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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催告李四限期缴纳，如果李四在合理期限内仍未缴纳出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

议解除李四的股东资格；

2.法院不能支持。相对于设立中的公司而言，股东资金一旦投入，投资人就失去了对

该笔资金的控制，不得随意动用。但这种约束力，对外不能产生对抗效力。在对外法律关

系上，由于设立中的公司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无法以独立的法律人格对抗他人。拟设

立公司的股东投资，应当在公司成立取得法人资格时才能转移所有权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

本案中，法院执行时，公司尚在设立阶段，王五的出资不属于法人财产。

芳草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王五的出资，说明王五长时间不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

的还款义务，通过把个人财产投入公司，规避强制执行，也违背的诚实信用原则。法院应

债权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其投资款并无不妥，甲公司的执行异议，法院不应支持。

但是，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投资款转为公司的法人财产，法院不可以无条件的直接划

扣。

3.因长城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已被法院受理破产，固其股权在 2018 年 1 月出资于甲公

司时本无价值，却被评估为 100 万，属于非货币财产出资不实的情形。根据《公司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

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

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所以甲公司可以要求李四补足出资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张三、王

五和赵六承担连带责任。

4.A 公司可因张三作为公司董事长违反对公司忠诚和勤勉的义务，召开董事会以全体

董事过半数同意，罢免张三董事长职务；

A 公司与张三之间形成了代持股协议关系，此协议合法有效，张三表面上形成了与甲

公司的投资关系，析甲公司的名义股东。A 公司欲向甲公司主张股东权利，需根据《公司

法司法解释三》第 24 条的规定，经过甲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之后请求公司变更

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从而行使股

东权利。

5.本案中 A 公司与张三之间形成代持股协议的法律关系，张三与甲公司形成投资的

法律关系，张三系甲公司股东，故张三有权处分其股权于皮蛋，且案例中表明，此股权转

让已经其他三股东中的两个同意，即满足了法定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条件，并办

理了相关的变更手续，所以张三与皮蛋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皮蛋已经成为甲公司的

股东。

A 公司主张张三与皮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法支持，理由如上。A 公司可以因代持

股协议请求张三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向甲公司或受让人皮蛋主张赔偿责任，因为 A 公司只

跟张三存在代持股协议的法律关系，与公司和皮蛋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

6.本案中的租赁协议虽系王五用自己的名义与万达公司签署，但王五是为设立甲公司

而签署此合同，且甲公司已经成立并在租赁的办公室注册且办公，根据《民法总则》或《公

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内容，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万达公司可以选择向签字的王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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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的甲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要求支付租金，并在迟延支付的情形中主张违约责任。所

以本案中万达公司的主张应当被支持。

7.赵小六能继承赵六名下的股权。根据《公司法》第 75 条的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

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没有表明

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继承有其他约定。

王五的优先购买权主张不能支持。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16 条的规定，有限

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是公司章程另有约定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在股东资格继承中，其他股

东的优先购买权只有在公司章程有约定或全体股东有约定的情形中，才得以保护，本案中

并没有表明有这样的特殊约定，固应保护赵小六的继承权，王五的优先购买权不能保护。

8.李四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公司成立之后，《股东投资协议》并没有被变更、修改

或解除，也没有与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其效力不会自然终止或必然被公司章程所取代，

只是在不同的司法诉讼中，两者有着不同的证明和适用对象，不存在以两者之中哪一个为

准的问题。本案中，虽然《股东投资协议》第 8条没有载入甲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但该条

款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与甲公司章程的内容相悖，故依法对各缔约的投

资股东依然具有规范和约束的效力，甲公司据此召开股东会解除李四的股东资格并无不妥，

李四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 2】
甲公司于 2018年 1月 1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股东分别是皮蛋、李佳佳、

南瓜、戴小新出资组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5名。包括四名股东和一名职工代表希希。皮

蛋担任公司董事长，李佳佳兼任总经理。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实施担保行为需董事会全体

成员一致同意。

2018年 5月 1日，皮蛋以甲公司假冒其名义登记，自己并非公司股东为由向法院起

诉，请求确认其不具有股东资格。法院审理查明，在甲公司的登记文件中，下列三文件中

有皮蛋的签名：股东会议决议、公司章程、皮蛋的身份证复印件且由工商局加盖“经核对

与原件一致”章。皮蛋在庭审中对三文件中由他人代签字表示认可，但就代签原因存在争

议，皮蛋认为是甲公司假冒其签名的方式将其登记为股东。法院同时查明，2018年 3月 1
日，皮蛋与甲公司曾协商过股权回购事宜。1

李佳佳认缴出资 100万，以货币 50万和一套房产评估作价为 50万，履行了出资义务。

后查明，李佳佳用以出资的货币和房产均是其担任某领导期间受贿所得。2李佳佳的犯罪

行为已经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认。

南瓜用一套房产评估为 500万履行了出资义务。后查明，南瓜用以出资的房产系乙公

司所有，南瓜系乙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32018年 6月 1日，南瓜以甲公司名义和

乙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协议，租期为十年，租金 500万元，一次性支付，租赁的房屋即南瓜

1 皮蛋对登记为甲公司股东知情，不能主张为冒名股东。
2 受贿的现金出资合法有效，受贿的房产，李佳佳没有所有权，无法履行实缴出资的义务。
3 南瓜实际上系代乙公司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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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出资的原属于乙公司的房产。为履行此协议，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了 500万元的租金。
1

戴小新用一套房产评估为 200万出资。该房产于公司成立时已经交由甲公司使用，但

因为该房产上有建设银行的抵押贷款，而至今没有办理过户手续。2

2018年 3月 1日，皮蛋未经董事会决议，擅自以甲公司名义为利达公司的一笔银行

贷款 2000万，向工商银行出具了保函，提供了担保。3据查明，工商银行未要求甲公司出

具同意担保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2018年 8月 1日，贷款到期，利达公司无力清偿，

工商银行起诉利达公司和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了工商银行的诉讼请求。

2018年 4月 1日，皮蛋未经董事会决议，擅自以甲公司名义为戴小新的一笔银行贷

款 2000万，向工商银行出具了保函，提供了担保。4工商银行未要求甲公司出具同意担保

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2018年 8月 1日，贷款到期，戴小新无力清偿，工商银行起诉

戴小新和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2018年 5月，李佳佳在甲公司主管的建材购买业务合同是与自己作为大股东的华夏

公司签订的。5皮蛋的另一身份是当地物价局局长。6

2018年 6月，南瓜介绍零部件供应商为公司的设备提供更换的零部件，获得多笔佣

金 500万，仅上缴公司 300万。戴小新未经公司同意，担任南天公司执行董事，7甲公司

和南天公司具有竞争关系，南天公司因为戴小新的先进管理理念，经营情况良好，戴小新

也获得了 200万年薪。

请回答：

1.根据案件事实，应当如何认定皮蛋的股东资格？

2.李佳佳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其出资的货币和房产形成的甲公司对应的股权应如何处

置？

3.南瓜以乙公司房产出资，应如何认定其股东资格？如何认定南瓜以甲公司名义与乙

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的行为？甲公司应如何救济？

4.请分析戴小新的股东资格和出资情况。

5.请分析本案中皮蛋为利达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的效力如何？

6.请分析本案中皮蛋为戴小新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的效力如何？

7.请分析李佳佳的行为是否合法？针对皮蛋的身份，甲公司应如何处理？

8.请分析南瓜获取和上缴佣金行为？戴小新兼任南天公司执行董事的行为？

1 此租赁协议本质属于抽逃出资。
2 已交付，没登记，登记后，自交付起算实缴。
3 对外担保，董、股均可决议，担保合同有效。
4 对内担保，法定股决议，董事会和董事长均无决定权，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对其存在过错，担保人

承担责任不超过 1/2.
5 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6 行政职务限制，不能担任公司董事长。
7 南瓜截留佣金，违反了忠诚和勤勉义务，非法收入应退还公司；戴小新未经公司章程授权或股东会同

意从事竞业行为，说得收入应收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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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简析】

1.根据案情事实，皮蛋对于代签字本身并无异议，只是对代签字的原因有争议。皮蛋

向甲公司出示过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且曾与甲公司沟通过股权回购事宜，如上事实都能

证明皮蛋对甲公司以代签字的方式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是明知和认可的。皮蛋应认定为取

得了甲公司的股东资格。

2.（1）货币出资，不问资产来源，所以，李佳佳用货币 50 万元出资形成的股权是合

法有效的。李佳佳被追究刑事责任时，该股权依法拍卖，所得价款由国家予以收缴；

（2）受贿房产作为赃物，不适用《物权法》第 106 条的“善意取得”制度。因此甲

公司无法因善意取得得到该房产的所有权，该笔股权李佳佳并没有履行实际的出资义务。

李佳佳被追究刑事责任后，该房产作为赃物被国家直接收缴。

3.南瓜作为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乙公司房产出资设立甲公司，对此乙公司应当是

知情的，所以南瓜应认定为代乙公司持股，南瓜是甲公司的名义股东，乙公司是实际出资

人。

根据案情，南瓜以甲公司名义与乙公司签署的房屋租赁协议，应认定为抽逃全部出资

的行为。甲公司有权采取如下措施救济自己的权益：（1）要求南瓜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向公司返还抽逃出资的本息；（2）要求协助南瓜抽逃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或实

际控制人等承担连带责任；（3）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对南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收益权做出相应的合理的限制；（4）催告

南瓜返还，如果其在合理期限内仍未返还的，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南瓜的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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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东资格的取得不以实缴出资为必要条件，戴小新认缴出资，甲公司成立后将其记

载于股东名册，戴小新可取得股东资格。

戴小新用房产出资，应将房产如实评估作价后交付并过户给甲公司，才能完成实缴出

资的义务。本案中，戴小新用以出资的房产存在建设银行的抵押权。故虽已交付，但未办

理过户手续，戴小新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将建设银行的抵押权解除，将房产过户至甲公司

名下方能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完成过户登记后，其新股有限认购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剩

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收益权可自交付时开始主张。

5.董事长以甲公司名义向工商银行出具的保函应认定为有效行为。根据《合同法》第

50 条：“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

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其代表行为有效。”公司对外担保，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可

以由股东会或董事会作出决议，皮蛋作为甲公司的董事长向银行以甲公司名义出具保函，

根据案情，并未表明工商银行对于董事长超越公司章程权限的情况知情，所以此担保行为

应认定为有效。

6.此担保合同应认定无效。戴小新作为甲公司的股东，甲公司为戴小新的债务提供担

保应属于对内担保，根据《公司法》第 16 条的规定，公司对内担保法定应由股东会做出

决议，董事长无权直接作此决议。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4 条，董事、经理违反公司

法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所

以本案中的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债权人工商银行，对股东会决议未予审核，对

担保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7条，担保合同无效后，保证人需

承担的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 1/2。

7.（1）案例中没有表明公司章程有特殊规定，那么李佳佳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虽

然李佳佳在华夏公司担任大股东，与华夏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甲华夏公司签署合同并非

李佳佳的自我交易行为，因为合同的相对方是华夏公司而不是李佳佳。

（2）皮蛋作为公务人员，依照《公务员法》第 53 条的规定，其不得从水或者参与营

利性活动，在企业或其他经营组织中兼任职务，所以，甲公司应解除皮蛋的董事和董事长

职务。

8.（1）南瓜接受了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违反了作为董事对公司应当承

担的忠诚和勤勉义务，所得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但

不会影响与第三方的合同效力，也不必然影响南瓜作为董事的任职资格；

（2）戴小新未经股东会同意，从事了竞业行为，违反了作为董事对公司应当承担的

忠诚勤勉义务和竞业限制的义务，所得 200 万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

承担赔偿责任。但并不必然影响戴小新作为董事的任职资格。

【案例3】

李佳佳是甲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 26%，在公司成立时缴足了出资。公司章程

约定公司的利润按照各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1。李佳佳欲将其股权一次性对外转让给张

三。

1 股东分红权，有约定按约定。本案中公司章程对分红权做了约定，应按此约定分配；



2018 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商经主观题--郄鹏恩老师

第 45 页 共 79 页

如果李佳佳将此事书面通知了其他股东，得到其过半数同意，李佳佳遂与张三洽谈

商务条款，通知其他股东要求其在通知发出后 30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1

后来李佳佳与张三变更了新的商务条款，没有再通知其他股东2，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相

关事宜没有约定。

如果李佳佳通知其他股东后，公司的另一股东希希给出同等条件主张优先购买权，

李佳佳表示“不卖了”3，希希仍主张优先购买。如果希希的主张被驳回，李佳佳后续反

复多次上演上面的“通知再反悔”的戏码。

如果李佳佳没有将转让事宜通知其他股东4，便直接与张三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并

办理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及工商变更登记。

2017年度，甲公司待分配净利润 300万，2018年 1月，股东会做出了按公司章程

分红的决议，但财务部门迟迟没有利润实际分配给股东。2018年 4月，李佳佳将股权转

让给希希，办理了股权转让的手续。

请回答：

1请分析本案中李佳佳将股权转让给张三时给其他股东发出的通知以及商务条款更

新后没有再行通知的行为是否妥当？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何行使？

2.李佳佳第一次主张“不卖了”，希希要求优先购买的权利是否应被支持？

3.李佳佳反复上演“通知再反悔”的戏码，希希主张优先购买是否应被支持？

4.李佳佳擅自将股权转让给张三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各主体的权利如何救济？

5.李佳佳将股权转让给希希后，对甲公司的分红权利应如何保护？

【答案及简析】

1 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转让股东通知→收到最新通知后 30日的顺序加以保护，

李佳佳的通知时间因违法而无效，应该按照“收到最新通知后 30 日”来行使优先购买权；
2 商务条款变更后经及时通知其他股东；
3 转让股东的“后悔权”应被保护，但两种情况下例外：一是公司章程或股东一致决议不允许后悔；二

是“滥用”后悔权；
4 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擅自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在法定期限内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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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中，李佳佳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其对外转让股权，应将对外转让股权的

商务条件，以书面或其他的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保护其他股东在“同

等交易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李佳佳与张三洽谈好商务条款后，通知其他股东的做法

是正确的，但是在商务条款发生变化后，应再次将最新的商务条款通知其他股东，李佳佳

没有更新通知的做法是错误的；另外，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最低保障时间是 30 日，

从实践意义上来讲，应该是“收到”最新商务条款的通知后 30 日内，本案中，李佳佳的

通知要求通知“发出”后 30 日内，是无效的，所以其他股东有权要求在收到最新的交易

条件后，30 日内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2. 有限责任公司中，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人合性的保护，相比较于第三

人，具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如果转让股东不转让的，则不具备此前提，所以公司法司法解

释四保护了转让股东的后悔权，即：有限公司中转让股权的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

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不再支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不能强买强卖。如果因此给其

他股东带来损失，合理的诉求人民法院可以支持。所以李佳佳第一次后悔，希希优先购买

的主张不应支持；

3.李佳佳“反复后悔”，滥用后悔权，有损其他股东的权利，法院可以对希希的优先

购买权加以支持。

4. 李佳佳没有履行法定程序，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擅自实施了股权对外转

让的行为，其他股东有权按照李佳佳与张三转让股权的实际条件主张优先购买权，但是该

权利自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

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如果其他股东非因自身的原因导致无法

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以向李佳佳请求赔偿损失。

因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张三可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法请求李佳佳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

5.公司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股东享有的是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该权利已经独立

于股东成员资格而单独存在。股东转让其成员资格，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利润分配决议形

成前已经确定的利润属于原股东，原股东仍可基于公司的利润分配决议向公司主张权利。

本案中，李佳佳在公司作出分红决议后，将股权转让给希希，如果转让协议没有特殊约定，

公司决议中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单独的权利，仍由李佳佳享有，其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

单独转让。

【案例 4】
胜华公司由皮蛋、南瓜、李佳佳、左宁宁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1000万，各自的

出资比例为皮蛋 50%，南瓜 20%，李佳佳和左宁宁分别 15%。皮蛋担任公司的董事长。

2016年 2月，皮蛋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吸收合并万宝公司，左宁宁坚决反对，其

余三股东同意，胜华公司遂做出了合并万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1

1 合并决议需要股东会代表 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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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因公司的经营业绩在业内很突出，为了乘胜追击，皮蛋提议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 1000万。

2017年 2月，在皮蛋知情的情况下，南瓜伪造了李佳佳和左宁宁的签名，将二人名

下的股权转让至自己名下，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1。随后南瓜经皮蛋同意，将登记

于自己名下的全部股权按市场价评估作价，转让给不知情的李四，也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

等手续。2

2017年 3月，皮蛋欲将其在胜华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张三并与之洽谈好了商务条

款。皮蛋便将转让事宜及转让的相关商务条款通知了其他股东，李佳佳主张优先购买。李

佳佳此举大大超出了皮蛋的预期，皮蛋遂主张后悔做出了转让股权的决定，自己还是留在

胜华公司为好。3

2017年 4月，皮蛋与张三洽谈好了高、低两个版本的商务条款。并将价格高的商务

条款通知其他股东，待其他股东纷纷表示放弃优先购权后，皮蛋与张三按照价格低的商务

条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4

2018年 1月，胜华公司改制变更为股份公司，并成功上市，李佳佳担任公司的董事

长。5

请回答：

1.胜华公司吸收合并万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效力如何？左宁宁可否申请法院撤销该

决议或确认该决议无效？

2.胜华公司吸收合并万宝公司应如何进行？

3.面对胜华公司作出的合并决议，左宁宁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

4.胜华公司的增资流程应如何进行？

5.李四能否取得南瓜名下的全部股权？为什么？

6.当李佳佳提出优先购买皮蛋的股权时，皮蛋主张后悔主张继续留在公司，如何评价

皮蛋的行为？

7.皮蛋将股权转让给张三，其他股东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

8.李佳佳欲转让其在胜华公司的股份，应受到哪些限制？

1 伪造签名转让股权不能产生对应的法律效力，南瓜不能取得李佳佳和左宁宁的股权；
2 南瓜自由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原属于李佳佳和左宁宁的股权，应认定为无权处分，按照善意取得的

制度处理，判断李四是否取得股权；
3 转让股东的“后悔权”应被保护，但两种情况下例外：一是公司章程或股东一致决议不允许后悔；二

是“滥用”后悔权；
4 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擅自转让股权的，其他股东在法定期限内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
5 李佳佳是上市公司的发起人和董事长，转让股份受到对应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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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简析】

1.该决议有效。公司合并属于股东会的法定权限，公司章程对决议比例没有特殊约定，

法定的要求是股东会代表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可作出股东

会决议，所以胜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定的流程，没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所以是

有效决议。左宁宁无权申请法院撤销该决议或确认其无效。

2.根据《公司法》第 173 条的规定，公司合并的，做出合并决议后接下来的法定流程

是：（1）胜华公司应当与万宝公司签订合并协议；（2）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3）

自合并决议做出后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30 日内报纸上公告；（4）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

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

3.（1）左宁宁可以通过与其他股东协商转让股权给其他股东退出公司；

（2）左宁宁可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而退出公司；

（3）本案中股东左宁宁对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合并决议持有异议，根据《公司法》

第 74 条的规定，左宁宁享有股权回购的请求权。左宁宁可与公司协商，要求公司以合理

的价格回购股权，在决议通过之日起 60 日内协商，无法达成收购协议的，在决议通过之

日起 90 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强制收购。

4.（1）皮蛋召集和主持股东会，经代表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的表决权的股

东同意作出增资的股东会决议；

（2）原股东就增资股权享有优先认购权，全体股东有约定的，按约定比例，没有约

定的按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认购；

（3）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向第三人募集新股；

（4）原股东或第三人认购新股；（不要求实缴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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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改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资料；

（6）向工商部门做变更登记。

5.李四能取得南瓜名下的全部股权。南瓜自己原持有的股权是合法持有，经法定流程

转让给李四合法有效；

南瓜伪造李佳佳和左宁宁的签字受让二人的股权，此股权受让是无效的。虽然无效，

但是已经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南瓜将此股权转让给李四，应属于无权处分，按照善意取

得的制度判断，李四对此不知情，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且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李

四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有权取得该股权。所以李四能够取得南瓜的全部股权。

6.（1）皮蛋作为有限公司股东，有权转让其股东给第三人，并按法定流程征求其他

股东的意见，是合法行为；

（2）面对其他股东主张的优先购买权，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20 条，皮蛋享

有“后悔权”，即公司章程或全体股东没有特殊规定或约定的情况下，皮蛋在李佳佳主张

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支持李佳佳优先购买的主张，但李佳佳有权

主张皮蛋赔偿其损失合理。

（3）如果皮蛋如法炮制，反复后悔，经法院认定为“滥用后悔权”，其他股东的优

先购买权将得到法院的支持。

7.皮蛋以欺诈手段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擅自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且办理

的股权变更登记。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21 条，其他股东有权主张按照同等条件

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

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

其他股东如果只是向法院提出确认皮蛋与张三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股权变动不生

效等请求，未同时提出按照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比如皮蛋的保密工作做的很好，

其他股东一直不知情，直到股权变更登记一年以后，无权再行使优先购买权），可向法院

提出请求皮蛋赔偿其损害。

8.李佳佳作为上市公司的发起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能转让其股权；

李佳佳作为公司的董事长，（1）要向公司披露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及变动情况；

（2）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能转让其股权；（3）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能

超过其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25%；（4）李佳佳如果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能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5）如果公司章程有其他限制的，要按照章程的规定受到约束，但章程

如果规定禁止转让股份，此规定是无效的；

在满足上述限制的情况下，李佳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转让均是自由的，无需其他股

东的同意，也不必尊重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案例 5】

事实一：奉阳轮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阳公司”）总资产 2亿元，总负

债 3000 万元。2009 年，那是一个春天，因业务开展顺利，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1）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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