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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国家的破产政策，可以参考七个方面：清偿的债务数量、豁免的资产、豁
免的收入、债务人必须用于偿还的收入比例、偿还的年限、申请破产的费用和破产
惩罚。

文  |  本刊记者   萧翔宇

国外个人破产制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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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多次提出修改破产法的议

案，并以非正式文件的形式，让各级法院加强

破产法的执行和实施力度，特别是信贷消费，

无担保条件的消费借贷者依据破产法成为第一

批不得不向银行还债的人。 

2005 年美国通过《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

保护法》宪法修正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入

了收入测试，即以破产申请人过去半年内的收

入、日常消费能力、所居住地平均收入作为衡

量因素，来决定是否应该给予债务人债务豁免

以及豁免额的大小。如果测试结果为债务人收

入低于本地区中等收入水平，则依清算程序进

行；如果高于本地区中等收入水平，那就依重

整程序进行。“收入测试”内容的增加，只为

限制过高的破产申请率，保护债权人。 

该法案在破产豁免范围上扩大了不可免责

的债务范围，如学生贷款、营利性贷款和非政

府实业贷款等都不在免责范围之内。在时间上，

将偿债计划期限由最短３年提高到５年。它还

提高了两次申请破产的时间间隔。这些变化意

味着更少的债务人可以随时申请破产，“破产

豁免”在美国已经由“太可能”变为“不太可能”。 

随着 2005 年《修正案》的实施，美国破产

案件的数量在 2006~2007 年两年间迅速下降，

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之后的次贷危机与破产

法修订相关联，但是 2008 年后美国的个人破

产数量连续 3 年上升，并且在 2010 年达到了近

160 万件。这一数据在一定程度也表现了单纯

依靠限制个人破产申请条件，缩紧不良债务豁

免限制，并不能显著改善社会信贷风险水平。 

其他西方国家：
豁免标准不一，惩罚与豁免并重 

法国、德国、英格兰和加拿大四国都要求

破产制度的建立，必须做到合理免责与恶

意逃债之间的平衡，如何通过破产制度在合理

释放社会经济活力的同时又有效监管恶意逃债

的不良信用行为，一些国家已经在尝试。 

比较不同国家的破产政策，可以参考以下

七个方面：清偿的债务数量、豁免的资产、豁

免的收入、债务人必须用于偿还的收入比例、

偿债年限、申请破产的费用和破产惩罚。 

 

美国：
消费文化伴随破产法转变 

美国个人破产制度先后经历了债权人本

位、债务人本位和债权人债务人并重三个阶

段，历经 200 多年。从 1800 年第一部破产法到

1978 年《破产改革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

着重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从 1978 年《破产改革

法》到 2005 年的《禁止破产滥用法案》《消费

者保护法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更注重以

个人破产制度平滑债务人的消费能力，引导债

务人的消费预期，扩大其消费能力；2005 年之

后为第三阶段，此阶段更注重平衡债权人和债

务人的利益，通过个人破产制度引导债务人理

性消费，鼓励个人创业，同时通过破产惩罚防

止过度借贷消费，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美国的消费信贷文化也在一步步推动着个

人破产法三阶段的转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自然人或家庭破

产数量呈攀升趋势，这要部分归咎于美国破产法

对于自然人或家庭申请破产的程序较为宽松，为

债务人提供了逃避债务的方便通道，变相鼓励了

个人过度消费行为。于是，修改破产法的呼声越

来越高，以期纠正“欠债不还钱”这一社会现象。 

1997 年破产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

份改革报告，建议改革个人破产制度。此后国

美国个人破产制
度先后经历了债
权人本位、债务
人本位和债权人
债务人并重三个
阶段，历经 20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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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这样就会再次获得被解除部分债务的机

会。因此，尽管法国的破产法是倾向于债权人

的，一小部分破产债务人仍然获得了类似于美

国破产法的优惠待遇。 

德国的破产程序与法国类似，但是偿还的

期限是 6 年，收入豁免的标准也更高，债务人

被要求用他们除豁免部分以外的所有收入用来

偿还债务。如果债务人在偿债期间工作表现良

好，可以在偿债第 4 年保留收入的 10％，第 5

年保留 15％。在德国，所有的破产者在获得债

务豁免前，都必须完成一份债务偿还计划。 

相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英格兰和加拿大

的破产法则更倾向于债务人。在英格兰 / 威尔

士，收入豁免的标准很高，以至于只有 15％

的破产者被要求提供偿还计划，对于那些必

破产者根据不同的豁免条件，从其资产及破产

后收入中进行偿还，但是各个国家的标准差别

很大。 

法国的破产法对债权人最有利，资产和收

入豁免程度很低，破产者几乎必须将其所有的

收入用来偿还债务，偿还的时间长达 8~10 年。

这意味着如果申请破产，破产者的生活水平将

严重下降，如果不履行偿还义务，也会受到惩

罚。如果债务人即便通过 10 年的努力也还是不

能偿还他们的债务，破产法官也有权力放松政

策，对债务人解除一部分债务。如果法官认为

债权人向“过度负债”的债务人进行放贷，他

们也有权要求债权人解除一部分债务。由于债

务人申请破产是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的，所以

常会出现债务人不履行其偿还计划并再次申请

 美国个人破产申请数量（1978~2017 年）

2000000

1800000

1600000

14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0

19
78

19
79

19
80

19
84

19
82

19
86

19
89

19
81

19
85

19
88

19
83

19
87

19
90

19
94

19
99

19
92

19
96

20
01

20
07

20
04

20
10

20
14

20
12

20
16

19
91

19
95

20
00

20
06

20
03

20
09

19
93

19
98

19
97

20
02

20
08

20
05

20
11

20
15

20
13

20
17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5MEGA FINANCE   2019  08

意破产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调和债务

人保护和债权人保护两者间的矛盾，日本采取

的应对方法是，破产人将部分收入（约占债务

总额的 10% 左右）储蓄起来，逐步向债权人进

行清偿，法院以此为条件赋予债务人免责。然

而，债务人即使获得破产免责，也将失去房屋

所有权等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财产。 

清盘式破产也大大增加了法院破产执行的

复杂程度，实务上急需一种可以既可以促使债

务人以将来的收入持续清偿债务，又可以避免

清盘式破产的重整制度。在此背景下，日本制

定了小规模个人再生程序。该程序为了简化重

整流程，采用了“视为申报”制度和消极同意

式的表决制度。目前，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

应用小规模个人再生制度的案件占据个人再生

案件的 90% 以上，已成为核心程序。 

发达国家在个人破产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尝

试，但其核心目的都是稳定经济，促进社会发

展，破产法的本意是给予无法核销的个人债务

一个财务处理的方法，也让“不幸的诚实借款

人”获得再次重整旗鼓的机会，但如果是仅仅

用强硬的方法限制个人不良债务的出路，那在

很大程度上属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个人破产的审核流程需要严控，其目标是

防止利用破产程序恶意转移利益，强调的重点

在于判定是否在债务存续期间内存在隐形利益

输送等不良行为，但是如果确实是属于资不抵

债无法偿还，那么限制破产造成的后果就是扩

大真实的债务风险，账面上做得如何完美也无

法抵消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深层次危机。 

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保护是此消彼长的关

系，使借贷关系的主客体双方能得到国家保护

的双赢，是修正个人破产制度的最终目标。 

须偿还债务的人，他们只需要将豁免后收入

的 30％ ~50％用来偿还债务。偿还期限通常是

2~3 年。但是，英国对于破产者也有一些惩罚

措施，如在破产后 3 年内，破产者不能借钱，

不能管理企业、担任律师，或者在公共事务部

门任职。在加拿大，债务人必须把其豁免后

收入的 50％用于偿还债务，偿还期限通常是 9

个月 ~3 年。 

日本：
小规模个人再生程序是主流 

日本则是通过调整破产裁定的执行尺度来

缓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国民个人收入

的持续增长，日本消费信贷行业呈现井喷式发

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还出现了恶性借贷

和放贷问题。放贷企业与暴力集团，一方面向

债务人放高利贷，另一方面又暴力讨债，将不

少债务人逼向了自杀的境地。1999 年，以东京

地方法院等为中心，开始运行小额管理程序。

具体而言，在简化程序的基础上，通过较低的

报酬来选任破产管理人处理个人破产案件。小

额管理程序既能保障程序的简易和低廉，又能

实现由专门的破产管理人推进破产程序，调查

债务人的财产，并在免责程序中陈述相关意见。

自从引进小额管理程序后，东京地方法院的破

产案件比例则从 2003 年的 90.1% 降至 2016 年

的 59.4%，小额管理程序现已逐步扩大适用于

日本全国。 

由于债务比较容易被豁免，部分债务人恶

目前，在日本的
司法实践中，应
用小规模个人再
生制度的案件占
据个人再生案件
的 90% 以上，已
成为核心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