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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光华法学院图书馆服务不打烊
万众一心迎挑战，众志成城战疫情。特殊时期，为保障和解决广大师生居家研学问题，光华法学院图书
馆馆员坚守岗位，服务一刻也不曾松懈。
图书馆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及时调整了借还书及芸悦读等相关政策。闭馆期间，图书应还日期调整顺延，
逾期不计，网上续借正常开展，确保师生开学后顺利借还图书。芸悦读平台图书在增加借阅天数和数量的基
础上，物流配送范围拓展至全国。此外，文献传递工作照常展开。与此同时，图书馆还在跟进一批苏永钦老
师捐赠书。

图片源自法学院图书馆

图片源自法学院图书馆

图片源自法学院图书馆

由于线下工作暂停，读者对数字资源的需求明显增加。图书馆在对现有数据库如北大法宝、Heinonline、
West Japan 等增加临时账号的同时，还开通了如爱教材平台、爱学术平台、Bloomsbury 全库等一大批外文电
子书系列数据库的试用，提供了通过统一身份认证从校外访问多种数据库资源的形式。图书馆还通过网站、
院网、邮件及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及时向师生传递相关信息，并积极解答师生关于图书馆服务如数据库访问等
相关问题，以更好地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师生的科研和学习需求。虽闭馆，但服务从未停止。静待疫情散去，
拥抱春暖花开。
消息来源：光华法学院图书馆 https://lawlib.zju.edu.cn/

整合资源、 精准服务——浙江大学图书馆战“疫”保障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减少因人群聚集导致的师生传播
风险，1 月 28 日图书馆暂停开放。但“疫战”时刻，服务不止。开展在
线教育教学，没有教材教参怎么办？假期延长，数据库访问量增大，如
何避免“拥堵”？校园封闭，怎么满足师生开具证明材料的需求？疫情
期间，浙大图书馆怀着“办师生满意的图书馆”的初心，面向师生急需，
提前周密部署，一一对症下药，打了一场漂亮的抗疫战。
优质数字资源，畅通获取
“寒假离校期间，我校师生可通过浙江大学 RVPN 系统校外访问图
书馆的大部分数字资源，不提供 RVPN 访问的部分数字资源也可通过
Remote Access 方式访问……”在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暂停开放
通知同一天发布的，还有一份“数字资源校外访问指南”，为师生利用
图片源自浙江大学图书馆

各类数据库查找信息提供导引。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同学们更高效地获取到优质资源，图书馆也分门别类地进行精细化推荐。例如，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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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数据库，就集中推介在 Elsevi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爱学术等平台获
取精品外文电子书。再比如，面向因返校延后、书店关门而陷入“书荒”的同学们，图书馆重点推荐“云图
M-LAB”，优化了“京东读书”校外绑定注册环节并延长试用期限，为师生的移动阅读提供便捷。与此同时，
浙大师生还收到了图书馆精心准备的常用期刊全文数据库礼包、常用文摘索引数据库访问指南等系列宝典。
“又瘫痪了……”不少师生都有过因 RVPN 访问拥堵而捶胸顿足的经历。疫情期间，图书馆不仅努力实
现资源访问 24 小时不断线，同时还积极解决“堵车”问题，为在线资源的不间断访问、为学术科研活动的
有序顺畅提供便利。
针对“堵车”问题，图书馆积极协调中国知网（CNKI）、EBSCO、Elsevier 等多家数据库商，与信息技
术中心、中国教育科研网统一认证与资源共享基础设施联盟（CARSI）一同加班加点，短时间内为我校开通
校外统一身份认证访问，以方便师生在非校园网环境下，直接使用浙江大学统一身份认证登录，获得更好的
访问体验，满足科研和学习需求。这份便利让广大师生大呼过瘾。目前校外访问已开通统一身份认证的数据
库已有 15 类。据统计，2 月份使用 CARSI 认证近 10 万人次，日均访问量超 3000 人次；3 月 2 日，单日访问
量突破 6000 人次。
对于部分师生需求强烈、但又无法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校外访问的数据库，图书馆火速联系推出 MyLOFT
远程访问工具，在 4 月 30 日前支持远程访问 ACS、AIAA、OSA、SPIE 等 18 类数据库。
周到线上服务，持续提供
“我想找一篇英文文章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China，of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ed Pneumonia，本来是网络公开获取的，但是点进去打不开，不知道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学校
哪个数据库里？”“CADAL 新网站校内师生是注册个人账户吗？网站又如何识别浙大作为共建单位的资源权
限？”1 月 28 日，“图书馆咨询服务”微信工作群组建。针对师生在图书馆网站留言板、微信公众号、读者
交流 QQ 群提出的有关数据库访问、文献资源获取等方面的问题，工作人员远程沟通，并第一时间反馈。
为全力保障师生在项目申报、评奖评优和职称评定等工作中的检索需求，图书馆的查收查引服务迅速调
整工作方式，实行在线服务与证明材料无接触送达。
疫情期间，图书馆积极推进文献传递服务，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撑。寒假期间，文献传递申请量 937
篇、CALIS 系统新增注册用户数 199 人，与去年寒假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537%、290%。
如何修炼成为 PPT、Excel、SPSS、剪视频、做海报的大牛？如何向高品质期刊投稿？如何进行学位论文
检索？为充实师生“宅”家生活，图书馆精心梳理了 2016-2019 年推出的“求真一小时”系列讲座的精华内
容，为广大师生的居家生活加料。除了信息素养讲座视频，优质的学习资源还包括“专利微课堂”系列微课；
联合数据库商录制数据库讲座视频或进行在线讲座：Gale 数字学术实验室、Compustat 数据库培训……
“闭馆期间，图书逾期不计，不产生超期罚款。闭馆期间，网上续借正常开展”。疫情期间，师生们收
到了一份来自图书馆的温馨提示，大家普遍关心的图书超期、续借问题得到了解答。据悉，3 月 5 日起，紫
金港校区两大分馆推出邮件预约借书服务，为在校师生提供图书外借服务。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其他校区也
将陆续推出预约借书服务。
电子教材教参，助力网课
延迟返校但不停课，2 月 24 日，浙大迎来了全面线上开课的日子。而顺利开课，离不开图书馆的支撑保
障。
“要上网课了，还没教材怎么办？”“参考书没带回家，怎么办？”“哪里可以找到教材教参的电子
资源？”面对网络教学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图书馆的老师们想到了前头。图书馆已购或者正在试用的云图、
超星、方正电子书、京东、读秀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中文教材教参的获取需求，但是外文教材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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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缺口。
针对这个问题，图书馆立即联系爱教材平台相关国内代理商，2 月 10 日提出申请，次日晚即实现全库开
通，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剑桥、牛津、圣智和 CRC 四家知名出版社的优质教材资源试用，提前为“不停
学不停教”提供了支持。据统计，自爱教材平台教材教参上线后的 21 天时间内（截至 3 月 3 日），平台点
击量为 9345 次，阅读量为 12550 章（点击量和下载量按章节计算），已购部分的下载量（试用部分不支持
下载）为 1464 本。
此外，图书馆还积极联络开通 8 个外文电子书数据库平台试用，包括爱学术平台、爱教材平台、易阅通
平台、De Gruyter、Proquest Ebook Central 等，涉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
本杰明出版社、Wiley、World Scientific、Bloomsbury 等几十家国际知名出版社的优质资源。与此同时，
及时推出综合类、学科类电子书数据库精选指南，“全面”与“精准”双管齐下，成为师生启动网课“神助
攻”。
如何整合资源，协调各方，以最大努力创造网上资源与服务支撑条件，实现阻断疫情和支持教学、学术、
科研两不误？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坚守“战位”，“在线”集结，交上了一份让人安心的答卷。
消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 https://libweb.zju.edu.cn/

浙江大学图书馆获赠《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系列丛书
1 月 3 日，本校徐永明教授向浙江大学图书馆捐赠其主编《美国哈佛大
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丛部善本汇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子部
善本文献丛刊》系列丛书以及所著《中国古代戏曲考信与传播研究》等图书，
共计 260 册。古籍特藏部主任韩松涛代表图书馆接收捐赠并颁发捐赠证书。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丛部善本汇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
燕京图书馆藏子部善本文献丛刊》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系列中的
第二十四、二十五种，由徐永明教授担任主编，分别收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中文善本丛书 27 种、子部善本文献 158 种。正文采用灰度影印方式，较好
保存了原书样貌。所收之书或存世稀少，或版本精善，更有国内未见之孤本，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图片源自浙江大学图书馆

徐永明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并长期与哈佛大学开展
“学术地图”项目合作，对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古籍收藏情况颇为了解。此次他将这两套丛书捐赠给浙江大
学图书馆，不仅丰富了馆藏古籍文献资源收藏，也为浙大师生获取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贵古籍文献提供了
极大便利。
消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 https://libweb.zju.edu.cn/

特别的日子致敬最美逆行的她：浙大李兰娟院士著述签赠本选展
大医精诚，日月其光。庚子之春，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不顾年高，驰援武汉 ，
抗击疫情，为民纾难，为国分忧。
50 年来，她耕耘在传染病临床、教学、科研、防控工作中，经历了狙击 SARS、甲型 H1N1 流感、
H7N9 禽流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传染病防控难题。她开拓了我国人工肝治疗肝衰竭事业，首创感染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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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理 论 体 系 。 她 领 衔 创 建 新 突 发 传 染 病 防 控 “ 中 国 模 式 ” 和 “ 中 国 技 术 ” ， 其 应 对 人 感 染 H7N9
禽流感疫情的防控有力保障国民的健康，堪称国际典范，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
3 月 8 日，在这个特殊的妇女节，浙江大学图书馆谨选取李兰娟院士的数部著述签赠本《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传染病学》（第二版）、《感染微生态学》（第二版）、《人工肝脏》（第二
版）、《数字卫生丛书》，在此加以展示，向我们的巾帼英雄致敬，以彰大医仁者济世之怀，以启
观者民胞物与之心。
春天正是读书天，而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深思的读书时
光。中国历史上不乏为国为民、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春秋
时期有为复兴卫国而奔走不懈的许穆夫人；隋唐代际，有镇
守娘子关、统领娘子军的平阳公主；而如今，这场没有硝烟
的抗疫战争，让我们看到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展现给我
们非凡的女性力量，带给我们春风般的信念与希望：
“相信我们终能战胜疫情，迎来新的春天；希望同学们
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努力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图片源自浙江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将来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消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浙江图书馆、支付宝联合倡议：阅读经典、书香战“役”
新年伊始，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得猝不及防。为了进一步遏制疫情扩散，切实保护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2020 年 2 月 10 日，浙江图书馆联合支付宝向全省市民发出倡议，来一场居家的书香
战“疫”： 学健康防护知识，长鉴错识谣能力；居家隔离，书香为伴，重拾经典，提升修养；坚信阅读力
量，坚持阅读习惯，坚定战疫决心。
浙江图书馆联合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公司推出与其公司旗下相关应用“大学课堂”线上阅读合作的
新模式。读者只需在支付宝 APP 中搜索“大学课堂”,选择在线课堂中的线上阅读服务，就能无缝衔接浙江
图书馆，在线阅读海量电子书和数字期刊。
消息来源：浙江图书馆 https://www.zjlib.cn/

芝加哥大学法律图书馆授予潜在优秀专业人才赖特奖学金
芝加哥大学法律图书馆开放赖特奖学金申请。该奖学金旨在为有志从事法律图书馆事业的候选人提供在
专业图书馆中运用其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获奖者将得到职业培训，在法律图书馆馆长和其他馆员的指导和监
督下在馆内工作，了解图书馆馆藏及读者服务部门的整体运行情况。
获奖者将得到 4000 美元，并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9 月 11 日期间进行至少六周的全日工作。工作的主
要内容取决于本人兴趣和图书馆需求，除承担日常工作以外，还要完成一个项目。
消息来源：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https://www.lib.uchicag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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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明理法图
雷彤
与“明理法图”的相遇，始于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或许是因为“考败来浙”时埋下的一点“不服”，大
三时的我，参加了教育部首批“C9 高校本科生互派交流计划”，赴清华大学法学院交换学习了一个学期。自
那之后没过多久，我通过考研回到清华园。只是没想到，这次回来，一待就待了七年。
由于没有研究室，除了宿舍，待得最久的地方便是图书馆了。清华大学图书馆，主要由总馆（包括老图
书馆或“老馆”、“逸夫馆”或“西馆”、“李文正馆”或“北馆”）以及文科、美术、金融、法律、经管、
1

建筑等六个专业图书馆和若干院系的资料室组成。 在这其中，我最常去的要数法律专业图书馆。以下就聊聊
我与她的那些小事，聊表纪念。
1999 年 4 月 24 日，
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
恢复建院。同年 12 月，
专供法学院使用的“法
学大楼”——“明理楼”
建成并投入使用,设立
于明理楼的法律图书
馆（本文称为“明理法

图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总馆全景，图片来源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官网

图”，以区别于下述位于新建大楼即“廖凯原楼”或“明法楼”的新法律图书馆）随即开馆运行。据称，这
2

是国内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大型法学院拥有独立的法学楼，并拥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图书馆。

明理法图坐落于明理楼东侧一至四层，全馆使用面积 2000 余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 300 余席。除校图
书馆的法律藏书外，还拥有中外文法律书刊文献 130,000 册，同时订阅 200 余种国内外法律报刊、电子出版
3

物等 ，并收藏有清代的白契、户籍执照、归户清册的原件，张伟仁先生赠送的明清档案、田涛先生赠送的契
4

约及古籍、王铁崖先生的藏书、胡宝星爵士的赠书等特色馆藏。

走进明理楼正门，迎正面台阶拾级而上，经过“模拟法庭”，即可见明理法图的入口。进门左转有一扇
通往一楼、三楼、四楼书库的小门，只在工作时间开放，晚间及节假日关闭。小门两侧为教师办公室，对面
则是报刊阅览处。
进门右转便是“阅览室”。除阅览桌外，从入口往右，依次为“图书借还处”、“教师推荐书架”，“常
用工具书架”，最深处则为“中外文期刊书架”。虽然并未限定读者身份，但明理法图的主要用户为法学院
师生。实际上，相较于大多数清华师生常去的老图、西馆、北馆以及文科图书馆，靠近清华东门的明理法图
距离学生宿舍区及食堂甚为遥远，骑车最快也要花上十几分钟，走路则要半个多小时。但由于平日里读者人
数较少，无需刷卡选座，一人往往可占两个座位，这里便成为了我最常去的清华图书馆。
在明理法图自习的日子里，我常喜欢选择某把椅子为“专属座位”。有时早起不为别的，纯粹就为了奔
去占座，仿佛只有在这个座位上坐着，才能安心学习。硕士时最喜欢阅览室最后一排期刊阅览架和常用工具


雷彤，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师，浙江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1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止到 2019 年底，这些图书馆的实体馆藏总量约为 538.63 万册（件）（书刊资料 5,125,811 册/件，文物
及陈列品 260,486 件），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学科、包含丰富文献类型和载体形式的综合性馆藏体系。除中外文印刷型图书外，读
者可使用的文献资源还包括：古籍线装书 22.24 万册；期刊合订本约 60.75 万册；印刷型中外文报刊 2,447 种；本校博、硕士论
文 16.58 万余篇；缩微资料 2.82 万种；各类数据库 743 个；电子期刊 17 万种；电子图书 954 万册，电子版学位论文 936 万篇。
参见 http://www.lib.tsinghua.edu.cn/about/collection.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2 参见 http://www.law.tsinghua.edu.cn/publish/law/5570/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3 同上注，最后访问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4 参见陈新宇：《人文与法意：清华法律图书馆琐思》，载《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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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拐角处的位置，博士时则最喜欢阅览室中间靠近过道右侧的位置。说来有趣的是，可能由于用户数量有
限，不仅我有这个习惯，常去明理法图的其他读者特别是图书馆利用率较高的部分博士后或博士生也常选择
固定座位。长此以往，明理法图的学术氛围日渐浓厚，大家似乎也形成了某种默契，不会随便占用那几个“专
座”。这些专属座位的主人就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杰出青年学者黄忠顺师兄与任重师兄。他们
从开馆到闭馆在法图敲击键盘的身影至今都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每当科研陷入怠惰之时，我总会翻出那些背
影仔细回味。
做报告、写论文常常需要大量参考文献。在图书馆自习的话，往往难以随身携带很多书籍资料。好在法
学院专为硕博研究生配备了储物柜。不仅如此，明理法图的教师推荐书架上也常备着只供馆内阅览的各学科
经典教科书、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个别资料，也可去位于一、三、四楼的书库寻找。
此外，在阅览室最深处还有期刊书架，摆放着较为重要的中外文法学类及若干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
会科学类纸本期刊。硕士那会儿还不太明白这些期刊的意义。只是听说某位刑法方向的博士师兄在期刊架前
坐了一整个暑假，翻阅完近几年所有刊载于“法 C 十六种”的刑法论文，其后没过多久便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直到读了博，才慢慢法现，原来不知不觉中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跟这些学术期刊紧紧拴在了一起。他们就像
是学术界的“甲方”，让作为乙方的我既心生向往，也倍感忧虑。我想，一个合格的学者本不应为学术发表
而忧虑，因为学者就是“吃这口饭”的人。自己之所以忧虑，是因为还构不上一个学者。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着，春去秋来，夏来冬往。我在明理法图写完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逐渐走
上了一条成为学者的不归路。在这里的时光并非全都是奋笔疾书般充实而忙碌的，有时也会追个剧，看个电
影，或是站在窗前发呆，在书库里闲逛上一个下午。也并非全都是安宁而快乐的，有时也会因为来自模拟法
庭和楼下茶座的些许噪音而感到心烦意乱。只不过由于习惯了这里的气息，只要在老位置上坐一小会儿，总
能找到熟悉的节奏和内心的平和。可以说，明理法图就像是我在清华的第二个家，不仅给过我温暖的依靠，
更给了我奔跑的力量。
随着法学院新建大楼“廖凯原楼”或“明
法楼”的建成，明理法图也迎来了整体闭馆搬
迁的结局。也就在相同的时刻，我的学生时代
走向了尾声。曾以为自己会用很多煽情而华丽
的辞藻来纪念明理法图，只是等到真正落笔时
才发现，原来很多情感都难以用文字记录。况
且时间就像是敲落在窗前的细雨，在滴滴答答
的敲打之中模糊了回忆，留下了感伤。也许每
个明理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明理法图”。在每

图为明理法图阅览室，清华大学法学院阮神裕博士拍摄提供

一座明理法图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纪念的岁月。那里不仅留存着为毕业而奋斗的身影，还有遇见挚爱时的
心动与被拒绝时的失望，收获 offer 时的喜悦与选择离开时的挣扎。至于我的“明理法图”，大概就是留存
在那些稀松平常又甚为珍贵的日子里的，一个个看上去孤独又坚韧的背影吧。
现在想来，从 23 岁到 30 岁，正该青春洋溢的几年时光，居然就这样在明理法图里“泡”了过去。若要
问我“后悔不后悔”，我当然会回答：“后悔，很后悔”。只是一看到学堂路上骑着单车匆匆驶过的背影，
留在心底的“悔意”反而变成了某种“遗憾”——如果还能再回到明理法图里“泡”上一会儿，那该多好……
不知道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会不会也在某个半梦半醒的午后，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悄悄思念着“浙里
法图”。毕竟她不仅见证了我那迷惘疯狂也无忧无虑的大学时光，还替我保管着“出走之后，更要回来”的
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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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于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问题比较研究”文献检索报告之四
贾晨1
指导老师：罗伟（Wei Luo） 何灵巧
一、引言（INTRODUCTION）
（一）主题摘要（Abstract）
股东查阅权是股东所享有的知道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信息不对称性和利益制衡的
博弈，立法价值在于平衡公司、控股股东及小股东之间的利益，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近些年，由于《公
司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公司实务和理论界围绕股东查阅权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2017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对争议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了
解释，细化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对股东知情权诉讼纠纷主体资格的限制、查账权是否包含查阅“记账凭
证”和“原始凭证”、“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的界定、公司章程能否排除股东知情权等问题未做明确规定。
本文试图从中美两国入手，通过分析现有的学术文献、法律制度和司法案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有
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展开更具价值的学术研究。
（二）5W 分析法
1. WHO：涉及到的法律主体
（1）股东查阅权的权利主体（股东）；
（2）股东查阅权的行使对象（公司：有限/股份）；
（3）涉及机关、部门（工商局，证监会，银监会等）。
2. WHAT：权利范围和目的
（1）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查阅权？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
（2）股东行使查阅权的目的？
3. WHEN：涉及的时间性要素
（1）股东行使查阅权的时间限制？
（2）股东查阅的时间范围？
4. WHERE：涉及的空间性要素
中国，美国
5. WHY：行使股东查阅权的过程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1）为什么股东应享有查阅权？
（2）股东行使权利的程序中应注意的问题？
（3）股东查阅权的限制与保障。
（三）关键词
股东（shareholder）、股东权利（shareholder’s right）、股东知情权（shareholders’ right to be informed）、
股东查阅权（shareholders’ inspection right）、公司会计账簿（company accounting books）、公司原始凭证（original
certificate of the company）。
（四）检索词句与检索资源
1.检索词句
（1）shareholder /2 right /3 (inspect! or examine)；
（2）股东权利 and 股东查阅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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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公司会计账簿”。
2.检索资源
（1）中文资源：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知网、浙江大学图书馆。
（2）外文资源：Westlaw、HeinOnline、Lexis。
（五）本法律检索报告受众（Object of Reading）
本法律检索指南的主题是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问题及中美比较，可以为股东在行使查阅权、维护知情权的
过程中和有关部门处理相关法律问题的过程中提供相关智识，为其他将股东查阅权作为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
考。此外，本法律检索指南对其他希望了解中美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问题的律师、法科学生以及普通公众也有
所帮助。
二、中国法律资源（Chinese Legal Sources）
（一）原始或一次资源（Primary Sources）
1. 法律(Statutes)
【检索路径】北大法宝——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检索“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选择“全文”、“同
篇”，“精确”匹配。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1 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第三十三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

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
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
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第九十七条

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

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第一百六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

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
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2. 法 律 解 释 ： 立 法 解 释 、 司 法 解 释 、 行 政 解 释 （ Legal Interpretations: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检索路径】北大法宝——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检索“股东权利”、“会计账簿”，选择“全文”、“同篇”，“精
确”匹配。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1 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17）
第七条

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

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
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
外。
第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

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
（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
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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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
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

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

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
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
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第十一条

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

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
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3. 案例(Cases)
【检索路径】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检索“股东”、“查阅”，选择“默认”匹配。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2 篇。
（1）刘越与苏州华瑞腾航空设备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上诉案——股东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范围
限于正当目的（2013）
案号：一审：（2012）园商外初字第 0026 号
二审：（2013）苏中商外终字第 0007 号
基本案情与裁判要点：本案中，刘越在卸任华瑞腾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后又另行设立了与华瑞腾公司
具有相同经营范围的鹭翔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和总经理职务。由于两公司间具有竞争关系，刘越要求查阅
华瑞腾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凭证具有明显的刺探公司重要经营信息的嫌疑，并且可能不当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从
而使华瑞腾公司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可认定其查阅目的具有不正当性。同时，刘越在查阅华瑞腾公司财务
报告时发现公司的利润表记载不实、公司与关联公司存在大额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其据此请求查阅公
司账簿以便于进一步查实上述事项，显然，这些查阅是为了维护股东的利益，与实现股东权益以及公司整体
利益间存在事实上的内在联系，因此，应认定其对上述内容的查阅具有正当目的。当股东查阅目的的正当性
与不正当性交织存在时，法院应当平衡股东和公司间的利益，将股东知情权的范围限于其正当目的之内，而
不是一刀切地支持或否定股东的账簿查阅权。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立法初衷便在于解决股东查阅权和
公司正常经营权间的冲突，平衡两者间的合法利益。因此，利益平衡是法院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应当把握的一
项重要原则。
（2）杨洪利等诉重庆万水源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正当目的认
定与举证责任分配（2016）
案号：（2016）渝 0105 民初 15477 号
基本案情与裁判要点：本案中，杨洪利等 7 位股东已向万水源公司送达要求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和
股东会会议记录的申请书，说明了查阅目的，履行了查阅会计账簿的正当目的的说明义务。万水源公司否认
其查阅目的的正当性，并举示了老渔翁公司等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予以否认，证明杨洪利等 7 位股东自营与
公司存在竞争性关系的业务和曹明麟、王中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事实。申请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股东
自营与公司存在竞争性的业务，同时担任公司高管，其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后必然会掌握公司的商业秘密，并
极有可能使用该商业秘密为自营公司谋取利益，从而损害万水源公司的利益。因此，万水源公司举示的相应
证据足够证明杨洪利等其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利益，从而否认其查阅目的具有正当性，故有权拒
绝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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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次资源（Secondary Sources）
1. 图书：学术与实务（Books: scholarly and practicing materials）
【检索路径】浙江大学图书馆——检索“股东查阅权”、“知情权”、 “股东权利”。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2 部。
（1）蓝寿荣著：《上市公司股东知情权研究》，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年。
（2）刘俊海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
2. 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Dissertations）
【检索路径】中国知网——检索“股东查阅权”、“知情权”、“股东权利”、“会计账簿”、“原始凭证”关键
词。选择“博硕” 论文选项。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4 篇。
（1）周海涛：《股东知情权研究》，华侨大学，2016 年。
（2）关迪：《股东查阅权制度研究》，大连海事大学，2016 年。
（3）杜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大学，2015 年。
（4）易晓彤：《崔某某与某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的评析》，湖南大学，2015
年。
（5）许晓琪：《中国股东查阅权制度实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3 年。
（6）金燕：《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权》，中国政法大学，2013 年。
3. 法学评论文章（Law review articles）
【检索路径】中国知网——检索“股东查阅权”、“知情权”关键词。选择“学术期刊”、“报纸”选项。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5 篇。
（1）黄晓林：《股东知情权范围的司法裁量纬度之调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 年第 33
期，第 54-61 页。
（2）杜琳琳：《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范围研究》，《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6 期，第 24-26 页。
（3）潘达：《股东知情权的限制与保障基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思考》，《法制博览》，
2018 年第 14 期，第 13-15 页。
（4）武正雄：《公司股东查阅权的契约视角探究》，《现代商业》，2018 年第 10 期，第 172-174 页。
（5）张叶妹：《股东知情权之实证研究初探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吉林金融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67-74 页。
（6）肖信平：《“正当目的性”视角下的股东查阅权的法律适用与司法价值》，《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1 期，第 95-97 页。
（7）孙俊杰，卢迪欣，李红：《股东知情权实务及域外立法经验研究》，《中国律师》，2016 年第 9
期，第 79-81 页。
（8）徐沅钤：《实现股东查阅权穿越行使之研究》，《公民与法(法学版)》，2016 年第 6 期，第 8-10
页。
4. 新闻报道（News report）
【检索路径】中国知网——检索“股东查阅权”、“知情权”关键词。选择“学术期刊”、“报纸”选项。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1 篇。
（1）杜晓强：《浅析股东知情权的实现路径》，《法制日报》，2012 年 11 月 07 日，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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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United States Legal Sources（美国法律资源）
（一）Primary Sources（原始资源）
1. Statutes（法律）
（1）Federal Statutes
【 检 索 路 径 】 Westlaw—Home > Statutes & Court Rules >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USCA)>adv:
shareholder /2 right /3 (inspect! or examine) > Statues
【检索结果】美国联邦立法层面并未对股东查阅权问题做细化规定。经筛选保留如下1篇联邦立法。
· 12 U.S.C.A. §°62.

List of shareholders

The president and cashier of every national banking association shall cause to be kept at all times a full and
correct list of the names and residences of all the shareholders in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number of shares held by
each, in the office where its business is transacted. Such list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inspection of all the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officers authorized to assess taxes under State authority, during business
hours of each day in which business may be legally transacted. A copy of such list, verified by the oath of such
president or cashier, sha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within ten days of any demand therefor
made by him.
（2）State Statutes
【检索路径】Westlaw—Delaware> adv: shareholder /2 right /3 (inspect! or examine)
【检索结果】共检索到2个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1篇州立法。
· 8 Del.C. § 220. Inspection of books and records（2010）
2. Regulations（行政法规）
（1）Federal Regulations
【检索路径】Westlaw—Regulations >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dv: stockholder /5 right /5 (inspect! or
examine)
【检索结果】有2条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1篇。私法类很少涉及。
· 12 C.F.R. § 239.30 Annual reports; books and records.（2011）
3. Cases（判例）
【检索路径】Westlaw—Cases>All Federal Cases > adv: stockholder /s right /s inspect!
【检索结果】共171个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2篇。
(1) Shaw v. Agri-Mark, Inc., 67 F.3d 18 (2d Cir. 1995)
Synopsis: Members of cooperative stock corporation brought action against corporation, seeking to inspect
corporate books and record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Vermont, Fred I. Parker, Chief
Judge, ordered corporation to allow inspection. Corporation appealed. The Court of Appeals held that members of
cooperative stock corporation who supplied corporation's equity capital and directly elected its directors but who
were not stockholders of record did not have right under Delaware common law to inspect corporation's books and
records. Reversed.
(2) Bishop's Estate v. Antilles Enterprises, 252 F.2d 498 (3d Cir. 1958)
Action wherein the District Court of the Virgin Islands, Division of St. Thomas and St. John, Herman E. Moore,
J., entered an order directing respondent to make available its books and records, and those of all other corporations
owned by it, for inspection and copying by petitioner, and an appeal was taken. The Court of Appeals, Maris, Circuit
Judge, held that even if agreement, that surviving stockholders should have right to buy deceased stockholder's
shares from his estate at book value, was valid and binding, survivors' election to exercise right given by agreement
would not divest deceased stockholder's administratrix of legal title to shares or of rights of stockholder, and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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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er right to have access to books and records of corporation would continue at least until proper amount of
purchase price had been authoritatively determined and paid.
（二）Secondary Sources（二次资源）
1. Books: scholarly and practicing materials（图书：学术与实务）
【检索路径】library genesis—“corporate law”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 1 部。
(1) Charlotte Villiers，Corporate reporting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 Law review articles（法学评论文章）
【检索路径】HeinOnline—Law journal library > adv: stockholder /s right /s inspect! 选择“articles”。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5篇。
(1) Kales, Albert M ， Stockholder's Right to Inspect Books of the Corporation,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7,
Issue 3 , pp. 155-159
(2) Campos, Maria Clara L，The Stockholder's Right of Inspection - Its Significance, Extent and Limitations，
Philippine Law Journal, Vol. 53, Issue 2 (June 1978), pp. 170-192
(3) Estuar, Bienvenido C ，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Right of a Stockholder to Inspect the Books of a
Corporation，Philippine Law Journal, Vol. 17, Issue 3 (September 1937), pp. 105-127
(4) Uhlman, Rudolf，The Stockholders' Right to Inspect Corporate Books and Records in Cases of Receivership
and Reorganization ，Current Legal Thought, Vol. 4, Issue 5 (February 1938), pp. 302-307
(5) Welch, Edward P.; Saunders, Robert S., Freedom and Its Limits in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Other Statutory
Schemes,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Vol. 33, Issue 3 (2008), pp. 845-868
2. American Jurisprudence 2d
【检索路径】Westlaw—Second Resources > American Jurisprudence 2d > adv: shareholder /2 right /3 (inspect!
or examine)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5篇。
(1) § 324.Books of account and other financial records
(2) § 282. Statutory provisions—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and effect
(3) § 12. Mandamus to enforce performance of duty or obligation of a corporation—Inspection of records
(4) § 289. Transferors or pledgors; transferees and pledgees
(5) § 332. Making copies or extracts
3. American Law Reports
【检索路径】Westlaw—Second Resources > American Law Reports > adv: shareholder /2 right /3 (inspect! or
examine)
【检索结果】根据相关度进行筛选，保留如下2篇。
(1) J. E. Keefe, Jr.，Stockholder's or officer's right to inspect books and records of corporation, 15 A.L.R.2d 1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1)
The statement in the previous annotations, that stockholders, as owners of the corporation, for a proper purpose,
are entitled to reliable information as to its condition and affairs and the manner of conducting its business, and, to
secure such information, they are entitled, at common law, to inspect the books and records of the corporation
containing such information, and that usually this right wil be enforced in behalf of a stockholder by mandamus, the
inspection to be had at proper and reasonable times, considering the business and convenience of the corporation, is
further substantiated by the following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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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 E. Shipley, Purposes for which stockholder or officer may exercise right to examine corporate books
and records, 174 A.L.R. 26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8)
As previously stated, the stockholder's right of inspection is commonly held to be subject to the qualification
that it shall not be exercised for purposes inimical or hostile to the corporation, or to harass and embarrass its
management.
Consonant with this restriction, it is ordinarily held, at common law, that the stockholder may not enforce his
right of inspection in order to use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or the benefit of a business competitor in which he may
be interested. The same restriction has frequently been enforced even under statutes containing no express
qualification upon the right, the courts, however, sometimes draw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such a purpose, held to
be merely improper, and an unlawful purpose. And, in a number of instances, the courts, while upholding the right of
inspection, have so limited and restricted the order granted as to protect trade secrets or oth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hich there was reason to believe might be used by the stockholder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 or to injure
the company.
Although in a number of cases it has been held that a stockholder was not entitled to an inspection in ord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to be used to force the company into receivership or liquidation, it seems that if there are grounds
upon which the stockholder could reasonably believe that such steps were the best policy to be follow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ockholders, the right of inspection for such a purpose should
be upheld.
The motives of an officer or director in seeking to inspect the corporation's books have frequently been held not
to be a subject of judicial inquiry, since such a right is essential to the proper exercise of official duties. However, in
some cases, the courts have held that even an officer or director was not entitled to the aid of the court where the
inspection was sought for the purpose of harassing or injuring the corporation, or aiding its competitors.
四、初步结论（PRELIMINARY CONCLUSIONS）
股东查阅权制度，是确保股东表决权和诉权的重要公司法律制度。本文通过对中美相关的法律资源的检
索，进行初步综述和比较分析，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就中国法律资源而言：第一，2005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制度进行重大改
革，为股东查阅权保障与救济提供了可操作性。然而，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2017 年发布的《公
司法解释(四)》在第 7 条至 12 条对股东查阅权作了细化规定，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股东查阅权的诸多争议问题，
确认了股东查阅权的固有权属性。第二，现有法律明确了股东查阅权诉讼纠纷主体适格的问题，但对继受股
东、隐名股东未作规定。第三，股东查阅权应受到“正当目的”的限制。第四，股东行使查阅权可“委托”专业
人士。
就美国法律资源而言：从立法角度看，美国联邦立法层面并未对“股东查阅权”问题做细化规定。各州
的州立法中则对此有较为完整的规定。美国行政法规对私法类涉及较少，没有找到关于股东查阅权的规定。
美国法在赋予股东广泛查阅权的基础上，通过“正当目的”、“法定程序”与“司法救济”三重标准对股东
查阅权进行“过滤”。第一，美国股东知情权打破了“绝对性”查阅模式，以正当目的为限制。但是不同州关于“正
当目的”有不同的定义，并就查阅对象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举证责任。股东请求行使账簿查阅权，需系出于
善意及具有正当的合理的目的，且拟查阅文件和资料应与其目的具有直接关联性。第二，法定程序方面，相
对于普通法，制定法有更为细致严格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对公司记录保管形式的规范、对股东查阅权主体的
资格限制、对股东提出查阅申请需出具书面材料的要求，各州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司法救济方面，
司法并非只保护股东的利益，也会平衡权益冲突。

13

《法律论证理论》

《海权：海洋帝国与今日世界》

作者：罗伯特·阿列克西

作者：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100173872

ISBN：9787521706789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在《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言说理论》
（1989）一书中，阿列克西提出了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和法律言说
理论。该书的德文原版于 1978 年面世。在该书中的第一、二部分，
阿列克西提出了他的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在第一部分中，他探究
了关于规范证立的理论，并且对道德分析哲学（包括斯蒂文森、
维特根斯坦、奥斯丁、黑尔、图尔敏和拜尔）、哈贝马斯的真理
共识论、埃尔朗根学派(Erlangen School)的实践商谈理论和佩雷
尔曼的论证理论等见解进行了评述。在第二部分中，他运用研究
结论提出包括一系列规则和论述形式的普遍实践言说理论。在第

本书作者是亲历冷战的美国海军上将，前北约欧洲盟军司
令，他结合海战史、海权和地缘政治史，以其独特的经历和眼
光，对马汉经典的海权论做了详细的诠释与拓展。从历史上著
名的海军、海战到海洋的现状，再到全球气候变暖对海洋的破
坏，作者指出，海洋是人类历史上连接各个族群最持久的手段，
也是一片充满挑战、几乎无管制的区域。他描写了全球海洋的
美丽，同时也讲述了海洋是如何成了“全球犯罪现场”与海盗
猖獗、海洋污染的现状。本书是继马汉的《海权论》之后讲述
海权的又一力作。

三部分，阿列克西提出了他的法律证立理论，并描述了普遍规则
和形式如何适用于法律论述的要求。

《天理·国法·人情》

《实践原则、道德真理与最终目的》

作者：秦涛

作者：(美) 杰曼·格里塞茨， (加)

出版社：孔学堂书局

约瑟夫·波义尔， (英) 约翰·菲尼

ISBN：9787807701293

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173094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狱讼制度的梳理和介绍，从中国法制
史的角度探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关系。全书共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古典今制、百姓观念层面阐
释“法之理在法外”的道理；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古代狱讼制
度从上古到晚清的发展演变；第三部分介绍了古代狱讼活动相
关人物(书吏、师爷、讼师、法医等)的社会地位以及历史评价；
第四部分从“情理法”、“国法与亲情”、“公权与私力”、
“法律与人情”等角度谈中国的狱讼之道；第五部说明作者写
此书的缘由，并且探讨礼法与狱讼的关系。作者基于深厚的专
业积累，从法理学角度解开当代人对古代狱讼制度的误解，立
论有据、观点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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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新自然法学派的三位奠基者联合署名发表，代
表了他们在道德理论立场上的惊人一致性，尽管他们在某
些政治哲学问题上存有差异。该部分理论也构成了新自然
法学派最为核心的要旨。本书以简洁和精炼的形式系统呈
现了该派学说在道德哲学问题上的基本要点，是研习该派
学说不可绕开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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