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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 倪培根 *

摘要：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指由一名或几名受害人代表众多
受损害的投资者提起诉讼、参与庭审，诉讼结果约束全体受害人的诉讼程序。
建构原理是将众多原告针对同一被告的索赔请求聚合在一个诉讼中，形成规
模效应，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从运行效果看，它在补偿投资者损失、惩
戒不法行为、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以及维护市场稳定方面成效显著，是注册制
顺利运行的重要配套制度保障。我国应积极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确保科创
板注册制改革行稳致远。

我国 A 股市场乃至香港市场无法真正
建立注册制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集体
诉讼机制，投资者不能利用有效的法律维
权手段来制衡违规企业。注册制的本质就
是要强调市场化的运行逻辑，并不会对上
市节奏和股票价格进行行政把控，而是主
要依赖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来维护证券市场
秩序。在事后监管制度中，证券集团诉讼
发挥的功能最为重要，因为它能够对投资
者进行充分的保护，并对不法行为予以有
效的震慑，进而提振投资者信心和维护市
场秩序。美国之所以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
股票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建立
了一套成熟且完备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①。
它是指由一名或几名受害人代表众多受损

害的投资者提起诉讼、参与庭审，诉讼结
果约束全体受害人的程序。
近年来，在我国证券期货领域，大规
模群体性纠纷频频爆发②，但现有诉讼制度
应对乏力，投资者救济无门，势必影响投
资者信心，危及资本市场稳定。对此，美
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有必要予以全面而细致的考察。

一、制度演进与生成环境
（一）制度演进
美国集团诉讼制度起源于英国。17 世
纪早期，英国产生了很多具有财政和商业

* 作者单位为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① 参见任自力等著：《证券集团诉讼：国际经验 & 中国道路》，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 页。
② 据报道，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名的投资者正在试图通过律师对 *ST 长生进行索赔。截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
*ST 长生被公告强制退市时的股东人数高达 2.48 万。与之类似，2018 年 6 月 27 日凌晨，深交所宣布启动对金亚
科技启动强制退市程序。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金亚科技的在册股东户数为 4.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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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公司”，这种公司的组织形式比
较松散，成员数量庞大，地理分布广泛。
在这种“公司”涉及的诉讼中，人们发现，
要让全体“公司”成员都参与庭审并不现
实。为切实维护这些公司成员的权利，衡
平法院创设了一种名为“息讼状”(bill of
peace) 的诉讼程序，即允许某一个或几个原
告代表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原告进行诉讼，
判决结果对全体原告产生约束力，无论其
是否到庭。后来，这种诉讼程序逐步演变
成现代意义上的代表人诉讼 (representative
action)。
随 着 英 国 的 殖 民 扩 张， 代 表 人 诉 讼
被传入北美诸殖民地。在美国建国之初，
代表人诉讼主要适用于衡平案件和海商
案 件。1833 年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适 用《 联 邦
衡 平 规 则》 第 38 条， 首 次 确 立 群 体 诉 讼
(group litigation) 程序。不过，此时群体诉
讼的判决对未参加庭审当事人并不具有约
束 力。1853 年，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Smith v.
Swormstedt 案中创设了对未到庭当事人也
具有拘束力的集团诉讼制度。1912 年，《联
邦衡平规则》被修订，新规则 48 条取代了
原来的 38 条，并在法律文本中（之前仅是
在判例中）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集团诉讼
制度。1938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23 条明确了集团诉讼的先决条件和具体类
型。1966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23
条被大修，重述了集团诉讼的先决条件和
类型划分，明确了集团诉讼案件的管辖权，
并改“声明加入制”（沉默退出、声明加入）
为“声明退出制”（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此后，美国还专门针对证券民事纠纷制定
了《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和《1998
年证券诉讼统一标准法》。2005 年，美国
出台《集团诉讼公平法》，进一步充实了
对集团诉讼滥诉的限制举措，促使集团诉
讼走向正常发展轨迹。

（二）生成环境
一是强烈对抗的诉讼文化传统。美国
倡导广大民众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鼓
励诉讼是一种在全美范围内都得到推崇的
社会理念和民族文化。在具体诉讼中，整
个庭审过程都由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
主导，突出当事人的程序参加作用，法官
处于维护秩序和最终裁判的消极中立地位。
二是由充满进取心的律师所激励。由
于美国实行胜诉酬金制，允许律师对集团
诉讼进行风险代理，使得律师拥有足够动
力去寻找首席原告人选，创造提起诉讼的
机会和条件，从而保障了集团诉讼的顺利
启动。
三是强大的司法创制文化。与成文法
国家那种“规范出发型”法律思维方式不
同，美国是一种“事实出发型”裁判思路，
更多的是基于纠纷实际状况创制判例法则，
而非受限于既有的法律框架和条文，一些
法官非常乐于审理集团诉讼，这可能带来
一次“书写规则、历史留名”的机会。

二、构建原理
（一）法律原理：人的聚合
集团诉讼的制度建构原理在于：通过
一个或几个当事人的代表行为，将众多当
事人的诉讼请求聚合在一个诉讼程序之中，
形成对抗同一被告（往往是大型企业或跨
国公司）的规模效应，从而实现纠纷的一
次性解决。

（二）经济原理：成本收益分析
集团诉讼的制度设计遵循着成本收益
分析这一经济原理。首先，就当事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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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济小额经济损失单独提起诉讼，需要
独立承担数目庞大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
及鉴定费用，即便胜诉往往也是“得”不
偿“失”；但在集团诉讼中，这些费用均
由律师垫付，败诉时律师自担风险，胜诉
时当事人可按比例分得赔偿金，可谓是稳
“赚”不赔。其次，就法院而言，群体纠
纷涉及人数成千上万，如果以单独诉讼的
方式审理，则会产生数万件具有相同事实
基础或法律争议的案件，法院不得不从事
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反之，如通过集团诉
讼予以一次性解决，则会提升司法效率和
节约司法资源。最后，从整个社会看，如

绪，并在程序保障机制中制定出具有正当
性和拘束力的纠纷解决方案。美国就多次
利用集团诉讼解决种族隔离、虐待儿童、
性别歧视等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群体性事件，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长期不对市场不法行为进行惩戒，不法行
为人势必变本加厉，引发“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在群体性侵权行为中，集团诉讼或
许是将行为成本强加给侵权者的唯一途径，
确保任何人都不能从其不法行为中获益③。
就证券市场而言，集团诉讼的有效利用可
以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市场运作，
恢复乃至提升广大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在这种长远而重大的“收益”面前，即便
集团诉讼存在一些负面成本（况且可控），
也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促使其积极提起集团诉讼。
二是集团诉讼的受理。当事人起诉后，
法院会用 3-5 个月时间从事审前准备工作。
具体包括：对集团诉讼请求进行形式审查，
主要是看内容完备与否、形式是否规范；
向被告送达诉讼通知，并要求其提交答辩
状等。
三是集团诉讼确认（实质审查）。集
团确认一般包括三个步骤：1. 审查先决条
件和维持条件。先决条件包括：（1）数量
性 (numerosity)，集团成员人数众多，让他
们每个人都参与庭审并不现实；（2）共通
性 (commonality)，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法
律或事实问题；（3）典型性 (typicality)，
代表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在集团中具有典型
性；（4）适足性 (adequacy)，代表人能公平、
充分地维护未参加庭审当事人的利益。维
持条件包括：（1）集团成员分别起诉可能
导致矛盾判决或损害其他集团成员的利益；
或（2）被告实施了适用于全体集团成员的
行为，需要法院向集团整体作出禁止令或
宣告性判决；或（3）集团共同的法律或事

（三）政治考量：公共政策修正
集团诉讼既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也是一种“政策修正模式”，它可以通过
发布禁止令或宣告性判决等方式影响乃至
改变公共政策，具有实现公益的功能。利
用集团诉讼影响或改正公共政策的好处在
于：将复杂而敏感的政治问题转化为纯粹
的法律技术问题，通过法官与民众之间的
理性对话，弱化社会中存在的对立紧张情

三、制度构成与基本流程
一是集团诉讼的提起。由于提起集团
诉讼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个人投资者一
般缺乏充足的诉讼动力。集团律师可以通
过胜诉酬金制收取非常可观的代理费，往
往会主动寻找适格的首席原告（代表人），

③ See David Rosenerg, Mandatory-Litigation Class Action: The Only Option for Mass Tort Cases,115 Harv. L. Rev. 831,
848-85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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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占主导地位，以集团诉讼方式处理
纠纷更公正。2. 确定首席原告人选。法院
在确定首席原告时，主要遵循的标准是代
表的充分性。法院一般是挑选那些具有最
大经济利益（受损最大）、最能充分保护
集团利益或者最有能力挑选和监督集团律
师并使其从事有利于集团利益之代理活动
的当事人。3. 确认集团律师。标准是能否
充分地主张和维护集团成员利益。法院一
般会认定协助代表人起诉的律师担任集团
诉讼律师。其他律师也可主动申请担任集
团诉讼律师。如果法院发现某律师不合适，
可予以否定。

直到达成和解或获得胜诉判决，律师再从
赔偿金中抽取 30% 左右的酬金，反之，律
师就将自担风险。此外，为防止律师抽取
暴利，不当挤压投资者赔偿金额，律师费
必须经过法院批准。

四是声明退出制。集团诉讼一旦被法
院确认成立，首席原告和集团律师应通过
全国性的报纸或媒体通知集团成员。接到
通知后，集团成员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声
明退出”，否则将自动加入集团诉讼，并
受到最终诉讼结果的拘束④。为最大限度地
保障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集团诉讼赋予当事
人两次“声明退出”的机会。一是集团诉讼
程序启动阶段，二是和解协议磋商阶段。
五是集团诉讼和解。集团诉讼很少能
够走到法院裁判这一步，大多以和解方式
结案。和解方案是双方律师反复磋商的结
果，但需要经过法院审查认可。法官一般
不会对和解协议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但
会对双方当事人作出相关暗示。法院还可
以就和解协议的内容举行听证，这也是集
团成员对首席原告和集团律师诉讼活动进
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六是诉讼费用。在集团成员获得赔偿
前，集团代理律师会垫付所有诉讼费用，

并为一个集团诉讼，可以达到精简程序、
缩短周期，降低诉讼成本的目的。

四、制度评价
（一）积极作用
一是提高了程序效率，降低了诉讼成
本。在具有共同法律或事实问题的证券群
体性纠纷中，将众多当事人的索赔请求合

二是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提升了诉
讼的动力。在证券欺诈行为发生后，大部
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往往会选择消极等
待，准备“搭便车”，而非积极利用传统
的诉讼模式维护自身权益。但是集团诉讼
能够将小额、分散的损失汇总成一个数目
可观的诉讼标的额，并通过胜诉酬金制度
激励律师积极发挥推动诉讼进行的作用。
对于受损害的投资者而言，专业律师的加
入以及律师垫付诉讼费用的做法，大大降
低了诉讼风险与成本，能够有效保障其提
起诉讼的动力。
三是能够有效震慑不法行为人，规范
其市场运作。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大部分是
针对市场不法行为提起的。据统计，美国
证券集团诉讼的诉因主要涉及证券欺诈与
市场操纵（规则 10b-5）、交易者违反证券
交易规则（《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11 条）

④ Rule 23(c)(2):‘In any class action maintained under subdivision (b)(3), the court shall direct to the members of the class
the best notice practic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individual notice to all members who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reasonable effort. The notice shall advise each member that (A) the court will exclude him from the class if he so requests by
a specified date; (B) the judgment, whether favorable or not, will include all members who do not request exclusion;and (C)
any member who does not request exclusion may, if he desires, enter an appearance through his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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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行人违反证券注册要求（《1934 年证
券交易法》第 12 条）等行为 ⑤。对被告公
司来说，因遭受集团诉讼而支付的巨额赔
偿金将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迫使上市公司
及其董事、高管人员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和
规范市场运作。
四是可以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
避免司法不公。集体诉讼将所有索赔请求
集中在一个程序中，能够为被告公司制定
统一的行为准则。譬如，在债券持有人主
张法院判定将其债券转为普通股的涉众性
案件中，若通过集团诉讼一次性处理，便
能避免同类诉讼而裁判不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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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代表人次数（3 年内最多只能担任 5 次）；
三是加强法院对集团律师的审查，将律师
费控制在赔偿金的 30% 以内，同时加大对
其滥诉行为的惩罚力度。1998 年颁布《证
券诉讼统一标准法》（Securities Litigation
Uniform Standards Act）， 将 50 人 以 上 的
集团诉讼案件管辖权收归联邦法院。2005
年出台《集团诉讼公平法》（Class Action
Fairness Act of 2005）进一步将标的额 500
万美元以上的州际集团诉讼，收归联邦法
院审理，同时赋予法院对和解方案的审查
权利。最终，通过以上修法行为，美国国
会提升了诉讼门槛，加大了司法审查力度，
令集团诉讼的消极影响得到了有效的管控。

（二）消极影响
五、启示与建议
美国允许集团律师通过风险代理方式
（胜诉酬金制）收取费用。在证券集团诉
讼中，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代理律师往往
能够获得极为丰厚的报酬。律师的牟利动
机一方面激励其主动寻找乃至创造起诉的
机会和条件，大大提升了集团诉讼的利用
率；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滥用诉讼、恶意诉
讼以及原告集团律师与被告公司合谋侵犯
投资者利益等问题，伤害了具有正当诉求
的集团成员和负责任的被告公司，对州际
商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进而损害了公众对
国家司法系统的尊重。
美国国会 1995 年出台了《私人证券诉
讼 改 革 法 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制定了一系列的限制举措：
一是加大原告在起诉阶段的证明责任，限
制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的运用；二
是将代表人选任条件由“先到先占”改为
“利益最大者”，严格限制受偿金额和担

以上表明，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既
不是完美无缺的“闪亮武士”，也非无法
掌控的“绿妖怪”，而只是一种相对有效
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任何夸大其制度
优势或弊端的观点，都有失公允，更难被
信服。从既有经验看，美国证券集团诉讼
的积极作用总体上大于其消极影响；而且
只要激励机制与制约措施设计得当，这些
消极影响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管控。我们应
在保持扬弃态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证券
集团诉讼制度中的有益做法。
受制于司法体制、法官业务能力以及
市场发展水平等客观条件，我国证券集团
诉讼始终难有大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建立和完善证券集团诉讼的一
些条件开始逐步实现：1. 我国积极推动省
以下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并探索建立与行
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理制度；2. 设立

⑤ NERA Economic Consulting, Recent Trends in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Litigation: 2017 Full-Year Review, http://www.
n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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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庭，充实证券期货等金融专业
审判队伍；3. 提出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方案，
倡导建立更加市场化的证券上市发行制度。
我国民诉法第 54 条所规定的代表人诉
讼制度，原本就是在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
讼基础上建立的，已然具备了集团诉讼的
一些基本元素，譬如代表制、既判力扩张等。
与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相比，我国代表
人制度还存在被司法机关“雪藏”、征集
当事人成本过高、代表人权力有限以及激
励机制缺乏等问题，亟需有针对性地予以
完善：
一是废除最高人民法院 2003 年出台的
《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
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对
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不宜以集团
诉讼的形式受理”的法律规定。这一司法
解释条文排除了集团诉讼在我国证券期货
领域的适用可能性，使证券群体纠纷缺乏
有效的司法解决路径，众多受损害的投资
者欲诉无门，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者也难
被惩罚，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埋下
了重大隐患，因此应予以废除。
二是修改《民事诉讼法》第 54 条，变
当事人权利登记制度为“明示退出、默示
加入”制度。按《民事诉讼法》54 条规定，
当事人若要加入代表人诉讼，必须亲自到
受诉法院申请登记。由于群体纠纷涉及的
受害人居住得都非常分散，且人数众多，
该制度加大了代表人诉讼的启动难度，妨

碍了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建议引入声明退
出规则，把法院公告期内没有明确表示退
出的人，视为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所得结
果拘束全体当事人，否则，当事人则不受
拘束，可另行起诉，从而达到简化程序、
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是完善配套制度，确立适度的诉讼
激励举措，确保集团诉讼制度动力充足。
我国代表人诉讼最大的问题是诉讼动力不
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代理律师缺
乏应有的激励。纵观发达证券市场，集团
诉讼代理律师都可抽取一定比例（在 30%
左右）的赔偿金作为酬劳，使得集团诉讼
制度运行顺畅。我国可借鉴这一做法，在《律
师法》《证券法》中明确规定，代表人诉
讼的律师可通过风险代理的方式收取费用，
同时划定律师收取酬金比例的上限，防止
律师谋取暴利。
四是明确代表人的选任条件，加强法
院对集团诉讼的审查力度，防止滥诉现象
产生。考虑到诉讼激励举措有可能招致滥
诉风险，立法应同时确立必要的制约机制。
其一，明确代表人选任条件，着重考察其
经济利益的大小、诉讼能力以及能否公正
地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限制当
事人在一段时间内担任代表人的次数，如 3
年内最多不超过 5 次。其二，加强法院的
审查力度，积极发挥法院对代表人标准和
集团律师人选、诉讼通知方式、和解协议
内容、赔偿金分配方案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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