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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妥当权衡私主体利益保护和债权流通价值保障，对债权转让的限制存在法定限制和约定限制。
基于公共利益或者私利益保护的法定限制都应符合比例原则，这有助于判断规范的妥当性，也有助于司法对违反

限制后果更为多元化的处理。据此，金融安全的公共利益不能否认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债权部分转让也需要考

虑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的区分、诉讼规则的协调。违反约定限制的债权转让对受让人的效力，《民法典》妥当地

区分了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受让人的善意恶意。无论是金钱债权还是非金钱债权，受让人都能够取得债权；但

是，如果被转让的是非金钱债权且受让人具有明知或者重大过失的恶意时，债务人有权选择向受让人主张债权禁

止转让的抗辩。

〔关键词〕　债权转让；债权转让禁止；禁止转让约定；金钱债权；未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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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债从主观的人身关系转变为客

观的经济关系，其经济价值得到承认，债权由此具有

流通能力可以被自由转让，使得将来的给付变为现在

的对价①。债权价值能够被用于多种目的，包括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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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罗马法中，最初不允许债权的转让，之后通过诉讼代理、扩

用之诉实现，最后才承认了真正的债权转让。参见〔德〕卡泽尔、克努特

尔：《罗马私法》，田士永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７６－５７９页。关
于债权转让的历史发展和经济考量，Ｌｕｉｇ，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Ｚｅｓｓｉｏｎｓｌｅ
ｈｒｅ，Ｂｈｌａｕ，１９６６；Ｋｔｚ，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ｌ．２，ＭｏｈｒＳｉｅ
ｂｅｃｋ，２０１５，ＳＳ．４９５－４９７；〔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
位》，王书江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０－２３、４８－４９
页；申建平：《债权让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３５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基于与现行法条文的一致，选择了债权“转让”而非

“让与”这个术语，无论用债权“让与”还是“转让”，真正重要的是区分

法定的和意定的原因导致债权从让与人移转到受让人处，区分债权转

让效果、债权转让行为和产生债权的行为。本文选择用债权“转移”指

代法定的债权转移，债权“转让”指代意定的债权转让；在意定的债权转

让中，用“债权转让合同”指代债权转让的基础关系。同时，用债权“让

与”并不必然意味着债权让与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用债权“转让”也

不必然意味着不承认上述独立性和无因性，无论何种术语并非必然伴

随着特定的教义结构，之所以对不同财产权利的移转用不同的名词，是

因为不同的财产权利转移的要件不同，是不是需要公示不同，为了精确

起见，遂有不同的名词，因此，意定的债权转让在德文中用Ａｂｔｒｅｔｕｎｇ、英
文中用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予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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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转让和以担保为目的的债权转让①，债权也可

以成为执行的标的（《民诉法解释》第 ５０１条第 １
款）。诸多交易皆可借助于债权转让予以实现，例如

担保、托收、资产证券化、保理、Ｐ２Ｐ等；除此之外，私
法中还存在大量法定的债权转移，例如担保人、连带

债务人、代为清偿的第三人、保险人等所享有的追偿

权的构造、代位执行等，而法定债权转移也多能够准

用意定债权转让的规则②。

如同所有的财产转让一样，债权转让要体现所谓

的“继受自由（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和“继受保护
（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ｓｓｃｈｕｔｚ）”的平衡，继受自由是指任何财产
均可自由移转，继受保护是保护非属于移转当事人的

第三人利益不受到继受自由的损害，〔１〕Ｓ．１１９４而在债

权转让中，就是要协调体现债权的流通价值和债务人

利益的保护。债权转让无需取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

人没有拒绝的权利，其难以防止债权转让，甚至可能

存在根本不通知债务人的隐蔽型债权转让，债权可以

被自由转让，这就已经体现了“继受自由”，此时就更

应注意“继受保护”，以防止债务人因债权转让遭受

不利益，未经债务人同意，受让人所享有的地位也不

应 优 于 让 与 人 曾 经 享 有 的 地

位③。〔２〕Ｓ．５８６〔３〕ＳＳ．５１９ｆ〔４〕７２４〔５〕４０１债权转让中对债务人利

益的保护机制包括对债务人的事前限制性保护（即

禁止转让的债权）、事前程序性保护（即通知债务人）

和事后延续性保护（即抗辩和抵销延续）。本文即着

眼于普通债权④，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

文简称《民法典》）的相关规则，重点讨论其中对债务

人的事前限制性保护，也即禁止转让的债权。债权被

禁止转让，可能是基于法定的限制，即根据合同性质

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也可能是基于约定

的限制，即债务人和让与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与

该主题直接相关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法定限制的教

义学归类以及基于利益考量判断违反法定限制对债

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未来债权和部分债权的可转

让性和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效力，本文即直接针对这

些问题予以讨论。在论述结构上，本文首先区分对可

转让债权的法定限制和约定限制而予以分别讨论；其

中在对可转让债权的法定限制中，也需要讨论将来债

权的转让和债权的部分转让以及是否属于法定限制

的范围。在价值上，分析禁止转让债权的具体范围和

效力时，本文在整体协调债务人利益保护和债权的流

通价值、继受保护和继受自由之间价值平衡关系的基

础上，对现有的规范、司法实践和理论予以分析检讨，

以更好地体现立法、司法和学说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债权转让的法定限制：基于公共利益保护

（一）一般界定

随着债权的流通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债权具有

可转让性构成了问题的出发点，绝对不得被转让的债

权的范围越来越少⑤。例如，原《担保法》第６１条规
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

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８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
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人可以转让债权；《民法

典》第４２１条则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
也可将部分债权转让，只是最高额抵押权不随之转

让。再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第２款规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

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

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该规定借鉴

了《德国民法典》１９９０年之前的规定，但是学者认为
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导致在受害人重伤时的时间竞赛，

即被害人的监护人会赶紧提起诉讼并且力争在原告

死亡之前起诉书能够到达加害人，因此德国法在

１９９０年后取消了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高度人身性
的限制性规定。〔６〕２３５－２３６

《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也同样以债权可被转
让为出发点，但第（一）（三）项规定了根据债权性质

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不能被转让，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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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统一商法典》（以下简称 ＵＣＣ）认为，应收账款的让与
担保和转让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担保性债权转让仅仅是在实现担保

权时需要进行结算，因此在第９编对两种情形不加区别地予以规定，
ＳｅｅＵ．Ｃ．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１０２，Ｃｏｍｍｅｎｔ２．；《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应收账款
转让公约》（以下简称《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２条、《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以下简称ＰＩＣＣ）第９．１．１条、《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
交易示范法》第１条第２款皆如此，具体参见李宇：《民法典中债权让
与和债权质押规范的统合》，《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５７－５９
页。有追索权保理使得担保性债权转让和完全债权转让之间的界限

更为模糊。同时，由于我国《物权法》对应收账款等债权质押对债务

人的内部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应当准用《合同法》中债权转让

的规则，以填补债权质押的规范漏洞。

《德国民法典》第４１２条就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１５条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债务人的

原则”。

这意味着，本文所讨论的“债权”不包括票据债权、债券等证

券化的债权。

“陕西西岳山庄有限公司与中建三局建发工程有限公司、中

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民一终字第１０号民事判决书即表明：“法律、法规并
不禁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只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

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得转让，债权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

并通知债务人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债权人无须就债权转让事项征

得债务人同意。”



被统称为对债权可转让性的法定限制。此种限制应

当具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这些理由可能包括：保护

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以实现特定社会政策的公共利

益；保护特定主体的私利益。后者又可以区分为保护

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保护让与人的利益和保护债务人

的利益。不同的规范目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

的①。

如果基于公共利益因素禁止转让债权，则即使债

务人同意，债权也不得转让。如果禁止转让债权是手

段，保护公共利益是目的，此时在判断禁止转让债权

的规范妥当性时，就需要判断手段和目的之间是否符

合比例原则。同样，在司法上，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

此类债权的转让合同是否无效，则要依据《民法典》

第１５３条予以具体判定，在判断被违反的规范是否是
效力性规范、转让合同是否违背了公序良俗时，同样

也需要考虑上述比例原则。

如果禁止转让债权与保护公共利益无关，即禁止

转让债权这个手段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不具

有比例原则所要求的“适当性”，则禁止债权转让就

是不妥当的。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

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

函〔２００１〕６４８号）规定：“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
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

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

企业。”据此，禁止商业银行将贷款债权转让给不具

备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其可能的目的

在于保护贷款业务资格特许背后的金融秩序。但是，

转让具体的贷款债权，属于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转让

给第三人，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

活动，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问题，因此，禁止该

债权转让就和保护金融秩序的公共利益之间不具有

“适当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

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

的批复》（银监办发〔２００９〕２４号）就改弦更张，其中
规定，对商业银行向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等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

规定，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主体无须具备从事贷款业

务的资格。

同样，比例原则还要求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必要

性”，即实现同样目的的多个手段之间应采取损害最

小的手段。如果保护公共利益无需绝对禁止转让债

权，而只需要采取限制特定的受让人、转让方式和转

让目的等手段即足以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那么

同样无需绝对禁止转让。例如，《财政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金〔２００５〕７４号）规定：“二、下列资产不得对
外公开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

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计划

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和敏感

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三、下列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

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６
条进一步明确规定此类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这里就

并非采取绝对禁止债权转让的方式，而仅仅限制特定

债权的转让方式和特定的受让人。采取限制特定受

让人这种手段的例子还有，将文物买卖合同中取得文

物的债权转让给外国人，因此可能违反《文物保护

法》第２５条规定的，此时，就应当限制将该债权转让
给外国人②。〔７〕１４９除此之外，还有禁止基于特定目的

而转让债权，例如《信托法》第１１条第（四）项规定，
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因此，不

得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而进行债权转

让。

（二）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

债权转让合同和债权转让效果的发生在理论上

要予以区分，只是债权转让效果的发生是否需要一个

区分于债权转让合同的处分行为抑或仅需其他法律

事实，仍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导致了债权转让行为是

否需要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讨论。但无论如何，债权转

让合同无需债权的特定化，但债权转让效果的发生需

要债权的特定化。这在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时转让债

权已存在的情形中并无疑问，将这些债权予以“打

包”而一并转让时也同样如此。可能存在疑问的是

未来债权以及对未来债权“打包”一并转让是否允

许，即未来债权是否具备可转让性。这在资产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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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观点认为，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与依照法律规定

不得转让的债权在目的上是不同的，后者是与基于公法的社会政策相

衔接的，因此保护特定主体的私利益的都应归入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让

与的债权，两者区分的实益在于特定主体是否能够放弃保护而同意转

让。参见庄加园：《〈合同法〉第７９条（债权让与）评注》，《法学家》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６７页。本文认为，教义学归类是判断的结果而非
判断的依据，实质性的问题仍然在于禁止债权转让的规范目的是保护

公共利益还是特定主体的私利益；如果是前者，则不能够因为特定主

体的同意而使得债权能够被转让。同时，本文暂不考虑服务于其他权

利而具有从属或辅助功能之债权的转让限制，这种限制更多是基于受

让人利益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并非禁止转让而仅是禁止单独

转让。

限制特定受让人的例子还有，《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２６１条第１
款规定案件当事人的债权不得转让给司法人员和相关人员，否则转让

无效，此条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司法公正。



化、保理等业务中极为重要。这些业务中注重的是基

础资产所能够产生的现金流，只要未来能够产生现金

流的资产都可以作为基础资产，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是，可能作为基础资产的未来债权是否具备可转让

性。

在理论上，未来债权包括两类：一类是已经存在

基础法律关系（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ｇｅｌｅｇｔ）的未来债权，例如附
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的债权；基于继续性合同所产生

的未来债权；债权人自身的给付行为尚未完成，但一

旦完成即可产生的债权等。另一类是没有基础法律

关系（ｎｏｃｈｋｅｉｎＧｒｕｎｄｇｅｌｅｇｔ）的未来债权，例如尚未
订立合同的买卖、租赁等所产生的债权，即“纯粹的

未来债权”。〔８〕Ｒｎ．７２ｆｆ．〔２〕Ｓ．５８４ｆｆ．〔９〕６１６—６１７〔１０〕２２〔１１〕１４〔１２〕１６就

此，实践中所说的收益权就可以区分为上述两类未来

债权。如果收益权本身以基础合同作为基础，那么实

质上就是已经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未来债权，例如最

高人民法院第５３号指导案例中的因污水处理项目收
益权，就是基于提供污水处理服务而产生的未来金钱

债权。而对于没有合同基础，须待以后生产经营、提

供服务或许可而产生的收益，例如路桥收费、公用事

业收费等，实质上是未来可获得的许可使用费或特许

经营费，则属于纯粹的未来债权。〔１３〕

英美普通法中遵守“不能转让自己没有的东西

（ｎｅｍｏｄａｔｑｕｉｎｏｎｈａｅｔ）”，不承认未来债权的转让，
但是在衡平法中，“衡平法将本应成就者视为已经成

就（ｅｑｕｉｔｙｌｏｏｋｓｕｐｏｎｔｈａｔａｓｄ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ｄｏｎｅ）”，此时，一旦转让未来债权，对受让人发
生衡平法上的债权转让①。面对交易实践的强烈需

求，所有反对未来债权可转让性的教义和法政策理由

都被消解了，并且基本上没有根据；可能的危险在于，

会不公平地损害让与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但这并非

一禁了之，而是要求作为担保手段必须登记或者在让

与人破产情形下削弱担保性让与的效力以保护其他

债权人。〔３〕Ｓ．５０７因此，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性公约

或者文件明确规定了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②。其中

的限制仅仅在于避免过度担保，如果债权转让使得让

与人丧失了经济上的处分能力，则此种转让因违背公

序良俗而无效，例如不能将其未来的工资请求权全部

转让出去。〔３〕Ｓ．５０５〔１１〕〔１４〕５４６

我国现行法中，《民法典》第４４０条第（六）项规
定，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都可以被出质，《应

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２条第１款同样如此规定。
基于应收账款质押和应收账款转让的结构相似性，可

以认为未来债权也可转让，实践中也多有案例予以承

认，但也有案例予以反对③。同时，以债权转让为核

心的保理业务中，《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基于未来应收
账款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２４日）中规定：“在合同效力上，只要不具有《合同
法》第５２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均应当认定有效。
对于未来债权能否作为保理合同的基础债权的问题，

在保理合同订立时，只要存在基础合同所对应的应收

账款债权，则即使保理合同所转让的债权尚未到期，

也不应当据此否定保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但是，

这仅仅解决了已经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未来债权的

可转让性，还没有解决纯粹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针

对《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上述规定，

法院倾向于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保理合同效力④。

可能否认未来债权可转让性的理由主要在于金

融安全，但是金融安全必须与金融创新之间形成平

衡，完全否认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会妨碍资产证券

化、保理等业务的开展。在实践中，确实出现了将未

来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予以转让后，再将之包

装，通过证券化将风险甩给社会投资者，基础资产出

现问题时，后面的所有环节全部崩坍，产生诸多的社

会问题。对此确实需要予以解决，但解决方式并非直

接限制未来债权的转让，毕竟在第一环节的债权转让

中，受让人可以通过尽职调查、风险评估、账户监管等

方式避免自己的风险。因此，金融安全的维护并无必

要一概否认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而是要更为注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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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未来债权转让在英美法上的历史发展过程，参见〔美〕范

斯沃斯：《美国合同法》，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７１５页以下。

例如，《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之六、《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２３条
第３款、《国际保理公约》第５条第２款、《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８条
第１款、ＰＩＣＣ第９．１．５条、ＰＥＣＬ第１１：１０１条、ＤＣＦＲ第ＩＩＩ－５：１０６条、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３２０－３２１条、ＵＣＣ第９－２０４条（ａ）。

例如，“林庆发与周伟利、缪月云、彭育军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粤０１民终６３５１号民事判决书】承
认了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形成的未来债权；“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

总公司与利华德国际信息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

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９）二中民终字第１３２２９号民事判
决书】却否认了基于律师委托合同形成的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国内保理纠纷相关审

判实务问题研究”，《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７３页；“广东兴发
铝业（江西）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分行保理合

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９６民终３００号民事判决书；“北京
恺思德工贸有限公司、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等与星展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２０１７）京０３民终９８５３号民事判决书。深圳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

（试行）》第１２条第（三）项规定，当事人仅以保理商所受让的应收账
款为未来应收账款进行抗辩的，不影响保理合同效力。



此为基础的后续衍生交易环节中的监管、适格投资

者、管理人的信义义务等规则。据此，《民法典》第

７６１条规定，可以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
给保理人，承认了保理中未来债权的转让；依据《民

法典》第４６７条，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可以参照适
用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故该规定可扩展适用于所有

的债权转让，即未来的债权也可被转让。

当然，转让的未来债权应当可以被特定化（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ａｂｌｅ），此种特定化并非在债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已
经被特定化，而是在未来债权实际产生时能够被识别

为被之前的债权转让合同所涉及。只要存在债权的

特定化标准，例如某项交易中的所有债权、对某主体

的所有债权，在某时间段内的债权等，都可被转

让①；〔５〕３９３〔１１〕即使将数项未来债权一并转让，也同样

存在特定化标准即可，而无需个别具体说明。实践

中，也有判例认为，判断未来债权是否具有可转让性

的核心在于具备合理期待性和确定性，债权是否具备

足够的期待利益，如果仅约定将让与人特定期间内

“ＰＯＳ机上形成的所有应收账款及其收款权利”转
让，对于交易对手、交易标的及所生债权性质等债之

要素均未提及，亦无其他可对该将来债权予以确定的

约定，同时据以推算出可转让未来债权金额的经营状

况记载并非真实，则此种虚假记载并不足以对所涉未

来债权产生合理期待，亦不具备将诉争未来债权转让

他人之基础②。但是，只要双方能够通过债权发生期

间特定化转让的未来债权，受让人可以自行评估其中

风险，且恰恰是因为未来债权而根本无法提及“交易

对手、交易标的及所生债权性质等债之要素”，并无

必要否认此等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至于让与人经营

状况虚假记载，则仅涉及受让人因虚假记载所受欺诈

而产生的撤销权。〔１３〕１６３

三、债权转让的法定限制：基于私利益保护

（一）一般界定

保护特定主体的私利益可以区分为保护特定第

三人的利益、保护让与人的利益和保护债务人的利

益。其中，保护特定第三人的私利益可以成为法律禁

止债权转让的充分且正当理由③，但是，被保护的特

定主体的同意可以使得债权能够被转让。例如《保

险法》第３４条第２款规定 “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

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保险单债权的禁止转让是

为了保护被保险人，避免发生道德风险，此时，被保险

人的书面同意可以使得保险单债权能够被转让。

还有些禁止债权转让的规范目的是为了保护债

权人的利益。例如，禁止扣押的债权，一般认为不得

被转让④。但是，在此还需要细致区分禁止扣押的目

的来判断是否禁止转让，如果是基于社会政策禁止扣

押的债权，此时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该债权不得被

转让，不得经由特定主体的同意而被允许转让；但如

果禁止扣押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最低生活要求，这也

涉及债权人不因过度转让而依赖国家救济的公共利

益，因此债权人也无权放弃，但是此种禁止扣押是禁

止不按债权人意思进行处分，如果债权人自行处分并

取得相应对价，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就已经实现，此时

应允许债权人转让债权。〔１４〕２８８〔１５〕７９〔１６〕４５５

最后一种就是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的目的而禁

止债权转让。或者是债权转让必然导致让与人违反

法定义务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例如，德国法院不允

许医生将其对病人的酬金债权转让给结算中心，并且

也不允许转换成收取款项的授权，因为这必然涉及到

治疗数据的转让，只要病人未同意，就会违反医生的

沉默和保密义务⑤；或者是依据履行的性质，债权人

的变动必然导致债权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例如要求医

院进行手术或者要求律师提供咨询的债权；或者是债

权人的变动会危害债务人基于基础关系所享有的利

益，即实质性地增加了债务人的负担或风险，或实质

性地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例如委托人根据委托合同

请求受托人履行特定委托事务的权利、承租人请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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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ＧＨＺ３０，２３８，２３９ｆ；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５，１６６８，１６７１．
“卡得万利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福建省佳兴农业有限公司、

陈小峰商业保理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沪民申
２３７４号再审裁定书。

典型的例子是在破产重整中，普通债权往往采取分段累进制

清偿，如果此时一概允许破产债权转让，债权人可能会获得比债权转

让前更高的清偿比例。例如，债务清偿计划规定债权１万元以下（包
含１万元）的部分全额清偿，超过 １万元的部分按２０％的比例清偿，
甲享有债权０．５万元，乙享有债权１．５万元，债务人需支付１．６万元；
但如果允许破产债权转让，乙可将０．５万元破产债权转让给甲，甲和
乙的债权都是１万元，此时债务人需支付２万元。这会损害其他债权
人这些特定第三人的利益。

《德国民法典》第４００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具体类型在我国
现行法可能包括以下财产中的债权：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

活必需费用（《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３条第１款）、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证金、社会保险基金、证券经营机构向证券交易所交存的

用于防范交易风险的交易保证金、有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事业向银行

申请信用证而备付的信用证开证保证金等，具体整理参见杨明刚：《合

同转让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９页。在日本法中，
法律上禁止转让的债权还包括扶养请求权、养老金请求权、劳动基准

法上的灾害补偿请求权、健康保险法上的保险给付请求权等社会福利

性权利，参见〔日〕我妻荣：《新订债法总论》，王邁译，中国法制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ＢＧＨＺ，１１６，２６８；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９１，２９５５；ＮＪＷ１９９３，２３７１ｆ．



付租赁物的债权①。据此，首先，债权人的变动必须导

致了债权内容、债务人的风险或者利益的实质性变更

时，才有必要禁止转让。通常认为，即使受让人比让

与人更为挑剔而可能对债务人增加负担，但这种轻微

的负担不足以构成实质性变更。〔４〕７０９例如，Ａ有权请
求保安公司提供保安服务，防止保管木材的仓库失

窃；但后来该仓库出售给了 Ｂ，Ｂ计划以该仓库存放
电子设备，由于存放电子设备的安全风险比存放木材

高很多，这就构成了实质性变更②。

其次，既然这些禁止债权转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

债务人的私利益，那么债务人有权放弃此种保护，债

务人可以同意这些债权的转让，或者可以事先做出允

许转让的约定③。〔１７〕Ｒｎ．２５．〔１８〕Ｒｎ．２３但是，基于转让对债

务人利益的不同影响，在债权人的变动必然导致债权

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的情形，债务人的同意在无明确意

思表示时应当推定发生债的更新，债的同一性不复存

在；而其他情形，则应推定发生债权的转让，债的同一

性仍然存在，而债的同一性涉及到抗辩、担保等是否

继续存在的诸多问题。〔１７〕７６〔１５〕１６４

再次，对债务人的保护并非必然通过债权转让合

同无效来实现，而可以考虑其他可能的方式，避免对

债权流通性的过强限制。例如，产量需求合同（根据

卖方的产量或者买方的需求衡量货物数量的条款）

涉及到债权人的自由裁量，让与人和受让人的需求量

可能大相径庭，故此类债权不具有可转让性；但 ＵＣＣ
第２－３０６条消除了此种自由裁量成分，代之以已设
定的估算产量或者其他合理的客观标准；同时第２－
２１０条（ｅ）规定债务人可以通过不安抗辩权要求受让
人提供履约担保，以在实现此类债权可转让性的同时

保护债务人的利益④。再例如，如果财产保险的保险

标的转让，此时会产生法定的债权转移，让与人根据

保险合同产生的权利也将转让给买受人；但保险公司

在决定是否提供保险以及确定保险费率时考虑到让

与人的个人情况，此种转让会实质性变更保险公司的

风险，其与意定的债权转让背后的利益关系是相同

的；因此２００９年前的《保险法》第３４条规定“保险标
的转让必须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

依法变更合同”。但是，２００９年后《保险法》第４９条
改变了此规则，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

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但“因保险标

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有权在收

到通知之日起３０日内“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
者解除合同”。甚至，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没有

必要在债务人不同意时使得债权转让合同绝对无效，

而使得债权转让合同仅相对于债务人而言无效即

可⑤；甚至可以考虑债权转让合同有效，但赋予债务

人以选择权，即债务人仍有权选择向让与人履行，并

对受让人的履行请求有拒绝的权利。

（二）债权部分转让

《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规定“债权人可以将
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据此，似

乎可认为债权原则上是可以部分转让的；但是，第

（一）项又同时规定了“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的债

权不得被转让这个例外，由此这类债权也不得被部分

转让。属于该例外的情形：首先是不可分的债权；其

次也最为重要的是，债权部分转让如果实质性地增加

了债务人的负担或风险的，同样也属于“根据合同性

质不得转让”的情形。

在此需要区分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对金钱

债权而言，其首先是可分债权，其次金钱债权的部分

转让也不会实质性增加债务人的履行负担；因此，金

钱债权可以部分转让。对于非金钱债权而言，只有对

该债权的履行是可分的，并且部分转让不会实质性增

加债务人的履行负担的，才可以部分转让；当然，如前

文所述，该规定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因此在债务人同

意时，也同样可以部分转让⑥。

但是，债权部分转让会导致存在多个债权人，由

此出现债务人与多个债权人之间判决不一致、债务人

面临多次诉讼和举证的负担等可能风险。基于这个

原因，英美普通法最初不允许债权的部分转让，但这

似乎又过分僵化；因此目前允许债权的部分转让，但

通过程序法予以配 合 以 减 少 此 种 可 能 的 风

险。〔１９〕ｎｏ．１５－１０３〔４〕７０６－７０７〔２０〕８９８，８９９美国《合同法重述（第

二次）》第３２６条首先认可了债权的部分转让，同时
规定，如果债务人没有允诺单独履行被转让的部分债

权，让与人或者受让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一旦债务

人提出反对意见，诉讼即不能被支持；除非对所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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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３１７条（２）（ａ）和ＵＣＣ第２－
２１０条（ｂ）。《德国民法典》第３９９条将后两者统称为“向原债权人以
外之人为给付将变更债权的内容”，《欧洲民法典参考框架》（以下简

称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９条第１款称之为“依履行的性质或债务人与债
权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合理地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之外的人履行的债

权”。原《合同法》的立法释义中将此限定为基于特定当事人的身份

关系（例如基于信任关系订立的委托合同、雇佣合同和赠与合同等）

产生的特定债权，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

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８页。
Ｕｎ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１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１．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２．
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９条第２款对此予以明确规定。
Ｕ．Ｃ．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２１０，Ｃｏｍｍｅｎｔ４．
ＰＥＣＬ即采取此种方式，其在第１１：３０２条规定此时债权转让

相对与债务人而言无效（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
ＰＩＣＣ第９．１．４条、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７条。



的债务享有权利的所有当事人都参加诉讼（ｊｏｉｎｅｄ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除非参加诉讼不可行并且不参加诉
讼而进入程序是公平合理的。这种方式类似于“诉

的强制合并”，确实有助于减少上述风险；但是，该方

式似乎过分地忽视了部分债权人的利益。部分债权

人基于维持与债务人之间良好关系等合理理由而不

起诉债务人，则其他债权人也无法单独起诉，这似乎

对这些债权人的利益并不利。并且，判决不一致的原

因很多，可能是基于部分债权人的债权数额较低等原

因不愿进行充分举证，这本来就属于该债权人的利益

处分范围，此种情况下对部分债权人的判决不对其他

债权人具有绝对的既判力反而是正当的①。在我国

现行法中，债权部分转让时，由于诉讼标的并非共同，

并非属于《民事诉讼法》第５２条中的必要的共同诉
讼，而是普通的共同诉讼，此时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

理并经当事人同意时才作为共同诉讼。如果当事人

不同意，此时不应作为共同诉讼；但为了查明事实，法

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的规定将其他债
权人列为第三人②。

四、债权转让的约定限制

（一）绝对效力

在汽车、电商、超市和钢铁等领域，债权人和债务

人经常会约定债权不得转让。这种约定有利于债务

人，使得债务人能够不面对可能更为苛刻的新债权

人、交易清算明晰、回避会计财务等事务手续的繁杂、

避免因忽略转让通知而向让与人错误履行的风险、确

保抵销利益、避免受让人住所地不利的法律和税收制

度等。〔２２〕９０１〔２３〕６８对于《民法典》第 ５４５条第 １款第
（二）项所规定的“根据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

权，如果其被转让，禁止债权转让约定所产生的法律

效力应当在该等约定所追求的债务人利益保护和债

权流通价值的维护之间予以妥当权衡。

对违反禁止转让约定的债权转让对受让人的效

力存在不同的观点③。第一种观点认为禁止转让约

定具有绝对效力，此时债权转让合同绝对无效或者不

生效，受让人根本未取得债权，但债务人的同意可以

补正（绝对效力或者物权效力）④。第二种观点认为

债权转让合同相对无效，仅仅是债务人可以主张债权

转让合同无效。〔２４〕Ｒｎ．５８〔２５〕２２７〔２６〕３１９〔２７〕６４２第三种观点认

为债权转让合同有效，受让人能够取得债权，债务人

仅能向让与人主张违约责任（相对效力或者债权效

力）⑤。〔２８〕１８８－１９１第四种观点区分受让人的善恶意，善

意受让人得到特别保护能够取得债权，但恶意受让人

而言，债权转让合同可能是绝对无效、相对不生效或

者债务人有抗辩权。其中，第四种观点是我国理论上

的通说观点⑥，〔１７〕１１２〔７〕１４８〔１８〕４５４〔２９〕２０４〔３０〕１７３〔３１〕６０５司法实践

中也多采取此种观点，例如针对保理中的应收账款债

权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

若干具体问题》（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明确规定，如果
保理商明知基础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但

仍然受让债权的：一方面，前述约定并不当然影响保

理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保理商以保理合同为依据

向基础合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并不能以此约束债务

人，债务人仍可以此抗辩⑦。

如果认为禁止债权转让的约定具有绝对效力，债

权被转让后仍属于让与人而非受让人，让与人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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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９３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
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是当事人有相反证

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合同法解释一》第２７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
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

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虽然该条仅是为了

解决债务人对被转让的权利提出抗辩的情形，但已经显示出相同的目

的，但应当注意的是，这里并非“应当”而仅仅是“可以”；基于查明事

实的目的，甚至可以将其他债权人作为证人而非第三人予以处理，这

在程序上更为简便。

对不同观点的梳理，请参见庄加园：《〈合同法〉第７９条（债
权让与）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６８－１７１页；欧洲民法典
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

（第１－３卷），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０３－９０５页；
Ｋｔｚ，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ｓ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ｌ．２，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５，ＳＳ．５０９
－５１０．

这是德国法的通说观点，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Ｂｕｓｃｈｅ，２０１２，§３９９，
Ｒｎ．６５．；ＭüＫｏＢＧＢ／Ｒｏｔｈ／Ｋｉｅ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３９９，Ｒｎ．４１．；〔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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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页。同时，对债务人同意导致债权转让有效是否具
有溯及力也有不同观点，Ｖｇｌ．ＭüＫｏＢＧＢ／Ｒｏｔｈ／Ｋｉｅ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９，
§３９９，Ｒｎ．４２．

比较法上的立法例有ＰＩＣＣ第９．１．９条第１款、《国际保理公
约》第６条第１款、《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９条、《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第１３条、《瑞士债法总则改革学者建议草案
（ＯＲ２０２０）》第１６４条、《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３２２条等。

比较法采取此种观点的立法例有《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２６０条
第２款、《葡萄牙民法典》第５７７条第２款、《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 －
第４６６条之五、ＰＩＣＣ第９．１．９条第２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９４
条第２项、ＰＥＣＬ第１１：３０１条、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８条等。

实践中多采取此种观点，例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二）》第４条规定：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权不得转让的，债权人不得将应收账款全部

或者部分转让给保理商，但保理商善意取得应收账款债权的除外。”深

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前海蛇口自贸区内保理合同纠纷案

件的裁判指引（试行）》第１２条第（一）项也规定，债权人将与债务人
约定不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的，不影响保理合同效

力；同时，第１７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权不得转让的，保理合
同又约定债权人将应收账款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保理商的，对债务人

不产生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但保理商善意取得应收账款债权的除

外。同样观点的案例，“中国光大银行苏州分行诉韦翔塑胶（昆山）有

限公司、苏州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载《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５０页以下；“厚朴金控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与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渝０１民终９１９９号民事判决书。



债权人也可以主张债权仍属于让与人，实践中往往主

张绝对无效的并非让与人，而是让与人的其他债权

人，受让人无法针对让与人的扣押债权人提起执行异

议，且在让与人破产时无法行使取回权或者别除权，

此时受让人就需要承担债权被扣押和让与人破产的

风险，这不利于债权流通，并且阻碍了保理、担保性的

债权转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等新型债权转让形式的

发展。因此，此种观点对债务人保护的同时，却使得

债权丧失流通性；而保护债务人利益本来可以通过允

许转让前提下的其他方式予以实现，例如通知后履行

免责、抗辩和抵销延续、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等；

并且这些方式较之禁止转让约定的绝对效力，对债权

流通性的价值损害更小。因此，禁止转让约定的绝对

效力违反了比例原则，过度保护了债务人。〔３２〕Ｓ．３２

由于禁止转让约定具有绝对效力会妨碍债权的

流通性，因此采取了禁止转让约定之绝对效力的德国

法通过多种方式予以缓和。第一，根据《德国民法

典》第４０５条，如果债务人出具了关于债务的文书，
且文书上未载明禁止转让的约定，则债务人不得对善

意受让人主张该抗辩。第二，根据《德国民事诉讼

法》第８５１条第２款，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仍可被扣
押并可以为收取而转付，即该约定只能适用于意定转

让情形。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根据《德国商法典》第

３５４ａ条第１款规定①，在商事的金钱债权转让中，禁
止转让约定的绝对效力被排除，且不容许另有约定；

违反该约定的债权转让合同仍然有效，受让人能够取

得债权，不再承担让与人的其他债权人扣押或者让与

人破产的风险；但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利益，无论受让

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债务人都享有选择权，债务人没

有义务对受让人给付，也可以选择向让与人给付。此

时让与人仅被动享有受领权限，但其无权要求债务人

给付，只能在受让人授权让与人收取债权时，让与人

才有权主动要求；债务人选择向让与人清偿的，受让

人可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让与人返还。〔３３〕Ｒｎ．１３〔２７〕６３０－６３３

该规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加债权的流通性，但即使

如此，首先，该规定仅适用于双方商行为的金钱债权；

其次，在债务人选择向让与人给付后，受让人仍然需

要承担债权让与人破产的风险；因此，学说上认为，当

债务人知悉转让时，债务人的选择权仍然受到权利滥

用抗辩的制约，其仅仅是在“保持与原债权人的结算

及支付约定”的范围内享有选择权，而非任意选择；

否则会违反该规定意图增加债权流通价值的规范目

的。〔３３〕Ｒｎ．１９〔３４〕６３４－６３５《奥地利民法典》第１３９６ａ条也规
定了“在经营者之间因经营活动而产生的金钱债权

不得转让”的约定不影响转让合同的生效，但与德国

法规定不同的是，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不再享

有选择权，不能再向让与人做出给付以产生债务消灭

的效果，这进一步增强了债权的流通性。〔３５〕Ｓ．１１６

同时，还要考虑到采取绝对效力的德国法的整体

规范前提与我国法不同。德国法中，债权转让构造更

偏向于债权流通，例如债权转让的无因性、债权转让

合意对债务人立即发生效力，之后再对善意的债务人

予以个别保护，此时债务人可以通过禁止债权转让约

定排除债权转让，强化该约定的效力，采取绝对效力

以实现对债务人的保护。这是一种对过分注重债权

流通价值的纠偏，之后再通过《德国商法典》的规定

进行再纠偏。而我国法中，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就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同时债务人的抗辩和抵销延

续，这已经对债务人进行了概括保护，此时弱化禁止

转让约定的效力，也是另一种方向的纠偏。〔２８〕１８６－１８８

总之，更倾向于保护债权流通价值的德国法通过强化

禁止转让约定的效力赋予债务人自己决定保护自己

利益的手段，再通过特别的商事规定缓和禁止转让约

定的效力；而我国是在对债务人予以概括保护的前提

下，需要考量到债权流通价值，弱化禁止转让约定的

效力，否则对债务人的利益保护就更为过度。

（二）对绝对效力的弱化

无论如何，禁止债权转让的约定限制的绝对效力

在对债务人利益进行强保护的同时，却妨碍了债权的

流通性，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缓和此种弊端。首先是

严格认定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存在，在条款解释有疑

义时，一般不认为是禁止债权转让，而仅仅被认为是

禁止债务转移②；并且，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适用范

围仅仅是意定的债权转让，而不能适用于让与人的债

权人扣押等法定的债权转移③。就此，依据《民诉法

解释》第５０１条第１款执行债权时就不应受到债权所
附有的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限制。同时，禁止债权转

让约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债务人利益，因此债务人可

以放弃该保护而同意债权转让。

其次，对于受让人的效力而言，可以考虑将债权

区分为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较之非金钱债权的

转让，金钱债权的转让对债务人所造成的影响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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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规定为：“依《德国民法典》第３９９条与债务人约定一项金
钱债权不得被转让的，并且创设此项债权的法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均

为商行为的，或者债务人为公法人或者公法上特别财产的，债权转让

仍然发生效力。但债务人可以向原债权人给付，以发生消灭债务的效

力。违反该规定的约定，不生效力。”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３２２条（１）；ＵＣＣ第２－２１０
条（ｄ）。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８５１条第２款、《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
之四第１款。



在通知后清偿免责、抗辩和抵销延续等规定的前提

下，可能就是因为债权人变化导致的会计财务等系统

调整等导致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通过债务人有权请

求让与人或者受让人负担予以解决；同时，较之非金

钱债权，金钱债权的流通性价值在实践中却极为巨

大，其与融资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①。此时，债务人

向特定债权人给付的利益甚为薄弱，而债权流通的价

值很高，因此即使金钱债权附有不得转让的约定；但

由于受让人取得债权对债务人造成的不利影响极小，

这些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予以方便地解决，但

却能够极大地增强金钱债权的流通性。两相权衡，至

少在附有不得转让约定的金钱债权转让时，无论受让

人为善意还是恶意，受让人都能够取得债权，也即采

取上 述 第 三 种 观 点，就 成 为 一 种 合 理 的 选

择。〔３６〕４７１〔１５〕１７２采取此种观点的立法例有ＰＩＣＣ第９．１．
９条、ＰＥＣＬ第１１：３０１条、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８条。《国
际保理公约》第６条第１款、《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
９条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
第１３条均仅适用于作为金钱债权的应收账款，对此
也采取了同样的观点。修订后的《日本民法典》第

４６６条之二也对金钱债权做出了特殊规定，以弱化禁
止转让约定的效力。据此，如果金钱债权附有禁止转

让约定，债务人不能拒绝受让人的履行请求，但其可

以选择提存，并向让与人和受让人做出提存通知，之

后仅受让人可以请求该提存金钱②。

《德国商法典》第３５４ａ条第１款和《奥地利民法
典》第１３９６ａ条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区分经营者之间
的商行为和纯粹的民事行为，前者更应当注重债权的

流通性而弱化禁止转让约定的绝对效力。但是，在我

国民商合一的立法背景下，这一点很难做到，无法精

准地区分商行为和民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

商事债权还是民事债权，都同样需要平衡债权人利益

保护和债权流通性保障这两种价值。因此，即使是德

国学者也认为《德国商法典》第３５４ａ条第１款的规定
不应当限于双方商行为，此种适用范围的限制完全不

具有合理性，该规定应当在民法典中找到合理的体系

位置。〔２４〕Ｒｎ．５７－５８〔３４〕６３８－６３９

再次，违反禁止转让约定的非金钱债权转让的效

力也可以被适度弱化。如前文所述，如果使得债权转

让合同绝对无效，这会导致债权流通性价值的丧失；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债权转让合同绝对有效，

受让人无论善意恶意均能够取得债权，债务人不得对

受让人抗辩，而仅能向让与人主张违约责任，但这对

债务人利益保护不力，尤其是受让人明知的情况下。

因此，此时可以考虑的折中方案就是区分受让人善意

或者恶意而使得债权转让具有不同的效力。首先就

是对受让人善恶意的认定标准，考虑到债权原则上可

转让，禁止转让约定多包含于格式合同，受让人可能

并不知晓或者没有兴趣去调查，此时对受让人恶意的

认定应当更为严格，限制于受让人明知或者具有重大

过失不知的情形。〔１５〕１７０－１７１《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第
３款就将恶意受让人限制于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
知禁止转让约定的受让人。如果债务人通过出具未

载明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文书等方式，使得受让人合

理地相信并不存在禁止债权转让约定时，受让人即不

具有重大过失，受让人即为善意③。

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为保护受让人的信赖，此时

受让人取得债权，并且债务人不得对受让人提出禁止

债权转让的抗辩，以保障债权的流通价值。最为麻烦

的是受让人为恶意时的处理。如果采取转让合同绝

对无效的观点，受让人根本没有取得债权④，那么这

仍然具有前述的不合比例地过度保护债务人的问题。

如果采取转让合同相对于债务人而言无效的观点⑤，

受让人取得债权，但此时债权的权能分离，虽然受让

人能够针对让与人的扣押债权人提起异议，或者针对

让与人的破产管理人行使取回权或别除权，但受让人

不得向债务人主张收取债权和受领清偿，不能要求债

务人履行债务，而让与人享有转让债权的受领权能和

收取权能，并且其在与债务人的关系上享有处分债权

的其他权能，如免除、抵销、内容和期限变更等。此

时，受让人作为债权人的地位仍然被大大弱化，其所

享有的债权有名无实。〔１５〕１６９－１７０〔２７〕６３７－６３８可以考虑的

与此类似但更为弱化的方式就是转让合同仍然有效，

受让人取得债权，同时受让人仍然可以请求债务人履

行债务，为了保护债务人利益，债务人具有选择权，可

以选择向受让人履行，但也可以选择对受让人的履行

请求提出抗辩，拒绝向受让人履行债务，并对让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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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１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１．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１，３；我妻荣早已指出，金钱债权的绝对统制
力确立的进程是近代法中债权法理论变迁的重要内容，金钱债权具有

特殊地位。〔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０－１９９、２２３－２２４页。
当然，《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之五对于存款或者储蓄债权，

基于反洗钱的需要，要求严格确认本人身份，故例外地允许可以对抗

恶意受让人，但不能对抗扣押债权人，使得银行能够以存储款债权为

限成功确保自己的利益，对此简要的中文介绍，参见冯洁语：《禁止债

权让与特约：比较法的经验与启示》，《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
１８２－１８４页。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４０５条、《瑞士债务法》第１６４条第２
款、ＤＣＦＲ第３－５：１０８条第３款（ｂ）。

ＰＩＣＣ第９．１．９条第２款即采取此种观点。
ＰＥＣＬ第１１：３０１条即采取此种观点，此时该转让“对债务人

而言无效”（ｎｏ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ｄｅｂｔｏｒ）。



予以履行，此时受让人仅可依据不当得利请求让与人

返还；但是，如果债务人拒绝了受让人的履行请求，也

不向让与人履行的，此时受让人可以催告债务人在合

理期间内向让与人履行，债务人仍不向让与人履行

的，不得针对受让人的再次履行请求提出抗辩，以避

免债务人通过禁止转让的约定而逃避债务的履行①。

同时，为确保债务人的抵销利益，尤其是债务人能够

以债权转让通知后取得的对让与人的其他债权作为

主动债权，用以抵销被转让的债权，债务人应当享有

如同该债权未被转让一样的对让与人的所有抵销

权②。

最后，禁止债权转让约定原则上是有效的③，因

让与人违反该禁止转让约定导致债务人损失时，债务

人可以请求让与人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责任，但债务

人不得因让与人违反该约定而解除产生被转让债权

的合同，避免对受让人利益产生不利；并且，受让人，

即使其为恶意，对债务人也不承担赔偿该损失的责

任④。

综上，债务人与让与人明确约定禁止转让债权但

让与人转让时，可以区分如下情况确定其效力：第一，

如果被转让的是金钱债权且无论受让人为恶意善意，

或者是非金钱债权但受让人为善意，则转让合同有

效，受让人取得债权；并且债务人不能对受让人主张

债权禁止转让的抗辩。第二，如果是非金钱债权且受

让人具有明知或者重大过失的恶意，则转让合同仍然

有效，受让人取得债权；但债务人有权选择向受让人

主张债权禁止转让的抗辩以及如果债权未转让其可

向让与人主张的所有抵销权，但债务人同意转让的除

外。第三，债务人有权因让与人违反禁止债权转让的

约定而请求让与人赔偿损失。基于以上考量，《民法

典》第５４５条正确地增加了第二款，即“当事人约定
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事

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

款区分了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分别赋予禁止转让

的约定以不同的效力，非金钱债权中进一步区分受让

人的善恶意赋予禁止转让约定的债权和物权效力，而

对于金钱债权则概括赋予禁止转让约定的债权效力，

对其的具体解释方案恰如上述。

据此，可以重新思考我国法中一些规范的妥当

性。例如，《担保法解释》第２８条规定，保证人与债
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

禁止债权转让的，主债权转让时，虽然主债权转让的

效力不受影响，但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

债权不随之转让。《民法典》第６９６条第２款同样如
此规定。该规定赋予保证人和原债权人之间的约定

以绝对效力，但这在立法政策上仍存在疑问，毕竟这

对保证人信赖的债务人履行能力并无影响，但却可能

削弱债权流通的价值⑤。〔１０〕２６〔１７〕１１５保证债权也是债

权，保证债权禁止转让也同样是禁止转让债权的约

定，因此可能最好的方案仍然是按照本文上述观点予

以判断。

同样，约定于特定当事人之间互为计算的交互计

算债权，更多地是金钱债权，许多观点认为属于对债

权转让的法定限制，属于交互计算范围内的债权不可

转让。〔１１〕１１〔１５〕１６５〔３１〕６０２但是，交互计算的目的是互为抵

销而仅支付差额，是为了保障债务人的抵销利益，这

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交互计算的约定而产生的，因此属

于交互计算范围内的债权不得转让应被归类为默示

的禁止转让约定。〔２０〕Ｒｎ．５５．因此，在交互计算范围内的

债权是金钱债权的情形下，可能更为合理的方案是适

用前述金钱债权的禁止转让约定效力，如果该金钱债

权被转让，无论受让人为恶意善意，转让合同有效，受

让人取得债权，并且债务人不能对受让人主张债权禁

止转让的抗辩。但是，为了保持债务人的抵销利益，

可以认为交互计算约定也具有约定抵销权的效力，并

且该约定在债权转让通知之前，因此抵销根据发生于

债权转让通知之前；并且，由于是约定抵销权，因此不

需要考虑法定抵销权所要求的主动债权必须先于被

动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这个要件，此时，即使交互

计算范围内的债权被转让，债务人也可以对受让人主

张抵销，由此不会妨碍债务人的抵销利益。就此而

言，为了保障债务人的抵销利益，无须通过否认交互

计算范围内的金钱债权的可转让性而实现，而仅需通

过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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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日本民法典》修订后的第４６６条第２－４款、ＤＣＦＲ第３
－５：１０８条第１－３款。需要注意的是，在受让人为恶意时，债务人不
仅对受让人有此种选择权，对受让人的扣押债权人也有此种选择权，

毕竟受让人的扣押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过受让人所享有的权

利，《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之四第２款对此有明确规定。
参见《日本民法典》修订后的第４６６条第３款、ＤＣＦＲ第３－

５：１０８条第２款（ｂ）。
ＵＣＣ第９－４０６条（ｄ）甚至使得限制应收账款或者本票债权

转让的条款无效，此时债务人也不得因让与人违约而起诉让与人，但

第２－２１０条（ｂ）仍允许禁止债权让与特约，但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和
因让与人完全履行了全部义务之后所享有的权利仍得让与，ＳｅｅＵ．Ｃ．
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２１０，Ｃｏｍｍｅｎｔ３．

参见《应收账款转让公约》第９条第２款、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二次）》第３２２条（２）（ｂ）、ＰＥＣＬ第１１：３０１条第２款、ＤＣＦＲ第３－
５：１０８条第４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

谈会纪要》第３条中规定“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
或者禁止转让主债权的约定，对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转让没有约束力”，

该规定仅仅是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而适用于特定范围。



五、结论

本文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１．随着对债权经济因素的注重，债权原则上可被
自由转让；但仍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定限制和约定限

制，《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款对此予以规定。债权
转让的法定限制的正当性或者是保护公共利益，或者

是保护特定主体的私利益，区分意义在于如果是后

者，则被保护主体的同意可以使得债权能够被转让。

２．基于保护公共利益而禁止转让债权，应当遵循
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和“必要性”要求。金融安全的

公共利益并不能否认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未来债权

的转让仅需要遵循可特定化的要求具有特定化的标

准即可，《民法典》第４４０、７６１条分别规定了未来应
收账款的出质和保理转让，这实际上体现了债权转让

的一般性原理。

３．基于特定主体的私利益保护而禁止转让债权
中，最为重要的是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此时同样有

必要考虑比例原则，只有在债权人的变动导致了债权

内容、债务人的风险或者利益的实质性变更时，才有

必要禁止转让。但是，对该类债权予以转让时，除了

使得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外，还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

缓和方式。金钱债权的部分转让是允许的，非金钱债

权在不可分时，或者部分转让会实质性增加债务人的

履行负担时，则不可部分转让；同时，债权部分转让需

要考虑诉讼法的配套协调。《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第１
款的规则应据此理解。

４．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效力应当妥当权衡债务
人利益的保护和债权流通价值的保障这两种价值。

采取绝对效力的德国法在价值上不利于债权流通，过

度保护了债务人，因此需要弱化绝对效力。弱化的手

段除了严格认定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存在、适用范围

仅仅是意定的债权转让，还需要区分金钱债权和非金

钱债权而分别判断违反该约定转让债权对受让人的

效力。我国《民法典》第 ５４５条第 ２款据此理由规
定，如果被转让的是金钱债权且无论受让人为恶意善

意，或者是非金钱债权但受让人为善意，则转让合同

有效，受让人取得债权，并且债务人不能对受让人主

张债权禁止转让的抗辩；如果是非金钱债权且受让人

具有明知或者重大过失的恶意，则转让合同仍然有

效，受让人取得债权，但债务人有权选择向受让人主

张债权禁止转让的抗辩或者如果债权未转让其可向

让与人主张所享有的抵销权，但债务人同意转让的除

外。当然，债务人因让与人违反债权转让约定而有损

失时，有权请求让与人赔偿损失。

在当代社会中，债权转让被用于诸多新型的交易

模式，债权转让的“老树”生发出了诸多“新苗”，但最

为关键的仍然是基础的“根部”。在债权转让规范的

变迁中，始终不变的“根部”是包括债务人利益在内

的私主体利益保护和债权流通价值的保障这两种价

值之间的妥当权衡。本文所讨论的禁止转让债权的

范围和效力也只不过是上述价值权衡的部分枝桠。

在我国民法典已经通过的今天，无论是立法、司法还

是法学研究，虽然在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和立场各有不

同，但最终都需要回溯到规范背后的价值而具有了相

互沟通的可能性，这恰恰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

础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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