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以交易习惯、任意性规定及补充解释填补合同漏洞
□ 杨世民

【裁判要旨】
合同应对某事项作出约定却未约定，为合同漏洞。对因合同漏洞产生的纠纷，法官不能以自
己的评价标准取代当事人的价值决定，较为妥当的做法是遵循以下路径加以填补：首先，按合同
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以交易习惯填补；其次，有名合同适用合同法分则部分的相应任意性规定
填补，分则部分无相应规定时适用合同法总则部分的任意性规定即第六十二条填补，无名合同可
类推适用最相近似的有名合同的任意性规定；最后，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补充解释。通过填补
合同漏洞，为当事人创设行为规范，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据以作出公平合理裁判。
【案例指引】
一审：
（2016）浙 72 民初 1637 号。
二审：
（2017）浙民终 867 号。
再审：
（2018）最高法民申 5375 号。
【基本案情】
原告：阮领方。
被告：平潭中邦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潍坊浩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航
公司）
、余学强、余学能、隋卫国。
“五星洲 19”轮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建成，原由阮领方及其他四人共有，阮领方享有 30%的
股份。2016 年 4 月 23 日，浩航公司作为借款人，阮领方及其夫罗友德作为担保人，余学强、余
学能、隋卫国、中邦公司作为反担保人，签订反担保合同，约定：浩航公司因中邦公司购买“五
星洲 19”轮需要，须向潍坊银行盛世支行（以下简称盛世支行）申请贷款，要求阮领方、罗友德
向该行提供抵押担保。余学强、余学能、隋卫国、中邦公司共同向阮领方、罗友德提供以下反担
保：1.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由余学能支付罗友德保证金 300 万元；2.余学强、余学能、隋卫国、
中邦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浩航公司按时偿还贷款本息，中邦公司有权以上述 300 万元保证
金，抵销其拖欠阮领方的 1317 万元船舶股份转让款等。同年 4 月 25 日，余学能支付罗友德 300
万元。次日，阮领方、罗友德与盛世支行签订抵押合同，以二人共有房产为浩航公司向该行的借
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同日办理抵押登记。
2016 年 4 月 29 日，阮领方等五人与中邦公司签订船舶买卖合同，约定：
“五星洲 19”轮售价
2718 万元；中邦公司三日内支付定金 500 万元；申办船舶所有权注销过户手续前或当天，中邦公
司支付剩余船款 2218 万元等。中邦公司于同年 5 月 23 日取得“五星洲 19”轮的所有权。阮领方
30%船舶股份对应的定金及剩余船舶价款，中邦公司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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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4 日，阮领方与五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船舶买卖合同载明的 2718 万元的约
定，不适用于阮领方；阮领方享有的 30%股份，系按 4390 万元价格转让，中邦公司向阮领方购买
该 30%股份的实际价款为 1317 万元。应阮领方指示，余学能支付他人 63.5 万元，五被告尚欠阮
领方购船款 1253.5 万元。 “五星洲 19”轮过户至中邦公司后，五被告须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
以该轮为抵押物向盛世支行借款 2000 万元，并将借款首先用于归还该支行的 1200 万元房屋抵押
借款及利息，其余 800 万元贷款至少须偿还阮领方 400 万元；五被告另须于该日前付清所欠阮领
方全部船款，否则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按欠款金额以月利率 2%计收逾期利息。
2016 年 5 月 22 日，五被告与阮领方、罗友德签订解除反担保合同协议，约定：因盛世支行
未向浩航公司发放 1200 万元贷款，经协商，各方已自愿解除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并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办理抵押权注销手续。解除反担保合同，余学能支付罗友德的 300 万元保证金，转为中
邦公司支付阮领方的购船款。
后中邦公司、余学强等拒绝支付剩余船款，双方纠纷成讼。
阮领方诉称：判令五被告共同支付购船款 935.5 万元及相应利息。
五被告辩称：案涉协议书主体与案涉船舶买卖合同主体不同，协议书关于阮领方船舶股份价
款的约定，远高于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协议书附加了阮领方、罗友德须以其共有房产提供抵押
担保的条件，阮领方、罗友德未依约提供担保，故协议书无效，应按船舶买卖合同确定阮领方船
舶股份价款。
【裁判理由】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阮领方与中邦公司、余学强等五被告，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中邦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协议书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况，亦未证明该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有效。该协议书虽约定阮领方船舶股份实际价款为 1317 万元，
但结合案涉反担保合同、解除反担保合同协议，可看出阮领方与五被告间的船舶买卖行为系连贯
的过程、整体的交易。在已存在案涉船舶买卖合同情况下，五被告仍同意支付阮领方远高于该合
同约定的船舶股份价款，原因在于阮领方、罗友德在浩航公司向银行借款购买案涉船舶时，以其
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因此承受如浩航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该房产将罹于被依法处置以清偿银
行债权的风险；罗友德庭审中亦确认该情况。协议书约定的阮领方船舶股份价款 1317 万元，与按
船舶买卖合同计算的价款 815.4 万元间的差额 501.6 万元，应视为阮领方、罗友德为浩航公司实
际提供担保的对价。因盛世支行未向浩航公司发放借款，阮领方、罗友德并未实际承受其房产可
能被依法处置的风险，阮领方按 1317 万元主张船舶股份价款的基础已丧失。阮领方按此金额主张，
显有悖于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故阮领方船舶股份价款应为 815.4 万元，扣除余学能代为
支付的 63.5 万元及 300 万元保证金，五被告还应支付阮领方 451.9 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五条、第
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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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决：一、中邦公司、浩航公司、余学强、余学能、隋卫国共同支付阮领方购船款 451.9 万
元及相应利息；二、驳回阮领方其余诉讼请求。
阮领方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船舶买卖合同约定“五星洲 19”轮售价为 2718 万元等；
协议书确认案涉船舶转让的事实，同时确认双方签订的为贷款购船而提供抵押担保和反担保的相
关内容。故案涉船舶买卖是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基础事实，协议书的签订与案涉船舶买卖
有一定联系。根据船舶买卖合同，阮领方 30%份额对应的转让价款为 815.4 万元，而协议书却约
定阮领方 30%份额转让价款为 1317 万元。对于两者间的差额 501.6 万元，罗友德述称系为浩航公
司贷款提供抵押产生的风险收益。再结合协议书文意，及反担保合同、解除反担保合同协议，可
认定协议书实质是对阮领方、罗友德为浩航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约定风险收益，即阮领方、罗
友德以其房产为浩航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因此承受风险，该风险的对价为上述差额
501.6 万元。在民商事案件中，提供担保也是一种风险行为，当事人因提供担保而接受对价具有
一定合理性。就本案而言，阮领方、罗友德以其房产实际提供抵押担保并承受风险，构成阮领方
有权主张该 501.6 万元的基础。然而，因相关银行未实际向浩航公司发放借款，阮领方、罗友德
随后也与相关银行解除了抵押合同，即阮领方并未承担担保风险，其请求主张相应风险收益的基
础已丧失。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阮领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与阮领方、罗友德就为浩航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及反担保事
宜签订反担保合同后，中邦公司、浩航公司、余学强、余学能、隋卫国与阮领方签订协议书，重
申阮领方、罗友德为浩航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约定，并确认以超出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 1317
万元价格收购阮领方名下船舶所有权份额。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阮领方名下船舶所有权份
额转让价款应为 815.4 万元，与协议书约定的 1317 万元存在 501.6 万元差价。罗友德在一审庭审
时亦承认该 501.6 万元差价系为浩航公司贷款提供抵押产生的风险收益。上述事实可推知当事人
真实意思表示是该 501.6 万元差价系阮领方提供抵押担保的对价。原审判决结合协议书、反担保
合同、解除反担保合同协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 501.6 万元系阮领方、罗友德为浩航公司提供抵
押担保的对价，阮领方的船舶股份转让价款应按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计算为 815.4 万元，具有事实
依据。阮领方、罗友德获得抵押担保风险收益 501.6 万元的基础是浩航公司违约还款时，阮领方、
罗友德名下的房产将面临被依法处置以清偿银行债权的风险。虽然阮领方与罗友德按约办理了抵
押担保手续，但因案涉借款未实际发放、抵押合同已解除，阮领方未实际承担房产可能被依法处
置的风险。原审判决对阮领方的主张未予支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
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395 条第 2 款
的规定，裁定驳回阮领方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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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注解】
本案争议在于阮领方的船舶所有权份额价款应按协议书抑或船舶买卖合同确定，按协议书为
1317 万元，按船舶买卖合同则为 815.4 万元。结合反担保合同、解除反担保合同，可知阮领方有
权主张 1317 万元的基础，是与罗友德实际承担以两人共有房产为浩航公司向盛世支行借款提供担
保的风险。因盛世支行未向浩航公司发放借款，阮领方、罗友德并未实际承担该风险。此时，其
船舶股份价款如何确定？有意见认为，可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文义解释、体
系解释、历史解释、交易习惯解释、目的解释等合同解释方法，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后作出裁判。
本案实则难以适用该规定，该款调整的是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本案中当事人
对合同条款并无不同理解，争议在于阮领方、罗友德并未实际承担担保风险，是否仍有权按协议
书主张 1317 万元的船舶股份价款。本案的根本争议在于出现了合同漏洞—各方本应就阮领方、罗
友德未实际承担担保风险时，阮领方船舶股份价款应如何确定这一情况作出约定却未作约定。
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常会发生关于某种事项，依其契约规范计划应规定而未规定，如清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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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地、运送费用负担等，学说上称为契约漏洞。 合同漏洞的产生，可能是在作出表示时尚未出
现这一问题；可能是当事人在作出表示时不知道问题的存在；可能是当事人忽略了本来必须制定
的规则；可能是当事人错误地认识法律行为规则所涉及的客观事实；也可能是现实情况在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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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成之后发生变化。 此为自法规范学角度作出的分析。自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则为：盖因出于
现实生活中，预测未来的困难及其所耗费的成本，以及缔约双方协商的成本皆不可能为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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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者必须在“交易成本”及“合同完整度”之间做出取舍。 出现合同漏洞即应填补，以正确处
理因此产生的纠纷。然而，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原则，除当事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对双
方具有拘束力外，其不受任何非法外来干涉。这对法官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既要尽力填补合
同漏洞，正确作出裁判；又不能逾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侵蚀意思自治原则。较为妥当的方法是
尽量还原当事人的意思，并以客观化规则加以填补，为当事人创设行为规范，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进而作出裁判。故对本案合同漏洞，我们遵循了以下填补路径：
一、以交易习惯填补
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交易习惯可用以填补合同漏洞，在填补顺序上
并优先于任意性规定。与立法者基于对典型合同中权利义务的分配考量而预设的任意性规定相比，
交易习惯作为商事主体在长期交易中逐步自发形成的规范，被用以调整商事主体间利益冲突时，
更接近当事人的意思，给意思自治原则带来的冲击更小。交易习惯效力的展开，未必通过其法律
性格的承认，经由契约行为的解释，交易习惯已被纳入契约的规范中，成为规范具体契约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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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范，当有争议时，并得以约束法官，从而成为裁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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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对交易习惯的界定，亦强调交易习惯的主观因
素，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以及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
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才可被认定为交易习惯。故以交易习惯作为
填补合同漏洞的首选规则，理由正当充分，惟主张存在交易习惯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
就本案合同漏洞，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存在相关交易习惯，故此填补规则难以适用，只得转
向与合同当事人意思存在一定距离但客观性较强的任意性规定。
二、以任意性规定填补
以当事人可否以自身意志排除法律规范的适用为标准，可将法律规范分为强制性规定与任意
性规定。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任意性规定调整双方间权利义务；但因当事人未作约定而出现合
同漏洞时，任意性规定便可起到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作用。合同当事人一般只规定那些他们能想到
的事项。如果履行合同还需另有一些规定，或者发生了阻碍合同执行的情况，那该怎么呢？为解
决这类问题，法律制定有补充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规定，它们只在当事人没有另作约定的范围
5

内才适用。 例如：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即分别为关于买卖
合同价款、价款支付地点、价款支付时间的任意性规定，当事人对这些合同要素未作约定时，应
适用上述规定予以填补。除了补充当事人意思之外，任意规定就法经济学之角度而言，亦有提升
交易效率、合同完整度的目的，其乃系立法者针对若干交易上经常发生之典型合同类型，就其认
为有待规范事项，将自己置身于合同当事人的立场，斟酌合同目的与当事人利益状态、基于公平
利益之衡量，就其认为凡一般理性当事人应会为如此约定之事项，订为条文，于合同有漏洞时适
6

用该条文，以节省当事人预测未来、规划权利义务关系之成本。 任意性规定作为法律对私法自治
的达成予以助力的规则，用以填补合同漏洞客观性较强，易于把握，此系其最大优势。
合同法买卖合同一章中的任意性规定，系立法者对买卖合同中可能出现的漏洞预设的填补规
则，本案系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自应首先适用买卖合同一章的任意性规定。买卖合同作为最为典
型的有名合同，合同法对之作出的规定可谓周详备至，相应的任意性规定亦较为完备，常见的合
同漏洞以该章的任意性规定已可填补。如以该章任意性规定仍无法填补，还可适用合同法第六十
二条的规定，对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履行费用等合同漏洞进
行填补。同理，其他有名合同中出现的合同漏洞，以任意性规定填补时也应遵循上述填补顺序。
就无名合同中出现的合同漏洞，则可类推适用最相近似的有名合同中的任意性规定填补，无相关
规定时再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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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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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本案合同漏洞如何填补，在合同法买卖合同一章未发现相关任意性规定，亦不能
以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填补，不得不转向主观色彩较强的填补途径—补充解释。
三、进行补充解释
补充的契约解释，指对契约的客观规范内容加以解释，以填补契约的漏洞。其所解释者，系
7

当事人所创设的契约规范整体，其所补充者，为契约的个别事项。 当事人虽未就漏洞事项作出约
定，但按照法的精神及法律原则等可自当事人行为整体过程及其行为目的中，推出双方正常情况
下应如何约定。补充解释针对的是整体的行为，被补充的则是单个的意思表示。至于具体填补规
则，德国帝国法院在一个判决中给出了答案：“在合同漏洞的填补中，涉及的不是对当事人合同
意思的补充，而始终只是对合同的补充，是法官对下列东西的创制和创造：对于那种已经发生的，
但未被预料到的情况，根据交易中诚实信用的准则，根据合同中对拟被实施的事项表达的意思的
8

准则，认为对当事人应当是正确的东西。” 从逻辑学原理讲，相对于规则，原则具有内涵小、外
延大的特征，解释空间更大。诚实信用原则亦不例外，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民法的“帝王条
款”，须借助法官的价值判断才能发挥填补合同漏洞的作用。然而，法官在此过程不能恣意作出解
释，其仍须受到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标准、理念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一个法官如果打算将他自
己行为癖好或信仰癖好作为生活规则强加给这个社区的话，那么他就错了。……他有义务服从人
们已经接受的这个社区的标准，服从这个时期的道德风气。

9

本案中，阮领方先后与中邦公司、余学强等人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反担保合同、协议书、解
除反担保合同，这些合同显然不能割裂开来作为各自独立的合同，而应作为连贯的交易整体。在
此交易整体中，因疏忽或者合同订立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甚至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刻意不就阮
领方、罗友德未实际承担担保风险时船舶股份价款应如何确定这一重大事项作出约定时，法官不
能拒绝裁判。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客观化的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准则对该合同漏洞进行填
补，为当事人创设行为规范，推出阮领方无权主张 1317 万元而只能主张 815.4 万元的结论，据以
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进而作出公平合理裁判，便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作者单位：宁波海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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