、被告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在当地政府主持的协调会纪要上签字确认,均表达了终止合同的

意思表示,并以此为由认定合同解除。〔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但均未达

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合同僵局事例,问题的焦点在于,在合同关系无以维系且当事人请求解

除的情况下,法院应如何解除,合同僵局究竟如何破解。

二、我国法的回应手段

(一)基于现行法框架的分析

先说本案合同,它是企业租赁合同,租赁的对象是企业,不属于“物”。日本通说将此解释

为类似于租赁的非典型合同(无名合同);〔2〕在我国现行法的框架下,该合同也宜解释为非典

型合同,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的规定;〔3〕又依《合同法》第124条,该合同适用合

同法总则的规定。另外,还应注意两点:其一,企业租赁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而非一时性合

同;其二,本案企业租赁合同属于定期租赁合同,而非不定期租赁合同。

再说《合同法》中的“解除”,这是一个总括概念,既包括传统民法上的解除(Rücktritt),也
包括终止(Kündigung)。因而,《合同法》“总则”中的解除规则,既适用于一时性合同(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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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西数源华石化工能源有限公司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12)民一终字第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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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eperformedatonetime),〔4〕也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英文文献中惯称long-termcontract
“长期合同”,二者内涵严格地讲并不完全一致,不严格地讲大体相当)。当然,《合同法》立法者

设定上述规则的时候,事实上多以一时性合同(比如买卖合同)为典型,对于继续性合同本身的

特殊性关注不足(仅在第97条对解除的后果是否就已履行的部分恢复原状等,以“根据履行情

况和合同性质”的表述,〔5〕作灵活的应对)。换言之,《合同法》“总则”中的解除规则,被默认

普遍适用于继续性合同,同时,没有专门针对继续性合同规定其特有的解除规则。此外,在《合

同法》“分则”中,针对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等具体的继续性合

同,有若干具体的解除规则。

如本文所举案例,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出现合同僵局,如果确实需要让合同解除,在现行法

中是否有应对手段? 首先,在《合同法》“分则”租赁合同一章,虽规定了若干特殊法定解除原

因,但在本案情形尚无法使用。故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均在《合同法》“总则”中寻找出路。

可能的基础大体包括:其一、合意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1款);其二、约定解除(《合同法》第

93条第2款);其三、因违约之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第2-4项);其四、因不可抗力之法

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第1项)。除此之外,基于司法解释的补充,尚有第五,因情事变更之

司法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合

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就所举案例,作为合同履行障碍直接原因的工人维权停止生产

(罢工)纵然算是不可抗力,也只是导致本案合同一时的不能履行,并非永久不能履行,因而,原

则上尚不构成解除租赁合同的理由;双方当事人均未选择不可抗力支持其主张解除合同,也反

映出在当事人的心中也是不能(或者不愿)借助不可抗力解除。从最大程度地在法律效果上对

自己有利出发,双方当事人均选择主张因对方违约而解除。可是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

定,合同双方虽均存在违约行为,但都未达到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不应认定构成根本

违约。至此,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原因。至于情事变更,在该案两级

法院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及,法院也没有考虑(案发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出台)。事后

来看,即便按照司法解释中的情事变更规则,似乎也难构成情事变更。至此可见,在现行法框

架下,无论是一般法定解除还是司法解除,均不足以解决问题。加之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事

由,故唯一剩下的只有合意解除。以下分析本案两审中的合意解除。

一审法院基于双方均要求判令解除合同,认为“双方均以明确意思表示不再履行原租赁合

同及其补充协议,故从解决纠纷及若继续履行将难以实现合同目的考虑,应判令解除该合同及

相关补充协议”,将解除合同的正当根据往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上去寻找。隐含的意思是,

双方就解除合同是有共同的意思表示的。换言之,默认当事人有解除合同的合意。姑且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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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至少其特征履行(thecharacteristicperformance)是要一次性地做出,最常见的一时性合同的事

例是买卖合同,买卖的标的要在某特定时点交付。SeeUNIDROIT,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
Contracts2016,Article7.3.6,Comment1.

“所谓‘合同的性质’,主要指合同的标的是物还是行为,是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是继

续性合同还是非继续性合同等。”张广兴、韩世远:《合同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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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该路径是从双方意思中提取公因子(commonfactor),据以构成合

意的基础。那么,这一路径有什么问题呢?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人为制造

出一个“解除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请求和

反请求中均主张因对方违约而解除,表面上看在解除合同方面是共同的,但双方对于解除的后

果(赔偿损失等问题)上认识分歧巨大。而当事人对于解除及其后果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即“解除+对方向我赔偿”),如果没有“对方向我赔偿”或者赔偿不如期待,该方当事人可能就

不想解除。一审法院拟制“解除合同”的实际结果是,双方对一审判决均不满意,均提起上诉。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采纳“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而是改采“明示的合意解除”路径。

可是,对此并非没有质疑的空间:其一,该案双方均将解除合同作为第一项诉讼请求或者反诉

请求,特别是,双方均明确了其主张解除的依据是《合同法》第94条,对方构成根本违约(或者

严重违约),显然双方并不认为它们已经合意解除了该案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其二,即便

认为双方此前曾在解除合同这一点上达成过合意,事后双方起诉及反诉的第一项请求均要求

解除合同,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事后以行为否定了此前曾经达成过的合意呢? 由此看来,“明示

的合意解除”路径也不是万灵药,它在本案中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其可使用性也就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假如当地政府不曾组织过协调会,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判决合同解除呢?

在数年后的另外一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的情形下,采取了与本案一审“默示的合意

解除”路径一样的手法。〔6〕可是,“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的采用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其可采性也有很大不确定性。假如被告不提起反诉,或者不作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法院又能

怎样裁判?

由此可见,在租赁合同等继续性合同中,确实会存在双方都存在违约但都没有构成根本违

约的情形,合同关系难以继续,法院便想方设法来解除合同。现行法合同“解除事由”规则供给

有限,法院便被迫从当事人的意思方面寻求突破,于是出现上述默示或者明示合意解除的不同

路径。笔者对法院的做法抱以同情的理解,也无意批评裁判法官。但笔者认为,由此暴露出来

我国现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给不足问题,确实需要改进。

(二)基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违约方解除权”规则的分析

立法规则的缺失须通过立法解决。借民法法典化之机,补充相应的规则,无疑正当其时。

那么,应该补充什么样的规则呢?

本案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20年的期限,是定期租赁,显然不属于“不定期合同”,无法适用

《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2款新增的一般规定(继续性合同的普通终止)。为了化解定期

继续性合同的合同僵局,上述“草案”同条第3款规定了所谓的“违约方解除权”,即“合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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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九江雅格泰大酒店有限公司诉九江世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江西金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最高法民再227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于雅格泰公

司于2012年2月2日向世惠公司发出解除租赁合同的通知,世惠公司、金誉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于2013
年10月16日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租赁合同,本案应认定世惠公司与雅格泰公司于2013年10月16
日就解除合同达成了一致意见,案涉租赁合同于当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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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

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那

么,该“草案”规定能解决本案问题吗? 不能,因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均没有以对方根本违

约为由的解除权,更谈不上“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由此可见,“草案”新创的规则在本文

实际案例面前完败,必须改造。

立法草案中的“违约方解除权”规则欠缺比较法基础,那么,从比较法出发,相应的合同僵

局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供参考呢?

三、比较法考察

(一)德国法

关于继续性合同解除的事由,德国法区分普通终止(dieordentlicheKündigung)与特别终

止(dieaußerordentlicheKündigung)。普通终止,不需要理由;特别终止,则需要说明理由。

关于继续性合同的特别终止,《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债之关系

(KündigungvonDauerschuldverhältnissenauswichtigemGrund)”,其构成要件如下:

1.继续性合同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适用于继续性债之关系,这是一个出了名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它也

被译作“履行循环发生债务的合同”。各种定义均突出了该合同要具有“时间因素”(timeele-
ment),因此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继续性债务: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地发生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

这有别于一时性合同(contractaimingatamereone-offexchangeofperformances)。继续性

合同通常要求当事人要么履行行为持续很长时间,要么不断重复履行行为。另外,继续性合同

事实上还有一个特点,即合同债务的总量事先并不清楚,而是取决于合同的持续时间。〔7〕

就可以归入继续性债之关系的合同类型,学者已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其中,有些是在

《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合同类型,包括使用租赁、用益租赁、使用借贷、消费借贷、雇佣、寄托、

合伙以及保险。另外,有些在法律实务中发展出来但并未被民法典规范的合同类型也可归入

继续性债之关系,典型事例包括保理、特许经营、设施管理、啤酒供应、护理(care-taking)、仓

储、仲裁、许可证以及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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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aier,in:MünchenerKommentarzum BürgerlichenGesetzbuch:BGB,Band2,7.Aufl.,

2015,§314,Rn.5;Ch.Grüneberg,in:PalandtBürgerlichesGesetzbuch,74.Aufl.,2015,§314,Rn.2;

D.Looschelders,Schuldrecht:AllgemeinerTeil,12.Aufl.,2014,Rn.789;S.Vogenauer,“Terminationof
Long-termContracts‘forCompellingReasons’undertheUNIDROITPrinciples:TheGermanOrigins”,in
UNIDROIT(ed.),Eppursimuove:TheAgeofUniform Law:Essaysinhonourof MichaelJoachim
Bonelltocelebratehis70thbirthday,Vol.2,Rome:UNIDROIT,2016,p.1705.

S.Vogenauer,supranote7,p.1705;Brox/Walker,AllgemeinesSchuldrecht,31.Aufl.,2006,S.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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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事由(令人信服之事由)

依德国法,对于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债之关系,最重要的要件便是须存在“重大事由”

(wichtigerGrund)。英文翻译为“令人信服之事由”(compellingreason),德国学者认为该英

译较之德文字面含义更得法意精髓。〔9〕依《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第1款第2句,在斟酌个

案所有具体情事,且衡量双方之利益后,维持该合同关系到约定之消灭期限或终止期限届满,

对终止之一方无期待可能性者,有重大事由之存在。

不过,也有德国学者认为这一规定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事由这一不确定概念最终被

另外一个不确定概念(合同存续的不可苛求性)所取代。可是,进一步的法律特定化是不可能

的,因为在具体合同类型中的要件是非常不同的。无论如何要澄清的是,终止事由必须通过个

案中广泛的利益衡量来确定。〔10〕

法院发展了一些一般性的指引或者标准:所要求的对于所有具体情事的评价要取决于所

涉合同类型的特殊性;违反合同可能(并且经常会)成为确立重大事由的基础;一些不太重要的

事实累积起来也可以构成重大事由;重大事由存在的相关时间点是终止通知作出时;只是对对

方异常行为起了怀疑,但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也可能成为重大事由的基础(不过,当事人

应证明支撑这种怀疑的事实,方得以此为由终止合同)。〔11〕

作为一条通用规则,引发重大事由的事实须处于对方当事人的“风险领域”(sphereof

risk)。〔12〕风险的分配取决于合同条款、其目的以及相关立法规则。〔13〕如果重大事由的事实

处于意欲终止合同一方的风险领域,其终止的意思仅在例外场合可得有效。〔14〕在判断重大

事由是否成立要考虑一项因素,即对意欲终止的一方,让他不去终止而是依其酌处权作出别的

默认选项,是否可得接受。〔15〕如果合同的履行需要当事人之间的人际配合,则成立重大事由

的门槛便要低些。〔16〕

对于达到重大事由的门槛,对方的过错行为既非必要,也不充分。如果想终止合同的一方

自己有过错行为,这并不必然排除重大事由的构成。〔17〕不过,如果该方当事人对于双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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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genauer,supranote7,p.1706.
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版,第287页。

S.Vogenauer,supranote7,p.1706.
BGH,ZIP2014,1382(1385);BGH,NJW2013,2021(2022).
BGH,NJW2010,1874(1875).
Ch.Grüneberg(Fn.7),§314para.7.
W.FikentscherundA.Heinemann,Schuldrecht,10.Aufl.,2006,S.292.
S.Vogenauer,supranote7,p.1707.
BGHNJW1981,1264(1265);LG Hamburg,NJW-RR2005,187(188);S.Vogenauer,supra

note7,p.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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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负主要责任,或者他行为不诚实,法院通常会不认定成立重大事由。〔18〕

德国法院认可基于重大事由终止合同的情形包括:〔19〕健身房合同场合的怀孕,〔20〕以及

就约定的疾病按日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合同场合被保险人有常规性的工作行为。〔21〕与此相

对,德国法院在下列情形否定了基于重大事由终止合同:〔22〕某人搬家到了一个没有高速宽带

的区域,他不能以网络服务提供商不能铺设线缆为由终止合同;〔23〕债务人与另一公司的合

并,只要合并对于想终止合同的一方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便不构成重大事由;〔24〕同理,公

司负责人的辞职对于该负责人就公司债务所提供的担保并不构成重大事由;〔25〕商事主体缔

结的仓储合同不能单纯因为该商事主体因资金问题而清算从而便终止。〔26〕

在德国法上,基于重大事由而终止合同,通常被理解为是对于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的回

应,而当事人如果预见到了这些变化,便会在合同中加以考虑。〔27〕由此看来,合同终止(对于

德国学者而言)并非对于通行的合同神圣原则不正当的例外。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合同成立前

存在的事由,只要终止方不知,仍可构成重大事由。〔28〕

3.补救期限徒过或催告而无效果

这是《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第2款第1句的要求,其目的是要让对方知道当下的情况,并

且向对方宣布很快就要采取行动了。对方因此面对其行为可能的后果,被给予机会以改变其

做法。另外,催告也有助于证立重大事由,因为如果对方经催告仍不停止其危害行为,这会特

别有损于合同关系中的信赖。〔29〕如果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持续存在,补救期限便是合适的。

典型的事例是持续的不履行。如果违反发生在过去,则须给予催告,比如违反保护相对人利益

的义务仅发生了一次,并且没有其他后果。

要求补救的通知或者催告通知须指明危害行为以及因该行为持续存在所会造成的严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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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HNJW1981,1264(1265);BGHNJW-RR2009,1189(1192);S.Vogenauer,supranote7,p.
1707.

S.Vogenauer,supranote7,p.1707.
BGH,NJW2012,1341;AGMuenchen,NJW-RR2011,67.
BGH,NJW-RR2009,1189(1191).
S.Vogenauer,supranote7,p.1707.
BGH,NJW-RR2011,916.
BGH,NJW2014,1447(1450).
BGH,NJW-RR2011,1518.
BGH,NJW2005,1360.
S.Lorenz,in:Bamberger/Roth,KommentarzumBürgerlichenGesetzbuch:BGB,Band1,3.Au-

fl.,2012,Rn.7.
BAG,NJW2002,162(163);S.Vogenauer,supranote7,p.1708.
BGH,NJW1992,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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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30〕须告知对方,通过合同的未来合作受到了危害。〔31〕受害方应该确定或者至少表明补

救期间的截止时点。如果期间定得过短,则按照合理期间处理。〔32〕

根据第314条第2款第2句,在符合《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的情

形下,为补救而指定期间或者催告通知是不必要的。该第1项是对认真且确定地拒绝履行;第

2项规定定期行为场合债务人的不履行。

4.终止的通知

最后,主张重大事由的当事人须向对方发出终止通知(第314条第1款第1句)。该通知

无须表明终止的事由,尤其是,重大事由无须表述出来。〔33〕然而,一旦对方要求,终止合同方

则有义务不迟延地表明这些事由(该义务一般是类推自《德国民法典》第626条第2款第3

句)。〔34〕

依第314条第3款,终止权人须在知悉重大事由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终止。该期间开始

于实际知悉,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并不启动该终止期间。〔35〕在发出通知之前等待过久表明继

续合同关系对于终止权人是可以接受的。〔36〕通过确保通知系依合理的速度发出,第314条

第3款保护了相对人免于对未来合同继续存在有持久的不确定性。〔37〕

何谓合理期间,取决于合同类型以及个案的具体情况。在特许经销商协议场合,法院认为

该期间为2个月;4个月对于用益租赁、3个月对于农场的用益租赁,均被认为是合理的。与之

相对,对于商事代理协议,用2个月考虑被认为太长;同样,2个月对于借贷合同以及5年对于

商事租赁,均属过长。〔38〕

(二)日本法

1.日本民法中的继续性合同解除及判例的发展

关于合同解除,《日本民法典》在第三编债权第二章契约第一节总则中的第三款(第540条

至第548条,2017年修改后该款变为第四款,条文号没有变化)作了集中规定。这些规定(特

别是其中的第541条和第543条)是否适用于继续性合同的“解约告知”,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存

·111·

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Ch.Grüneberg,(Fn.7),§314,Rn.8.
BGH,NJW2012,53.
R.Gaier,(Fn.7),§314,R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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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歧。〔39〕依山本敬三教授的概括,分别称为“628条类推说”和“541条修正说”(判例)。〔40〕

①628条类推说。“628条类推说”着眼于继续性合同与交换型合同在性质上的差异,认为

在继续性合同场合完全排除契约总则部分“合同解除”相关规定的适用;对于继续性合同,应类

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628条、第663条第2项、第678条第2项等规定,按照各种合同内在

的信赖关系的程度,承认包括有偿的继续性合同因债务不履行的解消以及基于其他事由的合

同解消在内的解约告知制度。〔41〕第628条(因不得已事由的解除)规定:“当事人虽定雇佣期

间,但有不得已事由时,各当事人得直接将契约解除。但其事由系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发生

时,对于他方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②541条修正说(判例)。“541条修正说”(判例)认为对于像租赁这种继续性合同场合也

适用《日本民法典》第541条,然就其要件,则要从作为租赁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的角度予以修

正。〔42〕《日本民法典》原第541条(因履行迟延的解除权)规定:“当事人的一方不履行其债务

时,其相对人得定相当期间催告其履行。如在其期间内没有履行时,得解除契约。”

③判例发展:信赖关系破坏法理。对于上述因债务不履行而解除合同的一般规则,在租赁

合同(特别是以居住为目的的不动产租赁)场合,日本判例发展出了“信赖关系破坏法理”。〔43〕

依开创该法理的先例判决,“租赁当事人之一方,违反其义务,有违背信赖关系使租赁关系之继

续显著困难的行为,于此场合,对方可无须催告地解除租赁合同”。〔44〕这里的义务违反并不

限于租赁合同(包含特别约定)的要素义务的不履行,也包含违反诚信原则上的义务的行

为。〔45〕就发生解除权的信赖关系破坏,仍应限定为基于租赁合同上义务的违反(包括对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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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口知平、五十岚清编集:《新版注釈民法(13)》〔山下末人〕,有斐阁1996年版,第647页。日本相

关的学说发展史,可参见(日)加藤雅信等编:《民法学说百年史》,牟宪魁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54
页以下。

山本敬三:《民法講義IV-1契約》,有斐阁2010年版,第473页。
广中俊雄:“賃貸借における‘信頼関係’の破壊と‘解除’”,《契約法の研究》,1958年版,第123页

以下;田中实:《いわゆる継続的債権(契約)関係の一考察》,庆应法研26卷12号121页;谷口知平、五十岚清

编集:《新版注釈民法(13)》〔山下末人〕,有斐阁1996年版,第662页。
山本敬三:《民法講義IV-1契約》,有斐阁2010年版,第473-474页;谷口知平、五十岚清编集

《新版注釈民法(13)》〔山下末人〕,有斐阁1996年版,第662-663页。
相关中文资料,可参见(日)渡边达德:“关于有名合同解除的规定———以租赁、承揽及委托为中

心”,钱伟荣译,载韩世远、(日)下森定主编:《履行障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以下。依渡

边教授的介绍,日本信赖关系理论认为:“不动产租赁合同属于持续性合同,对于这种合同,一般应该允许以

‘重大理由’为由的即时‘解约告知’,所谓‘重大理由’,是指在持续性合同中,信赖关系遭到破坏,以致要求债

权人维持合同关系已经变更不合理的情况”。由此可见,日本判例法上的信赖关系破坏法理与德国民法中的

重大事由终止很相似。
最高裁判所1972年11月16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6卷9号1603页。
吉田克己:《信頼関係破壊の法理》中田裕康、潮见佳男、道垣内弘人编:《民法判例百選II債権》(第

6版),有斐阁2009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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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义务的违反)。〔46〕由于租赁是以当事人相互的信赖关系为基础的继续性合同,在租赁

持续过程中,在一方当事人有违背信赖关系、使租赁关系之继续显著困难之不信行为场合,对

方当事人便可以向将来解除租赁合同。因“信赖关系破坏法理”的出现,对于因债务不履行而

解除合同的一般规则便有了如下修正:〔47〕

第一,对催告解除的限制。出租人虽经催告解除,但仍存在因信赖关系未破坏为理由而否

定的可能性。作此主张时,信赖关系破坏之不存在,便属于解除的阻却原因(承租人的抗辩)。

第二,无催告解除。出租人虽尚未催告,仍有可能以存在信赖关系破坏而解除。作此主张

时,信赖关系破坏之存在,便属于出租人支撑其解除的成立要件(出租人的请求原因)。

第三,不存在不履行场合的解除。虽然谈不上承租人违反了租赁合同上的义务,仍有可能

以信赖关系破坏为理由而解除。作此主张时,信赖关系之破坏,便属于出租人支撑其解除的成

立要件(出租人的请求原因)。

2.日本民法修改

在日本民法典修改过程中,2009年5月以鎌田薰(早稻田大学教授)为首的日本民法(债

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发布了《债权法改正基本方针》,其中涉及继续性合同解除问题,相关的

说明可以代表此次修改的基本立场。

《债权法改正基本方针》第3编债权第2部各种合同第16章补则的第2节规定“继续性合

同等”,关注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并尝试在立法中加以规范,引人注目。该草案在“继续性合同

等”中规定了如下内容:继续性合同的定义(第3.2.16.12条)、未定期间合同的终了(第3.2.16.

13条)、已定期间合同的终了(第3.2.16.14条)、解除的效果(第3.2.16.15条)、分割履行合同的

解除(第3.2.16.16条)和多数当事人型继续性合同(第3.2.16.17条)。日本该草案并未规定基

于重大事由的解除,主要理由如下:①该草案关于因债务不履行的解除,在其一般要件中以“债

务的重大不履行”为标准(第3.1.1.77条解除权的发生要件),而继续性合同的解除通常可以依

该规定解决;②就继续性合同,虽不构成“重大的债务不履行”却有“重大事由(不得已的事由)”

场合可否解除,尚可成为问题。其实,受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三版起草工

作以及德国民法的启发,可以作为重大状况变化以及当事人信赖关系丧失场合的解除来讨论。

其中,关于重大状况的变化,通过关于情事变更的一般规定以及合同分则部分的具体规定加以

规范是合适的。关于继续性合同,在这些规定之外,再规定补充的解除原因,会带来规定复杂

化、引起混乱之类的担忧。关于将信赖关系丧失作为解除原因,不作一般规定,而是在劳务提

·311·

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

〔46〕

〔47〕

广中俊雄:《不動産賃貸借法の研究》,创文社1992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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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合同等其他具体合同中,考虑各种合同的特质,加以判断,更为妥当。〔48〕

《日本民法典》修改虽然没有在契约总则部分专门针对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做出规定,但新

的规则仍然照顾到了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比如新第541条在原条文基础上新增加了但书:

“但是,该期间经过时债务之不履行依契约及交易上之社会通念为轻微时,不在此限”。显然就

符合了上文“信赖关系破坏法理”对催告解除的限制。

(三)比较分析

1.无论是德国民法还是日本民法,均找不到如同我国立法草案中的“违约方解除权”的规

则设计。

2.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德国民法规定了对各类继续性合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合同一

般规则,日本民法所规定的契约解除规则没有区分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故其规则如同我

国《合同法》,没有专门针对继续性合同的终止规定一般规则。但是,二者在各种合同的规则

中,均有具体的针对特定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除(终止)规则。其中,德国的“重大事由”终止规

则具有普遍适用性;日本民法针对雇佣合同,规定了因不得已事由的解除;日本判例针对租赁

合同发展出了“信赖关系破裂法理”,该法理与德国的“重大事由”终止规则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3.在德国及日本,除根本违反合同义务或者重大的契约违反而解除(终止)合同外,这两国

无论是通过立法还是判例,均承认法律行为基础丧失规则(《德国民法典》第313条)或者情事

变更原则(日本《借地借家法》第11条及第17条),该规则可以适用于继续性合同,从而可以产

生合同解除(终止)的效果。因而,其基于“重大事由”的终止或者信赖关系破坏法理,是在债务

不履行(违约)及情事变更之外的独立的合同解除(终止)事由。当然,关于因不可抗力导致不

能履行场合,这两个国家原来的规则与我国不同,其民法现代化之后,在这点上已与我国相似。

4.在德国,因重大事由的终止与因根本性的义务违反之解除(终止)或者与因行为基础丧

失的解除(终止),有可能在一起案件中同时充足各自的构成要件,这时的法律效果会有差异,

当事人可以选择主张。在日本法中,暂时不清楚其信赖关系破坏法理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以及

与契约义务违反之间的关系,但可以看出继续性合同场合信赖关系破坏法理对于债务不履行

之解除规则的修正。

5.德日两国关于继续性合同的两种特别终止(解除)规则:重大事由及信赖关系破坏法理,

均是起源于各自的判例法。德国法更进一步,在《德国民法典》中吸收了判例法;《日本民法典》

的修改相对保守,在法条上虽非直接规定,但新的第541条“但书”还是可以看出照顾到了判例

发展的新变动。无论如何,其相应的规则均是有大量裁判案例的支撑,不是在民法典中贸然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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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编:《詳解債権法改正の基本方針 V各種の契約(2)》,商事法务

2010年版,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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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欠缺裁判经验的新规则。

除此之外,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也在积极酝酿在新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

增补基于重大事由的合同解除。即便是普通法国家,在判例以及学理上,积极肯定基于重大事

由的合同解除者,均不乏其例。这些均值得重视。

四、通过规定继续性合同的重大事由解除替代违约方解除权

(一)摒弃“违约方解除权”之错误概念

“违约方解除权”已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支持及反对者均不乏其人。〔49〕2019年11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九民纪

要》第48条为“违约方起诉解除”,“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在一些长期性

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

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在此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①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②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③守

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违约方本应当承担的违

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九民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

援引。但法官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九民纪要》

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九民纪要》能够体现出当下的司法政策,因而在实践中很受重视。关

于继续性合同(长期性合同)的“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则如何在现行法框架下正当化(法律漏洞

之证成及其填补方法),《九民纪要》本身并没有指明手段和方法。由此带来的实践问题无法回

避,需要有解决方案,而规则的供给应由立法担当。

我认为,“违约方解除权”是个错误概念,应予摒弃。相关理由分析,已另有文章说明,〔50〕

此处仅提示要点,并略作补充。

1.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大陆法系尚未见到承认违约方解除权的立法例,可以说在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中规定此种“违约方解除权”,非常独特。

相反,从比较法上可以看到,在权利人有可归责事由场合限制其解除的规则。比如,《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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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赞同违约方解除权者如:孙良国:“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及其界限”,《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

46-58页;崔建远:“完善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建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

83-90页;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法学》2019年第7期,第38-53
页;刘承韪:“论演艺经纪合同的解除”,《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第130-143页。反对违约方解除权者如:
蔡睿:“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反思———基于相关裁判案例的实证研究”,《现代法学》2019年第3
期,第152-168页。蔡睿此文,实证资料丰厚,分析细密,值得细读!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的现代化:为何及如何”,《法治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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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323条第6款规定:“债权人对会使其有合同解除权的情事单独或主要地负责任,或

债务人无须对之负责任的情事发生在债权人陷于受领迟延之时的,不得解除合同。”又如,2017

年修正后的《日本民法典》第543条新设规定:“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致使债务不履行时,

债权人不得依前两条的规定解除契约。”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对于导致解除的发生具有可归

责性,比较法的通常做法是不允许该人解除。这一立场,符合“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不法行为

而获得利益(Nulluscommodumcaperepotestdeinjuriasuapropria;Noonecantakead-

vantageofhisownwrong)”〔51〕的法律谚语。而“违约方解除权”的规则设计,与此相悖,是让

那个导致解除事由发生的人来解除,哪怕是借助法院之手。

从上文对德、日民法所作考察可以看出,关于继续性合同的终止(解除)均有较我国现行立

法更为细致和成熟的规则,可以供我国立法参考借鉴。德国法学家耶林(RudolphvonJher-

ing)百年前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曾写道:“外国法律制度的接受问题并不是一个“国格”

(Nationalität)问 题,而 是 一 个 单 纯 的 符 合 目 的 及 需 要 的 问 题 (eine Frage der

Zweckmässigkeit,desBedürfnisses)……只有傻子才会因为奎宁不是从自家菜园里长出来的

而拒绝接受它。”〔52〕中国的立法者不应成为耶林所说的那个傻子。

2.由“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53〕引出了“违约方的解除权”这个似是而

非的错误概念,暴露了一些没有理清的问题。

①究竟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彼此关联的两个合同关系? 问题的症结究竟是存在于一时性

合同抑或继续性合同? 这两个问题,法官(受制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似乎没有清晰认识,

许多评论者也没有搞清楚。如果仅仅是“商铺买卖合同”,它就是一个合同关系,而且是一时性

合同关系。据笔者了解到的实践情况,在此类分割产权商铺的买卖合同通常还会伴随有另外

一个“委托统一管理协议”(简称“商场管理协议”),是由商铺买受人(业主)与商场管理者签订,

由商场管理者统一管理,以保障商场管理的整体性、统一性和规范性,通过该合同约定包括收

银、照明、用电、电梯等公共设施、卫生保洁、空调、暖气、保安、消防等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服

务管理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买卖合同是一时性合同,与之相伴的商场管理协议则是继续性

合同。当然,这里往往还会涉及“集体谈判”的问题,为便于集中说明本文主题,暂不深究。

②该案商铺买卖合同并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也不存在履行费用过高的问题,问题是出

在与之相伴的商场管理协议。由于两个合同关系紧密,离开商场管理协议提供的管理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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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郑玉波:《法谚》(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译者

序”第4页,第28-29页;另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二),1979年自版发行,第32页;seealsoK.
Zweigert& H.Kötz,An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aw,3rde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p.17.

参见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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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购买商铺的商业目的便难以实现,因而,这里会出现因为终止商场管理协议而使商铺买卖合

同连带遭殃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学理论上并没有引起关注,可是,在日本的判例、学说

乃至立法草案中已经出现并有应对方案,〔54〕很值得重视。

③对于“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呈现的合同僵局,由于被告作为非违约

方既没有提反诉,也没有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愿,因而,法官无法依“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解除

合同。为了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便依据《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裁判,主要依据第5条公平原则

和第6条诚实信用原则,创造性地从事司法活动。二审法院为补强说理,依据《合同法》第110

条第2项中规定的“履行费用过高”,认为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正确。

此处有一需要细心思考的问题:该案判决合同解除,究竟是依托于原告的民事权利(不论

是解除权还是解除诉权)抑或是基于法官的司法权力? 原告起诉要求解除时是以情事变更作

为请求的基础,但是,法官否定了这一基础的成立。换言之,原告在该案中并不享有基于情事

变更的解除权或解除诉权。而《合同法》第110条所规定的“除外”情形,只是履行请求权的除

外情形,换言之,在该案中对方(被告)不“可以要求履行”,该规定本身并没有构成解除权的规

范基础。因而,如何从不“可以要求履行”,到清算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解除),这一点在现行

法上欠缺规定。

回观“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既然《合同法》第110条“除外”规定无法

构成请求解除合同的规范基础,那么,法院依据《合同法》第5条公平原则和第6条诚实信用原

则判决合同解除,实质所依托的并非原告的民事权利(不论是解除权还是解除诉权,在现行法

框架下均欠缺依据),而是基于法官的司法权力。在民事裁判领域,依司法权力直接介入民事

法律关系,宜慎之又慎。由该案带来的后续影响是,有人提出了“违约方解除权”概念,似是而

非,纵然花费大量笔墨,仍难及时澄清。

3.由“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引反映出来的诉讼法难题并未解决,“违约

方解除权”规则会使该难题普遍化。在该案中,被告没有提起反诉,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违约

方)向被告进行赔偿,故被告方提起上诉时特别就此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请求的情况

下作出的判决,违背了法律规定”。裁判者何以“超判”或者“超裁”,其正当性无疑是一个程序

法上的难题。目前草案但书规定“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是否意味着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

以直接裁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实体内容? 果如此,势必因为实体法上的一个特别规定带

来程序法上更为特别的规定,得不偿失。实体法的规定不能不顾及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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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日本《债权法改正基本方针》第3.1.1.81条规定了复数合同的解除,“同一当事人之间成立的多个

合同之间存在密切关连性场合,一个合同出现解除原因,因此导致成立多个合同的目的全体无法达成的,当事

人可依第3.1.1.77条(解除权的发生要件)将该多个合同全部解除”。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编:《詳解

債権法改正の基本方針II契約および債権一般(1)》,商事法务2009年版,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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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了与诉讼法的协调不容忽视外,实体法自身的协调同样不容忽视。关于合同救

济,中国合同法的基本出发点与大陆法系相一致,而与普通法中的合同规则相左,即我们

肯定非违约的合同债权人具有履行请求权,强制履行是一种基本的责任方式,没有像美

国普通法那样承认“违约自由”(freedomtobreakone’scontract)。这一基本立场,在民法

典“草案”中继续坚持(见《合同编(二审稿)》第367条、第369条和第370条;《民法典(草

案)》2019年12月16日稿第577条、第579条和第580条)。如此,违约方本身并不能

任意从债务履行或继续履行中自我解放,决定权在于非违约方,而不在于违约方。而赋

予违约方以解除权,势必与此基本立场相冲突,造成合同法体系冲突;并且,这势必会动

摇我国合同法的根基,属于重大的立法政策变动,不可不慎。至于“违约方解除权”拥护

者从“效率论”角度所作的论证,在两大法系合同救济基本出发点差异性背景下,在未成

功论证中国法准备好彻底改弦更张之前,本身便不具有正当性,因为其结论与我国现行

法存在结构性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效率违约”的概念引介到中国已三十余年,〔55〕却

从未真正进入中国合同法。

(二)设计我国民法中的基于重大事由的合同解除规则

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2019年12月16日稿,以下简称《民法典

(草案)》)第563条,使之继续保持《合同法》第94条的基本形式,将该条第2款独立成为

新条文,作为第563条之1;另外,新增规定“草案”第563条之2。第563条之1可维持

目前第563条第2款的表述。以下重点设计替代“违约方解除权”的新规则,作为第563

条之2。〔56〕

第563条之2:“继续性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合同期限届满之前基于重大事由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并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持该

合同关系到约定存续期限届满,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无期待可能性的,属于存在重大事由。重

大事由属于违反合同义务的,仅当补正期限经过而无效果,或者催告而无效果时,方可解除,但

下列情形除外:①债务人拒绝履行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的;②履行期限依约定或者依债务性

质对债权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债务人迟延履行的。在发生特殊情事并经衡量双方利益后,认

定合同应立即解除的,无须确定补正期限及催告期限。当事人应当在知悉该重大事由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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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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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王文军副教授此前已建议过以德国法上“特别终止”制度为镜鉴,增加类似《德国民法典》第

314条的规定,针对《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53条,“不妨增设第3款规定继续性合同的非任意解除: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在终止期限届满前,基于维持合同关系无期待可能

性的重大事由而解除合同。’”王文军:“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此项见解,
殊值肯定。不过,该建议只言“增设”,未说《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53条第3款“违约方解除权”是否删

除,似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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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主张解除,解除不排除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上述试拟草案条文,重点参考了《德国民法》第314条的规定,并结合中国法的特点,作了

修正。修正的重点在于:①鉴于我国合同法没有区分解除与终止,且“终止”是在更为一般的意

义上指代债权债务的消灭,故不像德国民法那样区分解除与终止,统称为“解除”;②《德国民法

典》第314条规定的终止权是一般意义上的形成权,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通知即可行使并发生

相应法律效果。这与德国民法关于行为基础丧失场合的解除(终止)权规定是一致的。我国法

在这点上与之不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以及《民法典(草案)》第533条关于情事变更

的规定,均采取了形成诉权的模式,即当事人要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有鉴

于此,故继续采形成诉权模式。

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针对继续性合同特别规定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意义何在? 特

别是有的德国学者指出,《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的作用是有限的,是用一个新的不确定概念

(合同继续存在的不可苛求性)取代原有的不确定概念(重大事由)。另外,日本民法在修改过

程中,也没有学习《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而是在分则中具体规定特定继续性合同的解除。结

合我国立法、司法及学说情况,笔者认为学习《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可以

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现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给不足,面对合同僵局,裁判者要么拟制当事

人的意思,出现了“默示的合意解除”与“明示的合意解除”;要么大胆自由裁量,出现脱离当事

人民事基础权利的“司法解除”或者“酌定解除”。就此,由立法者借鉴成功立法例的既有经验,

成本最低。

第二,立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给不足,在《合同法》“总则”及“分则”中均有体

现。比如在“分则”中,对于租赁合同,并没有规定基于信赖关系破坏而解除的规则。另外,对

于雇佣更是整体欠缺基本规定。立法者意识到了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存在不足,在《民

法典(草案)》合同编“通则”部分补充规定了不定期继续合同的解除规则(第563条第2款),有

了进步。与之相响应,针对有确定期限的继续性合同也应规定其解除规则,典型的立法例便是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的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继续性合同(既适用于有确定期限的继续性

债之关系,也可以适用于没有期限的继续性债之关系)。

第三,意识到德、日两国民法典在继续性合同解除(终止)规范模式上的差异,学习德国民

法,在合同编“通则”中规定重大事由作为解除继续性合同的一般解除事由,对于非典型的继续

性合同,尤其具有规范价值。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地遇到立法没有专门规定的继续性合同,

比如许可证合同、继续性供给合同、护理工合同、演艺经纪合同、出版合同、健身(房)合同等,这

些非典型合同可以适用合同总则中的一般规则。以演艺经纪合同为例,目前我国司法实务界

的共识认为它并非委托合同,而是涵盖了委托、行纪、居间、劳动、雇佣、著作权、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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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培训、包装推广等综合性内容的混合合同。〔57〕一旦我国民法典规定了继续性合同的重

大事由解除,便可以为破解此类合同僵局提供规范基础,使法院“酌定解除”摆脱无法可依的尴

尬局面,并通过类型的积累,使此类裁判变得统一。

第四,有些合同僵局可以通过情事变更规则打破,有些则不能。另外,有些虽有可能借助

于情事变更规则,但由于当下司法适用情事变更规则的态度谨慎,事实上变得不能。如此,现

实中需要增加关于继续性合同解除的特别规则。

当然,抽象的一般规定及其所带有的不确定概念注定了上述规定需要裁判者根据个案情

况具体判断,在开始的时候,对于“重大事由”的判断,可能会比较棘手。即便如此,相较于新创

“违约方解除权”规则,借鉴德国民法的“重大事由”解除规则仍然是值得推荐的,因为,“违约方

解除权”是一条无人尝试过的新路,能否走得通以及途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均是未知。放

着有别国已有上百年经验的成功道路不走,却冒险去趟一条前途未知的新路,不正是耶林所说

的傻子! 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也是应当借鉴的。这宝贵的经验中不仅有法律条文,更有裁判

案例可以学习借鉴。以下进一步考察比较法上的裁判案例,为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规则的

理解及应用提供指南。

(三)比较法上的案例

用两个德国联邦普通法院(BGH)裁判的案例,说明《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在实务中是如

何适用的。其中一个是商事交易,另外一个是消费者合同。

1.财务困难

在商事关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即一方当事人的财务困难或者利润率能否构成重大

事由进而据以终止长期合同。在2004年,联邦普通法院利用一个商事仓储合同纠纷的机会,

阐明了就此问题的法律立场,并重整了早于如今第314条的相关判例法。〔58〕

当事人讼争的问题之一是,原油仓储合同是否已因重大事由而正当地终止。该案保管人

被国家环保机关要求对油罐额外加装保护层,保管人声称,这在经济上是无法承受的,相关成

本势必会令它倒闭。相应地,保管人发出了终止通知,将倒闭风险作为重大事由。联邦普通法

院认为,在本案中没有达到重大事由的门槛,它是基于两点理由作出该裁判的。首先,财务可

行性、可营利性以及避免倒闭是保管人的商业风险领域(entrepreneurialsphereofrisk)的问

题,而作为一般规则,在一方当事人风险领域发生的问题,不得作为重大事由而使之终止合同。

其次,在签订本案合同之前,保管人便已被环保机关正式要求作必要的整改,因而,保管人在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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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韪,见前注〔49〕,第134页。

BGH,NJW2005,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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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时理应知晓其交易可能会伴有额外的成本。〔59〕

联邦普通法院列举了两份该院早先认定财务困难构成重大事由的判决,用以说明在判断

是否存在重大事由时的事实敏感性(棘手性)。其一涉及因委托人财务下滑而终止商事代理合

同。〔60〕另一则是基于同类理由终止公司经理与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61〕在联邦普通法院

看来,这两起案件与原油仓储案之间的差别有两方面。第一,不像仓储合同,代理关系以及服

务合同均是基于特别的忠诚及信任关系。第二,这两份协议不仅是长期的交换合同,而且分别

带有在同一商事经营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

因而,联邦普通法院关于财务困难作为可能的“重大事由”而允许终止商事长期合同的立

场可以总结如下:作为一般规则,财务困难并不证成终止。然而,对于该规则有例外,就是可基

于特别的忠诚及信任关系,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于因同一事业而赢取财务成功的共同参与。〔62〕

2.怀孕

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合同的权利也常在涉及健身房合同的案件中提起。典型情形

是,消费者因缔约时没有预见到的事件而希望终止合同,比如严重的受伤或疾病,或者因工作

原因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通常,健身房的老板会根据格式合同条款来排除这种意想不到的

终止。在2012年,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判决了一起这样的案件,巩固了消费者的地位。〔63〕双

方起初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健身房合同,并约定如果在到期前的三个月内没有终止合同,则自

动续期一年。有一格式条款规定,提前终止须有医生的证明,写明妨碍消费者利用健身房至期

限终了的身体损伤或者疾病。实质上,联邦普通法院认为,格式合同条款不得排除《德国民法

典》第314条。另外,该院判定,如果格式条款对基于重大事由的终止权的行使附加了额外的

要求,这些要求妨碍了消费者行使该权利,便是不能允许的。〔64〕

基于该案事实,联邦普通法院挑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终止健身房合同的重大事由并不仅限于身体损伤或者疾病,其他的事由,比如怀孕,亦

得构成不得继续合同的事由。在该院看来,决定因素在于该方当事人能否影响到该重大事由。

第二,像本案中那样要求出具医生证明实属过分,不能允许这样子提高终止权的门

槛。〔65〕鉴于一般医生证明的可信度,该证明只要表明消费者不再能够利用健身房即可,无须

揭示健康状况细节。由于健身房老板对于其消费者并不负有保密义务,这样的条款会妨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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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genauer,supranote7,pp.1711-1712.
Vgl.BGH,VersR1958,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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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H,NJW2012,1341(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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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终止合同。〔66〕

五、重大事由的体系位置:初步分析

(一)重大事由解除与因根本违约解除的关系

1.可能的交叉

在中国合同法上,原本没有关于重大事由解除合同的规则,新增规则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因而,基于重大事由而解除继续性合同,是在因根本违约之合同解除事由之外的另一类合同解

除事由。

重大事由可能与违约无关。重大事由的典型事例是对于合同对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有

的时候这类行为(比如侮辱、人身伤害)与给付的互换无关。〔67〕

重大事由也可以表现为合同义务违反,须合同关系遭受严重的扰乱(合同目的之实现遭受

如此危害),无法期待非违约方受合同的拘束。其适用的案型包括:合同毁弃(Vertragsauf-

sage)以及拒绝履行(Erfüllungsverweigerung);因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行为无法指望合同

继续(比如随着合同进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可信赖,或者严重丧失信誉);诈取保险给付可招致保

险合同的终止;对于保护义务的重大的违反。〔68〕

2.相互的影响

由日本“信赖关系破坏法理”对于违约解除一般规则的修正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①在继续性合同场合,催告解除规则(《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第227条;《民法典(草

案)》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722条)的适用应依合同的特殊性而有所限制。对于长期的租

赁合同而言,即便充足了催告解除的要件,如果租金的不支付或者迟延支付尚未未达到使租赁

基础的彼此信赖关系遭受破坏的程度,则不应认定解除。〔69〕比如租赁期限20年,租金按月

支付,此前七年的时间里承租人一直按期付租金,如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没有按期支付,出租

人催告且经过合理期限仍未付,依我国的催告解除规则便可以解除。可是,这样轻易解除并非

真的符合现实的需要。因此,《日本民法典》2017年修改后,第541条增加了但书,限制了此种

轻易成立的解除。建议针对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借鉴日本民法的最新修改,调整草案内容。

②特定违约情形下可以无催告解除。在为期10年的房屋租赁场合,约定租金按月支付,

后来出租人因病住院,长年卧床不起,承租人明知此事,却在5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支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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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长期不付租金的情形,即便没有按照催告解除规则进行催告,也必须承认可以无催告解

除,因为这种违约行为相当于侵夺出租人所有权。〔70〕

③没有违约行为场合的解除可能性。在日本,纵然承租人不存在违反租赁合同上义务的

问题,也仍然在有些场合承认以信赖关系破坏为理由的解除。〔71〕比如说,房屋承租人虽然每

个月都支付租金,也没有其他违反合同义务的事实,但是却持续作出干扰出租人生活平静的行

为,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仅以信赖关系遭到破坏为理由便可肯定出租人的无催告解

除。〔72〕在我国也出现了此类问题。

比如甲乙双方签订了《物业租赁经营合作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的商务楼(4800

平方米),为期15年。合作条件约定,鉴于乙方为甲方投入了资金投入(1500万元),承

租期内不收取乙方任何费用。此外,双方又补充签订有《委托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约

定经甲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委托乙经营管理,聘任乙为董事长助理兼常务副总经

理,代表董事长全权管理甲方公司经济工作,为期亦15年。约定乙方在前五年应保证甲

方企业毛利润每年不低于400万元;后十年中甲乙双方按照15%比85%的收益比例分

配,但甲方取得15%的净收益应不得低于500万元/年。另外,乙方负责自筹资金完善甲

方商务楼的土地权证,并更名至甲方名下;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完善××字号的权

属。此后,乙以甲方的名义,将商务楼对外出租,经营收益。四年后,乙被捕入狱。甲方

主张解除合同,乙方则主张继续履行合同。

在上述《物业租赁经营合作合同》中,甲方的义务是提供商务楼供乙方对外出租、经营收

益,乙方并不负有积极的给付对价的义务(此处包含有抵销的合意,即以租金抵销甲方欠乙方

的1500万元债务。即便从此意义上讲,乙负担的对价义务也已履行完毕)。仅就该合同来看,

乙方并不存在违反主给付义务的问题。很难说乙方存在根本违约进而甲方可以解除合同。而

乙的被捕入狱是否构成本案合同履行的障碍? 乙可否委托他人代为经营管理? 或者乙可否将

其合同权利转让给他人? 这对于该合同究竟是解除抑或继续履行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在我

国现行法上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对于上述实务问题,从立法论角度,如果积极吸收《德国民法

典》第314条“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债之关系”规则或者日本判例发展出的“信赖关系破坏

法理”,便容易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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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因情事变更解除的关系

在德国,依《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3款,如果合同不可能调整,或者不可期待,则行为基

础障碍可以成立特别的合同终止。〔73〕在继续性债之关系应向将来终了场合,基于重大事由

的终止排斥《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3款第2句。不过,如果行为基础障碍可以通过可得期

待的合同调整予以消除,则仍依第313条第3款第1句排除此处的终止权。〔74〕

2019年7月4日“民法典合同编总则立法研讨会”期间,就立法草案规定的“违约方解除

权”,我曾表达过通过修正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条情事变更规定,扩张其覆盖面,将争议

问题利用情事变更规则予以消解。这种构想与日本民法(债权法)改正检讨委员会在《债权法

改正基本方针》中的想法相似。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石宏副主任明确表示,

希望我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并提供替代“违约方解除权”条款的备用方案。如今,随着我

个人对于继续性合同特殊性认识的深入,并考虑到我国司法部门对于适用情事变更的谨慎态

度,感觉不如更进一步,借鉴《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在合同编“通则”部分规定“重大事由”,与

情事变更并存,作为独立的解除继续性合同的事由。

六、解释论初探

从《民法典(草案)》可以看到,“违约方解除权”已经被删除,但是,该草案并没有规定基于

重大事由的继续性合同解除规则。因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退一步讲,假如我

国民法典最终没有规定像《德国民法典》第314条那样的规则,面对目前暴露的问题,在未来的

解释论上,我们该怎么办?

(一)是否构成法律漏洞?

实务中呈现的合同僵局问题绝大多数是出现在继续性合同,《合同法》“总则”中规定的解

除事由当然可以适用于继续性合同,但是,合同僵局问题暴露了《合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法

定解除事由不够用,立法规则供给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合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特别法定

解除事由存在漏洞。《民法典(草案)》对此有所补充,新增了继续性合同的“普通解除”(第563

条第2款),但是,并没有一并规定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除”事由。因而,“草案”中仍有漏洞。

对于上述结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存在法律漏洞,因为立法者已经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立法没有规定基于重大事由的继续性合同解除,说明它不在立法计划

当中。对此,可作如下回应:立法者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且没有在立法中规定,并不等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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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在该问题上持否定意见;恰恰相反,立法者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尚不成熟,仍需要司法经验

及学术研究的积累,留待将来处理。

是否属于法律漏洞之问题,就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已经呈现出来。笔者就此

倾向于采后“法律漏洞说”。围绕情事变更问题,我国法律发展的历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合同

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不等于立法者在立法计划上否定了情事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

司法解释二》第26条恰恰是为了应对现实需要,填补了法律漏洞,带动了我国法律的进步,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今,《民法典(草案)》第533条明确规定情事变更,正是对于司法解

释填补法律漏洞的肯定。有此成例在先,恐怕将来仍然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填补关于重大事由

之解除规则的法律漏洞。

(二)《九民纪要》第48条能否发挥填补法律漏洞的功能?

《九民纪要》直面现实问题,锐意进取,积极尝试,有很多亮点,值得肯定。但仅就第48条

而言,仍有讨论的空间。第48条的价值在于它提示人们关注长期性合同(继续性合同)的合同

僵局问题;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被“违约方解除权”说带“偏”了。而目前的“违约方解除权”

说的不足在于,它是以构造于一时性合同基础之上的合同解除理论应对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

除问题,没有真正意识到继续性合同的特殊性,在一时性合同解除事由及理论中打转转,最终

开出了一剂“偏方”。

就内容而言,如前所述,关于继续性合同(长期性合同)的“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则如何在现

行法框架下正当化(法律漏洞之证成及其填补方法),《九民纪要》本身并没有指明达到目标的

手段和方法。如果法官仅以《九民纪要》第48条撑腰,在裁判中脱离应有的裁判说理及论证方

法而直奔合同解除的结果,则会极大地影响裁判的理性化。

(三)法律漏洞如何填补?

如果我国民法典立法者不借鉴《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让《合同法》中的法律漏洞继续存

在,就必须想方设法来填补漏洞。填补法律漏洞,自然要考虑类推适用,类推适用什么规则呢?

1.与德、日民法典关于各种合同的规定相比,我国《合同法》以及《民法典(草案)》关于具体

合同的规定相对薄弱,比如,关于雇佣合同没有规定,没有类似于《日本民法典》第628条的规

则;关于合伙合同,《合同法》没有规定,虽然《民法典(草案)》新增加了一章,但总体规定仍略显

简单,比如,对于合伙期限有明确约定场合,没有规定类似《日本民法典》第678条第2款(即使

定有合伙的存续期间,但各合伙人有不得已事由时,亦得声明退伙)的规则,故整体而言,可以

类推的对象相对不足。惟其如此,拉伦茨先生所谓借助“整体类推”得出“一般法律原则”:在所

有继续性债之关系,均得基于“重大事由”终止其关系,〔75〕在我国至少目前尚难以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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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特别事由”,《合同法》第376条第2款后段(约定保管期间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

不得要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以及《民法典(草案)》第899条第2款后段有规定。保管人

的“特别事由”,包括保管人患病、丧失行为能力等。〔76〕对此类规定作反面解释,有“特别事

由”场合,可以要求提前解除(终止)合同。这一“特别事由”,当然可以作为“个别类推”的选择

对象。

3.考虑在租赁合同中没有规定信赖关系作为合同基础,在合伙、不动产租赁等以信赖关系

作为合同基础场合,甚至可以考虑类推适用《婚姻法》关于离婚的规则,《民法典(草案)》第

1079条第2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

准予离婚)。像本文前头所举案例,双方虽然都存在违约行为,但都没有达到根本违约程度。

在许多继续性合同中,其实和婚姻关系很像,双方主体可能都不存在“出轨”之类严重事由,但

双方家庭生活已经过不下去了。这时,就需要在根本违约之外,增加新的解约事由,类似于“感

情确已破裂”。这正是继续性合同的特别之处。日本民法学说没有提到类推离婚规则,但在我

国,却有这种必要。

4.应当注意到,类推对象不同,相应地会存在形成权抑或形成诉权的差异。相比较而言,

并结合前文构造我国“重大事由”之解除事由时提到的形成诉权方案,在解释论上,本文更倾向

于采纳类推适用离婚事由并依形成诉权构造继续性合同解除的路径。

5.比较法可以作为填补法律漏洞之辅助工具,向为学者所承认。〔77〕在上述“个别类推”,

均系适用我国法上既有之规定,以填补法律漏洞。此仍属《民法总则》第10条依照“法律”处理

民事纠纷。于此场合,本文前述所考察比较法素材及其所蕴含之法理,可用以支持法律之类推

适用。〔78〕

6.如果不(或无法)借助于我国立法既有规定,填补法律漏洞之“材料”系采自外国立法例,

则应认为系以外国立法例作为“法理”而适用。〔79〕《民法总则》第10条虽未明确规定“法理”

为法源,但是并不等于裁判中不能适用法理。〔80〕

七、结 论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在合同编围绕合同解除问题,目前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所谓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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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见前注〔52〕,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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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解除权”的新设规定。问题是由“新宇公司诉冯玉梅案”引发,该案本身仍有诸多基

本问题,需要澄清。由于存在模糊认识,便出现了“违约方解除权”这样的错误概念。现

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给不足,以至于在合同僵局场合法院被迫从拟制当事

人的意思出发解除合同、打破僵局。立法的问题应通过立法解决,合同僵局问题并非仅

在中国出现,在德、日两国,围绕继续性合同的解除(终止),立法及判例均有较为成熟的

经验积累,值得我国立法借鉴。而无视此类比较法经验,独创“违约方解除权”规则,并不

可行。通过参考比较法,本文建议借鉴《德国民法典》第314条,规定当事人可基于重大

事由解除继续性合同,如果该立法建议不被采纳,民法典就继续性合同的特别解除所存

在的法律漏洞,则应类推适用保管合同的“特别事由”解除,或者类推适用婚姻关系“感情

确已破裂”规则,由当事人请求法院解除。

Abstract:AnewprovisioninthedraftofChina̓sCivilCode,namelyArticle353(3)onthe“breac-

hingparty̓srighttotermination”,hasattractedattentionandbecomeverycontroversialissue.Thecase

raisingtheissue,“XinyuCo.vs.FengYumei”,hasleftalotofmisunderstandingsdemandingclarifica-

tion.TheexistingChineselawsuppliesinadequaterulesonterminationoflong-termcontracts.Andinor-

dertobreakthedeadlocksofcontract,judgeshavebeenobligedtoconstructanagreementoftheparties

toterminatethecontractbyimplication.However,insufficiencyinlawshouldbeimprovedbylegislation.

SincesuchanissueofdeadlockofcontractisnotanissueonlyexistinginChina,comparativelegalstudies

mayprovidehelp.BasedonacomparativestudyofbothGermanandJapaneselawsonterminationof

long-termcontract,theauthorsuggeststheChineselegislaturetofollowtheGermanBGB§314,which

isontermination,foracompellingreason,ofcontractsfortheperformanceofacontinuingobligation.

TheauthorhasalsointroducedtwoGermancases,inordertoshowhowtoapplytheruleontermination

oflong-termcontractforacompellingreason.

KeyWords:Long-termContract;CompellingReason;BreakDownofRelianceRelation;Termination

of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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