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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
济南办公室主任
高级合伙人

归零，再出发
荆楚大疫，闭户以拒。你我过往旅人，皆可停下匆匆的脚步，重新审视自我，写下一点卷首语，互勉互励。
光阴如梭，不觉间到德衡已逾一年。在栾少湖主席的殷殷关切下，我从鲁浩来到德衡，成为济南办公室的掌
舵人。在此知天命之年改换门庭，知识推陈出新、人员更新换代，总是挑战。但我知道，德衡精神是一道劲，拧成
一股，推人进取，使我重燃激情，可以与济南办公室一道拼搏，“千磨万韧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磨练出一
股韧劲。
步行是我沉淀自我的良方，原本车水马龙之下变得稀稀落落，这几日也逐渐开始堵车。华灯再上，盛景如常
。我也时常在思索，如同百行万业，我们是否已规整好心态，迎接新来的挑战。于此，定下一个目标，许以努力，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
心态归零，再出发。终相信：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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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ФЕРЫ БИЗНЕСА

업무영역

Практика по делам банков, страховки 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ю

Практика прав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은행, 보험 및 융자 업무 센터

지적재산권업무센터

基金、信托与资管业务中心
Fund, Trust & Asset Managementt Center

国际贸易业务中心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Практика по делам фонда, аккредитаци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актив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рактик]

펀드, 신탁 및 자본 관리 업무 센터

국제무역업무센터

证券业务中心
Securities Center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
Cross-border Investment, M&A

Практика по ценным бумагам

Практика по делам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й инвестиции и закупки

증권업무센터

크로스오버 투자 인수 업무 센터

公司业务中心
Corporate Center

房地建工业务中心
Real Estate &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enter

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Практика недвижимости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회사 업무 센터

부동산건설업무센터

政府、环保与税法业务中心

刑事业务中心

Gov., Environment & Tax Practice Center

Criminal Affairs Center

Практика по дел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защите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налоговых законов

Практика по уголовным делам

정부, 친환경 및 세법 업무 센터

형사업무센터

互联网与TMT业务中心
Internet & TMT Center

争议解决业务中心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Beijing DHH Law Firm, one of the largest and the fastest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law firms in

Практика по делам Интернета и ТМТ

Практика разрешения споров

China. It has been awarded honors in multiple categories for consecutive years by well-known legal media and

인터넷 및 TMT 업무 센터

쟁의 해결 업무 센터

北京德和衡
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综合型商事律师事务所之
一，连续多年被国际知名法律媒体或评级机构授予各类奖项—《亚洲法律事务》
（ALB）
“中国十佳成长律所”、
“中国国内律所 30 强（第 8 位）”，
《美国律师》
“全
球 律 所 100 强（第 34 位）”、“亚 太 律 所 规 模 50 强（第 8 位）”，《THE
LAWYER》
“亚太地区律所 100 强”第 7 名以及《商法》
“卓越律所大奖”；经过
严格的选拔程序，入选顶尖国际律所联盟 SCG，成为中国内地仅有的两家会员
所之一，并主导建立跨地域法律服务协作平台“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
在全球拥有 80 多家联盟所，成员所律师人数 200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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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业务中心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nter

DHH LAW FIRM

银行、保险与融资业务中心
Banking, Insurance & Finance Center

reputable rating agencies in China and abroad--‘Asian Legal Business’(ALB)“China’s Top 10 Fastest Growing
Law Firms’”&“Top 30 China Domestic Law Firms”(Ranked as 8th),‘The American Lawyer’ “Global 100”(Ranked
as 34th) & “The Asia 50”(ranked as8th),‘The Lawyer’ “Asia-Pacific Top 100 Local Firms”(ranked as 7th) and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China Business Law Award”. Beijing DHH Law Firm, after strict procedure of
selection, became a major member of the top international legal alliance, State Capital Group (SCG). Only two
mainland China law firms were admitted as member of SCG. Beijing DHH Law Firm also led the founding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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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region legal service platform - the 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 (EGLA), an alliance with a global network
of more than 80 members and over 20000 lawyers.

北京 Beijing

Пекин 북경

上海 Shanghai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х и быстро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Уже многие годы подряд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удостаивает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отзывов и наград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СМИ 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рейтинговых агентст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журналом «Asian Legal Business»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была признана одной из 1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она стала 8-й в рейтинге «3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34-й в рейтинге
«100 сильней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мира» по версии журнала «The American Lawyer»; заняла 8-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50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7-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100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составленном журналом «THE LAWYER»; получила приз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как лучш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дву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матери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е входя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ссоциацию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State Capital Group (SCG). Кроме тог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учредителе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юза
выд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EGLA), который объединяет 80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и более 20000 юристов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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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Chongqing
苏州 Suzhou

Сучжоу 소주

华盛顿 Washington D.C.

Цзаочжуан 조장

多伦多 Toronto

德州 Dezhou

Тайюань 태원

郑州 Zhengzhou

Чжэнчжоу 정주

Дэчжоу 덕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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북경 덕화형 법률사무소는 중국에서 가장 규모가 크고 발전이 가장 빠른 종합형 상사 로펌 중 하나이다. 여러
해 동안 계속하여 국제적으로 유명한 법률 매체나 등급 평가 기관에 의해 여러 가지 상이 수여받았다.《
아시아 법률사무》（ALB）,”중국 10대 성장 로펌”,”중국 국내 로펌 30강(제8위),《미국 변호사》”글로벌 로펌
100강(제34위)”,”아시아 태평양 로펌 규모 50강(제8위)”,《 THE LAWYER 》“아시아 태평양 지역 로펌 100강”7위
및 《상법》”걸출 로펌 대상”;엄격한 선발기준을 거쳐 국제 탑 로펌 연맹인 SCG에 입선되었고 중국 내지에
오직 둘 밖에 없는 회원 사무소로 되었다. 다지역 법률서비스 합작 플랫폼인 “글로벌 프리미엄 로펌 연맹”을
주도하고 건립하였으며 전 세계적으로 80여 개의 연맹을 보유하고 있으며 소속된 변호사는 20000여 명이
넘는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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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阳
上市公司应对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诉讼策略——
代理某上市公司系列案件的实务分析

042

/ 田青明

LITIGATION STRATEGY FOR LISTED COMPANIES AGAINST CLAIMS OF FALSE STATEMENT ON SECURITIES -A CASE STUDY SERIES OF A LISTED COMPANY / Tian Qingming
Стратегии судебного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по листинговым компаниям по искам о
ложных заявлениях в ценных бумагах - анализ серии дел по листинговым
компаниям/Тян Цинмин
상장회사가 증권 허위진술 배상소송에 대응하는데 관한 책략——모 상장회사 계열사건
실무분석/전청명

二、民事争议解决

三、刑事争议解决

CIVIL DISPUTE SETTLEMENT
SETTLEMENT OF CRIMINAL DISPUTES

Разрешение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поров

Разрешение уголовных споров

민사분쟁해결

형사분쟁해결

“新冠疫情”对租金减免的影响及法律应对策略 / 张蕾、许芝境

046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RENT REMISSION AND ITS LEGAL TACTICS/ Zhang Lei, Xu Zhijing

浅议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竞合问题 / 沈忠

Влияние «эпидем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а стратегии снижения арендной
платы и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реагирования/Чжан Лэй, Сюй Чжицзин

063

ON THE CONCURRENCE OF CRIME OF GRAFT AND DUTY EMBEZZLEMENT AND CRIME OF LARCENY AND
FRAUD/ Shen Zhong

“코로나 전염병”이 세금감면에 대한 영향 및 법률 대응 책략/장레이,허지

Обсуждение о совпадении коррупции, оккупации, воровстве и мошенничестве/Сюй Чжун
횡령죄·직무 점유이탈물횡령죄와 절도죄·사기죄의 경합 문제에 대한 논의/허총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合同履行 / 黄飞、王娜

051

CONTRACT PERFORMANCE UNDER COVID-19 PANDEMIC/ Huang Fei, Wang Na

税是同样的税，为何不同罪？——贸易渠道涉税走私的再思考 / 林倩

Выполнение контракта в рамках новой эпидем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Хуан Фэй, Ван На

066

WHY DIFFERENT GUILT FOR THE SAME TAX DEFAULT? -- REFLECTIONS ON TAX-RELATED SMUGGLING IN TRADE
CHANNELS/ Lin Qian

코로나 전염병 사태하에 계약서에 대한 집행/황비,왕나

Одинаковые налоги идут к разным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 это почему? ——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налоговой контрабанды в торговых каналах/Линь Цянь
세금은 동일한 세금인데 어찌하여 죄는 다른가?——무역 중 세금 관련 밀수에 관한 사고/린첸

败诉≠赔偿：浅析诉讼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 梁茂卿

055

LOSING A LAWSUIT ≠ COMPENSA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JUDICIAL RULES FOR THE DISPUTE OVER
LIABILITIES FOR DAMAGES IN PROPERTY PRESERVATION UNDER A LAWSUIT / Liang Maoqing

探析罚金刑辩护的精细化 / 刘晶晶、李冬昀

Проигрывание дела≠Компенсация: анализ судебных норм по судебным спорам
по делам об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ущерба/Лян Маоцин

Анализ по уточнению штрафной защиты/Лю Цзинцзин, Ли Дунюнь

패소≠배상,소송보전 손해 책임 분쟁 사건 재판 규칙에 대한 분석/장텐위안

벌금 형벌에 대한 변호 세분화에 대한 탐구/류징징,리둥쥔

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 张天圆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WOR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ng Tianyuan
О защите авторских прав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Работы" Чжан
Тяньюань

058

张坤山涉嫌妨害公务罪法律援助案 / 李志强
LEGAL AID CASE OF ZHANG KUNSHAN ON SUSPICION OF CRIME OF DISRUPTING OFFICIALS FROM
PERFORMING DUTIES/ Li Zhiqiang
Подозрение Чжан Куньшан в оказании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помощ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Ли Чжицян
장쿤산 공무집행방해죄에 대한 원조 안건/리지강

인공지능”작품”의 저작권 보호/장천원

070

ELABORATION ON THE DEFENSE FOR FINE PENALTY/ Liu Jingjing, Li Dongyun

075

四、行刑民交叉争议解决
五、国际商事争议解决

SETTLEMENT OF COMPLICATED CIVIL AND CRIMINAL DISPUTES
Разрешение уголовных и гражданских споров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PUTE

행정,민사,형사 교차적 분쟁해결

Разреше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споров
국제상사분쟁해

委托人失职涉犯罪指控，律师尽职使案件不起诉 / 姜保良

078
不可抗力视角下新冠疫情对铁矿石进口合同的履约影响（上） / 许杰

A CRIMINAL CHARGE FOR DERELICTION OF DUTY ENDED UP IN NON-PROSECUTION/ Jiang Baoliang

091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PERFORMANCE OF IRON ORE IMPORT CON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CE MAJEURE（PART ONE）/Xu Jie

Халатность клиента ведет к уголовным обвинениям, защитник не возбуждает дело
с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й работой/Цзян Баолян

Влияние «эпи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а исполнение контрактов на импорт железной
руд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форс-мажорны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Сюй Цзе

의뢰인의 직무상 과실이 범죄 고발로 이어지고, 변호인은 직무를 다하여 사건을 불기소로 한다./강보

불가저항적인 시각에서 바라 본 코로나 전염병이 철광석 수입 계약이행에 대한 영향/허걸

一波三折、跨度十余年的知识产权系列案件 / 孙健

081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FULL OF COMPLICATIONS OVER MORE THAN 10 YEARS/ Sun Jian

混合仲裁条款的法律风险及实务建议 / 姚远、马晓尘

Серии дел по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с множеством препятствий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ю более 10 лет/Сунь Цзянь

LEGAL RISKS OF MIXED ARBITRATION CLAUSES AND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Yao Yuan, Ma Xiaochen

097

Правовые риски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мешанных арбитражных
оговорок/Яо Юань и Ма Сяочэнь

우여곡절 끝에 10여 년 흘려보낸 지적 재산권 시리즈 사건/손건

혼합중재조항의 법률적 리스크 및 실제적인 건의/요원.마효천

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浅析 ——以《九民会议纪要》规定为视角 / 李伟

084
“一带一路”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之完善 / 陈燕红

A BRIEF ANALYSI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COMPLICATED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 IN PERSPECTIVE OF
THE "SUMMERY OF THE 9TH 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WORK MEETING"/ Li Wei

100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RBITRATION SYSTEM ON THE BELT AND ROAD /Chen Yanhong
Анализ уголовных и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дел -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9-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и коммерческим испытаниям»/Ли Вэй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ммерческой арбитраж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амках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Чэнь Яньхун

형사민사 교차사건 소송 시스템에 대한 연구——《구민회의개요》규정의 시각으로 부터 출발하여/리웨

'일대일로' 상의 국제상사중재제도 완비/진연홍

从查处内幕交易经历反思 相关案件代理、辩护策略和执法时效 / 秦辉
REFLECTING ON THE AGENCY, DEFENSE STRATEGY AND ENFORCEMENT LIMITATION OF RELATED CASE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NVESTIGATING INSIDER TRADING/QIN HUI

087

中国民用无人机数据保护比较研究:
基于无人机属性、网络安全及欧盟数据保护 / 文露
DATA PROTECTION OF CIVIL UAV IN CHINA:NATURE, CYBER SECURITY AND THE EU COMPARATIVE GDPR/Wen Lu

Анализ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 защиты интересов, сроков давности по
дел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нсайдер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 Цинь Хуэй
내부자 거래 조사 경험으로부터 살펴본 사건 수임，변호책략과 법집행 시효에 대한 고찰/진휘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авил охраны данных, полученных гражда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ыми аппарата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а аппаратов, сете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правил ЕС об охране данных
중국 민용 드론 데이터 보호의 비교 연구: 드론의 속성, 인터넷 안전 및 유럽 데이터 보호에 기반하여
/문로, 야오요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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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俄罗斯法律基础与投资机会游学考察之旅圆满结束
2019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7 日，由德衡律师集团主办，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西北管理学院协办，莫斯科 ·
蓝海法律文化中心、青岛首席法务官法律培训学校承办的“眼界——俄罗斯法律基础与投资机会游学班”
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成功举办。

德衡律师助力360鲁大师香港主板成功上市

2019 年 10 月 10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境外证券与资本市场业务部
门阿贞、高森传、张胜男、伊莉娜、赵伟等律师提供全程法律服务的 360 鲁大
师控股有限公司项目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北京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赵威会长、武长
海教授莅临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指导

2019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
研究会赵威会长、武长海教授莅临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参观指导，对律所的快
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举办“勇攀高峰—泰
山行”活动

BEIJING DHH
LAW FIRM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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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2 日，山东德衡 ( 济南 ) 律师所成功举办以“登顶泰山
最高峰”为目标、以“挑战自我、熔炼团队”为宗旨的
“勇攀高峰——泰山行”
活
动。律师员工坚决执行登顶目标，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经受住了登顶活动对
意志力和体能的双重考验。

BEIJING

LAW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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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团队荣获多项

德衡律师助力齐鲁文旅集团全国首单高速公路广告经营

知产奖项

收益权ABN成功注册

在 知 产 宝（IPHOUSE）
、知 产 力 与 IPRdaily 联 合 推 出 的
2018-2019 年度中国十佳知识产权诉讼代理机构 / 团队 TOP 榜单

中国银行间市交易商协会召开 2019 年第 62 次注册会议，接受齐鲁文旅集团全国高速公路广告经营

评选活动中，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在专利、不正当竞争、著作权三个业

收益权 ABN 注册申请。
山东德衡 ( 济南 ) 律师所高级合伙人霍桂峰与于加华律师、田青明律师、王芳芳律

务领域分别荣获团队榜 TOP10 大奖。

师、
李慧轩律师组成律师团队接受齐鲁文旅集团委托担任本次发行全程法律顾问。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律师参加“律

集团合伙人张美萍律师赴英参加全国律协涉外

师视角：暴力升级形势下企业运营风险管控”

领军人才国际仲裁培训班

实务研讨会

2019 年 10 月 20 日，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领军人才第七期赴英

2019 年 10 月 24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香港分所主任张毅、执

培训班共计 50 名学员在全国律协会议室参加行前学习会。
本期培训

行主任苏琳琳受邀参加由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班学员是经全国面试遴选产生。
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所主任张美

“律师视角：暴力升级形势下企业运营风险管控”
大型实务研讨会，对
当前形势下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有效防范企业运营风险进行深入探讨。

萍入选并担任本期培训班支部书记、
班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律师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公室举办中

席2019美国华裔妇女历史大会

国法讲坛

2019 年 10 月 24 日 -26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华盛顿办公

2019 年 10 月 24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华盛顿办公室与霍金

室律师应邀出席由美国华人博物馆主办的 2019 美国华人妇女历

路伟 (Hogan Lovells) 律师所联合举办中国法讲坛，华盛顿办公室唐

史大会（Chinese America Women in History Conference, 简

永昶律师，以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参加的国际条约、知识产权执法状

称 CAWH）
。
本次大会旨在促进研究和提高对华裔美国妇女在历

况以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日益提高为切入点，从立法、执法、司

史上的贡献的认识。

法和意识四个方面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发展进行了介绍。

德衡律师集团助力青岛仲裁委员会驻韩国（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应邀出席第七届调

首尔）、新加坡仲裁办事处成功挂牌

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青岛仲裁委员会分别在德衡律师集团驻韩国（首尔）
、新加坡
办公室成功举办揭牌仪式。
集团合伙人会议常务副主席胡明与青
岛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常江、仲裁发展处处长吴松梅等共同为办事
处揭牌，并陪同青岛市仲裁委员会访问团一行赴韩国、新加坡两国
仲裁机构友好访问。

2019 年 10 月 25 日，北京德和衡 ( 上海 ) 律师所管理主任赵可
青与黄淑红律师应邀出席由上海政法学院、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
才培训基地主办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调解中心、上海银行业纠纷调
解中心承办 , 北京德和衡 ( 上海 ) 律师所等单位协办的“第七届调解理
论与实务研讨会”
。
黄淑红律师在会上做了《律师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出
现的问题及其完善建议》
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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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应邀赴美参加美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境外实体机构位列第二

国知识产权律师协会年会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6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合

按照《司法部关于印发 < 律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备案管理规定 > 的通知》（司规

伙人、资深专利律师李颖应邀参加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在华盛

[2019]1 号）
要求，北京市司法局对审查合格的 23 家律师事务所提报的 64 个境外分支机

顿哥伦比亚特区举办的 2019 年度年会。

构予以备案并上报司法部。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境外实体机构数量 9 家，位列第二。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获聘青岛市行政争议审

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巡回指导组莅临北京德和衡

前和解中心首批和解员

（邯郸）律师事务所视察指导主题教育工作

2019 年 10 月 29 日，青岛市行政争议审前和解员聘任仪式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隆重举行。集团合伙人姜晖、刘桂敏、宋波

2019 年 11 月 6 日，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

被聘为青岛市行政争议审前和解中心首批和解员，青岛市司法局

吕红兵带领全国律师行业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三

党委副书记、局长万振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

巡回指导工作组莅临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所视察指导主题教育

长李胜良为获聘律师颁发聘任证书。

工作开展情况。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办公室为在俄

德衡律师集团“征迁业务专题研讨会”成功举办

中资中企开展俄罗斯法律合规“体检”公益
活动
2019 年 11 月 7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莫斯科办公室近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征迁业务实务专题研

20 位中俄律师召开“开展为在俄中资中企提供俄罗斯法律合规

讨会”在山东德衡律师所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德衡律师集团

公益服务”启动会。正在莫斯科办公室进行走访调研的德衡律

征地拆迁安置专业委员会与土地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国多地

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进行了动员讲话。北京德和衡莫

办公室律师参会。

斯科分所主任原毅传达了相关重要指示并作出相关部署。

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一行考察调研北京

德衡律师集团山东区域“全打通”工作会议

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在台儿庄古城顺利召开

2019 年 11 月 8 日，集团山东区域中心在台儿庄古城召
2019 年 11 月 1 日，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一行在参加
“青深双城法治创新交流研讨会”后，赴北京德和衡 ( 深圳 ) 律师
所考察调研。集团合伙人会议常务副主席胡明与高级合伙人姜保
良、张景盛、王鹏飞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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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全打通”工作会议。德衡律师集团第一副总裁李旭修、集团
执行副总裁栾姗、集团合规总监李泳澜、山东区域中心主任杨
培银、山东德衡律师所省内 16 地市 18 家办公机构所主任、执
行主任、管理主任、分所派驻联席主任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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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琪总裁应邀参加2019中国法治国际论坛

汤森路透与德衡律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2019 年 11 月 15 日，汤森路透与德衡律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2019 年 11 月 10 日，中国法学会深化法治国际合作、服务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在广州开幕。
德衡律

双方就 Elite 软件系统达成的合作为核心，充分发挥德衡律师集团

师集团总裁蒋琪应邀参加此次论坛，并在 2019 年 11 月 11 日论

在机构人员规模、管理模式、联盟平台等方面的优势，结合汤森路透

坛的第十一届内地与港澳研讨会上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金融

在律所行业经验、国际用户平台和国内国际宣传渠道等方面的资源

产业相关法律制度研究”
议题发言。

优势，在宣传协作、资源共享等领域将进行深度合作。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获“优秀法律援助

中央财经大学蔡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

服务机构、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两项嘉奖

为人副教授受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税收筹划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2019 年法律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

援助工作总结表彰暨业务培训会”在北京商务会馆隆重举行，北

学院副院长、税收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为人副教授一行莅临

京德和衡律师所荣获“优秀法律援助机构”荣誉称号，北京德和衡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进行参观访问。两位教授对德衡律师集团、北京

律师所行政副主任潘紫齐荣获“优秀法律援助工作者”荣誉称号。

德和衡律师所的快速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接受北京德和衡律师
所的聘任，担任高级顾问，为财税法相关的法律服务提供专业指导。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受邀参加中国-东盟法

ALB 2019年亚洲本土50强律所第七名

律论坛
在汤森路透 ALB 公布的 2019 年度亚洲本土 50 强律所排名中，北京德和衡
律师所从第八名上升至第七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势头。

2019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高级合伙人姚远、
合伙人叶姝欐代表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参加中国 - 东盟法律论坛。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总所主任、高级合伙人蒋琪被 AIAC 和海南国
际仲裁院联合授予“仲裁员”
，姚远、叶姝欐被 AIAC 和海南国际
仲裁院联合授予“纠纷调解员”
。

CACC 2019法务年会暨第二届全国优秀法
务评选颁奖典礼在上海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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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少湖参加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
以
“法治建设与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

2019 年 11 月 15 日，由中国第一法务协会
（简称
“CACC”
）
主

40 年”为主题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2019 年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

办、北京德和衡律师所承办的
“CACC 2019 法务年会暨第二届全国

广州召开。
来自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政法大

优秀法务评选颁奖典礼”在上海成功举办。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 350 多位法学法律界代表出席了会

民、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
中国公司法务研究院秘书长

议。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

辛红、
第一法务协会会长王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院长程金

湖结合新型网络黑产供应链涉及犯罪的取证方式、证据标准等在会上发言，

华、智合 CEO 洪祖运、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等领

获得与会者的广泛认同。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导及嘉宾出席会议，
为会议致辞并为获奖嘉宾颁奖。

会会员徐红亮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作相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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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助力山东省首单

青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万建忠一行访问北京

“一带一路”公司债券成功发行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9 日，山东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2019 年 12 月 3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万建忠一行访问

所成功发行山东省首单
“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首期募集资金 5 亿元，
专项用于旗下钻井平台在卡塔尔、阿联酋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与格林伍德园区，
并参观了北京德和衡律师所莫斯

展海上油气田钻井服务业务。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所高级合伙人田

科办公室，亲切慰问了在外派驻的青岛律师，并与律所律师团队进行

军、
合伙人张虹为本单公司债发行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了友好交流。

“DHH法律中心”成为俄罗斯工业家与企业
家联合会第一家中资背景会员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办公室受邀参加
俄罗斯亚洲工业与企业家联盟专家委员会会议

2019 年 12 月 5 日，由俄罗斯联邦政府前第一副总理绍欣
（Shokhin）主席领导的俄罗斯工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RSPP）批准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莫斯科办公室首席合伙人原毅受邀参加俄罗

公布了 4 个新加入该联盟的法律实体，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在莫斯科

斯亚洲工业与企业家联盟第二次联盟专家委员会会议，与会的中俄政

联邦塔开设的“DHH 法律中心”成为第一个加入该机构的中国法律

商界专家人士为使中俄双边贸易额能够达到 2000 亿美元积极建言献

实体。

策。
原毅主任就会议主题从法律层面和视角做了分析，并提议需要特别
关注中俄中小企业间扩大合作，
在俄罗斯建立中国中小企业孵化器。

德衡律师集团斩获钱伯斯《2020亚太法律指
南》公司与商事领域多项大奖
德和衡律师助力水发能源集团成功并购香港
主板上市公司兴业太阳能

2019 年 12 月 5 日，钱伯斯
（Chambers and Partners）
发布
了
《2020 亚太法律指南》
，公布了 2020 年中国法域中资所律所、律

2019 年 11 月 28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助力水发能源集团

师排行榜，
德衡律师集团荣获多项殊荣。

有限公司以每股 0.92 港元的价格成功认购中国兴业太阳能技术
控股有限公司。
本项目历时 13 个月，证券团队的丁旭、周善良、刘
轩妤、
王晓芳、
刘章印、
戎燕茹、
陶秀芳、
乔琳、
于若璇、
曹璇律师与反
垄断团队的任力、
马荣花等律师为本次并购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入驻北京（中关村）

德和衡律师参加世界律师大会并发表演讲

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
2019 年 11 月 26 日，北京（中关村）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大厅
揭牌仪式暨国际高端知识产权服务论坛在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举
行。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崔春花作为入驻机构的涉外知识产权律师
代表参加了揭牌仪式，并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问题与参会嘉
宾进行了友好交流。

009

BEIJING

LAW FIRM

2019 年 12 月 9 日 -10 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主办的世
界律师大会在广州召开。
德衡律师集团常务副总裁、北京德和衡律
师所主任刘克江和德衡律师集团执行副总裁、集团业务调度中心
主任栾姗应邀参加了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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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律师联盟（UIA）主席访问北京德和衡

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出席俄罗斯中国总

律师事务所

商会年会暨中俄工商界新年招待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国际律师联盟主席 Jerome C. Roth

2019 年 12 月 17 日，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在莫斯科

先生访问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GLA）
，与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

大都会饭店出席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年会暨中俄工商界新年招待

兼 EGLA 执委会副主席刘克江、集团执行副总裁栾姗，以及北京

会，并作为总商会副会长单位汇报所主管的法律行业分会工作，

德和衡合伙人律师兼 EGLA 副秘书长叶姝欐进行了以“律师界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莫斯科办公室主任原毅陪同参加。

的全球化联盟发展趋势”
为主题的 UIA、
EGLA 座谈会。

栾少湖应邀参加俄亚合作年-2019总结大会

蒋琪总裁带领知识产权团队参加第七届知识产

并在会上发表演讲

权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2019 年 12 月 12 日，俄亚合作年 -2019 总结大会在莫斯
科市凯宾斯基酒店隆重举行。
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作为中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1 日，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在

国中小协会副会长、俄罗斯中国总商会副会长受到俄罗斯亚洲工

北京举办
“以提升知识产权质量、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为主题的第

业家与企业家联合会及俄罗斯中国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的邀

七届知识产权论坛。
集团总裁蒋琪带领知识产权团队高级联席合

请，
作为嘉宾出席俄亚合作年 -2019 总结大会并在会上致辞。

伙人刘良勇、
联席合伙人李颖和樊培伟律师参加了此次论坛。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中标上海烟草集团

德衡律师集团青岛济南同获市级优秀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

2020-2022年法律服务项目

誉称号
2019 年 12 月，济南、青岛两地喜报频传，山东德衡
（济南）
律师所荣获
“济南市优秀律
师事务所”
，刘健、柳善瑞、梁茂卿三位律师被评为
“济南市优秀律师”
，段志刚、郝宁两位律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2022 年法律服务采购

师被评为“济南市优秀青年律师”
。
山东德衡律师所、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所、山东德衡

招标项目发布中标公告，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中标项目包件一，在

（西海岸）
律师所均荣获
“青岛市优秀律师事务所”
，杨培银、姜保良、贾晓钧、朱江涛、王隽等

20 家中标单位中评标分数排名第一位。

34 位德衡律师获评
“青岛市优秀律师”
。

张泽贤、牟菲荣登《商法》2019年度 “The

德衡律师在山东省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获佳绩

A-List法律精英” 100强榜单

2019 年 12 月 18 日，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商法》
2019 年度“A-List 法律精英”榜单出炉，集团高级合伙人张泽
贤、
牟菲两位律师入选并荣获
“中国业务优秀律师”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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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律师协会开展的“全省律师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
山东德衡律师所获得优秀组织奖，集团第一副总裁李旭修、集团
合伙人成焘、
宋波等 7 位律师撰写的 6 篇论文分获一、
二、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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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问鼎“一带一路”十佳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开题研讨会在北京

律所

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盛大召开

2019 年 12 月 22 日，在第二届
“一带一路”
优秀法律服务项
目颁奖典礼暨
“一带一路”
法律服务高端论坛上，北京德和衡律师

2020 年 1 月 3 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
“社会

所凭借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方面的突出贡献荣登“
‘一带一路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营经济立法”开题研讨会在上海中心大厦

· 合规之路’十佳律师事务所”榜单。
高级合伙人刘克江律师、德

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所举行。
集团高级合伙人、德和衡
（上海）
所

和衡莫斯科办公室主任原毅领衔承办的广田集团“莫斯科中国贸

执行主任姚约茜，
律师代表黄超宇、
刘家成参加本次开题会议。

易中心工程”
法律服务项目，
获得
“一带一路”
优秀法律服务案例。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召开2016-2019年律师
送法进基层暨区市分所建设汇报会

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与德衡律师集团共建学生
实习与就业基地

2020 年 1 月 6 日，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016-2019 年
律师送法进基层暨区市分所建设汇报会”在山东德衡律师所党建
与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青岛市司法局副局长李文渊、法律服务处

2019 年 12 月 26 日，德衡律师集团与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处长杨电科和莱西、即墨、黄岛、胶州、城阳等区市司法局的领导

学生实习与就业基地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德衡律师集团党建与文

及十余家德衡“手拉手”活动成员所负责人应邀参会。
汇报会由德

化交流中心举行。

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主持。

段志刚主任受邀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
治保障课题调研座谈会”
新动能 新势力——德衡律师集团2020年第一次集团合伙人会议在新加坡圆满召开
2020 年 1 月 8 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法治保障调研座谈
2019 年 12 月 27 日，德衡律师集团召开 2020 年第一次集团合伙人会议。
百余位集团合伙人在新加坡主会场与国内北京、青岛、上海、
济南、
深圳等地分会场以视频会议形式同步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对集团 2019 年终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共话 2020 发展大计。

会”
在济南举行，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
（济南）
律师
所主任段志刚受邀参加了此次座谈，并向调研组提出了关于制定
《黄河生态保护法》
的建议。

东盟法律联盟（ALA）与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签订战
略合作备忘录
2020 年 1 月 10 日，东盟法律联盟（ALA, ASEAN Legal Alliance）仲裁与国际性争端解
决部主席吴伟伟教授，谷物与饲料贸易协会
（英国）
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丁亚军，中国法学会国
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德衡律师集团首席学术顾问、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沈四宝教授，程华儿
副教授一行到访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GLA, 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
和北京德和衡律师所。
吴伟伟主席一行与 EGLA 战略委员会主席蒋琪、EGLA 执行主席季成等，就 ALA 与
EGLA 之间的战略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沟通并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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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获2019年度“青岛行业领军企业” 荣誉称号

“一带一路”法学家论坛在京成立

2020 年 1 月 10 日，青岛市民营企业协会 2019 年度“青岛民营企业经济年度人物”
、
“青

2020 年 1 月 18 日，
“一带一路”法学家论坛

岛优秀民营企业”、
“青岛行业领军企业”
颁奖典礼在青岛西海岸隆重举行。山东德衡律师所荣获

成立仪式暨第一次圆桌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德
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执行主席胡明、总裁蒋琪、

“青岛行业领军企业”
荣誉称号，
山东德衡律师所已第三次获得该项荣誉。

第一副总裁李旭修、管理总监张文应邀为“一带一
路”法学家论坛揭牌。

蒋琪总裁一行出席平安银行2020北区特殊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举行首批荣誉纪

资产推介会并发表演讲

念戒指佩戴仪式

2020 年 1 月 11 日，平安银行在北京银泰中心举办“聚生态

2020 年 1 月 18 日，值德衡律师集团成立 26 周年暨

享未来”为主题的 2020 北区特殊资产推介会。德衡律师集团总

集团新的三年战略规划启动之际，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

裁蒋琪律师带领北京德和衡律师所高级合伙人徐宇辉、高级合伙

议举行仪式，为全体集团权益合伙人配发“和”字荣誉纪念

人牟菲和薛一真律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戒指并合影留念。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与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

德衡律师集团首届律师实务学术年会暨2019年终总结表彰会圆满举办

范区管委会举行法律顾问签约仪式
2020 年 1 月 18 日，德衡律师集团首届律师实务学术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年会由德衡律师集团主办，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余所中国著名高校的二十余位知名法学教授，以及 100 余位知名企业优秀法务莅临现场。
德衡律师集
团决定成立学术顾问委员会并郑重聘用知名法学家沈四宝教授担任委员会首席学术顾问。

2020 年 1 月 14 日，山东德衡律师所与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
范区管理委员会在高新区举行法律顾问合作签约仪式。
轨道交通
管委会主任范宝财、服务部部长曹永章；德衡律师集团第一副总
裁李旭修、
德衡青岛办公室执行主任马先年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

德衡律师集团青岛办公室再获表彰

在青岛市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及青岛律师行业“华
诞七十载，逐梦四十年”活动中，山东德衡律师所党委、德衡西海
岸律师所党支部分别被评选为“青岛市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
织”，包括栾少湖、李旭修、胡明等在内的多名集团合伙人、律师获
得荣誉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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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特刊·众志成城

济南市商务局滕志超副局长一行到访山东德衡

抗击疫情，德衡律师集团在行动！

（济南）律师事务所并达成合作意向
2020 年 3 月 3 日，济南市商务局滕志超副局长一行到访山
东德衡
（济南）
律师所，所主任刘健、副主任王玉增等向来宾介绍
德衡律师集团、济南办公室的发展情况、服务能力及战略布局。
双
方就促进济南市企业
“走出去”
，服务济南市经济发展大局达成合

自武汉市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
从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到广大人民群众，
以战胜疫情为共同目标，
形成强
大的防控合力，众志成城，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德衡律师集团高度重视，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成立集团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指挥领导小组，发
布
《关于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
等文件，对于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进行科学部署安排：

作意向。
一、
加强党建引领，
增强律师员工疫情防控思想意识
要求集团各地办公室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确保律师员工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地方政
府相关工作要求上来，充分认识做好疫情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全力以赴、科学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践行初心使
命、
体现责任担当。
二、
周密部署安排，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德衡出品 | 这可能是目前最实用的国际商事合同履约著
作： 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问题100问

根据各企业面对疫情出现的各种问题，由德衡律师集团首席学术顾问、中
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沈四宝教授指导、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国际仲
裁团队联合德衡律师集团中
（港、台）
、美、韩、澳等海外办公室的合伙人团队共
同编辑了《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问题 100 问》一书为各地企业解
疑答惑。

开放融合 汇聚精英 深圳首家粤港澳三地联
营律所线上开业

2020 年 3 月 27 日上午，
深圳首家粤港澳三地联营律师所：
德和衡简家骢永本金月
（前海）
联营律师所，通过全球线上直播的
方式在前海自贸区宣告开业，并正式拉开了内地和港澳跨区域跨
法域法治实践新模式的帷幕，将为中外客户提供一站式跨境法律
服务。

017

BEIJING

LAW FIRM

加强疫情防范。
制作疫情防控温馨提示宣传图片；安排各地办公室配备消毒液、洗手液等用于卫生防护；加强办公场所安全管理；增加
办公场所卫生打扫次数和通风时间，
对办公场所采取消毒措施；安排各地办公室全体人员到律师所实地办公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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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律师人员健康监测。
集团层面指定集团行政总管、各地办公室层面指定行政负责人负责疫情上报工作。
要求各地办公室配备电子体
温计、
配发防护口罩，
并严格执行异地办公、
出行报告制度。
开展假期业务学习活动。
集团号召全体律师员工在延长的春节假期中加强业务学习，并根据各地办公室的业务特点提出了业务学习方
向。
集团十二大业务中心在
“过学习新年，
建学术德衡”
倡议下纷纷行动起来。
倡议发送客户拜年卡。
值正月初七、
以往春节假期开工之日，
秉承
“客户第一”
服务宗旨，
倡议通过邮件、
微信向客户发送拜年卡，
主动向客
户说明可通过电话、
微信、
邮箱开展远程服务，
以满足防疫假期中客户法律服务需求。

组织抗击疫情捐款。
集团管委会、集团党群工作室联合发布《德衡律师集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捐款倡议书》
。
各地办公室纷
纷响应，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合计捐款 853134.32+106500 卢布 +400 加币
（约合 856534.32）
，捐赠物资：11500 个医用口罩 +580
个 N95 口罩 +103.25 公升医用酒精 +2 万元生活用品、
价值 2000 元中药代茶饮片，
在疫情面前彰显了德衡、
德和衡律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三、
群策群力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开通抗击疫情青年律师服务热线。针对疫情严峻形势，为充分发挥律师职业优势，集团青工委牵头组织，自 2 月 1 日起开通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集团各地办公室党组织和党员带头践行党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的疫情防控要求，弘扬正能量，通过集团微信公众号
平台发布《习近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应对法律指南》等信息教育引导身边群众仔细辨别核实各类信息，做

400-1191-080
“德衡律师集团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青年律师服务热线”
，义务解答疫情期间各界法律问题。
与此同时，倡议成立企业
防疫减损法律援助团，
指导企业积极响应政策要求，
减少因疫情承担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到不信谣不传谣，
共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019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020

德 . 动态 － N EWS

德 . 动 态 － N EW S

编写疫情相关专业法律文章。
针对疫情发展、春节假期延长带来的法律问题，德律师立足专业，撰写了与疫情相关的若干专业文章，为社
会各界解读疫情相关法律问题。
四、
接受检验，
陪同主管部门巡视疫情防控与复工情况
2020 年 3 月 11 日，青岛市司法局局长万振东、装备财务保障处处长林军、办公室主任姜鹏辉等领导一行到访山东德衡律师所，德衡律
师集团第一副总裁李旭修、集团党务与文化建设总监肖健、山东德衡律师所主任姜保良等陪同司法局领导一行针对德衡目前防疫工作开展情
况、
律所复工情况进行了巡视。

2020 年 3 月 16 日下午，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律师行业党委书记曹宏、朝阳区律师协会秘书处秘书长刘素红一行走访北京德和衡律师
所，所主任刘克江、执行主任江波、管理主任赵颖等陪同朝阳区司法局曹宏副局长一行人参观了律所，并就复工情况、消毒防护情况，以及疫情
期间的律所特殊安排向律协领导做了详细汇报。

面对严峻的疫情，德衡律师集团一直在行动。
相信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一定会尽快打赢这场新型
肺炎防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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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律匠
徐宇辉
集团高级合伙人、
合伙人监事会主席

徐宇辉主任专访
岁月在他脸上积淀出技艺的磨砺，心智的淬炼和人生的阅历，如同参天大树的年轮记载着大树所承接的日月风霜。
徐宇
辉律师执业 23 年来，
金融和重大复杂争议诉讼案件为主要业务领域，
承办案件超千件，
涉案标的超千亿元，
他专业精湛、
经验
丰富、
擅于综合把控大案、
难案，
他化复杂为精简，
化干戈为玉帛，
纵使惊涛骇浪，
亦可气定神闲，
是当之无愧的匠心大律。
初入律届，
选大平台，
站高起点，
见大世面
律师需要以内心生长的使命感迎接一个大时代的到来，他的一颗心紧紧地和时代脉搏的跳动联系在一起。1998 年 12
月，根据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家开发银行组织体系完善的需要，中国投资银行整体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其商业银行业务
和分支行以下同城营业网点也都转让给商业银行。
他于 98 年加入德衡律师事务所，99 年他就有幸参与了光大银行整体并购
原中国投资银行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光大银行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协定由中国光大银行于 1999 年 3 月 18 日起整体收购原中国投
资银行的债权债务，并收购原中国投资银行北京、天津、沈阳等 29 个分支行所属的 137 家同城营业网点。
中国投资银行是
1982 年成立的主要经办世界银行对中小企业转贷款的专业银行，后来又向商业银行转轨，从事一般商业银行业务。
国家开发
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经慎重研究和充分论证，
达成共识，
决定整体转让一收购原中国投资银行的债权债务和同城营业网点。
在参与整个项目的过程中，作为律政新人，他表现出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高起点，大视野开启了他注定不平凡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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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之路。
回忆自己 23 年的执业生涯他感谢德衡这个平台，给予大家融洽、向上、进取、勇争第一的文化滋养，感谢德衡集团创
始人栾少湖律师和创始合伙人胡明律师的精神引领，
让他可乘着一艘巨轮披荆斩浪，
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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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海沉浮，
紧跟时代，
解决新问题，
处理大案子
金融领域因其自身的专业性、新颖性与复杂性，对律师
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律师及其团队具有金融与法律

德 . 律匠 − ELITE

市公司股权，实现委托人对上市公司控制。
他熟谙资本运作规
则，
坚守法律信仰，
真正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他成功办理国内首例否认外商关联公司公司人格案件，

行到半山不停步，
中流击水再出发
2013 年，他受命担任德衡济南所的带头人，在集团领
导的支持下，多项业务指标列济南地区乃至山东省第一；

的复合性及综合性能力，经过处理一系列在国内有重大影响

截断 10 亿现款外逃通道。1993 年起某境外私人集团投资的

2017 年他再次迈进首都，将主办公室迁到北京，启动了在全

的大案、要案、难案，他和他的团队也跻身国内一流金融团队

两家大型中外合作企业公司系关联公司，两家关联外企公司

国工作和生活的模式，他对工作饱含激情，对学习孜孜不倦，

的行列。

经过复杂设计并滥用独立的法人人格，欲通过密道将 10 亿

他斗志昂扬，
勇攀高峰。

他果断，
机敏，
综合掌控能力强

现款转逃国外，意欲逃废国内巨额债务，徐宇辉代理某集团
（国内债权人）依法通过司法措施截断该笔巨款外逃通道，

他代理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德正”系列金融风险
案件，赢得先机，总涉案标的 60 亿元，其中两家委托银行全

2016 年 9 月，国内首例否认外商关联公司法人人格案件的

基的厚土，是铺路的石子，是德衡年轻人的榜样，他也是幸运
的，因为他选择了一种让他不后悔、超预期、有意思的路与人
生！

从青春岁月到年过半百，修出
“心境”
，达到
“技境”
，在法
律精神的探索之路上，他是迈步的前驱，是操作的手指，是奠

本文由写迟井瑜、薛一真供稿。

判决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

额收回债权，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挽回了损失。
“德正系”
骗
贷案所涉及的中资商业银行为 20 余家，涉案总额超 260 亿
元，
“德正系”
的主要骗贷方式是利用仓单重复质押，同一质押
物可能质押给多家银行了，所以案发后需要先下手为强，采取
积极有效手段方可赢得先机，
才能有效维护债权人利益。

2014 年至 2020 期间，徐宇辉团队代理某特大企业起诉
和应诉大宗商品贸易系列纠纷，
综合标的超 30 亿，
涉案二十余
件。
众多对方当事人为达目的，除在基层法院至最高院提起民
事诉讼外，还轮番向公安、国税稽查、审计署、纪检部门以及众
多关联或不关联的的单位举报，导致多家强力部门介入本案。

他带领团队办理了一系列境内外并购融资经典案例。
在
招商银行、双星集团与韩国锦湖轮胎并购融资案中，他带领团
队历时 16 个月，起草审阅了大量交易文件、厘清复杂的市场
交易规则，最终完成项目风险识别及应对建议，并协助委托人

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事实了解全面，案情把握准确、工作
准备充分，与委托人依法密切配合，应对得当，顶住了压力、排
除了干扰，在生命和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
验。
至目前，
所有案件全部胜诉，
为委托人化解律律风险。

完成相关防控措施；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山东黄金与加拿大
巴里克黄金并购融资项目中，他带领的团队在境内外融资、矿
业并购、境外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等对

为应对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徐宇辉主任及其团队

项目进行审查，并顺利完成项目的全程法律审查。
此外，在国

受邀进驻 * 沿海一线城市金融办，与人民银行、公安机关、社

内过个地产盘活融资项目中，徐宇辉律师以丰富的经验和过

科院、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团队一同为当地政府设计方

硬的综合能力协助委托人顺利完成项目风险把控，受到了客

案、
把控风险、
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户的高度评价。
如果给近期中国的金融法律风险问题按时间轴线画一
个纵坐标，那么徐宇辉律师带领他的团队基本在每一重大时
期的金融问题与案件的横坐标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实战经验丰富，
善于处理重大复杂民商事案件
徐宇辉团队自 2010 年起代理系列股权股票争议纠纷。
其中有一案件标的特别巨大，涉及问题十分复杂。
团队成员从
开始就全盘规划，提前周密设计方案，有效沟通协调各方资源
与力量，克服种种法律障碍，逐项解决股票交易和证券监管中
的具体问题，在保证了股票价格的稳定的情况下顺利收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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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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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勇于创新，
积极探索，
极具前瞻性
他带领团队，在全国首创为某大型港口企业开发了独有
的港口物流平台、贸易融资平台等风险防控产品，为多家供应
链核心集团企业完成供应链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及全
程风险管理服务。
该专项风险防控产品已于 2011 年正式交
投入，并使用至今，在物流融资服务业务品种不断创新、业务
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业务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化解。
后来，国
内港口行业大范围遇到到的恶性事件的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的
情况下，使用徐宇辉团队的创新风控产品的港口集团却安然
无恙，
成功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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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视点

有限公司股东退出路径法律研究
LEGAL RESEARCH ON THE WITHDRAWAL PATH FOR
SHAREHOLDERS OF LIMITED COMPANY

江波（北京办公室）

万佳琦（北京办公室）

中国人民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博
士，擅长领域为公司金融、公司并购、房

专注于公司金融、公司并购、诉讼与
仲裁。

地产与建筑工程、
诉讼与仲裁。

股东退出机制是有限公司股东权利救济和实现的重要途径。有限公司同时具备人合性和资合性特征，特别是其
人合性，体现了股东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和人情关系。
在缺乏公开交易市场的背景下，股东退出公司路径受到限制。
鉴于此，笔者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律师实务经验，系统梳理和总结有限公司股东退出公司的各种路
径并提出可供操作性的建议，以期为有限公司股东退出公司提供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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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权转让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申请再审案”中，法院认为：
基于有限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

（一）法律规定

二、公司减资

（二）经典案例

（一）法律规定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中江苏省高院认为：
“在减资时既

东转让股权做出某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大华
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所以股权转让实质上
是股东退出公司的方式之一。
股东可以依照《公司法》或公司
章程的规定向公司其他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股
权转让并不改变公司的注册资本额及公司资产规模，仅公司

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确定股东身
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
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
法》的禁止性规定 1。
（三）操作建议

股权对内转让是指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公司的其他股东，此种方式无需通知其他股东或
取得其他股东同意。股权对外转让是指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股东应就其股权
转让事项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

1.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必备的法定文
件，也是规范和调整公司股东关系和公司经营行为的自治规
范。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应当构建完善的股东退出机制，对将
来公司经营管理中可能产生的股东退出情形和路径、股权价
值认定方法、优先权等内容进行事先约定。

他股东，同时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

2. 优先购买权并不阻碍股东退出公司。但是股东未就

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

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的，或将侵犯其

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

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引起不必要的诉讼。

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同等
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通过公司减资达到退出有限公司的目的。因此，公司减资必
须遵循《公司法》相关规定，除应当依法经股东会作出决议
外，还应当：（1）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2）在规定

股东发生变动。一般而言，股权转让分为对内转让和对外转
让。

1. 公司减资是指公司资本过剩或亏损严重，根据经营
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法减少注册资本金的行为。
股东可选择

时间内通知债权人并登报公告，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3）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未通知债权人，又未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不仅有违《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还违反了《公司法》第三条关于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的规定 2。
（三）操作建议
公司与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减资退出的，公司应当依法
作出股东会决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规定时间

2. 在违反上述程序构成瑕疵减资的情况下，法院一般

内通知债权人并登报公告，债权人如有要求的，还应当清偿

认可减资的法律效力，但考虑到对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最后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以防构成

保护，法院认为公司股东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甚至可能

瑕疵减资。

将瑕疵减资的行为定性为抽逃出资。

3. 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同时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

（二）经典案例

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

修改无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图 2 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示意图

三、股权回购
（一）公司规定
1. 股权回购是股东退出有限公司的常见方式，是指有
限责任公司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向本公司的股东支付
合理的价格，收回该股东持有的股权，股东从而实现从公司
退出的目的。股权回购与股权转让的区别在于股权回购的
主体是股东所在的公司，而股权转让的主体是股东或本公
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

格的条件限制。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有下列三种情形之
一，并且股东会在该股东投反对票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有
效的决议，该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
格收购其股权：（1）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
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
的条件；（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
（3）公司章
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
。

图 1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示意图

2. 公司回购股权是股东转让股权退出的一种特殊方
式，但由于收购者是本公司，其性质就不单纯是股权的转
让，而是股东撤回投资退出公司的行为，因而法律对此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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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沛县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叶宇

BEIJING

LAW FIRM

030

德 · 视点 － OPINI O NS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文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案”表明：
《公司法》规定股东不

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其股权合理价格以退出公司。自股东会

得抽逃出资，但《公司法》并不禁止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以

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

合法方式退出公司，包括以公司回购股权的形式退出公司。

收购协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股东回购请求权是法定的股东
回购请求权。
根据该条规定的情形，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
合理价格收购其股权，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协议的，股东可
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公司解散

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
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一）法律规定
公司解散是指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公司章程或法定事由
出现而停止公司对外经营活动，解散可以分为法定解散和起

2. 我国现行《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允许股东与公司

诉解散。

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

1. 法定解散 :

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

显然，股东通过公司回购股权退出公司，并不仅限于

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确立了股东与公司约定回购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

《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4。
公司的成立本身就是股

股权的基本原则，原则上认可股东与公司约定回购的法律

解散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效力，但是在实际回购中应严格遵循《公司法》
相关规定。

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2）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

东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公司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将股东困
于公司中不得脱身，而在于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股东之
间就公司的经营发生分歧，或者股东因其自身原因不能正
常行使股东权利时，股东与公司达成协议由公司回购股东
的股权，既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特点，又可打
破公司僵局、避免公司解散的最坏结局，使得公司、股东、公
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平等保护。

3. 股权回购的关键是确定股权价格。建议股东在公司
章程制定时约定合理的股权价格及定价方式，这是股东能
够顺利退出公司的关键。股权价值可以按照公司的盈亏具
体确定，公司盈利则价格应当是该股东原出资现值加上退
出时出资比例确定应得收益。如果公司亏损，其应得剩余采
集及价格应按清偿债务后的原出资比例确。当然也可以约
定由独立的评估公司评估确定。

（三）实务建议
1.《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实际上为有异议的股东提供
了救济措施，在上述三种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异议股东

根据最高法院指导案例 8 号“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
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
的相关裁判认为，判

之间约定回购股权。关于股东和公司是否可以约定回购股
权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

（二）经典案例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
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八
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

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障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
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对于符合《公司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
公司解散 5。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
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
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
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2. 诉讼解散：
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具备特定条件时，公
司股东可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根据《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下述严重困难，
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
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

（三）操作建议
1. 解散公司应是股东退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后手段，
因此《公司法》在公司解散之诉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并在诉
讼中强调调解，通过公司解散之诉未尝不是促成股权转让
和公司减资进而退出公司的机会。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1）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
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的；（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
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

2. 公司解散后将依法进行清算，公司财产在支付清算
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
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股东将根据出资比例分得公司的剩
余财产。如果清算中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将进
入破产程序。

图 3 有限公司股权回购示意图

图 4 有限公司进入解散程序示意图

031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032

德 · 视点 － OPIN I O NS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五、
股东除名

市法院（2015）甬慈商初字第 940 号案件中，股东会实质
上决定若股东不能在限定期限内归还公司借款，则解除该

（一）法律规定

股东的股东资格。对此，法院认为《< 公司法》> 解释（三）
》
股东除名是指有限公司根据股东会的决议 , 解除未履
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的资格，通过强制转

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并非股东除名的唯一途径，此后二审

关于名股实债模式中股东抽逃出资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CAPITAL WITHDRAWAL FROM THE
“NOMINAL EQUITY, REAL DEBT” SCENARIO

法院维持原判，两审法院均认可该法外除名决定的有效性。

让被除名股东的全部股权强迫被除名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
股东退出制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

（三）实务建议

和国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第十七条的规定，有

1. 鉴于股东除名的严厉性和终局性，最高人民法院将

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

此条件解读为：股东除名的唯一事由，公司不能对未全面

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

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部分出资的股东进行除名。司法实

还出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从而

践中，以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形式约定的股东除名也得

迫使该股东退出公司。

到了法院的认可。

（二）经典案例

2. 股东除名后，公司应当及时减资或者转让股权。在此

在山东高院（2017）鲁 0211 民初 9654 号判决
中，法院认为股东会依据公司章程作出的股东除名决议

之前，该除名股东仍须在其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承担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并无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属合法有效；在宁波慈溪

图 5 有限公司进行股东除名示意图

综上，本文系统梳理了有限公司股东退出公司各种渠道及相应裁判规则，并就相关实务提出操作建议，以资为投资者合法有效
退出公司提供操作指南。
( 张端光 校 )

田军（济南办公室）
熟悉公司运作、管理机制，主要从
事公司境内外上市、并购重组、债券发

李波（济南办公室）
擅长商事争议解决等各类民事诉讼
业务。

行、股权投资等法律业务。
1.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 96 号（2014）陕民二申字第 00215 号。
2.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指导案例（2015）苏商终字第 00140 号。
3. 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 453 号。
4. 修订后为《公司法》第七十五条。

名股实债作为一种融资模式，在房地产融资领域被广泛使用。
顾名思义，名股实债就是投资者以股权投资之名行债权投资之
实的一种交易模式。因此，名股实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所体现的权利外观与内在实质不一致，即投资者名义上是股东，实际上
是债权人，投资者所获取的收益为固定收益。本文将重点探讨在名股实债模式下，投资者从被投资企业收取投资收益是否适用商
事外观主义原则，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5.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8 号，
（2010）苏商终字第 00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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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股实债的定义
2017 年 2 月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其发布
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4 号 - 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中，
认为
“名股实债，是指投资回报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
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
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固
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者
偿还本息的投资方式，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
1
赌、
定期分红等。
”

结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名股实债的定义，并
根据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名股实债是指投资者以股权投
资形式入股目标公司，但不参与目标公司日常管理，不与目
标公司共担风险，定期获取固定收益，在与目标公司或其真
正股东约定的退出条件成就时，取得其投资本金后退出目
标公司的交易模式。
名股实债的实质是一种债权投资，投资者所获取的收
益为固定收益。
二、
名股实债模式下股东抽逃出资问题的裁判路径
（一）最高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纪要确立的裁判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纪要指出：
“名股实债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重于形式”。
（二）司法实践中新的裁判思路
2016 年 8 月 22 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就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信托”）诉湖州港城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港城置业”）破产债权确认纠
纷一案，作出（2016）
浙 0502 民初 1671 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认为，名股实债应区分内、外部效力，作为破产清算
案件中的衍生诉讼，应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新华信托作
为一个有资质的信托投资机构，对名股实债的法律后果应
有清晰认识，故其认定债权的请求不予支持。该案宣判后，
新华信托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以调解方式结案。

债是投资者为了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而创设的一

其行为是否侵害了公司利益，影响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种新的交易模式，投资者对相对人信赖外观事实具有可归

标公司进行交易的初始法律关系而对目标公司拥有债权的
相对人。但外部债权人与目标公司进行交易所考量的因素
众多，那其是否因为信赖投资者是目标公司股东而决定与
目标公司交易以及其此种信赖是否合理就是商事外观主义
能否适用的关键了。在非增资型的名股实债模式中，目标公
司注册资本未变，仅是工商登记的股东发生变化，外部债权

在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空间。在增资型名股实债模式中，目

行实质审查，适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根据当事各方的真

标公司因投资者的加入，其公示的注册资本增加，外部债权

实意思表示来区分投资的性质是股权还是债权；当外部债

人在注意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进而信赖其偿债能力

权人请求认定抽逃出资时，倾向于从保护外部债权人利益

增强而决定与目标公司交易，存在一定的合理信赖的可能

的角度出发，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在适用商事外观主义

性，具有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空间。但笔者认为，外部

原则时，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裁判路径，一种是先进行实质

债权人应举证证明其信赖的合理性及合理程度，法院对此

审查，确定投资性质，然后再根据情况审查是否适用商事外

应进行严格审查。
（三）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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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 下 简 称“公 司 法 司 法 解 释

三、名股实债模式下股东抽逃出资问题中商事外观主
义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条件
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是指，在商事活动中，以商事主体的
行为外观认定其行为所生之效果的法律原则，其价值取向
是优先保护合理信赖之外部人，以维护交易安全。

（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
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
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
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
为”。由此可见，抽逃出资的主体是实缴出资的股东，形式

相关纠纷时，应重点审查投资者的目的是否是取得目标公

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须存在

要件是从公司转出资金，实质要件是损害了公司权益。公

司股权、是否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取的是

与真实事实不一致的外观事实，这是商事外观主义适用的

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

否是固定收益，并结合其他因素来综合认定交易结构的性

前提和基础；二是本人与因，即本人对导致相对人信赖外

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

质是股权还是债权。若能够认定交易模式的性质为债权，

观事实有可归责的原因；三是交易相对人或第三人基于对

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

虽名义上是目标公司的股东，但其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

外观事实的合理信赖而为一定民事行为。表见代理、善意取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

于其先前的投入，退出非无偿退出，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

得等背后的法律逻辑都是商事外观主义。

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

问题。最高院民二庭法官会议确立的裁判思路是从内在实
质角度进行审查，并予以相应认定，所遵循的原则是“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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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股实债模式中外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分析

（四）名股实债模式下，
投资者从公司取得收益分析

责性。在名股实债模式下，所谓的外部债权人是指基于与目

力，当目标公司及其股东请求认定投资者抽逃出资时，应进

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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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实质审查，以查清

股东而决定与目标公司交易，其信赖也不具有合理性，不存

外观主义。

从上述会议纪要的内容来看，最高院民二庭认为审理

务时，才由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
因此，实缴出资的股

前提和基础。从名股实债模式最初产生的背景来看，名股实

理名股实债纠纷案件时认为，应区分名股实债的内、外部效

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

2
出公司亦非无偿退出，
一般不存在抽逃出资问题。
”

身份产生不一致，这就为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提供了

司交易，即使外部债权人认为其因信赖投资者是目标公司

时，从优先保护外部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直接适用商事

种情形中，取得的固定回报都来自于其先前的投入，故其退

看，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在公司无法偿还债

港城置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后，越来越多的法院在审

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目的在于取得目标

投资，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东的债权人。
不论在哪

工商登记，成为目标公司外观上的股东，与其债权人的真实

人显然不会因信赖投资者是目标公司股东而决定与目标公

观主义原则；另一种，则是当投资者以名股实债进行抗辩

资。
反之，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

从股东被认定为抽逃出资后对外部债权人应承担的责任来

笔者通过分析检索到的案例发现，自新华信托诉湖州

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

权投资，是目标公司的股东，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构成抽逃出

在名股实债模式中，投资者通常会在投资后，通过变更

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初，名股实债产生的原因是受制于政府金融监管部
门的政策限制，具有债权融资需求的公司不能直接获得债
权融资，遂采取了名股实债的交易模式来规避金融监管。
在
目标公司及其真正股东明确认可是债权投资的情况下，投
资者通过名股实债模式将资金注入公司，满足了目标公司
的资金需求，是有利于目标公司发展的。
目标公司根据与投
资者的约定，通过分红等形式支付给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
未超出与投资者在投资之初约定的利率，并未损害目标公
司利益，不满足抽逃出资的实质要件，故不应被认定抽逃出
资，不存在商事外观主义的适用空间。
（五）外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
增资型名股实债模式中，投资者成为目标公司工商登
记显示的股东后，目标公司公示的注册资本相应增加，该权
利外观的实际受益人是目标公司。投资者在与目标公司及
其真正股东约定的条件成就时，需依约退出。
即使在未退出
前，其也不参与目标公司的日常管理，即使派驻董事，也是
为了监管自己投入资金的安全和保证资金用于约定用途，
目标公司仍由其真正股东及真正股东任命的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管理和运营。因此，投资者成为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显示
的股东，目标公司的真正股东是最终受益人。
外部债权人当
初的交易对象是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实际管理和运营是
由目标公司的真正股东负责，对于目标公司以名股实债模
式进行的融资负有披露义务。且投资者通过名股实债模式
投资的对象，通常是真正股东为特定项目而新设立的公司。
这些公司因特定项目而产生，设立比较匆忙，且往往存续时
间很短，项目完成即被解散或注销。
故这些公司的真正股东
一般直接利用自己原有公司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管
理。因此，笔者认为，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外部债权人利益
的角度出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合理适用人格否认制
度，追究真正股东的相应责任。
四、关于内部协议对外部不发生法律效力问题
内部协议对外部不发生法律效力适用的情形是，法律
明文规定的应承担责任的主体在符合承担责任的要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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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金融中虚假融资性贸易法律研究

正股东，要认定其抽逃出资也首先要对其行为进行实质审查，更何况是仅有股东之名而无股东之实的投资者。因此，名股实债模
式下股东抽逃出资问题，
不适用内部协议对外部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则。
五、
结论

LEGAL RESEARCH ON FALSE FINANCING TRANSACTION
IN SUPPLY CHAIN FINANCE

名股实债最早产生于房地产融资领域，但该交易模式已经广泛延伸到其他领域。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导
致乱象横生。
各级法院在审理名股实债类纠纷时，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出发，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外部债权人的利益。但法院在认
定投资者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时，需对其行为进行实质审查，以查清其行为是否侵害了公司利益，影响了公司的偿债能力。笔者认
为，在名股实债模式下，投资者并未损害公司的利益，不构成抽逃出资，无法适用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法院可对名股实债的构成严
加审查，
从严掌握，
合理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以保护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王芳芳 校）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
4 号 - 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
。
2. 张雪楳、
关丽等：《名股实债的性质与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 - 追寻裁判背后的法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版，第 64 页。

杨光明（深圳办公室）

曾强（深圳办公室）

在金融、执行、民事案件再审等领

专注以公司为主体的复杂商事争议

域深耕多年，专于以公司为主体的复杂

诉讼与仲裁，擅长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应

商事争议诉讼与仲裁案件处理，擅长庭

收帐款清收、产品质量索赔，且于不良资

审对抗与节奏掌控。

产处置、执行领域经验丰富。

一、研究背景——从供应链金融的欺诈风险说开去
2019 年诺亚财富“踩雷”承兴国际、34 亿巨额资金面临无法收回困境的事件被炒的沸沸扬扬，但究其法律实质，也是承兴
国际作为融资企业提供了虚假的应收账款（基础资产的虚假），而诺亚财富怠于核实基础资产的真实性、风控措施不到位，最终
导致“踩雷”。实践中，除了这种融资企业单方以欺诈手段骗取融资的方式外，还有更复杂、参与主体更多的利用供应链金融以
及融资性贸易的外壳进行融资欺诈的手法。由于中小企业向传统金融机构贷款困难重重且融资成本高，而企业间借贷又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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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需要”
为限，不能以借贷为常业、以借贷为主要利

形式直接为融资企业提供资金；另外一种是增信型融资性

金链断裂，A 公司未收回借款，转而起诉 B 公司要求其交货

就货物是否交付、是否延期等与相对方发函沟通，一般只会

润来源，这也导致实践中融资性贸易仍然大量的发生。
而且，

贸易，即通过买卖形式为融资企业增信，使其能够更顺利的

或返还货款。

定期对货款数额进行确认、
对账。

我们发现，实践中参与融资性贸易的主体又多为国资背景企

获取金融机构融资，主要模式有保理、质押监管、仓储保管、

业，或者大型上市公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做大业绩，让财务

保兑仓等。
而根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真实的买卖意图和

报表更好看。
对此，国资委在 2018 年也专门发布了
《中央企

产品需求、货物是否实际交付流转，又可以将
“买卖型融资性

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
》
，其中明确禁止

贸易”分为“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和“代垫资金型融资性

国资企业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或“空转”
“走单”等虚假贸易

贸易”两种类型 1。
因为“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在实践中的

义务，这类交易模式中的法律风险之巨大，可见一斑。
本文是

风险更大，也更容易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发生，因此，下文专

在笔者办理的多起同类案件中，选取其中一种“资金空转型

门就这类虚假融资性贸易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

融资性贸易”
（又称“虚假融资性贸易”
“名为买卖、实为借
贷”
）
模式，对其司法裁判规则、法律风险进行研究分析，希望

实践中，融资性贸易的交易模式种类较多，归纳起来大

购做大了业务流水，一举两得。
而 B 公司只是中转了资金，虽

双方真的不知情，那么也很难说双方存在“通谋的虚伪意思

然扣取的少量的财务费用并没有什么盈利，但是却做大了公

表示”
。

司业务流水。
（二）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的常见争议焦点和法律风

不走货”
；

如上文中的交易模式和案例，在“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
易”
案件中，
常见的法律争议焦点和法律风险主要在于三点：

式大致可以笔者经办的一起案件来展现，
具体可参考下图：

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买卖型融资性贸易，即通过买卖的

在差额，或者是固定的金额差，或者是固定的差额比例。
而差

借款”而收取的固定费用，且最终造成融资方及其关联公司
构成
“高买低卖”
这样一种亏本买卖，违背正常的商业交易逻
辑。
而且，从借贷关系来看，融资企业最终获得的资金实际上

所谓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一般只有资金在交易各

流转，而且交易各方也没有实际的货物贸易需求。
其交易模

5. 交易各方相互之间就同一批货物支付的价款之间存

额则是出借企业收取的固定利息，以及中间方“托盘”
“转递

（一）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的交易模式：
“走单、
走票、

方之间的循环空转而没有货物的现实交付和物理空间上的
二、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名为买卖、
实为借贷”

4. 交易参与各方，尤其是出借方、融资企业两方必须对
“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事实明知或者应当知道。
如果借贷

险

能为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方，尤其是中间
“托盘方”
在业务流
程中规避风险。

在整个交易过程中，A 公司的自有资金以借款的形式放
出，期限届满后再本息收回，完成增值，还因为与 B 公司的采

1. 交易链条中的每个参与方之间相互签订的“买卖合
同”
是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效？其中涉及到
《民

比融出方借出的款项要少，但还是要按照融出方付出的本金
和约定的利率标准还本付息。

法总则》
中有关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
的判断问题。
6. 仅有资金在交易各方之间的实际流转，货物至始至
2. 融资企业和出借方之间签订的供应链融资服务合同
是否也基于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如果无效，那么二者
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
3. 如果各方之间签订的
“买卖合同”
、
供应链融资服务合
同等被认定为无效，因融资企业无法偿还款项导致的出借方

终在融资企业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没有货物在法律上的现实
交付，或者说在物理空间上的流转。
有的涉及刑事的案件中，
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真实的货物存在。
（四）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案件中有关货物交付的
认识误区

的资金损失，
应如何分配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
“出卖人应当履
对此，下文将从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的司法判断标
准出发，
对上述争议焦点和法律风险一一进行论述。
（三）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的司法判断标准
1. 参与主体至少为三方，且参与各方均同时兼具买方
和卖方的角色，且买和卖几乎都是在同一天完成。
实际发生
的很多复杂交易模式中，融资企业还会引入关联公司或其他
受其控制的中间方参与其中，拉长循环交易的链条，使这种
虚假的供应链融资不容易被发现。
2. 融资企业或其关联企业一般是交易链条中的首和
尾，各方都是对同一批货物进行买卖，最终形成一种实质性
的闭合性循环贸易，货物从融资方或者其关联企业卖出，最
【案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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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司与 D 公司之间通过关联公司内部资金回流，D 公司

终又自己买回，
实质上构成自买自卖。

该案件是 A 公司（出借人）与 D 公司以委托代理采购

取得借款资金，到期后，D 公司向 A 公司以支付采购款的形

3. 整个交易链条中的参与各方均没有实际的货物买卖

为名，由 A 公司以代采购、支付货款的形式将借款先转给中

式偿还本金，按照款项使用时间的长短，以支付服务费的形

意图，且实际履行中不注重货物的交付、验收等环节，一般只

间方 B 公司；B 公司扣收固定比例的费用后，余款再以货

式支付利息。
而货物至始至终都在 D 公司控制的仓库中存

会保留如出库单、入库单等表面上的单据。
而且，一般交易各

物采购的货款形式转出给 C 公司（融资企业的关联公司），

放，
物理空间上没有发生过变动和流转。
之后，
因为 D 公司资

方也更注重货款的支付和流转，体现为：交易各方不会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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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
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同时，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标的
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因此，原则上来看，货物的交付应当
是指所有权的变动和流转，而《物权法》对动产交付的方式
共规定了四种——
“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
定”
。
但是，在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中，除没有货物真实
存在的情形外，对于那些常见的
“走单、走票、不走货”
的交易
模式，货物一般都在融资企业的控制之下，各方一般通过货
权凭证的交付实现名义上的货物流转，属于《物权法》规定
的
“指示交付”
。
也就是说，这类案件中，各方在法律上已完成
了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
交付已完成。
但是，从现有司法判例来看，首先，货物是否实际交付
的认定并不能与是否构成“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等同。
除了货物没有实际交付之外 ，还需要同时具备：融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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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买自卖（交易链条的闭合循环的特征）
、高买低卖、其他各

么，按照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由融资企业返还全部借款，同

方收取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出借方和融资方均明知这 4 个

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

方面，才能认定构成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
其次，在认定
货物是否实际交付和流转时，应当排除《物权法》规定的其

（三）融资企业无法还款时，按照交易各方的过错分担
损失；

他几种拟制交付方式，更应当以
“现实交付”
和货物在物理空
间上的流转作为货物是否实际交付和流转的判断标准。

代理某上市公司系列案件的实务分析

实践中更多出现的问题是——融资企业资金链断裂，无
力偿还或者返还借款资金，提供资金一方就会产生贷款无法

对此，在最高院审理的
“美高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金

上市公司应对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诉讼策略——

收回的损失。
那么，
这一部分损失应如何分担？

LITIGATION STRATEGY FOR LISTED COMPANIES AGAINST CLAIMS OF FALSE
STATEMENT ON SECURITIES -- A CASE STUDY SERIES OF A LISTED COMPAN

信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
（2018）最高
法民申 1637 号】
”中，最高院就认为：
“在我国当前的商贸
往来实践中，存在
‘走单、走票、不走货’
的交易模式，此种交
易模式不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明确强制性禁止。
……
即使案涉交易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不能仅以
‘未走
货’
为由，
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业已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
”
三、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纠纷中的司法裁判规则

1. 如果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为无效，主流司法观点认
为：由于参与各方对无效的民间借贷行为的运转都存在过
错，且各方也收取了一定利益，因此对合同无效造成的借款
无法收回的损失，各方都应当承担责任，具体责任分担比例
一般由法官根据各方的获利程度、
知情情况自由裁量。
2. 如果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为有效，对于借款无法收
回的损失应如何分担的问题，未见有统一或主流的司法观

（一）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中的买卖合同一般认定无
效；

点。
对此，笔者认为，如果民间借贷法律行为有效，则不存在
借贷行为以外的其他主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但是，考虑

如果确实存在融资企业自买自卖（交易链条的闭合性循

到虚假融资性贸易的参与各方——主要是中间方——也获

环）
、高买低卖、只收取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出借方和融资

得了一定的收益，如果法院确实认为中间方对于无法收回借

方均明知、货物没有现实交付和物理空间上的流转这五个核

款的损失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心构成要件，则基本可认定构成“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

中间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仅以其获得的利益为限。

而且，融资性贸易的参与各方（尤其是出借方和融资方）对

自 2003 年 2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
四、
结语

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下称“若干规定”）颁布以

“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
的法律关系明知，却在明知的基础
上设计闭合性循环的交易链条，这样的行为明显符合《民法
总则》
第一百四十六条有关
“通谋虚伪意思表示”
的规定 2，参
与融资性贸易的各方之间为实现融资目的而签订的买卖合
同将会被认定为无效。
（二）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中的表面买卖合同被认定
为无效后，
应以隐藏的借贷法律关系确定各方权利义务；
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
“资金空转型

作为国家鼓励并大力推动的创新金融产业，虽然供应链

来，投资者提起索赔诉讼的法律依据更加明确，积极性大大提高，伴

金融的目的是提供资金借贷，但其基础还是“真实贸易背

随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管辖法院应对群体诉讼时更加谨慎，再加上

景”
。
因此，为避免出现“资金空转型融资性贸易”的法律风

代理索赔律师公开征集投资者的做法以及个别媒体的片面报道，使

险，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企业的首要和最核心的任务就

得上市公司面对证券虚假陈述索赔诉讼时显得更加被动和无力。笔

是：核实是否存在真实的贸易背景——包括最终供货方和

者通过分析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特点，结合办理的某上市公司

融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控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总结上市公司应对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诉讼策

制货物及货权，确保货物的真实存在和真实的交付流转，降

略，以期对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低风险、减少损失。
对于被拉入交易链条中的
“托盘方”
而言，

融资性贸易”中的买卖合同是表面行为，各方隐藏的真实法

更要结合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对这类交易的不合常理之

律关系应当是出借方与融资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处保持警惕，以免出现融资企业无法还款时，被出借人以表

因此，应当以融资企业与资金提供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

面的买卖合同关系追究责任，
无端引来诉讼。( 陈珍吉 校 )

田青明（济南办公室）
擅长领域为上市公司证券纠纷处
理，资产证券化，结构化融资及争议处

关系进行实体审理，而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则应当按照

理。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的规定予以判断。
前文已提及，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放开了企业间借贷的
限制，但是其范围仍以为生产、经营而进行资金拆借为必须。
结合最高院的司法观点，
“如提供资金的一方不以资金融通
为常业，而仅为临时性资金拆借的，合同有效；以融资性买

2015 年第 13 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

卖为常业，实际经营放贷业务的，应认定合同无效。
” 因此，

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

如果民间借贷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资金提供方应向融资

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3

企业主张民间借贷的逾期还款责任。
如果因为资金拆借为提
供资金一方的经常性业务，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为无效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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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富博：
《企业间融资性买卖的认定与责任裁量》
，载《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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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富博：
《企业间融资性买卖的认定与责任裁量》
，载《人民司法》

一、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特点
（一）涉众因素，
易引发群体性诉讼
中国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居多，无论从资金实力和消息渠道上，中小散户都落后于机构投资者，因此提起索赔的投
资者绝大多数是个人投资者。同时，上市公司股本（俗称盘子）规模大小、投资者分散程度都会影响索赔者的最终数量。
通常情况下，盘子越小，越容易被操纵，加上散户跟风心理，股价起伏波动越明显。以笔者代理的山东某上市公司为例，

2015 年第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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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深交所中小板股，股本不足 5 亿，流通股份约 30%，案

性案例，并就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揭露日认定、系统风险测

定的违法事实完全一致，符合
《若干规定》
关于揭露内容“对

涉投资者超过 700 人，其中只有 1 例机构投资者，平均个案索

算、买入平均价计算方法等焦点问题进行充分论证，与承办法

应性”
的要求。

赔金额 10 万元左右 （除去三个索赔 600 万元以上的投资者，

官沟通作出示范性判决的裁判思路，为上市公司制定诉讼策

判决结果赔付合计不足 200万元）。
投资者之间往往自发形成

略，
取得利益最大化做好根本性的铺垫。

若干联络群体，
分享信息，
互通案件进度，
抱团应对，
众多索赔投

（五）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逐渐成为法院审理的一个选择

资者起诉后，
势必给管辖法院造成一定的收案压力，
容易引发群
由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一些第三方

体性诉讼。
（二）专业性较强，
涉及证券市场诸多专业知识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主要发生于证券二级市场（少见

先告知书》公告是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指定的官方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
《证券时报》的首次公开披露，符合《若干规
定》关于披露内容
“首次性”
、
“公开性”
的要求。
3.2017 年 5 月 16 日某上市公司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

司、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

知书》公告发布之后连续五个交易日，某上市公司股票出现较

以各种形式参与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
参与的方式灵活多

大幅度的波动，已然给投资者警示作用，影响投资决策，符合
《若干规定》关于揭露内容
“警示性”
的要求。

发行市场，如欺诈发行第一单
“欣泰电器”
案及
“金亚科技”
案）
，

样，法院主动委托、第三方机构庭前介入调解、接受委托代办

除需熟悉股票（A 股、
B 股及 H 股）、
流通股、
换手率、
协议转让、

理赔等多种方式。
一来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技术优势处理

笔者之所以选择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之日作为

证券账户（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账户）
、开户信息确认单、交易

此类纠纷，二来响应了监管部门倡导的多元化调解（和解）机

揭露日，
除了该日期满足前述揭露日的四个要件外，
更重要的是

对账单、资金对账单、交割单、流通市值、印花税、契税、指数（大

制。

出于对案件的整体把控和策略应对，
具体分析如下。
（1）经过前
二、
诉讼要点及应对策略

日、基准日，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因素，平均买入价（简单平均
根据上述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特点，笔者结合经办的某

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
、基准价、实际卖出价等核
心数据的认定标准和计算方法，并能准确比较各种计算方法对
上市公司的利弊大小，
协助上市公司作出针对性抗辩。

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系列纠纷，并参考近几年各地法院同
类案件裁判思路，重点围绕揭露日认定、系统风险及买入平均
价三个核心问题归纳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实务要点和应对策

（三）司法实践缺少统一裁判标准，
承办法官裁量权限较大
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属于比较新型的金融纠纷案件，许多受

略：
（一）关于揭露日的认定

案法院属于第一次审理，
业务庭对此类案件研究相对不足，
承办
法官身边没有现成的相似案例可参考，最高院迄今未发布指导
性案例，
各地法院裁判尺度不一。
尤其是针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件的关键事实（如揭露日、系统风险），受理法院可能作
出截然不同的认定，
给承办法官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
导致实践
中的判决结果相去甚远。
这样一来，
也给经办律师留下较大的代
理空间。

揭露日的认定问题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处理中的关键问
题之一。
揭露日的认定直接决定了该系列案件中可索赔股票
的范围、平均买入价的计算、系统风险测算和投资差额损失的

查通知书披露之日、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披露之日及行政处
罚决定书披露之日。
笔者认为揭露日的认定必须满足如下四

（四）示范判决与集中审理相结合逐渐成为主流审判模式
示范判决指在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中选取的具有代表性
的案件，进行先行审理、先行判决，其他有共通事实争点和法
律争点的平行案件可以参考示范判决进行处理。
之后，受理法
院采取分批次集中审理的方式，较之前大大提高审判效率，节
约了司法资源。2019 年 1 月上海金融法院发布《关于证券纠
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试行）
》
，2019 年 5 月
“方正科技”
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公开宣判，该案是上海金融法院依
照全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首次在审判实践

个要件：对应性、首次性、公开性及警示性。
司法实践中也是
围绕这四个维度综合予以认定。
在笔者办理的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中，投
资者关于揭露日（或更正日）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主张，分别
是
“业绩修正公告之日”
“
，立案调查通知书披露之日”
“
，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披露之日”
。
围绕前述揭露日认定的四个维度，
笔者在代理中主张本案揭露日应为 2017 年 5 月 16 日即某
上市公司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之日，主要事实和
理由如下：

中推行适用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示范性判决与集中审理
相结合的审判思路，对 上 市 公 司 代 理 律 师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通过大数据全面分析案件类型，协助法院选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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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 5 月 16 日某上市公司发布《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
公告的内容与之后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

方机构建议的
“流通市值”
因素，采纳笔者建议的
“指数”
因素，最
终法院重新合议后认定系统风险比例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计
算投资差额损失时剔除了 28%，仅此一项直接减少赔付金额约
2000 万元，远超客户的预期，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
结合笔者

的裁判思路，
我方围绕系统风险问题采取的应对策略如下。
1. 通过比较
“股价指数”
与
“股票总市值”
的概念和功能，得
出股价指数反映的是行情波动指标，股票总市值反映的是市场
规模指标，
二者虽有联系，
但性质、
定位和功能上均不相同，
股价

期证监会立案调查、
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自我修正、
业绩预亏公
告及被实施
“ST”
风险警示处理等多次风险缓释之后，截至该揭
露日符合索赔条件的投资者和持有股份数量均大幅减少；
（2）
该揭露日后某上市公司股价整体平稳下挫，据此测算的平均买

指数更能反映大盘及行业股票的价格波动和市场波动走势。
2. 具体到指数，应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最有利的指数
作为测算系统风险因素的基础数据，其中有代表性的大盘指数
主要包括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深证综指、
中小板指等，
行业板块
指数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一般以证监会公
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为准。

入价与卖出价（基准价）的差额处于最小区间，据此测算的投资

3. 通过比对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某上市公司股价 K 线图

差额损失相对较低；
（3）据此测算的该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的

与大盘指数、
行业板块指数的波动图，
如果三者的走势存在较高

系统风险因素反而最高，
可剔除的系统风险比例也最高。
综合分

程度的吻合，可以初步判断期间股价波动一定程度上受到系统

析之后，我们制定了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的整体

风险因素的影响。
在确定揭露日和基准日之后，
通过特定公式具

诉讼思路，
从实际效果来看，
有力地牵制了广大投资者关于揭露

体测算系统风险的大小。

日的不同主张，
取得了预期的抗辩效果。
（二）关于系统风险

计算。
因此，揭露日的认定往往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问
题之一。
司法实践中揭露日的认定依据主要有三种：立案调

论证了系统风险因素的客观存在，成功说服承办法官放弃第三

代理的某上市公司案件，参考其他法院审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

机构如证监会下属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

盘指数、行业板块指数）等基本概念外，还应掌握实施日、揭露

043

2.2017 年 5 月 16 日某上市公司发布《行政处罚事

笔者在代理的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中，充分

（三）关于买入证券平均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规

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全局性的共同因素引起的投资收

定，
投资者可索赔的投资损失包括三部分：投资差额损失、
佣金

益的可能变动，这种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证券的收益产生

和印花税及前述两项损失的利息，其中投资差额损失分为基准

影响。
由于证券市场的复杂性，相关政治、经济变动等诱因对证

日持有损失和揭露日至基准日卖出损失，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券市场是否存在及其影响大小的衡量和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大盘、行业板块等指数或市值的波动

基准日持有损失 =（买入证券平均价格 - 基准价格）* 持
股数量

情况作为判断系统风险因素是否存在以及影响大小的参考依
基准日卖出损失 =（买入证券平均价格 - 实际卖出价）*

据。

卖出数量
系统风险问题也是证券虚假陈述类案件中的核心问题之
一。
系统风险是否存在、
系统风险因素的影响大小及投资差额损
失计算时剔除比例，
对上市公司最终赔付金额存在较大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没有就什么是系统风险、如何认定系
统风险、系统风险大小如何测算等司法实践中的焦点问题予以
明确，导致裁判结果千差万别。
因此，在办理证券虚假陈述案件
中，如何论证系统风险的存在以及系统风险比例的论证计算成
为上市公司应对的重点和难点。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仅规定了投资损失的计算方
法，
却没有明确规定买入证券平均价的计算方法，
对此审判法院
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司法实践中，
选取何种计算方法主要考
量公平合理性、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计算方法的简便易行等
原则。
若投资人在实施日至揭露日 / 更正日期间多次买入卖出
证券，
计算买入证券平均价时，
有如下几种方法。
1. 普通加权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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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揭露日 / 更正日前已卖出的证券，将买入证券总金额减去

多次买进卖出股票，且买进卖出股票性质和数量难以区分，无法

已卖出证券收回的资金，再除以揭露日 / 更正日时持有的数量，计算

确定卖出股票与所买入股票的对应性，协鑫集成公司采用
“先进先

买入平均价。
黑龙江高院审理大庆联谊案、山西高院审理振兴生

出”的推定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
根据《若干规定》的文

化案均采用此种方法。

义和制定目的，买入平均价的计算宜采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投资

投资者多主张此种计算方法：认为以实际交易每次买进价
格和数量计算出投资人买进股票总成本，再减去投资人此间所
有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除以投资人尚持有的股票数量。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RENT REMISSION AND ITS LEGAL
TACTICS/ ZHANG LEI, XU ZHIJING

人所买入股票的总金额除以买入总股数的方法，而对于投资人在揭
露日前卖出的股数，不论亏损或获益，均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不予
评价，
更加符合投资证券买入平均价格的客观情况。

按此种方法计算，会出现个别投资人买入证券的平均价格高于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历史最高价的可能，笔者代理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案

所涉案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涉多数案件时亦采此种做

件中，个别投资者主张采用此种方法计算的买入平均价超过了

法。

60 元，比采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的买入价高出 5-10 倍，且远

“新冠疫情”对租金减免的影响及法律应对策略

4. 移动加权平均法

远超出了某上市公司发行上市至今的历史最高价，明显不符合
常理。
为此，司法实践也已经在适当修正该计算方法，如近期上
海一中院审理的巴音巴图与“大智慧”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
案（(2017) 沪 01 民初 248 号民事判决）
，认定采用普通加权平
均法计算，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纠正，如果按此方法计算的买入
平均价高于股票历史最高价的按照该历史最高价计算。

移动加权平均法，指每次买入证券后，以新买进的证券成本加
上原来的持仓成本，除以本次买进的数量加上原有的持仓数。
在移
动加权平均法的计算过程中，每次卖出股票的成本以前一次计算所
得买入平均价为计价依据，这样无论卖出数量如何变化，买入均价
均不受影响。
在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虚假陈述案
中，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即采此种方法，认为目前对投资

2. 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
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指将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但被
卖出的证券进行剔除，先以先进先出的原则确定可索赔的证券
范围，再按照可索赔证券的实际买入价格以加权平均的方法计
算平均买入价。

差额损失计算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而先进先出法又建立在假定的
基础上，争议较大。
为准确、客观计算投资者是否存在投资差额损
失，
采取移动加权平均法。
笔者认为，
移动加权平均法将不具有因果关系的股票数量计算
在内，违反了
《若干规定》
关于投资损失需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

实践中，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

的规定，在计算买入平均价时应剔除计算。
实务中投资者在实施日

公司案件、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所

至揭露日期间多次买入、卖出股票，则理论上无法区分卖出股票与

涉案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

买入股票的对应关系，而推定先买入的股票先卖出具有更大的合理

公司所涉案件均采取了此种方法。其中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性，因此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比移动加权平均法更科学、合理，成为

为，在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卖出证券，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

司法实践中较多采用的计算方法。
笔者代理的某上市公司案件中，

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将原告在实施日至揭露日

绝大多是案件在计算买入平均价时采用了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相

期间依先后顺序卖出的股票抵消原告在该期间依先后顺序买入

较于普通加权平均法、综合加权平均法及移动加权平均法，有效减

的股票，更具合理性。
对上市公司而言，一般认为先进先出加权

少客户实际赔付金额。

平均法是最有利的计算方法。
3. 综合加权平均法
综合加权平均法，指不考虑卖出数量，将买入证券的总金额
与买入证券的总数量相除得出买入平均价。
如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简称：协鑫集成 ) 所

张蕾（深圳办公室）
擅长领域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城
市更新、
PPP 与基金业务。

许芝境（济南办公室）
擅长领域为房地产与建筑工程业务、
重大商事争议解决业务、
企业并购业务。

综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涉众型、专业性及司法裁
判的多样性和未来审判趋势，为上市公司有效应对投资者索赔诉讼
带来新的挑战。
上市公司应重点围绕案件中揭露日认定、系统风险
论证及比例测算、买入证券平均价等焦点问题进行抗辩，通盘考量
制定应对策略，
以期取得理想的诉讼效果。（鞠庆玲 校）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家及地方层面均陆续制定了政策性文件、采取实际措施纾解中小企业不可承受的租
赁成本之重，非国有自持类商业地产运营开发商亦纷纷响应国家倡导、
相继慷慨解囊采取租金减免措施。
思考之余，笔者重点就国有资产类产业地产开发运营商、自持类商业地产运营开发商角度分析“新冠疫情”
形势
下出租人面对承租人要求租金减免的法律应对策略；为平衡出租人与承租人权益汇集一份力量。

涉案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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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助。”
2. 广东地区

近期，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广东省政府于 2020 年 02 月 06 日发布
《广东省人民政府

一级响应，通过推迟企业复工时间、停业等疫情控制措施减少人

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

员聚集、阻断疫情的传播。
以山东、广东两省，两省发布了大量非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涉及租金减免的主要政策性规定为：
“
（九）
减

典期间如何支持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部分涉及租金相关问题。

轻企业租金负担。
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不能正常

1. 山东地区

经营的民营承租企业免收第一个月租金，减半收取第二、三个月租
金；鼓励其他物业持有人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免租金。
免租金两

（1）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02 月 04 日发布《山东省

定为：
“三、降低运营成本 10.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
对承租国有企
业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可以减免或减半征收 1-3 个月的房
租；对存在资金支付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延期收取租金，具体
收取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
东）
为租户减免租金，参照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具体由双方
协商解决。
（省国资委牵头）12. 增设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运营补
贴。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省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示范园区，给予最长 3 个月的运营补贴，补贴标准为减

（2）深圳市政府于 2020 年 02 月 07 日出台《深圳市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涉及租
金减免的主要政策性规定为：
“二、减免物业租金。
对租用市、区政
府以及市属、区属国有企业持有物业
（含厂房、创新型产业用房、写
字楼、农批市场、商铺、仓储物流设施、配套服务用房等）
的非国有企

区两级公租房、人才住房的非国有企业或家庭
（个人）
，免除 2 个月

国有企业做法减免物业租金。

业扶持资金中列支。各市可制定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运营补

劝导等措施使大部分企业的正常运营活动无法开展，百姓生活不

贴办法。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省财政厅、省科技厅配

便，普通从业人员无法按时返工。
其中，房屋租金是企业运营成占比

合）”

较大的成本之一，
也是普通群众日常不可小觑的开支。

的若干政策意见》
，
涉及租金减免的主要政策性规定为：
“第五条：
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
业，2 个月房租免收、4 个月房租减半。
鼓励疫情期间各类中小微
企业发展载体减免承租企业租金等相关费用，
根据其减免费用总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其他费用减免情况

1

荣盛商业

免除全国各荣盛广场在营商户租金

1.25

2.24

免营运推广费

2

万达商业

免除全国所有万达广场商户租金

1.24

2.25

免物业费

3

新城控股

减半收取旗下吾悦广场商户租金

1.25

2.13

4

富力集团

免除旗下 7 家购物中心商铺租金

1.24

2.2

5

华润置地

1.25

2.9

6

保利商业

免除全国旗下 22 家购物中心品牌商户租金

1.25

1.30

7

首创奥特莱斯

免除商户租金

1.23

2.29

免扣率、
免物业费、
免推广费

8

济南中恒商城

免除商户摊位租金

9

济南悦立方

免除商户租金

1.25

2.8

免物业费

10

星河商置

1.25

2.8

11

鸿荣源壹方商业

1.25

2.8

12

卓越商业

1.25

1.31

13

皇庭商业

1.25

1.31

免除全国各商业项目 ( 包括万象城、
万象天
地、
万象汇、
五彩城、
凤凰汇 ) 所有店铺租金

15 天

减半收取其在管运营的 15 个购物中心品牌
商户租金

租金。
积极鼓励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非国有企业、个人业主参照

新冠疫情突发后，
企业复工推迟以及道路封锁、
小区管制、
从业

（2）济南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于 2020 年 02 月 04 日

租金减免情况

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个体工商户，免除 2 个月租金。
对承租市、

免租金总额的 30%，最高 50 万元，所需资金从省级创业带动就

发布《山东省济南市关于积极应对疫情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商业主体

个月以上的企业，
按免租金月份数给予房产税困难减免。
”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
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涉及租金减免的主要政策性规

序号

免除商户租金
减半收取旗下购物中心卓悦汇、
卓悦 INTOWN 品牌商户租金
减半收取旗下深圳皇庭广场、
深圳皇庭中心
商业、
重庆皇庭广场商户租金

（二）商业主体自发开展租金减免措施
近期，经笔者搜集整理发现，各地商业主体自发采取多种形式
的租金减免措施，包括荣盛、万达等大型地产商率先发力，主动作出

各商业主体采取租金免除或租金减半的措施，部分商业主

疫情期间税收政策的紧急通知》。
经质证，被告西关居委会对原告

为商户减免租金的善举，特别在济南、深圳两地商业主体租金优惠

体按照国务院延长假期确定减免期限，即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提交的证据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与原告主张减免租金

减免活动较多，纷纷采取行动与商户共度时艰，部分商业主体的租

2020 年 2 月 2 日左右，时间约为 10 天，部分企业按照地方假期

无关，非典并不必然导致减免租金，原告与村委签订租赁合同，租赁

金减免措施如下：

延长确定减免期限，即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2 月 9 日

费是否减免由双方协商确定，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非典期间

左右，约为 17 天。除了减免租金外，部分商业主体主动减免物业

旅馆业必须减免租金，公安局的材料只是要求莱州市三家宾馆接待

费、
推广费等费用。

来自疫区的旅客，对非疫区的旅客并不限定，同时也并未要求原告的

二、
相关案例大数据查询结果

旅馆必须关门停业，财政部的文件是对旅游业减免相关的税收，对租
金等并未涉及；另外对减免租金的问题在 618 号判决书中也已经

（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案例
案例：疫情导致停产停业，在有证据证明出租人明确承诺

经济损失是现实存在的，该损失是双方订立租赁合同时无法预计的，

赁费的判决。
案号：
（2018）鲁 06 民终 268 号

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
因此适当减免租赁费符合情势变更原则，

两委的名义签字认可免除原告的租赁费。原告向法庭提交了
《旅馆业防控非典工作责任状》以及《关于调整部分行业在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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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预知的灾害。
在
“非典”
期间，原告租赁的宾馆停止营业，造成

减免租金的情况下，法院依据出租人届时的承诺作出适当减免租

法院裁判观点：原告经营期间逢“非典”特殊时期，被告以

047

作出认定。
关于“非典”期间扣减租赁费的争议。
“非典”疫情，是突发

且有两委成员签字认可，
对此应予认定。
（二）其他相关案例
1. 案例：出租人将房屋租给二房东，二房东转租给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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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向出租人交纳一定数额的租赁费，同时委托二房东亦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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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法院认为：基于
“非典”
疫情一事众所周知，而且当时娱

部制度规定、社会责任承担角度决定是否减免租金及租金减免的幅
度。

一定数额的租赁费。非典期间承租人已支付给二房东的租赁费在

乐行业响应政府部门防治
“非典”
的要求而停业也是公知的事实，因

立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且无法抗拒。

与二房东没达成减免一致意见的前提下不支持承租人要求减免

此，根据公平原则，上诉人提出其停业 3 个月的租金应免除的理由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3 年 6 月 11 日发布《关于在防治传

的主张。在出租人与承租人未达成减免一致意见的前提下，法院

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
故上诉人所欠租金中应扣除 3 个月的租金。

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

酌情予以减免。
案号：
（2006）
佛中法民二终字第 5 号

3. 案例：在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的要求下，
法院以认为
“非典”

法院裁判观点：金泮岛海鲜楼将房屋出租给沙口引水闸管

期间对服务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商业经营活动本身就

理所后，沙口引水闸管理所又以
“金泮岛海鲜楼董事会”
的名义转

具有一定风险，且
“非典”
持续时间也较短不能因此拒付租金和物业

包给冯伟满。
金泮岛海鲜楼每月向冯伟满收取承包款 11666.66

管理费，考虑到非典这一特殊疫情情况，未予支持租金逾期支付的

元。同时，金泮岛海鲜楼海委托沙口引水闸管理所向冯伟满收取

违约金。
案号：
（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 2390 号

承包款 21666.67 元。
一审法院认为：冯伟满提出非典期间应减
免承包费，法院结合餐饮行业的实际情况，准许减除 3 个月的承
包费；二审法院认为：非典期间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期，酒楼
的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导致全面停止对外营业，上
诉人冯伟满在非典期间仍有承包经营金泮岛海鲜楼，且上诉人冯
伟满并没有举证在非典期间的损失数额，上诉人金泮岛海鲜楼又
未曾同意在非典期间减免上诉人冯伟满的承包费，故本院酌情减
免上诉人冯伟满应交纳给金泮岛海鲜楼 3 个月承包费的 50%。
上诉人金泮岛海鲜楼认为上诉人冯伟满非典期间无造成损失，无
须减免其租金的抗辩有失情理，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冯伟满在
承包经营期间已按委托收款协议，向沙口水闸管理所缴交承包款
至 2005 年 9 月 20 日，非典期间并没间断，表明其当时并没有
要求减免的意思表示，冯伟满现在要求在已缴纳的承包款中予以
扣除理由不充分，
本院不予支持。
2. 案例：2003 年春夏季节发生“非典”疫情一事众所周知，
而且当时娱乐行业响应政府部门防治“非典”的要求而停业也是
公知的事实，因此，根据公平原则，被告提出其停业 3 个月的租

法院裁判观点：英达方物业、兰天星海浴场在租赁合同中订
立的“英达方物业保证在合同期内将该场地不因房管所的干预，上
级行政部门经营策略变化，行政命令而导致的兰天星海浴场不能在
该场所继续营业，若发生上述情况，英达方物业应赔偿兰天星海浴
场因此而蒙受的损失。
”
的条款主要是针对订立合同时，兰天星海浴
场尚未取得经营资格，协议双方为防止其他原因而导致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而订立的条款，而不能适用在兰天星海浴场已经正常经营几
年后的
“非典”
期间。
“非典”
期间，国家确实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对娱
乐服务业的经营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商业经营活动本身就具有

终字第 354 号。

经营是否受影响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由于
“非典”
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因政府及有
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
行，或者由于
“非典”
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
引起的纠纷，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

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因此，不适用
“不可抗力”
的免责规定，也就不
能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如果需要适用公平原则，拍谱公司也应
该对因为受“非典”影响而停业以及停业时间、损失范围加以证
明，
拍谱公司要求减免租金缺乏相应的损失依据，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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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
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
因政府及
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
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
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
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
（二）关于适用原则。上述案例说理部分均阐明可以通过适
用“公平原则”
“情势变更”而准予调减承租人应付的租金 ( 但区
分实际情况）
，案例中也有一些非典型事件，比如承诺减低租金
但未兑现承诺问题，比如租赁期间不予追究违约金等。但可以推
之，法院将视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进行公平性调整已经
形成系列共识。

租金和物业管理费，英达方物业要求兰天星海浴场支付 2003 年 5

租金，且基本依据现实中受影响的程度进行判断，主要结合疫情

月至 6 月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考虑到
“非典”

对各地区、相关业态持续经营的影响程度，疫情期长短，当地政

这一特殊情况，英达方物业要求兰天星海浴场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

府是否要求停产停业，还受到案件本身证据是否充分，相关主张

求不予支持。

是否公平，是否属于商业风险等各因素进行判断。有的案例部分

4. 案例：把紧急疫情认定为不可抗力，认为不可抗力期间承
租人没有经营收入，依法应免除承租人停业期间的租金。
案号：
（2018）
晋 04 民终 2272 号
法院认为：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能

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

支持了租户的减租主张，
有的案例驳回了租房的减租主张。
笔者认为，新冠疫情情境之下，租赁双方均受到不同程度影

（二）关于多种变通形式支持租户。
部分商业地产运营商采用委
托经营模式，该运营模式下承租人承担的费用不仅含有租金，还含有
物业费、运营推广费等。
对运营推广费用，由于该费用在疫情期间几
乎不再发生，建议可与租金一并适当减免为宜。
对物业费，虽疫情期
间部分商业无法正常营业，但相关物业服务并未减少，为保全物业，
可能会增加物业应急措施。
另外，针对特殊的委托经营行为，相关运
营商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与租户（购房人）协商延长委托期限或
降低部分收益比例。
（三）关于签订书面补充合同。
国有资产类产业地产开发运营
商、自持类商业地产运营开发商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影响，充分与承租
人协商，在相关租金减免或相关调整方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如双方
确认的疫情对租赁合同履行影响的具体期间、双方同意减免租金的
金额等，则及时签订书面补充合同。
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可同时约定
发生新的应急事件时双方确认和同意的应对方式方法，补充列明在
疫情影响下单方解除合同或迟延支付租金的法律后果等。
（四）关于及时掌握物业动态。
公司应加强与承租人的沟通，并
及时通过微信、短信、录音、视频、电话、填报表格等多种形式掌握物
业的实时经营情况，了解租赁物业是否实际存在停业、歇业或缩短营
业时间等情况。
若存在上述情况，则应及时确定受影响物业的范围、
面积等，并持续跟进受影响的时间。
依据所撑握的实时情况，出租人
根据需要为承租人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尽可能地减少、控制损失的范
围。
如此，公司在与承租人沟通协调的过程中，既固定了相关证据，也
能为解决可能因此次疫情影响发生的相关纠纷提供证据。
保留承租

响是客观存在的，相关损失也将必然发生。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人开业经营的证据，防止纠纷发生时，法院根据公平原则认定 / 倾向

不应由其中的一方全部承担相关损失，当然应由双方共同或按

认定承租人的损失。

照合理比例分担为宜，实践之中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协调各方利
益，
如何确认“合理性”
。

（五）谨慎注意函件与承诺。
针对承租人发送的请求减免租金的
函件，谨慎回函，不做夸大承诺，对外宣传时亦应注意言辞，避免将来

笔者认为，关于饭店、商场等场地租赁合同，由于新型冠状

相关内容被承租人予以认定租金减免的意思表示。
同时在其他与承

门歇业，
歇业 5 个月，
2004 年 5 月许，
酒店逢门前榆黄路拓宽改造，

病毒疫情爆发，导致客流显著下降，收入骤减甚至没有收入，影

租人函件往来、会议记录等对话中，谨慎承诺租金减免的相关具体内

又歇业 5 个月，
“非典”
、榆黄路拓宽改造均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

响是巨大的；如果按照原有租赁合同履行，则会显失公平，承租

容。

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期间承租人

者可以和出租人协商减少租金，协商不成，可以考虑以情势变更

没有经营收入，依法应免除承租人 10 个月租金 11÷12×10≈

为由请求人民法院变更租赁合同的租金，即减少租金。
如果是对

91667 元。

于民居等居住型产业，其居住功能在疫情期间没有减损，因此不

任。
”
本案承租人刚经营酒店不久，2003 年 4 月酒店抗击
“非典”
关

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本案拍谱公司并没有向法庭举证
证明，拍谱公司在
“非典”期间因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行政措施而

的处理仍具有参考性。
该文件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
“由‘非典’

（三）关于调减因素。
多个案例阐明，疫情并不必然导致减免

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
法院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非典”期间拍谱公司

通知》，该文件虽然已经失效，但对于新冠疫情下租金减免问题

一定风险，且
“非典”
持续时间也较短，兰天星海浴场不能因此拒付

金应免除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案号：
（2004）
沪二中民二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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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类同新冠疫情）本身构成不可抗力，均发生了当事人合同订

三、
律师分析意见
笔者通过分析以上相关文件规定、公众号内容以及各相关
典型案例，
可知存在如下共同的规律 :
（一） 关于相关定性。
以上判例中，相关法院均认为非典疫

能据以主张减租。
四、
突发疫情对房屋租赁合同履行影响中常见应对措施
（一）关于区分房屋性质。
如果租赁房屋属于国有企业经营
性房产，可以根据相关政策及公司的内部制度决定是否采取减免租

（六）关注政策变化。
及时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相关行政规定和
措施。
为有效防治疫情，疫情期间各有关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定并采取
了各种防控措施，特别是针对部分文化娱乐场所、景区、饭店等场所
的经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管制。
这些措施均可能对租赁物业的经营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公司应及时关注这些规定和管控措施，督促承
租人全面遵守规定，避免因违反规定产生查封租赁物业等法律风险。
（王哲 校）

金的措施。
若租赁房屋不属于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
建议公司根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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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可能构成合同履行的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的定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合同履行
CONTRACT PERFORMANCE UNDER COVID-19 PANDEMIC

构成不可抗力则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三）疫情及其行政措施构成不可抗力的法律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
“因不可抗力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若构成不可抗力，则还需要合同履

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行中造成损失、损失与新冠肺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才可主张不可抗

定。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

力的法律效果。
损失的证明涉及举证，在本文其他段落进行分析，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
任。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
情况。
”

考虑因果关系的构成，若新冠肺炎与合同履行造成违约和损失之间
并无因果关系，则不能发生免责的法律效果。
若损失和违约的发生在
合同违约方迟延履行合同之时，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
关规定，迟延履行合同的违约方则不能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
施构成不可抗力来主张免责。
现讨论可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
施构成不可抗力的法定法律后果及情形。

由上述条文可见，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
的客观情况。
当然，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中并未对不可抗力情形进行列
举，
故在具体案例中可能因为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判断。
（二）疫情及其行政措施可能构成不可抗力

1. 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免责分为部分免责及全部免责，而免除的违约责任一般为承担
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金钱给付类义务一般情况下不受不可抗力的
影响，例如贷款合同、承包合同及租赁合同中的还款义务、承包费及

2003 年
“非典”
疫情爆发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

租金等。
上述合同下，则建议先与合同另一方进行协商，考虑因情势
变更而变更合同等。

行工作的通知》
（法［2003］72 号，现已失效）中规定，
“由于
“非典”
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
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
因政府及有关部门
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
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
的规定妥善处理”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
“非典”
疫情及其行政
措施在合同履行中的影响，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情势变更或不可抗
力（关于构成情势变更在本文其他段落进行详述）
。
新冠肺炎疫情与
2003 年的
“非典”
疫情极为相似，
也可参照适用上述司法文件。

黄飞（武汉办公室）

王娜（武汉办公室）

在新乡市某公司与河南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
法院认为
“除受疫情影响外，发包人与承包人均对于工程预期交付的
后果存在一定过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不可免除其全部责
任”
。
对于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时，若合同一方未及时采取减
损措施，
则也应当对未采取恰当措施造成的损失，
承担责任。
2. 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可解除合同

新冠肺炎作为突发新型传染病，至今为止仍未研发出对应疫苗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见、而且采取足够合理应对措施仍不能消除其影响的特征，构成不可

目的；……”
。
在此种情况下，要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合同订立目

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专业领

抗力。
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部门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也同样因

的、合同具体内容、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要

域为公司法、
民商事诉讼、
刑事。

为上述原因构成不可抗力。

确实达到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才可主张法定合同解除

员会委员、武汉市第六届律师协会企业

擅长专业领域为民间借贷、金融借
款、
民商事诉讼。

但应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对疫情影响已做约定的，
因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已对疫情发生有心理预期，而且已经对相关风
自 2019 年 12 月底开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疫情在我国爆发开来。
为防治疫情，
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
疫情本身及一系列防控政策和措施，必然也将影响部分合同的履行，出现合
同迟延履行、甚至不能继续履行等情形，进而可能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在此情形下，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系列问
题进行法律分析，
进而提早进行风险防范，
显得尤为重要。

险分配做出约定，则疫情的实际发生在该合同中不构成不可抗力。
而且，疫情的爆发具有不同的时间段，以湖北省为例，从最开始的初
判患者所患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武汉于 2020 年 1 月 23

LAW FIRM

权。
同时，需注意的是，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解除权为
法定解除权，双方均享有合同解除权，当事人既可通知对方解除，也
可提起诉讼或依约申请仲裁解除。
二、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可能构成情势变更
（一）情势变更的定义

日发布暂停所有公共交通、火车站、飞机场等进行封闭、春节假期延
长、武汉两次迟延复工通知等，新冠肺炎疫情在不断发展，而且相关
行政措施也是逐一发布，
在此过程中，
合同履行处于不同阶段，
是否

BEIJING

措施影响只是造成现合同履行迟延，则不能据此主张免除全部责任。

和治疗方法，在合同履行中，作为具有同等资质客观第三人不能预

武汉市第六届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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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的程度同时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范围及债
务人通知和减损的义务履行情况的影响。
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 ，
“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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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
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
除。
”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2. 协商不成，
可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构成情势变更时，受影响一方
在与对方当事人协商不成后，便可考虑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具

即将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第五百三十三条
规定 ，
“合同成立后，
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
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

仲裁方式进行，不能只书面通知对方，通知无法达到合同效力的
变更。
三、
新冠肺炎疫情下合同履行的相关法律建议

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
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
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
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
根据上述条文可见，情势变更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1）合同成
立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2）重大变化无法预见、
不属于商业风
险；
（3）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
当然，是否构成情
势变更还需根据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及时通知合同相对方并进行沟通协商
受到疫情影响的一方，应及时将疫情及其相关行政措施对
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书面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
损失，防范自身对损失扩大的赔偿。在通知中应提及受疫情影响
一方现受疫情及行政措施影响情况、合同履行情况等，同时或随
后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在通知及复函的过程中，需注意保留相关
证据。使用快递送达的，保留相关单据及所有回执单
（如有）；使
用邮件、微信、QQ 等电子方式通知的，可通过第三方电子存证

（二）疫情及其行政措施可能构成情势变更
根据本文上述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

工具进行固定证据。
同时需注意确认邮件收件人、微信、QQ 联
系人的身份，
必要时采取公证送达方式。
（二）收集及固定证明证据

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司法精神，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及其相关行政
措施发布后，可参照
“非典”
疫情情况，对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
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
也就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新冠肺炎作为突发新型传染病，在合同履行中对于同等资质的
客观第三人来说是无法预见的，而且也不属于商业风险，若因新冠肺
炎的出现导致合同出现对价关系严重失衡，而继续履行对于合同一
方当事人严重不公平，超过合同一方当事人可预见的承受限度，继续

（1）受影响一方所在地政府部门发布的减少外出、
迟延复工等通知；
（2）提及当地或相关行业亏损严重、
复工率低的文章或报道等，
可收集相关纸质或电子版证据材料。

体采取措施根据受影响一方具体情况及意愿进行选择。需要注
意的是，受影响一方请求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只能通过诉讼或

1

2. 疫情造成合同履行障碍的持续时间

3. 疫情造成合同履行期间的损失
（1）损失发生后产生的发票或其他实际支付凭证；
（2）保存材料或人工价格上涨的直接证据，
例如合同、
支付记录等；
（3）保存与原材料生产企业关于价格上涨原因的沟通记录等；
2
（4）保存疫情对国内相关行业及经济造成冲击的相关文章、
实际数据等。

（三）及时采取减损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对于合同的任何一方，在疫情发生后，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履行采取积极减损措施，例如及时处理易损标的物、变更交付地点等，防
止损失扩大及自身责任的加重。
（四）合同条款的重新拟定
针对尚未受疫情影响或之后拟将履行的合同范本，应及时对合同中关于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的条款重新进行拟定，列举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
的具体情况，
对通知时间、
举证范围等先行进行约定。
因在疫情发生后签订或才开始履行的合同，
一方主张因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时，
因合同双方已对疫情发生存在预期，
则一般不予支持。
故应尽早做好准备，
以确保合同的后续正常履行和减少不确定因素。
疫情无情，但生活仍需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法律措施应对疫情下的合同履行情况，大家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
（梅
杰 校）

收集及固定证明证据在前期通知阶段及后续引发诉讼或
仲裁阶段，
均有使用。现就需要收集证据进行分类并一一列举：
1. 疫情对合同履行造成障碍的相关证据
（1）合同已就不可抗力情况进行明确约定的，
优先适用；

1. 本文中提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指 2019 年 12 月 16 日稿。
2. 参见谭奔：
“疫情期间企业合同履约风险防范指引”
，
高杉 LEGAL https://mp.weixin.qq.com/s/1o_Qed1oee_jpCeRQyZHxw，
最后访问时间 2020 年 3 月 14 日。

（2）受影响一方所在地政府发布的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春节假期延长、迟延复工、停工、停市等通用性防治措
施命令，此类证据可在政府相关公共平台、网站上进行收集；

履行将使合同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则构成情
势变更，可主张变更或解除。
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部门一系列
的行政措施也同样因为上述原因可能构成情势变更。

（3）政府办事窗口停办业务或存在办事限制的，可从政府
办事窗口网站公告、公众号公告通知、窗口现场纸质或口头通知
等进行收集，必要时可以录音、录像方式收集拒办或办事限制等

（三）疫情及其行政措施构成情势变更的法律效果
若在具体案例中认定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构成情势变
更时，
根据法律规定（包括《民法典》草案）
，
则会造成以下法律效果。
1. 重新协商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行政措施构成情势变更时，受影响的一方再
继续履行合同将造成严重不公平，则可与对方当事人继续重新协商，
本着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对受影响一方义务进行部分减免等，以达
到平衡双方利益的情况。
同时，需注意，在协商过程中也应做好减损

事实证据；
（4）封闭小区、封村、封路、封城等，若无网站公告或纸质版
等政府命令，
可考虑通过录音或录像方式固定证据；
（5）相关工作人员因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而住院或隔
离的，应当收集住院证明、诊断证明、出院证明等；被隔离观察
的，
可向执行部门申请开具证明；
（6）涉外企业还可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申请出具不可抗
力相关的事实证明。

工作，
防止损失扩大的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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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赔偿：浅析诉讼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裁判规则
LOSING A LAWSUIT ≠ COMPENSA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JUDICIAL RULES FOR THE DISPUTE OVER LIABILITIES FOR DAMAGES IN
PROPERTY PRESERVATION UNDER A LAWSUIT

法院认为，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105 条规定，认定豪晟公
司是否侵权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豪晟公司起诉华迪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无任何证据证明豪晟公司知晓华迪公司向基地公司交
付货物的事实，豪晟公司不知晓货物交付情况具有一定合理性，因
此豪晟公司向法院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诉讼期间，法院依据双方证据及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豪晟公司虽然

一、
案情简介
（一）豪晟公司申请诉中财产保全

再如最高院在 (2018) 最高法民终 81 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

（一）豪晟公司保全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关于申请人过错的认定，应从当事人的主观过错、行为客观不法
性等方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断。
从主观因素来看，申请人一般
应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达到一般合理人标准，无故意或重
大过失。
从客观方面看，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应有基本的事实
依据与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不能有
显而易见的不法性。
”
因此，最高院认为申请有错误不仅包括申请人诉讼请求未能

败诉，
但其诉讼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
（二）豪晟公司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

得到法院支持的客观要件，还包括到保全申请人的主观过错，即申
请人存在保全错误的故意和重大过失。
对于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判

2017 年 4 月 14 日，豪晟公司以华迪公司收款后未按约
定交付货物为由，向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之诉，

金额没有超过诉讼请求金额，不存在超标的保全，申请人申请保全

请求解除与华迪公司签订的《国际软件人才基地设备合同》，并

时也已尽到了全面地注意义务。
另，华迪公司主张豪晟公司放任保

请求华迪公司返还货款 5500 万元，支付未依约交货而应承担

全错误结果的发生，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豪晟公司存在无故保

的违约金 1100 万元。
同年 4 月 20 日，保险公司为豪晟公司出

全华迪公司财产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具不可撤销保函，保函责任限额为 6600 万元。2017 年 4 月

果。
综合案件事实，即豪晟公司申请保全的目的、保全财产的权属状

21 日，豪晟公司向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

况等要素，
法院认为豪晟公司在财产保全过程中不存在侵权行为。

华迪公司银行存款 6600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的财产。
2017 年 4 月 24 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华迪公司银行

驳回华迪公司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用由华迪公司承担。

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华迪公司银行账户内 12802993.94

三、
裁判规则

（二）豪晟公司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

任？

2017 年 12 月 28 日，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查明，华迪公司

上述案例中，在保全申请人前诉一审二审败诉、再审申请被法

市优秀律师，擅长民商事争议解决、刑民交

将货物交付给了豪晟公司的合作方基地公司，豪晟公司虽辩称

院驳回的情况下，审理法院以申请人保全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

叉、
刑事辩护。

不知情，但华迪公司交货事实确实存在，因此判决驳回了豪晟公

在无故保全的恶意和重大过失为由驳回被申请人的起诉。
实践中，

证未来生效裁判的执行，对于特定主体限制处分其名下财产的一
项制度。
同时，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权益，我国法律也为被申请人
提供了救济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
诉讼法》
）
第 105 条规定，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
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
当申请保全的诉讼结束，如申请人败

司的诉讼请求，豪晟公司向省高院提起上诉，次年 9 月 14 日省

部分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05 条规定，

高院判决驳回豪晟公司上诉，维持原判。豪晟公司遂向最高人民

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全部没有或者部分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就属于

法院申请再审，2019 年 3 月 25 日，最高院裁定驳回豪晟公司

保全申请有错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甚至部分法院也坚持这种观

的再审申请。

点。
例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苏 01 民终 5937 号

（三）华迪公司提起因申请诉讼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责任纠
纷之诉

请保全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损失，要根据其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
事实和理由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或者结合申请保全的标的
额、对象及方式等考察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申请保全人提起
的诉讼合理且申请财产保全适当的，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
系存在过错。
”

判决书中认为：

观条件两个方面。
申请保全人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仅仅是可能
导致保全错误，并不是必然导致保全错误。
换而言之，申请保全人诉
讼请求未得到法院支持并不必然导致其需要承担保全错误的损害
赔偿责任。
（二）如何计算被申请人遭受的损失？
本文援引的笔者所主办的案例中，法院认为申请人不存在侵
权行为故而没有审理被申请人所主张的损失。
而被申请人因保全措
施遭受损失的计算是确定保全申请人有过错后法院另一审理焦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第 154 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
扣押、
冻结财产
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不宜由人民法院
保管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保全人负责保管”
；第 155 条规定：
“由
人民法院指定被保全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
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保全人继续使用。
”
根据上述规定，实践中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

除金钱类财产外，法院通常情况下仅仅对被保全财产的处分权进行

2019 年 11 月 8 日，华迪公司向济南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够得到有效执行，而生效判决之所以能被执行的前提和基础是申请

限制，被保全财产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不受保全措施的影响。
所以
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金钱类财产的

诉讼，要求豪晟公司赔偿以 12802993.94 元为本金，按照人民

人要求被申请人给付的诉请得到法院的支持，如果被申请人最终不

院支持、保全错误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申请人承担保全错误的赔

银行同期贷款、存款利息差，计算至实际解除保全措施之日止的

负有实际给付义务，则意味着申请人财产保全的申请失去应有的基

利息损失，另一种是以流转为盈利方式的非金钱类财产出售差价损

偿责任。
但申请人前诉败诉是否必然导致其承担对被申请人的赔

经济损失（共计 826219.88 元）；请求保险公司就豪晟公司赔

础，
必然是错误的。
”

失。

偿责任？法院在诉讼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会从哪

偿承担连带责任。主要事实与理由为：豪晟公司前诉中申请的

但是，
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多个案例中对
“申请有错误”
的认定

些方面进行裁判？本文将结合律师自身承办案例及相关判例对

保全措施给华迪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豪晟公司前诉诉请

与南京中院持不同的判断标准，例如最高院（2015）民申字第

诉讼财产保全责任纠纷案件的裁判规则进行分析。

民终 118 号判决书中认为：
“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
如系冻结资金，

未得到法院支持的结果，可以证明豪晟公司保全存在错误，因此

1147 号裁定书指出：
“
‘申请有错误’应当理解为不仅包括人民法

有合同等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利息损失的，应赔偿的实际损失为该合

应赔偿华迪公司的经济损失。

院的裁判结果与申请人诉讼请求之间存在差异、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同约定的利息损失，但该利息损失与被冻结资金的银行利息之和不

未能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客观方面，亦应包括申请人主观上存

能超过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 24% 上限，否则，赔偿的

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过错的主观方面。
”

资金利息损失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或民间借贷司

诉或部分败诉，被申请人往往以申请人前诉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法

二、
法院观点

055

（一）申请保全人的诉请未得到法院支持是否必然承担赔偿责

济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十佳青年、济南

诉讼财产保全是民事诉讼中为了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保

断，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 118 号判决书中阐述：
“申

综合以上，诉讼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需要满足主观条件和客
（三）华迪公司承担不利后果

存款 6600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的财产。2017 年 6 月 5 日，

元存款，
并查封了华迪公司软件著作权 101 件。

梁茂卿（济南办公室）

豪晟公司为确保自身权利不受妨碍而进行诉讼保全，且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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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钱类财产的损失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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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 6% 的标准确定。
”
对于非金钱类财产的出售差价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终 356 号判决书中认为：
“被保全人的实际
损失，应为被保全财产在构成保全错误时与保全结束时两个时
点的价差，
以及构成保全错误时的价款对应的资金利息损失。”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否采取救济措施作为因果关系成立的审查要素。即使被申请人
因申请人的保全错误遭受损失，但是被申请人怠于行使救济措

论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施也会削弱或阻断因果关系。

ON COPYRIGHT PROTECTION OF WORK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四）保险公司是否应对申请保全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连责
任？

从上述判例可以得知，诉讼保全损害赔偿遵循一般民事赔

本文援引笔者承办的案例中，被申请人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

人工智能给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挑战，一些人工智能的创作

偿的填平原则，无论是金钱类财产的保全错误还是非金钱类财

求保险公司对申请保全人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诉讼财产保

成果具有“作品”的形式，但这些“作品”
能否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产的保全错误，申请人的赔偿责任均以被申请人的直接损失为

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被申请人惯常的诉讼请求。
实践中，人民法

在理论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因

限。

院通常情况下会要求申请保全人为诉讼保全提供担保，而保险公司

人工智能“作品”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但司法审判的结果不尽相

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因为便捷性强，往往成为申请人首选的担

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在当前仍属于新兴

保方式。
当法院确定申请保全人存在保全错误，需要承担损害赔偿

事物且在不断地发展之中，这使得理论界与司法界对人工智能以

时，
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就此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

及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认识并不统一。结合人工智能创作的内涵

最高法民终 118 号判决书中指出：
“为财产保全提供的担保系司

与特点，在当前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下，应结合人工智能
“作品”中

法担保，第三人在其担保承诺的范围承担责任，而非因共同侵权而

人的智力的参与程度来确定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并

承担连带责任。
”

确定是否可对其提供著作权法保护。

（三）如何判断被申请人损失与保全申请错误间的因果关
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05 条规定，诉讼财产保全损害责
任属于过错责任，其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适用过错责任中因果关
系的判断标准。实践中法院对财产保全错误案件因果关系的判
断，主要是根据损失的产生是否仅归责于申请保全人的过错 ,
还是存在其他因素切断该因果关系或者共同导致损失的产生。
对于金钱类财产的保全案件，法院通常认为因保全财产而发生
的资金利息损失与保全错误具有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7）最高法民终 118 号判决书中认为：
“申请财产保全冻
结被保全人的资金，影响了被保全人对资金的使用收益，必然造
成相应的利息损失，
申请保全人应当赔偿。
”

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仅以申请人投保的保险金额

未得到支持并不必然承担赔偿责任，需考察申请保全人的客观和主

的担保人，其责任承担则应以申请保全人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为前

措施是否是导致被申请人损失的原因以及是否为唯一原因，尤

提，
以担保范围为赔偿限额。( 曹群 校 )

其是审查被申请人在财产被保全后，有没有穷尽法律措施积极

擅长知识产权法律纠纷、其他民商事
法律纠纷。

新 作 品 传 播 手 段 都 会 冲 击 著 作 权 制 度。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出现与发展同样给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
因为这一次挑战并非发生在作品的传播领域，而是作品的创作领
域，例如微软小冰可以进行文本创作、语音创作以及视觉创作，美
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大卫。科普教授研发的音乐智能实验
（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可以创作出大量与音

整理甚至创作图像等。人工智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机器能够胜

判决书中认为：
“若系存在市场价值变化的资产，如因被保全人

任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现阶段的人工智

未请求处分变现或请求不当未获准许的，被保全财产因市场变

能突破了过去计算机单纯模仿的功能，可在自行学习的基础上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7 修正）
》
，
施行日期 2017 年 07 月 01 日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如申请财产保全人阻碍被保全人行使处分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法释
〔2015〕5 号，
施行日期 2015 年 02 月 04 日

生新的成果，而许多成果具备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形式。
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具有作品形式的人工智能成果
应如何保护呢？特别是，人工智能成果能否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呢？

再如最高院在 (2016) 最高法民申 2100 号民事裁定书中
认为：
“本案中，都某某如认为锦元公司可能错误申请查封涉案
财产或查封可能导致财产严重贬值，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也可以提供其他担保以解除该财产查封，还可以向人民法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8 年第 10 期（总第 264 期）

一、
两个结果不同的案例
4.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1 民初 3923 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一：2018 年 9 月 9 日，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以下
5.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1 民终 5937 号民事判决书

申请出售该财产，并以相应价款替换对该财产的查封。但都某某

6.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1147 号民事裁定书

在涉案财产被查封后，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供其他担保财产以

7.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 81 号民事判决书

解除查封，即使涉案查封财产因不能及时销售存在贬值损失，也
并非锦元公司的原因造成。
”
上述两判例表明，对于被申请人遭受的损失与保全申请
错误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往往将保全后被申请人是

BEIJING

张天圆（济南办公室）

乐相媲美的乐曲，谷歌公司开发的 Deep Dream 可以用来分类、

维护自身权益。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 118 号

057

也随着作品传播手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每一次科技进步带来的

观过错程度、被申请人因保全而遭受的损失情况、申请保全人的过

适用过错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以外，还会重点审查保全

果关系。
”

挑战。现代意义的著作权制度因印刷技术而产生，著作权的内容

综上，申请保全人前诉诉讼请求部分未得到法院支持或全部

错与被申请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多种因素。
另作为财产保全

权的，则被保全财产的价值贬损与申请保全人的行为有直接因

程中，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不断地给著作权制度带来

四、
结语

对于非金钱类财产的保全案件，法院对因果关系的审查除

化产生的价值贬损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与申请财产保全行为没

1
“著作权从一开始就是技术之子”
，在著作权制度的发展进

为限。

LAW FIRM

简称菲林律师事务所）首次在该律所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文章（以下简称涉
案文章）。2018 年 9 月 10 日网民“点金圣手”在百度公司经
营的平台“百家号”上发布了涉案文章，且删除了涉案文章的署

8. 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 118 号民事判决书
9. 最高人民法院 (2018) 最高法民终 356 号民事判决书

名及结尾段。菲林律师事务所认为，百度公司侵犯了其享有的
著作权，百度公司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发布涉案

10. 最高人民法院 (2016) 最高法民申 2100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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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侵害了其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删除涉案文章首尾段的行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侵害了其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删除署名的行为侵害了其享有

包括记忆、
观察、
想象、
思考、
判断等。因而，
所谓的智力成果指的是

的署名权。
此外，百度公司的侵权行为还给菲林律师事务所造成了经

人通过脑力劳动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表现形式的成果。
由此可见，

济损失。
因此，菲林律师事务所以侵害著作权为由向北京互联网法院

智力成果强调的是必须有人类的智力活动参与其中，也即一种成果

提起诉讼。
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百度公司在其辩称中指出，涉案文

要构成作品必须体现出人的智力活动的印记，没有人类智力活动参

章是采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生成的，并非菲林律师事务所通过

与的成果，
是不能称之为作品的。

自己的劳动创造获得的，因而涉案文章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
法的保护范围，
因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菲林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求。

4

复制了由另一个世俗的存在物创作的东西。
”

10

国内外理论界一般也认为，
作品只能是人的智力成果。
例如有观
点认为，
“作品来自于思维的创造性力量，是作者的创作行为这一
‘智
11
力劳动’的成果。
德国学者认为，构成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具

有某种思想或美学方面的精神内容，并指出，人类的智慧只有在以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作品定义为“所有以可复制形式表达的

构思而成的属性，作品不是或基本不是与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
14
同，即作品不是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
德国著作权法理论

认为，
“让某种作品具有独创性不仅意味着自己创作出某种东西，而
且还意味着应当创造出某种具有想像力的特别的东西。
”15 美国著作
权法理论认为，独创性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 ，
16
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投入了某种智力性的劳动。

种综合的方式体现在某个作品之中时才满足这里内容方面的要求。12

独创性的内容较为丰富，在本案中有争议的问题是，在认定独

独创性的智力创造物”，该定义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基本一致。

然而，人工智能创作成果的出现，激励了一些学者走出现有立法与传

创性时是否应以人的主动性作为要件。
从上述所列的典型定义中可

案例二：Dreamwriter 是腾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基于数据和

大部分国家的著作权法强调作品应是人的智力成果，如《日本著作

统理论。
如有观点认为，
“机械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

以发现，各国一般认为在认定独创性时需要有人的主观性为前提，

算法的智能写作辅助系统。2018 年 8 月 20 日，由该智能写作助手

权法》
第2条
（一）
规定，
作品，
指文学、
科学、
艺术、
音乐领域内，
思想

其是对独创性部分所作的贡献——日益超过人类，甚至完全取代人

如前述概念中的
“独立构思”
、
“具有想像力”
以及
“智力性劳动”
等措

创作完成了一篇财经报道文章，在腾讯证券网站上首次发表，并在文

或者感情的独创性表现形式。这其中，
“思想或者感情”
强调了作品

类的精神劳动。
” 依据此种观点，在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的

词均表明了人的主观性在认定独创性时的作用，这一点与强调作品

章末尾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
。
被告上海

乃是人的智力劳动的结果。
日本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认为人工智能

作品时，不需要以是否属于自然人的智力成果为要件。
应指出的是，

是智力成果基本上是相同的。
在案例一中，审理法院认为，具备独创

盈讯科技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该文章发表当日擅自复制涉案文章

自动生成的内容不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因为人工智能自动产生的创

这种观点可能过于超前，因为其突破的并不仅是著作权制度的基础，

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

并 在 其 经 营 的 网 站 上 传 播。广 东 省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法 院 认 为，

作物
（类似作品的信息）
，并非
《著作权法》
第２条第１项规定的表现

还冲击了民法的理论基础。
这种突破可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并

由自然人创作完成。
法院在认定文字作品的独创性时认为，从分析

Dreamwriter 软件在技术上“生成”的创作满足著作权法对文字作品

思想或者情感的作品，也就根本不存在对其享有的著作权。
《德国著

不能成为司法审判的指南。
司法实践中应坚守现行法的规定，当然，

报告生成过程看，选定相应关键词，使用
“可视化”
功能自动生成的

的保护条件，
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文字作品。

作权与邻接权法》
虽然未规定作品的概念，但第 2 条第 2 款明确规

可以在现行法的张力之下做一定程度的突破。

分析报告，其内容涉及对电影娱乐行业的司法分析，符合文字作品

二、
人工智能
“作品”
的法律界定

5

6

定，本法意义的作品仅指个人的智力创作。
俄罗斯民法典虽然未对
作品进行定义，但在第 1257 条
“作品作者”
规定：以其智力劳动创

作品乃是著作权产生的前提，
否则的话，
所谓的侵犯著作权之诉
便成无理之谈。
因而，上述两个案件的首要问题在于：由人工智能创
作的文章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关于人工智能的成果能
否认定为作品尚无定论，但一些观点认为，应将其认定为作品，如有
观点认为，从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共利益的实现等正反两方面的影
2
响进行考量，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予以版权保护具有必要性。
也有

作科学、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在该概念中强调作者只能
是
“公民”
（гражданин）
，也即只有自然人才可能成为作者，因为只有
自然人才能实施“智力劳动”
（творческий труд）
。作者权体系强调
7

作品乃是人的智力成果不足为奇，这主要是因为作者权体系的著作
权制度以先验唯心主义与浪漫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将作品视为作者
人格的外化，
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伸和精神的反映。

相反观点认为，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而言，即便在表现形式上
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几无差别，如机器人生成的人像素描和财经报道
等，由于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其生成过程没有给人工智
能留下发挥其
‘聪明才智’
的空间，不具有个性特征，该内容并不符合
3
独创性的要求，不能构成作品。
”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与争鸣，司

法实践中，法官只能依据现行的法律进行裁判，因而问题的关键即在
于：依据当前我国法律的规定，人工智能“作品”能取得著作权法的

“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
智力成果。
”
通过对作品概念的分解，作品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有形形式复制、独创性与智力成果
等。
就人工智能
“作品”
而言，比较有争议的是人工智能完成的成果是
否具有独创性以及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一）人工智能成果是否属于智力成果
从作品的概念可以看出，
作品的本质是一种智力成果。
智力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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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必须是人的智力成果。
判决指出：
“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
由自然人创作完成。
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
成的此类
‘作品’
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
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
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
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
”故法院认定，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
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
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

的本质系纯粹之财产，作品被视为作者的财产，而与作者的

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

精神、人格关系不大。但这并非意味着版权体系国家认为非

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
”

人类的智力成果可以产生作品，《美国版权法》第 102 条
（a）规定：根据本法规定，本法保护的作品，是指以现在已
知或者未来开发的有形形式固定的具有原创性的作品，直接

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强调了作品乃是人的智力成果。
《新技术应用委
员会报告》
第 45 条指出：
“任何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资格不在于其
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或设备组群，而是取决于作品创作时所包
含的至少是最低程度的人类创造性成果。
”9 美国 1997 年“神对基
金会”
一案中，涉及一部表面上看来由
“天神”
创作，但事实上却是由

真的是“天神”创作，就不能获得版权保护。
在本案中第九巡回上诉
法院同样对计算机生成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做了回

的形式要求，涉及的内容体现出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
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分析报告系威科先行库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
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某种意义上讲可认定威科先行库“创
作”
了该分析报告。
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因此，即使威
科先行库
“创作”
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
规定的相关权利。
从判决的表述来看，案例一的审理法官肯定了人
工智能成果可以达到独创性的要求，但由于不是智力成果而否认了
该创作是作品。
在案例二中，审理法院认为，Dreamwriter 创作的上
述文章，从外在表现形式上看，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内容体现
出对当日上午相关股市信息、数据的选择、分析、判断，文章结构合
理、
表达逻辑清晰，
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在案例二中，法院从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一是涉案文章的创
作过程的特点。
法院认为，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与一般文字作品创作

三、
人工智能
“作品”
的法律保护

过程并不相同，涉案文章在素材收集、表达主题、写作风格以及具体

从以上两个案例的结果来看，
虽然两个法院做的结果不同，
但是

的语句形式等方面具有与传统文字作品创作不同的特点：创作者为

二者都没有脱离现行法律的规定，都是围绕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2

涉案文章生成做出的相关选择与安排和涉案文章的实际撰写之间缺

条来分析涉案对象是否构成作品。
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果，在于对于

乏同步性，即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时间上的间隔，该特点是由技术路径

特定事实的认识不同。
案例一的主审法官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独立

或所使用的工具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决定的。
二是涉案文章创作过程

的创作主体，因而切断了人工智能与人的关联，也因此而否认了人工

中人的智力的参与程度。
法院认为，涉案文章在数据输入、触发条件

智能成果的可版权性。
案例二的主审法官则没有将人工智能视为独

设定、模板和语料风格的取舍等方面的安排与选择上，人的智力劳动

立的创作主体，因而人工智能与相应主体（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切

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因而，
涉案文章仍应属于人的智力成果。

断，因而，人工智能的成果可以取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两种不同的认

一些宗教人士创作的作品。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强调，如果这部作品

应，
明确指出，
只有
“人”
创作的作品，
才可以获得版权保护。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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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一中，法院对作品的认定坚守了现行法的规定，强调作

因此，即使威科先行库
“创作”
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

看，无法看出作品的认定是否需要以智力成果为要件，但是在美国
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2 条对作品进行了定义，是指

13

版权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劳动财产权”理论，认为作品

或借助于机器设备可以感知、复制或者传播作品。8 从立法措词来

保护吗？

059

为了让一个世俗的存在物承担侵犯版权的责任，这个存在物必须是

（二）人工智能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

识与两个不同的结果反映了当前理论界与司法界对人工智能性质的
认知，也形成了相同问题的不同解决思路或方案。
就问题的解决来

各国均把独创性作为作品的构成要件，各国对独创性的认定具

看， 承认人工智能成果的可版权性在问题的处理上具有较为明显的

有较大的相似性，如国内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
独创性指作品是独立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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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视点 － OPINI O NS

便利性。
而否认人工智能成果的可版权性则使得该成果的法律
性质充满争议，是否应对其提供法律保护或者应使用何种法律保护
便充满争议。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结语

8. 杜颖、
张启晨译：
《美国著作权法》
，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10 页。

科技的发展总是快于法律，这给法律带来了许多挑战，也冲击

9.[ 美 ] 谢尔登﹒W﹒哈尔彭等著：
《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
，宋慧献译，商务印书

着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现行法律体系同样带来

事实上，
到底应如何保护人工智能成果，
应建立在对人工智能成

了很多的挑战，具有“作品”形式的智能成果便是其中一例。
立法与

果的创作过程以及创作成果性质的准确分析之上。
就其内涵而言，人

司法不能无视这些新的挑战，但正如主审法官所表述的那样，法官

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

不能拒绝审判，对案件进行裁判是法院、法官的本职工作。
面对科技

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胜任的工作，也就

发展带来的利益变化，是采取保守的方法还是激进的措施应对呢？

是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为

论、方法和技术。
通过其内涵可以发现，人工智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而提出的法学革命保持警惕。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就是让计算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的智力劳动，也即让计算机

的那样：
“法学界易犯的毛病不是过于保守，而是轻率革命。
”19 不

去从事以前只能由人的智力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
就人工智能的创

可否认人工智能的发展给著作权法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当前的挑战

作方式来看，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语法合成与排序学

还没有动摇著作权制度的基础，因而，在处理实践问题时，司法部门

习来生成文字性内容，主要用于体育新闻这类文字性内容的生成。
这

还是应灵活地运用已有的法律来应对新的挑战。
（吴冉 校）

种类型主要采用的技术是抽取式摘要，将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分解

馆 2013 年版，
第 57 页。
10.Urantia Found. V. Maaherra, 114F. 3d 955 (9th Cir. 1997.)
11. 吴汉东：
《知识产权法新论》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2 页。
12.[ 德 ] 雷炳德，
《著作权法》
，
张恩民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13 页。
13. 曹源：
《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合理性》
，载
《科技与法律》
，2016 年
第 3 期。
14. 吴汉东主编：
《知识产权法》
（第五版）
，
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49 页。
15.[ 德 ] 雷炳德，
《著作权法》
，
张恩民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17 页。
16. 可参考：李明德：
《美国知识产权法》
（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3 页。

为
“抽取”
与
“模板填充”
两个模块。
其中，
“抽取”
是指基于句子 / 词抽
17. 徐珉川、马文博：
《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权利的秩序重构》
，载
《东南大学

取的文档摘要，
“抽取”
部分可以定义为有监督的学习任务，先进行语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5 期。

料输入，然后通过智能程序按提前设计好的模板合成新闻。
另一类是
采用生成式对抗网络技术的创作成果，主要用于艺术创作领域。
这是

18. 可参考：曾世雄：
《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一种深度学习生成式模型，在这种创作模式中，自然人的作用较少。

第 60-61 页。

以上这两种类型分别代表了有监督和无监督学习这两种自然人参与

19. 李琛：
《论人工智能的法学分析方法——以著作权为例》
，
载
《知识产权》
，
2019

17
程度不同的人工智能生产方式，
其原理与前段所述的两种观点基本

年第 7 期。

对应。
对人工智能创作成果法律保护模式确定的关键点还在于自然
人的参与程度。
对于自然人参与程度较大的，可考虑给予著作权法
保护。
对于自然人参与程度较小的，则不应予以著作权法保护。
在

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2 页。

此情形下，虽然人工智能
“作品”
不能取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这并不

2. 参考邱润根、
曹宇卿：
《论人工智能
“创作”
物的版权保护》
，
载
《南昌大学学报
（人

意味着在此类“作品”之上并不存在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现实中的

文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 4 月。
张春艳、任霄：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及权利归

资源被立法者分为三种类型：权利资源、法益资源以及自由资源。
其

属》
，
载
《时代法学》
，
2018 年第 4 期。

中权利资源通过法定权利而得到保护，法益资源一般仅能得到局部

3. 参考王小夏、付强：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问题探析》
，载
《中国出版》
，2017

18
保护，自由资源为公众自由使用，法律不提供保护。
虽然囿于理论

年第 4 期。
王迁：
《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

上认知的不充分性以及立法上的迟缓性，人工智能成果目前尚不能

法大学学报）
》
，
2017 年第 5 期。

成为一种权利资源，从而得到法定权利的保护，但是却不妨碍其构成
法益资源，得到局部的法律保护。
就人工智能
“作品”
而言，虽然不能
取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同样也可以取得其他法律的保护，如可以
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相关主体的投入进行保护。
正是出于这样的
思路，在案例一中，审理法院认为，
“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不
意味着其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公众自由使用。
分析报告的产生既凝
结了软件研发者
（所有者）
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
传播价值。
如果不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益保护，将不利于对投入成果
（即分析报告）
的传播，
无法发挥其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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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竞合问题
ON THE CONCURRENCE OF CRIME OF GRAFT AND DUTY EMBEZZLEMENT AND CRIME OF LARCENY AND FRAUD

名的种法条，即普通法；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均是从诈骗罪分离出去

条破坏电力设备罪，而盗窃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之间没有法条竞合

的属法条，即特别法。
还有刑法第 140 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第

关系，行为人同时具有盗窃和破坏电力设备的故意，符合两罪的犯罪

141 条至 148 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

构成，构成想象竞合犯。
对于想象竞合犯，采用
“择一重处断”
的适用

准的化妆品罪之间，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执行判决、裁定失职

原则。

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等罪名之

三、
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
诈骗罪竞合问题分析

间，形成独立竞合。
对于独立竞合，一般采取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的
适用原则，
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如刑法第 149 条）
。

上述两个案例中，职务侵占罪的处罚轻于贪污罪、盗窃罪、诈骗
罪，后一个案件还是经检察机关抗诉由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审理，将

（二）包容竞合。
指一个罪名是另外一个罪名的组成部分，在两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段启俊律师在其《职务犯罪常见疑难
问题的司法认定》的专题演讲中列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某
村民委员会会计张某某利用该村进行新农村建设之机，采取造假
账、虚报宅基地数量的方式骗取国家补偿款人民币 3.6 万元据为己
有。
问题：张某某的行为是构成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还是诈骗罪？
第二个案例：某快递公司员工杨某利用负责分拣包裹工作的便利，
盗窃价值 1999 元的手机一部，公诉机关以盗窃罪提起公诉，经过
一审和两次抗诉审理，四川某中院和四川省高院将该案由盗窃罪改

罪名之间形成部分法与整体法关系的情形。
包容竞合在我国刑法罪
名中十分常见，如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绑架罪、抢劫罪的罪名之中，

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的问题，产生不同意见。
在我国刑法中罪名竞
合关系非常普遍，认定何种竞合关系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有一定影
响，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有些司法人员也存在模糊认识，笔者
最近办理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也存在类似问题。
搞清上述罪名
之间是否存在竞合关系和存在何种竞合关系，对于准确定罪，正确

沈忠（青岛办公室）

适用刑罚，罚当其罪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笔者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下
自己的一些看法，
供同仁参考。

重大责任事故罪包容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还将过失
造成财产损失的民事侵权行为也纳入犯罪之中等。
对于包容竞合，一
般采取
“整体法优于部分法”
的适用原则，如重大责任事故罪
（致人死
亡）
与过失致人死亡罪，
后罪重于前罪，
但仍按前罪处理。

问、
法律风险防控。

（三）交叉竞合。
指两个地位平等的罪名的构成要件存在部分重
叠的情况。
当事实行为落入两罪的交叠区间时，既符合此罪的构成又
符合彼罪的构成，产生了必须选择一个法条适用的问题，交叉竞合也
被称为择一关系。
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交叉竞合的情况较少，最典型
的是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之间形成交叉竞合。
对于交叉竞合采取“重
法优于轻法”的适用原则。
如在招摇撞骗时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要注意的是，产生
交叉竞合的罪名彼此之间处于平等地位，而独立竞合中普通法罪名
与特别法罪名之间、包容竞合中整体法罪名与部分法罪名之间地位

擅长刑事诉讼、民商事诉讼、法律顾
一、
关于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又称为法规竞合，指的是规定不同罪名的数个法
条，因其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内容上具有从属或者交叉关系，当适用
某一行为时，只适用其中某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法条适用的情形
（
《刑

是不平等的。
（四）偏一竞合。
是指两个罪名的外延有交叠而形成基本法与补
充关系的情形。
适用
“基本法优于补充法”
的原则，如拐卖儿童罪与拐
骗儿童罪竞合，
优先适用拐卖儿童罪。
我国刑法中偏一竞合较少。

法总论精释
（下）
》
主编陈兴良，副主编周光权、车浩，第 614 页）
。
现
实社会中的犯罪现象千姿百态，反映在刑事立法上便是错综复杂的

二、
关于想象竞合犯

规定，此一法条规定的犯罪可能是另一法条规定犯罪的一部分，或

想象竞合犯，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择一重罪处断的情

者此一法条的犯罪可能包含其他几个法条的犯罪，由此产生了法条

形。
表面上看，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都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

竞合的情况。

罪名，区别在于想象竞合犯触犯的数个罪名分别都是典型的一罪，

按照我国刑法通说，
法条竞合有四种情况：

罪名之间没有重叠关系。
在法条竞合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
有一个犯罪构成，只不过需要弄清适用何种罪名而已，因此法条竞

（一）独立竞合，又称包含竞合、特别竞合。
是指一个罪名的
外延被另一个罪名的外延包含，在两罪名之间形成种属关系，即
普通法包含特别法的关系。最典型的是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集
资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等诈骗罪名之间，诈骗罪是其他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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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就违背了
“从一重处断”
的原则，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如
果不是想象竞合犯，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又是
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分别包容了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交通肇事罪、

判为职务侵占罪，并因侵占的财物价值未达到
“数额较大”
的定罪起
点，依法宣告被告人杨某无罪。
对上述两个案例，有律师同仁提出了

重罪盗窃罪改为轻罪职务侵占罪并宣告无罪，如果按照想象竞合犯

合不是真正的竞合而是假想竞合。
而想象竞合是一个行为同时符合
数个犯罪构成，按哪一个犯罪构成认定都是成立的，实际上是一个
行为构成数罪，为了避免被重复评价而适用一个罪名。
例如，行为人
盗窃正在使用的电力设备，
构成盗窃罪的同时又触犯了刑法第 118

（一）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是否存在法条竞合
关系？
法条竞合要求犯罪构成上每一个构成要件都要有重叠关系，有
一个要件没有重叠关系则不构成法条竞合。
从犯罪主体看，盗窃罪、
诈骗罪是一般主体，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是特殊主体，特殊主体是从
一般主体分离出来，存在重叠关系，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可
以视为包含在一般单位中，故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之间也存
在重叠关系。
从侵犯的法益看，盗窃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贪污罪
都侵犯财物权利，法益上存在重叠关系。
在主观方面，都有非法占有
公私财物的故意。
在客观行为上，都包含有窃取或者骗取的手段，贪
污、职务侵占还有其他行为，如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
召开会议私分公共财产的行为等。
因此，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
罪、
诈骗罪之间在犯罪构成上均存在重叠关系，
存在法条竞合关系。
（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形成何种法条
竞合？
首先，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不形成独立竞
合。
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不是从盗窃罪、诈骗罪中派生出来，盗窃罪、
诈骗罪不能包含贪污罪、
职务侵占罪，
不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其次，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不形成交叉竞
合和偏一竞合。
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是将特殊领域的盗窃罪、诈骗罪
纳入一个罪名中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与交叉竞合中平等地位的
数个法条之间的竞合关系不同。
而且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是特殊主
体，盗窃罪、诈骗罪是一般主体，一般情况下二者不能同时适用，所以
不能形成交叉关系。
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显然
不存在偏一竞合，
在此不再赘述。
因此，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形成包容竞合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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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包容竞合及“整体法优于部分法”适用原则的认识和理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否则有失偏颇。从犯罪数量上看，根据全国法院裁判文书网公
示，2014 年至 2019 年全国发生盗窃案件平均每年 34 万余件，诈

解。
包容竞合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存在这种竞
合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包容竞合实际包括了独立竞合与交叉竞合。
笔
者结合上述罪名作如下探讨：

骗案件平均每年 12.1 万余件；而 2014 年至 2019 年发生贪污罪
平均每年 1.66 万余件，职务侵占罪平均每年 1.3 万余件，贪污罪和
职务侵占罪案件数量远小于一般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数量，从整体上
看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从治理角度上看，盗窃罪和诈骗罪属于传

首先，
从立法角度分析，
包容竞合反映了我国刑法立法的客观情
况，应当尊重这种现实。
盗窃罪、诈骗罪属于传统犯罪和自然犯罪，随
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或者旧的罪名已经不能满足对新制度环境下新
型犯罪行为的全面、准确评价，立法机关根据需要对新型犯罪行为进
行专门讨论和评估，通过立法程序设立新罪名，将数个传统旧罪名中
的犯罪行为吸收到新罪名中进行整体评价（包容关系在大陆法系亦
称吸收关系）
，如贪污罪、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中包含着传统的盗窃、诈
骗行为，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成为整体法，而盗窃罪、诈骗罪成为部分
法，由此产生了整体法罪名与部分法罪名之间的包容竞合。
如前所

——贸易渠道涉税走私的再思考
WHY DIFFERENT GUILT FOR THE SAME TAX DEFAULT? -- REFLECTIONS
ON TAX-RELATED SMUGGLING IN TRADE CHANNELS

统犯罪，治理难度较大，加大处罚力度更有必要；而贪污罪和职务
侵占罪与国家和单位的管理制度有关，通过制度完善和教育可以予
以控制，当前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廉洁情况可以印证这种观点。
从主
观恶性上看，盗窃罪、诈骗罪惯犯、有组织犯罪较为常见，主观恶性

提起
“走私”
，第一反应不是毒品就是枪支，场景是边境过货、

较大；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一般是行为人利用管理的漏洞和缺陷

海上偷运和海关追缉，影视剧里面的走私场景莫不如此。
殊不知，

或者法律观念淡漠造成，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从犯罪后果和民众感

从港口、机场、车站等口岸用伪报、瞒报方式瞒骗海关，申报进口货

受上看，盗窃罪、诈骗罪有时犯罪数额不大，但很多是救命钱、治病

物，
导致偷逃国家税款的，
也是
“走私”
。

钱、家庭储蓄及生活必需费用等，对普通民众造成的损害后果更大，

前者简单粗暴，绕越关境，大多走私违禁货品，
《刑法》上称之

民众对之深恶痛绝；而贪污罪、职务侵占主要是侵犯国家、单位的

为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
；后者虚假申报、瞒骗海关，大多

财产权利，影响较小，民众直接感受不深刻。
从社会秩序和权利恢复

走私涉税货物，
《刑法》称之为
“走私普通货物罪”
，而《海关法》统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整体法罪名反映特殊社会领域新型犯罪行

的角度看，盗窃罪、诈骗罪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和财产损失一般难

称之为
“走私行为”
。

为特征，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体系完整的全新犯罪构成，其包

以挽回，赃款物一般都被挥霍殆尽；而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一般可

容（或者吸收）其他部分法犯罪行为已经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以挽回财产损失，对社会秩序破坏较小。
总之，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

部分，因此，在具体案件法律适用时，不能再将整体法罪名中的各种

机关在制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时，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总体来

犯罪行为拆分成其他部分法罪名的犯罪行为进行分别评价，按照想

说已经通盘考虑了各种因素，某些整体法罪名比部分法罪名处理较

象竞合犯处理，否则就破坏了立法的内在逻辑关系，将特殊领域与一

轻并非不合理，
总体是平衡的。

述，
我国刑法大量存在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
应当做出合理解释。

般领域犯罪混淆，违背了立法的初衷，也使立法机关处于尴尬的境
地。
那么，当整体法罪名与部分法罪名产生法条竞合即包容竞合时，

违禁品走私，直接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危害性
极大，法律上将情节严重的违禁品走私行为认定为走私犯罪，判处
监禁或者罚金，这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
普通货物走私，各国的
惩戒方式不尽相同，欧美国家将进出口贸易中瞒报价格偷逃税款

林倩（北京办公室）

结语：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中认为法条竞合存在独立、包

的行为，
称之为
“贸易瞒骗”
。
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予以制裁，
责令补
缴偷漏税款，并处高额罚款，用经济手段制裁恶意瞒骗行为，补偿

容、交叉、偏一四种竞合关系，适用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整体法优

“老林说法”公众号撰稿人，擅长走私

国家经济损失。
而我国对贸易渠道的税款瞒骗行为，也认定为走私

于部分法”
“重法优于轻法”
“基本法优于补充法”的原则，比较符合

犯罪刑事辩护、海关纳税争议解决、海关行

犯罪，以刑事法律予以打击制裁，对行为人判处刑罚，对涉案企业

其次，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整体法罪名与部分法罪名的

当前我国刑法的立法现状和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具体法律适用，基本

政处罚争议解决和海关合规业务咨询。

同时判处高额罚金。

社会危害性孰大孰小应当进行综合判断。我国刑法中，绝大部分

上能够解释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法条竞合疑难问题。
贪污罪、职务侵

整体法罪名比部分法罪名的处罚要重或者相当，但也有少数整体

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存在包容竞合关系，上述两个案例以职

法罪名比部分法罪名处罚轻。
例如，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盗窃罪以

务侵占罪定罪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而笔者近期办理一件过失致人死

人民币 1 千元至 3 千元为“数额较大”
，3 万元至 10 万元为“数

亡案件，实际上是工人生产过程中致人死亡的安全事故，应当以重

额巨大”
，30 万元至 50 万元为
“数额特别巨大”
；诈骗罪以 3 千

大责任事故罪处理，但当地司法机关对以往类似案件大部分按照过

元至 1 万元为
“数额较大”
，3 万元至 10 万元为
“数额巨大”
，50

失致人死亡罪处理，
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李晓庆 校）

采取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适用原则就显而易见。

所以，违禁品走私，国家用重典治恶，业界对此争议不大，笔者
不作具体评判，本文重点讨论涉税走私，特别是贸易渠道的税款瞒
骗行为，我国采用简单的刑事惩治措施，是否合理？笔者通过多方
位的利弊分析，
对相关法律提出修改建议。
一、
涉税走私与非涉税走私

万元以上为
“数额特别巨大”
；而贪污罪以 3 万元至 20 万元为“数

走私普通货物，就是用伪报、瞒报等手段，将普通货物从港口、

额较大”
，
20 万元至 300 万元为
“数额巨大”，
300 万元以上为“数

机场、车站等口岸海关申报进口，从而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目的，

额特别巨大”
；职务侵占罪以 6 万元以上为
“数额较大”，100 万

数额较大的，构成走私犯罪；另外，从没有设立海关的边境、海上

元以上为
“数额巨大”，且最高刑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许多人认为，

直接将普通货物偷运入境，偷逃国家税款的，也是走私普通货物。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窃或者诈骗公共财物，与普通盗

上述两种方式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
统称
“涉税走私”
。

窃、诈骗并无实质区别，其侵犯多重客体危害性更大，犯罪数额标
准设定明显不公，而职务侵占罪数额标准设定就更加有失公平。
笔者认为，
对此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才能得出合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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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是同样的税，为何不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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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包括毒品枪支、濒危野生动
植物（如象牙、蟒皮等）、国家文物以及垃圾废物等等，将这
些违禁品通过藏匿、伪装等方法 ，从贸易渠道或者旅客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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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渠 道，向海关申报或者无申报入境的，属于走私国家禁止进口
货物，
数量较大的，
构成走私犯罪；另外，
从没有设立海关的边境、
海
上直接将上述违禁品偷运入境的，
也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
上
述两种方式走私违禁品的行为，
统称为
“非涉税走私”
。
涉税走私的主要后果是偷逃国家税款，非涉税走私的主要后果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二、
贸易渠道走私与非设关地走私
货物进出国境，主要通道是港口、机场和车站等国境口岸，国
家在口岸区域设立海关，对进出境的货物实施监管，查验货物，征收
关税；如果企业从上述进出境贸易的口岸通道向海关申报进口货

关法》第 82 条和《刑法》第 153 条规定，贸易渠道伪报、瞒报，

你说海关有点狠，可就冤枉人家了，法律摆在那里，海关执法人员也

逃避海关监管，导致偷逃税款的行为，定性为走私犯罪，予以刑事制

不能执法犯法呀，
《刑法》第 153 条明确规定，偷逃税款的走私行为

裁。
上述法律对两种相似违法行为的惩处，立法上失去平衡，显然不

应当予以刑事处罚，
没有例外。

具有公平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
将导致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物，但以瞒骗方式低报价格、少报数量，导致偷逃税款的，或者以藏

相似的事情，一个法律，两个条款，不同的结果，谁是谁非，一看

综上，笔者建议，在
《海关法》
法律责任一章中引进
“贸易瞒骗”
的

匿、伪装方式瞒报违禁品的，都是贸易渠道走私行为。
但是，除了港

便知。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同意见：涉税走私行为与逃税行为的

概念，将现行法律中的贸易渠道涉税走私行为，重新定义为
“贸易瞒

口、机场和车站等货物进出口的通道之外，我国有绵长的边境国防

危害性不同，所以法律责任不同。
这种意见认为，征收进口关税或者

骗行为”
，不再以
“走私行为”
或者
“走私犯罪”
定性；对贸易瞒骗行为

但与非涉税走私案件相比，
上升的速度逐渐趋缓，
而非涉税走私案件

通道，如广西、云南地区的中越、中绚边境线，以及内蒙古、吉林地区

进口环节税，有利于保护国内相关行业的发展，进口企业少缴关税，

不再适用刑事处罚方式，而借鉴《税收征管法》第 63 条和《刑法》第

的数量和上升速度，均超过涉税案件。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重

的中俄、中蒙、中朝边境线。
这些边境线上大部分地区有中外民间交

不但偷逃了国家税款，而且进口货物冲击国内市场，破坏国内相关行

201 条的规定，用行政处罚加责令补税的处理方式予以惩处，较为妥

点，
也正在从以税收征管为中心转移到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流通道，但没有设立海关等口岸机构，这些地区通常称之为非设关

业经济发展。

当。

是侵害生命健康、
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破环生态环境等。
近年，执法实践中，涉税走私案件的数量，虽然还在逐年上升，

随着我国关税税率水平的逐年下降（详见下图）
，
进口关税占中
央财政的份额比例也将逐年下降，关税征管将不再是海关监管的最
重要的对象。

地，通过上述非设关地过货的，称之为非设关地偷运走私；另外，我
国还有几千公里的海岸线，从海岸线上没有设立海关的地点，直接
上货，
偷运来自国外的货物进境，
也是非设关地走私。
贸易渠道走私的货物，大多数为涉税的普通货物，也有少量通
过集装箱藏匿、伪装成普通货物入境的违禁品；非设关地走私的货
物，既有违禁品，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也有
涉税货物，
如成品燃料油、
白糖、
冻肉和海产品等普通货物。
综上，笔者认为从贸易渠道进口普通货物，以瞒骗方式低报价
格、少报数量，导致偷逃税款的，即贸易渠道涉税走私，该种走私行
为如果一律定性为走私行为，
是否合理？值得重新考量。
三、
走私普通货物罪与逃税罪

据相关统计数据，近 4 年海关缉私办理的涉税走私案件和非涉

的监管重点正在发生着从涉税货物到非涉税货物的重大变化。

关系。
综上，税是同样的税，同一法律，两个条款
（153 条和 201 条）
，

现行《海关法》正在起草修订之中，起草者应当结合国家外贸形
势的变化，海关监管重点的转移，走私犯罪查处的司法实践，并借鉴
发达国家相关做法，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对我国海关法律制度中的

两个罪名
（走私罪和逃税罪）
，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罚方式
（例如 : 偷逃

“走私行为”重新定义。
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 153 条作

进口环节税 1000 万元，构成走私罪，可能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

出相关修订，使立法真正做到
“过罚相当”
和
“惩恶扬善”
的作用，司法

刑，偷逃国内税 1000 万元，可能不需要判处刑罚）
，法律上明显存在

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对此，
笔者具体建议如下：

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有必要予以及时修改和调整，重新建立公平
合理的法律秩序。
四、
贸易渠道涉税走私的重新定位
前述可知，
违禁品走私的危害性大于普通货物走私，
非设关地走

第一、根据本文的前述意见，应当将贸易渠道的涉税走私行为，
包括海关后续监管货物（保税货物、特定减免税货物）的擅自销售行
为，从《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中单独剥离出来，同时增加
一个条款，与行邮旅检渠道的伪报、瞒报涉税走私行为，一并定义为
“贸易瞒骗”
行为，
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
并责令补税。
具体修改为：

普通货物、物品罪。
无论是逃税罪，还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违法

走私的罚则，现有法律规定基本合理，不存在明显的瑕疵。
即便非设

《海关法》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

结果都是偷逃国家税款，违法手段都是虚假申报，只不过是前者向

关地的涉税走私，从海上或者边境地区偷运应税普通货物，如偷运白

海关监管，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限制性管理，或者偷逃应

税务申报，
后者向海关申报，
但处罚结果却截然不同。

糖和海产品进境等，因为其行为性质属于闯关或者绕越设关地行为，

纳税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是走私行为：

对逃税行为，刑法规定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

其偷运闯关行为挑战了国家对货物进出境监管的底线，主观恶性较
大，
将其定性走私行为，
并以刑事措施惩处，
也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下之意，你即便偷逃了再多税款，如果愿意补税罚款，就不用入刑受

但是，
贸易渠道的涉税走私行为，
即从口岸海关申报进口普通货

罪。
一年前，著名的范冰冰逃税案，就是典型的例证。
范氏逃税高达

物，如果行为人采用伪报、瞒报方法，逃避海关监管，导致少缴或者漏

人民币 2.5 亿元，
执法机关依然可以用补税加罚款的方式处理结案，

缴国家税款的，是否必须定性为走私行为，并以刑事措施惩处，是值

这并非枉法裁判，而是事出有因，执法有据，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

得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

果；从社会效果上看，这种执法方式不但挽回了国家税款的巨额损
失，也给违法者重新创造价值、回报社会的机会。
但是，法律规定，如
果当事人不愿意补缴税款，或者不愿意接受罚款，办案部门就可以
立案侦查、检查起诉、判罪入刑，法律给了偷逃税款当事人接受行政
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选择权。
同样是偷税漏税，如果你不幸偷逃的是海关关税或者进出口
环节税，
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
个人偷逃税款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

LAW FIRM

争，也会影响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这与国内相关行业发展并无任何

五、
《海关法》和《刑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私的主观恶性大于设关地贸易渠道走私，对违禁品走私和非设关地

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
言

BEIJING

笔者认为，企业偷逃国内税款，同样引起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

现行《刑法》第 201 条规定了逃税罪，第 153 条规定了走私

税走私案件数量也已呈现如下的变化趋势，充分说明了进出口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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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偷逃税款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的，都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

横向比较，贸易渠道的涉税走私，无论行为结果的社会危
害性，还是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都比违禁品走私和非设关地
走私小，所以具备将贸易渠道涉税走私单独定性处理的条件；
纵向比较，贸易渠道的涉税走私，与逃税罪相比，社会危害性
和主观恶性基本一样，对两种违法行为的惩处措施也应基本
相当。但是《税收征管法》第 63 条和《刑法》第 201 条规定了

（一）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进出
境的；
（二）从沿海、沿边未设立海关的地点，运输、携带依法应当缴纳
税款的货物、
物品进出境的；
（三）有逃避海关监管，
构成走私的其他行为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
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专门或者多次用于掩护走私的货
物、物品，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予以没收，藏匿走私货
物、
物品的特制设备，
责令拆毁或者没收。
有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第二、
建议新增
《海关法》
第八十三条，
“违反海关法及其他法律、

对恶意偷逃税款行为，优先适用行政处罚并责令补税；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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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
以藏匿、
伪装、
瞒报、
伪报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
运输、
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
物品进出境的，
或者擅自销售
保税货物、
特定减免税货物，
偷逃应纳税款的，
是贸易瞒骗行为，
处偷逃应纳税款 3 倍以下的罚款”
。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探析罚金刑辩护的精细化
ELABORATION ON THE DEFENSE FOR FINE PENALTY

第三、
建议将
《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修改为：
“从沿海、
沿边未设立海关的地点，
运输、
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
物品进出境，
构成走私犯
罪的，
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
走私货物、
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偷逃应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
走私货物、
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偷逃应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
走私货物、
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偷逃应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韩笑 校）

刘晶晶（青岛办公室）
曾任职于青岛市市南区检察院反

李冬昀（青岛办公室）
律师助理，擅长刑事业务，参与办理

贪局，擅长各类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

多起走私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毒

民商事争议的解决。

品犯罪案件。

虽然我国《刑法》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来看待，但在个罪的刑罚配置中，罚金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适用
方式也呈现多元化特征。
但绝大多数罪名都没有就罚金刑适用给出限额、倍比或其他计算依据，
《关于适用财产
刑若干问题的规定》
给出的罚金刑适用规则也很笼统：
“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
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罚金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偏差，规律难寻，
在刑法理论界也存在长期的争论，其偏差相对于有期徒刑更为突出。
就辩护而言，由于更关注主刑、罚金刑适用
标准不全面等原因，
罚金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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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罚金刑的辩护在当前形势下的重要意义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法律要求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设计暗含量刑建议
精准化的方向，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
“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认罪认罚案
件，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应当提出量刑建议”。在
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量刑建议采纳率超达 96.02%。
实

务中有量刑建议精准化的需要且采纳率高，认罪认罚制度的实施
案件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自由刑辩护的发挥空间。再加上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案件数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明
确对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贿赂罪犯拒不认罪悔罪的，不予假
释，
一般不予减刑，
罚金刑的辩护便有了新的意义。
与我国《刑法》把罚金刑规定为附加刑不同，大陆法系国家
2
的刑法一般把罚金刑规定为主刑。
例如，
《德国刑法典》把刑罚

方法依次划分为自由刑、罚金刑、财产刑、附加刑和附随后果。从
3
《刑法修正案
（九）
》
来看，
罚金刑确实越来越受到立法者的青睐。

因此，形势所趋，罚金刑的辩护将成为辩护工作的重点领
案由

域，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以此为突破口，为刑事辩护挖掘更大的

案由

犯罪金额

空间。
二、
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罚金刑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
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
罚金刑的适用方式有
四种，一是并处罚金，二是单处罚金，三是选处罚金，四是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以私分国有资产罪为例，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
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
额较大时适用方式为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时为并处罚
金。

从上面的案由分类情况可以看到，侵犯财产罪类、危害公

1997 年刑法对 1979 年刑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近二十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贪污贿赂罪类。

年间罚金刑有了较大的变动。总体来说，我国现行刑法对罚金刑

（二）单处罚金

数额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无限额罚金制、限额罚金制和

罚金刑常以并处方式附随主刑适用，量刑关注的重点主要

倍比罚金制。
在实践中，由于罚金数额的范围比较大，赋予了法官

是主刑的裁量，实际上分则涉及罚金刑的条文有 193 条，其中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给律师对于罚金数额的辩护也提供了较

单处罚金刑的条款有 90 条，罪名涉及范围广、数量多，有法定

大的空间。

适用条件和诸多司法政策的依据。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侵犯财产罪

（一）并处罚金
笔者以“裁判结果包含：并处罚金人民币”为检索条件，检
索出 Alpha 案例库 2020 年 2 月 27 日之前 2955614 件符合
条件的刑事案件。

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 , 应当并处十

收财产 ;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 , 应当并处五

三、
16

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笔者以“裁判结果包含：单处罚金人民币”为检索条件，检

最高院与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贪污贿赂刑事案件的罚

索出 Alpha 案例库 2020 年 2 月 27 日之前 23459 件符合条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等。

LAW FIRM

刑的 , 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侵犯财产罪，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破坏社

BEIJING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 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四）

件的刑事案件。
从案由分类情况可以看到，当前最主要的案由是

以贪污罪为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对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三
接下来通过图表形式直观反映罚金并处和单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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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罚金刑数额的辩护

共安全罪类、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最为主要的三个，其次是破

金刑为限额罚金制，该司法解释设定了判罚的幅度，使判罚结果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稳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是以下五个山东省法院的案例可以
看出在实践中对于罚金的数额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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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号

一审法院

罪名

贪污数额

1

(2017) 鲁 0405 刑初 21 号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法院

贪污罪

刑期

缓刑二年
130673.75 元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虑进去，更主动地面对这个更难计算、容易被轻视的问题，既是追求

合理性，判断标准应该是刑罚对于犯罪人的痛苦程度，无论是自由

更好的办案效果，又能在在向法院、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时，提高沟

刑还是罚金刑，都不是绝对的重刑。5 所以在端正对罚金刑的态度

十万元

通效率。
对被告人的家庭、单位来说，罚金刑会带来非常直接的影

后，对财产权的关注、对罚金刑的辩护应当被提到应有的位置。
法律

响，做好罚金刑的辩护往往也是在向委托人提供更为周到的法律服

规定判决罚金时要考虑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是指在被告人不可能缴

务，
有利于良好口碑的树立。

纳按照责任刑确定的罚金数额时，必须减少罚金数额，而不是让被告

罚金数额

2

(2018) 鲁 0112 刑初 169 号

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贪污罪

130253.32 元

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十六万元

3

(2018) 鲁 0102 刑初 345 号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贪污罪

13.3 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十万元
生命和自由是一切的基础，其价值显然要比金钱更重要，

4

(2018) 鲁 1621 刑初 100 号

惠民县人民法院

贪污罪

194850.40 元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十万元

罚金刑是比自由刑要轻的刑种，辩护人更重视人身权的辩护很

5

(2018) 鲁 0283 刑初 422 号

平度市人民法院

贪污罪

54054 元

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十二万元

正常。但是以权利价值来判断某刑种是轻刑还是重刑并不具有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案例一与案例二贪污数

犯罪情节来判处一定数额的罚金刑，那么对于贫富差距悬殊的

额相近，但是罚金却相差六万元。案例五的贪污数额仅是案例四

被告人来说自身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会出现以形式上的平等

贪污数额的四分之一，但是罚金却比案例四高两万元。
因此，从辩

掩盖事实上不平等的情况。

护律师的角度来说，不仅要从自由刑上为被告人争取最低刑期，
从罚金刑上也应当进行合法合理的辩护，以此来最大程度的维护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一）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的角度

鉴于以上问题，律师在进行辩护时，可以通过以犯罪情节为主、

数额进行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

单处罚金的适用范围是单位犯罪以及轻微犯罪与过失犯罪

定：刑法规定
“并处”
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在对犯罪
分子判处主刑的同时，必须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刑法规定“可

金的适用范围，
之后再针对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进行辩护。

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

济既是一项刑事立法政策又是一项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中的
“宽”, 具体体现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和非司法化。
罚金
刑是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方法 , 如
果单处罚金 , 对犯罪分子不用关押 , 与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是

刑，结合犯罪情节、财产状况等，防止裁判的随意、抑制过重的刑罚、
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也是辩护人的使命。
（孟祥真 校）

1. 陈国庆 :《量刑建议的若干问题》
, 载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9 年第 5 期。
2. 储槐植 :《刑事一体化论要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54 页。
3. 苏永生 : 变动中的刑罚结构——由 < 刑法修正案 ( 九 )> 引发的思考》
, 载法学论坛 ,2015 年第 5 期。

同时向法院举证证明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的方式，为被告人的罚金刑

的自然人。律师在进行辩护时，必然要先确定被告人符合单处罚

第一、可以从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辩护。宽严相

人的财产富裕成为增加罚金数额的理由。6 尤其是面对无限额罚金

4. 苗有水 :《深度解析 < 贪贿解释 > 二十个疑点》
, 法律出版社 2016 年 5 月 20 日推送
（悄悄法律人李勇检察官整理）
5. 刘晓莉 :《无限额罚金刑的司法适用及其未来展望——以生产、销售假药罪为视角》
, 载当代法学 ,2013 年第 5 期。
6. 张明楷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536 页。

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
虽然该司法解释
对于考虑犯罪分子财产状况的前提是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但是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表明我国司法机关认
识到仅以犯罪情节为依据来确定罚金刑的数额的弊端，因而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对其不足进行了修正，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罚金数额与
被告人经济状况的对应关系。

相符的。
第二、可以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进行辩护。以罚金刑代替自由
刑避免了监禁刑所带给犯罪分子的与外界隔绝 , 释放后对社会
生活不能适应等弊端。单处罚金刑使犯罪分子陷于财产性的痛
苦 , 对犯罪分子的打击比较缓和，尤其罚金刑是针对初犯、过失
犯等主观恶性较小的犯罪分子适用 , 能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此外，法律适用也会影响罚金数额。
以行贿罪为例，刑法修正
案九加了罚金刑，对主刑并未改动，被告人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
前犯行贿罪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
如果行贿数额按照 2013 年关
于行贿犯罪的司法解释，应当认定
“情节特别严重”
，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按 2016 年的司法解释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判处五年至
十年有期徒刑，则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同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二）以降低罚金刑具体数额的角度
我国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
定罚金数额。即我国现行的刑法将犯罪情节认定为决定罚金数额
的唯一要素。
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没有问题的。但

即认定
“情节严重”
，处刑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同时不判处罚金。
这
是不矛盾的，因为解释不仅仅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
的诠释，也是对
4
刑法修正案
（九）
没有进行修改的刑法条款的诠释。

结语

是刑罚的功能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
单从刑罚的惩罚功能来看，
每个被告人拥有的财富不同，甚至会产生极大的悬殊，若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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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罚金刑的辩护也以精细化来要求，
更早地将罚金刑的裁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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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材料，详细了解相关证据内容。
因受援人张坤山当时为取保候

询问辅警在余某某两次要求张坤山驶离时，有无掏出处罚单的举

审状态，援助律师从法院处取得了张坤山的联系方式，并与张坤

动？辅警明确告知在张坤山上车启动时执法警察余某某都没有

山见面详尽了解整个案发经过。
鉴于受援人张坤山在援助人会见

处罚他的举动。
接下来援助律师询问辅警在张坤山意欲上车驶离

时的陈述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事实虽整体没有变化，但关键细节

时，余某某和他本人有无阻止张坤山的举动或者话语？辅警也作

张坤山涉嫌妨害公务罪法律援助案

有出入的情况，辩护人首先告知了张坤山作为被告人相关的诉讼

了否定的表示。
鉴于张坤山在援助律师会见时描述了他驾车启动

权利和义务，重点询问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时是否有刑讯逼供、

和言语辱骂警察之间有两秒左右的时间间隔，车辆开出了约两米

LEGAL AID CASE OF ZHANG KUNSHAN ON SUSPICION OF CRIME OF
DISRUPTING OFFICIALS FROM PERFORMING DUTIES

暴力取证或其他侵犯受援人权益的行为，张坤山都表示没有违法

的距离才恶语相向，辱骂了警察。
对于该事实，通过向辅警发问，

取证的行为发生。
至于对案件事实前后表述有所冲突的问题，是

也得到了证实。
援助律师乘势又询问辅警在启动车辆到骂人这两

受援人张坤山认为当时辱骂警察，并将警用摩托车撞倒了，系
“罪

秒左右的时间内，有无启动警用摩托车追赶？辅警也如实作了回

责难逃”
。
自己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一概表示承认，没有申辩和

答，并表示是因为张坤山辱骂了警察才气恼追赶的。
至此，通过援

解释，自认为可以争取到好的认罪态度。
援助律师对会见内容都

助律师的发问，案件的事实真相已清晰的展现在合议庭面前，关

做了详尽的记录，并希望到案发现场实地还原当时的某些情节。

于执法民警余某某追赶张坤山不属于执行公务已没有任何疑问。

一、
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件类型：刑事

在走访案发现场时，援助律师模拟了当时的部分案发情形，对执
法民警要求张坤山驶离时和张坤山实际驶离之间的时间和距离

办理方式：刑事辩护
指派单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律援助中心
承办单位：北京德和衡
（武汉）
律师事务所

有了直观初步的判断，进而推断出在张坤山上车驶离时，执法民
警没有追赶处罚的必要性。
执法民警驾车追赶完全是因为张坤山
在驾车起步时对执法民警进行了辱骂，执法民警余某某对张坤山
的追逐不是为了执行公务的需要，而是出于“泄私愤”的举动。
综

承 办 人：李志强
检索主题词：法律援助 无罪辩护 刑事案件
二、
案例正文采集

合对整个案情的分析，援助律师确定了作无罪辩护的方向和思
路，并将拟作无罪辩护的意见反馈给法律援助中心并告知承办法
官。
鉴于援助律师对公诉机关的罪名和相关事实都不认可，控辩
双方分歧很大，为了更好的查清事实，保证开庭程序的顺利进行，

（一）
案情简介

李志强（武汉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6 日下午 4 时许，张坤山驾驶面包车在本市硚

到庭接受质询，援助律师的建议得到承办法官的积极响应。
在法

口区汉西一路“保利香槟国际”小区马路边违章停车时遇武汉市

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案件涉案人员包括当时执法交警和辅警都作

公安局硚口区交通大队民警余某某在此执行公务，余某某要求张

为证人出庭作证。

坤山将面包车驶离此路段。
但张坤山起初不配合，在余某某表示

摩托车撞倒，并将警察擦伤的事实部分另行安排时间开庭。
在法
庭第二次开庭过程中，法庭当庭播放了余某某在追赶拦截过程中
开启的执法记录仪记录的视频资料。
对于余某某追赶张坤山的视
频影像，大致可以判断两者之间的距离，辩护人进一步发表质证
意见，说明警察追赶张坤山的滞后恰恰证明了是张坤山在将车辆
开出一段距离后，警察受到辱骂方才追赶。
对于公诉人指控张坤
山在逃逸的过程中有用自己的车别警用摩托车的违法事实，通过
播放的视频资料，因两车距离较远，完全不存在张坤山的面包车
别警用摩托车的问题，公诉人对该部分事实的指控没有事实依
据。
对于公诉人指控的余某某将张坤山追至“香江家居”附近，张

记录仪视频显示是余某某突然驾驶警用摩托车至张坤山的车辆

警余某某有权对交通违法人张坤山进行处罚，认为一旦有交通违

后面，而此时张坤山正在倒车，倒车将突然驶入的摩托车撞到只

停行为，执法民警余某某可随时作出处罚决定，在张坤山驾车驶

是交通意外，张坤山没有故意撞击警用摩托车的故意，对于两车

离时当然可依法追赶拦截处罚，公诉人发问的证明目的是要证明

相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应通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按民

当事民警有执法权。
援助律师在对余某某发问时，从民警当时处

事侵权处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张坤山是有意撞击警用摩托车。

受援人张坤山，男，1970 年 9 月 15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罚的必要性入手，援助律师询问余某某在平时交警执法驱离违停

如果说余某某驾驶警用摩托车追赶张坤山是为了
“执行公务”
，那

422202197009156112，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应城市义和镇

时，有无一次驱离没有成功，而进行第二次要求驶离的执法先

此次张坤山倒车将摩托车撞倒确实没有任何妨害执行公务的嫌

新村村六湾 30 号。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被

例？在得到余某某肯定答复后，援助律师又从民警的执法规范着

疑。
张坤山作为面包车驾驶员，驾车时有视觉盲区，更何况是警用

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2 日被取保候审。

手，询问民警执法时对交通违法人处罚时，是否要开启执法记录

摩托车突然驶入，不能将前面的追赶与后面的车辆剐蹭毫无依据

2018 年 8 月 29 日，硚口区人民法院受理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指

仪？民警余某某也按照公安部执法规范的相关规定对援助律师

的联系起来。况且余某某前面的追赶拦截并没有执行公务的性

控被告人张坤山犯妨害公务罪一案，因被告人未委托辩护人，根

的发问予以了正面回答。
援助律师在连续向余某某发问都达到了

质。
对于后面发生的交通事故，援助律师建议受害方可通过民事

据硚司
【2018】
2 号文件的规定，硚口区人民法院通知硚口区法律

援助律师的发问目的和辩护效果后，对证人余某某的证言也发表

索赔的方式进行维权。

援助中心为被告人张坤山提供法律援助，硚口区法律援助中心受

了质证意见，认为当时民警在第二次要求张坤山驶离已达到效果

理后当日指派北京德和衡（武汉）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承办此

的情况下，民警余某某再对张坤山进行追逐拦截处罚缺乏执法的

案，
为张坤山提供法律援助。

必要性和正当性，执法民警的追逐拦截不是在执行公务，而是泄

员会和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业务

车辆启动时对余某某进行辱骂，余某某驾驶摩托车对张坤山进行

领域主要为刑事辩护、建设工程领域等

追赶拦截。
当余某某追至本市硚口区汉西三路“香江家居”附近

方面，尤其是公路建设工程 EPC 全过程

时，又发生张坤山倒车将余某某驾驶的摩托车撞倒，并将余某某

的法律风险防控以及企业刑事合规审查

擦伤。

私愤。
既然民警余某某执法处罚的必要性都不存在，此时空谈民

综合两次开庭期间法庭调查的情况，援助律师在法庭辩论阶
段对该案作了无罪辩护，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从事实方面逐一
进行辩驳。
援助律师认为张坤山不构成妨害公务罪，主要理由如
下。

警是否有执法权已无任何意义。
接下来在对辅警赵争明的发问环

人，
故希望对辅警的发问能够把当时的现场进行还原。
援助律师

LAW FIRM

果。
因为时间关系，合议庭对后续的案件事实张坤山倒车将警用

坤山倒车将警用摩托车撞倒，并将余某某擦伤的犯罪事实，执法

节，援助律师考虑到辅警是当时执法现场除当事人外唯一的见证

BEIJING

某某和辅警的发问将事实呈现在合议庭面前，取得了较好辩护效

在第一次庭审法庭调查环节中，由公诉人和援助律师对当时

再不驶离就要对张坤山作出违章处理时，张坤山遂驾车驶离，在

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
迅速安排时间到承办法官处查阅案

075

件的关键点，从执法民警是否有处罚必要性出发，通过对证人余

的执法民警余某某和辅警赵争明轮流发问，公诉人主要从执法民

武汉律师协会刑事风险防控专业委

等。

援助律师向承办法官建议召开庭前会议，并要求涉案的证人都能

在第一次开庭审理中，援助律师积极履行辩护职责，抓住案

1. 张坤山没有妨害公务罪的犯罪事实，缺乏构成妨害公务罪
的客观要件。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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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坤山在交警的要求下离开时，交警的口头驱离已达到执

问题，待合议庭合议后作出判决。
对于援助律师提出的无罪辩护

法效果。
张坤山此时驾车驶离符合交警的要求，交警没有进一步

的辩护意见，承办法官非常慎重，经合议庭讨论后将该案提交法

执法处罚的必要，交警后续也没有阻止张坤山离开要求其接受处

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夕，公诉机关综合开庭的

罚的举动。
待张坤山上车启动车辆时，都没有进一步要求张坤山

情况和相关证据后，向硚口区人民法院提出撤回指控张坤山犯妨

停车接受处罚的举动，只是在张坤山驾车驶离几米后，张坤山出

害公务罪的起诉。
至此，该案以检察院撤回起诉结案，张坤山不再

言辱骂了交警后，交警才驾车追赶张坤山。
这完全是因为张坤山

受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困扰。

对交警的辱骂才导致的，与前一段时间的执法活动没有关联，不
是前述执行公务活动的延续。交警此时的追赶并不是在执行公
务，
没有执行公务追赶的事由。
2. 张坤山在倒车过程中，将突然驶入张坤山倒车范围的交
警车辆撞翻，
属于交通意外，
并不是张坤山的主观故意。
首先如前所述，交警驾车追赶并不是在执行公务，而是因为
受到辱骂气愤实施的，没有执行公务的性质。
在交警驾车找到张
坤山大致的停车位置时，张坤山并不知道交警已找到自己，在倒
车再次准备驶离时，交警驾驶摩托车突然驶入其倒车尾部，导致
交警摩托车碰翻倒地，纯属于交通意外，应按一般的交通事故由
张坤山承担民事责任。
3. 按照公安部的相关规定，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应开启执法
记录仪。
但本案中刚开始交警虽携带执法记录仪但并未开启，导致其
所称的
“执法活动”
本身程序就存在瑕疵，对于未开启执法记录仪
不能证明交警是在执行公务活动应由执法单位承担不利的法律
后果。
按照公安部的上述规定，当时现场的交警余某某是完全知
晓在执行公务时应开启执法记录仪的，而当时在口头要求驶离时
交警并未开启，就完全可推断，交警余某某认为当时未进入执法
处罚阶段，在其口头要求离开并已奏效的情况下，无需开启执法
记录仪。
在张坤山已按要求驶离现场后，发生了辱骂交警的言语，
交警余某某方才开启执法记录仪，但此时并不是因执行
“公务”
发
生的追赶，
完全是因
“私怨”
所致。
综上所述，被告人在按照当时现场交警的口头要求驶离现
场，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和交警的执法惯例。
被告人没有任何妨
碍执法的言行，在后续发生的追赶以及碰撞，因交警并不是因执
行公务必须追赶，不属于执法活动，发生的碰撞也纯属于交通意
外，且产生的后果非常轻微，只能由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或接受

分查明的事实当庭予以了确认。
确认张坤山在“香江家居”附近停
车场倒车，交警余某某驾驶摩托车突然驶入其车辆尾部导致警用
摩托车被撞倒属于交通意外，认定在警用摩托车驶入倒车范围
时，张坤山驾驶的面包车和警用摩托车都在行驶运动中，不存在
公诉人指控的交警余某某将车停在张坤山面包车后端，张坤山明
知而故意撞击警用摩托车的情形。
对于其他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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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失职，刑事立案

师也对张坤山进行了法制教育和宣传，教育张坤山在驾驶车辆过

“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故事折射出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

程中要严格遵守各项交通法规；在接受交警的批评教育时，不应

涉案路径的缩影，失职导致过失犯罪，相比主观积极追求的故意

有言语的顶撞，更不能辱骂执法交警和推搡等肢体冲撞行为。
张

犯罪，虽能获得人们的怜悯，但一旦造成法定危害后果，则悔之

坤山对于此次险些被追究刑事责任既感到后怕，也郑重表示以后

晚矣。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而本案中的当事人回某却对工作中

绝不鲁莽行事，做一个文明的驾驶员。
对于张坤山辱骂了交警余

的岗位要求不能高度认真对待，对于司空见惯的“行业潜规则”

某某并且倒车时不小心将其驾驶的警用摩托车撞倒、擦伤余某某

放之任之，而且有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心态，对出现的问题不

的行为，援助律师也建议张坤山主动找到当事交警表示道歉和赔

能够及时汇报处理，同时，受上级领导意思指挥而没有积极作为

偿，积极配合警用摩托车的维修和保险理赔工作。
案件虽然已检

去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带来刑事风险，被刑事立案。
幸

察院撤回起诉结案，但希望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案件起源的双方

运的是，对于涉嫌失职犯罪的当事人，律师充分尽职，最终，检察

能够握手言和，
互相体谅，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案件点评

2017 年 2 月，蔡某以青岛 A 公司名义向工商银行 B 支行

张坤山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援助律师在接到指派后，积极

申请商品融资贷款 1500 万元，青岛 A 公司以库存的 2100 吨

履行辩护职责，详细查阅案卷材料，会见张坤山时针对案件的关

辣椒干进行质押，由回某所在的 C 公司
（下称监管公司）
对质押

键事实认真询问每一个细节，并询问张坤山没有在公安机关的供
述笔录里交待这些细节的原因，通过张坤山的回答分析其当时的
心态，对张坤山陈述的内容的真伪有了一个预判。
为了印证援助
律师的推测，也为了对案发过程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援助律师不
辞辛劳选择到案发地实地走访勘测，拟定初步的辩护方向和思

姜保良（青岛办公室）
山东省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

物进行监管，
犯罪嫌疑人回某系 C 国有公司金融物流部监管员，
工商银行、
蔡某、监管公司还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

青岛市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擅

2017 年 8 月 22 日，犯罪嫌疑人回某接替杜某开始对质押

长经济犯罪辩护及刑民交叉疑难复杂案

物辣椒干进行监管，交接时发现其监管的仓库内质物存在数量

件处理。

不符情况，回某报告其主管领导得知领导已知晓此事，所以，回

路。
在将拟作无罪辩护的方向告知张坤山后，张坤山起初还担心

某对该质押物不符的现状继续听之任之。该明知质物实际数量

辩护如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给法庭留下不能如实交代案件事

远远少于银行要求的最低数量，仅有 600 余吨质物，仍然虚构

实，认罪态度不好的印象。
针对张坤山的顾虑，援助律师耐心的对

质物数量 2100 余吨的事实，继续编造
《青岛 A 公司质押货物可

其进行法律解释和心理疏导，分析了为其作无罪辩护的证据和有

发货通知单》
并签字上报至监管公司青岛总部，同时编造质物监

利条件，鼓励张坤山在尊重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积极为自己维权

管日报表逐级上报后给工商银行。

和发声。
案件审理过程中，援助律师以时间为轴线，按当时事情发
展的的进程逐一进行证据展示，从交警执法规范、执法常理等方
面着手梳理案情，紧扣案件的关键事实和争议焦点层层推进，结
合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最后得出张坤山不构成妨害公务
罪的结论。
鉴于该案援助律师拟作无罪辩护，按照相关规定，援助律师

庭审辩论终结后，承办法官根据控辩双方陈述的事实和证据对部

A CRIMINAL CHARGE FOR DERELICTION OF DUTY ENDED UP IN
NON-PROSECUTION

法院裁定后，张坤山找到援助律师，当面表示感谢。
援助律

行政处罚，
不应认定为被告人触犯妨害公务罪。
庭审过程中，援助律师据理力争，庭审过程紧张而又生动。

委托人失职涉犯罪指控，律师尽职使案件不起诉

2018 年 2 月下旬，在工商银行检查发现 1 号冷库质物倒
塌后，嫌疑人回某明知监管的冷库钥匙不能交给出质人，但还是
不负责任地将监管冷库钥匙交给蔡某公司工人，自己则被蔡某
安排出去游玩，直至第二天才将钥匙要回。
后来，在银行、监管方
组织的共同的检查中，发现原本基本满仓的 1 号冷库质物空虚
（只有外侧摆放两层质物，内侧空虚）
。此时，银行贷款 1500 万，

将拟作无罪辩护的意见反馈给法律援助中心，并告知承办法官。

有高达 950 万元部分逾期未还，
银行方面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与承办法官保持充分的沟通，很好的配合完成了整个法院审判工

公安机关以回某涉嫌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予以刑事立案。根据

作，取得了较好的辩护效果的同时，也得到了法院和检察院对援

指控罪名，该犯罪指控对应“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处三

助律师工作的认可和赞许。
案件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结案后，辩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护人考虑到刑事案件虽了，但民事赔偿和当事人之间的芥蒂并没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有解决解开，动员张坤山作为民事纠纷有责任一方积极担责，促
成张坤山与民事纠纷另一方主体握手言和，真正实现了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庄福磊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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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失职构罪，不为重视
就本案所涉罪名而言，
主要涉及的法律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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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上述法律条文的罪状描述非常清楚，只有

责任尚未划分清楚、损失尚未确定不能挽回的情况下，谈论有

题，尽最大可能和努力去解决工作中的风险点，因为，任何一个

一种解释，即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

关人员是否涉嫌犯罪为时尚早。

员工都应当警觉，如果继续放任工作中的失职行为，放任危害结

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在此基础上，由于国有
（一）刑法第 168 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
职罪】
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
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

企业利益受损，并“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特别提醒的是
“导致”一词，该逻辑存在前后顺序及因果关系，只有国有公司、
企业人员失职造成本公司破产或者严重损失，才可能出现国家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反之，则不成立
“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而且，目前的司法解释性质中关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
第十五、十六条规定：

构成本罪。举例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

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12
号）第六条规定：
“国有电信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

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一

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电信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

年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

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定罪

的；
（3）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处罚。”从立法原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标准，推而广之，

入罪门槛相对较低，而且涉案人员所处的是国有公司，资金及经
济能力相对于民营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旦发生此案行为，

重损失才构成犯罪。
其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系结果犯，对于《起诉意见
书》
认定
“银行 950 万元贷款无法追回，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当

责任意识淡薄，加之所处的位置，是听从于领导命令并依领导意

前证据不足以证实法定结果的存在。

底线，而是盲目参加或妥协，主观臆断为
“有什么事情公司领导
担着”
，这实际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更是加剧危害后果发生，
最终可能涉嫌犯罪。
三、
拨云开雾，初露端倪
回某刑事到案以后，其对本案被刑事立案的结果暴露出失
落，甚至不解的心情，其无法理解失职行为与失职罪之间的界
限。
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以及向回某了解案件情况后，辩护人认
为本案中回某确实存在失职行为，但是，归根到底，本案应系经
济纠纷，不符合失职罪立案标准，由此提出明确的无罪辩护思
路。

查。
由于本案所定罪名涉及国家利益，因此辩护人在办理本案时
高度重视并审慎地核实每一个案件细节，并结合刑事诉讼法规

围绕
“回某是否具有主体身份”、
“法定危害结果是否已经成就”
、
“本案系经济犯罪还是经济纠纷”深入探究，务求事实清楚，最大
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还从细节中抓起，搜集到对本案最
终定性有利的事实证据（银行已经在本刑事案件胶着状态下悄
悄在民事法院起诉 C 公司）
，最终，检察院认定本案指控回某失
职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不符合起诉条件，对回某作出不
起诉决定。在辩护人的努力下，回某终于摆脱了刑事处罚的风
险，
重获人身自由。

首先，950 万元贷款无法追回的证据不足。直接经济损失
的确定是定案的基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有债权存在，但
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可以认定为已经造成了经济损失：
（1）债务

五、
重获自由，警钟长鸣

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辩护人认为，只有在穷尽各种救
济方式，仍旧不能追回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损失的存在。众所周
知，银行信贷资金出借本身是经营性行为，由于市场和人为因

本案也是一起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基础的法律关系是
A 公司与 B 银行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回某所在的 C 公司在本
基础法律关系上承担监管责任。B 银行在 A 公司在借款到期后
提起诉讼，A 公司提起反诉。
在对于 C 公司到底应当承担何种
责任，B 银行显然并未将回某所在的 C 公司作为民事起诉相对
方，其中可能在于 B 银行对于民事起诉认定 C 公司过错并无太
多把握，B 银行而是采用了更为“直接杀敌于无形”的刑事控告
并由公安机关予以刑事立案，在辩护人的努力下，因刑事立案罪
名的犯罪主体、犯罪结果及因果关系均未达到法定要求，不符合
立案标准，严重违背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
“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
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

为刑事犯罪，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对于各类经

虽然回某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并未实际羁押，但是此案结果

济纠纷，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不论实际损失

未定时，回某也是一直忐忑不安，六神无主。
见此种现状，辩护人

多大，都要始终坚持依法办案，排除各种干扰，确保公正审判”
。B

也积极做好心理疏导，通过谈话缓解其心理压力，让他相信法

银行的刑事控告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的刑事立

律，等待法律的公正裁判。当检察官向其宣读不起诉决定书时，

案也违背了上述司法精神，在审查起诉环节各方意见陷于争议

他喜极而泣，感慨自己重获自由。
当然，检察官也对其在本案中

极大之时，作为回某的辩护人，敏锐察觉到 B 银行在法院向 C

所反映的失职表现进行了训诫使其充分意识到行为的不规范性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这也许是 B 银行自感刑事控告难被支持的

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定危害后果。

无奈之举，辩护人更是在第一时间将此民事起诉相关证据材料

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
且无法清偿债务；
（2）债务人潜逃，
去向不明；
（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
（4）有证据

果的发生，
也许，他们下一次就不会那么幸运！

特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

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只有对本企业造成严

涉案数额是很容易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再者，公司员工一旦

思做事，他们在单位要求、暗示从事不规范活动时，如不能坚守

不起诉决定，对于辩护人而言，可谓是成功辩护的典型案
例。
但是对于回某以及其他公司员工来说，更是一种警醒、一个
教训，应自觉提高岗位责任意识、积极处理岗位中遇到的任何问

送主办检察官并附上相关法律意见，同一行为不应被同时评价
为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很快就收到了
《不
起诉决定书》
，至此，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终于得以厘清。
（徐焕秋 校）

素，必定存在风险，一旦出现偿债困难，银行有一整套的追偿机
制，法律对此也有完善的配套规定，帮助银行通过各种法律途径
实现债权。
根据本案的卷宗材料，我们看不到工商银行关于追讨
950 万元到期贷款的情况，也没有法律文书确定该笔贷款存在

其一，
《起诉意见书》认定“回某行为致使工商银行到期
950 万贷款无法追回，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涉嫌国有公司、企业
人员失职罪”
，属适用法律错误，定性不当。回某并非银行工作人
员，
回某不具备犯罪主体身份，
《起诉意见书》
定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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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认定，都是只有本企业人员失职造成本企业严重损失的，才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

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了刑法对于此行为的刑罚规定，因为其

姜保良律师接受委托后，尽职尽责，详细查阅案卷，积极调

定的证据规则——“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四、
律师尽职，案件不起诉

不能胜诉、或者即使胜诉也无法执行、或者当事人完全丧失偿债
能力的证明，
950 万元贷款是否能够追回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工商银行已经起诉蔡某所有的青岛 A 公司要求其
偿债，与此同时，青岛 A 公司也起诉工商银行侵权，认为工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国有公司、企业的

商银行的错误查封，导致质物价值严重降低并造成严重经济

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

损失，该案件正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诉讼标的为

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

2137 万元，远远高于银行的 950 万元贷款。辩护人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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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跨度十余年的知识产权系列案件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FULL OF COMPLICATIONS OVER MORE
THAN 10 YEARS

前不久，几位当事人来到北京德和衡
（武汉）律师事务所，向
孙健律师送来了
“业务精湛、厚德重法”
的锦旗。
锦旗背后的故事，是孙健律师代理的与同一当事人有关的
专利、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系列案件，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程

炉喷吹煤粉技术成功应用于玻璃行业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而

会仲裁员，擅长领域为知识产权、建设工程与

威海公司正是在意识到上述民事诉讼和行政处理的后果，
可能对其不利的背景下，于同年 12 月 16 日报案称其商业秘密
即涉案技术被侵犯。

理程序、
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
三个法律争端的处理同时在进行。
2011 年 10 月 19 日，专利复审委认为威海公司发明专利不具有

诉，维持原判。
威海公司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 年 12 月 9
日，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威海公司的再审申请。

称江苏公司）
、江西某浮法玻璃厂
（以下简称江西玻璃厂），请求
三被告停止侵害涉案专利、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100 万元，并申
请财产保全冻结了武汉公司银行存款 100 万元。
孙健律师系当时少数拥有专利代理人执业资格的资深知识
产权专家律师，
已有十几年知识产权工作经验。

业秘密出售给其他公司，给威海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你的行
为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三、
威海公司再次提起民事诉讼，狮子大口得支持

威海中院起诉武汉公司和翟某侵害其商业秘密、
索赔 1000 万元。
孙健律师代理武汉公司和翟某应诉，向法庭明确提出，武汉
公司和翟某没有侵害威海公司所谓商业秘密，因为翟某在接触
涉案技术信息前，提供的大量技术咨询和指导，足以披露和覆盖
威海公司所称的商业秘密、即其已被无效的涉案专利，故涉案技

本来，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内涵、外延、法定构成要件等有诸多不

下简称武汉中院）起诉武汉公司、江苏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中院驳回申诉通知书称，经查，你利用到威海公司调试设备的机

2012 年 5 月 14 日，威海公司依据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在

司应威海公司要求，解答了与喷吹煤粉相关的技术咨询，并分别

2009 年 2 月 19 日，威海公司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翟某不服刑事二审裁定提起申诉，2014 年 9 月 11 日，威海

创造性，
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效。

二、
涉案专利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秘密，
翟某蒙冤入狱

一、
典型的民行纠纷变成非典型的刑事案件，翟某身陷囹圄

商业秘密牟取利益，给权利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亦符合

会，窃取了威海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违反保密约定，将该公司的商
此时，围绕同一涉案技术，侵害专利权民事案件、专利无效行政处

司负责设计、制作喷吹煤粉的设备用于熔制玻璃。接着，武汉公

及燃料供给系统”发明专利
（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或涉案技术）
。

诉人翟某违反权利人关于采取保密措施的约定，使用所掌握的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特征。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海公司不服上诉，2012 年 11 月 30 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多次将技术资料以邮件形式提交给威海公司。

制玻璃的方法及燃料供给系统”
的发明专利最终被宣布无效，上

2010 年 2 月 22 日
（农历正月初九）
，威海公安局经侦支队搜查了

保指标。

ZL200610069781.5、名称为“一种固体燃料熔制玻璃的方法

LAW FIRM

保密性等特点，属于商业秘密。
即使威海公司“一种固体燃料熔

月 3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审查决定。
威

四天后，即同年 7 月 29 日，威海公司申请了专利号为

BEIJING

苏公司。

接影响玻璃制造成本，而且还关系到污染物的排放，直接影响环

房地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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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某不服刑事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12 年 2 月 9 日，威海

威海公司不服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2013 年 5

威海公司）
与武汉公司签订了
《工业品买卖合同》
，约定由武汉公

海公司没有上诉。

中院二审刑事裁定书认定，涉案技术信息具备实用性、价值性和

在高能耗的玻璃行业，熔制玻璃燃料的种类和燃烧方法，不仅直

2006 年 7 月 24 日，威海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武汉中院裁定驳回了威海公司关于侵害专利权的起诉，威

于江苏公司先提出无效请求，便撤回了自己的无效请求转而协助江

孙健律师数次赴威海，
申请取保候审和会见翟某未果。

主持设计了我国很多钢铁厂的喷吹煤粉工程，是国内将冶金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翟某被判刑三个月后，同年 12 月 8

效行政程序的启动而被裁定中止。
在无效行政程序中，武汉公司由

最高法院，
时间跨度达十余年之久。

司）总工程师翟某，一直从事高炉喷吹煤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师，武汉市首批知识产权专家，武汉仲裁委员

同年 4 月 16 日，武汉中院审理的侵害专利权民事诉讼，因无

武汉公司，并于第三天以翟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从武汉拘捕到威海。

和方法说起。武汉某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

一级律师，专利代理师，武汉十佳党员律

请求宣告威海公司涉案专利无效。

序，且刑民交叉，分别历经我国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

事情要从将煤粉直接喷入工业炉窑内燃烧的喷吹煤粉技术

孙健（武汉办公室）

孙健律师遂除建议江苏公司外、还代理武汉公司向专利复审委

同，例如就同一涉案技术信息而言，要取得商业秘密保护，前提之一是
要采取保密措施；而要获得专利保护，前提之一是要充分公开，两者的
保护路径完全相反。

术信息属现有技术，不具有秘密性；涉案技术信息不具有保密
性；被诉侵权技术与涉案技术信息不同；认定翟某侵犯商业秘
密的刑事裁判文书不足为凭。
2013 年 7 月 24 日，威海中院一审判决认定，威海公司主
张的商业秘密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翟某和武汉

本案中，一方面，涉案技术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威海公司对其所

公司均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给威海公司造成的损失数

称的商业秘密的形成时间、内容、范围、秘密点、载体等关键事实的陈

额为 1000 万元。判决翟某和武汉公司连带赔偿威海公司经济

述，
要么前后矛盾、
要么含糊其辞，
加之又未采取保密措施，
根本不符合

损失 1000 万元。

商业秘密的法定构成要件；另一方面，翟某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
无犯罪行为，武汉公司向江苏公司和江西玻璃厂提供的被诉侵权技术

武汉公司和翟某不服上诉，2014 年 7 月 11 日，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与涉案技术信息明显不同。
四、
武汉公司和翟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曙光初现
虽然威海当地检察院和法院分别两次退查，但在翟某被羁押一年
半后的 2011 年 8 月 29 日，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在

（一）申请再审

没有进行技术比对或技术鉴定，即没有查明被诉侵权技术是否与涉案

20 1 4 年 8 月 ，孙 健 律 师 代理武汉公司和翟某，就不

技术相同或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就认定威海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过长

服 山 东 法 院 判 决 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主要事实和理由为：

孙健律师代理武汉公司应诉后，敏锐感觉到威海公司主张

期的技术研发，掌握了用于玻璃生产的煤粉喷吹技术，并将该技术成果

的煤粉喷吹技术属于现有技术，武汉公司在威海公司专利申请

以“一种固体燃料熔制玻璃的方法及燃料供给系统”
，于 2006 年 7 月

日前，就知悉、掌握、并使用了该技术，涉案专利的新颖性、至少

29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发明专利，
2008 年 10 月 25 日获得授权。

创造性存在明显瑕疵。
根据我国《专利法》
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

翟某利用商业往来的机会，掌握了威海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违反权利人

认为授权的专利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

的要求，私自对外出售，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

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业秘密罪。
判处翟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1. 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威海公司主张的涉
案技术信息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
（1）原判决认定涉案技术信息属于商业秘密缺乏证据证明。
涉案技术信息的秘密性缺乏证据证明。
在威海公司申请专利
前，
喷吹技术早已用于玻璃熔窑 。 武汉公司和翟某在威海公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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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审结果

提供的大量技术资料，已经披露、覆盖了涉案技术信息。
威海公司、
原刑事裁判文书和本案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对涉案技术信息的形
成时间、
内容、
范围、
秘密点、
载体等说法不一。

2019 年 8 月 6 日，江苏高院再审判决认定，威海公司在一
审起诉主张翟某、武汉公司将其所知道的威海公司的商业秘密披
露并允许江西玻璃厂使用，
侵害了其商业秘密的主张不能成立。

涉案技术信息的保密性缺乏证据证明。
威海公司主观上无保

江苏高院裁判要点：

密意图、客观上无保密措施，其申请专利本身，已证明主观上根本
1. 威海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与其事后申请专利的技术一致。

没有将涉案技术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的意愿，否则，就不会
与武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时没有任何保密约定，而只能
谎称曾口头要翟某保密。

刑事裁判事实不清 , 且依据的基本事实发生重大变化。
翟某
在刑事案被迫违心供述。
2. 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或未经质证。

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长期以来存在

2. 翟某、
武汉公司未侵害威海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

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即当某一行为同时构成民事不法

(1) 翟某知晓高炉冶炼领域的相关技术，其在高炉冶炼领域

与刑事犯罪时，刑事法律关系在处理的位序上优先于民事法律

从事技术研究与具体冶炼技术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冶炼技术经

关系。有观点甚至将“先刑后民”原则作为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

验。
而高炉炼铁与熔炉熔制玻璃领域最为接近。

一项基本原则；不少法院也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对某些民商

万元缺乏证据证明。
（3）刑事案件裁判文书和笔录不足为凭。

A BRIEF ANALYSI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COMPLICATED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 IN PERSPECTIVE OF THE "SUMMERY OF THE 9TH NATIONAL CIVIL AND COMMERCIAL JUDICIAL WORK MEETING"

容为准来审查与判断。

乏证据证明。

诉侵权技术与涉案技术信息不同。
认定威海公司经济损失 1000

——以《九民会议纪要》规定为视角

判断侵权与否应当以专利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权利要求内

（2）原判决认定武汉公司和翟某侵权，以及判赔 1000 万缺

武汉公司和翟某主观上无侵权故意、客观上无侵权行为。
被

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浅析

事案件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
然而实际上，根据我国现有法

(2) 翟某、武汉公司在接触威海公司涉案技术信息之前，向威

律规范的规定，
“先刑后民”
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海公司交付的技术工艺与威海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内容基本相

而只是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之一，应区别情形适用，避

同。

免绝对化和扩大化。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
(3) 威海公司未举证证明江西玻璃厂使用的技术工艺内容、

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九民会

以及该内容与涉案技术秘密相同的事实，且事实上江西玻璃厂的

议纪要》）将关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作为专门的一部分进

技术工艺与涉案专利技术不尽相同。
公安机关也未对该方面内容
3. 原判决、
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二）申请获支持
2016 年 10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指定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观点：

相关法律规范，笔者试图将刑民交叉案件中多元诉讼程序的适

厂。
事实上，翟某、武汉公司一、二审中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据推翻了
翟某在公安机关的口供，一、二审判决仍然以口供认定翟某、武汉

用进行分析和梳理。

李伟（北京办公室）

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主张其商业秘密被侵害，应当指明其
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
本案中，威海公司在起诉书中主张的商业秘
密内容、一审法院认定的商业秘密内容，以及此前生效刑事判决认
定的商业秘密并不完全相同，一审、二审法院亦未指出涉案技术信
息哪些具体点构成商业秘密，
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2. 关于翟某和武汉公司是否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问题。
翟某、武汉公司主张被诉侵权技术与涉案技术秘密不同，虽
然一审、二审判决认为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被诉侵权技术与涉案
技术秘密相同，但是生效刑事判决并未查明江西玻璃厂的被诉侵

日公开之前，翟某、武汉公司将威海公司申请专利的技术内容披露
给萍乡玻璃厂。

的侵权行为包括窃取和披露，虽然窃取的商业秘密是否和涉案技
术信息实质性相似，可以基于翟某的自认认定，无需再进行比对，

综上，翟某、武汉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能够证明其
并未侵害威海公司主张的商业秘密。
其申请再审的理由具有相应
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其再审请求应予支持。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
清，
适用法律错误，
应予撤销。

事判决；驳回威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
费和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威海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办案感慨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介入，民事错案终于得到纠正。
正义虽
然来迟了点，
但总算来了！
本案的难度和难点在于，专利和商业秘密属于技术类知识产
权案件，代理和审理难度均很高，而本案同时涉及这两类；加上一

应当进行比对。
一审、二审判决既未查明翟某、武汉公司披露给江

般而言，刑事案判决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后，民事案件再判决构成

西玻璃厂被诉侵权技术内容，亦未与涉案技术信息是否实质性相

侵害商业秘密，顺理成章。
故本侵害商业秘密民事纠纷案，能在生

似进行比对，
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效刑事判决基础上取得如此结果，
实属不易。 （李波 校）

LAW FIRM

长领域为经济、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互
联网犯罪等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和刑民交叉案

一、刑民交叉案件适用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
“刑民交叉案件”并非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是我国司法实
践中对刑事案件涉及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
件发现涉及刑事犯罪现象的概括表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
下简称《经济纠纷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
《公安机
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国刑民交叉案件既存在涉及两个以上
行为的情况，也存在只涉及一个行为的情况，在涉及两个以上行

再审判决撤销威海中院一审民事判决以及山东高院二审民

但是对披露给江西玻璃厂的技术与涉案技术信息是否实质性相似

五、
江苏高院再审判决否定了原审判决，
乾坤扭转

官，曾获最高院三等功一次、个人嘉奖三次，擅

件。

权技术内容，亦未与涉案技术信息进行比对，仅简单认定翟某掌握
涉案技术后私自出售给江西玻璃厂。
威海公司主张翟某、武汉公司

2007 年至 2019 年在最高人民法院任法

(4) 翟某、武汉公司披露给江西玻璃厂技术的时间并不明确，
现有证据并未证实威海公司的专利申请资料在 2007 年 1 月 31

1. 关于涉案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

BEIJING

同情形分别适用
“分别审理”、
“先刑后民”
等处理方式。
结合其他

翟某、武汉公司将其从威海公司获取的涉案技术提供给江西玻璃

公司侵权，
明显不当。

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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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阐述。根据该规定，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应根据案件的不

进行侦查。
一、二审法院完全以翟某在刑事案件中的单纯口供认定

为的情况下，存在着行为主体、行为本身和行为对象的交叉。
在
此基础上，有学者作出了较为合理的概括：刑民交叉是指行为
人的同一行为同时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民事不法行为的
构成要件，或者不同行为同时或分别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
和民事不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且这些行为的主体或行为对象相
同或者部分相同的客观现象 1。
（二）刑民交叉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刑民交叉诉讼程序适用的依据存在于以下
司法解释及司法性文件中：
1.1997 年 12 月 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存
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
2.1998 年 4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在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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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的批复，如 2005
年《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
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
；

其次，同一行为或事实引发的经济纠纷与刑事责任不能并
存。
对《经济纠纷规定》第 20 条，我们可做出这样的解读：如果
法院认为正在审理的民事经济案件涉嫌犯罪，就不能再按照民
事经济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判，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就不再属
于经济纠纷的性质，而是经济犯罪性质，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法

4.2014 年 3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律关系不能够同时并存于同一法律事实之中，以此，基于同一行
为和事实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也不能并存，
互相排斥。

意见》
（以下简称
《非法集资意见》）
；
2. 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同一
5.2017 年 11 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
；。

具体来说，民事行为主体与民事责任主体、刑事责任主体必
须一致，不存在责任的转化、代替以及分担的情况，民事责任与

6.2019 年 1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九民会议纪
要》。

致使乙死亡，甲既是行为主体，又是承担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

二、
“先刑后民”
原则的适用情形
根据以上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
“先刑后民”
原则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
（一） 基于同一法律行为或事实的刑民交叉
（竞合）案件
《经济纠纷规定》第 11 条规定：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
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
的，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

主体，此时适用
“先刑后民”可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若甲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民事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二）民事案件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为前提
《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
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
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
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
。

《经济犯罪规定》第 20 条规定，
“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与人

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事实的查明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为前

民法院正在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

提，因此，须中止民事审理程序，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束以后，根据

法律事实或者有牵连关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立案：

结果再行审理。
该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 150 条第（5）项将“须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经济犯

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作为中

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中止诉讼、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止诉讼情形的规定一致。
《九民会议纪要》第 130 条亦规定，人

或者中止执行生效裁判文书，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的；

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

（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三）公安机关认为

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
《民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经省级以上公安机

事诉讼法》第 150 条第 5 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

关负责人批准的。

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严格
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并将立
案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及相关案件材料复印件抄送正在审理或者
作出生效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并说明立案理由，同时通报与办
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必要时可以报告上
级公安机关。
在侦查过程中，不得妨碍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的
正常进行”
。

（三）涉众型经济犯罪
《非法集资意见》规定，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 , 有关单位或者个
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
的 , 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 , 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 , 发现有
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 , 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 , 并及

需要注意的是非法集资与一般民间借贷之间的区别，最高

规定》
（2015 年 9 月 1 日实施）第 13 条规定：
“借款人或者出
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
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
借贷合同的效力。”据此，如非因非法集资，而是基于借贷关系提
起的民事诉讼，不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
《九民会议纪要》第
129 条亦规定，
“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
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受理”
。
三、
“民刑并行”
程序的适用情形

其诉权，而应当允许受害人自由行使诉权，起诉犯罪嫌疑人以外
的其他责任 2。
民事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的状态，主要包
括替代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
替代责任主要有监护人的替
代责任、被代理人对表见代理和表见代表的替代责任、雇主的替
代责任；补充责任主要有劳务派遣方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
务人与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连带责任则一般来源于保证、侵
权等基础法律关系。

应当分别审理，主要有下列情形：（1）
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

（一）关联性刑民交叉案件

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
责任的；（2）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

针对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或者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刑民交叉
案件的处理，
《经济犯罪规定》第 22 条规定：
“涉嫌经济犯罪的
案件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文书以及仲裁机构
作出裁决的民事案件，有关联但不属同一法律事实的，公安机关
可以立案侦查，但是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移送案
件、裁定驳回起诉、中止诉讼、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中止执行或者
撤销判决、裁定，或者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
”刑事案件与
民事案件虽有牵连，但由于属不同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审理
裁判对象是完全不同，民事审判也无需刑事审判的结果，刑事诉
讼和民事诉讼可各自独立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
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
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
“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

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
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
（3）
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
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
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
（4）侵权行为人涉
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
者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
（5）受害人请求
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中，
第
（1）项正是属于连带责任，第（2）
、
（3）
项属于替代责任，第
（4）
项属于基于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包含保险责任免除情形）
，
第
（5）项兜底条款，应包含以上替代、补充、连带责任的其他情
形。

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
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此外，最

四、
结语

高人民法院《关于单位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单位应否承担

“先刑后民”原则的扩张适用，不仅来自于对法律规范的模

返还其预收贷款的责任问题的批复》
、《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

糊或扩大理解，还源于我国长期以来“刑事重于民事”的传统理

若干问题的规定》均对“刑民并行”
处理方式作出了类似规定，即

论与价值观念。但是随着社会平等保护价值观念的不断强化，

凡是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

“先刑后民”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

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因法律事实牵连导致的刑民交叉

式也受到理论及实务界的广泛争论。
《九民会议纪要》相关规定

案件，刑、民诉讼程序应当并行。

的出台，从规范层面对该争议作出一定程度的解答。
而无论从理

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 , 或者被申请执行的

华埠经济贸易公司与中国外运山东威海公司等船舶进口代理

下两个条件：

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 , 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合同、废钢船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华埠公司因偷逃关税涉嫌构

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 ,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
《九民会议

成走私犯罪，但该走私犯罪与合同纠纷并非同一事实，最高人

纪要》第 129 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将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

民法院认为，根据《经济纠纷规定》第 1 条的规定，“同一公

移送侦查机关后，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

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

审理；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

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

立案的，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

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对本案民事纠纷仍然可以审理。原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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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的主体提起诉讼，此时不能以“先刑后民”为原则来限制

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

一法律事实的民事救济程序即告消灭。该原则的适用须符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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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或权利人享有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可以选择对不承担刑

的法院不应以刑事诉讼尚未审结为由裁定驳回或中止审理。

如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 (2002) 第 33 号裁判”——

实质性的关联；

设置以救济、补偿为主要目的，在存在多个责任主体的情况下，

行”
，由受害人或相关个人、单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负责审理

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 , 发现与

主体需分别参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但两个程序之间并未有

刑法以罪责自负为基本原则，但是在民法领域，民事责任的

《九民会议纪要》第 128 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

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施了多个行为，应分别承担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此时，虽然该

（二）存在其他责任主体

除以上需要
“先刑后民”的情形外，以下情形均可以
“民刑并

以上两个规定都体现出相同原则，即同一法律事实如果构

首先，同一法律行为或事实是同一主体实施。
若同一主体实

裁定“驳回华埠公司的起诉，将本案全案移送公安机关”
不当。

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成经济犯罪，应当依照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基于该同

1. 基于同一法律行为或事实

085

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为同一主体。例如，一成年人甲醉酒驾驶

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

论、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层面，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实应按
照不同的情形采用多元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裁判，既要用公权
力惩罚犯罪，又保证有效地保障民事主体的私权利，才有助于实
现法秩序的平衡与统一。（赵秦月 校）
1. 印仕柏：《民刑交叉案件管辖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9 年
第 6 期。
2. 肖建国、宋春龙：《责任聚合下民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对“先刑后
民”的反思》，载《法学杂志》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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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处主体介绍

从查处内幕交易经历反思
相关案件代理、辩护策略和执法时效
REFLECTING ON THE AGENCY, DEFENSE STRATEGY AND ENFORCEMENT
LIMITATION OF RELATED CASE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NVESTIGATING
INSIDER TRADING

了解客户、熟悉客户是商业社会通行规则。在涉及内幕交易
的行政处罚、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熟悉内幕交易的查处主
体——中国证监会相当重要。
1992 年 10 月，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成立，证监
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会内设 20 个职能部门，1 个稽
查总队，3 个中心；在省级和副省级城市设立 36 个派出机构，简
称某某证监局，上海、深圳设专员办。
目前总人数约 4000 人，其
中稽查人员不足 1000 人。
证监会内设稽查局、处罚委，各证监局
1
则内设稽查处、
法制处，
分别行使调查权和处罚权。

笔者送达过很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尚未听说听证后有
改变行政处罚决定的例子，行政复议也是如此，基本上以维持行
政处罚决定为主。笔者在证监会官网中搜索到唯一一起被证监
4
会撤销的案件。

该 案 当 事 人 张 某 与 其 司 机 共 用 一 个 手 机，该 手 机 号
136××××2388 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贾某联系之后，张某妻子
岳某控制的证券账户买入亚太实业股票，证监会认定张某从贾
某处获悉内幕信息并泄露给其妻子岳某，岳某则构成从事内幕
交 易。张 某 不 服 申 请 行 政 复 议。证 监 会 复 议 后 认 为，虽 然
136××××2388 号码登记在张某名下，但认定张某在内幕信
息敏感期内通过 136××××2388 号码与贾某电话联系、获知

二、
查处程序
（一）案件调查重点
围绕内幕信息形成过程、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他主体获悉、
利用内幕信息情况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调取资料主要包括
会议材料、证券账户、银行账户、通讯记录、询问笔录、其他资料

内幕信息并进行泄露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此次证监会撤销的理
由可能是该手机号虽然是张某所有，但使用人为张某和其司机，
张某司机又同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贾某是朋友，不能排除张某
司机不与贾某联系的可能，故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
在这起案件
中，调查人员能调取到这些证据实属不易，但一个手机为两个人
使用在认定谁实际与贾某联系的确存在诸多困难，证监会最终

等。

撤销该处罚决定是极其明智的。
（二）案件处罚、
复议程序
( 二 ) 行政诉讼阶段
1.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1. 张某某案
审理部门审理后，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由于处罚金额
较高，当事人一般都可以申请听证。
之后，审理部门作出正式行

秦辉（上海办公室）

政处罚决定。
如不服，可通过证监会处罚委、证监局法制处向证
监会（法律部）申请复议。

拥有税务师、中级审计师、中级经济师资

组、
税收筹划等非诉业务。

该光盘，亦未询问张某某及其代理人是否需要播放该光盘并进

行政处罚案件数量：2019 年为 110 件，2018 年 87 件，

行质证。后，张某某代理人查阅了张某某手机通讯记录电子数据

2
2017 年 77 件。

3
年为 8 件 . 复议结果基本为维持。

三、
律师如何协助当事人有效申辩
上最贵处罚。
新《证券法》对内幕交易处罚口径为个人违法的，处违法所得 1-10 倍罚款，其他情形处 50-500 万元罚
款。
单位违法的，则对相关人员处 20-200 万元罚款。这样的处罚幅度令人畏惧。
如何在行政、刑事案件中以正确的姿势
应对，证券监管部门如何更好落实新《证券法》规定，将成为当下最为急迫的课题。
笔者谨以 13 年的调查经历谈谈自身
体会，
以就教于同行。

证时表示“在阅卷时没有看到通话记录的相关证据”，案件调查
人员表示“有相关的光盘可以确认”
，但未要求在听证会上播放

复议案件数量：2019 年为 6 件，2018 年为 11 件，2017

古语云一字千金。
已于 3 月 1 日实施的新
《证券法》对泄露内幕信息的处罚如以泄露字数算，恐远不止千金，可谓史

的案件。2015 年 11 月 16 日，在听证会上，张某某代理人在质

2. 最近 3 年处罚及复议情况

格，曾任证监会副处级调研员擅长领域为公
司、证券相关的争议解决诉讼业务及并购重

中国裁判文书网登载一起法院判决行政行为违法但未撤销

的纸质打印件。
张某某起诉后，证监会亦未将涉案通话记录光盘
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二审法院认定证监会在听证会举证
5
质证环节上构成程序违法，亦违反了法定的举证义务。

考虑到证监会调查人员在调取电子数据光盘证据时，得到
了张某某本人确认，听证会结束后张某某代理人实际查阅了该

内幕交易从调查、处罚、复议、行政诉讼到刑事诉讼，其链条

手机通讯录的纸质打印件，且该通讯录与景某某的询问笔录相

很长，律师常规的代理、辩护策略是：一是协助当事人充分享受

互印证，张某某本人并不否认其与景某某通讯联络的事实，又无

自己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二是从证据上寻找破绽；三是

证据推翻证监会从其手机中下载通讯记录的真实性，因此，二审

从行政程序上挖出可能的弱点；四是从当事人改正错误等方面

法院认定证监会在听证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情形，

发力。至于律师如何有效进行代理或辩护，更多应结合个案进

并不足以推翻证监会关于张某某从事内幕交易的认定，亦未对

行。
笔者列举了办理过的典型案例，供读者参考：

张某某的实体权益造成实际影响。法院依法不撤销被诉处罚决

( 一 ) 听证、复议阶段

6
定，
但需要依法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

该 代 理 律 师 抓 住 了 关 键 证 据 即通话记录光盘在听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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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质 证的瑕疵，但可能未围绕该关键证据乘胜追击，当真如此或

使用存在瑕疵。首先是即使有书面证据能确认殷某某就是内幕

许本案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信息知情人，找其本人进行身份确认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难以
确认殷某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其次是在确认殷某某为内幕信

2. 苏某某案

4. 立功
金某、吕某内幕交易案中，二审法院根据两被告人有立功表
现等情形，
对两被告人加大从宽处罚幅度，并同时适用缓刑。

息 知 情 人 基 础 上，苏 某 某 从 殷 某 某 获 知 内 幕 信 息 的 手 机 号
（1）案情简介

1392091XXX9 是重要证据，不经过殷某某本人确认，难以证

苏某某交易威华股份的时点与资产注入及收购铜矿事项
的进展情况高度吻合，但是苏某某没有为其与内幕信息知情人
殷某某在涉案期间存在接触联络以及其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形
成过程高度吻合提供充分、有说服力的解释。
苏某某的上述行为
构成内幕交易行为。证监会决定没收苏某某违法所得 6537 万
元，并处以 6537 万元罚款。
证监会复议后维持被诉处罚决定。
苏某某诉至法院。
北京高院终审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
定和被诉复议决定。
7

（2）苏某某认为
证监会在调查过程中，并未找到殷某某，核实清楚殷某某的
身份信息，也未对殷某某的情况展开调查，认定殷某某属于内幕
信息知情人事实不清，法律依据不明。除此核心意见之外，苏某
某还提出其他意见，
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讨论。
（3）证监会认为
其已穷尽各种手段调查收集证据，而且即使找到了相关人
员，其不配合调查的情况也很常见，虽然作为涉案人员的殷某某
一直未被找到，但其他涉案人员询问笔录以及有关会议记录证
明，殷某某实际参与了资产注入事项的形成过程并知悉铜矿收
购事项，
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4）法院认定
一是缺失“人的证据”，未询问殷某某本人；二是未穷尽调
查手段，未拨打苏某某
“1392091XXX9”
手机号码，该号码曾与
殷某某数十次联络，未到其户籍地调查；三是因未让当事人本
人参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认定，亦未将该过程以当事人看得见
的方式展示出来，
因而使得公正性打了折扣。
（5）法院判决
一是确认证监会在认定殷某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时未尽到
全面、客观、公正的法定调查义务，证监会认定殷某某为内幕信
息知情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是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诉处

明内幕信息流转链条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其二，对于法院认为未拨打殷某某“1392091XXX9”手机
号码，未到其户籍地调查而使得公正性打了折扣的观点，则既无
法律依据，又混淆了调查目的和调查方式的关系。是否拨打殷某
某“1392091XXX9”手机号码，是否到其户籍地调查是调查方
式，而联系到殷某某本人则是调查目的。调查应采取哪种方式，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路径，是调查人员通盘考虑、自由裁量的
范围，法律没有规定、法院也没必要强求该做哪些规定动作，只
要达到可以联系殷某某本人的目的就可以。在调查工作已经相
当努力前提下，最终没有联系到殷某某并进而询问他，仍可以合
理地认定殷某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其三，对于法院认为未让当事人参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认

及时将法律的威慑力触达市场主体，从源头上减少内幕交易行
为的发生。 （杨帆 校）

获得信息优势，实践中虽存在涉案当事人最后亏损，但仍然损害
了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的信息知情权，必须将被侵害的法律秩序
“恢复原状”。客观的说，近年来证监会应对包括内幕信息在内的
违法行为取得长足进展，比如授予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权，集中稽
查力量查处重大案件，但由于人案矛盾始终突出，从案发到最后
处罚，经历一年半载是常有的事情。证监会作为行政部门，如果
不能有针对性地回应以信息快速流转见长的内幕交易行为，保
持高压打击态势和追求合理行政效率的目的恐将落空。从发展
资本市场的长远目标和贯彻落实新《证券法》的角度，笔者提出
以下粗浅建议：
（一）在市、
县两级设立派出机构

机构；银保监会约 4 万人，在地级市设立分支机构，部分县设监

进行询问而提出质疑，则调查人员需及时回应，采取合理、必要

管组，其他政府部门基本在县级都设有办事机构。证监会人数约

2 . 见 北 京 市 君 合 律 师 事 务 所 武 雷 、肖 娴 、叶 阳 天《 证 券 犯 罪 系 列 之 一 ： 内

的调查措施，比如拨打殷某某
“1392091XXX9”
手机号码，在报

4000 人，目前只在省级及 5 个副省级城市设立派出机构，与其

幕 交 易 十 年 观 察（ 上 ）》， 载 北 大 法 宝 。2 0 1 9 年 数 据 来 自 证 监 会 官 网 查 询

刊、
网站发布公告，要求殷某某前来证监会接受调查。

他政府部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所监管的领域繁杂。
为加强执

汇总。

法力量，建议参照人行和银保监会的机构设置，在市、县两级设

3 . 数 据 来 自 证 监 会 官 网（ w w w . c s r c . g o v . c n ）查 询 汇 总 。

总体而言，法院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笔者是认同的，但在
采取何种调查方式上，
法院判决存在越权的嫌疑。
( 三 ) 刑事诉讼阶段
一般到了刑事诉讼阶段的案件，证据应是相当充分，从无罪
辩护角度入手可能较为困难。
可结合内幕交易主体情况，从以下
方面进行辩护：

1. 载证监会官网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js/。

立派出机构。
4 . 见《 中 国 证 监 会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张 智 军 ）
〔 2 0 1 6 〕2 8 号 》， 载 证 监 会

（二）大力提高案件的查处时效
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内幕信息传递得很快，相应

官

网 h t t p : / / w w w . c s r c . g o v . c n / p u b / z j h p u b -

lic/G00306211/201606/t20160608_298397.htm。

地要求行政打击速度也应快速跟进。证监会授权各地派出机构

5 . 见《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 2 0 1 7 ] 京 行 终 2 1 8 5 号 》， 载 中

行政处罚权后，处罚效率有较大提高，但派出机构法制处并不专

国裁判文书网。

司处罚，还需承担其他繁杂的日常工作，人案矛盾难以解决。根
1. 自首
张某娟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认定构成自首，
依法可减轻处罚。
2. 退还非法所得

据内幕交易案件特点，建议借鉴银保监会标的较小案件由检查
部门直接处罚，标的较大案件由处罚部门处罚的经验，适当调整
查审分离程度，对涉案金额较小、事实清楚、罚款数额不大的案
件交由稽查部门处罚，实现快速调查、快速处罚，从根本上提高
内幕交易查处效率。

刘某通内幕交易案中，其退还非法所得 3300 万元，法院认
为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三）有针对性地进行执法宣传

6. 经比对，该判决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存在笔误，之前法院判决称张
某某的通话记录光盘未播放，而此处称手机通讯录，明显不是同一个事
项 ； 二 是 不 存 在 笔 误 ，是 分 别 指 两 个 事 项 ，一 个 是 通 话 记 录 ，一 个 是 手 机
通 讯 录 。当 然 ，该 判 决 表 述 让 人 误 解 ，因 为 判 决 中 还 存 在“ 手 机 通 讯 记 录 ”
表 述 ，是 否 与 通 话 记 录 等 同 ？ 不 得 而 知 。
7 . 见《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 2 0 1 8 ] 京 行 终 4 4 5 号 》，载 中 国
裁判文书网。

“据毛律师团队统计，2013-2019 年间共计六百多部法律
8
及司法解释（含规范性文件）颁布或修改”
。
律师要轻松掌握这

茹某刚内幕交易案中，上诉人茹某刚归案后如实供述交易

LAW FIRM

的法条、案例，如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

了折扣的观点，个人表示赞同。既然当事人苏某某对未找殷某某

3. 坦白

BEIJING

的违法行为，建议专门挑几个违法频率高、与市场主体较为密切

目前人行总人数约 14 万人（含造币公司），在县设立分支

（6）个人观点

089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内幕交易主体因内幕信息迅速流转而

回事，能被社会公众了解又是一回事。
为减少不知法但无意犯法

定并将该过程以当事人看得见的方式展示出来而使得公正性打

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

其一，未找到殷某某及确认该手机号 1392091XXX9 为其

四、
对加强内幕交易执法时效的建议

交易处罚金额大幅度提高，令人心惊胆寒。
当然，法律规定是一

么多法律已很困难，
更不用说社会公众了。 新《证券法》对内幕

8 . 见《 要 点 回 顾 | “ 刑 辩 十 人 ”系 列 讲 座 第 五 场 ， 毛 洪 涛 律 师 主 讲 < 律 师
刑 事 业 务 发 展 趋 势 与 应 对 > 》，载 北 京 德 和 衡 律 师 事 务 所《 德 和 止 争 》。

过程，二审中明确认罪，二审法院将其刑期由原判 6 年改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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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视角下
新冠疫情对铁矿石进口合同的履约影响（上）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THE PERFORMANCE OF IRON ORE
IMPORT CON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CE MAJEURE(PART ONE）

Lawyer Xu Jie, Geng Xueyang, Zhao Yinze, Qi Yaru
Preface
On the morning of 13 February 2020, the Legal director of one of the largest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lawyer Xujie’ s legal consulting client,
sent a WeChat message to him, stating that：
“In 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in China, our company would like to
cancel a shipment of iron ore import business, could we declare force majeure
to the foreign seller? Is there any legal basis?”

许杰（上海办公室）
上海律师协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委员，
擅长领域为重大疑难复杂商事纠纷的诉讼仲
裁案件的代理。
著有《国际商事仲裁实务》
（法
律出版社）
。

Xu Jie, ,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Commission of Shanghai Bar Association, , expertise on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cases of major
complex commercial disputes. Autho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actice (Law
Press·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VID-19 epidemic” )，, most of my fellow lawyers may have
noticed a widely-circulated news report on the Eworldship website “The
CNOOC’ s Refusal to Accept Goods Based on Force Majeure Is Turned Down and
Is Facing Claim for damages” .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 the largest importer of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in
China, sent a notice to Royal Dutch Shell PLC and TOTAL SA, refusing to accept
35 lots of LNG under the long-term contract with a period of twenty years (used
to be fifteen years),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an negative
impact on its ability to take delivery of goods. This notice was refused and
CNOOC might be faced with a claim for huge damages. This is the the first
known cas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was invoked as well as
the first case where the Chinese company declared itself unable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du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report also pointed out that
becaus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well as the warm winter, the demand for
LNG decreased and at least five LNG ships that had planned to go to China were
forced to divert or strand offshore. The LNG spot price in Asia fell to a record
low. Unlike CNOOC, CNODC and SINOPEC did not send any force majeure
notice, but rather hoped to delay in delivering the goods. This report did not
disclose the details of the LNG sales contract, together with the issue of applicable law that whether the Chinese law, English law or French law should apply in
this case.
Based on the report, Lawyer Xujie immediately forwarded this article to the
client and replied that:
“As bulk commodity, Iron ore and LNG have much in common. Firstly, both of
them are an order of one batch under the long-term contract and are adversely
influenced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However, the 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and applicable law are different in these two cases. Although reference could be
made to this repor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applicable law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COVID-19
epidemic could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 in our case. Therefore,
please send the contract to us and we will send a notice to the
foreign seller, after analyzing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and the
choice of law clause. Hope the seller could accept our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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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ssues raised by our client are representative
to all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A. Whether the COVID-19 epidemic could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B. If it could, whether the company could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What should the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do?C. If the foreign seller
refuses to accept the force majeure notice and claim damages, how could the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having sent such notice respond?
In view of the above issues that raise considerable concerns among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Iron Ore Import Contra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ntract” ) and its Annex A: General Condi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eneral Conditions” ) signed between our client and foreign iron ore supplier,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urrent COVID-19 epidemic taken into account, Major
Dispute Resolution Team of Lawyer Xujie of Beijing DHH Law Firm Shanghai
Office hereby conduct the following legal analysis.
As an old saying goes: by other's faults, wise men correct their own. Hope this
article could play an introductory and guiding role among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and our legal counterparts and keeps people deep in thought about this
issue.
I. Background of the “Force Majeure” Debate
On 23 January 2020, there broke out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Wuhan, Hubei province and leads to the block of cities and
restric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people and transportation. On 30 January 202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declared tha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constitute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
On 10 February 2020, Zang Tiewei, speaker and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declared that: “Currently, there broke out the
COVID-19 epidemic,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government has been implementing corresponding measures
regard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For the parties who could
not perform the contracts due to the epidemic, the epidemic shall constitute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that is unforeseeable, unavoidable and unable to overcome.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PRC Contract Law,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in case of the failure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due to force
majeure, the liability shall be exempted in part or in whole based on the impact
of such force majeure.”
The authoritative voice from the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to some extent, equals the source of law for civil subjects
who have signed or are performing contracts in China. However, a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issue whether the domestic law could cross the border and
apply globally is high doubtful and should be paid serious attention to.
For the many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who have the long-term demand for
iron ore importation, whether the COVID-19 epidemic could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Could they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s that have been signed or are currently performing, on
the basis that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stitutes a force majeure event? What
is the legal risk when raising such claim? All these issues are related to the
essential interests of the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II. Contract Provisions and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ies lowered the standard on the Sulphur
ratio of iron ore. Therefore, our client could satisfy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
by only using the domestic iron ore. For that reason, the client hopes to delay in
performing or directl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ⅰ) Payment Terms and Methods
On 22 January 2020, our client, in the name of its offshore company 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uyer” ), signed the Contract with company B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eller” ), which was duly organized in country R. The
Contract provided that the Buyer will purchase iron ore of 176,000 WMT +/-10
PCT from the Seller under the terms of sale of CIF. Payment should be made by
way of irrevocable L/C. Besides, the Buyer should open the the L/C at agreed
bank no later than 14 February 2020.
(ⅱ) Applicable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31:
“31. GOVERNING LAW AND ARBITRATION
The Contract shall be governed by, interpreted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bstantive laws of England and Wales ex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of April 11, 1980
(CISG)①”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the applicable substantive law in this case is the
substantive laws of England and Wales, with the CISG excluded at the same
time.
(ⅲ) Force Majeure Clause
Our client consulted that, whether they could declare force maje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n claim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even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The above article expressly stipulated that the English substantive law shall
apply and the CISG shall be excluded in the Contract. What does the English law
regulate about the force majeure? Under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on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when there is no force majeure clause in the contract will the
parties use the system of frustration, an analogy to the force majeure under the
civil law system, to claim exemption from liabilities. Additionally, the parties
could only claim delay in performance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Once the
frustration disappears, the parties should still take efforts to perform the
contract. This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 party
autonomy and good faith under the English law. As an excep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 the application of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has its limitation and bears a strict standard. Therefore, if the client deviate from the
Contract and declare force majeure irration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17 of PRC Contract law or the system of
force majeure under the civil law, not only that such declaration will highly
likely not be accepted by the Seller, but it may lead to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for the applicable law mutually agreed in the Contract, regard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Buyer could declare force majeure, as the manag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department or the legal director of a steel enterprise, equ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in the Contract. Article 16
of the Contract set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as follows:
“16. FORCE MAJEURE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Con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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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Nei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shall be liable to the other party for any
delay in performing or failure to perform any of its obligations (except for delay
or failure to pay money when due) due to events of Force Majeur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 blockade, revolution, riot, insurrection, civil commotion,
strike, lockout, explosion, fire, flood, ice, storm, tempest, earthquake, laws,
rules or regulations, applicable sanction law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hibitions on export or import and / or prohibitions applying to a nominated
or carrying vessel or any other cause or causes whatsoever beyo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either party whether or not similar to the causes enumerated
above. Failure to deliver or to accept delivery in whole or in part because of the
occurrence of an event of Force Majeure shall not constitute a default hereunder
or subject either party to liability for any resulting loss or damage”.
Drawing on the ICC (2003) F.M. Model Clause, this article was stipulated in a
way that combines the general formula and enumerative formula, which both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force majeure” and lists the agreed force majeure
events. Among the events listed in this article, “epidemic” or other similar
words are not expressly provided. However, firstly, there exists “blockade” in the
list; secondly, the article expressly provides that the force majeure events are
not limited to the events or even not necessarily to be similar to the causes
enumerated above, so long as such events could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being
beyo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either party. Just as the speaker of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puts it, the COVID-19
epidemic itself could obviously constitute the event that is unforeseeable,
unavoidable and beyo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either party. However, since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existed and been spread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there is no basis to claim the non-foreseeability
of the epidemic for the Buyer in our case.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to the companies,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once
stated that, from 26 January 2020, CCPIT could issue the “Proof of Force
Majeur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for Chinese companies. It is reported that
CCPIT has issued more than 1600 Proofs, with the amount of contract object
ranging from several thousands to tens of billions of yuan. As analyzed above,
that whether the COVID-19 epidemic could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 shall be
concluded in accordance with both the express or implied terms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applicable law mutually agreed by the parties. Therefore, such Proof
has no absolute validity and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e contract, this
certificate could onl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epidemic, rather than prov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demic and the delay in, partial or failure to
performance of the pending contract or the consequence incurred by the
epidemic. Currently,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have terminated
their contracts on the basis of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legally applicable due to
the epidemic. However, whether the Proof of Force Majeure has legal effect or
could be recognized by both parties requires further re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There exist little arguments to ignore the contract and
use the Proof of Force Majeure in domestic courts and arbitral institutions.
However, as to import enterprises and especially where the English law is applicable, it is doubtful that such Proof has legal effect or could be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arbit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MAA, LCIA, etc.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ract in our case, the Buyer could claim that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forms to the definition of “force majeure” i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1, basing on the restrictions on transport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dispatching personnel or even on the listed event of
“blockade” . However, it is also arguable for the Seller that since “epidemic” was
not listed in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and tha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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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ou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only the system of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under the English law shall apply. Hence, there exist sufficient factual
and legal basis for Seller to decline the force majeure notice sent by the Buyer.
It is both parties’ right to interpret the Contract and laws from their own stands.
To apply the system of force majeure, it is the very first step for Buyer to prove
that the epidemic conforms to the definition of “force majeure” mutually
agreed in the Contract. The Buyer should also prov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delay in, partial or failure to
performance, and that the Buyer has taken reasonable measures to avoid or
lower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such as sending the prompt written notice to
the Sell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the agreed terms of sale are CI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s of sale in the
Contract, Incoterms 2010 shall apply. Under the terms of CIF, the seller is
obliged to supply goods, purchase insurance and arrange international freight
transportation. Risk for seller ends at the port of discharge. The buyer is obliged
to pay the price of goods as agreed, take delivery of goods and complete the
import clearance and formalities. To be made by way of the irrevocable L/C as
agreed in the Contract, the payment is actually largely guaranteed. Besid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1, neither parties
could be exempted from liabilities of the pecuniary obligations for any delay in
or failure to performance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meaning that the Buyer
could not be exempted from its obligation to pay the price of goods as agreed
eve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pidemic. Therefore, the main obligations that
is arguable for the Buyer lies in the latter two, i.e. to take delivery of goods and
to complete import clearance and forma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1, failure to
accept delivery in whole or in part because of the occurrence of an event of force
majeure shall not constitute a default.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our client could
declare force majeure on the basis of it inability to take delivery of goods and to
complete import clearance and formalities.
Besides, the Buyer may also claims that considering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at
“blockade” is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listed in the Contract, the epidemic
brings about restrictions on the mobility of people and transportation, the
buyer is an offshore company, as well as the epidemic broke out exactly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personnel of both the Buyer and the bank have not
resume work and therefore the Buyer have no way to open the L/C.
Howe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the agreed discharge ports are the
port of Rizhao, LYG, Qingdao and Huanghua. It is reported that since 10 February 2020, all of these ports has resumed work successively in good order.
Additionally, most of the banks has already resume work and could offer to open
the L/C currently. Apart from tha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tice Regarding
Allowance for Consignee’ s or Consignor’ s not Being Present When the Customs
Inspecting Good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Notice No. 24 (2020)),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epidemic, the consignee or consignor may choose to entrust the
operator of the customs’ supervision and working place where the goods are
stored or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ransportation to accept the goods, or to notify
the customs by e-mail, electronic, etc.,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be present.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customs will inspect the goods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the consignee or consignor. As a matter of fact, these tasks are usually accomplished by agents during normal times. Therefore, it is doubtful that the Buyer
could claim force majeure on the basis of the its inability to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of open the L/C to make payment, take delivery of goods or complete
import clearance and formalities.

In conclusion, the legal advice of our team is as follows: in our case, although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difficulties exit to successfully prove the COVID-19
epidemic to be a force majeure event. However, theories are never monistic.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both have the rights to raise their own stands and there is
usually no definite answer. As Doctor Li Wenliang, the hero and whistleblower
who sacrificed his life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epidemic, once said: “there
should not exist only one voice in the world.” The key issue here is the ability to
discover and organize evidence.
（iv）Response to the Occurrence of Force Majeure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As the perennial legal advisor of the Buyer, we hereby suggest that the Buyer
could claim force maje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to delay in
performing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The strategies to make such claim to
the Seller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 that may be incurred therefrom requires
analysis and speculation based o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as well as
the whole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2,3,4:
“16.2.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ny event of Force Majeure, the party affected by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shall promptly notify the other party hereto in
writing of such event and shall specify in reasonable detail the facts constituting
such event of Force Majeure. Where such notice is not given within the time
required, Force Majeure shall not justify the non-fulfillment of any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tract.
16.3. Both parties agree to use their respective reasonable efforts to cure any
event of Force Majeure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reasonably possible to do so,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the settlement of strikes, lockouts, and any other industrial disputes shall be within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party asserting Force
Majeure, and save that where the Seller is the party affected by the Force
Majeure, it shall not be obliged to purchase additional Product from any other
source other than the Producer, or load the Product or any other iron ore at any
other port other than the Loading Port specified in the Commercial Terms or,
where no Loading Port is specified in the Commercial Terms, the port at which
the Seller intended to load the Product prior to the Force Majeure start notice
being issued.
16.4.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deliveries shall be suspended for the duration of such Force Majeure, but if such Force Majeure shall last more than 30
(thirty) calendar days, the tonnage affected may be cancelled with immediate
effect by the Sell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27:
“27. CANCELLATION
The Seller shall have the option to cancel the Contract in full or in part, immediately or at a later stage, at Seller´s option and convenience, or to store or
procure the storage of the goods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the account and risk of
the Buyer and to charge the Buyer the expenses thereby incurred, or to hold the
Buyer fully to the contract, or to take any other measures the Seller deems
appropriate, without prejudice to its rights to indemnification, without liability
on Seller´s side, in any (but not limited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ases:
(a) when the Buyer fails to comply with any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the
Contract, or
(b) when, in case of force majeure, the Selle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nature or
the dur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is such, that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can no longer be demanded.”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under the system of frustration of contract in
English law, the affected party owns the legitimate right to claim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n English law, if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is only a temporary event, the affected
parties could only claim delay in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 in
common law system. If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is a permanent event, due to
which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ntract cannot be realized, the affected party is
then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Therefore, exemption from liabilities by
way of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both bear strict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2, Upon the
occurrence of any event of force majeure, the Buyer shall promptly notify the
Seller within reasonable time, explaining the details and providing the evidence
of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4, in case of force majeure, deliveries shall be suspended for the
duration of such force majeure, but if such force majeure shall last more than
thirty calendar days, the tonnage affected may be cancelled with immediate
effect by the Seller. Additionally,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7, term (b), in case
of force majeure, the Seller has the option to cancel the Contract in full or in
par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r the dur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Drafted unilaterally by the Seller,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nly stipulate the
Seller’ s right and there is little agreement on the contractual rights of the
Buyer, especially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However, as the standard terms,
if a dispute o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such terms occurs, they shall be interpreted unfavorably to the party supplying the term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 Buyer could also undoubtedly claim th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should the force majeure last for more than thirty calendar d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4 and Article
27, term(b), in case of force majeure,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Contract in full or
in part also only rests with the Seller. However, the parties shal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gainst here in deciding the content of the contract. The
contract stipulated by one or the third party shall come into effect only when
such cont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he PRC Contract Law was drafted heavily on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CISG,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For example, Article 5 of the PRC Contract
Law provides that: “the parties shal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in
deciding their respecti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ticle 39 provides that:
“where standard terms are adopted in concluding a contract, the party supplying the standard terms shall defin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Besides, The PRC General Rules of
the Civil Law also incorporates this idea. Article 6 provides that: “all civil
subjects engaging in civil activities shall observe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to
determine reasonabl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Thus,
since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e provided by the Seller, it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laws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In common law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tract requires not only an
offer and acceptance,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is
the benefit to the party giving promise or performing the act, or the loss to the
party accepting such promise.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a contract,
the existence of consideration in a contract itself explains the requirement of
fairness in common law system.
In conclusion, the legal advice of our team is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the nature of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s the standard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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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the Buyer is entitled, the same as the Seller,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such force majeure lasts more than thirty calendar
days in accordance with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6, or to cancel the Contract
in full or in part and exempt from its liab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7,
term (b).
（v）The Legal Risks of Insisting on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Theoretically, both parties have the right to unilaterally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However, in reality,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ce majeure is a complex task. Take this case as an example, the issues
that whether the COVID-19 epidemic could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 and
whether the Buyer could delay in performing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force majeure, are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Consequently, in such cases, disputes are usually unavoida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Article 12, paragraph 2, the Buyer shall open
the L/C at the agreed bank no later than 14 February 2020. However, the Buyer
has failed to open such L/C before the agreed date. As the agreed method to
make payment, whether the L/C is opened before the due date means a lot and
strictly speaking, the Buyer had breached its obli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5:
“A Party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f: (a) the other Party (defaulting party)
commits any material breach of any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and
such breach continues unremedied……”
When the Buyer commits any material breach of any of its obligations, the
Seller is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unilaterally and claim damages
towards the Buyer. Certainly, the Seller may of equal probability, after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choose to continue the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26:
“26. INDEMNIFICATION
The Buyer shall be liable towards the Seller and herewith undertakes to indemnify the Seller for any and all damages and/or costs (to be) suffered and/or (to
be) made by the Seller due to a breach of contract of the Buyer under the
Contract. The Buyer undertakes to hold the Seller harmless in case a third party
institutes a claim against the Seller resulting from a breach of contract committed by the Buy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rticle, in case of the Buyer breaching the contract, the
Buyer shall undertake to indemnify the Seller for any and all damages and/or
costs (to be) suffered and/or (to be) made by the Seller due to a breach of
contract of the Buyer. Therefore, if the Seller chooses to continu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he Buyer should not only perform its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s agreed in the Contract, but also indemnify the damages incurred by its
delay in pay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default costs, there are two factors to consider:
(1) Marginal cost of default;
(2) Loss of business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lk commodity trade, extreme situations occur frequently. For example, in and around 2015, the price of the domestic steel fell
unilaterally from 6100 yuan/ton to 1600 yuan/ton, and the price of al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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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 oxide fell unilaterally from 3600 yuan/ton to 1600 yuan, which severely
influence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f the Ductile iron pipe of the same period,
whose price fell unilaterally from over 800 dollars/ton to about 300 dollars/t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because of the hug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default
cost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s bringing about by default, the international
importer may deliberately find fault with our domestic exporter to make excuses and turn to the spot supplier. In other words, most exporters will inevitably
choose to default in such cases.
Let’ s discuss the case about CNOOC in the preface again. Because of the warm
winter, the price of LNG has fell to a record low.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CNOOC’ s refusing the goods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s that at
least five ships loaded with LNG are drifting off the coast of China and unable to
shore.
What could the suppliers do at this time except pulling the LNG into the se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the supplier has no way but to find buyers in Asia
near them at all cost. This will indefinitely make the market price of LNG
continue to drop. Considering only the ecumenic interes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is much more profitable to give up the long-term contract with a period
of twenty years and buy the spot at the lowest price. However, such interest is
only the short-term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reputation, the suppliers of the LNG involved
in this case, including Royal Dutch Shell PLC and TOTAL SA, are all international energy giant. Consequently, it is difficult to tell the gain and loss of
default in the long term.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 the long-term LNG
contract of CNOOC is very likely to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es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However, such is just a guess
with the details of the LNG contract 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As for the Contract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f our client irrationally notify the
Seller to delay in performing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stituting the force majeure event, there may be adverse
influence to the Buyer’ s business reputation,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the
Seller in this case is also a giant in the iron ore market and has been supplying
iron ore for a great number of domestic steel enterprise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short run, our client could only consider the default cost and the marginal
benefits;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business reputation should definite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recent days, the price of the iron ore has increased back
towards the normal level. Since iron ore supply is still tight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2020, it could be estimated from the tendency that there is high
possibility that the pric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greatly in the future. More
importantly, if the government reapply the theory of Keynesianism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eel industry as the fundamental industry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 epidemic,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ice will rise is beyond imagination. Therefore, although at present difficulties exist concerning the lack of
personnel on guard or the increase of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the management
team of our client, after deep researching, discussion and balancing the gain
and loss, decided that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stituting a force majeure event.
Such balancing of interest is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of ICC Hardship Clause
2003, the situation of Hardship i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PICC), as well as that of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provided in Article 67 of Interpretations of Cert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

cation of the PRC Contract Law (Part Two). Defini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hardship clauses and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will be elaborated in
Part Three.
Apart from the abov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e take-or-pay clause in the
long-term contract, which is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the wholesale energy
supply market and is adopted frequently in LNG trade in recent years. As to the
case of CNOOC, CNOOC’ s approach was regarded as utilizing the epidemic and
force majeure clause as excuses to avoid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long-term
con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take-or-pay clause in the context of LNG trade is
that during the contract year within the contract period, the buyer has to make
full payment even if the buyer does not fully extract the LNG under the
contract. In other words, even if the LNG actually extracted by the buyer is less
the that has been agreed in the contract, the buyer shall also make payment of
the LNG that is not used; in years when the buyer has extracted the full amount
of LNG agreed in the contract, the buyer is entitle to demand LNG not extracted
before within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for free. The take-or-pay clause usually
has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take-or-pay amount and the net
take-or-pay amount of the buyer, and the criteria to decide the minimal price
on the basis of the market price, for the purpose of guaranteeing the profit of
the seller, the stability of the energy supply and preventing the risk of the cost
invested at the early stage, such as the extraction involving huge amount of
capital, transportation, etc., and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herefore, the
take-or-pay clause,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absoluteness of the buyer’ s
pecuniary obligation and its position to protect the seller’ s commercial and
market interests.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concerning the epidemic, if the parties expressly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majeure under the take-or-pay clause or expressly or impliedly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take-or-pay clause under the force majeure clause,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n could by no means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buyer’ s
exemption from payment lia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In view of the above
analysis, in this case, since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rticle 16, paragraph 1
expressly stipulated that pecuniary obligat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obligations
that could be exempted in the event of force majeure for any delay in or failure
to performance, the buyer could not claim its inability to perform the pecuniary
obligation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Consequently, why should the Buyer, bearing the high risk of losing business
reputation and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notify the Seller to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eve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n the basis the epidemic?
（王旭 校）

Annotation:
①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Article 1:
“(1)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to contracts of sale of goods between parties whose places of business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a) when the States are Contracting States; or
(b) when th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a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a Contracting St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rticle, the Convention applies to contracts of sale of goods between parties whose places
of business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so long as the States are Contracting States or the rul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a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a Contracting State. In our case, the parties are the parties whose places of
business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Contracting States. Therefore,
without express exclusion by the parties, the Convention shall apply automatically. However, the parties ex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CISG expressly in the General Conditions.
Part two and Part three written in progress. To be continued.

The iron ore supply contracts are also the long-term contracts. Considering that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have the long-term demand for the importation of iron
ore as well as the monopoly position of the three giants as the suppliers, the
Buyer had better take a long view and make less trouble for themselves.
However, the situation of the LNG market is different. Except for CNOOC,
CNODC and SINOPEC are also monopoly enterprises. Thus, there exists high
legal risks for CNOOC. From the strategic point of view, CNOOC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employ Lawyers like Xu Jie, being kind and proficie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as its external legal consultant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prepare for future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 the case of the Contract, the Buyer’ s main obligation under the Contract is
the pecuniary obligation an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nd they could not
refuse to make pay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stituting a
force majeure event. More importantly, in contrast to performing the contract,
there is not any obvious advantages to delay in performance or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considering the profits and interests that might come with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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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混合仲裁条款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仲裁条款中会指明仲裁由特定的仲裁机构管辖以及仲裁程序所适用的仲裁规则，这两者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即指定 A 仲裁机构为
仲裁管理机构，适用 A 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而混合仲裁条款却是指约定争议由 A 仲裁机构管辖，约定适用 B 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仲裁
条款。

混合仲裁条款的法律风险及实务建议
LEGAL RISKS OF MIXED ARBITRATION CLAUSES AND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混合仲裁条款可能源自交易当事人的疏忽。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修改的过程中会出现疏漏，没有对仲裁条款的仲裁机构名称或仲裁规
则及时修改，导致出现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与仲裁机构不一致的情况。但是，混合仲裁条款也可能是当事人故意设计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
下，缔约方在充分预见到选择的仲裁机构本身规则、约定的其他机构规则以及仲裁条款适用法互相作用的结果的基础上，特意约定与约定
仲裁机构不一致的其他机构仲裁规则，
以实现自身进行仲裁的特定目的。
但是，即便是故意设计，如果当事人约定混合仲裁条款时，没有充分预见到仲裁机构本身规则、适用的其他机构规则以及仲裁条款适
用法之间的互相作用，那么争议发生后，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出现很大不确定性，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详
细论述。
二、
混合仲裁条款可能会产生的不确定性
（一）混合仲裁条款可能不被仲裁机构认可而导致仲裁条款无法适用
笔者对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HKIAC）、深圳国际仲裁院 (SCIA)、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委员会 (CIETAC) 和北京仲裁委 (BAC) 现行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规则适用的规定进行了梳理和对比：

仲裁机构

相关规定
第 1.2 条 仲裁院是唯一经授权对仲裁规则项下仲裁活动实施管理的机构，
包括对按照仲

国际商会仲裁院 (ICC)

裁规则所做出的裁决进行核阅、
批准。
1
第 6.2 条 当事人同意按照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即接受由仲裁院对该仲裁实施管理。

第 1.1 条 凡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或者按照新加坡国际仲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裁中心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的，
均视为当事人已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
并由新加坡国
2
际仲裁中心对该仲裁案件进行管理。

第 1.3 条 本规则并不妨碍争议或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只选择 HKIAC 为指定机构，或请求其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提供某些管理服务，
而不选择适用本规则。特此明确：本规则不适用于选择按照其他规则
（包括 HKIAC 不时采取的其他规则）
仲裁的仲裁协议。3
第三条（三）当事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
或约定对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的，
从其约

姚远（深圳办公室）
中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香港注册
外国律师，擅长处理境内 / 跨境复杂商

马晓尘（北京办公室）

深圳国际仲裁院 (SCIA)

4
适用的其他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机构履行的职责，
由仲裁院履行。

律师助理，主要业务领域为民商事
争议解决及跨境争议解决。

定。
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所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除外。当事人约定

第四条（三）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对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或约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 (CIETAC)

事争议。

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
从其约定，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适用法强制性规定相抵
5
触者除外。
当事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由仲裁委员会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

第二条（一）当事人协议将争议提交本会仲裁的，
适用本规则。当事人就仲裁程序事项或者

北京仲裁委员会 (BAC)

仲裁适用的规则另有约定的，
从其约定，但该约定无法执行或者与仲裁地强制性法律规定
6
相抵触的除外。
当事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由本会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

仲裁作为跨境交易的争议解决方式之一，越来越多被交易当事人认可和采用。笔者在帮助客户审核
交易合同的过程中，有时会发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出现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与选择的仲裁机构不一致的

通过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各仲裁机构对混合仲裁条款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异。

情况。
虽然这种“混合型”的仲裁条款并非必然无效，但是笔者并不建议当事人通过设定这种条款来约定

国内的仲裁机构
（HKIAC、SCIA、CIETAC 和 BAC）均有条件地接受适用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管理案件。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三

仲裁。
本文将通过分析对比部分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结合我国的相关案例，探讨混合仲裁条款背后的法

家仲裁机构均表明，除非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适用法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否则当事人另外约定适用仲裁规则的，从其约定，可以看出

律风险并给出规避相关法律风险的实务建议。

这三家仲裁机构接受混合条款。
而 ICC 与 SIAC 则明确地规定：本机构不接受适用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不接受其他仲裁机构适用自身的仲裁规则。
这样的
规定旨在扩大自身管理案件的范围，增强在国际仲裁领域的竞争力。故 ICC 与 SIAC 均对混合仲裁条款持否定态度。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选择混合仲裁条款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即：选定的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是否能够互相接纳，这里既要分析
仲裁机构是否可以接受其他仲裁规则，又要分析该仲裁规则是否允许被其他仲裁机构所适用。如果约定的仲裁机构不认可混合仲裁条款
（如 ICC 和 SIAC），那么该机构有可能据此拒绝受理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案件，
进而导致当事人进行仲裁的目的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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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机构管理案件时可能产生程序冲突
当事人约定混合仲裁条款的一个巨大隐患在于会让仲裁机

德 · 视 点 － OP I N I O N S

成新的一致意见，仲裁庭有权对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既已约定的
仲裁规则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作出决定。8

构管理案件时产生程序冲突，进而导致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混合条款会极大增加仲裁程序实施的

不符合仲裁协议的约定。
各个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关于仲裁庭组

复杂程度，特别是当选择适用的仲裁规则与当前的仲裁机构自身

成以及具体仲裁程序均存在差异，即便仲裁机构同意适用其他机

规则出现重大冲突时，仲裁庭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解决这

构的规则，在管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否符合仲裁协议的约定仍然存

种冲突，导致整个仲裁程序成本增加。此外，由于约定的仲裁机构

疑。

的仲裁员或仲裁秘书可能对其他机构的仲裁规则不甚熟悉，可能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阿尔斯通诉浙大网新一案

（简称
“浙大网新案”
）
中，双方当事人在 2004 年签署的协议中约
定，任何和所有该等争议应由 SIAC 根据届时有效的 ICC 仲裁

“一带一路”上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之完善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RBITRATION
SYSTEM ON THE BELT AND ROAD

会出现规则适用错误的风险。
三、
实务建议

“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争议解决机制是
“一带一路”
法律
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在各种争议解决机制中，国际商

鉴于此，笔者提出建议如下：

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后双方生争议，SIAC 受理了本案，但并未按
照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适用 ICC 仲裁规则，而是自行决定适
用 SIAC 仲裁规则来组成三人仲裁庭。
仲裁裁决生效后，阿尔斯通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向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SIAC 的裁决。杭州中院驳回
了阿尔斯通的申请，对 SIAC 的仲裁裁决不予承认与执行。
法院
认为，本案中当事人约定适用 ICC 仲裁规则，根据 ICC 仲裁规
则第 8.4 条规定首席仲裁员只能由国际商会仲裁院任命，但案
件仲裁过程中 SIAC 按照自身规则第 8.1 条“由两位边裁选定
首席仲裁员”的规定选定了首席仲裁员，造成所组成的仲裁庭与
当事人之间协议不符，属于 1958 年《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丁）
“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
7
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
之应不予承认与执行之情形。

通过上述案件及法院的审判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当事
人选择的其他仲裁规则与选择的仲裁机构本身仲裁规则差异过
大，可能会在仲裁机构管理案件过程中产生程序冲突，而这也成

一、
引言

选择的仲裁机构是否支持自身管理的案件适用其他机构的仲裁
规则；2、选择的仲裁机构自身规则与约定的其他机构的规则是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

否存在较大差异；3、根据仲裁协议适用法，混合仲裁条款是否

国际关系，截至 2019 年 4 月，我国已经与 131 个国家和 30 个

会导致仲裁协议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建议当事人在设计混合仲裁

国际组织签署了 187 份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1，共建
“一带

条款时，寻求仲裁业务律师的专业意见，以最大限度确保仲裁条

一路”国家已由亚洲延伸至欧洲、非洲、拉美等领域，从中国倡议

款的实施能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变为全球共识。

（三）在约定混合仲裁条款时，也可以约定适用风险较小的

但
“一带一路”沿岸国家众多，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仲 裁 规 则》
（UNCITRAL）
。由 于

展中国家，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千差万别；国家之间文化和政

UNCITRAL 仲裁规则旨在制定为各国所接受的统一仲裁规则，
并 不 排 斥 仲 裁 机 构 对 其 的 适 用 , 所 以 在 实 践 中，选 择 适 用
UNCITRAL 仲裁规则进行案件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风
险。 （潘籽含 校）

陈燕红（北京办公室）
华北电力大学教师，硕士生导师。
擅
长办理专业性较强的金融、保险、资产交
易事务，涉最高院、最高检、贸仲、各省高
院重大、
疑难、
复杂诉讼案件。

1. 国际商会仲裁规则（2017 版）。

治环境差异较大，司法制度更是横跨当今主要法系；同时
“一带
一路”项目多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领域，容易发生争议，所
以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广和合作加深，出现争议也是必然的现
象。
“一带一路”的提出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投资机会、经济
合作和文化交流，具有改变现有全球经济环境的巨大潜力，在发
展过程中出现各种争议是正常的，无视或者压制争议的出现是

2.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2016 版）。

不正常的。
通过合理的沟通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国际认可的争

3.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2018 版）。

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将更有利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更

（三）加大仲裁程序实施的复杂程度
除了上述风险外，采用混合条款难免会导致仲裁程序实施的
复杂程度增加。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首信股份

4. 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2019 版）。

有限公司与微软移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简称

5.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 版）。

交 CIETAC，但是根据 ICC 的调解仲裁规则（1988 年 ICC 仲

仲裁制度的完善，助力“一带一路”
争议解决和战略落地。

（二）如果当事人有意约定混合仲裁条款，那么要注意：1、

整个仲裁程序的进行。

“北京首信案”
）
中，双方当事人的仲裁依据是，双方约定将争议提

裁机构合作、仲裁理论研究、立法规划等方面积极推进国际商事

用的仲裁规则和选择的仲裁机构保持一致；

为选择“混合条款”的第二个考虑因素。因为混合条款中仲裁机构
和仲裁规则的
“不配套”
往往会使仲裁程序冲突频发，进而会影响

事仲裁已经成为跨国间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手段，我们应从仲

（一）在约定或修改仲裁条款时，当事人应当特别注意让适

6.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9 版）。

有利于项目的发展和落地。
二、
现有争议解决机制
争议解决机制是“一带一路”法律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
环节，缺少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
将无法保持

裁规则）
在北京进行终局仲裁。但是，仲裁开始后，由于当时选定

7.(2011) 浙杭仲确字第 7 号。

长期、稳定发展。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当今国际社

的 1988 年 ICC 仲裁规则已经失效，CIETAC 推定适用 1998

8.(2015) 二中民特字第 13516 号。

会本身存在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如下：

年 ICC 仲裁规则，并据此选取仲裁员及推进仲裁程序，仲裁程序

（一）项目所在国司法途径

自 2010 年 12 月启动，直至 2015 年 6 月方才做出裁决，整个
程序长达四年半时间，而其中双方对仲裁程序均提出异议，导致
仲裁程序多次陷入僵局。
裁决作出后，申请人北京首信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理由是仲裁机构 CIETAC 没有严格适
用双方选择的 ICC 仲裁规则 ( 包括仲裁员选择、仲裁语言确定、
案件管理等方面 )，进而违反仲裁程序。最终北京二中院驳回了
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认定，适用何种仲裁规则审理仲裁案件并
不影响当事人对仲裁机构的约定并进一步明确，在当事人对约定
仲裁规则的适用存在争议时，
如果双方不能对仲裁规则的适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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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但从法律体系看，他们绝大多数国家还是沿袭发达国家的法
律制度，比如沿袭欧洲德国、法国等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沿袭英
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俄罗斯
等东欧东亚国家，虽然也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独特的历史经历
又导致它与其他大陆法国家的不同；阿拉伯国家及伊朗属于阿
拉伯法系等等。
虽然各国所属法系各不相同，
但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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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系，其中法院在司法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对
发生的争议进行有效的裁判，
然后根据裁判结果进行执行。
（二）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
“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往往会成为项目的一
方，如果双方在协议签订时约定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则根据双
方签订的协议，
我国法院也是有管辖权的。
另外，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
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
定》
，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作为常设审判机
构，
明确规定了受理案件的范围。
（三）民间机构进行的调解
调解作为一种民商事争议的解决手段，
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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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撑的国际仲裁中心。因此，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与国际规
则相接轨，
会助力
“一带一路”
战略的推进。
三、
国际商事仲裁争议解决机制的比较优势
（一）大写意到工笔画的配套措施
2018 年 8 月 27 日，习近平在北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
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
‘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
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
”
建设
“一带一路”正在走深走实，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同样
也意味着合作的加深和利益的分配，争议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只
有及时配套建立顺畅的争议解决机制才能保障从“大写意”到
“工笔画”的落地。
（二）诉讼手段的局限

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非常重视调解作用的发

诉讼程序通常在公开法庭进行，媒体和公众可以获得有关

挥。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聘请 32 名中外专

判决的信息。
因此，争议的潜在不良影响和敏感信息披露可能成

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

为
“一带一路”各方，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最大关注点之一，

受国际商事法庭委托调解国际商事纠纷，就人民法院审理国际

也是各参与方主体及所属国不愿发生的事情。

商事纠纷案件所涉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就国际商事
法庭的规则修订及发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及司法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司法程序繁琐，判决执行困难。与诉讼外的争端解决机制
相比，诉讼所消耗的时间通常较长，需要经过繁琐的审判程序才
能形成判决，这不利于争端的及时化解。此外，国外法院裁判的

另外，我国民间也积极参与调解活动。
如 2018 年 10 月

承认和执行存在困难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判决只有得到完

10 日，
“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解论坛暨
“一带一路”
国际商事调

整执行，争端才能被认定为有效化解，这也是当事人的最终追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该地可以是中立审理地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本国），甚至有权选

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择仲裁庭适用的法律和语言等。
2. 保密性

秘密和商业信誉。
在
“一带一路”项目中，往往涉及到我国的国企、所在国的
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参与方都由保密的内在需求，更不希望将争
议公之于众，
而仲裁的内在特性满足这要求。
3. 仲裁员的专业性
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员时，仲裁员可能因各自在贸易、投资、
建筑工程或其他相关领域的特殊技能或专长而被选择为仲裁
员，有经验的仲裁员可以迅速抓住事实或法律的主要争议点，节
省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
同时，仲裁员在仲裁中可持续参与，因

中因审理级别不同而由不同的法庭来处理案件。

裁决是一裁终局制，没有上诉和再审程序，不同于诉讼的
多审级模式，
可以从流程上节省时间。
5. 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
在我国，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败诉方不自觉履行，
胜诉方可根据中国《仲裁法》
《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跨国争端的最佳途径。但由于不同国家间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差

解原则的《罗马宣言》，签署之日起适用于各方。
宣言明确表示，

异，发生争议时，双方都可能产生对当地法庭规则和法律的不熟

支持使用调解作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先适用的解决方式；承

悉、对当地法官公正性以及地方政府对法院影响等情况的忧虑。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纽约公约”
），一旦发生民商事

认和支持使用在线调解系统进行调解，实行线上和线下调解相

即使一方获得有利的判决，若没有合作方的积极配合，执行上的

纠纷，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将成为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也

结合；在线调解程序适用线下调解程序所适用的同样的正当程

失败也可能导致整个判决丧失意义，这会涉及到不同司法管辖

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该公约的规定，中国仲裁机构作

序标准，特别是在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保密性方面亦保持

区的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不尽相同这一问题。诉讼手段的特征

出的仲裁裁决能在 150 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统一标准与水准。

导致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

手段。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作为国际化程度极高的一种纠纷解决
制度，因其更能体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欧美等市场

仲裁一直是解决商事争议的首选方式。和其他争议解决方
式相比，仲裁具有以下优势：
1. 裁决做出者的公正性

经济发达国家商事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其开放的规则、灵活的
争端解决机制，使其成为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的重要平台和媒介，
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基本都是以国际著名仲裁机构为

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有争议的当事人几乎总是来自不同

即总有一方涉及到“外国”的概念。
而在仲裁方式下，当事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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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在国际上，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几乎全部加入了《关于承

衔接的争端解决服务保障机制，切实满足中外当事人多元化纠
纷解决需求。
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
构，
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
为有效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执行上述意见，各主体应积
极推广并完善能够适合
“一带一路”上的商事仲裁制度。
（一）贸仲委战略调整服务
“一带一路”
在我国大陆提供涉外仲裁的机构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贸仲委”）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其中又以贸仲委
在此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积极和明显。
为了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贸仲委于

分国别、分批次的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涉外）仲裁制
度研究，并于 2016 年 4 月第一次在网上公布
《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国际仲裁制度研究》
课题成果。
其次，2017 年 10 月 1 日，贸仲委出台《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
（
“
《投资仲裁规则》”
），
积极推动当事人选择《投资仲裁规则》作为争端解决机制。在贸
仲委不是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指定或设想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情
况下，东道国是否同意在特定投资协定中指定贸仲委作为争端
解决机构，将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包括中资银行或为该项目提
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谈判能力。2
2018 年 10 月 28 日，武汉仲裁委在北京举行
“一带一路”
（中国）仲裁院成立大会。这是中国仲裁界首家服务“一带一路”
战略的专业仲裁院。
杨良宜、朱树英、秦玉秀、于腾群等 77 名境

四、
服务
“一带一路”
的国际商事仲裁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内外专家被聘为仲裁员。
（二）香港仲裁机构发挥特殊作用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
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
“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

的国家，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院”
是另一方当事人的外国法院，

司法、法治文化的差异性，积极培育并完善诉讼、仲裁、调解有机

2015 年启动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国际仲裁制度研究》
课题，
4. 解决争议的迅捷性

家的 21 个机构和代表共同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

当今社会，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跨国间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

意见》
，包括坚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原则。充分考虑“一带一

为仲裁庭是受委任来处理特定的案件，这就不同于法院等形式

求。
因此，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的司法情况来看，诉讼并非化解

（三）仲裁解决争议的优势

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

路”建设参与主体的多样性、纠纷类型的复杂性以及各国立法、
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从而可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地商业

解中心调解规则评议研讨会在意大利罗马举办，最终 12 个国

（四）国际商事仲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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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the judge and the jury”形成仲裁庭，可以选择仲裁地

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标志着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正式上升为国家策略。

对于
“一带一路”项目，无论是大陆的贸仲委仲裁，抑或是
东道国仲裁，都无法足够中立到令各方都能接受。而实际上，香
港受惠于“一国两制”的法律制度，依旧是一个普通法管辖区，并
且因为内地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订有特殊的安排，即
《关于内地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规定如任何一方
未遵守在香港作出的仲裁裁决， 另一方可向相关人民法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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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该香港裁决。换言之，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对东

裁决却因违反仲裁裁决地法而无效。这种尴尬的局面对我国的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基于个别仲裁案例的现实需

道国一方的有利之处在于，相较于在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

民商事主体是不公平的，并且不利于我国对《纽约公约》的遵守

求，在欧洲大陆兴起了一种否定仲裁地法律约束的理论，主张国

或巴黎作出的裁决，
香港裁决将会享有更优越的强制执行权利。

和履行。

际商事仲裁可以不受仲裁地法律的约束，主要体现为仲裁过程

而临时仲裁作为当今流行的争议解决方式，在
“一带一路”

所以香港的仲裁机构可以充分发挥上述吸引力，助力“一
国两制”
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推广及完善。
（三）司法对仲裁的支持空间

这样的涉及多国的场景下，有其适用的现实必要性，建议通过在
上海自贸区试点或者修改立法的形式承认临时仲裁制度。

“非内国化”理论更加强调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突破
互联网已经渗透进当今生活。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8 月

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了“选定符合条件的国

13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告显

际商事调解机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

示，
我国网民由 1997 年的 62 万人激增至 2018 年的 8.3 亿人。

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形成
“一站式”国际

2018 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 711 亿 GB，是 2013 年

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

3
的 56.1 倍。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涉“一带一路”

通过修改完善现有的规范性文件，积极在国际商事仲裁制

建设的十起典型案例，在
“申请人西门子国际贸易 ( 上海 ) 有限

度中认可并推广网上仲裁，是扩大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手

公司与被申请人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段。

出了积极的倾向。
（四）仲裁研究的深入
2017 年，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对于中国仲裁的进
一步国际化，首先就是要深入推动中国仲裁理论研究的国际化，
使中国的研究成果影响并促进国际仲裁理论发展的同时，也要
在中国搭建平台，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专家参与进来贡献智慧，使
中国成为国际仲裁理论研究的高地。

现在关于网上仲裁，仍有许多障碍。
《仲裁法》第十六条规

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
裁的协议。
”
《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一条明确规定，将包括数据电文在内的几种形式纳

约国，我国在加入时仅对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作出声明，因此对
于公约中的临时仲裁制度我国是予以承认的。
国内规则层面，我国现行《仲裁法》并不承认临时仲裁制
度。
《仲裁法》第十六条和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中应当约定仲
裁委员会，否则仲裁协议无效。
诚然，临时仲裁由仲裁庭组成，在
仲裁协议中无法约定仲裁委员会，故我国国内法对临时仲裁持
否定态度。
因此造成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时，国外
所作出的仲裁与我国作出的仲裁不对等。国外的临时仲裁裁决

其境内做出的仲裁裁决实施撤销权的司法监督。
”5 但不可否认
的是“非内国化”理论反映和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一体化的发
展，同时国际商事仲裁一体化又加深了各国对“非内国化”理论
的研究，两者的互相融通能够促进彼此的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面对如此多元的法律文

五、
推广及完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意义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签订双边
投资协定，保护本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同
样在发生争议时，
东道国也希望有争议双方接受的解决机制。

入仲裁协议的范围中，由此确认网上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但障

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恰恰能够承担此国际使命，所以多渠

碍在于数据电文因其特殊性，如双方当事人没有妥善保存或后

道、多方式地推广与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是中国与沿线国家

期无法调取，会造成仲裁程序无法启动或仲裁裁决被撤销的后

在推进“一带一路”法律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课题，是“一带一

果，所以建议立即完善上述解释，对数据电文的长期有效性作出

路”
上的有效保障。（张霞 校）

我国应同步优化网上仲裁规则。建议修改贸仲委网上仲

词指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所作出的裁决。
作为《纽约公约》的缔

指出其不足，比如
“非内国仲裁理论的实质是剥夺主权国家对在

定了仲裁协议可以采用“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

1. 临时仲裁

层面把握：国际规则层面，
《纽约公约》
规定，公约中的
“裁决”
一

仲裁地法的权威地位，这都是其本身的价值体现，虽然也有学者

化差异，积极推进
“非内国化”
理论，将有效推进争议的解决。

明确规定。

对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反思应当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规则

仲 裁 的“非 内 国 化”理 论（denationalized arbitration or

2. 网上仲裁

方面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制度和流程。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

裁裁决，由此可见，内地法院依照
《纽约公约》
执行外国仲裁表现

由化，排除仲裁地司法权的管辖。这种主张一般被称为国际商事

4
delocalized arbitration）
。

我国作为
《纽约公约》的加入国，各级法院在执行涉外仲裁

决一案”
中，中国法院认定并执行了两方均为中国法人的外国仲

中可以适用非仲裁地的程序法，促使国际商事仲裁更加高度自

裁规则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开庭审理的案件，仅
在网上仲裁存在阻碍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仲裁庭才有权将
仲裁方式改为现场开庭的方式，或决定证人以常规现场开庭的

1. 中 国 一 带 一 路 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2019 年 8 月 11 日访问
2. 在贸仲委不是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指定或设想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情况下，东道
国是否同意在特定投资协定中指定贸仲委作为争端解决机构，将主要取决于投资
者（包括中资银行或为该项目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谈判能力。

方式及其他适当的方式作证。以消除网上仲裁开庭方式的不确
定性，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3. 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已完成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报告中详细分析了中国网民规模情况，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所以应积极推广网上仲裁理念和实践。
贸仲委于 2009 年
初制定的《网上仲裁规则》，作为国际上第一个由仲裁机构单独

8.54 亿，上半年共计新增网民 2598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61.2%，较 2018 年底
提升 1.6 个百分点。

制定并实施的
《网上仲裁规则》，可以打破原有的地域限制，争议
的当事人在自己的国家通过网络就可以解决纠纷，大大节约了

4. 陈燕红“非内国化”理论及其对国际商事仲裁一体化的影响 [D]. 北京：对外经

交易的成本，良好的网上仲裁会对跨国贸易和投资起到积极的

济贸易大学 2014 年 3 月，第 2 页。

作用，这是
“一带一路”
落地的有效手段。

5. 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5 页。

依据
《纽约公约》
可以在我国承认与执行，
但我国所作出的仲裁
3.
“非内国化”

103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104

德 · 视点 － OPIN I O NS

中国民用无人机数据保护比较研究:
基于无人机属性、网络安全及欧盟数据保护
DATA PROTECTION OF CIVIL UAV IN CHINA: NATURE, CYBER SECURITY AND
THE EU COMPARATIVE GDPR

文露（上海办公室）
擅长于投资交易与争议解决。

Wen Lu, expertise on Investment and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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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6 Cyber Security Law, known a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GDPR, ushered in
the era of digital compliance regulation in China. However，this law is far from
enough for data compliance policy, especially in many special emerging areas,
including dro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AV seem to conflict with data compliance. UAV emphasizes capturing information, or even to the maximum extent,
and data protection requires 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data.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issue and promote further attention to data
compliance in the field of drones, the author combines her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data compliance with EU data compliance GDPR and drone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supervision in China and EU comparative enlightenment of civil UAV data
protection.
In May 2019, 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issued a warning that
Chinese-made drones[ According to Article 5 of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the
Flight Administration of Unmanned Aircraft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an
unmanned aircraft refers to an aircraft that is not operated by a pilot on board,
including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autonomous aircraft, model aircraft etc.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and autonomous aircraft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drones.] have divulged very sensitive aircraft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side, and these data are held by the Chinese-side, which would bring
great security risks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he world's largest drone manufacturer China DJI[ Currently 80% of the
products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Israel are from
DJI.] directly listed as a target of sanctions. In early November 2019[ Foreign
media :The Verga.]，U.S. Home Secretary，who oversees federal land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aid it would suspend about 810 drones for cyber security
reasons. This department has one of the largest drones in the US government,
and each of the 810 drones contains components made in China. Therefore,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DJI with ideological problems, drone data compliance is almost touching the freezing point at the
Chinese policy level, though the current supervision is still absent and there is
no legal basis to follow.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rones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a new thing with a lot of unsolved in-depth issues, such as data
compliance, and promotions have not really erupted. However, in the fact that
UAV is widely accepted in more application scenarios, its behavior of data
extract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and use must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ntity not to mention the Military UAV related to
very sensitive political security and military security issues.

中文摘要

Ⅰ.Potential Data Security Risks of Drones

2019 年《网络安全法》正式出台，这部被誉为中国版 GDPR 的法律，标志着中国数据合规监管时代的到来。但是，对于数

One of the biggest highlights of drones is that it has maximum access to external
data and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the UAV consumer market largely depends on its nature ability to
extract data and information , in addition to its real-time sharing function,
that is, after adding the chip, the UAV system has the ability of airborne computing. It can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networking, and even share or upload videos
and pictures taken online. But this advantage has also become its biggest risk

据合规政策的规范远不应仅为此，特别是在许多特定、新兴行业上，这其中就包括了无人机。无人机自身的属性就
“天然”
决定会
和数据合规存在一定的冲突，因为无人机更希望获取信息甚至是最大限度获取信息，而数据合规则意味着是对数据使用进行限
制。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数据合规在无人机领域的运用及发展，笔者结合自身在数据合规领域的经验，特别是结合欧盟
GDPR 及欧盟无人机相关的立法，分析了中国民用无人机数据保护相关的现状、发展及特点并以欧盟法作为比较法进行分析
与总结。

point, that is, the problem of data security. Moreover, sometimes there is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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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For example, some pilots want to share
pictures and videos with heir drones so that they can be viewed through the
SkeyPixel website, but the move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companies and
supervisors as sensitive videos and photos. Videos and photographs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involve trade secrets and state secrets.
Ⅱ.Drones and Invasion of Privacy
For the invasion of privacy protection, first of all, it comes from the collection
side. The powerful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f drones is dangerous to personal
privacy. The shooting range of imaging devices carried by drones is not limited,
so it is very likely to take pictures or videos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private property, thus invading people's privacy. Moreover, UAV can easily collect sensi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physical location and biological inform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its infrared camera, thermal sensor, GPS and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second is the us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end. Drones can easily read
external data (including flight records, photos and videos) through their own
machines, then transfer them over the wireless network or by reading the data
to a background server or computer for processing and transmitting any data to
any party. Therefore, the root problem of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lies in
the Internet media.
UAV systems need to update maps and flight restric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update of this information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otherwise the
use of its products will be subject to many restrictions. Once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it is inevitable to involve the problem of network security.
In addition,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1 of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the
Flight Management of Unmanned Aircraft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The
unit or individual organizing the flight activity when the flight plan for drones
that has been applied for and approved, shall report the planned flight timing
and brief condition to the aircraft control department one hour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UAV, keeping abreast of the flight dynamics in real time during
the flight, and maintaining communication with the flight control department.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6 of the draft, the flight dynamics of civil UAV
shall be shared with public security,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shall establish a public safety organ system for civil UAV.
Through these two pieces of legisl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drones in
China must share data online and real-tim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ors, so this
means that the Internet must be embedded in the drone system and enabled
online at all times.
Ⅲ.Security Risks for Cloud Data
Based on the need of data acquisition, UAV users usually synchronize
the obtained data to the cloud database, a severely afflicted area with
tense tasks. Telecommute operators, for example, can use drones to
provide temporary network services to battlefields, disaster areas or
other hard-to-reach areas; airlines or large power plants also use
drones to check the state of infrastructure or hazardous areas. O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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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account is stolen, it will be easy for the attacker to obtain the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driving path, the photos and videos taken by the
drone, the instant view of the drone or the location of the pilot.

security. However, although there is no legislation, regulations, or systematic
documents, but through some other legal documents and regulations, we can
also see China's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drones.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Ⅳ. Security Vulnerability Threat

ⅰ.Real-Name Supervision of Drone Owners

Commercial drones are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on because operator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encryption means such as Wi-Fi or GPS. This can
cause malicious actors to intercept data sent to and from drones. In contras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ilitary UAV and ground control is protected by hardware or software encryption. Once the drone is hijacked, malicious actors can
control the data on the drone, including flight tracks and any pictures and
videos taken, and even control the drone's activities, so as to pose a threat to
aircraft and personnel. And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in drones can physically
access networks and devices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obtain data from
systems that have been limited by scope and cannot be accessed by other means.
This vulnerability setting can cover up the identity of the intruder, making the
drone almost undetectable.

In May 2017,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gistration of Civil Unmanned Aircraft under
the Real-Name System, which requires that as of June 1, 2017, the owner of a
civil UAV must register under its real na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and the sale, transfer, destruction, scrapping, loss or theft of the UAV
must be notified in a timely manner. This allows drone privacy protection from
its roots, that is, data collectors and user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regulatory
target. Once there is a violation of data protection, the subject of infringement
can be locked as soon as possible.

Ⅴ.China's Legislation on UAV Data Compliance
Not only in the area of data compliance, but also in the legislation itself is still in
an exploratory period, and the focus of the legislation prefers to flight safety.
On 26 July 2019, the Interim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UAV Flight
once again solicited public comments [ The drafting of the document was
formally launched in August 2014.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ramework
design (August 2014 to January 2016), text preparation (February 2016 to April
2017) and argumentation revision (May 2017 to the present). ].The draft covers
UAV systems, UAV pilots, flight airspace, flight operation and related legal liability issues, a total of 65 provisions, and does not mention the issue of UAV data

It can be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or block chain certificate.
Although this specification has not yet been formally issu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ata compliance of the future UAV. The data risk end based on the
UAV lies in the data cloud system. Therefore, the regulatory policy has put
forward mandatory requirements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data clou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prevention of data risks.

awarded that legal data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may concern whenever you
collect personal data, unintentional-something easy to happen when using a
drone. Any drone operation that involves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must
comply with specific legal obligation and restriction, including the known GDRR[
EU Data Protection Regulators Issue Guidance on Drones by Laura De Boel on
September 15,2015.].

ⅲ.Restrict the Flight Area

The term “personal data” of GDPR is a very broad concept that covers any type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n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 person. As a result, any
use of a drone that captures images which identify an individual (such as a facial
image) will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data protection legislation. But the same also
applies if the drone collects any type of data (such as location, house fronts,
phone number, vehicle registration plate, IR image, etc.) that can be linked to
an individual.

On January 3, 2019,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issu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Operation of Light and Small UAV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low-altitude, slow-speed and micro-light
UAV of specific objects. Article 10 of the regulation stipulates that drones
connected to cloud system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restricted areas, and drones
that are not connected to cloud systems are not allowed to break through
aircraft restricted areas, unapproved restricted areas and dangerous areas.

ⅱ.Regulation of Drone Cloud Systems

ⅳ.Third-Party Platform Hardness Requirements

On June 24, 2019,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issued the UAV
Cloud system data Specification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which aim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UAV cloud systems. And the cloud system must achieve data
sharing and data transmission effectiveness with the national UAV integrated
regulatory platform. In addition, two data transmission links are realized
between UAV system and UAV cloud system, UAV cloud system and UAV cloud
exchange system. The specification specifically mentions the security capability
requirements and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UAV cloud systems, with a data
security level of at least level 2, and its data storage must meet AC-91-31
requirement.

On January 30, 2019,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issued the
"Light and small Civil UAV Flight Data Submission and Regulations"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The draft puts forward third-party platform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light and small civil UAV. According to Article 5 of the draft,
the system should establish an antivirus mechanism and carry out antivirus
system management.
In addition, other security tools such as professional firewalls should be
installed. Only the ports that must be used for data transmission can be opened
to prevent hackers from invading, and regular vulnerability checking functions
should be configured.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Industry Management Office of the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conduct regular inspections of third-party
platform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Ⅵ.Drones under GDPR[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UAV
National UAV Regulatory System
UAV
UAV SYSTEM
Exchange
System

UAV Data Storage System

ThirdParty

UAV

UAV Real-Name Filing System

At present, the world has a wide range of data compliance regul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GDPR, ushered in a wave of data supervision. However, legislation for either drones or its data compliance lags behind. In the case of
drones themselves, som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pecify areas or routes
where commercial drones can be tested, but most of them do not have legislation to approve them.
In Europe, priva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are recognize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European and national legislation protects us from external intrusions into private lives, considering their illegal. This includes interference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drones.
In Europe,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d any other type of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s governed by the specific law. The EU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and the
GDPR set out the various requirements for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of personal data.

UAV
Other Systems
UAV

As a professional drone operator or customer of drone services, you should be

Chapter 2 of the GDPR guards nature person with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of natural persons for privacy on data processing. The data owner has
certain date protection right to bind or oversee the drones use (correct, amend,
delete etc.) of personal data. The data owner has the right to access, update or
delete the information drone operators have on them. Whenever possible, they
can access, update or request deletion of personal data directly within personal
account settings. Another right is to have data owner’ s information rectified if
they think the information is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The right of objection,
restriction, date portability are also rudimentary to data possessors.
Under the GDPR of its Article 4, drones use for photograph or for shooting firms
or any other commercial purpose are applied since these activities deal with
personal images which is the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from a nature person
are considered as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reas, the preconditional clauses of
153 give derogations or exemptions when the picture would be used if it’ s necessary to execut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including
journalistic, academic, artistic and or literary expression. Whereas, the image to
be published in the future still need consent from the data owner. The cloud
server is key to drones and the same as GIS, information to prevent stealing
these personal identify where the internet medium is easy to be attacked.
Another critical issue about cloud service is about implement retention of data
subject. On the basis of the GDPR Article 11.1, personal data may not be stored
longer than need for predefined purpose, so implemented and drone controller
or operators must delete the data efficiently. 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e detention place where the data stored. Though no serious difficulty on local deletion,
the cloud data is hard to be detected and identified particularly in the
multi-service cloud situation when may create another awkwardness about cross
jurisdiction.
Ⅶ.Privacy Protection Under CEROD[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9/945 of 12 March 2019 on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and on third-country
operators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On 11 June 2019 Common European rules on drones,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2019/245 with Commission Implementing (EU)2019/947 has
been published to ensure drone operations across Europe are safe and secure.

China UAV Cloud System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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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les will among others help to protection the safety and the privacy of EU
citizens while enabling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drones and a finite playing field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a has become the first region in the world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set of rules ensuring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of dron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EU) 2019/947, there are measures to protection
data violation from drones.
First, it’ s about the accurate registration. The whereas clause of 14 ask for
operators of unmanned aircraft to be registered where they operate an
unmanned aircraft which, in case of impact, can transfer, to a human, a kinetic
energy above 80 Joules or the operation of which presents risks to privacy,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security or the environment.
Second, the well and full application of specific date protection laws is a must.
This regulation clarified the complication with the applicable Union and national law on privacy and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
those registrations systems should be easily accessible. It means drone operators
or consumers are binding under any special rules about alternative data security
like the GDPR. Its shows a peacefu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viation industry
and its privacy policy enacted in EU.
Next, it raises a high attention on some sensitive information from some pregnable situation. Some areas, such as hospitals, gatherings of people, installations
and facilities like penal institutions or industrial plants, top-level and
higher-leve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s or certain item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an b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some or all types of
UAS operations. This should b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ossibility for Member
States to lay down national rules to make subject to certain conditions the
operations of unmanned aircraft for reasons falling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Regulation, including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on law.
The fourth sector is operational condition. If not satisfies with some compulsive
standards, no drones can be access in UAS geographical zones. The standards
cover a prior operational authorization, specifie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ertain UAS classes only and certain technical features in Article 15 of this Regulation.
An onl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mination is final regarding of an unmanned
aircraft class C1. Only who has completed an online training course followed by
completing successfully an online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mination provid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r by an entity recogniz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State of registration of the UAS operator can be performed by
remote pilot. The examination shall comprise appropriately across the subjects
of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vii) in ANNEX.
Ⅷ.Enlightenment and Comparison of UAV Data Protection
Just like the data compliance legislating process, many countries take GDPR as
the blueprint, and introduce data compliance law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data pro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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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for reference. EU UAV data compliance legislation is also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therefore, whether on China's UAV supervision, or China's
UAV data compliance supervision, could give a lot of reference. Therefore, the
implications we can get include:
ⅰ.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AV data protection li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data compliance legislation, followed by UAV legislation.
UAV data protection is not a special topic, and the core issue is data protection.
Therefore, this means that the data compliance law itself is applicable to drones,
and only puts forward som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data compliance considering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collection, use and dissemination.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islative system, we should have more thorough
data compliance legislation. Just like now we have a " Cyber Security Law", but
this is far from enough.
ⅱ. The GDPR of the European Union emphasizes that the subject is data, while
the subject of China's network security law is the network.

UAV cloud system should provide an effective network interface to the UAV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5, a data transmission link is formed between
the UAV system and the UAV cloud system, and a data transmission link is
formed between the UAV system and the UAV exchang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unified data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port system, the information elements are
defined. "UAV cloud system", "data link", "unified requirements", "two links"
and so on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network definition of
the " Cyber Security Law", that is, certain laws and procedures. Therefore,
strictly speaking, drones apply to the Cyber Security Act.
ⅵ. The data link itself belongs to the network category.
A data link is a link that interconnects data. As long as you have a data terminal
to get the information, you are sure to have a demand of the data cable, just like
if you use a computer via Internet, you can also use the terminal to add something to the data link network.

Cyber Security Law is based on the operator or user in a good faith of disclosing
all collected personal data. But the truth is that due to the difficulty to detect
their undergoing in a drone language, they, re nature not to obey the transparency of using data considering the low cost and possibility of catching their violation. And one the other hands, individuals also are hard to know the personal
data have proceed via a drone when the processing result is indirect close to the
insight or effect to these individuals. Other serious issues are reflected from
drones like the excessive usage of data and multipurpose use of bulk data
collected. Like the Directive 95/46/EC, it also asks receiving notice that individual data will be processed by the drone. Notice also need to be provided via a
visible and identifiable way (e.g. using flashing lights, bright colors) and
combined channels (e.g. signposts, symbols, website). Apart from this, the drone
manufacturers are also needed to take account of noticing functioning the
design of their drones. （姜惠文 校）

ⅶ. Something special for drone data protection.

The network is the medium, not the object. Therefore, under the EU law, the
data use of UAV must belong to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but whether it belongs
to the object under the network security law, there are doubts[ How has GDPR
reshaped the way drone stakeholders should approach data privacy by Jeremiah
Karpowicz in European Markets of July17,2019. ].
ⅲ. Whether drones apply to the Cyber Security Act.
UAV flight may be complete network environment, but it can also in the absence
of network enviro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n UAV naturally do not need to
apply the "network security law." Through the system, drones can cut off the
cleanliness that may be generated during flight,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flight
records, photos or videos to be uploaded to a computer server. Local data keeps
the data in the aircraft without connecting to external servers and can fly safely
without networking. In addition, not on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y non-encrypted means such as Wi-Fi or GPS, drones can also use hardware or
software. This prevents malicious actors from intercepting drones and data sent
from drones. Therefore, whether the UAV is applicable to the network security
law depends on its system and application itself,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apply
to the Cyber Security Law.
ⅳ. According to Article 76 of the Cyber Security Law, network refers to a system
composed of computers or other information terminals and related equipment
that collects, stores, disseminates, transmits, exchanges and processes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ertain rules and procedures.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twork from the Cyber Security Law, the UAV system
constitutes a certain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med by other information terminals or other equipment to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ⅴ.According to Article 6.1 of the UAV Cloud System Data Specification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UAV users / operators must complete registration with
the UAV cloud system.

tion of UAV can also ad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109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110

德 · 团队

德 · 团队 － TEA M

德 · 团 队 － T EA M

总监:贾晓钧(北京)
银行专业委员会
主任:张景盛(青岛)

资产证券化专业委员会
主任:原一源(深圳)

境内IPO及再融资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晓芳(北京)

银行、保险与
融资业务中心

总监:丁旭(北京)
境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专业委员会
主任:丁旭(北京)

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
专业委员会
主任:陆阳(北京)
股转(新三板)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章印(北京)

保险专业委员会
主任:高树勋(北京)

十二大
业务中心

证券
业务中心
境外IPO专业委员会
主任:阿贞(北京)

大资管专业委员会
主任:孟庆君(北京)

总监:孟庆君(北京)

债券专业委员会
主任:赵井海(济南)

特殊资产业务专业委员会
主任:徐宇辉(北京)
基金、信托
与资管业务
中心

上市公司财税合规专业委员会
主任:杨振伟(上海)

信托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爽爽(北京)

BEIJING DHH
LAW FIRM

111

BEIJING

LAW FIRM

财富管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黄贤文(上海)

上市公司及证券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张兵(北京)

BEIJING

LAW FIRM

112

德 · 团队 － TEA M

德 · 团 队 － T EA M

总监:陈浩(北京)

股权投资专业委员会
主任:温贵和(深圳)

总监:黄振达(北京)

总监:林倩(北京)

海关事务专业委员会
主任:林倩(北京)

专利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浩(北京)

商标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隽(青岛)

电商合规业务专业委员会
主任:周杨(北京)
总监:辛小天(北京)

知识产权业
务中心
版权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耕辰(上海)

环境资源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海军(北京)

公司并购专业委员会
主任:赵颖(北京)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浩(北京)

区块链法律专业委员会
主任:陆阳(北京)

国际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主任:方春晖(北京)

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
主任:姜晖(青岛)

劳动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东亮(北京)
公司
业务中心

十二大
业务中心

互联网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赵心纯(杭州)
互联网与
TMT业务
中心

政府、环保
与税法业务
中心

十二大
业务中心
国际贸易专业委员会
主任:金耀(上海)

破产重整专业委员会
主任:侯继山(青岛)

税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石海磊(上海)

金融科技合规应用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国彧(上海)

总监:彭勇(北京)

海关专业委员会
主任:史东海(青岛)
网络安全专业委员会
主任:娄鹤(上海)
航空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黄振达(北京)

行政复议诉讼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桂敏(青岛)

国际贸易业
务中心

海事海商专业委员会
主任:李刚(青岛)

无人驾驶和人工智能专委会
主任:刘刚华(深圳)
企业合规专业委员会
主任:陶光辉(北京)

军队和军工事务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海军(北京)
贸易救济专业委员会
主任:马荣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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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法专业委员会
荣誉主任:杨培银(青岛)

国际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克江(北京)
总监:姚约茜(上海)

总监:张泽贤(北京)

主任:李霄然(北京)
竞争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任力(北京)

总监:徐红亮(北京)

总监:付希业(北京)

复杂商事争议专业委员会
主任:牟菲(北京)

土地法专业委员会
荣誉主任:王平(成都)
重大职务犯罪辩护专业委员会
主任:段志刚(济南)

跨境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
建设专业委员会
主任:刘学选(北京)

主任:王杰(淄博)
二审再审专业委员会
主任:姬冰(北京)

建设工程与基础设施专业委员会
主任:张泽贤(北京)

日韩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金光协(青岛)
跨境投资并
购业务中心

涉俄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成焘(青岛)

十二大
业务中心

房地建工业
务中心

商业物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黄超宇(上海)

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
主任:周金才(北京)

执行专业委员会
主任:詹晖(北京)

PPP专业委员会
荣誉主任:赵可青(上海)
刑事业务中心

十二大
业务中心

争议解决业
务中心

金融刑事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健民(上海)
一带一路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
专业委员会
主任:唐志峰(深圳)

主任:刘雅弘馨(北京)

仲裁与ADR专业委员会
主任:姚远(深圳)
大企业大项目纳税筹划专业委员会
主任:齐红雷(石家庄)
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
主任:姜保良(青岛)

北美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梅良(华盛顿)
征地拆迁安置专业委员会
主任:吴学联(青岛)

公司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王鹏飞(北京)

涉台投资并购与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
主任:蔡步青(上海)
房地产投融资专业委员会
主任:张蕾(深圳)

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委员会
主任:钱秋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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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与融资业务中心

基金、信托与资管业务中心

知识产权业务中心

国际贸易业务中心

·供应链金融合规建设专项法律服务

·僵局基金资管纾困难

·专利侵权诉讼及无效申请

·AEO认证合规法律服务

·保险机构一站式法律服务

·家族办公室法律服务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注册审

·国际贸易法律风险体检

·成长性企业股权融资专项法律服务

·慈善基金和慈善信托法律服务

·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设计

·国际贸易融资路径和合规

·票据争议解决法律服务

·私募基金合规

·复杂知识产权诉讼

·海事强制令申请及执行

·资产交易一站式服务

·私募股权投资争议解决

·影视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海关知识产权行民刑保护

·全融不良资产清收处置

·海外知产风险预警及337调查预防

·涉税海关事务合规及风险防控法律服务

·全融科技合规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出资入股法律服务

·涉美出囗管制合规

·银行诉讼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贸易救济法律服务
·跨境电商合规法律服务

证券业务中心

公司业务中心

·上市企业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互联网及高科技产业园区企业全流程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财税法商管五位一体”风控体系建设法律服务

·企业人力资源转型升级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及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企业债务重组及破产重整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反垄断法律服务

·企业合规管理

·上市公司复杂金融交易法律服务

·劳工制度合规优化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合规法律服务

·国企改革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应对投资者集体诉讼之法律服务

·汽车产业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

·航空企业合规风控体系建设

·上市公司控制权管理与法律风险防范

·航空企业并购重组

·上市公司数据合规与治理法律服务

·财税法律顾问

·上市公司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及侵权预防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惑合规审查

跨境投资并购业务中心

房地建工业务中心

·上海自贸区海外直接投资法律服务

·司法拍卖不动产未缴土地增值税即实现过户

·俄罗斯企业并购收购

·商业地产法律服务

·俄罗斯公司合规运营法律服务

·商品房及附属设施销售法律服务

·域外商事仲裁

·城市更新法律服务

·外商投资政府事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

·对欧洲和非洲投资法律服务

·征地拆迁法律服务

·日本企业并购和技术转移

·房地产合资合作纠纷大数据研究及实务问题分析

·海外架构搭建及美元基金投融资

·房地产项目并购法律服务

·经营者集中申报法律服务

·集体土地开发利用全流程服务

·跨境并购法律服务

·PPP项目法律服务

·跨境投資涉税服务

·上市公司纾困

政府、环保与税法业务中心

·上市公司股东财富传承规划法律服务

·企业污染环境法律风险管理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风险防控法律服务

·关务内审和模拟稽查

·上市公司行政啁查及证券诉讼

·囯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项目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证券行政争议前端解决

·政府引导基金设立及运营

·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投资法律服务

·政府房屋征收法律专项服务

刑事业务中心

·中国企业香港上市法律服务

·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合规

·上市公司及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股权转让争议解决

·保荐人律师业务

·海关事务法律顾司

·公司经营管理刑事风险管理

·跨境债权追索

·关于党组织嵌入上市公司管理层之法律顾问服务

·涉税行政和诉讼争议解决

·外贸型上市公司海关监管合规风险管控法律服务

·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法律服务

·跨境能源及基础设施项目业务
·香港公司法律服努
·香港公司于深圳前海设立外资公司法律服务

争议解决业务中心
·产品质量诉讼
·善用代位权和人格混同迸行债权追索
·对赌争议解决法律服务产品
·最高院商事诉讼仲裁

·并购与出售上市公司控股权法律服务
·新三板公司境内|PO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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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拟上市公司专项规范运作

互联网与TMT业务中心

·资产证券化及违约处置

·数据合规法律服务

·金融科技企业合规监管与上市法律服务

·欧盟GDPR合规法律服务

·香港上市公司收购法律服务

·金融科技合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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