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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投标中与保证金相关的重要规定及法律问题的研究

于 2000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招标投标法》第 46 条和第 60 条是我国在法律层面首
次对招标投标活动中履约保证金作出的规定。虽然这两条规定被普遍认为标志着我国
履约保证金制度的确立，但是，由于内容较概括，例如对履约保证金的性质、支付方
式、缴纳标准、退还和结算、争议解决和行政制约措施等问题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
因而，在实务中常发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操作，导致与之相关的法律纠纷不时
发生。在《招标投标法》施行了 11 年之后，国务院发布《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
下简称“《实施条例》”）。该条例对以上提及的履约保证金的小部分问题作出明确
的规定 , 从其有限的内容和篇幅来看，立法者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立法尽量少干预的原则。除此之外，《实施条例》对招标投标活动中的投
标保证金作出规定，内容明确扼要 , 有助于解决实务中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国招标投标活动中（尤其是建设工程的招投标）
保证金的种类，除了上述的履约保证金和投标保证金之外，还
包含有第三种保证金——质量保证（保修）金（通常简称为“质
保金”）。目前，除了部门规章之外 , 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对
招标投标中的质量保证金作出明确规定。

本文将列出应注意的与招投标保证金相关的法律、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以下简称“重要规定”）。然后，就实
务中遇到的几个重要问题，归纳总结各方持有的不同观点，结
合已发生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供您参考。

摘要
招标投标中与保证金相关的
重要规定及法律问题的研究

在本期期刊中，我们列出应注意的与招投标
保证金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然后，就实务中遇到的几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
归纳总结各方持有的不同观点，结合已发生的法
律纠纷，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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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规定的内容

1、     投标保证金

2、     履约保证金

3、     质量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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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招标投标实务中几个重要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意见

1、     履约保证金的性质问题

关于履约保证金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履约保证金就是违约金。
对此观点提出异议的人则认为，这将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 , 违约金在性质上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履
约保证金仅具有补偿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履约保证金是定金，应当适用定金双倍返还的罚则。对此持
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 , 由于《招标投标法》和《实施条例》没有规定接受履约保证金的招标人不履行合
同的时候是否应当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故不能将其视同为定金。第三种观点认为，履约保证金是一
种质押担保方式，法律依据是《担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问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
金钱被以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 , 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
该金钱优先受偿。在实务中 , 认同与支持第三种观点的人占了相当多数。

其实 , 关于履约保证金性质的争论，在《招标投标法》施行之后就
一直存在，各方寄望于政府部门发布的行政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相隔 11 年之后发布的《实施条例》还
是没有涉及这一问题。 

履约保证金的性质规定得不明确，给司法实践造成的影响是：不同
法院、不同法官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一致 , 导致判决结果迥然不同。

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有一案例，投标人的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
讼 , 要求投标人偿还拖欠的款项，并申请保全了投标人向招标人交纳的
履约保证金。法院判决该债权人胜诉，此后，该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扣划已被保全的履约保证金。
投标人提出执行异议，法院没有采纳投标人的意见，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从此案可以得出，该法院并
不认同上述第三种关于履约保证金是一种质押担保方式的观点。因为按照第三种观点，招标人与投标
人有书面约定，履约保证金被移交给招标人占有之时，金钱质权就已设定，当投标人违约或发生双方
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时 , 招标人有权就该金钱质权优先受偿。投标人的债权人享有的仅仅是普通债权 ,
不能对抗招标人对履约保证金享有的质权。

然而，另一案件的判决结果迥然不同：投标人借款用于交纳履约保证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还款，
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欠款，并将招标人列为第三人。招标人提出的答辩意见是，投标人向其
债权人借款与投标人将借款用于交纳履约保证金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 前者是借款事实和
借款关系 , 后者是借款后的用款事实和履约关系；并且，招标人占有履约保证金之后，质权就已设定 ,
该担保物权依法可以对抗投标人的债权人享有的普通债权。审理案件的法院采纳了招标人提出的上述
答辩意见。

2、     与保证金相关的规章适用问题

有招投标活动中的当事人在未清楚与其签订合同相关的规章有哪些及具体内容之前，就在合同中
约定“本合同中未尽事宜适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章的规定”。“相关规章”、与之相类似的“部门规章”
和“政府规章”，这些概括性的表述有可能会给日后发生的、与保证金相关的纠纷留下隐患。

举例来说，部门规章《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的第 85 条规定，招标人不履行订立的合
同 , 应双倍返还投标人履约保证金。我们假设，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投标人应交纳履约保证金给
招标人和具体金额，以及“本合同中未尽事宜适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章的规定”。如果发生招标人违
约的情形，并且，“相关规章”包含有《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即使双方在合同中没有
约定招标人违约时履约保证金应如何处理，由于上述第 85 条有相应规定，那么，招标人应按照该规定
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给投标人。除此以外，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的金额有可能要高于招标人依照合同
法或已签订合同规定的以其它方式承担违约责任而须支付的金额。所以，上述第 85 条那样的与保证金
相关的规章规定，对于招标人来说是不利的，当招标人不愿意遵守时 , 纠纷就难免发生。招投标人对此



应予以重视。

3、     保证金的管理问题

《实施条例》第 26 条明确规定 , 招标人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实施条例》明文规定了投标保证
金的退还期限，《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也明文规定了质量保证金的退还期限。除此之外，
《实施条例》还规定了不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行政制约措施。

以上规定保障了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弥补了《招标投标法》在这方面的立法空白。然而，在实务中 ,
各方从未停止过保证金管理问题方面的探讨。招标人不按时返还保证金或者擅自将保证金挪作他用 , 一
直是与保证金相关法律纠纷发生的“重灾区”。

三、  结论

由于《招标投标法》还是《实施条例》均没有对履约保证金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而学术界各方
又持有不同的观点。对此，笔者建议，如果发生与之相关的法律纠纷时，当事人可以参考学术界的观点，
选择其中之一用于提出主张或进行抗辩，以维护合法权益。

招标人和投标人应对与保证金相关的规章适用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应意识到如果在合同中概括地
约定适用“相关规章”、“部门规章”和 / 或“政府规章”，可能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要适用某一或某几件部门 / 政府规章 , 笔者建议 , 双方当事人应先了解和熟悉其内容 , 应在合同中
列明规章的具体名称，如发现有《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 85 条那样的规章条款，应协商
该等条款是否对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然后，如认为不应适用的 , 则须在合同中注明。

学术界和业界曾经提议，为了完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保证金制度，可以“实行统一集中提存保管 ,
强制推行工程保证担保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等。对此，笔者的
建议是 , 在立法者发布新法或修订旧法弥补立法空白之前，在政府部门参考以上提议采取相关措施之前，
双方约定将保证金交由金融机构托管，或者投标人从担保机构取得相应保函 / 担保书后再交给招标人，
当投标人违约时 , 招标人有权从担保机构取得保证金作为赔偿，在目前来说，能够有效地降低招标人不
按时返还保证金或者擅自将保证金挪作他用的法律风险。

作者：赵淑洲 / 袁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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