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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概述
迫切性。乌克兰国家政策的重点是与欧盟整合，目的是乌克兰加入欧
盟，并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国家。因此，我们须提供设计标准与设计标准
时欧盟立法的强制登记的统一的方法。乌克兰立法适应欧盟acquis过程的重
要方向是由协会协议所确定的。该协议，即第378条和387条已经概述了一
些需要乌克兰国内立法中考虑，解决与和解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于公司
设立和运作不同立法的概念方法，以及企业治理的模型法律不同的概念方
法，保护股东和投资者的权利的法制不健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股份公
司的法律地位模型以此下而定，对本模型的态度必须符合欧盟立法规定，
必须使得到形式统一。
在方法论层面上，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分析了德国国家立法，
为了与乌克兰立法比较，以及使乌克兰立法涉及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模型
符合欧盟法规要求。
当制定乌克兰股份公司的现代法律地位模型时，重要的是要考虑乌克
兰的经济利益不仅限于与欧盟的合作。全球化影响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需要立法的灵活性，为了吸引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投资者，为了保证这
些投资者在乌克兰境内具有法律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公司的法律模
型不仅必须考虑到欧盟立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手段，而且有现代或建立的手
段，但存在于其他国家屡试不爽的办法。为此，我们分析了中国立法，以
确定这些方法和评估在乌克兰立法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进行本研究需要作为法律基础发展的前提条件，目的是在民事
关系层面上寻求人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民事关系的参与者是股份公司，
通过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确定最佳法律模型。这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中经
济领域显著超过法律规制，以及法律规制的实体仍不处于较高水平，尽管
其在世界市场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影响我国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
进程。因此，其活动的开发和分散，最有吸引力的人的新领域探索取决于
其作为民事关系法律的模型水平，并在民事法律行为自身整合。从这个意
义上，股份公司的模型法律态度的团结和普遍性是成功的关键。
选定问题的科学论文分析给出的理由断言，对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无
统一科学方法，包括法律性质的比较研究。
一些乌克兰科学家关于股份公司法律地位的研究成果 (瓦.伊.鲍里索瓦,
奥. 伊. 维基戈夫斯基, 尤. 姆. 若尔诺奎,奥. 勒. 基边科, 伊. 瓦. 斯巴斯博-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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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瓦, 布.瓦. 舒巴，奥. 瓦. 舍尔比纳,尤. 尤. 阿基缅科夫和其他) 没有用尽此
问题的所有表现形式。本问题在德国和中国民权科学还没有全面研究的课
题，但有些方面在有的学者论文分析的如V. Bath、S. Bahter、P. Behrens,
U. C. Braendle、D. C. Donald、You Yong Hui、A. Cahn、H. Kötz、Tong Lu、
K. Zweigert、Huang Hui、D. Szentkuti、H.-P. Verspray、Chien-Chung Lin、
Cui Bei、Chao Xi 和其他.
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法律学者的论文：Yu. Yu. Akimenko、V. Bath、
V. І. Borisova 、 S. М. Bratus 、 О. І. Vyhovsky 、 О. М. Vinnyk, 、 张 晓 红 、
І. О. Dzera 、 Yu. M. Dzera 、 O. V. Dzera 、 Wang Jiang Yu 、 А. S. Dovgert 、
Yu. М. Zhornokuy 、 О. S. Iyoffе 、 T. V. Kasshanina 、 О. R. Kibenko 、
D. C. Clarke 、 N. V. Kozlova 、 N. S. Kuznetsova 、 V. V. Lutz 、 刘 彦 文 、
R. А. Maydanyk、D. І. Meyer, О. V. Mizkevich, О. А. Pushkin, О. F. Skakun、
S. О. Slipchenko、I. V. Spasibo-Fateeva、R. О. Stefanchuk、N. S. Suvorov、
Ye. О. Suhanov 、 V. V. Chevichelov 、 Ya. M. Shevchenko 、 О. V. Sherbina 、
G. F. Shershenevich、О. R. Shyshka、R. B. Shyshka 和其他。
因此，问题的紧迫性涉及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的乌克兰股份公司
民法模型制订理论态度，以及制订深思熟虑的建议，为了改良股份公司的
民法地位。
与学术研究项目、计划、主题关系。本论文是根据哈尔科夫国立内务
部大学第6号部门民法过程系的学术调查工作计划写的，第2.8条和第5.29条
2015年至2019年期间乌克兰内政部执法机构科学支持的优先方向，2015年
03月16日由乌克兰内务部第275号命令批准，以及2016年至2019年哈尔科夫
国立内务部大学的哈尔科夫国立内务部大学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决定
（2号记录）；根据哈尔科夫国立内务部大学科学研究的“关于乌克兰有关
法律制订和立法的执行”题目 （0113U008189国家登记号）。
该论文的目的和任务。本论文的目的是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公
司民法模型的理论根据，根据这些国家立法的法律比较分析。
鉴于目的，简要地提出主要任务：
–

确认问题，并确定股份公司法律模型的研究方法;

– 判断世界股份公司的不同模型的特点，以及发现其特殊性;
– 发现乌克兰、德国、中国股份公司模型的本质;
– 显示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公司模型类型与精髓;
– 根据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立法，确定股份公司的机构法律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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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模拟个人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概念，根据德国立法作为欧盟的会员
国，提出与其在乌克兰立法采用的可能性有关的建议；
– 确定中国股份公司中的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并提出建议将一些其
部分采用在乌克兰立法中的可能性;
– 确定由少数股东保护的股份公司的利益，根据德国和中国立法，并
提出建议涉及这些国家立法采用在乌克兰立法可能性;
– 显示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立法中的外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的
特点，以及提出建议涉及将一些元件采用在乌克兰立法中的可能性。

论文的对象是股份公司参与的民事法律关系。
论文的主题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乌克兰股份公司的民法模型。
研究方法。该论文的方法论基础是特殊法律和一般科学的学习方法。
因此，正式法律研究方法用于确定问题和股份公司法律模型的研究法（第
1.1条）。模拟方法用于股份公司模型的建立与研究过程中（第1.2条,第1.3
条）。法律比较方法用于分析世界上不同股份公司的模型，并为了确定乌
克兰、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公司模型（第1.2条,第1.3条）。比较法律方法提供
了机会研究股份公司的性质和类型，调查过程中进行国家和国际法律分析
比较，其法律机构地位的特点，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确定的细节;以及关于
调节个人股份公司活动、独立董事的活动，由少数股东保证的股份公司的
利益保护（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3.1条，第3.2条，第3.3条）。应
用规定管教条式的方法使我们研究控制股份公司机构法律地位和独立董事
的法律规范的内容，其法律地位设置的特点，由少数股东股份公司的保护，
以及根据德国、乌克兰和欧盟立法的个人股份公司的运行（第1.2条，第1.3
条，第3.1条，第3.2条，第3.3条）。历史法是在个人股份公司起源的研究中
使用的（第3.1条）。体系结构方法允许确认股份公司在其他法律实体中占
有一席之地，根据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立法（第2.1条）。按照乌克兰、
德国，中国的立法，根据使用的分析和综合方法被研究了股份公司模型的
基本和特殊元件（第1.3条，第3.1条，第3.2条）。
获得结果的科学新奇是本论文是乌克兰科学民法学中第一个论文，本
论文中实现了乌克兰立法与德国和中国立法法系统比较法律分析，涉及股
份公司的法律模型，并基于下列论文答辩时讨论的问题。

第一次：
 下了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的定义，建议被视为逻辑智力（思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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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配有内部内容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的系统结构元件，相互依靠
的元件，执行明确的目的和功能，保证达到统一目的就是本模型的目的，
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建设手段，并成为其机构部分，以执行固定的功能，即
组织，结构，作为民事关系的参与者股份公司的内部和外部表现的组织。
 被发现了每个国家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概念具有不同法律态度，并
依赖于公司治理模型，这些模型基本上可以有一层和/或两层结构的模型，
但性质上只是某种模型的特征。同时股份公司法律地位本身通常在许多国
家仍然是相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模型应在那
些相互关联内部和外部的表现方面考虑。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的外部表现
的特点是作为民法关系参与者通过表现（现实）以下元件，例如：股份公
司的活动和运作法律基础; 结构组织元件（股份公司的设立规定，登记和终
止;股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股份公司体现在公司的组织法律形式的内部结
构）;法律上的人格 (法定资格); 股份公司的指定用途; 股份公司的权利和义
务，以及其保证; 执行股份公司的公民权利和义务边界和限制;股份公司的责
任。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的内表现是股份公司模型的基础，本模型基础是
通过其内部结构特征表现，可以有一层和/或两层结构，而后者则是企业治
理模型直接反映，组织及协调股份公司机构的活动，通过权利和义务确定
其职权，因此，股份公司外部意愿和形成活动和其股份公司内部机构之间
建立联系。
 建议在乌克兰立法提供股份公司管理模型的这样内部结构：机构，
即股东大会，监事会，执行机构;并分别提供独立董事的活动。这将提供机
会使执行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和任务平衡，从而在股份公司中
创建监控系统（监事会机构和独立董事），这是股份公司执行机构的高效
运作的保证工具。
 为了避免公司的官员与独立董事有任何关系，其联营者，该公司的
承包商或任何其他人士会影响独立董事的活动，在现行立法中应建立这种
独立董事的模型，本模型应基于独立的标准，其活动将基于专业、公正和
合同民事法律的基础。
 以保护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建议加强民事法律保护功能，在其法律
人格范围内，通过在法律中规定这样保护其权益和权利的机制，其实施将
不仅包括司法保护，而且社会保护。为此，建议在乌克兰立法中建议扩大
独立董事的管辖权，并使少数股东请就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被形成的一个股东股份公司的模型反映这类股份公司的特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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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创始人可以作为一个执行机构的成员，并聘请董事），以确保一个股
东股份公司机构的运作，并以乌克兰立法对欧盟立法适应目的成功地实现。

被改进：
 独立董事的法律定义，根据法律定义，独立董事是有活动能力的
自然人，不是执行机构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股份公司的官员，不是股份
公司的联营者，与其他股东、董事长和/或监事会成员，执行机构或股份公
司的其他官员没有任何关系，并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不是另外股份公司与
本股份公司有关的工作人员，独立、公正、专业地执行其职责，并根据合
同民事法律依据，在本股份公司执行。
 少数股东的民事地位在其法人资格的部分中，尤其是，在立法水
平上建议向少数股东或几个少数股东提议机会向法院申请，为股份公司的
利益。股份公司的保护权利益可以在下列条件下实施： 1) 在股份公司的利
益违反的时刻他/他们 180 天以上是股东所有者/所有者们; 2) 此类股东或股
东们试图安排股东大会涉及违反股份公司利益的问题，但这些行动没有效
果; 3) 有证明股份公司机构或股份公司机构的官员的行为造成股份公司损害
的事实; 4) 股份公司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

收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尤. 斯. 奇赫乔夫, 尤. 姆. 乌曼采夫, 姆. 伊. 约尔卡切夫科学家们的看法
涉及确定乌克兰企业治理模型就是作为乌克兰的模型，考虑到本模型
结合了多种其他存在某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型的部分，形成着一个整体，
但在一般情况下，本模型是不再有的，如果考虑到其元件、结构和乌
克兰的其他特点，有鉴于全国企业的营业额发展水平，包括经济、政
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乌克兰对股份
公司的模型具有节段性可变态度，本模型包括一层和两层股份公司的
结构。
 一个股东股份公司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股东股份公司的概念应被
视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工具，以及使下定义和展开不被法律未禁止的
创业活动的自由边界的手段之一。为此，提请注意欧洲立法者的办法
和欧盟成员国的经验，特别是德国为代表，以及利用其立法中的成就。
预期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在于论文的规定，结论和建议，可以用于：
– 立法的 - 以改进调节民事关系的民事规定，本关系的参与者是股份公
司 （一本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建筑、城市建筑、住宅公共事业和地区政
策的委员 029-120 号 2013 年的证明书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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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方面 - 作为进一步法人问题的科学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整个
来说，尤其是股份公司;
– 法律适用–为了使司法惯例统一，解决因官员违反股份公司的利益引
起的纠纷。
– 教育过程–当教学“乌克兰民法”，“企业公司法”，“公司比较
法”，“国际私法”课程时，并当准备程序准则，教材，教学参考书
时。
论文结果的审订.研究结果在科学会议上被报告和讨论。即：国际科研
实践会议“现代法学实际问题”（基辅市，2011年）;致力于布·叶·卡赞
斯科教授新罗西斯克帝国大学记忆国际阅读（敖得萨市，2011年）;国际科
研实践会议“建国法律问题，并人权的乌克兰保护»（哈尔科夫，2011年）;
全乌克兰科研实践会议“乌克兰法律体系的战略方向”（利沃夫市，2012
年）;第六届国际科研实践会议“国家和国际执法的形成：理论和实践概述»
（莫斯科，俄罗斯，2012年）;国际科研实践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威斯巴登, 德国, 2012 年); 国际科研实
践会议“新国际和国家立法 - 法律科学的新问题”(基辅, 2012 年); 第三届法
律，语言和话语国际会议(香港, 中国, 2014 年);致力于亚·谢·普希金科研
实践会议“民法和程序的问题” (哈尔科夫市, 2016 年).
出版物。论文的主要成果反映在发布在乌克兰专业版的9篇文章和发
布在国际科学期刊的4篇文章：1篇文章发布在俄罗斯可以被发布为博士论
文、副博士学位论文的结果科学专业版;1篇文章发布在德国集体学术论文，
1篇文章发布在中国科学期刊，1篇文章发布在国际科学版中。此外，该论
文的结果发表在14篇科学主题报告。
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全文共分引言，三个节，一般性结论，参考文献
列表，附件。
全论文页数量为262页，本论页数量为180页，以及图画表45页，参考
文献列表包含336项目一共37页。

论文主要内容

论文引言中提出论文选题迫切性的根据，介绍与学术课程、计划和主题
的关系，确定了论文目的和任务，方法，科学新奇，描述了理论和实用价
值，获得结果的价值，提供了有关该论文结果的审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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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研究的一般性方法基地”拥有三分章。

第 1.1 分章。“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问题提出和研究方法” 确定了问题
和研究方法 。 笔者的结论是，由于几个问题需要进行此类的研究，并解决
此类实际问题。特别是，如：1) 对乌克兰法人就是股份公司的组织法律形
式下定义的不同态度与德国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比，其中在德国被视为股
份公司，而在中国被视为公司; 2) 全世界上对公司企业治理模型的不同态度
- 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德国和中国。3）股份公司机构的功能内容不同，
考虑到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的差异; 4) 至于下个人股东股份公司
的定义，现行立法的不完善; 5) 至于下独立董事的定义，现行立法的不完善;
6) 为了保护股份公司的利益少数股东的机会向法院申请，现行立法的不完
善;7) 建立外商独资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现行立法的不完善。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实现的科研的目的，选择了这样的基本方法，就
是比较法律分析，模拟和替代。

在第1.2.分章中“股份公司的模型和其特点”进行股份公司法律模型的
分析，以确定其特点。根据许多下模型定义的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股
份公司的法律模型应被认为逻辑智力（思辨）的形式，配有内部内容和具
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的系统结构元件，相互依靠的结构，执行明确的目的和
功能，本模型帮助达到统一目的，就是本模型的目的，可以作为一种法治
建设手段，并以执行固定的功能成为其结构部分，即组织，结构，作为民
事关系的参与者股份公司内部和外部表现的组织。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所
有股份公司的摸型都是基于一层和/或两层的结构，本结构是企业治理模型
的直接反映，但与此同时，每此类股份公司的模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具
有其特点，所以不能说本模型与其他模型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模型
的均匀性只能通过其结构的标准来确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股份
公司的模型应被认为彼此相关的其外部和内部表现。

在第 1.3. 分章中“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公司的模型” 分析乌克
兰、德国和中国的股份公司模型的特点。笔者发现了，在德国、中国和乌
克兰有法律制度中具有对股份公司模型不同概念的态度。因此，德国股份
公司模型的属性是两层结构，但监事会的人员具有人数和质量上特定的功
能。中国股份公司模型的特征在于分段的态度，本态度结合了某些一层和
两层的结构的元件，以及一些属于本模型特点体现的元件，形成着整体。
乌克兰股份公司模型的属性基于具有一层和两层结构（即变异的迹象），
取决于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法律制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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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对股份公司模型存在可变节段性态度。此外，每个股份公司模型变异
表现有自己的属性，就是其特点。
第2节“乌克兰、德国和中国股份公司法律模型的特点”由两个分章
组成。

在第 2.1. 分章中“乌克兰、德国和中国股份公司：性质和类型” 进行
了所研究的国家股份公司的性质和型范的分析。研究中发现了，乌克兰股份
社会只能作为商业企业社会的形式，而在德国可以作为资本贸易社会。在中
国法律制度中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看法）被视为公司企业制，成为内资企
业，就是以社会的形式营利性组织。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股份社会的概
念（在乌克兰和德国）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念（在中国）具有不同的标准。
乌克兰标准就是利润。对于德国，后者没有显著价值，但活动主题是最重要
的。中国的标准基于外部和/或内部资本。
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立法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三个国家奠定
一个概念就是股份公司类型的分立为上市和不上市的，但仍存在一些具体的
规范性。

在第 2.2. 分章中“根据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立法，股份公司机构法律
地位特点”确定了因为在乌克兰，德国和中国对股份公司法律地位的态度具
有不同概念，取决于股份企业治理的模型，这个情况下影响其机构系统，这
些系统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会有不同功能、目的和任务。
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立法分析被选出这些国家的股份公司机构的通
则和特征。结论是，如果乌克兰股份公司中的行政机构的功能是由董事会
可以进行的，在德国和乌克兰股份公司模型中董事会法律地位的内容是不
等效的。本事实涉及中国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的法律地位，内容考虑到其功
能、目的和任务并不等于乌克兰和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会法律地位的内容。
这种结论涉及这些国家股份公司的同等机构。此外，得出的结论涉及在乌
克兰和中国的立法中独立董事法律地位不同概念态度。在中国独立董事履
行职责和任务，无论监事会，而乌克兰的独立董事是监事会的成员，其独
立的标准是相对的。
第 3 节“乌克兰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一些改进的办法» 由四个分章组
成。

在第 3.1.分章中 “个人股份公司：作为欧盟成员的德国立法和采用到
乌克兰立法的可能性” 得出的结论是“个人公司”是欧洲法律制度中一个
法律概念，为了指具有一个参与者的商业合作伙伴，最近其使用在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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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
基于德国个人公司形成的回顾性分析被发现了其存在是与资本在资本
主义关系时期的集权有关，而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个人物业分给的观念。因
此，目前股份公司应被视为一个组织，不仅是由人身或财产结合建立的，
但为了达到特定目是由一个与会者分给的财产的。
笔者提出一个股东股份公司的根据，并形成个人股份公司模型，本模
型反映此类股份公司的特点（一个股东创始人不仅可以参加一个执行机构，
也可以聘请董事），以确保一个股东股份公司的机构的功能，并为了确保
乌克兰立立法适应到欧盟立法目标的成功实现。
被发现了，无论乌克兰或德国立法，这样的结构给国家可能性建立股
份公司，并成为自己财产的唯一和独立所有人。结论：以国家 100％的参与
的股份公司的存在有合理性，如果在这样的状态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国家的
发展，并在生活各个方面中的确保保护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安全，防止内
部和外部威胁。
在第 3.2.分章中 “中国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并其一些元件采用到乌

克兰立法中的可能性” 研究了中国股份公司的独立董事法律地位，以确定
其一些元件采用到乌克兰立法的可能性。
 笔者的结论是，中国法律制度中独立董事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中国
股份公司法律中制衡与控制制度，以确保本公司的有效管理。得出的结论
是此类制度应采用到乌克兰立法。独立董事在乌克兰股份公司机构结构中
的独立存在办法将使执行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和任务可能性平
衡，从而在股份公司中造成监控系统（监事会机构和独立董事），这是股
份公司执行机构的有效运作保证工具。为了避免与可影响独立董事活动的
他人任何关系，根据现行立法，应建立此类独立董事的标准模型，本模型
应基于独立标准，其活动应基于坦白、公正和合同民事法律的基础。因此，
在现行立法中应规定不利于职能和独立董事的任务而遵守合同条件和股份
公司企业治理原则的这种行为是不公平的。
建议分出独立董事以下主要特性：职业性;判断的独立性;财务独立性;
公正的决策;无可挑剔的声誉;诚实性;保守秘密。
在第3.3.分章中“由 少数股东保护的股份公司利益：德国和中国的立

法，并其采用到乌克兰法律的可能性 ”进行了德国和中国立法的分析，本
分析确定了少数股东保护的股份公司利益。
根据乌克兰立法司法实践和现行立法的分析，被发现了对少数股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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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股份公司利益向法院申请可能性有不同态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
者分析了德国和中国的立法。其结果是，法律比较分析之后被发现了，无
论在德国或中国，具有法定条件，少数股东以保护股份公司的利益有权向
法院提出申请。
为了保证少数股东的法律地位，我们建议向少数股东或少数股东们建
议提供立法机会以保护股份公司的利益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保护股份公
司利益的权利可以实现，在以下条件下：1) 在违反股份公司的利益的时刻，
他/他们是180天以上的股东所有者/所有者们; 2) 该股东或股东们试图指定
股东大会涉及保护股份公司的利益，但这些行动没有效果;3) 存在证明股份
公司的机构或股份公司机构官员的行为造成股份公司损害的事实; 4) 股份公
司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
根据该办法，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证明加强乌克兰立法中民法保护功
能的重要性，为了保护乌克兰股东的权力和利益，通过确定法律中这样的
保护其权力和利益的机制，不仅通过司法形式，而且通过社会形式。为此，
建议在乌克兰立法中扩大独立董事的管辖权，使少数股东向独立董事请求
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结论
本论文中提出了一种理论概括和科学问题的新解决，就是欧洲一体化
和全球化中乌克兰股份公司民法模型的体系研究。鉴于上述情况，主要科
学和实践效果如下：
1．需要向股份公司的多样变异性模型提出理由，作为吸引外国投资
到乌克兰的经济，以及一些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如：1) 在中国
和德国法律制度与乌克兰法律制度相比股份公司的组织法律形式的定义差
异，其中在德国被视为股份公司，而在中国被视为公司; 2) 全世界的企业治
理模型的差异 - 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德国和中国; 3) 股份公司机构的功
能内容差异，估计到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法律制度;4) 至于一个人股份公
司定义的立法不完全; 5) 至于独立董事定义的立法不完全;6) 至于少数股东
有机会机以保护股份公司的利益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立法不完全；7) 建
立外国资本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的立法不完全。
2．确定了研究股份公司法律模型的基础，应被理解为逻辑智力（思辨）
的形式，配有内部内容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的系统结构元件，相互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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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执行明确的目的和功能，本模型帮助达到统一目的，就是本模型
和其内部元件的目的，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建设手段，并成为以执行固定的
功能其结构部分，即组织，结构，作为民事关系的参与者股份公司内部和
外部表现的组织。
3．被模拟及确定世界上所有股份公司摸型的特点。得出的结论是世界
上所有模型都有一层和/或两层的结构，本结构是企业治理模型的直接反映，
但与此同时，每此类股份公司模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具有其特点，所以
不能说本模型与其他模型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模型的均匀性只能通
过其结构的标准来确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每个国家股份公司的
法律模型的概念有不同的法律途径，并依赖于企业治理模型，基本上这是
一层和/或两层结构的模型，但特征只有对一个或另一个股份公司模型是有
代表性的。此外，可以得出结论，股份公司的模型应被认为彼此相关的其
外部和内部表现。
4．笔者发现了，在德国、中国和乌克兰法律制度对股份公司模型的
态度具有不同概念。因此，德国股份公司模型的属性是两层结构，但监事
会有一种特点涉及其人数和成员。中国股份公司模型的特征在于分段的方
法，结合了一层和两层结构模型的元件，以及包含表现系统的元件，并形
成整体。乌克兰股份公司模型的属性基于一层和两层结构（即变异的迹
象），取决于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法律
制度范围内对股份公司模型存在可变节段性态度。此外，每个股份公司模
型变异表现有自己的属性，就是其特点。
5．笔者提出一个股东股份公司模型的根据，并形成一个股东股份公
司模型，本模型反映此类股份公司的特点（一个股东创始人不仅可以参加
一个执行机构，也可以聘请董事），以确保个人股份公司机构的功能，并
为了确保乌克兰立法适应到欧盟立法目标的成功实现。
被发现了，无论乌克兰或德国法律制度，这样个人股份公司的结构使
国家建立股份公司，并成为自己财产的唯一和独立所有人。结论：以国家
100％的参与的股份公司的存在有合理性，如果在这样的状态有利于国家利
益和国家的发展，并在生活各个方面中的确保保护的个人、社会和国家安
全，防止内部和外部威胁。此外，得出结论是公共和私人的个人股份公司
控制态度应不同，因为他们的特殊性和国家性质不同。
6．被确定了独立董事在乌克兰股份公司机构中的独立存在使平衡执
行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机构的职能和任务可能性，从而在股份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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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监控系统（监事会机构和独立董事），这是股份公司执行机构的有效
运作保证工具。
得出结论是为了避免公司的官员与独立董事有任何关系，其联营者，
该公司的承包商或任何其他人士会影响独立董事的活动，根据现行立法应
建立这种独立董事的模型，本模型应基于独立的标准，其活动将基于专业、
公正和合同民事法律的基础。因此，在现行法律中应规定不利于职能和独
立董事的任务而遵守合同条件和股份公司企业治理原则的此类行为是不公
平的。
提出独立董事的法律定义，根据法律定义，独立董事是有活动能力
的自然人，不是执行机构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股份公司的官员，不是股
份公司的联营者，与其他股东、董事长和/或监事会成员，执行机构和/或股
份公司的其他官员没有任何关系，并在过去的五年时间内不是另外股份公
司与本股份公司有关的工作人员，独立、公正、专业地执行其职责，并根
据合同民事法律依据，在本股份公司执行。建议分出独立董事以下主要特
性：职业性;判断的独立性;财务独立性;公正的决策;无可挑剔的声誉;诚实性;
保守秘密。这种行为模型表明他与执行机构与其他成员具有同等投票权。
根据问题的内容，作出决定的办法基于征得一致意见或投票，就是以简单
多数的基础上。如果独立董事并没有受到与该问题有关的信息，他就不应
该作出决定。为此，他必须说明怎么不能作出决定或什么理由防止作出决
定，以书面形式。提出理由关于独立董事同意（以多数票通过）公司进行
有关人感兴趣的交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进行有关感兴趣的交易将有利于
股份公司利益的保护。
7．建议在乌克兰立法中以保护乌克兰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加强民事
法律保护功能，通过在法律中规定这样保护其权益和权利的机制，其实施
将不仅包括司法保护，而且社会保护。为此，建议在乌克兰立法中扩大独
立董事的管辖权，并给少数股东可能性请就独立董事保护其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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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苏什科•伊•阿。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乌克兰股份公司的民法模型：
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法律比较分析. –手稿。
应考法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专业：12.00.03. –民法和民事诉讼;家庭
法;国际私法。 –哈尔科夫国立内务部大学。 – 哈尔科夫, 2017年.
论文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乌克兰股份公司的民法模型的系统
研究，在乌克兰、德国和中国的法律比较分析基础上。股份公司民法模型
被确定为逻辑智力（思辨）的形式，配有内部内容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
的系统结构元件，相互依靠的结构，执行明确的目的和功能，本模型帮助
达到统一目的，就是本模型和其内部元件的目的，可以作为一种法治建设
手段，并成为以执行固定的功能其结构部分，即组织，结构，作为民事关
系的参与者股份公司内部和外部表现的组织。
被模拟及确定世界上所有股份公司摸型的特点。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
所有股份公司模型都有一层和/或两层的结构，本结构是企业治理模型的直
接反映，但与此同时，每此类股份公司模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具有其特
点，所以不能说本模型与其他股份公司模型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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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均匀性只能通过其结构的标准来确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每
个国家股份公司的法律模型的概念有不同的法律途径，并依赖于企业治理
模型，基本上这是一层和/或两层结构的模型，但特征只有对一个或另一个
股份公司的模型是有代表性的。此外，可以得出结论，股份公司模型应被
认为彼此相关的其外部和内部表现。
笔者发现了，在德国、中国和乌克兰法律制度对股份公司模型的态度
具有不同概念。因此，德国股份公司模型的属性是两层结构，但监事会有
一种特点涉及其数量和成员。中国股份公司模型的特征在于分段的方法，
结合了一层和两层结构模型的元件，以及包含表现系统的元件，并形成统
一模型。乌克兰股份公司模型的属性基于一层和两层结构（即变异的迹
象），取决于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法律
制度范围内对股份公司模型存在可变节段性态度。此外，每个股份公司模
型变异表现有自己的属性，就是其特点。
笔者提出理由，并建议科学理论实践的办法涉及乌克兰股份公司民法
模型的立法改进。
关键语:股份公司的民法模型、 股份公司、立法,股东大会、执行机构、
监事会、独立董事、一个股东股份公司、少数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