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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德和衡通讯》已经伴随读者们走完了2012年的大半，从春季刊的“分所力量”到夏季刊的“国际视
野”，直至本期秋冬刊的“北京优势”，北京德和衡与诸多业内同行们一起，见证了跌宕起伏的2012年。2012年注定是不
平静的一年，从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到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中国经
济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非诉律师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如何进一步重组与整合现有资
源，提高律所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提升法律人才的吸纳能力，做好未来精英律师的储备？如何加强律师业务的信息沟通，
保证对境内外业务的饕餮分享？这些问题成为了北京德和衡以及诸位业内同行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对以共享发展为主题的2013年，本期《德和衡通讯》选择以“北
京优势”为主题，重点推广德衡律师集团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为平台邀约地方律所共同打造北京总部新平台。北京，
也只有北京具有建设中国一流律所的实力。

人才优势

作为首都，北京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它是全国最大的法学教育基地，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代表的法学教育院校，一直以来占据了全国法学教育的最前沿，也是诸多高端律师事务所
吸纳人才的最主要来源地。同时，作为首都，北京也汇聚了全中国最优秀的法律服务业雇主，是大批海外留学生归国发展
的首选之地。借助北京总部平台的人才优势，秉承“尊重、共享、专业、专心”的核心理念，北京德和衡自2010年成立以
来，吸收了大批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诸多境内外名牌大学为代表的法学院优秀毕业生、归国留学生，而这批人才也逐
渐成长为北京德和衡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

地理优势

作为首都，北京是全中国政治、文化、科技和对外交往的中心。政治上，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和调控部门等均在北
京，如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等，这些最高级别政府部门是中国非诉律师的
业务制高点；同时，北京是中国司法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
等，这些“衙门”是中国诉讼律师的最高竞技舞台；经济上，全国118家央企总部多半在京，诸多跨国公司、大型民企、
全国行业性协会组织、国际合作机构驻中国办事处等都选择北京作为其总部所在地，从而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总部经济，产
生集群效应，吸引更多的总部进驻。北京德和衡自成立以来，充分利用了北京总部的地理优势，与上面提到的诸多国家部
委、司法机关、协会组织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借此进一步扩展了高端境内外法律服务业务，与诸多大型央企、外资企
业及民营企业等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信息优势

作为首都，北京明显的政治经济优势又创就了其独有的信息优势。境内外各类机构云集，国际性、全国性会议常年举
办，境内外同行各种形式的交流，都确保了北京总部平台在信息渠道上的天然优势。法律服务业务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对
各类信息的高度需求和敏感性，尤其是对北京德和衡所擅长的高端诉讼、证券业务、涉外业务、知识产权业务为代表的高
端商事业务而言，信息的通畅性决定了其法律服务业务的拓展力度，而北京德和衡也正是借由北京独有的信息优势，在两
年内迅速崛起。

日前，德衡律师集团在北京吹响集结号，先后分两次召开地方律所总部平台建设研讨会，全国除西藏和澳门外包括台
湾、香港在内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110余家“国优所”、“省优所”、“市优所”的170余位所主任应邀赴会，共商
抱团发展大计。目前已经拥有9家成员所的“中国德和律师联盟”，预计明年将实现全国省会市、较大市的“全覆盖”。无
论分所还是联盟所，北京德和衡与其他地方律师事务所将借助北京总部平台的诸多优势，携手走出一条以“尊重、共享”
为基本理念，以“资源整合、规模效应、利益共享”为合作方针的新路。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这句歌词曾激励无数奥运健儿奋勇拼搏，而如今这句歌词
正激励着我们、你们、他们，激励着每一个有追求的法律人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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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欲吹响北京集结号

2012年10月22日，由德衡律

师集团邀请召集的“中国地方律所

总部暨北京平台建设论坛（德和德

衡全国合作发展战略研讨会）”在

北京华彬费尔蒙酒店举行。来自上

海、广东、天津、重庆、浙江、四

川、江苏、河北、河南、湖北、湖

南、福建、黑龙江、辽宁、宁夏、

山西、新疆、安徽、广西、云南、

山东、北京等22个中国内地省、

市、自治区的41家“国优”、“省

市优”律师事务所近70位主任或合伙人应邀参会。全国优秀律师、德衡律师集团主席栾少湖和全国优秀律师、集团执行主

任胡明以及北京市优秀律师、德和律所联盟主席蒋琪作主题演讲。    

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杜春到会致辞，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发来贺信。  

这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德衡律师集团自去年10月启动的“北京平台，全国发展”战略进入实质阶段。一个由中国内

地各省优秀律所组成的超级航母编队即将于2013年组建。这将是国内首个实现在中国内地各省均设有机构的“全覆盖”紧

密型律师组织，其总部位于北京CBD。

德衡律师集团全国合作发展第二次研讨会顺利举办

2012年11月17日，德衡律师集团按计划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国地方律所总部暨北京平台建设论坛（德和德衡全国合

作发展研讨会）”，会议邀请因故未参加第一次（10月22日）会议的贵州、吉林、江西、陕西、内蒙古、海南、甘肃、青

海八个省（区）和获悉会议信息后积极报名参会的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新疆、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北、辽

宁、黑龙江、山东、香港十四个省（市、区）34家“国优”、“省（市、区）优”律师事务所67位主任或高级合伙律师参

加。至此，德衡律师集团主导的以北京总部平台和全国合作发展为主题的战略研讨会阶段成功结束。先后两次研讨会共邀

约到全国除西藏和澳门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76家优秀律师事务所近150位所主任或高

级合伙律师参加。  

当天的研讨会上，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集团执行主任胡明和北京德和衡律所主任、中国德和律

所联盟主席蒋琪分别发表以“北京总部平台”、“各地分支机构”和“律所联盟新策略”为主题的精彩演讲，德和联盟

副主席、四川恒和信律所（全国优秀所）主任李群河与陕西博硕律师所（全国优秀所）主任王午生等数位律所主任做建

议发言。会场内外研讨气氛热烈，会议主办方公布“德和律所联盟”即将推出的十项“联盟律所标准化建设推进计划

德衡律师集团再次入选ALB全国律所规模20强

《亚洲法律事务》（ALB）杂志近期发布了2012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规模20强榜单。本年度此项评奖分别从合伙人

和执业律师人数、分所设立情况、收费专业人员总数、上一年度的收入和业绩等因素综合评定。德衡律师集团以稳定的人

员、分支机构和业务发展，再次和北京金杜、北京君合、北京大成、北京中伦、国浩、北京中伦文德等全国优秀同行所集

体入选。这也是德衡律师集团第3次连续入选该奖项。

（2013——2016年度）”引起参会者的浓厚兴趣，会上印发的“律所标准化管理（讨论节略版）”和“知识管理标准化

（讨论节略版）”纸稿文本更是供不应求。  

《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中国律师》社长李海伟、《法人》总编辑肖黎明、法制网副主编杨新顺、《法制周

末》副主编马霄雷等十几位法律媒体领导与编辑、记者到会祝贺。刘桂明先生在致辞中预祝：愿德衡律师集团主导的中国

地方律所北京集结号早日在中国大地嘹亮响起。

《德和衡通讯》喜获“2012年度北京市律师事务所
所刊评选专业类优秀奖”

近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自办刊物《北京德和衡通讯》（2012年春季刊、夏季刊）在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的全市

律师事务所所刊评选中荣获“专业类优秀奖”。《德和衡通讯》从北京市1600余家注册律师事务所中脱颖而出荣获本奖，

可喜可贺！这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对本刊创刊风格、办刊质量的全面肯定，同时，专业类获奖体现了本所各专业团队的业务

水准，在首都律师中引起好的反响，提升了德和衡律所品牌，提高了德和衡律师的社会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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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庆总监荣获山东省2012年“齐鲁友谊奖”

2012年11月5日，由山东省政府主办的2012年“齐鲁友谊奖”颁奖仪式在

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山东省副省长孙绍骋出席颁奖仪式，并为来自美

国、法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24名外国专家颁发2012年度“齐鲁友谊奖”。

德衡律师集团国际业务总监刘吉庆先生是唯一获得该奖项的律师。    

“齐鲁友谊奖”自1993年开始设立，以表彰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是山东省授予在山东工作的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项，至

今已有367名外国专家获此荣誉。  

2009年3月，刘吉庆总监加盟德衡律师集团，担任国际业务总监。在加入德衡律师集团之前，刘吉庆律师曾在美国柏

隆律师事务所（Butzel Long）担任国际业务总监，并曾作为美国贝克•丹尼尔斯律师事务所（Baker & Daniels）合伙人担

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2009年，刘吉庆律师被亚洲法律事务杂志评为中国最热门25位律师之一，并于2011年被山东省

委、省政府确定为山东省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被授予“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称号。  

刘吉庆律师为美籍华人，美国执业律师。刘律师在其二十余年的执业生涯中曾代理过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为大量在华

外企和到境外投资的国内企业提供了高端法律服务。刘吉庆律师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高尚的执业操守，在践行德衡律师集

团的“专业专心、专才专注”的执业理念的同时，为山东省的外资引进和实施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蒋琪主任承办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再审案例
入选北京律协民事诉讼典型案例选编

近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蒋琪、秦增光律师合著之《浅析管辖权异议案再审审查的“适度审查原则”——金华小

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山东根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李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管辖权异议案》成功入选《北京律师业务指

导丛书：民事诉讼典型案例选编》一书。

由北京市律师协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律师业务指导丛书》一共有十二卷，《民事诉讼典型案例选

编》是其中的一本。

“金华小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山东根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李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管辖权异议案”是北京德和衡

争议解决一部承办的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成功案例之一。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予以再审审查，蒋琪、秦增光

两位律师全程参与了本案再审的代理工作，并取得了全面胜诉的诉讼成果。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将在

2013年1月1日施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行之申请再审事由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在修正案中被删除。

从司法实践出发，一方面，由于愈演愈烈的管辖权异议再审严重占据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少当事人以此为由，将程序一拖

数年，使得实体审理无法推进以致严重影响了相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效率，何谈公平？”因此，将该条款从再审

启动的法定事由中删除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作为破解地方保护主义，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利器，管辖异议再

审同时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管辖确实存在严重错误而通过二审上诉无法得以更正时，仍可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予

以解决。

十八大党代表廖泽方律师会间走访北京德和衡律师所

11月13日下午，十八大2200多名代表中仅有的3名律师代表之一，江西南芳

律师所主任廖泽方，专程在繁忙的会务期间到访北京德和衡调研考察北京德和

衡律师事务所和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正在发起的“中国地方律所总部暨北京平

台建设论坛——德和德衡全国合作发展战略研讨会”相关工作。集团高级合伙

人、北京德和衡所蒋琪主任，集团市场总监马晓萍热情接待了廖泽方主任。会

谈中，廖主任详细了解了德衡律师集团旗下两个子品牌所和全国各地优秀同行

的全国合作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合作计划、合作方式等细节，并对北京德和

衡所发起的德和律所联盟相关合作表示积极意向。之后，廖泽方主任还应约和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进行了友好的电

话沟通。 

廖泽方主任所在的江西南芳所是全国优秀律师所，长期坚持走“党建促所建、党务促业务、党性促诚信”的发展道

路。近年来，该所党建工作已经成为全国新社会组织阶层的一面鲜红旗帜，廖泽方主任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在人民大会堂上台领奖并在中南海受到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同时被中共中央政法

委表彰为“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

美国驻华使馆法律顾问Kyle D.Latimer一行访问德和衡

8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Kyle D.Latimer一行访问北京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DHH），并与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涉外业务部葛亮、证券

业务二部朱可骏等律师及集团驻华盛顿行政代表Shan Luan等交流。

北京山东商会王兵会长一行访问德和衡

8月27日，北京山东商会会长王兵、副会长刁法明、提建设、杨新钢与商会

秘书长马云鹏一行访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

北京德和衡所主任蒋琪与合伙人季成、孙丕旭与来宾就进一步加强为商会及其

会员企业、企业家提供法律服务进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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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阳明顾问应邀参加
《海峡两岸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说明会

2012年11月22日，由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与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共同举办

的国内第一场《海峡两岸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说明会议在北京中国国贸大酒

店热烈召开，吸引100多位嘉宾与会。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促进双向投资，增进两岸经济繁荣”，由海峡两岸经

贸交流协会王辽平会长主持，除有商务部台港澳司陈星司长与台北世界贸易中

心黄文荣副秘书长莅临致辞、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李成钢司长就《解读<海峡两岸

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华晓红主任就《国际产业分工与两岸经济合作》发表演

讲外，德衡律师集团首席亚太国际法律顾问刘阳明律师亦受邀以《介绍台湾投资法律环境》专题发表演讲，针对陆企赴台

投资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陆资定义、审批、管理、投资产业、投资类型、用工条件、经营税赋、不动产取得、资金进出、

纷争解决等多个角度全面阐述台湾的投资法律环境，对《海峡两岸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签订之后，接续的大量陆资赴台

后权益的保障起到很重要的宣导作用。  

作为本次论坛受邀的唯一台湾演讲者，刘阳明律师接受了《人民日报》与《国际商报》记者的相关提问，并结合陆资

到台湾投资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会后，商务部姜增伟副部长热情宴请了包括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理事、刘阳

明律师在内的主要与会人员。晚宴由姜增伟副部长、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王志刚董事长分别致辞。席间，商务部台港澳司陈

星司长与刘律师就大陆法律服务业入台执业的市场开放问题以及陆资在台湾投资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充分、友好的交流。

河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工作指导处领导
莅临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调研工作

2012年9月19日，河北省司法厅律师工作指导处处长、河北省律师协会秘书

长郝栓记，在邯郸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太平、邯郸市司法局律师工作指导处处长

蒋玉芬及厅、局律师处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

所调研工作。  

郝拴记处长视察了德和衡（邯郸）所的办公场所，认真听取了德和衡（邯

郸）所郭涛主任等合伙人的工作汇报，充分了解了德和衡（邯郸）所开业4个月

以来，在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基础建设、团队建设、人才建设、党团建设、德衡商法网内

外网应用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郝处长充分肯定了德和衡（邯郸）所开业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德和衡（邯郸）所要认真汲取北京总所科学的管

理经验，提升自身素质，将德和衡（邯郸）所尽快的纳入到规范化发展的轨道，让外地的先进经验早日在邯郸开花结果。

郝处长强调，德和衡（邯郸）所虽然是北京德和衡在邯郸成立的分所，但本质上还是河北的律所、邯郸的律所。市局在指

导德和衡（邯郸）所工作的同时，要多给予帮助和支持，引导德和衡（邯郸）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进而提升邯郸本地律

所、乃至河北律所的管理理念，摸索出适合自身实际的律所管理模式。  

最后，郝处长祝德和衡（邯郸）全面、健康、稳定发展，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德和衡（邯郸）所合伙人徐俊林、商文翔、柴如雪、王秀田、郑军，执业律师魏金峰、沈慧芬、冯永超等参加了此次

座谈。

刘吉庆总监赴巴拿马参加2012年度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大会

2012年9月10-13日，德衡律师集团国际业务总监刘吉庆，德和衡律师所葛

亮律师代表客户出席了在巴拿马城举行的2012年度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大会。  

本届大会就各国知识产权法规、品牌保护以及执法打假等进行了先进案例

讲授和经验讨论。中国代表团参与本次大会的有，公安部经侦局知识产权处处

长王志广、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处处长李群英等。两位参会律师和与会者尤其是

国际刑警主席Khoo Boon Hui先生以及公安部王处长就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服务

领域进行多方面的沟通和交流。 

此行参会律师很好的展示了德衡品牌的专业素养，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服务能力。同时通过和执法官员的

交流，拓展了在国际国内多渠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途径。此外，参会的还有多家外国知名企业，通过会下的沟通和交

流，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等多家企业对德衡的法律服务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需求达成了合作意

向。

德和衡律师所参与主办山东省东营市
石油装备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

2012年8月15日，由东营市金融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办，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 China）协办的东营市石油装备企业上市工作座

谈会顺利举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高级合伙人丁旭参与并具

体介绍了石油装备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中国律师的具体职责、涉及的相关中国

法律规范以及可行的境外红筹构架安排，受到了与会东营市当地石油装备企业

的一致好评。此外，伦敦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王倩（Julia Wang）

以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总监柏锦鸿（Sunil Patel）也分别介绍了伦敦证券交易所

的具体情况，在伦交所上市的条件，所涉及的财务、法律和程序问题。  

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证券交易所，来自海外的上市公司市值占总市值的近一半。英国资本市

场灵活的监管体制和较低的融资成本使得伦敦证券交易所成为全球企业上市融资的优先选择。伦敦证券交易所有四个市场

可供企业选择: 主板市场、高增长市场、专业基金市场和专业证券市场。自第一家中国概念公司于1997年3月20日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以来，截至2012年7月31日，总共54家中国概念公司在伦敦成功上市（其中8家在主板市场，46家在高增长市

场），伦敦证券交易所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作为公司律师、2012年4月和2012年8月本所律师分别

成功协助两家企业Naibu Global International Company Plc和China Chaintek United Co., Ltd在伦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市场

实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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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aintek United Co., Ltd成功于伦敦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  德和衡律师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2012年8月20日，China Chaintek United Co., Ltd成功于伦敦证券交易所高增长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 

AIM）挂牌交易，首日股价上涨。  

发行人主要运营机构福建兴泰物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境内，为国内知名运动品牌等提供物流、仓储服务。通过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推广新兴服务模式，发行人致力于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物流企业。  

作为发行人China Chaintek United Co., Ltd此次上市项目的中国法律顾问，德和衡证券业务高级合伙人丁旭律师及本

所律师人员阿贞、石琳等为发行人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并出具相关申报文件。在此过程中，德和衡律师细致、专业、及时

的法律服务赢得了发行人及各方中介机构的一致认可。德和衡证券业务集团队之智慧、倚全所之力量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德和衡律师为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2年11月1日公告，发行审核委员会于2012年10月31日对希努尔男装发

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为获得通过。德和衡律师为希努尔男装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  

希努尔男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于2010年10月15日上市，继德衡律师为希努尔男装IPO提供全程法律服务至今，德衡律

师集团一直担任该上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此次希努尔男装以债权方式再融资，旨在为公司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夯实资金

基础，相信希努尔男装将迎来更好的企业发展。  

作为发行人希努尔男装此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德衡律师集团集团旗下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

合伙人房立棠律师及联席合伙人郭恩颖律师及众多证券团队同仁为发行人提供了专业的证券法律服务，并依法出具了法律

意见。

北京德和衡协办“市场细分：商事律师的挑战与机遇”
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2年9月12日，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最高检方圆律政杂志主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市场细分：

商事律师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327会议室顺利进行。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国务院法制办、清华大学

华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国浩律师

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炜衡律师事务所等专家、学者、律师50余人。中国新

闻社、瞭望东方周刊、财经杂志、南方都市报、财新网、方圆律政杂志、正义网等媒体均派记者全程跟踪报道本次会议。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德和精品律所联盟主席蒋琪律师作为主讲嘉宾作了“不仅专业，而且细分”的主

题演讲，就律师专业进一步细分的原因以及律师专业的细分程度等，结合自身办案经验及团队建设的经验，对律师专业化

细分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引起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会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向与会代表和嘉宾发放了《德和衡通讯

2012年夏季刊》50余本，刊物精美的设计及丰富的内容受到了与会嘉宾和媒体人士的高度赞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蒋琪新书《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
判例精解》引起业界媒体强势关注

一本凝聚了15年国际贸易法律事务资深律师心血的专业论著，一本精心筛选了实践中60余起鲜活真实案件的案例集

锦，一本由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四宝先生和烟台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房绍坤先生向青年法律工作者力荐的

法学读本，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律师的新书《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一上市就受到了业界媒

体的强势关注：《方圆律政》（2012年8月刊）第56页刊登了房绍坤校长对本书的专业评论《活水清渠》；《法人》（2012

年9月刊）第94页再次刊登了房绍坤校长对本书的专业评论《构建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的防火墙——评《国际货物贸易法

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中国律师》（2012年9月刊）第50页的新书介绍中，更是对本书进行了高度评价“该书不仅是

外贸企业识别和防范法律风险的好工具，同时也是这一领域中青年律师学习的好素材，更是所有法律专业人士开拓视野、

增长见识的好途径。”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太阳村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揭牌

2012年10月14日，北京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青年工作委员会、团支部全

体律师，在高级合伙人、所常务副主

任丁旭律师与所团支部书记高树勋律

师的带领下，与位于北京市顺义区赵

全营镇的太阳村创始人张淑琴主任及

太阳村的孩子们举行了“北京德和衡

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站”的揭牌活动。  

在揭牌仪式上，丁旭主任表示，德和衡会尽全所之力去关心、爱护太阳村的孩子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健康

成长。随后所团支部书记高树勋律师与张淑琴主任进行了德和衡律所与太阳村义务免费常年法律顾问的续签仪式。揭牌及

签字仪式后，德和衡律师一行参观了太阳村农场及由德和衡律所提供素材并由太阳村设计制作的法制宣传展板。此外，德

和衡律师还向太阳村的孩子们捐献了衣服并购买了由孩子们制作的工艺品。  

午后，德和衡的青年律师来到了汉石桥湿地公园，在那里律师员工们开展了自助烧烤活动，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动

手，不仅品尝到了美食，而且在活动中增进了感情。  

此次太阳村爱心之旅，不仅是德和衡律师员工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丰富了德和衡律师员工的业余生活，展现

出德和衡律师富有爱心、朝气蓬勃、团结协作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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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认真组织党员和律师员工收看十八大盛况

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德衡律师事务所党总支组织党员和律师员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

认真聆听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报告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十八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科

学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战略部署。并纷纷表示，将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大力创新，扎

实工作，不断谱写服务科学发展、服务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新篇章。  

当天，德衡律师集团青岛、北京、济南、上海、南京、邯郸等各地办公室均设有“十八大收看会议室”，各地党支

部、团总支（支部）和青工委认真组织党员、团员和青年律师收看大会盛况。党总支还安排信息中心对十八大现场直播节

目进行收集整理，并将上传到局域网党建园地，供因工作原因而未收看实况直播的党员“补课”收看，确保“一线党员”

工作学习两不误。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德衡律师事务所党总支在办公楼前拉出庆贺横幅，在办公楼内辟设多个专门场所并发通知要求

全体党员认真收看、阅读学习十八大会议盛况报道，并以积极开展为期两个月、以“为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社会

环境”为主题的“党员律师为‘十八大’召开保驾护航活动”和为群众提供义务法律咨询等实际行动喜迎党的十八大的胜

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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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前沿

浅析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
民事再审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蒋琪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国际贸易

秦增光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涉外投资、涉外贸易、
仲裁诉讼

管辖是审判程序的起点，是诉讼案件的入口。很多当

事人“想当然”地认为选择与自己有密切联系的法院审理

案件，其相应的审判结果会对自己有利，加之少数法院确

实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因此，近些年来，当事人之

间“争夺管辖”的案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打官司就

是打管辖”的极端说法。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违反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作为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的法定事由而得以明

确，管辖权错误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六种：违反专属

管辖、违反专门管辖、违反管辖权下放、规避级别管辖、

受理无管辖权的诉讼、曲解案件性质受理诉讼。在一、二

审“管辖权异议”的请求均被裁定驳回的情况下，当事人

一般会倾向于向更高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一些诉讼

标的金额较大、审级较高的案件，往往会一直“争夺管

辖”至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

院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

法》将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加以规定，显然是立足于当

下的国情，有助于抑制因违法管辖引起的地方保护，有助

于遏制管辖混乱的弊端，有助于保障程序正义以实现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我所争议解决一部的律师，自2011年3月份至今，成

功代理了5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的民事再审案

件，其中3件由民三庭审理，2件由立案一庭审理，均取得

了全面胜诉的结果。截止本文成文之日，仍有2件在立案

一庭审理过程中。现根据我们的实务办案经验撰写本文，

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共勉，为客户解忧。

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民事再审案

件的再审审查

（一）“管辖错误”和“管辖权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

审：...（七）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4条规定：违反专

属管辖、专门管辖规定以及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

（七）项规定的“管辖错误”。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管辖主要分为：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关于上述“其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

权”的，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指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针

对级别管辖的相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0年1月1

日出台了《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对之加以规范，而针对地域管辖的司法解释目前并未

出台。

（二）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再审审查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再审审查有以下几

个要点：第一，审查对象是已经发生效力的关于管辖权异

议的一审或二审裁定；第二，审查再审申请的合议庭一般

由审判员组成，审查合议庭组成成员可以不通知当事人，

一般情况下仅会告知主办法官；第三，对管辖权异议案件

再审申请的审查，应当围绕再审事由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不

是全面审查，侵权和违约之诉中，诉的可分性成为审查关

键；第四，合议庭可以根据案情选择采用径行裁定、调卷

审查以及询问当事人等方式进行审查；第五，涉及知识产

权领域的管辖权异议的再审申请案件由民三庭审查，有涉

外因素的管辖权异议的再审申请案件由民四庭审查，除此

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再审审查均由立案

一庭负责，而不是和普通再审案件一样由立案二庭负责。

（三）“实体审判不得抢先原则”

“实体审判不得抢先原则”或“实体审判抢先无效

原则”，是指虽然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予以规定，但

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管辖权异议的再审申请并对之进

行再审审查的过程中，实体审理的法院不得抢先予以进

行实体问题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关于当事人

以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审查处理方式等问题的答复》

（【2008】民立他字第25号）的相关精神，如果最高人民

法院裁定管辖权异议事由成立，但是实体审理的法院已经

抢在该裁定下达之前作出相关判决，其结果是最高人民法

院有权裁定撤销一二审法院相关裁定及一二审判决，并将

案件裁定指令有管辖权法院审理。

二、 管辖权异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必要共同诉讼还

是普通共同诉讼

《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

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

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

同诉讼。根据这一规定，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

或双方为两人以上，参加诉讼的同一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

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非必要的

共同诉讼又称普通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

为两人以上，参加诉讼的同一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为

同一种类的，人民法院认可合并审理的诉讼。

根据我们的司法实践经验，在目前“频发”的管辖



14 15

权异议案件中，至少存有两个被告，原告的主张大致为请

求众被告对其行为共同承担责任，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被

告的主张往往为其和其他被告的行为没有联系，原告应当

另行对其提起诉讼。在管辖权异议的再审审查中，法庭审

查、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认定

标准问题。

（一）“权利义务型”必要共同诉讼和“原因共同

型”必要共同诉讼

就必要共同诉讼而言，根据《民法通则》、《担保

法》等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权利义务型”必要共

同诉讼，一种是“原因共同型”必要共同诉讼。所谓“权

利义务型”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在这类必要共同诉讼中，

各共同诉讼人之间对于诉讼标的，原先就存在共同的权利

义务。这种共同关系或连带关系往往是由法律所予以规定

的，如《民诉意见》第46条“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

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

人”；又如《民诉意见》第55条“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

担连带责任的，为共同诉讼人”。而“原因共同型”必要

共同诉讼，是指共同诉讼人之间原本没有共同的权利或义

务，是因为后来发生了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才使共

同诉讼人之间具有了共同的权利或义务。如数人共同致他

人损害，他人向数个加害人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在损害

发生前，数人间既没有共同关系，也没有连带关系，只是

因为发生了加害的事实，才使共同诉讼人之间具有了连带

关系。“原因共同型”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较为抽象，同

时又是司法实践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下面以两个最高人民

法院管辖权异议的再审案件为例以更加直观地解释。

（二）“A公司诉B公司、C公司商标专用权侵权管辖

权异议”案

2011年2月份，B公司在甲市被告C公司购买到“神马

牌花生油”，经调查，B公司得知C公司销售的涉案侵权

产品系从被告A公司购买来的。B公司向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A公司对此提起管辖权异议。经审查，一审法

院裁定驳回了A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A公司不服一审裁

定，向乙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查后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A公司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

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纠纷，B公司以C公司、A公司销售的花生油产品侵犯

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为由向法院主张权利。C公司主张其

卖给B公司的被控侵权产品是从A公司购进的，并提交了购

进被控侵权产品的相关证据材料。因此，本案诉讼标的是

共有的，系必要共同诉讼。因本案被告之一C公司销售被

控侵权产品所在地是甲市，因此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

具有管辖权。A公司主张其与C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非本

案适格被告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裁定驳

回A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D公司诉E公司、F公司质量侵权纠纷管辖权

异议”案

2010年8月2日，D公司和E公司签订《加工承揽买卖

合同》。双方约定：由加工方，即E公司负责加工定制毛

绒玩具，然后由E公司负责将货运至订购方，即D公司指

定地点。2010年8月3日，D公司又和F公司签订《买卖合

同》。双方约定：D公司负责通知E公司将毛绒玩具半成品

直接发给F公司，由F公司进行消毒、包装等。该合同同时

约定，如果产品质量出现纠纷，D公司有权在D公司所在

地同时起诉E公司及F公司。此后，D公司将涉案玩具卖与

英国G公司，但是涉案玩具在使用中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

题。对此，英国G公司向D公司进行索赔，并将索赔款900

余万元从相关货款中予以扣除。D公司就此产品质量问题

与E、F公司进行交涉。协商解决未果的情况下，D公司向

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E公司、F公司承担相关

责任。E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但被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E公司对裁定进行上诉。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E公司不服终审裁定，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D公司和E公

司、F公司分别为承揽合同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在D公司

销售涉案玩具遭巨额索赔的情况下，D公司有权追究E公

司、F公司各自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

原则，D公司和F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之约定管辖对E

公司无效。同时，本案亦不存在共同侵权的相关事实，故

依法裁定撤销原裁定，裁定由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D公

司和F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由E公司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D公司和E公司的承揽加工合同纠纷。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阐述，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

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管辖权异议再审案件的审查上重点审

查的是诉讼标的的可分性问题，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又是如

何认定诉讼标的的可分与否呢？这就涉及到“管辖权异

议”民事再审案件中的审查原则。

三、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案件再审审查中的

审查原则

（一）关于管辖权异议审查的三种观点

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更多的是根据

法官的自由心证，所以实践中对于管辖权异议案件中被告

方是否存在关联的审查标准并未有统一的标准，我们总结

大致存在这么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形式审查原则”，又称“完全不审查

原则”。此观点认为管辖权异议案的审查应仅仅是程序审

查，故对管辖权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仅应以当事人提供的

材料能够在形式上确定管辖权为足，至于事实上各被告是

否确有关联则是实体审理审查的范围；

第二种观点为“实体审查原则”，又称“全面审查原

则”。此观点认为管辖权异议案的审查虽然是应当进行程

序审查，但是如果不对实体问题予以审查，则难以判断被

告各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在管辖权异议的审查中

也应对案件的事实部分进行相应的审查；

第三种观点为“折中审查原则”，即以形式审查

为主、实体审查为辅的原则，可以称之为“适度审查原

则”。此观点认为对管辖权异议案的审查应当是程序性问

题的审查，然而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讼权利“抢管辖”而

严重损害被告的诉讼权益，所以辅之以实体审查也是极为

必要的，如对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势必要涉及对合

同性质、履行地的审查认定。但是，再审审查阶段的实体

审查应当有个限度，即不应该达到或接近实体法律问题解

决的标准。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在实践中很难防止原告滥用诉

讼权利“抢管辖”而剥夺被告的诉讼权益，第二种观点又

完全突破了管辖权异议审查的程序性审查的要求，而第三

种观点可以较好的避免上述两种观点的缺点，具有较强的

实践意义。其实，这从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再审审

查的分工中即可看出，专业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和涉外

案件的管辖权异议的再审审查由民三、民四庭审查，而一

般的由立案一庭审查，这种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对“适度审

查原则”的机构设置方面的保障。

与之带来的问题是，如何把握“适度审查原则”中的

实体审查的限度？

（二）关于“适度审查原则“中实体审查的限度

以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管辖权异议案为例。

甲公司从国外购买进口散装澳大利亚产氧化铝2万

吨，办理通关手续之后，委托乙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住所地

在天津的丁公司帮其在国内销售。甲公司将上述氧化铝通

过《货权转移通知》转移给了丁公司，并且还向丁公司交

付了提货单正本。之后丁公司又将上述氧化铝出质给湖南

的丙银行以获得相应贷款。合同签订后，丙银行如约发放

贷款。后因丁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丙银行根据合同约定提

前行使质权，拍卖款全部用于折抵丁公司所借贷款。甲公

司认为其被丁公司所骗，随即进行刑事报案，最终天津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乙自然人犯诈骗罪，并判决追缴其违法

所得返还甲公司。在得到上述判决后，甲公司以乙和丙银

行为被告向天津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甲公司

认为：乙因犯诈骗罪，已经法院定罪量刑，应对其侵权行

为向甲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丙银行明知该货物不是丁公司

所有，且明知该货物属涉案赃物而违法拍卖，给甲公司造

成了损失，应当向甲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丙

银行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应由丙银行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但一、二审法院均裁定驳回了丙银行的管辖权异议申

请。丙银行不服，特委托我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

请。

在本案中，通过对事实、证据的梳理，我们发现丙银

行和丁公司之间仅仅是一个借贷质押合同关系，丙银行行

使相关质权完全是合法的。但是，本案管辖权异议的一、

二审裁定均持第一种观点，即形式审查原则，仅仅依靠甲

公司的起诉材料便“剥夺”了丙银行的相关诉讼权益，从

结果上来看很不公平。

从“适度审查原则”出发，我们认为，本案中，法院

在审理管辖权异议的时候，应当适当的分配举证责任。既

然甲公司主张乙和丙银行之间就财产损失存在共同侵权，

那么其至少应当证明乙和丙银行各自的行为存在形式上的

违法性。如果甲公司的确能够提出证据证明丙银行在借贷

抵押合同的签订及行使质权的过程中存在形式违法的事

由，则无论丙银行是否能提出相应的抗辩或免责事由，都

应裁定驳回丙银行的再审申请。如果甲公司无法提供相应

的证据，则应当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裁定并指定有管辖权

的法院予以审理。

综上，我们认为，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异议再审案件

的时候，应当持“适度审查的观点”，但是要把握好实体

审查部分的限度，这个限度的尺度应突破完全程序审查的

“束缚”，但不应达到或接近实体审查的领域。在合同违

约案件中，以查清合同性质、履行地为限为宜；在共同侵

权案件中，以查清被告行为的关联性、损害结果的有无

（多少不论）、被告行为的形式违法性为限为宜。当然，

上述仅仅是我们对于管辖权异议再审审查的一点不成熟的

心得和建议，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检验和完善。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将在

2013年1月1日施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现行之申请再审



事由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

的”在修正案中被删除，这是否意味着

在明年1月1日之后申请人将无法以管辖

错误为由提起再审申请？就此问题，实

务界和理论界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从司

法实践出发，我们认为，对此应当灵活

处理。一方面，由于实践中愈演愈烈的

管辖权异议再审严重占据了最高人民法

院的司法资源，而且不少当事人以此为

由，将程序一拖数年，使得实体审理无

法推进以致严重影响了相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没有效率，何谈公平？”因

此，将该条款从再审启动的法定事由中

删除也是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我们也

必须看到，作为破解地方保护主义，充

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利器，管辖异

议再审同时也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管辖

确实存在严重错误而通过二审上诉无法

得以更正时，通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而进入再审审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时，我们衷心的希望，市场经济中

的各方主体应加强法律学习，增强法律

意识，逐步提高对司法审判的信心和理

解，这才是扭转“抢夺司法管辖“愈演

愈烈现象的根本措施。

浅议第三方检验报告
在证明货物质量问题中的作用

姚远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国际贸易、争议解决、外商投资

笔者曾有幸参与编写蒋琪主任主编的《国际货物贸易

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一书并撰写其中第九章《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货物质量问题》，通过笔者以往代理的

案件，对国际货物买卖贸易中常见的货物质量纠纷做了分

析。在该章节中，提到了货物质量的第三方检验问题，因

章节所限，笔者并未对涉及第三方检验的问题进行详尽的

阐述和分析。

笔者最近代理了一件于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的国际货物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其中涉及到如何认定第三方检验报告

对于确定货物质量问题的效力问题。笔者撰写此文，将案

件中所涉及的第三方检验报告证明货物质量问题的过程加

以说明，算是对书中内容的相应补充。

案情简介

W公司系国内一家生产不锈钢钢管配件的公司，F公

司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系W公司的客户。2008年，F公

司向W公司发出订单，购买一批不锈钢钢管配件，在订单

中对于货物检验仅有简单的一句话“100% material TPI 

(Bureau Veritas or Lloyd Register), costs included” （全

部材料经过第三方检验(必维国际检验集团或者劳氏船级

社)，检验费用包括在价款内），W公司在发货后并通过向

银行议付信用证获得了全部货款。F公司收到货物后，发

现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遂起草撰写《质量异议报告》

向W公司陈述货物质量问题，并要求退货。直至2010年，

W公司与F公司达成《协议》确定了货物所存在的质量问

题，并约定W公司通过现金及实物向F公司进行补偿。但

是在《协议》签订后，W公司拒不履行《协议》，因此F

公司委托我们在W公司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

过程中，一审法官依据《协议》认定货物所存在质量问

题已经得到确认为依据，判定F公司胜诉及要求W公司退

货。W公司不服判决，遂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审

理过程中，W公司提出本案中存在第三方检验报告，在其

答辩意见中，把这份第三方检验报告描述成“双方之间关

于货物质量‘唯一’‘客观’‘最终’的约定”，因此F

公司在收到这份显示“质量合格”的报告之后，根据第三

方检验报告已经全额付款，视同接受货物，不得再就货物

质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根据W公司的申请，要求F公司

提供上述第三方检验报告，否则要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

经我们与F公司沟通，F公司承认确实存在由必维国际

检验集团上海代表处做出的第三方检验报告，而且检验报

告的结论是全部合格。尽管第三方检验报告的结论与实际

检验的结果有很大差距，但是F公司不愿意再另行起诉去

否定这份第三方检验报告的结论。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

问题就是：

1、我们必须提交这份结论对我们不利的“质量合

格”的报告

2、我们不能直接否定这份报告的“质量合格”的结论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工作，即提交一份

“质量合格”的第三方检验报告证明“这份报告不能证明

货物质量合格”这个结论。如果我们不能反驳W公司对于

这份报告的观点，那在关键证据上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

可能导致二审败诉。通过调取、查阅、分析大量资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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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证明思路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证明第三方检验的委托方是谁至关重要

在《国际货物贸易法律风险与防范判例精解》第九章

中，曾经这样解释国际货物贸易中的检验条款：“合同中

常见的检验条款有以下几种：(1)装船前由卖方自己检验货

物，并凭质量检验合格证书结汇；(2)装船前由卖方委托

第三人检验，并凭检验合格证书结汇；(3)装船前由买方授

权的代理人验货，并凭买方代理人签署的质量合格证书结

汇；(4)货到目的地后由买方自己检验货物，并在到货后一

段时间内提出异议和索赔；(5)买方委托第三人复验货物，

并凭检验报告提出异议和索赔；(6)买方委托卖方指定的或

同意的第三人验货，并凭检验证书提出异议和索赔；(7)买

卖双方联合委托第三人验货，并凭检验证书结算合同项下

货物的尾款或提出品质异议和索赔。”

上述检验条款中，涉及发货前检验的分别是（1）、

（2）、（3）三种，这三种中，前两种可以属于卖方验

货，而第三种属于买方验货。更为关键的是，第三种验货

方式，属于买方对货物质量的最终确认，排除了买方日后

的复检权。对方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关于第三方检验报告的

观点就是认为第三方属于我方指定，因此我方在收货后无

权再就货物质量提出异议。

而我们要反驳对方的观点，就必须证明该第三方检验

的委托方是卖方，这样就属于第(2)种验货方式，这样买方

就仍保有复检权。

（1）通过订单证明委托第三方检验的委托方是卖方

订单中约定“100%材料经过第三方检验（Bureau 

Veritas或Lloyd Register），费用包括在内”。订单是要

求卖方在装船运输前，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限于Bureau 

Veritas和Lloyd Register两家）对于全部货物进行检验，

而检验的费用已经包括在货物的价款内。由此可以看出订

单明确要求是货物卖方去委托第三方检验。

（2）第三方检验报告的内容显示委托人是卖方

在报告的第一页的题头处，均清楚地标明“BV客

户：W公司”，“要求检验方：W公司”，因此，检验报

告的委托方确是卖方W公司无疑。事实上，双方在本次交

易中采取的是“出口国检验，进口国复检”的方式。按照

这种做法，装运前的检验证书作为卖方收取货款的出口单

据之一，但货到目的地后，买方有复验权，如发现货物质

量与订单不符，有权要求索赔。

二、证明该报告不是双方之间关于货物质量的最终依据

在证明了第三方检验报告是卖方委托做出的之后，

接下来还要针对对方提出的“双方之间关于货物质量‘唯

一’‘客观’‘最终’的约定”这一点进行反驳。

（1）通过订单本身证明，第三方检验报告并非是关于

货物质量问题的最终依据

在订单中，关于第三方检验报告的内容约定：

“100%材料经过第三方检验（Bureau Veritas或Lloyd 

Register），费用包括在内”，其中并没有任何条文明

确约定，该第三方报告是关于货物质量问题的“最终依

据”。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同意将该第三方检验报告作为

“最终依据”，则最少会有“以该第三方检验结果为准”

这样的语句或者类似的表达。因此，作为双方交易意图的

最完整的体现，订单中并没有将第三方检验报告作为确定

货物质量问题的最终依据。

（2）通过付款方式证明，买方在付款之时并无见到检

验报告，更不可能认同报告结论

在本案中，买方采用的是信用证付款的方式，而不是

T/T付款（电汇）。买方向卖方开出信用证，卖方在装运

港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并以提单、装箱单、第三方检验报

告等议付单据向当地银行议付要求支付货款。当地银行向

卖方议付后，取得上述议付单据，并以该单据向意大利银

行议付，因此，直到买方向意大利银行付款赎回上述单据

后，买方才看到这两份检验报告，而此时卖方早已收到货

款。因此，卖方只要将议付单据准备齐全，就可以从银行

收到货款，而无需通过买方进行支付。因此，卖方的观点

“买方在看到检验报告后，才同意支付货款”的说法与实

际情况不符。

三、证明该第三方检验报告的合格结论并不免除卖方

的质量担保义务

接下来要证明的就是否定这份第三方检验报告对于本

案的货物质量问题的参考价值，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反驳

对方对于该份报告的观点。

（1）通过检验机构的基本服务条款，证明该份报告

的检验方式是抽样检验而非全部检验，因此不符合订单中

的要求

在报告的最后一句，明确了出具报告的依据：“该通

知受制于其发布当天有效的必维国际检验集团（BV公司）

的基本服务条款。”而我们查询到必维国际检验集团（BV

公司）的基本服务条款的第5.3条是这样规定的：

“除了有明确提出的相反指示要求，BV公司只需要

规矩规范进行取样性质的审查，因此也就是说，不能进行

系统性和彻底性的审查和检验。因为，BV公司所提供的服

务不适用于全部涉及的材料，所以所提供的信息也不能认

为是详尽透彻的信息。”

通过上面的条文，我们可以知道BV公司在进行第三

方检验时，默认的检验标准是取样检验，除非委托人明确

提出相反的检验要求。而在订单中，明确约定：“100%的

材料经过第三方检验”因此，如果要通过BV公司进行第三

方检验，根据订单要求，是需要进行100%的即全部的审查

和检验，而在检验报告及放行通知中显示，BV的检验员仅

对于10%的产品进行了目测和尺寸检验，这显然与订单中

要求的“100%”的检验范围相去甚远。因此，卖方在向

BV公司申请第三方检验时，并没有按照订单要求向BV公

司提出“100%经过检验”的要求，BV公司在卖方处对货

物进行第三方检验时，仍然延用抽样检验的标准，因此，

这份报告的检验范围与订单的要求不相符合，其“合格”

的结论也无法作为确定货物质量问题的依据。

（2）进一步证明，报告的结论依赖于BV公司与其委托

人之间的合同条款和条件

在该份报告的结束部分，均清楚地载明：“该通知是

针对检验而发布，该检验的持续时间和范围都受到与BV委

托人之间合同条款和条件的限制。该通知并不意味着上述

物件适用于任何特殊目的，也并不意味着免除生产商、供

应商以及任何第三方各自的不止于专利、工艺、材料、安

全、操作性能和/或可靠性相关的义务、担保和/或相关赔

偿。

而在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的基本服务条款中，第5.1条规

定：

“BV公司根据自己的职业习惯和行业的规范开展活

动和服务依据以下基础：

--客户在合约中通知的特别指示要求，包括：

业务申请表各项条款，或者是涉及到的BV公司的合

同条款”；

第8.1 条规定：

“BV公司提供的信息以客户提供的文件和资料为基

础。上述文件和资料如有不属实，BV公司不负有责任”。

结合该两份报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检验报告和

放行通知中，BV的检验员在卖方处对涉案货物所做的检验

内容包括：目测及尺寸检验、机械性能检验、见证化学分

析检验、参考文件审查（包括MTC）。 

从上述检验内容可以看出，除了目测、尺寸检验是需

要检验员独力完成的之外，剩下的包括审查机械检验、见

证化学分析检验、参考文件审查等均是在卖方的配合下进

行的，其检验的内容、范围以及结果均由卖方控制。

因此，检验员做出的“合格”结论完全是建立在卖方

提供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而检验员并不去对于这些数据的

真实性做独立的分析和检验。

结语

通过笔者上述的答辩意见，二审法院没有采纳对方的

观点，最终维持了一审法院作出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的判决。

第三方检验作为一种客观、公平的检验手段，在国际

贸易领域被广泛采用，也常常被作为确定双方之间质量异

议的最终依据。但是，并不是说只要交易中委托了第三方

检验，买卖双方就可以高枕无忧，认为货物质量不会再存

在异议了。笔者给出的建议是: （1）如果双方认同该第三

方检验作为确定质量异议的最终标准，那一定要清楚地约

定；（2）一定要求第三方检验机构按照订单约定的检验

标准进行检验，而不是第三方检验机构默认的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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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出现

了越来越多的纠纷和矛盾，这些纠纷呈现多样化、强对抗

性趋势。同时，由于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诉讼成为解决

这些矛盾与纠纷的首要选择。然而，在我国，由于解决纠

纷的机制单一，而纠纷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许多纠纷不能

够及时有效地解决，使得当事人费时费力，但却不能够得

到很好的补偿。基于这样的现状，我国需要构建和完善多

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渠道的分析，进而

提出了我国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渠道

1、诉讼：诉讼意味着公民接受和服从国家意志及法

律权威。显而易见，以诉讼这种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手

段实行“公力救济”，一方面是由于私力救济不及，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维护政府统治秩序的需要。因为社会冲突的

适当解决不仅关系个人利益，而且关系政府统治秩序和整

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必须由政府或国家介入，以政府

或国家强制力进行处置。公共权力的使用以及对诉讼结果

的确认，使诉讼成为一种合法的、最有效的、也是最终的

解决冲突的手段。

2、调解：是指当事人间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

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的主持下，自愿

进行协商，通过相关组织的调解，促成各方达成协议，从

而解决纠纷的办法。调解本质上是以合意为核心要素的纠

纷解决方式，其结果更多地体现主体的意愿。由于调解人

是受到双方尊重与信任的，在调解的过程中也抱着中立的

态度，因此，对于调解人所出具的调解意见，双方当事人

也是能够欣然接受的，这样就使得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

具有较高的约束力。当然，调解协议的达成并不当然导致

当事人诉权的丧失。

3、协商（和解）：指诉讼当事人之间为处理和结束

诉讼而达成的解决争议问题的妥协或协议；也指当事人在

自愿互谅的基础上，就已经发生的争议进行协商并达成协

议，是自行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和解的结果

是撤回起诉或中止诉讼而无需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和解

作为当事人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可以防止重新提出诉

讼。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将和解的条款写入一个协议判决，

由法院记录在卷。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

处理机制。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

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4、仲裁：一般是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仲裁协

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由非官方身份的仲裁员组成的仲裁

庭进行裁判，并受该裁判约束的一种制度。仲裁在性质上

是兼具契约性、自治性、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方

式。仲裁在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由于

其准司法性的特征，其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一般

来说仲裁裁决具有司法效力，作为终局裁决不允许任何一

方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

二、我国现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尽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经

验，但是，在实践当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立法不完善，法律依据不

充分。

我国现阶段尚无一部综合性的立法对各种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加以调整，在具体实践层面还只能依托来自两方

古伟 
律师（河北）
擅长领域： 
民商法、争议解决、

公司法律顾问

面的推手：一方面是地方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

实践经验总结，但是这种模式过分倚重经验，对其管理或

规制往往涉及多种程序多个部门的衔接，而政策的不统一

或反复多变，会使得民众和当事人无所适从，也会严重地

挫伤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则是依

靠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的规定。但是根据我国《立法法》

第8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由法律（指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加以

规定。因此发布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显然有悖于立法的规定。也就

是说，现有的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性文件普遍

存在着合法性乃至合宪性的争议。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机构配置不健全，发展不

均衡。

从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来看，目前对于多元化的纠纷

解决具体由什么部门负责，各地还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没

有具体的规定加以明确。从人民调解的角度来看，对于设

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人民调解委员会隶属于哪个部

门以及其日常工作都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位。

在纠纷繁杂、利益冲突激烈的境况下，诉讼被社会

寄予了厚望，是解决纠纷的主渠道，同时，人民法院的司

法调解必然得到长足发展，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利用则

越来越少。同时，由于我国在各种纠纷解决渠道方面的投

入很不均衡，过分强调并倚重法院判决以及司法调解的功

能，导致了人民调解制度和行业调解等各种调解机制的不

均衡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三）调解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首先，调解协议效力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颁布的

司法解释中仅仅认可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而对于

其他调解方式，特别是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尚未明确。

第二，各种调解机制之间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司法

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诉讼的

衔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第三，纠纷调解未能制度化。现有的有些法律法规和

相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解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

面，对于一些专门性的纠纷调解，如房地产业、网络、医

疗纠纷、交通事故赔偿、建筑业、物业管理、电子商务、

校园伤害事件等纠纷解决机制均未规范化、制度化、法制

化。

第四，偏重法院调解。国家、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公众

对于正式的准司法化调解过于倚重，过多强调法庭调解，

而对合意促进型的人民调解以及基层社区自治性的民间调

解有所忽视。

（四）社会条件欠缺，非诉方式解决纠纷能力有限。

我国自古就有依赖权力的传统，又由于近现代以来

连续不断的社会革命和运动，进一步毁坏了基层社会权威

和社会规范，又因为诚信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缺失，纠纷

发生时具有高程度的对抗性，和解协商难度大，和解协议

反悔率高。为了获得公民的普遍认可，包括人民调解在内

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在努力模仿诉讼程序的合法

性、依法调解、依法仲裁等基本原则。显而易见，非诉讼

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缺乏公信力和社会认同感，解决纠纷

的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补充和辅助国家的法和秩序。

三、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措施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国家应当针对不同类型

的社会纠纷提供相应的解决渠道。每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应

当占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

并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同时，每一个具体的纠纷，都

应当有与之对应的化解方式。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就是要明确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工

作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及作用方式，以便于纠纷可以得到及

时有效的解决，同时各种机制间能够相互衔接配合、相互

补充，最终满足社会主体对于纠纷解决的多样化要求。因

此，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特点和化解纠纷的

现实需要，当前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相关立法，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

律基础。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生活的要求是有法可依，

因此，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求立法先行。

近些年来，我国针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和完善，

在立法层面已经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2009年8月4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建

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

见》，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推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

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

果。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仅有单个立法还远远

不够，必须制定、修改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相

关法律法规。

美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l ternat 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也译作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

发展是非诉讼纠纷解决被制度化的过程，美国在近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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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快速兴起的ADR运动，不仅使美国引领了当代非诉讼

纠纷的发展，也使ADR得到人类社会的更多关注。美国

ADR运动在下列两方面的投入促成了ADR制度化：1.立

法和相应设立争议解决机构。支持ADR纠纷解决的立法

起始于劳动争议等具体领域。最早的相关法律是1888年国

会通过《仲裁法》，主要为解决铁路罢工的突出问题。在

随后的几十年里，先后出台了《艾德曼法案》、《纽兰兹

法案》、《铁路劳动法案》，将有调解介入的集体谈判、

调解、自愿性仲裁、冷静期和实行事实发现的负责人委员

会等方式依次用于解决纠纷。20世纪90年代，联邦层面的

ADR专门立法发展迅速，最为主要的5部法案分别倡导在

立法、行政程序、民事诉讼中尽可能使用ADR，目的是

“提供及时、专业和廉价的解决争议方式”。2.民间力量

对ADR的推波助澜。除了国家及政府力量的推动，民间力

量在ADR发展过程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类是直

接提供ADR服务的个人组织。在这类私人组织中，值得一

提的是社区纠纷解决机构。推动ADR发展的另一类民间力

量是由ADR执业者及ADR消费者组成的各种协会，它们不

从事ADR活动，但为其成员提供信息及资源共享甚至培训

等服务，也制定该行业的执业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应该

提出的是，实际上这类ADR执业者协会是ADR方式高度专

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可以效仿美国通过单行法规授权的方式，在特定

领域内首先推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初步建立多元化的

纠纷解决程序，然后扩大适用范围，在实践的过程中发展

完善，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之后，

再专门针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行规范。

（二）努力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与诉讼渠道的良

性互动。

要真正实现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关键是要建立以

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主导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解决的

联络机制，建立由当事人和解、各种调解、各种仲裁、诉

讼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补

充、相互协调以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调解系统。一是

可以像德国一样，通过立法规定哪些纠纷通过诉讼方式解

决，哪些纠纷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明确诉讼和非诉

的界限，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构建相对独立的纠纷解决

渠道。二是实现司法对其他调解方式的支持保障与监督。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

若干规定》，规定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

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

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厦门市将民间调解(不限于人民调

解)达成的调解协议规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三是要加

强和改进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把指导人民

调解工作与审判质量效率评估体系建设结合起来，用制度

激励、引导法官在实践中努力实现审判活动与非诉讼程序

的协调运行。要正确处理好人民调解协议书与人民法院裁

判文书的效力衔接问题，重视发挥诉讼调解程序简约、成

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和人民调解信息灵、反应快、情

况明的特点，力求案件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

一。要探索实行简单民事案件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制度，

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窗口”，委托社会力量协

助调解，直接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引入诉讼程序，最大

限度实现化解纠纷、解决矛盾的司法目标。四是对特定领

域内专业性较强的纠纷，如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事

故、产品责任纠纷等，原则上应以行业性或专业性纠纷解

决机制为主，人民法院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统一的前提

下，应当充分尊重它们在纠纷解决中适用的行业标准、交

易惯例和行政规范，避免轻率撤销其他解纷主体的处理决

定。

（三）认真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增强调解的效

力，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纠纷时的独特优势。

通过调解解决的纠纷，对抗性相对较弱，更为经济效

率，能够做到情、理、法相平衡，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

文化传统，易于为当事人接受，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因此，需要发展调解机制。通过立法增强调解协议

的效力；建立各种调解之间的联动机制，使之成为有机整

体，可以更好更充分的发挥其在民事纠纷解决当中的优

势；讲纠纷调解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政府应该弱化

法院调解的地位，平衡各种调解的社会地位。

（四）完善社会调解，增强纠纷解决的能力。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缺乏公信力和社会认同

感，解决纠纷的能力十分有限，难以补充和辅助国家的法

和秩序。为了增强公众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关

键是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建立一个诚信社会，可

以很好的避免一些纠纷的发生，同时在纠纷解决时对抗性

也会相对减弱，和解协商的难度降低，自然不必要模仿诉

讼程序合法性、依法调解、依法仲裁的非诉纠纷解决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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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0日，China Chaintek United Co., Ltd 

(“Chaintek”)开始在英国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AIM”）挂牌交易，发行价格1.60

英镑，发行4,696,875股，募得资金750万英镑。

作为本次Chaintek在AIM上市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本所”）协助其完成了境内外股权

重组及红筹架构的搭建，解决了Chaintek境内子公司日常

法律问题，协助英国律师完成其关于中国法律问题之尽职

调查报告和招股书的验证，并最终出具本所中国法律项下

法律意见书。

Chaintek是本次AIM上市的上市主体，其境内运营

实体——福建兴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物

流”），是一家国内物流运输服务（“ t ransportat ion 

services”）和物流仓储服务（“ inventory solut ion 

services”）提供商。兴泰物流自成立以来，立足于福建

省晋江市，与普洛斯等大型仓储设备提供商合作，面向全

国，提供综合全面的物流相关服务。

经过本次服务Chaintek于AIM上市，本所及本所律师

对AIM市场以及伦敦证券市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领会，

并有幸借此机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与各方同仁共同分

享。

1.更加成熟的融资思路和环境

2012年对于企业IPO项目无疑是寒冷的一年，全球投

资者对IPO项目态度越发成熟、理性、保守。甚至在路演

询价的时候，某些投资基金内部明确规定，不能投资IPO

项目。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概念企业境外上市不再如前

两年般，一次IPO就能融得巨额资金，企业境外上市受到

严重影响。这一情形对企业来说比较不利，尤其考虑到境

外上市的昂贵中介成本；但是却也因为这样的现实情形，

企业对上市融资的态度越发理性。

近期境外上市企业路演时，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境外基金十分喜欢这家企业，但是有碍于内部不能投资

IPO项目的限制，不能投资；基金会和企业沟通，希望他

们努力实现自己在招股书中对利润和经营业绩的承诺，争

取尽早到市场上再融资，并承诺，一旦企业再融资一定参

与投资。

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企业似乎是陌生的，因为我们喜欢

一锤子买卖，喜欢一次“圈”一笔钱回国发展企业。但现

实是我们不幸的看到，有些企业老板通过境外IPO融得一

大笔资金，本应用于企业的发展，业务的深入，却开始从

事房地产、投资等所谓的赚钱行业。这样的做法和IPO的

本质目的背道而驰。

结束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不能仅着眼于诉讼

这一解决途径，调解、和解等更为经济效率的方式应该被

公民所熟知，并且实际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而构建多元

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经过国家、

政府、公民、社会等多方面主体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

是在立法及监督管理层面需要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在民

事领域应当建立诚信的纠纷解决环境，提高基层社会的公

信力，这样，公民才能从根本上信任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

制，从而将其实际运用到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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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资本市场，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已经

清晰的认识到了这种情况。他们意识到，很多企业在招股

书和盈利预测中将自己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上市后的运营

状况十分不好，也没有将融得的资金用于之前说明的用

途。因此，IPO融资时变得困难重重。但是，任何不利的

背面一定是有利，如果一家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运用融得的

资金，实现在招股书和盈利预测中的承诺，随着企业的发

展，再融资成为必要时，再向市场募集资金会十分顺利。

这是一种成熟的融资思路，需要企业一直和市场保

持紧密的联系，了解市场利用市场；更需要企业不断深入

发展自己，实现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升华。融资不是终极目

标，企业发展是一切的核心，融资仅为企业发展提供手段

和便利。

中国企业或许对上述概念陌生，或许是急躁的发展环

境使得大家冒进，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的资本市场已经不

允许这种陌生和急躁的存在。企业发展需要静下心来，一

步一个脚印，立足自身发展，密切接轨资本市场。

2.对中国律师的不同要求

不同的律师在介绍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已经对英国资

本市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在此不再就项目流程等进行赘

述。但是通过参与的项目，个人认为针对英国上市项目，

中国律师需要就几方面进行单独深入的研究。

企业的经营。很多时候作为律师，大家会忽略对企

业经营业务的深入了解，仅作原则性了解。但是在英国市

场，尤其是AIM市场，律师作为尽职调查团队的一员，直

接向指定保荐人（“Nominated Adviser”或者“Nomad 

”）负责，需要就经营业务的方方面面，经营的每一个环

节有深入的了解。这是为了撰写尽职调查报告的需要，更

是为进行招股书验证的需要。

环境问题和员工问题。英国市场上市要格外关注环境

问题和员工福利问题是业内通晓的规则；但是事实上，英

国市场就此事项的关注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实质重于形式。

环保证照的办理、员工福利的缴纳，势必是需要完成的，

但是英国市场不局限于这些事项，偶尔会有Nomad问到，

完成这些事项对这家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是否足够，对中

国员工的福利保护是否完备。

依笔者看来，英国市场是目前国际社会十分成熟的市

场，英国投资人见识过全球各个国家的各种行业，对行业

的领会是深入的，虽然也偏好一些矿业企业或能源企业，

但是仍然保持着对不同行业的理性认识。在这样一个市场

上，企业需要做到诚实，企业负责人及管理团队需要做到

全副精力完成自己的事业。这样一句话说似简单，做起来

很难，但由衷的希望中国企业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上，

展开自己的翅膀，实现不断的高飞。

郭恩颖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

与并购、外商投资

青岛汉缆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八益电缆

                                            ——上市公司重组业务律师办案手记

杨锐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外商投资

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肇始，世界范围内核电发展

正经历着一场重新洗牌，或者更应该说是全世界对核电发

展影响公序良俗的一场反思运动，再将视野投回到中国，

《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

规划（2011—2020年）》于2012年10月24日获得中国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国内核电项目建

设的正式重启。此事件不禁让笔者回顾起2012年跨年时笔

者承办的一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青岛汉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汉缆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

方式收购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益电

缆”），收购标的八益电缆在中国电缆行业中以核电电缆

优势著称。虽然现在看来似乎尘埃落定，但早在2012年5

月交易完成时上述利好政策尚未明朗，也为当时的上市公

司并购埋下了伏笔。

上市公司重组业务在律师眼中不仅仅只是尽职调查、

法律框架设计、信息披露合规、交易谈判及交易交割等表

象法律行为，更深层级还应囊括重组涉及的经济协同、资

源整合、国家战略导向等本质性问题，故称上市公司重组

为最能体现资本市场特性的经济行为也不为过。所谓表象

行为要为本质目标来服务，随之匹配的相关法律服务应综

合各项因素审时度势地逐步开展，为完成一场时间紧、任

务急的上市公司重组项目，需要办案律师发挥综合素质依

法办案。

本次并购重组是大而强的行业领袖汉缆股份与小而

精的行业名宿八益电缆一次整合，并购双方皆怀揣远大抱

负，希望在行业里有所建树，为中国经济发展书写华章，

但鉴于中国电缆行业的充分竞争性，众多竞争对手云集，

散兵游勇汇聚，长时间里为有序的电力系统带来了无序的

电缆配套状况。汉缆股份自2010年首次发行A股股票并上

市以来，充分吸取资本市场精华，运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并

购同行业资源，使公司产品线得到延伸和完善，具有良好

的协同效应；八益电缆是著名的特种电缆生产企业，以其

优秀的产品设计制造及管理经验声名远播；两者的结合无

疑是行业中重量级新闻，是电缆市场格局性的重构。

本次并购重组双方各自聘请了专业服务机构（包括

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在严格保密的基

础上就涉及并购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和谈判。笔者作为汉

缆股份聘请的律师（即发行人律师），需要提供全程法律

服务，包括设计交易构架、参与谈判、开展尽职调查、起

草并购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回复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

等。笔者在为两家企业的整合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感到本

次并购重组时间紧、责任重。为保证项目按时申报，笔者

将一个月的尽职调查时间压缩在两周内完成，并高质高效

地完成了涉及交易构架、起草并购合同等各项法律服务。

为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法律服务，笔者每周六日都连续加

班，每天早出晚归，其间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当然，有

辛苦也有收获，最后的结果让笔者颇感宽慰：本次并购重

组从2011年10月初正式启动，到2012年5月底完成汉缆股

份的非公开发行，仅用了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这在上市公

司的并购重组案里，也是比较少见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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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遵守多项

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规则（如《公司法》、《证券法》、

《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需要多个专业中介机构默契合作（证券公司、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需要满足多方主体的利益（如

收购方、目标公司、目标公司的各方股东）；最终还需要

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审批同意。在此，笔者简单介绍一

下本次并购重组的大概阶段：

一、最初双方达成合作意向时，发行人律师根据实际

情况起草合作意向书；

二、项目正式启动后，发行人律师开展法律尽职调

查；

三、发行人律师与财务顾问设计交易构架，参与多方

谈判；

四、根据谈判结果起草收购合同并协助签署收购合

同；

五、起草法律意见书并配合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非公开发行申报文件；

六、收到中国证监会反馈后，对相关反馈问题予以回

复；

七、作为发行人律师参与并购重组委的审核会议，回

答法律问题；

八、取得并购重组委的通过批复；

九、协助发行人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完成目标

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办理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对律师来说是大挑战，也

是大机会，律师不仅要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注意上

市公司的要求和被并购公司的特殊性。笔者就本次并购重

组事宜，向大家介绍一下心得体会和注意事项：

根据规则要求，从项目伊始并购双方意向性接触至核

准发行，都需要密切注意内幕信息的保密性，信息披露环

节更是步步紧随。尽职调查工作需要根据内幕信息要求及

信息披露的时间性进行安排，其中调查并购目标公司是关

键，目标公司往往具有行业特色，尽调开展需要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设计，把握重点、整体核查。

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重组财务顾问及审计、

评估的意见，律师还要设计法律交易框架，例如非公开发

行的发行对象需要满足不超过10名的限制，如果并购目标

公司股东众多，需要进行股权重组；如果并购目标公司的

关联方与其存在同业竞争或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则还需进行

业务重组。当然，发行对象即交易对手方也聘请了专业律

师，整体法律框架设计还需在谈判的基础上展开，这是一

个博弈的过程。

交易文件的安排需要在谈判中进行，专业机构都需要

参与谈判并为并购双方提供专业意见，最终由并购双方作

出决定。汉缆股份是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前提

是购买的资产必须是优质资产，即有盈利能力且持续赢利

的资产，这一点与一般IPO时对发行人的要求一致。需要

会计师考察并入资产的盈利性预测，八益电缆的股东即发

行对象需要出具盈利承诺，若未达到盈利目标，需要八益

电缆的股东对汉缆股份予以赔偿。这些环节总体而言是为

了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也即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贯穿

始终。

综合上述，本次汉缆股份收购八益电缆从产业角度

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协同性，双方在合规基础上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而且八益电缆强项核电电缆、通讯电缆也为汉

缆股份的产品线增添亮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本

次并购项目已经在笔者与各专业中介机构、汉缆股份、八

益电缆及其股东的配合下圆满完成，笔者在项目中体现的

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各中介机构以及并购双方的

认可和称赞。相信笔者从本项目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可以

为更多的上市公司重组业务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法律服

务。                                                  

 房立棠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金融、

投融资与并购

中国普甜食品香港联交所上市法律服务札记

张义乾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外商投资

2012年7月13日，中国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普

甜食品”）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当日股价涨幅达

22.86%，为2012年表现最佳新股之一。笔者代表北京德和

衡律师事务所的证券法团队参加了当天的上市庆功会。庆

功会的舞台上，来自莆仙同乡会的艺术家们表演了“莆仙

戏”，这种源于唐代的中国传统艺术在维多利亚湾璀璨灯

光的映射下，显得“韵味”十足。普甜食品，这家来自于

福建莆田市的农业企业历时两年终于在香港联交所，这个

国际化的金融证券市场上扬帆起航。

2010年9月我所与普甜食品的大陆子公司——天怡

（福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天怡”）正式签订

《法律服务协议》，自此，本所律师开始为福建天怡境外

上市开始提供律师服务，作为本项目的责任律师，笔者自

此也开始了“普甜生活”。

一、普甜生活之“律师尽调”

初来乍到时，映入眼帘的是洁白整齐的屠宰基地、

风景如画的养殖基地，单从外观来看，很难将天怡与笔者

心中的传统养殖企业形象挂钩。结识了天怡的高管团队，

“海归CFO”、“北大法本”、“厦大EMBA”，愈发使

笔者心中好奇，这干人等来养猪，如何与众不同？

按捺心中的好奇，向企业要来财务报表、业务流程介

绍，将天怡的主营业务、业务流程做细致了解。同行应都

知晓，律师尽调前都会提供给企业尽调清单，涉及工商档

案、重大债权债务等，而笔者在老律师的指导下，多年来

习惯在此基础上，详阅企业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能够提

供企业足够多的信息，尤其是企业会计还会将报表细分，

例如“收入结构”、“合同明细表”等，这对于律师对企

业的尽职调查是十分有帮助的。在摸清企业盈利模式、业

务流程的基础上开展尽职调查，能够“纵向”地将企业各

方面合规材料整理在一起。在境外上市中，招股书有专门

章节“Regulatory Overview”（法律法规概览），这一

章节会对发行方涉及的中国法律法规进行介绍。早期，这

一章节十分简洁而格式化，诸如对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介绍也罗列其中，而截至到目前，该章节的介绍越来

越细化，且要和发行人的业务紧密相关。除外资并购、外

汇管理等境外上市通常都会涉及的法律规范之外，每个具

体的发行人涉及的行业规范往往是其独有且重要的法律规

范，对于此类法律规范的介绍，律师需要更加仔细。尤其

是境外证券市场的监管单位、券商、其他服务中介等，常

处于不同的角度发问，使人措手不及，有的是因为其对中

国法律法规的不了解，有的则是因为关注点不同，原因各

异。

笔者在熟悉天怡业务的基础上，归纳出：养殖——

屠宰——流通——销售四个主要业务环节，而检验检疫则

是贯穿始终的合规重点，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要

求，层级上至法律、规章，下到地方法规、规范性文件。

在普甜食品项目后期，笔者着实体会到了尽调前熟悉企业

业务的重要性，详细请看第三部分“法律规范篇”。

业务流程了然如胸后，笔者便展开了有条不紊的尽

职调查。工商、税务、社保、环境自不必说，按照业务流

程，笔者最先来到企业的养殖基地。天怡的养殖基地风景

独好，可谓“依山而不傍水”。如果笔者在这“胡诌”，

说出“依山傍水”的话，很容易被专业人士看出破绽。没

错，根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莆田市畜禽

禁养区及禁建区划定方案》等规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禁建畜禽养殖场，且《莆田市畜禽禁养区及禁建区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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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则更加细化，罗列出“禁养”、“禁建”、“可

养”等养殖区域，每个区域的要求各不相同。

身边的“北大法本”自豪地介绍：“公司养殖场地可

是当年从香港老板手中抢来的，当年香港老板要在这里建

高尔夫球场，最后还是天怡人项目的务实取得了这块土地

的使用权”。养殖基地土地使用要合法，其次才是用途要

符合规划，这“北大法本”玩笑间点中笔者心中之所想，

果然不凡。我又嘱咐了一句，代养户的养殖基地也要合法

合规才是，因为诸多农业项目，代养都是普遍业务模式，

且都成为监管机构重点关注对象。果不其然，代养户的规

范化以及涉及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规范化使用成为了日后

的主要工作之一。

突然，随访中介中的女同事们躁动起来，原来我们步

入了养殖场的 “仔猪育房”，看着无数散养在宽敞育房中

的可爱小猪，女同事们都相当激动。我又专业地询问了一

下，这些小猪是“种猪”还是“仔猪”，“种猪”是指用

来以做种培育为目的而自用或进行销售的小猪，而一般的

仔猪则不具备做种猪的“资质”。培育并销售种猪要单独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种畜禽管理条例》、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

此外，养殖基地所用饲料、药物等都要符合相应规

定，包括但不限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

药管理条例》等，养殖企业所用任何药物采购方，均需具

备《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

照，而兽药本身还要具备“兽药生产批准文号”。

在尽职调查工作中，为减少企业的成本，同时提高

工作效率，给予律师调查的现场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充足

的准备工作对于日后工作效率的提高帮助极大。律师尽职

调查就是写报告，现场工作都是走马观花式尽职调查的思

想，是证券律师必须杜绝的。

按照上述原则，笔者又参观了天怡的屠宰车间。屠宰

要遵循《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

办法》及各地方的定点屠宰管理规定等，本文暂不赘述。

中国人讲究肉质的新鲜，因此目前的生猪屠宰都是在夜间

进行的，凌晨即直接送往各地销售。所以，对于屠宰车间

的调查是笔者凌晨1点钟进行的，且要身着白色隔离服、

脚蹬长靴、头戴帽子、口带口罩，于是乎，各中介们一进

车间，就只能靠“眼神”来辨识对方了。因为屠宰过程尤

其涉及相关检验检疫条例的执行，因此其后笔者有多次夜

游屠宰厂的经历。屠宰流程中不但有企业自身工作人员的

各道检疫程序，还有当地农业局检验检疫部门的常驻人员

不断抽查。笔者也深刻体会到这些夜间工作的天怡人的辛

苦。不过，看着已经兴建起的“排酸冷冻车间”，相信这

种传统的工作时间会有所调整、缓和。随着国人对于冷鲜

肉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国家对冷鲜肉发展的鼓励，例如

《全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5年）》

介绍，“国家争取将冷鲜肉市场份额由目前的10%提升至

20%，到2015年上述比例分别达到20%和30%左右”，因

此，冷鲜肉市场将是天怡业务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此外，对于天怡产品销售的调查也是基于上述“跟踪

性原则”，笔者走访了商超、白条批发商、直营店、农贸

市场等有天怡产品销售的地点，根据生猪产品流通相关规

定对天怡产品的流通、销售进行了调查。

二、普甜生活之“上市重组”

在了解企业业务的同时，企业境外上市前的重组也同

步开展起来。

中国大陆企业境外上市前重组主要涉及境外上市主体

的设立、外资收购、外汇登记、境外或境内私募投资、股

权激励等，通常都由大陆律师主办完成。涉及私募投资在

境外完成并在境外重组的，需要境外律师主办，大陆律师

对于涉税等方面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我所律师为天怡搭建上市架构走访了商务局、外汇管

理局、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将我所律师的项目经验和当地

具体的执行情况进行一一验证，为天怡搭建了境外上市主

体100%间接控股天怡公司的上市架构，为天怡公司的境外

融资和未来的挂牌上市提供了基础条件。

三、普甜生活之“法律规范”

比起“按部就班”的重组，上市前企业的规范化过

程就显的有些“繁杂”了，但由于此工作是始终贯穿于上

市过程中的，所以算是“杂而不乱”。此外，如前文所

述，充分的尽职调查是保证“杂而不乱”的前提。笔者总

结，规范可概分为2大类别，一是主体资格、历史沿革、

主要资产、重大债权债务、关联交易、劳动社保等等法律

意见书、物业意见书涵盖的专项内容，其次就是业务经营

涉及方方面面的合规性。对于后者，境内A股上市的法律

意见书往往一笔带过，主要就是介绍企业有了哪些经营资

质证书，而境外上市则要对各证照的“来龙去脉”及其与

企业业务的联系进行描述，以及但凡招股书中描述的业务

内容，都要有合规性支持。例如，天怡引进了德国净水设

备，供生猪饮用，含有矿物质营养，如此一说，便招致各

方盘问，此举动是否违反《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

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等有关养殖中动物饮用水的规定。当

时企业董秘心急，脱口而出：“我们的水都有检验报告，

符合人饮用水标准，人喝都没关系”，结果券商反应倒

也快，说：“人能喝不代表猪能喝，猪能喝不代表人能

喝”，电话会议各方在反应了数秒后都笑了。

下表是在普甜项目中涉及到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文件及行业标准，本所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均不

时地用到相关内容，对各方文件表述内容的合规性提供了

支持：

四、普甜生活之“两报A1”

2011年初，在本所律师为企业服务半年之后，香港

上市的各方中介各就各位，并提出了2011年6月16日提交

上市申请——A1表的计划。我方律师开始正式传阅《法

律意见书》、《物业专项法律意见书》；券商香港律师着

手起草并传阅招股书；公司香港律师起草《香港法律意见

书》；物业评估师于5月份前传阅《物业评估报告》；香

港会计师在5月份完成三年报告期（08、09、10年）的审

计报告。自2011年4月1日，每周券商都会集合各方工作进

度发出《每周工作进度报告》。截至到本项目完成时，根

据FOXMAIL的数据显示，笔者关于本项目的邮件数目为

2180封。

最终的招股书草拟会议顺利于2011年5月25日召开，

但截至6月16日，招股书内容并不能达到各方期望的满意

程度。尽调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亟待各方的进一步现场调

研。代养户问题、个人供货商问题、是否存在肉制品销售

问题、产能问题、白条批发户问题、库存和销售成本统计

问题、超市合作问题、会员卡问题等等，一一摆在各方面

前。直至2011年9月26日，各项问题才基本圆满解决。我

主要法律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

《福建省生猪屠宰企
业资质等级认定工作

实施方案》

生猪屠宰产品品
质检验流程GB/T 

17996-1999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2010》

《关于加强生猪定点
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

作的通知》

《肉类加工厂卫生规
范》GB12694-90

《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

《关于生猪定点屠宰
资格审核清理工作相
关要求的通知》

《鲜（冻）畜肉卫生
标准》GB2707-2005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

《莆田市生猪产品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方

案》

鲜、冻片猪肉国家标
准GB9959.1-2001

《全国生猪屠宰行业
发展规划纲要》

《莆田市畜禽禁养
区、禁建区划定方

案》

分割鲜、冻猪
瘦肉国家标准
GB9959.2-2001

《生猪屠宰企业资质
等级要求》（SB/T 

10396—2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

《种畜禽管理条例》

《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资质等级要
求》（征求意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

《猪屠宰加工企业资
质等级认定实施细

则》

《猪肉卫生标准》
GB2707-1994

《家畜遗传材料生产
许可办法》

《商务部关于全面开
展生猪屠宰加工企业
资质等级认定工作的

通知》

《生猪屠宰操作规
程》GB/T 17236-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
办法》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等



32 33

所律师于9月26日当天赶至香港印刷商办公室，与各团队

一起忙碌至9月30日凌晨，4天的时间就回宾馆睡了一晚，

终于在9月30日提交了首次A1申请。

2011年10月19日、10月26日各方获得香港证监会第

一轮的两套反馈问题，各方于11月15日提交回答及更新的

招股书及其他文件；于2011年12月5日获得第二轮反馈，

各方于12月31日提交回答及更新的招股书及其他文件；

于2012年1月13日获得第三轮反馈，并初步确定了聆讯日

为2012年的2月2日，各方于1月16日提交回答及更新的招

股书及其他文件；2012年1月27日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

规则》第9.11（18）至第9.11（23）条规定提交了聆讯前

四天的文件；2012年2月3日获得聆讯后的反馈，共剩9个

问题，2012年2月8日各方提交聆讯后的问题回复；2012

年2月10日获得联交所提供股份代码和股份简称，2012

年2月24日取得联交所“In-principal Approval to Listing 

Application”和“No Comments Letter”（“原则同意

上市”和“无意见函”）；2012年2月28日获得香港交

易及结算中心“Mandatory Admission of Securities to 

CCASS”（“中央结算系统登记许可”）;2012年2月28日

公司香港律师将全球发售的招股书备案于香港公司注册处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日获得交易所正式无意见函，同意

在联交所网站发布招股书及公开发售声明。

上述一系列工作，自2011年9月30日初报A1，到2012

年2月28日正式刊登招股书并全球发售股票，整整度过了5

个月的时间。有趣的是，天怡项目的每个关键节点都赶上

了中国传统假期：国庆节前1天报A1上市申请、元旦前1天

报聆讯前回复、春节前报最后的联交所提问并获得股票代

码等等，各方开玩笑地讲，一到放假就知道天怡该有进展

了。

也许好事多磨，上述经历还不是一次，2012年2月28

日开始的公开发售因为市场原因而终止，企业之后增加引

进新的承销商，又于2012年6月份重报了A1申请，上述一

系列工作又重复了一次，还好二次报A1时证监会反馈问题

少了很多。

 

五、总言

在经济全球低迷的2012年，普甜食品登录香港联交所

确属不易，而对于农业行业企业来说，更加不易。

作为传统行业，农业企业常常给人以“低端”印象，

孰不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企业家的辛苦耕耘下，

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农业行业越来越显示出其对社会、

对经济的影响力。农业行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的传统

支柱行业，国人对农业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农业行业的

规范化、产业化、现代化将是中国建立小康社会、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中之重。

翻开今日的新闻报道，2 0 1 2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

30.95亿元直接用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项目，

对3826个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了支持。而作为专业的服务

机构，我们只能从专业的领域为农业企业，为上市企业贡

献绵薄之力。在此祝福普甜食品，也祝福中国的农业企业

能够借力政策、专业服务、资本市场等优势资源，使自身

的业务有好的增长，使自身的产品有质的保证！

中国概念股“红筹回归”主要法律问题浅析
季向峰
律师（上海）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金融、投融资与并购

“红筹回归”是指以上市主体在境外，贡献业绩的

权益主体在境内的模式搭建的企业上市架构，经拆除及简

化境外结构且控制权直接归入境内法律主体，在境内A股

市场上市的过程。包括已经成功登陆境外证券市场的公司

和尚未在境外上市、但是已经搭建好其红筹构架的中国公

司。

基于日趋完善的境内证券发行制度和改善的审核速

度，以及国内A股市场的快速扩容和较高的市盈率、高估

值、高融资额、较低的上市及维护费用等因素的考虑，红

筹架构海外上市不再成为境内中小企业追逐的目标，而拆

除红筹回到境内上市已然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另外，国内

政策层采取的鼓励及开放性政策，为企业“红筹回归”提

供了政策方面的依托与支持。同时，在境外证券市场，已

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在境外市场受到冲击，企

业自身问题及活跃的做空力量使得这些公司面临包括集体

诉讼、股价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估值低、流动性差、缺

少投资人的关注、无法获得预期融资等负面问题，导致企

业在拟上市的资本市场方面更倾向于A股。

“红筹回归”的主要法律问题包括：

一、红筹架构的拆除

监管机构对红筹架构的基本要求是原先搭建的SPV

（特殊目的公司）需要拆除，控制权要回归到境内法律主

体；如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身为境内自然人或法

人，发行人审慎考虑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架构去除，将控

制权转移回境内；如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身为境外

自然人或法人，要把握股权结构是否清晰，真外资结构过

于复杂的需简化（注：2012年的最新政策是真正的外资没

有强制要求）。拟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虽为境内公民或

法人，但其在香港等地公司以通过境外融资或境外经营自

然形成的境外资金对境内拟上市公司投资形成控股的（即

不存在返程投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提供了充分证据

证明资金来源为境外资金的可以免于清理特殊目的公司；

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去掉红筹架构后影响到税收优惠的，可

以保留外资身份，原则上不要因上市增加企业负担，控股

权回来即可，外方25%的股权可以继续保留，但前提是相

对简单，不影响透明度。　

二、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变为内资后之前享有的所得税

优惠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已经得到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经营期不满规定年限的，除因遭

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以外，应当补缴已

免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从已过会案例来看，只要

保证控股权回归境内的前提下，证监会允许拟上市公司的

一部分股权仍保留在境外，从而继续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

税收优惠，不需要因未满十年期限而补缴税收，境外股权

多为香港公司持有。 

三、关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的优惠

政策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

号）》第四条规定：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

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

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

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建

议在实施外资股权收购之前对公司2008年之前的未分配利

润进行相应的分红，降低股权转让标的的金额，从而减轻

相应的所得税负担。

四、股权转回境内的股权转让预提所得税问题

根据针对非居民企业通过境外控股公司间接转让境



一、案件情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京德恒”）于

2011年9月21日对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山东

德衡”）申请注册的第8505302号“DEHENG”商标提出

异议，商标局受理后，于2012年2月2日向山东德衡送达

《商标异议答辩通知书》。山东德衡收到商标局寄送的上

述答辩通知后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会议重点商议此案。众

所周知，“DEHENG”不仅是山东德衡的英文名称，还是

“德衡商法网”的主域名，其是否可以注册为商标关系到

山东德衡“商号”、“域名”和“商标”三者统一的品牌

战略，因而不容有失。鉴于此，山东德衡指派包括笔者在

内的知识产权团队负责收集相关证据并准备答辩材料，并

最终通过其旗下北京德和衡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答

辩。

除上述争议外，北京德恒之前还曾通过其旗下北京

德恒汇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申请“DeHeng IP Law，

LLC”商标，商标局因山东德衡已注册“DEHENG”相关

商标，故驳回其申请，后经商标驳回复审、一审及二审程

序，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维持商标局的驳

回决定。此外，北京德恒不仅对上述“DEHENG”商标

提出了异议，还对山东德衡申请的“德和衡”、“德和衡

及图”、“DEHEHENG”等五个商标提出异议，与此同

时，还对山东德衡早在1996年就申请并获得注册的“德恒

及图”商标以“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

二、争议焦点

北京德恒提出的主要异议理由有以下两点：

1、被异议商标“DEHENG”系北京德恒在先使用并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商标；

2、被异议商标“DEHENG”的申请注册损害了北京

德恒对“DEHENG”享有的在先商号权。

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也就是：山东德衡申请

“DEHENG”商标是否如北京德恒所言违反了《商标法》

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是否侵犯了北京德恒的在先商标使

用权和在先商号权。

三、法律分析

1、“DEHENG”商标并不是北京德恒在先使用并享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商标，北京德恒之前仅注册了

3026449号“             ”商标和第3026493号“          ”商

标并进行使用，而其并未注册任何与“DEHENG”相同或

相似的商标，也未曾将与“DEHENG”相同或相似的标识

作为商标来使用。

2、山东德衡于2003年申请注册了第3681101号“

     ”（德衡 DEHENG）和第6917600号“       ”
（德衡律师  Deheng Law Firm1993 D）等商标，前者

于2005年获得注册，后者于2010年获得注册。可见，被

异议商标“DEHENG”是山东德衡在先注册商标“德衡 

DEHENG”的组成部分，与北京德恒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

不构成相同或近似，因此北京德恒提出的侵犯在先商标权

内企业股权的反避税新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

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698号）于2009年12月10日出台，该文强调了对非居

民企业直接或实质转让中国境内公司股权所得税的管理：

非居民企业向其关联方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其转让价

格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

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调整。非居民企业取得股权转让所

得，符合财税[2009]59号文件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

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

料，证明其符合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并经省级税务机

关核准，其中特殊重组相当于税收递延或免税重组。境外

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

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

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

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

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审

查后重新调整实施对非居民企业的源泉扣缴。

在拆除红筹架构时，原来的境外公司（非居民企业）

转让居民企业股权所得，非居民企业将面临5%-10%左右

的预提所得税，这无疑加大了重组成本。由于698号文出

台时间较短，实践操作中争议较大，实务操作中应该与券

商、审计师，特别是税务师共同研究讨论确认。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为依法在

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

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而非居民企业则是指依照外国

（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

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尽管一些特殊情形

可以通过适用于2009年国税总局下发的82号文（《关于境

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

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来使得转让股权企业被认定为居民

企业，但对于绝大多数公司来说绝非易事。如果境外SPV

没有被认定为是中国居民企业，则其从境内经营实体分得

的股息收入等要缴纳中国预提所得税；如果境外SPV被认

定为是中国居民企业，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应就

其全球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外汇管理的问题（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登记）

根据外管局75号文及2011年5月外汇局发布的《境内

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

规程》（汇发〔2011〕19号）的规定，中国境内居民设立

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进行返程

投资，境内居民需在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前，

持相应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分局、外汇管理部申请办理境外

投资外汇登记，特殊目的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等重大事宜还

需要进行变更登记。

在“红筹回归”过程中涉及到一系列的股权转让、终

止VIE协议、注销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等事宜，

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外管变更、注销登记。对于那些75号文

之前已经搭建红筹架构的企业，境内居民应补办境外投资

外汇登记。自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境内居民通过境

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操作规程》（汇

发[2011]19号）在75号文的基础上，对境内居民特殊目的

公司在外汇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并购境内企业和注销登

记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实践中，由于各地掌握标准及宽严程度不够统一，使

得一些企业未能成功办理外汇登记。企业拆除红筹架构后

回归国内证券市场，之前应作为未作外汇登记/补登记的事

项会成为其历史沿革方面的法律瑕疵，但是否会成为上市

成功的障碍，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已成功上市的去红

筹公司中，263、日海通讯、华平股份、誉衡药业、朗玛

信息的招股说明中披露红筹架构涉及到的境内居民已办理

外汇登记或者外汇补登记，而海联讯、南都电源、得利斯

对于境内居民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是否办理并未提及。为了

减少发行审核过程中的风险，凡涉及上述登记事项的个人

或法人，应尽最大可能与当地外汇管理部门取得沟通，或

者补办外汇登记，或者取得外管部门出具的不适用“75号

文”的批复。

从实际案例来看，日海通讯、华平股份、誉衡药业、

263均对其SPV的外汇来源、外汇登记情况做出说明，且

均按75号文的要求在当地外管局进行了登记。证监会也会

对此予以特别关注，要求保荐人与律师详细说明境外公司

设立与返程投资是否符合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以及是否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对于拆除红筹架构而言，往往需要

动用较大的资金流，跨境并购涉及外汇管制。

作为例外，大富科技宣称其境外公司设立时并不具

有上市融资目的，因而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根据汇发

[2011]19号文：境内居民个人通过不属于汇发[2005]75号文

所指特殊目的公司性质的境外企业已对境内进行直接投资

的，该境外企业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处理，境内居民个人

无需为该境外企业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但该境外企业

控制的境内企业所在地外汇局，应在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

息系统中将其标识为“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知识产权

王海军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知识产权、公司、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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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3、尽管“德恒”是北京德恒的商号，但不能据此

推定“DEHENG”就是北京德恒的商号，北京德恒就对

“DEHENG”享有专用权，因为山东德衡的英文名称同样

也是“DEHENG”，而且根据中国现有法律规定，商号

是专指中文名称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并实施的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

法》规定，“企业名称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规范的汉字，不

得使用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 

4、关于山东德衡和北京德恒商号的起源，山东德衡

早在1993年设立时就称为“中国律师事务中心青岛德恒律

师事务所”，可见，从时间角度考虑，山东德衡是最早使

用“德恒”商号的。后北京德恒的前身中国律师事务中心

于1995年改制，其起初的名称不是“德恒”，后经更名改

为“德恒”。1995年8月，青岛德恒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律

师事务中心脱钩成为一家完全独立的律师事务所，1999年

6月“青岛德恒律师事务所”依法更名为“山东德衡律师

事务所”。

在该商标异议案中，北京德恒提交了一份《青岛德恒

律师事务所（原中国律师事务中心青岛德恒律师事务所）

一九九五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决议》的证据，其第五条约定

“在德恒律师事务所与青岛德恒律师所的名称发生冲突必

须解决时，青岛德恒所改名。”青岛德恒律师事务所事实

上为避免与北京德恒名称发生冲突，已于1999年6月更名

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是经山东省司

法厅核准并经司法部名称核查通过的，依法享有“德衡”

商号权。关于该份决议，实质上是解决商号问题的一份决

议，而非解决商标问题的决议，因为商号与商标分属于不

同的法律关系，这一区分也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

“DeHeng IP Law，LLC”商标驳回行政诉讼案判决书中

得到印证。

5、针对北京德恒提供的诸多证明其商号在律师业中

比较知名的证据，山东德衡则相应地提交了多份证据与之

相抗衡，包括但不限于：山东德衡于2000年11月18日获得

“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称号、2005年获得“全国优秀律

师事务所”称号、2006年12月被亚太法律权威机构ALB评

为“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中国律师事务所之一”、2007年

获得“中国内地十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的称号等，从而证

明“山东德衡”在业内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北京德恒。

四、裁决结果

最终，商标局认定山东德衡申请注册第8505302号

“DEHENG”商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

规定，并未侵犯北京德恒的所谓的未注册商标权和企业名

称权，从而依法裁定对山东德衡申请的“DEHENG”商标

予以核准注册。

此外，北京德恒针对山东德衡申请的“德和衡”商

标提出异议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是

山东德衡旗下的子品牌律所，是由北京市司法局核准注册

的，其依法享有“德和衡”商号，该商号与“德恒”既不

相同也不相似。可以预见，商标局将会依据相同的事实与

理由驳回北京德恒的异议，依法核准上述商标的注册。关

于“德恒及图”商标，山东德衡在注册该商标时其商号为

“德恒”，不属于抢注，且山东德衡已于1997年取得商标

注册证，2007年商标到期后又进行了续展，故山东德衡依

法享有“德恒及图”的商标权毋庸质疑。笔者认为，北京

德恒也许只能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德恒”商标，根据山

东德衡已开始进行北京总部平台建设以及将重点推出“德

和衡”或“德和德衡”品牌的情况，将来也许是可以考虑

转让的。

胡先明
律师（上海）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

投融资与并购

从一批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诉案谈网络打假

孙鹏
律师（上海）

擅长领域： 
公司、投融资与并购、

民商讼裁 

上海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时尚女装设计、制造和销售

公司，其销售渠道是包括淘宝网在内的电子商务平台。经

过长期网络推广及数千万元广告费用投入，该公司某品牌

女装以其时尚的设计、优良的品质及逐步积聚起来的良好

信誉，取得了非常好的销售业绩，成为影响网络流行女装

市场的重要代表。随着该品牌女装知名度的提高，在淘宝

网、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出现上百家假冒者。在多次

向电子商务经营者投诉无明显效果的情况下，该公司委托

本所律师打假。

本所律师接受委托后，对侵权比较严重的多家网店进

行了仔细分析，发现这些网店长期以该委托人品牌文字作

为链接关键词，大量使用委托人产品宣传图片，销售仿制

产品。但经实物购买，仿品上并未使用该品牌商标。面对

如此情况，并充分考虑委托人提出的“不要牵涉电子商务

经营者、不走刑事过激追责路径”的“双不”要求，律师

筛选出侵权比较突出的六家网店，经过严格取证，慎重选

择诉讼方案，分别向上海、广东、湖北、山东等地法院提

起了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之诉。

本所启动的首批六个案件，目前已基本结束庭审。由

于案件比较新颖，各审理法院未有先例，故法院审理比较

谨慎。但截至本文撰稿时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一个案

件在庭审中与被告达成和解，实际赔偿金额占索赔金额近

70%且已赔偿到位，达到了当事人的良好预期；一个案件

已经下判，判定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按其交易金额的约

36%比例作为非法获利以赔偿原告损失。其余四个案件，

各审理法院将陆续下判。

首批案件初战告捷，凝聚了办案律师大量心血。案件

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正确选择诉讼方案，二是证据

翔实。下面主要就这两方面的内容谈谈律师的打假思路。

一、正确选择诉讼方案，能让打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1、案由的把握

侵犯商标专用权。虽然假冒者在仿品上使用的是制假

厂家或自己的商标，但其在注册的商铺中肆意使用被侵权

商标。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

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

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本类案

件中，假冒者构成商标侵权。

不正当竞争行为。首先，假冒者多次以被侵权品牌的

文字作为其网店链接关键词，让消费者误解是被侵权品牌

的生产商或者代理商，而实际上本案委托人的服装都是网

络自销，没有任何代理商。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不正当

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足以使相关公

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营

者具有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的，应当认定

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其次，本案委托人为宣传

其服装产品，特别聘请了专业模特拍摄服装宣传图片并发

布在自己的淘宝商铺，而假冒者未经许可，擅自大量使用

了委托人的服装宣传图片。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擅

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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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

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构成不正当竞

争。

结合大量判例，本案案由最终确定为侵犯商标专用权

及不正当竞争。

2、选择管辖法院

目前，我国法律未就网络商标侵权案件的管辖做专项

规定，此类案件仍遵循传统的商标侵权案件确定管辖权。

最高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六条规定，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起的民

事诉讼，由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二条所规定侵权行为

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

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侵权行为的实施地难以确定，

本案中我们也无法提供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最高院《关于

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认为，在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

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

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我们曾设想过在

原告所在地制造联结点，这在网络打假中经常采用的方

法，但因本案委托人并不想牵强地生出多余的枝节而放

弃。我们也曾尝试以“淘宝网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为由去

杭州法院立案，但经几番交涉，杭州法院不予受理。因此

本案最后选择了被告所在地法院。当然，如果将淘宝网也

列为被告之一（委托人不希望这么做），在杭州法院立案

是没有问题的。

选择被告所在地，最大的问题是要到全国各地去打官

司。本次六个诉讼案件，被告住所分别在山东济南、广东

深圳、广东潮州、广东河源、湖北仙桃及上海，承办律师

要奔赴外地立案、开庭，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路上，委托人

打假成本成倍增加。各受理法院调查取证和查封支付宝账

户亦要至少往返一次杭州，司法成本也相应增加。

虽然本案最终选择了被告所在地法院，但承办律师坚

持认为，杭州法院应受理本案。法律对网络侵犯商标权案

件的侵权行为实施地如何确定尚无规定，但网络著作权纠

纷案件已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

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

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参照此规定，

被诉侵犯商标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所在地应视为侵权行为

实施地。

3、确定被告

一般来说，网店经营者在其淘宝网店自行披露的网络

名称、身份信息，并未经过独立第三方认证，且大部分是

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提供被告的真实名称及身份信

息是原告的责任，是不能申请法院调取的，立案时就要如

实提供。淘宝网店经营者经过认证的注册信息，只有淘宝

网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才能确切掌握。为此，我们出具了

律师函给淘宝网，让其提供网店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淘宝

网也给予了配合。律师凭淘宝网提供的身份信息，再到网

店经营者（企业）工商登记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调取工商

信息，或个人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调取户籍信息。至此，

被告才得以最终确定。

淘宝网披露网店经营者的注册信息是有前提的。淘宝

网有一个淘宝知识产权保护平台，相关权利人可通过该平

台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必须首先在该平台对侵权

人进行投诉，且该等投诉经查实后进行过处理，这样淘宝

网才向相关权利人披露侵权人的真实信息。

4、确定赔偿依据

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侵权人的赔偿数额的

认定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权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

数额计算依据，另一种是以侵权人的非法所得来认定。本

案中，委托人长期注重品牌投入与产品品质的提升，采取

的是现代网络营销方式进行直销，其经营业绩一直是快速

上升的，虽然受到诸多假冒者低价倾销的不利影响，但很

难确定其到底遭受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即便能确定委托人

遭受到的经济损失具体金额，该等损失也只能是上百个假

冒者合力造成的，难以量化到某一个人的头上。因此，以

委托人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数额计算依据，是行不通的，

只能以假冒者的非法所得来认定。如何计算假冒者的非法

所得？这是一个颇费周折的事情。要想查到侵权网店准确

的交易金额，须申请法院调查。为能在起诉时确定起诉标

的额，我们只好根据侵权网店所反映的某一时间段的产品

销量及销售额，评估出近两年内该假冒者总销售收入。考

虑到侵权网店除假冒产品进购成本外，几乎再无其他营销

成本，最终选择按其销售收入的50%计算其利润。该种方

式计算出来的利润额，就成了案件中索赔金额的重要参考

依据。

众所周知，凡是淘宝网的在线交易，是通过支付宝

转账的。支付宝属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凡是通过支付宝的

交易，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有详细记录的。

该交易记录有交易时间、交易金额、商品名称、购买者的

名称及地址等详细资料，完整地反映了假冒者的线上交易

额。本案中，律师在立案时即同时提出了申请，申请法院

调取该关键证据。遗憾的是，支付宝交易记录仅反映了线

上交易额，假冒者采取银行转账等线下交易方式销售侵权

商品，其侵权收入尚难以取证。

5、保全支付宝账户

假冒者通过支付宝在线交易，必须有支付宝账户，而

且支付宝账户必定绑定一个银行账户。假冒者的收入是先

进支付宝账户，然后再转账至其银行账户。起诉前，我们

购买仿品进行实物取证时就能掌握其支付宝账号。向法院

申请诉讼保全时，该支付宝账号作为有效财产线索一并提

交给法院。

在诉讼保全中，可能会遇到支付宝户名与案件被告不

一致的情形，即被告借用他人名义开设支付宝账户。因支

付宝账户在案外人名下，法院一般不会采取强制措施，保

全该支付宝账户。此时，需考虑先追加案外人即支付宝账

户所有人为被告，法院才能实施保全。追加被告的依据是

《侵权责任法》第九条，即“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

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诉讼方案的选择及大量前期工作的准备，为我们

后面的诉讼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良好诉讼效果，奠定了非

常好的基础。委托人在委托本所律师代理本案前半年，就

曾委托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试着对一个侵权网店进行

诉讼，直到现在尚未取得一审判决。因此，正确选择诉讼

方案，会事半功倍。

二、必要而翔实的证据，是案件获胜的关键。

本批案件，我们搜集并整理了如下证据：

1、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注册申请受理书及商标注册

证，证明原告为某品牌商标的注册人；

2、原告注册的淘宝网店页面内容，证明原告淘宝网

店推广和销售的产品均为原告品牌女装，亦就是假冒者仿

冒的对象；

3、淘宝网广告订单及广告费发票一宗，证明原告为

打造知名商标，在淘宝网开展了大量推广活动，广告费从

350万元、950万元到1180万元逐年上升，投入巨大；

4、淘宝网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奖杯，证明原告的品牌

服装前两年淘宝女装销售业绩及获取荣誉，证明原告商标

为知名商标；

5、报纸、杂志及电视广告证据一宗，证明原告为打

造知名商标，在报纸、杂志及电视上进行了大量广告宣

传；

6、模特护照及聘用合同，证明原告聘请境内外专业

模特为原告品牌服装拍摄宣传图片；

7、关于原告女装在淘宝网的日销售、周销售及月销

售情况的公证书，证明原告经营规模较大，原告品牌具较

高知名度；

8、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工商登记信息，或公安

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信，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9、关于被告网页使用原告商标、大量产品宣传图片

及其销量、价格的公证书，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及其销

售规模；

10、通过网络购买的被告仿品，证明被告以原告名义

销售的仿品与原告相应的正品一致；

11、原告的服装产品图片光盘，证明被告在网店推广

中大量使用了原告的服装宣传图片，使消费者产生混淆；

12、原告打假、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凭证。

除上述证据外，原告还申请法院调取了被告支付宝注

册信息、交易记录及提现明细情况。

上述证据中，证明了原告主体资格、原告注册商标为

知名商标、原告服装品牌为知名品牌、被告主体资格、被

告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事实、非法销售收入等等，都是案件

所必需的，并且非常翔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这些证据

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被法院所认可，不存在任何

瑕疵，被告庭审中亦未提出任何实质性异议。

在已经获得的判决中，法院对这些证据一一进行了

认定，并依此认为：虽然涉案产品并没有使用与原告被侵

权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但被告在宣传推介涉案产品

过程中，将原告商标文字作为链接关键词，即产品名称的

主要识别部分使用，以达到促销其产品的目的。且被侵权

商标与产品在网络流行女装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被告的

行为明显是借用原告商标与产品的信誉为自己获得商业交

易机会。加之配合原告产品宣传图片，更加使得消费者对

被告仿品与原告正品的高度相似性产生确认，因其价格低

廉，进而赢得交易。被告的行为，明显具有“傍名牌”、

“搭便车”的故意，违反了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

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

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赔偿数额，法院认为应根据被告支付宝线上交

易额，并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性质、过程程度、网络

销售利润、原告商标产品的知名度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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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等因素予以酌定，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约为交易额的

36%。

结束语

首批被诉的六个网店，在收到诉状、支付宝账户被

封后即全部停止商标侵权，要么在网页上撤掉了全部涉案

商标、相关侵权描述及产品图片，要么干脆关闭了整个网

店。应该说，诉讼最基本的目标在一开始就达到了。已经

获得的这份判决中，因被告仅使用与“某某品牌同款”字

样而未认定商标侵权（我们对此仍持保留意见），但认定

构成不正当竞争并支持了较为合理的赔偿数额，本案较高

一层的目标——让侵权者付出代价的目标也已达到，委托

人是非常满意的。

本次打假，达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明目张胆的假冒

侵权确实少了，但更“高明”的侵权方式又出现了。假冒

者改换门庭，不再打着正品品牌旗号，也不再使用委托人

产品宣传图片，但网店卖的全是委托人时尚女装仿品，并

自行聘请模特拍摄宣传图片。因此，积极申请服装设计专

利，从商标保护转而升级为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作为当事

人来说，势在必行。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现有技术抗辩

陈 浩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

李昊霖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

随着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专利侵权诉讼

已不再只是一种法律维权手段，而成为一种配合企业整体

发展规划的商业竞争策略，因而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武器。作为对抗手段，在专利侵权诉

讼中，被告通常针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

委员会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进而要求法院中止专利侵

权，通过无效程序打掉对方的专利，从而赢得专利诉讼。

然而，这种抗辩方式增加了诉讼程序，案件往往久拖不

决，被告深陷诉讼之中，耗费企业大量精力，影响了正常

的生产经营。对此，专利法律制度为被告提供了若干抗辩

事由，如非生产经营目的抗辩、现有技术抗辩、权利用尽

抗辩、先用权抗辩等，如果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法院可

以直接认定被告不构成专利侵权，大大节约了企业的诉讼

成本，有利于及时处理专利纠纷。本文谈及的就是在专利

侵权诉讼中经常被用到的现有技术抗辩。

 

一、现有技术抗辩的含义和由来

现有技术抗辩，也称公知技术抗辩，指在侵犯专利

权纠纷案件中，被告主张被控侵权物（包括被控产品、方

法）采用的是现有技术，因而其行为不侵犯原告所主张的

专利权的一种抗辩方式。其法律依据见于中国《专利法》

第62条：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

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

侵犯专利权。“现有技术”是指专利的申请日（包括优先

权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现有技术抗辩原则最早起源于德国。1891年德国专利

法规定，提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有5年的除斥期间，也就

是说，自授予专利权公告之日起满5年后，即使该专利有

瑕疵，他人也无法再对专利申请无效。这样就造成，在无

法以其他事由进行抗辩的情况下，即使专利权人申请的专

利是属于现有技术，而被告实施的技术也属于现有技术，

但只要被控侵权技术落入专利权人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就构成侵权。这实际上限制了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扩大了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损害了社会公众也包括诉讼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技术自由状

态”（Freier Stand der Technik，即所谓自由公知技术）

理论对这种情形加以救济，弥补专利制度的不足，使实施

现有技术的被告拥有了诉讼上的抗辩权利。其核心价值观

念体现在公众有使用现有技术的自由，对这种技术自由的

垄断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在这一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

德国虽然在1941年专利法中废除了无效宣告请求的5年除

斥期间，却依旧保留了这一侵权诉讼中的抗辩事由。中国

在制定专利法时，也吸收借鉴了这一抗辩制度并加以发

展。现有技术抗辩的含义和“技术自由状态”相比，已经

发生了变化：“技术自由状态”是指专利技术已经进入公

有领域，不再受任何禁止性权利保护，任何人均可以无偿

实施；而相较于“技术的自由状态”，现有技术的范围已

经扩大。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阐述。

 

二、现有技术抗辩的性质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现有技术抗辩是一种由被告行使

的抗辩权，其作用是对抗原告提出的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等请求权，阻止这些请求权的实现。换言之，现有技术抗

辩在诉讼中仅能由被告提出，证明其实施技术的行为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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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侵权，从而免于承担侵权责任。因而，它是一种防御性

的，而非攻击性的民事诉讼权利，不能用来攻击原告专利

权的有效性。

这一特点由专利权的行政管理和司法救济的不同分工

所决定的。专利局是受理专利申请并经审查后授予专利权

的单位，专利复审委员会负责专利授权的合规性及专利效

力的审查。而司法机关则负责侵权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以

及在当事人不服专利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提供

司法救济，受理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如果对专利权的效力

作出认定，就属于超越职权行为，会造成权责不明和执法

的混乱。因此，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只能针对被告提

出的抗辩理由，对被告的行为是否侵权作出判定。至于被

告提出原告的专利技术属于公知技术领域，不具有新颖性

和创造性等涉及原告专利无效的问题，不属于专利侵权程

序应当解决的问题。

 

三、现有技术抗辩的适用

（一）适用范围

1、现有技术的范围

现有技术是在原告专利申请日（在有优先权的情况

下，为优先权日）之前能够为公众所获知的技术，其包括

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但不包括处

于保密状态的技术内容。这里所说的保密技术内容，不仅

仅指受保密规定和协议约束的内容，还包括在社会观念或

商业习惯中被认为应当被保密的内容。然而，保密内容被

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违反规定泄露，导致技术内容被公开

的，同样构成现有技术。现有技术的公开可以通过出版物

公开，也可以通过公开使用、销售及其它方式公开。现有

技术文献中能够明确推导出的内容也应当予以考虑，而不

能简单、机械地划定技术特征。

前述德国法中的“技术自由状态”，即进入到公知领

域的技术，具体是指不但已经公知，而且任何人不对其享

有禁止性权利的技术，所有人可以自由使用，因此才叫做

“技术自由状态”。而在实践中，现有技术概念的外延则

扩展到已经公开，但仍处于另一专利权人的有效专利权控

制下的技术内容，即在原告专利申请日（优先权日）前已

经公开的专利文献。在援引这些专利文献进行抗辩时，有

一点问题需要注意，即被控侵权专利要证明来源于引用技

术，在引用技术仍然受有效专利权保护的情况下，有可能

落入引用技术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从而构成对引用技术

的侵权。当然，假若被控侵权专利被证明侵犯了引用技术

的专利权，也应当另案处理，不应影响本案中对于被告是

否侵犯了涉案专利专利权的认定。

那么，与原告专利可能构成抵触申请的专利文献是否

可以被援引进行抗辩呢？所谓抵触申请是指他人在原告专

利申请日前提出申请并且记载在原告专利申请日之后公开

的专利申请文件中的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这里所指的抵触申请是指形式上相对于原告专利可能构成

抵触申请的专利文献，即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文

献，而不论是否在实质上构成抵触申请。对于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从设置的目的和其性质来

讲，现有技术抗辩是为了保障公众自由地使用现有技术，

而公众能够使用的现有技术应当是在原告专利申请日之前

已经公开的，即客观上具备公开状态的持续。如果该技术

在原告专利申请时仅仅是提交了专利注册申请，就不能期

望原告知晓该技术会成为公知技术，而以这种未成为既定

事实的“期待”限制原告获取权利，因此抵触申请不能在

现有技术抗辩中加以援引。在邱则有、南京建研科技有限

公司诉南京图缘贸易有限公司案中，原告专利申请日为

2002年5月29日，公告日为2004年10月6日，被告用来抗辩

的引证专利申请日在2000年，公开日为2002年7月31日，

晚于原告专利申请日，因而法院认定该抵触申请专利文件

不能作为公知技术的证据。

2、等同侵权及相同侵权

等同侵权和相同侵权均为专利侵权判定的原则。所谓

相同侵权，是指以下四种情况：1）字面侵权。即技术特

征文字表述相同，仅从字面上分析就可以判断认定被控侵

权物的技术特征与原告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相同。2）侵

权物的技术特征与原告专利必要技术特征完全相同。即原

告专利权利要求书保护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均被被控侵权

物的技术特征所覆盖。3）原告专利独立要求中技术特征

使用的是上位概念，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是上位概念涵

盖下的具体概念。4）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多于原告专利的

必要技术特征。即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不仅包含了原告

专利全部的必要技术特征，还增加了新的技术特征。

等同侵权是对相同侵权的补充，即被控侵权物的技术

特征与原告专利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相比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由于采用了作用、功能相同的方式或技术手段，达到

了与原告专利实质上相同的技术效果，因而也被视为侵

权。

现有技术抗辩在等同侵权情况下的适用是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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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有观点认为，相同侵权情况下不适用现有技术抗

辩。之所以有此争议，其原因在于，由于被控侵权物的技

术特征包含了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中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

假使认定被控侵权物属于现有技术，则原告专利也会失去

新颖性和创造性，从而被告应首先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

无效宣告请求，待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后，再行裁

决。

我们认为，争议的出现是对现有技术抗辩的性质认识

不清所致。如前所述，现有技术抗辩是被告行使的一种抗

辩权，并非为了攻击原告专利权的有效性。法院在专利侵

权诉讼中的任务也是依据其法定的职权审查认定被告所实

施的技术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涉及对原告专利有效性的判

断。换言之，在专利行政管理机关没有对专利有效性作出

判断的情况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不应当涉及专利“有效

性”这一问题，纯粹履行司法审查职能。另外，从程序角

度来讲，专利无效宣告和诉讼中的抗辩权均可以由被告主

动提出，司法机关或专利行政管理机关不能依职权替当事

人作出选择，因此，适用现有技术抗辩还是选择提出无效

宣告请求是被告作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了解这两点，就

可以很明确地得出结论：现有技术抗辩适用于相同侵权的

情况。

在实践当中，司法机关也逐渐倾向于在相同侵权中适

用现有技术抗辩。在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诉宁波圣利达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华普超市侵犯“用于煮沸器皿的整体无线

电器连接器和热敏过热保护控制器组件”发明专利权纠纷

申请再审一案中，原告主张被控侵权热敏控制器与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特征完全相同，构成字面相同侵

权，不应适用公知技术抗辩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在驳回

再审申请通知书中做了如下阐述：公知技术抗辩的适用仅

以被控侵权产品中被指控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

特征与已经公开的其它现有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相同

或者等同为必要，不能因为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人的专

利相同而排除公知技术抗辩原则的适用。

3、一审中未主张，二审中是否可以主张？

实践中，有些被告在一审中没有提出现有技术抗辩，

却在二审中提了出来，并提交相应证据。然而，现有技术

抗辩是一种抗辩权，按照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

实质性抗辩应当在一审中提出，假如被告在一审中没有提

出，则视为被告放弃了该抗辩权利。因此，法院对于被告

在二审期间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一般不予审理，以避免诉

讼突击和审级损失。

（二）现有技术抗辩的具体适用

现有技术抗辩的具体适用相对复杂，其中涉及原告专

利、被控侵权技术和引证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结合

案例来做一阐述。

我们以“旗杆”专利侵权案为例。原告专利的权利要

求为：“一种旗杆，由杆体、滑轮和旗绳组成，其特征在

于，杆体是中空的，空腔分为下气室、中气室和上气室，

在杆体旗帜升起一侧开有若干个升旗排气孔和挂旗排气

孔，杆体的下部装有分别通往3个气室的进气管，并与气

源相连。”

被控侵权技术“旗帜吹飘装置”由主旗杆、旗帜、小

旗杆、定滑轮、升降绳、风机组成。主旗杆顶端装有球形

旗冠装饰。在中宽的主旗杆上部设有扁形吹风孔、下部设

有进风孔，在主旗杆上部侧面装有定滑轮，在主旗杆上部

与旗帜升起时的恰当位置处等间距地装有6排12个不对称

的扁孔锥形风嘴，并镶嵌于主旗杆吹风孔内；风机出风口

与主旗杆进风口通过带法兰的软管联通，风机进风口设有

风量调节阀，主旗杆底端固定在地基上，风机固定在底座

上。

被告在诉讼中以现有技术进行了抗辩，提交了一份在

原告专利申请日前进入公有领域的专利申请说明书作为引

证技术，该说明书披露了一种静风时的旗帜飘扬装置，由

旗帜、空心旗杆、基座、吹风机组成，无风或微风时，开

动吹风机，使空气沿空心旗杆的管道上升到空心旗杆悬挂

旗帜位置，并从其上的竖直的两排小孔派出，以较强的气

流吹动旗帜飘扬。

法院在对现有技术抗辩具体审理时，会涉及到三者何

为对比对象，采用什么对比顺序以及抗辩是否成立的标准

等几个问题。

首先，确定对比对象是具体适用现有技术抗辩的前

提。由于法院不能越权审查原告专利的有效性，因此不能

直接将引证技术和原告专利进行对比。因此，三者关系便

剩余了两组。一是被控侵权技术和原告专利之间的关系，

即被控侵权技术是否落入原告专利的保护范围；二是被控

侵权技术与引证技术之间的关系，即被控侵权技术是否源

于引证技术。由于早期将现有技术抗辩的适用限制于等同

侵权中，因此，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是否落入原告专利的保

护范围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被控侵权技术

没有落入原告专利保护范围，自然就不涉及侵权。之后，

再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是否与现有技术相符，如果相符，则

被告抗辩成立，不构成侵权。而在分析现有技术抗辩的性

质，明确其同样适用于相同侵权后，第一步对比似乎失去

了意义，因为如果能够直接判断被告所使用的是现有技

术，则不需要考虑被控侵权技术是否落入原告专利的保护

范围就可以认定抗辩成功，被告不构成侵权。不过在实践

中，直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存在难度，因原告专利保

护的往往是若干技术方案的集合，采用的是上位概念限

定，被控侵权技术通常采用的是具体概念，而引证技术既

有可能是一篇专利文献，提出了若干技术方案，也有可能

是在先公开的某一具体产品，因此，如何将其与被控侵权

技术对比以判断被控侵权技术和现有技术的关系，在实践

中是个难题。另外，由于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于该问题的认

识有所差异，所以，大多数审理法院依然会采取较为稳妥

的方法，即首先审查被控侵权技术和原告专利的关系，然

后再判断其是否属于现有技术。

最后，需要确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的具体标准。首

先是要确定被控侵权技术与引证技术的关系。在司法实践

中，关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观点很多。我们认为，结合

现有技术抗辩制度的目的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有一

个，即被控侵权技术与引证技术相同或者等同。这一原则

同样是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是否落入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的标准，既然是要判断被控侵权技术是为原告专利所

覆盖，还是源于引证技术，则应采取相同的判断标准，不

应另行附加限制，否则会失去判断原则的合理性和正当

性。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被控侵权技术与引证技术只能单独

对比。现有技术不是指与原告专利技术相对应的某个或者

某几个技术特征，而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在运用

现有技术抗辩时，被告应该证明自己实施的是现有技术，

这个现有技术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现有技术方案，而不是由

技术特征拼凑而成的现有技术，原因在于拼凑出的现有技

术本身有可能构成一项能够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或实用新

型。不过，实践中也出现一些可以组合的特殊情况，比如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认为是已有技术显而易见的简单组合

而成的技术方案；一份引证技术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的公

知常识的简单组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检索报告中导

致原告专利丧失创造性的两份引证技术组合抗辩。

回到我们的案例当中，法院首先比较了被控侵权技术

和原告专利，认为，原告“旗杆”专利技术方案与被告的

“旗帜吹飘装置”的根本区别在于原告专利技术方案在旗

杆内有3个气室，而被控侵权技术的旗杆内仅有1个气室。

1个气室吹飘装置在一般情况下达不到3个气室吹飘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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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领域： 
公司、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论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对域名权
的立法完善

一、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具体表现形式 

（一）后注册的域名与在先的商标权之间的冲突

1、善意抢注

(1) 巧合

由于有些注册商标知名度小，域名注册人不知道其

商标，而将其商标注册为域名，包括非商业性善意域名抢

注和在先注册的域名所有人与在后注册的商标的冲突商业

性善意抢注。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9）一

中知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即属这种情况:原告石家庄市福

兰德事业发展公司申请注册了“PDA”商标，被告北京

弥天嘉业技贸有限公司抢先注册该商标为域名，为其产品

进行网络宣传，被告主张其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域

名“PDA”与商标“PDA”的冲突纯粹是一种偶然的巧

合。法院认为“PDA”系个人数据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的缩写，也就是掌上电脑的意思。

(2) 同一个域名与多个商标主体能够对应

不同的民事主体针对相同的标识在不同的商品或服务

范围内各自享有商标权， 而域名是单一的，因而注册域名

就发生冲突。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 不同的

商家只要其所经营的商品或服务类别不同就可以对相同的

商标分别享有商标权。另外，域名是由字母组成的，这样

就导致了不同但是发音相同的中文商标也会对应相同的域

名，如“洪大”与“鸿达”这样子的商标。这样就发生了

同一个域名对应多个商标主体的情况。

2、恶意抢注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下的定义，“恶意域名抢

注”是指域名持有人持有的域名与异议人所持有的商品或

服务商标完全一致或极其相似，而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本身

并不享有任何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且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均

为恶意。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只注不用

由于域名具有丰富的商业价值且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效

应，有的公司或企业就用著名商标或商号注册域名，有的

甚至将他人企业的商标或商号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但不投入

使用，而是待价而沽，试图通过抢先控制这些域名的使用

权向商标所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转让，以期牟

利。美国的Toeppen 系列抢注案是早期最为出名的恶意抢

注案。美国的Panavision V. Toeppen案中，被告将原告的

引言

从技术角度看，域名是一种与因特网相联系的千百万计算机主机所各自具有的地址。但是计算机的地址枯燥难记，

域名地址管理系统则准许按照特定的规则将计算机主机的地址转化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名称，从而形成了域名。从社会角

度看，域名已经成为虚拟社会的标志；从商业角度看，域名是传统商家利用互联网络展开电子商务活动的代名词，因而

域名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上或者服务的提供

者在其提供的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或者

上述要素的组合，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是现代经济的产物。从两者定义上看，都有标识的意思，而其归属的主体却不

一定一致，这也就导致了两者的冲突。
功能效果，普通技术人员根据3个气室吹飘装置的技术方

案，无须经过创造性劳动即可得出1个气室吹飘装置，因

而被控侵权技术与原告专利相比属于等同侵权。随后，法

院又将被控侵权技术和引证技术进行了比较，查明被控侵

权技术使用的1个气室吹飘装置已经因为引证技术专利权

失效而进入了公知领域，因此，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

应该包括1个气室吹飘装置，因此被控侵权技术并未落入

原告专利的保护范围。被告应用现有技术抗辩成功取得了

对侵权纠纷的胜诉。

 

四、综述

现有技术抗辩在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

（1）现有技术抗辩能够使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被告免于承

担侵权责任；（2）现有技术抗辩可以阻止专利权人滥用

诉权，进行恶性竞争，获得不当利益；（3）现有技术抗

辩可以减少专利侵权诉讼环节，从而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

审判效率。因此，企业在应对专利侵权诉讼时，应当灵活

运用这一手段。

然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现有技术抗辩并不总是最

有效、最经济的方法，企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

析。某些情况下根本不需要应用现有技术抗辩，比如，如

果有证据证明原告不具诉讼主体资格，那么被告所实施的

技术即使源于现有技术也没有必要采用现有技术抗辩，只

需举证否定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即可。又如，如果有证据

证明原告赖以起诉的专利权不存在或者已经超过法律规定

的期限而终止或者放弃等，那么被告只需证明原告没有专

利权即可，不必适用现有技术抗辩。相比较之下，如果被

告决定采用现有技术抗辩，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上的“谁

主张，谁举证”原则，被告就必须找到一项现有技术并且

要证明其所实施的技术与该项现有技术相同。显然，完成

这一任务比上述两种情况所花费的时间要多，并且所付出

的成本要高。由此可见，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告采用现

有技术抗辩并不一定最经济有效。因此，只有在原告所提

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所实施的技术已经落入其专利权的

保护范围，被告已经找到可以用于抗辩的现有技术，并且

与其他可以选择的抗辩措施相比，现有技术抗辩符合最经

济有效原则的前提下，才选择适用现有技术抗辩。

综上可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现有技术抗辩的选择

适用是非常复杂的，企业遇到这类纠纷应当充分咨询具有

丰富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的专业人士，做好诉讼案情的分

析和诉讼策略的制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免诉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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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Panavision抢先注册为域名，当原告向被告申明

权利时，被告开价1.3万美元出售该域名。遭拒绝后，被告

索性将原告的其他商标注册为域名。原告经查，发现被告

还将100多个他人的商标商号注册为域名，并企图以每个

1万美元出售给权利人，遂以经营抢注域名、转手倒卖生

意为由起诉被告。两审法院均认为被告抢注域名、转手倒

卖的行为构成商业行为，且事实上会起到淡化原告商标的

作用，违反了《联邦反商标淡化法》，故认定被告侵权成

立。

(2) 既注又用

即将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他人驰名商标的复制、

模仿、翻译或音译而引起的争议。由于驰名商标所具有的

良好商誉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该相同域名的原始信任感，域

名所有人便无偿利用了他人驰名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

力，造成普通消费者产生域名权人与商标权人之间存在着

某种联系的误认而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由于域名

具有绝对唯一性，一旦域名被他人所注册，就排除了商标

权人将其自己的商标注册为域名的可能，从而剥夺了驰名

商标权人在网络上利用其驰名商标带来的商誉进行经营活

动并取得利益的权利，甚至可能导致驰名商标的淡化。

(二) 反向域名掠夺

域名反向掠夺是指商标权人利用域名争议解决办法，

意图剥夺域名权人所持有的注册域名的行为，即“挟商

标而制域名”，通常表现为商标权人向合法的域名注册人

抢夺其认为有价值的域名。域名反向掠夺行为的认定标准

为：（1）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用没有恶意，也没有给商

标权人带来不利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属于合理的竞争。如

果商标权人未提出任何足以证明争议域名的注册及使用构

成恶意的证据，也没有举证证明其自身的利益因被投诉域

名的注册与使用受到损害，即可直接认定商标权人的投诉

本身已经构成反向域名掠夺，从而驳回商标权人的投诉。

域名权人也可依据商标权人投诉书中存在的举证欠缺而以

其构成反向域名掠夺为自己辩护。（2）商标权人在被投

诉的域名注册之前已经注册了完全不同的其他域名，又未

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其当初未注册该域名有适当理由。

2006年3月16日，美国戴尔公司以浙江省义乌市永中

袜业有限公司注册的“del.cn”域名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

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

心提出了仲裁请求，要求取回域名。专家组经过研究认

为，戴尔公司的DELL商标与争议域名del都属于非常简

单的字母组合，虽然“DELL”在中国市场具有较高知名

度，但对电脑及网络稍有了解的普通人足以区别“del”

和“DELL”，不会构成混淆，且二者的主营业务毫无关

系，专家组最终驳回了戴尔公司的仲裁请求。之所以这样

裁决，就是为了避免商标权人不合理地扩大自己的专有权

范围。

(三) 先注册域名与后取得商标权的冲突

该情形是指域名所有人在先注册域名，商标权人后取

得商标权。依据先申请原则，如域名属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对象，利用已经获准注册的域名对抗在后注册的商标是顺

理成章的事。但是，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无法为域名

确定一种恰当的法律地位，所以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赋予

域名独立知识产权权利的法律规定，并且WIPO 无意在域

名程序中创设新的知识产权权利，也无意使现有知识产权

权利在网络空间得到延伸。

二、冲突发生的原因

由于域名具有标识性的功能，各企业和商家都希望

通过域名与其属性相联系的特点，用自己的商标、商号作

为域名，以吸引原有的消费者，扩大网上市场的知名度，

减少宣传费用；而一些人也希望借别人商标、商号的知名

度，来达到宣传自己的商品、服务的目的。总的来说，域

名与商标权利的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根本原因：网络时代域名的商业性、商标性，

使其商业价值不断高涨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广泛商业化，电子商务、网

络营销相继出现，并呈现蓬勃、持续发展的势头，现实社

会的各类商业活动陆续在网络中出现，网络日益暴露出无

限商机，隐藏着无限潜力。一家企业要在互联网中从事商

业活动，首先必须确定自己的网络位置。域名作为企业在

互联网上的唯一标识，因而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青睐，一

些具有开创性的企业和商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域名、宣传

自己的网站来创造新交易环境下的利润，域名也成了“企

业的网上商标”，因而，域名的商业价值也变得不可估

量。

由于网站点击率与利润成正比（根据“眼球经济”理

论），因此，企业和商家都尽量使用自己的商标、商号和

其他标志性词语作为自己网站的域名，以吸引原有的消费

者，扩大网上市场的知名度。同时，企业和商家的域名也

被普遍用在其广告宣传中，成为其在网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标志。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电子商务时代中，伴随着

网上商务活动的逐步兴起与活跃，域名所具有的原始技术

意义被日渐淡化，代之而被凸显的则是其背后所蕴涵的商

业识别意义。”“域名像是你的邮政地址，像是你的荣誉

勋章，像是公告牌，这些都被统统卷成一个香喷喷的数字

的玉米肉饼。从商业角度来看，谁都想咬一口。”

（二）直接原因：域名与商标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域名与商标的相似性体现为:

（1）识别性。域名与商标都具有外部标识性的功

能，给人们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域名的显著性虽远不及

商标，但也足以使不同的域名相互区分开来。

（2）商誉性。域名与商标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

品、服务和企业，都是商誉的载体，代表了企业的形象。

（3）宣传性。商标与域名都具有显著性，是企业的

形象代表，是信用、质量与服务等的代言人。

（4）排它性。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不得使用相同

或类似的商标，而同一域名也只能由一个在先注册者享

有，这就排斥了商标权人或域名的注册人以外的其他人获

得该商标或域名的可能性。

（三）间接原因：域名与商标之间的差异性

域名与商标也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为：

唯一性不同。同一商标，可以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类

别上注册，如果相互之间不是类似商品或服务，则可以由

不同的权利人所有，因此，存在一个商标有多个权利人的

情况；而域名不同，同一域名只能为一注册人所有，他人

不得也不可能注册完全相同的域名。

地域性不同。商标具有很强地域性（驰名商标除

外），其使用受国界的限制，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一个

商标可能存在多个商标权人；而域名的地域性限制很弱，

在一国注册的带有国家标志的域名，在别国也可以进入，

而国际域名更是全球范围内均可以使用。

组成不同。域名只能由字母、数字和若干特殊字符

（中文域名还可以是汉字）组成，而商标则可以是文字、

图形或二者的组合，因此，在将文字、图形表达为字母

（包括英文和拼音）时，难免出现重合的现象。

（四）重要原因：域名注册规则不够完善，与知识产

权制度之间缺乏沟通

目前世界各国的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多为民间组织，对

域名的注册没有行政管理权，而且它们一般不负责商标检

索，对域名注册大多采取不审查政策，普遍采取“先申请

先注册”原则，这不能有效防止域名注册申请人使用他人

的在先商标权，导致域名与商标权利出现冲突。

我国的域名注册由CNNIC负责，具体操作规范是国务

院信息办1997年5月30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

暂行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域名注册按照“先

申请先注册”的原则受理，并规定域名命名“不得使用他

人已在中国注册过的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但在实际

中操作性不强，CNNIC对域名注册一般不进行实质性审

查，不负责向商标注册机关查询用户申请注册的域名是否

与他人受保护的在先商标权发生冲突，而对域名与商标权

利冲突的解决机制又不完善，这无疑加剧了域名权与商标

权之间的冲突。

 三、我国关于域名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的域名规则是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制定的《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域名注册管理办法》”) ，以及《中国互联

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域名注册实施细

则》”) 。

《域名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按照“先申请，先注册”

的原则受理域名注册，并且三级以下(含三级) 域名命名应

当遵循下列限制性原则：未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

不得使用含有“CHINA”、“CHINESE”、“CN”、

“NATIONAL”等字样的域名；不得使用公众知晓的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名称、外国地名、国际组织名称；未经各级

地方政府批准，不得使用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政区划名称

的全称或者缩写；不得使用行业名称或者商品的通用名

称；不得使用他人已在中国注册过的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

称；不得使用对国家、社会或者公共利益有损害的名称。

上述限制原则涵盖了引起域名冲突的绝大部分情形，如果

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将有力地遏制域名冲突，特别是恶意

抢注行为。

然而，《域名注册管理办法》却在第23条规定：各级

域名管理单位不负责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商标管理

部门查询用户域名是否与注册商标或者企业名称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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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侵害了第三者的权益。任何因这类冲突引起的纠纷，

由申请人自己负责处理并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域名注

册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在由于域名的注册和使用而引

起的域名注册人与第三方的纠纷中，CNNIC 不充当调停

人，由域名注册人自己负责处理并且承担法律责任。

《域名注册管理办法》第19条则规定，申请人对自己

选择的域名负责；申请人应当保证其申请文件内容的真实

性，并且在申请人了解的范围内，保证其选定的域名的注

册不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申请人应当保证此域名的注

册不是为了任何非法目的。这实际上是将监督的权力演变

为被监督者的自律。面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及相关

规范性文件的软弱无力，难堪大任，域名冲突中的被侵权

人只得转而求助于司法的力量。

应对冲突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解

决办法：

（一）建立域名分类注册制度

虽然为了缓解通用顶级域名资源日益紧张的局面，

ICANN 扩展了域名资源，即在原来3个国际通用顶级域名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个通用顶级域名，但上述域名的分类

是建立在域名所有者组织形式基础上的，例如“.edu”代

表教育机构，“.gov”代表政府机构，而事实是域名与商

标的冲突几乎都发生在商业领域，这样的分类并不能缓和

域名资源紧缺与商品分类多样化之间的矛盾。

目前，全球“ .com”  域名的注册数量已有几千万

个，域名构成元素的单一化使域名资源已十分紧缺。虽在

几乎已无好的网址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新创更多的网址行

业标识，以供人们登记使用已经刻不容缓。同时“.com”

所代表的工商、金融企业的概念外延太大，如果再将其细

分为影视、商店、新闻等各个类别，使不同类别的企业在

相应的行业后缀下建立自己的域名，这样既有利于对域名

系统的管理，又可有效避免域名权与商标权冲突的发生，

同时也方便人们的查询与识别。

（二）建立域名注册检索制度

域名注册前进行某种形式的检索，尤其是商标检索，

将有助于核实申请注册的域名是否与受法律保护的商标或其

他标识发生冲突。《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域名注册不得使用他人已在中

国注册过的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其他国家的域名注册

管理办法中也大都有相类似的规定。但事实上，域名在申请

注册时并不进行实质性审查。所以，即使域名的标识部分与

在先商标权或其他标识发生冲突，也不会导致域名注册不成

功，从而使上述规定没有太多的实践意义。

（三）改域名终身制为一定期限的保护制

现行的与域名有关的国际国内规则均规定，域名一旦

注册，除非权利人主动放弃或由于使用不当而被撤销。这

种“一劳永逸”的制度，不但与知识产权的根本要求(时间

性)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为域名抢注推波助澜。许多域

名抢注者正是利用了域名注册后长期不使用也不会被撤销

这一规定，从而大肆抢注域名，囤积不用，待价而沽。笔

者建议我国应当采纳《WIPO最终报告》的建议，改终身

制为期限制。例如，借鉴商标保护期限(十年)的规定，域

名注册成功后，有效期为10年，期限届满前，如需继续使

用，可申请续展，每次续展的有效期为10年，当事人可以

无限次申请续展。

结语

本文仅仅分析了域名与商标之间的冲突的几个问题，

但是，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域名将会产生更多更新

的冲突，我们必须再不断地研究，给域名和商标更好的保

护，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徐宇辉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

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

杨振伟
律师（青岛）

擅长领域： 
金融、房地产与建筑工程、

民商讼裁

当前，随着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框架体制的不断日臻完善、成熟，我国的明天美好蓝图

更值翘首以盼。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向前发展的同时，我

们也应清醒意识到，风险已日渐成为当今世界任何经济主

体都不可回避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的经济也同样面临诸

多的风险困难与挑战：股市深陷重围、外需市场萎缩、经

济增速放缓、生态环境失衡、实体经济发展受阻、金融改

革举步维艰、经济结构性缺陷威胁等等。

面对诸多风险，伴随着《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

引》的颁布实施，大概从2005年开始，中国律师以服务于

国企为核心，在全国法律服务市场掀起了法律风险防范之

高潮，并且这种高潮趋势仍在延续。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可

喜可贺，通过法律风险管理防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做

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全国当前的法律风险管

理市场服务并没有如当初构想的那般光辉美妙，诸多心酸

困惑不时困扰着诸多法律风险管理专业人士。个中原因也

是百家争鸣，五花八门。

作为法律风险管理的执着追随者，笔者自2006年以

来一直关注这一崭新法律服务领域，并不断在自己的律师

执业生涯中践行之。根据笔者本人近五年来办理的涉及港

口码头、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多个专

项风险管理工作的切身体会，笔者及所带领的律师风险管

理团队正在斗胆构建以“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

品”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服务发展新思路。

一、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宗旨

“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宗旨意在

真正提供创新型法律风险管理服务，既重务实又擅务虚。

务实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是要解决当务之急必须

解决干什么和怎么干的践行问题，务虚则是“运筹帷幄之

中”的远期谋划与布局，是要解决干什么和怎么干的理论

构建问题，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专项风险管理产品

的个性化量身定制过程之中。

通过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可以为企

业，尤其是为民企真正全面、彻底、有效防范并化解企业

项目建设、生产经营、战略投资、重组并购等某一专项领

域中的诸多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

二、个性化量身定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特点

(一)专业领域的广泛综合性和复杂交错性

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个性化量身定制工作是一个综合

法律体系构建工程，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纵横交错，纷繁复

杂。所需业务知识和经验除法律专业领域外，往往还涵括

投资融资、项目管理、化工电力、材料工程等诸多专业业

务领域。因此，打造专项风险管理产品所需的专业人才必

须具有复合型专业知识背景（尤其是理工科专业背景）、

有大型综合理工科相关专业工作实战经验的高端人才。否

则，如果单纯只是从法律视角进行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就

会不时出现“外行”式专业风险管理行为或举措，有时甚

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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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会导致企业停滞不前、丧失重大商机、进而引发更

大的综合风险。

(二)通用性与专项性的有机结合

与企业贴近的风险管理产品最容易被企业接受和认

同，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应紧扣社会热点，贴近

企业实际，符合企业规程，满足企业需求，最终实现风险

防范目的。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应注重形式的灵

活多样、规范精炼。

“没有一家企业会真正做到绝对零风险，也没有风险

绝对一样的两家企业”这句风险管理名言实际就是对风险

管理产品设计的最基本要求。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不

同于传统法律顾问工作，也不同于《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

理指引》下的大而全的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专项风险

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更突出强调其专项性风险防范体系的

构建。

(三)针对性、实效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特别强调避免单一化、

机械化、格式化、表面化、形式化的风险管理，在整个

风险管理进程中，突出强调对症下药、务实求真、实用高

效。

在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同时，专项风险管理产品

的量身定制也非常专注于创新性。面对企业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进行风险管理服务创新从而体现时代性

和社会性。专项风险管理不能幻想采用一成不变的模式和

套路，具体风险管理内容必须紧紧围绕企业客户的实际需

求，不断开拓进取、锐意创新。

(四)专项风险管理产品量身定制工作的长期性和全程

性

由于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的开发建设周期比

较长，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绝非几朝几夕就可以完成

的单项法律事务。为最大程度化解该专项领域内的法律风

险，构建全方位的立体化风险管理产品，必须全面、全程

开展风险管理产品量身定制工作，风险管理专业团队的成

员必须全程跟踪该专项领域的所有环节、全面监控其相应

法律风险。

三、专项风险管理产品量身定制的核心要点

（一）风险管理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风险管理的最

高境界应是化风险为动力和资源。

风险管理的最大忌讳就是纯粹为风险而风险管理。风

险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现和识别风险，也不是为了

分析风险的危害性，更不是为了杜绝风险（事实上，风险

也不可能通过风险管理就可以完全杜绝），风险管理的目

的就是借助风险管理的手段来逐步降低风险、控制风险、

化解风险，乃至将风险转化为一种动力和资源。

在全球经济化的视野下，经济商务活动中没有绝对

的赢家，有的只能是双赢。律师在为企业客户量身定制专

项风险管理产品的时候，必须考虑合作各方的利益点，存

同求异，互利共赢，如果把所有的好处都归由一方享有，

而所有的风险却都设计成由其他各方承担。从单纯的一方

风险防范管理角度理解或许真的完美无懈可击，但从商务

经济合作的契机和前景视角分析，却很可能是一笔败笔。

“刹车不是为了停滞不前，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安全的快速

向前疾驰”这句话或许是对专项风险管理在企业发展历程

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最形象描述。

（二）专项风险管理产品的量身定制应从全面统筹的

管理视角深挖并剖析风险点，重在实用；重点是通过风险

防范的手段实现全方位的立体化风险管理效果。

专项风险管理是一项高难度技术含量的系统综合工

作，是律师法律服务市场上真正稀缺的高端服务领域。事

实上，很多有识法律之士已经越来越密切关注风险管理的

巨大市场开拓前景。风险管理专业律师、法律风险管理专

家等词汇会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自命为专业法律风险

管理的律师事务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崛起。只

是，能够在风险管理实践中取得真正的辉煌成就的律师和

律师事务所至今却仍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专项风险管理并不是将风险的范围限定在某一领域或

层面的法规变化、合约签订与执行等方面，甚至并不仅仅

只是局限于法律层面的风险管理，而是涉及企业战略风险

管理、财务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运营风险管理、法

律风险管理等多个层面的诸多因素，彼此之间纵横交错，

战略风险管理、财务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运营风险

管理中会随时有法律风险管理伴生。因此，专项风险管理

更强调企业整个系统的有机互动。

(三)专项风险管理应充分借鉴、引用流程模板、数学

模型、信息化软件等的辅助功能，但其核心仍是风险管

理；流程模板、数学模型、信息化软件等只是实施风险管

理的具体工具和手段。

专项风险管理工作除了法律知识以外，更要求的是

综合性或者其它边缘性学科知识作为支撑才能做好这个工

作。专项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过程。如果按流程梳

理，专项风险管理工作至少应包括如下环节：背景考察调

研，重要风险筛选排查，风险评估，风险防范措施制定，

风险化解方案、风险管理机制的动态运行与维护等等。

风险管理过程中，在充分强定量分析中的分析模板

和数学模型的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地域性、时

间性差异的重要影响程度。事实上，在专项风险管理中，

并非所有的风险点都适合采取数学模型等方法进行定量分

析评估；而且缺乏实践检验的定量分析一旦出现偏差或错

误，对企业可能会构成致命的打击。因此，定性分析与定

量分析应该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

的基本前提和依据，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定量。

信息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时代主旋律，专项风

险管理领域同样不可能置身于信息化时代之外，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专项风险管理中的信息化的价值和作用更突

兀明显。不过，在专项风险管理

中应避免为信息化而信息化，

信息化的风险管理不可能完全

控制或取代人的主观能动性。

毕竟，风险管理的实践是一个

瞬息万变、复杂曲折、荆棘密

布的跋涉过程，信息化不可能

事先涵括、冥思苦想出所有的

风险点，进而，相应的信息化

风险化解方案背后很可能会隐

藏着难以预料的灭顶之灾。风

险管理的信息化必须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经

验、纠正谬误的过程。

（四）专项风险管理工作

需要真正行之有效的高效专业

团队精诚合作

由于专项风险管理具有

长期性、复杂性、综合性的特

点，它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

工程，不仅涉及诸多不同法律

领域的真正专业律师，更需要

洞悉企业管理的资深管理人士

和洞悉企业业务流程的专业技

术人员、财务人员等不同专业

领域的人员的通力配合协作。

因此，专项风险管理机制的构

建与实施绝非三两个精英律师

仅凭单打独斗就能完成，它必然需要专业的团队精诚合

作，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律师相互配合。

笔者曾粗略不完全统计，全国以专业从事风险管理作

为宣传特色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已有不少，不过真正践行

风险管理内涵要求并被客户从内心真正认可的风险管理经

典成功案例还是比较欠缺。当前风险管理服务领域还远没

有达到像其他成熟的法律服务领域（比如证券、房地产、

银行金融等领域）那样，可以不用太费力即可轻松列举出

成千上百个经典的成功案例。这种局面的形成可能是由各

种主客观原因综合造成的；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当前仍大量缺乏真正意义上、紧密型的高效风险管理专业

律师团队。真正的风险管理专业律师团队的实质性构建尚

有待进一步夯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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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基本步骤及要点

徐滨
律师（青岛）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风险管理 

一、何谓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潜

在的风险进行排查、评估、监控，并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

应对方案，从而管理风险的活动总称。    

总体来讲，风险管理历经了两大阶段：    

一是传统的风险管理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风险

管理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关注纯粹风险，其目标着重于损失

的最小化，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减少损失、挽回损失的

层面，这个阶段被称之为传统风险管理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风险管理阶段。进入21世纪发展

起来的，人们通过实践发现，过分强调风险将丧失若干机

会，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更加清晰的认识

了风险，即除了可能造成损失的纯粹风险以外，风险还存

在着另一种概率分布的形态，即机会风险。也就是说，有

些风险只有一种可能的结果，那就是造成损失；还有一类

风险其损失和收益的可能性是并存的，对待这一类的风险

如果一味的强调规避、防范的话，将使企业丧失发展的基

础。随着人们对机会风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绩效最

大化管理、收益平衡管理等现代风险管理理念逐步树立并

不断发展。    

作为风险管理分支之一的法律风险管理也经历了上

述发展过程。法，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通常具备指

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等五大作用。受“重刑轻

民”思想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法的教育和强制作用

被凸显出来，而其指引、评价、预测作用被淡化。由此导

致对法律风险的认识也出现了极大偏差，将法律风险等同

于违法风险，在此基础上，对待法律风险的措施更多的是

防范或者控制。由此可见，法律风险管理的第一阶段与其

他风险管理非常类同，都是以纯粹风险来认识法律风险，

也都是以纯粹风险的管控措施来对待法律风险。从企业管

理角度来看，几乎无一例外的选择以成本为中心进行所谓

的法律风险管理。    

随着对法律作用的不断认识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作用更加突出。这些作用在法律

风险的管理方面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今天，人们不仅认识

到违法将带来法律风险，同时也逐步认识到忽视法律的鼓

励性规定同样可以影响企业的经营目标，越来越多的企业

重视研究国家的新法律、新法规，并积极的实践法律、法

规赋予的优惠待遇。法律风险的管理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期，由过去只管理纯粹法律风险上升到纯粹与机会

风险共同管理阶段。    

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基本步骤及要点    

在纯粹法律风险管理阶段，对法律风险的管理主要依

赖于经验法或教训法，即依靠管理人员的个人经验或者自

身/其他企业的教训进行管理。这种风险管理方法的最大弊

端在于：其管理效果完全受制于管理人员的自身经验和道

德水平。在这种法律风险管理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于：    

1．对法律风险的认识受专业、经验的制约；    

2．导致法律风险管理与其他风险管理脱节；    

3．发现法律风险存在的时候或许已经距离损失不远；    

4．滞后的管理效果导致法律风险的管理功能日益淡化；    

5．后果通常体现为法律强制作用的实施。    

事实上，企业的法律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两大方面：    

1．法律自身。包括不恰当的法律、法律间的冲突、司法

腐败等，也就是立法或者执法层面的法律风险。这一方面

的法律风险无一例外的均属于系统性风险，也就是单一企

业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改变的风险。    

2．经营管理活动自身。这一方面的风险主要体现为

合规风险，即遵守法律的风险。遵守法律应该从两个方面

理解：一是违法行为的禁止；二是合法行为的实施。不管

禁止还是实施，都围绕着行为进行。因此对待此类风险的

管理主要立足点是行为本身，即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

行为。要把握住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风险，就需要深入理

解并分析、评价各种行为，需要将法律风险的管理融入到

这些行为之中，对其中涉及违法的行为应采取禁止措施；

对其中涉及合法的行为应引导、鼓励实施。    

基于上述对法律风险的认识，对其进行管理过程中主

要实施如下步骤：    

（一）法律风险的识别    

风险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风险在哪里，以及

面对风险如何应对。风险识别是所有风险管理的最基础性

工作，法律风险管理当然也不例外。通过法律风险的识别

发现风险是法律风险管理的出发点，也是制定风险管理措

施以及监控风险的核心点。    

在以经验或教训为出发点的法律风险管理模式下，无

论是企业内部法务人员，还是外部的律师机构，当面对资

产庞大、业务复杂、员工众多的企业时，想要排查出潜在

的法律风险无异于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近年来，有律师尝试从法律规范的体系架构方面对企

业进行法律风险排查，按照刑事、行政、民事等角度逐一

排查法律风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按照这一思路排查充

其量只能发现法律自身层面的风险。即使如此，受专业知

识的影响或限制，所排查的风险也是不全面的，没有哪个

律师或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能够达到精通各方面法律的水

平。也有律师提出从企业重点环节或者业务领域的角度进

行法律风险排查，然而这又导致先入为主的境况，当然也

不能全面排查风险。此外，所谓重点环节也是相对的，既

然有重点环节，那么就有非重点环节。对这个企业来说是

重点环节，对另一个企业来讲可能是非重点环节。今天的

重点环节，明天可能就变为非重点环节。因此这种划分方

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本身就是风险。    

那么，如何有效的识别风险呢？国际标准化组织制

定的《国际风险管理标准——ISO31000》、巴塞尔委员

制定的《新资本协定》、美国COSO委员会制定的《全面

风险管理框架》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全面风险管理

指引》共同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沿着企业的经

营管理流程走下去，一步一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去发

现风险。简单来说，对待法律自身的风险，需要法律风险

管理服务律师不断的充实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律师服务机构

不同专业的密切配合，通过个人专业+团队专业共同去发

现；对待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自身的风险，需要法律风险管

理服务律师广泛了解国家产业政策、企业行业状况的基础

上深入企业全面熟悉经营管理流程和环节，在此基础上细

致的进行排查，从而发现潜在的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识别的工作方法通常包括：    

1．问卷调查；2．访谈或座谈；3．集体讨论；4．

专家咨询；5．情景分析；6．行业标杆比较；7．其他方

法。    

（二）法律风险的评估    

法律风险评估是对个别或总体法律风险的发生概率

及其影响程度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给出评价的活动。目

前，在财务风险管理方面，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做的比较

好，评估工具也比较成熟。但在法律风险评估方面，通常

只关注于定性评估，很少使用定量评估，由此大大降低了

法律风险评估对企业决策的参考价值。事实上，企业除了

关注法律风险的定性评估结果之外，同样希望获得定量评

估方面的参考信息。    

法律风险的定性评估是评价某一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

合法性与非法性。法律风险的定量评估是评价某一行为发

生的概率以及该行为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同样强调的

是，这种影响不应该理解为负面的，还应包括正面的。例

如，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行为具有合法性，申报

一旦获批对企业的影响表现为：    

1．税收上的减免。依据：《企业所得税法》，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88号)等；    

2．财政上的支持。依据：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进一步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国科发

高字[2007]152号）等；    

3．融资上的支持。依据：《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

办法》等。    

法律风险定量评估的方法可以采用统计推论法、影响

分析法、事件树分析法等。    

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应事先设定统一的度量标准。度量

标准可以使用数据标示，也可以使用描述性的词语，如严

重、一般、较轻等。通过度量标准可以将经评估的风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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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归类，从而除了直观、快速的查询风险之外，也可以为

风险管理策略及措施的制定提供帮助。    

法律风险评估的成果体现为评估报告。    

从实践经验来看，企业不仅愿意倾听律师就某一行为

能给其带来经济利益损害的意见，同样也喜欢倾听可能带

来经济利益增加的法律意见。那么，作为提供法律风险管

理服务的律师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就应该全方位的帮助企业

评估风险，这种评估除了关注可能给企业带来损害的纯粹

风险之外，当然还包括企业忽视但却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机会风险。    

（三）法律风险管理方案的制定    

通过法律风险排查发现法律风险之后，运用相关工具

对各个风险点进行评估，接下来就进入法律风险管理方案

的制定。    

在传统法律风险管理阶段，管理方案主要侧重于防

范和控制的角度。这一出发点对于纯粹法律风险的管理是

有效的，也是对路的。但是对于机会风险而言，则并不恰

当。对机会风险一味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将导致企业丧失

交易机会，进而无法获得收益。造成损失是企业不愿看到

的，同样，丧失收益也违背了企业的根本目的。    

更多实践显示，企业更加需要一种在损失和收益之间

能够尽量实现平衡的方案，这种诉求在机会风险的管理方

面更加突出。一方面，企业会高度重视风险，力求最大化

的防范和控制住风险可能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

面，企业又不希望冒然丧失收益的机会。    

法律风险管理方案的制定应特别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管理方案应当紧密围绕企业总体经营目标。在法

律与经济的关系上，应当清晰的认识到：是法律服务于经

济，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服从于法律。    

2．管理方案应当对不同性质的风险区别对待。对待

纯粹风险，应该强化防范与控制，以降低、减少损失影响

为目标；但对机会风险则不应该简单的说不，而更应该在

说不的同时提出可行的、能够帮助企业实现预期目标的方

案。    

3．管理方案应当依据企业的风险偏好制定。不同企

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即使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间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不顾及企业风险偏好而制定

的风险管理方案不能说是不好的，但至少不是符合企业实

际需要的。    

4．管理方案不应当理解为简单的建章立制，而更应

该倾向于机制的建设。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

障，也难以实施，无法满足制度的规定。    

（四）法律风险的监控与管理改进    

如前所述，企业的法律风险主要来源于法律自身和经

营管理活动自身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都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动态发展的。此外，法律风险管理方案执行情况及效

果等都需要进行相关的监控。通常情况下，监控工作需要

由一个组织来完成，而不是单一的法务部，其原因很简

单，众多的风险潜藏在经营管理活动的环节之中。    

为了提高法律风险监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可以通过

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网络系统辅助实现。    

法律风险管理需要动态改进。一方面，法律本身是在

动态变化的，立法机关会根据社会管理的不同需要而不断

的出台新的法律、法规或者进行修改；另一方面，企业经

营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多变性也需要不断的

对风险管理措施进行改进。    

以上是法律风险管理的基本步骤和要点。由于不同行

业或者同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均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在

具体步骤上会略有变化，但总体方面大同小异。

王海军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知识产权、劳动法

投资并购中知识产权风险问题

除了以资源为目标的投资并购外，以知识产权为并购

目标的案例大量出现。充分了解并购交易中因知识产权可

能造成的风险就尤为重要，本文就通过总结几个具有典型

意义的并购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同行共同分享交流。

一、目标知识产权是否根据收购目的确定

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知识产权律师的责任首先是

要了解客户的收购目的，从而在交易过程中识别出与客户

收购目的相关联的知识产权。

案例：某跨国公司拟以股权收购的方式收购中国某医

疗器械企业，主要看重其生产的某品牌产品名列中国市场

占有率第一，拥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和完善的销售渠道

及网络。知识产权律师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发现，目标

公司虽拥有该品牌的注册商标以及一些发明专利。但是，

该注册商标的注册类别为药品而非医疗器械，而在医疗器

械类别上，则是由目标公司的关联公司注册。

显然，在这一案例中，该关联公司所拥有的医疗器械

类别上的注册商标才是与收购目的关联最密切的知识产权

资产，而非目标公司名下所拥有的药品类的注册商标。因

此，仅仅收购目标公司股权不足以实现本次收购的目标，

而相关专利则可能并不构成重要的收购资产。

二、目标知识产权的权属是否明晰

如果一项知识产权资产对于实现收购目的至关重要，

则还要对其权属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核实，以免在收购后

陷入纠纷。

案例三：某世界著名制药公司拟收购境内一个创业企

业，以便获得该创业企业拥有的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疫苗技术，该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获得该项专利技术是

收购的主要目的之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显示：该疫苗是

由创业企业的创始人主导进行，与某知名大学的教授合作

完成，科研团队中还包括教授所指导的研究生；工商登记

资料显示该创始人并非创业企业的名义股东，而是由其儿

子出资，与创业企业也未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并且，该创

始人同时担任另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以上案例中，创业企业虽然名义上拥有该目标专利的

权属，但该权属关系却并不清楚。某知名大学、教授、研

究生以及另一家高科技企业都可能对该项专利成果享有权

益，需要在收购完成前理清产权关系以免今后发生纠纷。

三、目标知识产权是否明确体现在交易文件内

知识产权律师必须保证，列为收购目标的知识产权被

明确、准确地纳入交易框架并体现在交易文件中。

案例：现在正进行得如火如涂的苹果与唯冠IPAD商标

之争，主要就是由于交易文件不完善引发的。商标的地域

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中国IPAD商标在深圳唯冠名下而非

其母公司台湾唯冠名下，交易协议理应取得深圳唯冠的确

认。如果转让协议中既列明中国IPAD商标权，转让方又列

明深圳唯冠并由其签署，则就不会有现在的争议。

四、目标知识产权是否移交

在资产收购的交易中，知识产权资产的移交和转让是

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有时，即使是在交易文件中进行了

相关约定，仍可能在后续的履行过程中产生问题。

案例：娃哈哈集团与合资公司签订《商标转让合

同》，其中约定：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商标及其受法



律保护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和权益(包括商业名称和公司名

称中使用娃哈哈字样的权利和附于商标的商誉)转让给合资

公司。后由于出资商标的转让登记手续一直没能完成，娃

哈哈集团与合资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关于“娃哈哈”商标的

《商标许可合同》。达能与娃哈哈之争的根源在于商标转

让手续没有完成，则意味着商标权并未实现真正的交接。

通常，如果被收购的知识产权资产涉及商标、专利、

已登记著作权的作品等，移交和转让过程会比较简单。但

是，如果涉及的是一些没有相关权利凭证的专有技术、未

经登记的著作权作品等，则很容易出现问题。这些都最好

在尽职调查阶段就能在双方间达成共识，并将这些无形资

产的载体加以明确。

对于经过登记的一些知识产权资产，虽然在移交和转

让过程中比较简单，但却要考虑完成移交和转让的时间问

题。例如，目前我国完成一个注册商标的转让手续可能需

要10~12个月时间，完成一个专利或专利申请的转让手续

需要1~2个月时间。并购交易双方还需要考虑在这一转让

过渡期内，如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在此期间内

能够顺利享受和执行该等知识产权。

五、目标知识产权所涉相关协议是否因并购行为而受

到影响

在投资并购的尽职调查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投资

及并购行为对一些知识产权权利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

对许可协议可能产生的影响。常见的情形有，收购导致触

发控制权变更条款，从而可能影响协议的效力；或者协议

原有的一些条款可能造成收购主体未来业务经营的妨碍。

案例：某跨国公司拟整体收购另一跨国公司在中国

境内的移动通讯业务部门。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知识产

权律师发现被收购方曾与一国有企业签订一份许可协议，

将该业务部门的核心技术许可该国有企业在中国进行排他

性地使用，且承诺将不会将此技术在许可地域内转让或许

可给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律师应与收购方管理团队进行

及时沟通，了解该公司的业务架构，明确收购方拟将收购

获得的技术转让给收购方在中国的其它主体进行实施和管

理。因此，应建议收购方在签署交易合同之前，由被收购

方与被许可的国有企业协商修改许可协议，以保证交易后

业务能够按计划运作。

以上案例中，如果不能及时在尽职调查中发现和解决

上述问题，则可能造成收购方在完成收购后发生违约的法

律风险。

六、目标知识产权是否涉及侵权

在进行产业收购的时候，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评估和

分析是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跨国公司

在中国寻求收购目标，拟将其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其产品

可能销售到中国之外的更多市场。这就不得不慎重评估被

收购对象目前经营中可能存在的侵权风险，以避免今后发

生重大损失。

案例七：一家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在激烈竞争中

成功投资一家国内某新能源行业的领军企业。该企业所在

领域属于新兴市场，企业本身又系龙头企业，前景十分看

好。然后，就在上市准备阶段，该公司突然被控专利侵

权，原因是该公司所使用的一项主要技术系通过许可方式

获得，而许可方认为该公司超过许可范围将产品销售到海

外市场，未按合同要求公开其财务资料供审计，且并未按

照合同约定足额缴付许可费。由于双方达不成一致，遂陷

入旷日持久的纠纷，而上市日程也因此一再推迟。

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通常并不热衷

于进行非常详尽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因为其投资具有快

进快出的特点，并不谋求长久经营。然而，随着拟上市公

司的知识产权门事件愈演愈烈，证监会对知识产权问题也

越来越关注和谨慎。以上例子恐怕将不再是偶然发生的个

案。

在以知识产权为目标的投资并购交易中，需要知识产

权律师进行尽职调查，以避免投资并购后的纠纷和争议，

并为企业节省处理纠纷和争议而产生的巨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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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信托----量身订做的家族
财富代际传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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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人推荐”

2003年12月，梅艳芳因子宫颈癌病逝，由于妈妈嗜

赌，梅艳芳恐其挥霍财产无法善终，生前立下遗嘱并与汇

丰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设立信托基金，规定梅妈每月可领取

7万元生活费至百年归老；香港及伦敦的两处物业将赠予

其挚友刘培基、将170万元作为教育经费赠与4名外甥侄女

至其念完大学，所有资产在梅妈去世后，会扣除开支，捐

给妙境佛学会。梅艳芳母亲在其死后多次起诉至法院试图

从基金手中夺回全部财产，但均败诉。其好友刘培基感言

说梅艳芳的意志得到尊重，他非常高兴。

除梅艳芳之外，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约翰·肯尼

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以及约翰·肯尼迪之子小约翰·肯尼

迪均收到家族信托的庇护。据称，1936年时肯尼迪之父就

已为他们分别设立了10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因此约翰·肯

尼迪即便在总统任上也无须动用年薪。同样，约翰·肯尼迪

的财产也以信托方式留给了子女。

另一个广为人所熟知的案例是帕丽斯·希尔顿。尽管

她的祖父2007年把希尔顿酒店集团出售给私募集团百仕通

（Blackstone），并将名下净资产及信托基金的97%捐赠

给康拉德·希尔顿基金会，但这并不影响已拥有家族信托基

金的帕丽斯的生活。

香港船王许爱周之孙、中建企业主席许世勋之子，

许晋亨也受到家族信托的庇护。许爱周将资产置于周兴置

业旗下，并以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由许世勋三兄弟共同控

制经营，家族成员每月在基金内支薪，而不能直接分得遗

产。

另外，亚洲首富李嘉诚也是通过设立家族信托解决了

传承问题，以其中一份产业长江实业来说，李嘉诚设计了

家族信托进行传承，家族信托体系共有三层，第一层为李

嘉诚设立的两个全权信托公司，再将两个全权信托公司交

由设立的信托公司A与B托管，为第二层。两公司共同控制

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受托于第三家信托公司C。受托公

司C掌握了长江实业大部分股份。而这三家受托公司共同

由Unity Holdco控制，Unity Holdco处在信托中的最高一

层，拥有A、B、C的全部已发行股本。李氏家族全资拥有

Unity Holdco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李嘉诚、李泽钜及李

泽楷各自拥有Unity Holdco全部已发行股本的1/3。其他上

市公司的股权，则分别通过长江实业附属公司或者A、B和

C等间接并入Unity Holdco中。两层信托虽然有着一定的关

联但实际上是分割开来的，将不同资产放进不同信托的信

托系统，可隔离风险，避免资产、行业之间的相互影响。

也更加方便股权转让。

（二）正视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

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

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

行为。信托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制度，并非中国本土文化

新服务、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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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制度之果，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大阻力。其中一

个原因是，在信托制度下，原所有人需将所有权转移，这

对于财产所有人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回溯至信

托制度产生的过程，就会理解，信托是全为自己的利益而

设立的，是在信任他人的基础上，由他人以其名义替自己

管理财产。家族信托的雏形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公

元前510 年-公元前476 年）。当时《罗马法》规定，外来

人、解放自由人无权继承遗产。罗马人将遗产委托给其信

任的第三人，要求为其妻子或子女利益管理遗产，通过这

样的设定规避法律，又从实际意义上实现了遗产继承权。

在英国，信托最初的作用就是用于保证贵族代际传承。贵

族在年事较高时将自己的财产托付给管家或者财产管理公

司，由他们替自己经营财产，最终的受益人为子孙。由于

英美法中贵族与管家间严格的忠诚义务，信托制度产生了

强大的作用，并得以逐渐发展壮大。发展至现在，中世纪

贵族与管家已不存在，但在法律中却留下了“信义义务”

（fiduciary duty）维护信托法中缺失的道德链条。受托人

应“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将充分履行专业化财产

管理的职责，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和增值。近

年来，信托已经成为金融理财上一个重要的工具手段，并

在原先的制度下衍生出众多品种的信托产品。然而，究其

本源，完成代际间的传承的家族信托仍是信托制度中的优

势所在。家族信托是家族产业设立信托，用以管理财产，

设立一定的分配方式，达到家庭资产在代际间传承的作

用。

信托法目标在于引进一种新的财产管理制度。与此相

关，如何使国民通过信托制度实现财富的聚集和分配是必

然要考虑的问题。我国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使委托人可

以支配的财产非常有限，加之遗产管理的方法落后、遗产

管理效益不理想，导致家庭财产的发展每况愈下。在我国

一直缺少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管理巨额的民间财富，保证家

族产业能在代际间传承，使家族产业能够持续发展。近年

来，我国家族企业逐年增加，同时2010年中国个人总体持

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62万亿人民币，较2009年末同比

增加约19%；其中有50万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

净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这部分人群的人

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千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

万亿人民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证家族财产逐年产

生相应的利润而不是单纯的过继给继承人坐吃山空，如何

巧妙的分配利益而不导致家族内部产生纷争，都是近些年

来家族企业重点考虑的课题。

表一：

家族财产在代际间传承的方式有若干种，例如遗嘱、

可变寿险保单、税收递延养老金、基金会、联合账户、跨

辈分贷款等。与之相比，信托有着多种优势。信托可以更

好的经营家族产业、使财富更好的照顾家族每个成员的利

益，信托结构并不是固定、单层的，它可以随着家族产业

的发展需要、家庭成员生活需要而设定不同的结构。

（三）案例说明

我们可以从新西兰设立的家庭信托模型中理解信托为

完成家族产业代继传承结构设计的巧妙之处：

 

 

 

 

 

 

 

 

 

 

 

 

 

 

 

 

 

新西兰某家族产业的男女主人均已届80高龄，男女

主人育有两名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家族企业中虽

然没有股份，但在企业管理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女儿

嫁给了一名挥霍无度的男人。两名家长都认为应当将企业

的经营权交给两名儿子，但女家长认为黄金资产应分给女

儿，用来供应生活所需，同时女家长主张将较大部分的企

业股权分给女儿，制衡两个兄弟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男

家长则认为黄金应由两名男孩经营控制。

信托公司在理解以上家长意图后，设计了家庭办公室

的概念。家庭办公室并非一套标准化的，大公司管理客户

资产的管理方案，而是通过结构化的重建使得家族企业所

有人可通过规划中的管理人控制企业运作以及平衡家庭关

系。

家族办公室中的结构中心点是家庭基金会。基金会由

家族委员会控制。家族委员会通过制定家族宪章来确认家

族事业的具体管理方式，规定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譬如可

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 家族内血缘亲属才能在家族企业中任高级管理职

位；

– 家族内子弟的教育政策；

– 外聘雇员的政策；

– 投资相关策略安排；

– 对外借债，杠杆比例控制安排；

家族宪章中可明确每位家族成员的受益份额，家族资

产的控股结构是专门为这个家族成员设立的受益结构和比

例。

每一代家族成员都可以通过家族委员会管理家族资

产。其他非直系的家族成员，例如本案中的企业所有人的

兄弟以及侄子们可以通过成为家庭基金会咨询顾问以受益

人的角色从中获益。案例中的儿子可以在家庭议会中负责

商业以及投资决策（如男女家长达成共识），而案例中的

女儿也因家族宪章的保护，而使自己不会受兄弟拥有家族

企业经营权的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

在信托基金之下设立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管理家族

的两处产业。两处产业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点，受到不同法

律的管辖。

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家族成员生活状态的要求，在信

托基金之下可以设立多种基金：

对于那个嫁给挥霍无度的男人的女儿，可以通过家族

基金会为她设立一个子基金获得继承利益，从而完全排除

她的丈夫从她的继承中获益的可能。

对于黄金资产，可设一个子基金专门用于持有黄金资

产，并且按照家族企业负责人的希望，确定子基金的受益

人。

以上安排可以总结出家族信托在家族财产传承上相较

于其他继承方式有以下优点：

1．由家族资产设立的基金控制信托公司，由信托公

司控制家族产业的经营。可以保证财产依然处于自己控制

之下，避免代理成本以及其他不必要的损失出现，也解除

了国内一些企业家的后顾之忧；

2．相较于传统的继承方式，设立信托公司，可以避

免遗产税、赠与税等高额征税；有计算显示，由于2007

年美国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达45%，如果遗产传承三

代，通过朝代信托可能会帮继承人节省高达73%的税收。

信托可以根据所在国法律规定进行调整，或赠与或投资，

财产管理公司将以最经济的方式进行组织和管理。

3．基金并不是死板、固定的模式，而是按照现有财

产所有人的意愿以及下一代的能力和生活状况量身打造的

组织系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约定各项条款，包含信托

期限、收益分配条件和方式和财产处置方式，如可约定受

益人获取收益的条件：“年满18岁”、“结婚”、“婚姻

变故”、“面临法律诉讼”等。

同时，家庭其他成员可以在家族基金系统下的某实体

内供职，获得生活保障，而不仅仅只有通过分割财产的方

法进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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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设立多重结构实现对财产和事业的控制，可

以有效的应对风险，如果其中一个产业所处位置业务行情

变差，或者收到诉讼或其他风险的威胁，信托公司作为子

公司可以将其含有资产转移至其他产业或地区，将风险隔

离。

同时，对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在现实操作中企

业和个人的财产界限可能并不明晰。当企业面临财务危机

时，个人资产往往也成为债务追偿的对象。信托的设立可

以解除个人债务对家族产业的威胁。它是独立存在的，其

名义所有权属于受托人。因此委托人的财产危机并不会对

信托资产产生影响，受益人并不是通过遗产分配的方式获

得利益，而是通过享有信托受益权或获得的企业管理权获

益。这样一方面债权人无权对信托财产进行追索，从而降

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对家族财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5．在基金下，下一代获得的利益并不是一时的生活

保障，而是在持续经营的组织体中获得的可以再生的经营

利润。这种传承方式不仅仅使得下一代的生活有所保障，

也可以更加持久的经营家族产业，使家族的财产、事业和

文化都可以流传下去。打破“富不过三代”的怪圈；

6．相较于可变寿险保单，税收递延养老金等继承方

式不同，利用信托建立的传承手段使得财产的流通性强，

市场特性更加明显，商业价值更高。可以使资金在流通过

程中翻倍。

7．家族信托可以维持家族企业更好的运行，当企业

家子女并无意愿继承家业时，很多富人借成立家族信托基

金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委托其他人或机构管理资产与分配

开支，从而使得家族成员将股东和营运者的角色分开，可

以放手任用能干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家族企业，同时也能使

保障继承人即使不经营家族企业也可以生活无忧。

（四）新西兰信托风景独好

一些信托公司或者金融机构往往将信托基金设立在

如新加坡、香港等离岸经济区内，离岸经济区因其法律赋

予的强烈的自主性吸引投资者，但作为家族信托中经济实

体的建立关乎家族产业的传承、家长意志的有效传达等问

题。家族信托应在信托法传统深厚的，并且方便家族企业

在各个法域进行事业发展的地点进行设立。新西兰符合家

族信托的特殊要求，新西兰信托在以下方面表现出了极大

的优势：

1．新西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具有自己的法律系统和

法律声誉。它不同于离岸区，这些离岸经济区为了吸引更

多企业注册，无限制的修改自己的公司法律，这样一些离

岸区由于公司设立标准过低，交易公开性不强，频频出现

在OECD等经济组织的黑名单中，这样的公司国际声誉很

差，也难以得到一种有效的监管。新西兰是一个主权国

家，公司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单元，受到法律和相关机构

的保护和监督，这样的法律制度下设立的作为家族财产传

承的纽带的经济组织是可靠可信的。

2．新西兰的信托法是由英国带来的法律制度，然而

与新加坡或香港等地的信托制度不同，新西兰的信托法在

引进的过程中有其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当年的新西兰拥

有信托法繁荣的社会背景----即农场庄园为社会单元，不同

于新加坡和香港等等金融业独秀的殖民地。新西兰农业等

基础产业的发展使得其信托业有其发展的土壤。而香港或

新加坡可能仅在金融法方面投入较大，在信托法律制度上

并没有优势。

3．新西兰信托法集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的先进性于

一身。新西兰信托法颁布时间较早，发展时间较长。同

时，新西兰信托法又非常灵活，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变化。

不仅发展出灵活的家族传承的方式，也可以将基金用于处

理员工期权关系的问题之上---为劳动者设立基金以避免重

要企业员工离职带来的风险等。新西兰的信托法是具有创

新性的。

4．新西兰与欧洲北美等国家的关系很稳定，对于资

产分布较广的人士来说，如何通过信托基金控制在其他国

家的资产是非常重要的。信托基金的所在国应占有这样的

政治优势。同时，作为英美法系中的国家，新西兰在了解

和应对英美法律制度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五）律师作用

信托设立的过程中，中国律师将作为家族产业所有人

的代理人，通过了解家族产业所有人的真实意愿，甄别不

同国别的信托形式，最终与设立信托所属国的律师合作，

通过起草与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协议，设立适用于家族具体

情况的组织形式。家族产业的主人通过与律师进行沟通，

同时，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将对信托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

代表当事人，对违反家族宪章的行为予以随时纠正。在国

外，家族产业往往由固定的律师打理法律事务，法律服务

也是传承的。此时的律师可以更好的了解家族产业的利益

以及家长的意愿，指导资产管理公司对家族产业进行改组

并可以更好的监督他们的工作。

（表一来源于《解密家族信托》）

有限合伙制下房地产基金设立中
若干问题分析

孟庆君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房地产基金设计目前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形式，笔者

根据了解的情况谈谈对如下问题的认识，供与读者分享。

一、有限合伙制下组织机构的设置和有限合伙人的责

任问题

现在房地产基金很多都在基金层面设立一个投资决策

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有限合伙人，这

就存在一个问题。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

业。然而实践中有限合伙人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不但

实地考察项目，而且还对项目投资与否具有投票权，甚至

决定权。有限合伙人不但执行合伙事务，而且还在一定程

度上起了决定作用。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七十六条：第

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

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有限合伙制的制度设计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有限合伙人

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然而，由于有限合伙

人的投资决策参与，导致有限合伙人其实并不承担有限责

任。针对当下情况，比较现实的选择是执行合伙人内部设

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有意愿参加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有限合

伙人组成投资顾问委员会，为执行合伙人内部的投资决策

委员会提供咨询顾问意见，这样一方面保障了有限合伙人

的知情权、参与权，但同时也保障了有限责任。《合伙企

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

出建议，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二、《合伙企业法》对执行合伙人的权利扩张和限制

1、入伙和出资。

入伙。房地产基金设立的一个环节就是募集资金，募

集资金实际上也是吸收有限合伙人入伙的过程，入伙的批

准权需要在创设合伙协议中说明。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四十三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合伙协议可以赋予执行合伙人决定有限合伙人的入伙的权

利，方便募集资金，同时也便捷工商变更手续。

2、出资。

《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四条，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

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对合伙企

业的出资。第六十五条，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的

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应当承担补

缴义务，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实践中，根据项

目情况和有限合伙人资金安排，有的有限合伙人可能没有

资金投资，合伙协议应该根据实践中的情况赋予执行合伙

人有权决定有限合伙人增加或者减少出资或者延长出资交

纳期限。

3、退资和退伙。

退资。实践中，基金管理公司在募资时向投资人承诺

进出自由，基金不设封

闭期。这种随意“退资”的承诺是否有效值得探讨，

采取公司制设立的基金，其股东撤回出资可以通过减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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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但需要通过法定程序。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基金，其

有限合伙人按照《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规

定，也不能随意撤资。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

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

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

产。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担任执行合伙人的基金

管理公司无权决定有限合伙人的退资。《合伙企业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了退伙时退伙人可以退还财产份额，但应当

由其他合伙人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

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退伙人对给合伙企业

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

额。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该事务了结后

进行结算。第五十二条规定，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

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

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从五十一、五十二条的

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赋予执行合伙人可以直接决定

有限合伙人的退资。

退伙。根据《合伙企业法》关于退伙的规定，退伙

分为约定退伙、通知退伙、法定退伙、除名退伙等形式，

但这些规定都没有赋予执行合伙人可以决定有限合伙人退

伙的权利。因而实践中，有些基金管理公司的做法值得商

榷，其实退伙和退还合伙人财产份额是联系在一起的。

结合上面的分析可知，基金管理公司募资阶段向投资

人承诺的进出自由，基金管理公司并不能单方决定，需要

履行相应的程序。

   

三、竞业禁止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执行合伙人管理着多支同类型基

金，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如何解决，这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问题。《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不

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笔者认为，

该条的立法目的是保护本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在合伙

协议中，关于执行合伙人设立的同类基金如何开展业务，

什么情形下视为竞争业务、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什么情

形下不视为竞争业务、不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进行明确约

定，取得本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的同意不失为为一个办

法。    

四、基金内部结构化设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的规定深刻的

影响着基金设立方式和投资交易模式，对目前广泛存在的

有限合伙制投资基金影响更大。笔者以采取结构化设计的

有限合伙制房地产基金为例，从房地产基金担任执行合伙

人主体的不同分两种情况分析：1、如果房地产开发商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募集资金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然后投资

于房地产开发商自己开发的项目，此时在基金内部层面，

如果房地产开发商给其他有限合伙人承诺保证不论有限合

伙企业投资盈亏，都按固定收益率支付其他有限合伙人固

定利润，此时笔者认为，系“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涉

及的合同应确认无效。2、如果非房地产开发商设立基金

管理公司募集资金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然后投资于某房

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此时在基金内部层面，如

有非关联的有限合伙人自愿担任劣后合伙人承诺基金不论

到期是否盈亏，都为优先合伙人提供“本金+固定收益”

的退出保障，笔者认为，该合同设计有效，原因在于劣后

合伙人和优先合伙人同作为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

法》的规定都不参加联营体基金的具体经营，但劣后合伙

人为了追求高收益，基于对风险的认知而自愿为优先有限

合伙人提供保障，不属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该合

同设计有效。

五、收益分配

房地产基金的收益分配可以进行约定，通过合理的

约定，可以促进执行合伙人积极履行勤勉管理职责，同时

也能使执行合伙人利益最大化。然而实践中，房地产基金

内部的合伙约定与投资交易环节的模式设计以及收益分配

环节的交割执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如行业普遍存在的

“门槛收益”和“二八分成”，在实践中出现与契约初衷

完全背离的情况。目前房地产基金设立、投资、退出各环

节纠结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投资人不成熟、金融管制、退

出渠道不畅通等多方面因素。然而在当下情况，现实的选

择系执行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通过互相沟通协商确定既符

合中国国情、中国法律、又符合实际的分配体系，而非照

搬国外版本。同时合伙契约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投资和退

出的实际情况。收益分配直接关系着各方利益，对执行合

伙人而言，如果不进行明晰的约定，其收益的取得存在程

序不合约不合法的情况；对有限合伙人而言，收益分配约

定对执行合伙人不能起到有效的激励、制约作用。

以上系笔者对有限合伙制下房地产基金设立中若干问

题的分析，仅为一家之言，请读者独立判断。



孟庆君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融

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房地产基金的生命力在投后管理

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一个房

地产项目的启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房地产企业的

自有资金有限，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项目，长期以来，房

地产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以及销售回款来满足自身的

资金需求。然而，随着一系列楼市调控政策的出台，房地

产企业资金缺乏情况日益严重。一方面，银行信贷紧缩，

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不畅；另一方面，限购、限贷

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潜在购房者丧失了购房资格或者购房

能力，一部分潜在购房者基于对房价下跌的期待而选择观

望、暂时放弃购房打算，导致房屋成交量大幅下跌。在银

行不提供贷款、销售回款不甚理想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

只能另辟蹊径来获取资金，由此，房地产私募基金揭开了

发展帷幕，迎来了发展高峰。

一、问题提出

房地产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real estate）起源

于国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比较完

善、系统的管理模式和投资模式。而我国房地产私募基金

起步较晚，且直到2010年楼市调控才开始获得发展，因

此，房地产私募基金在我国仍处于探索期。从现阶段我国

房地产私募基金市场来看，个人投资者居多、机构投资者

较少，基金管理人大多专业程度不高，整个房地产私募基

金市场处于没有专门法律规制、没有明确部门监管的状

态。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房地产私募基金暴露出这样或

者那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忽视投后管理。

投后管理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基金管理人的投后

管理意识淡薄。在房地产私募基金发展的初期，基金管理

公司还没有形成规范、专业的投资流程，即从投前尽调、

投资到投后管理、投资退出一套完整的投资服务，且大多

数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水平有限，尚未认识到投后管理的重

要性。因此，大部分基金管理人一直处于不断寻找投资项

目的状态，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时间来关注已投项目。

投后管理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二是投资保障的存在。

国内房地产私募基金大多采用夹层投资方式，即债权投资

与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一部分投资资金出借给被投

资企业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他们所指定的其他人，

另一部分投资资金通过受让股权或者增资进入被投资企

业。由于现阶段基金管理人无法得到投资者的完全信任，

常常受到投资者干涉，而掌握投资决策权的投资者抗风险

能力较差、投资意识守旧，追求零风险高利润，因此，为

了获取投资款，基金管理人大多选择向投资者妥协，最大

限度地满足投资者零风险的要求，加之没有法律规制与部

门监管，导致我国房地产私募基金目前比较畸形的投资模

式——担保下的投资。债权投资部分，由被投资企业提供

等值甚至是超值的抵押、质押担保，并且/或者由被投资企

业的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确保出借

款项的收回；股权投资部分，通过制度设计、合同安排，

如期退出情况下，房地产私募基金所持有的股权按约定价

格被回购，未如期退出情况下，房地产私募基金获得强制

收购权、拽售权等权利，确保股权投资款项的收回以及取

得高额投资收益。如此一来，除非被投资企业及其关联公

司、实际控制人均出现异常情况，如资不抵债，否则，在

如此充分的投资保障下，可以说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资没

有风险。因此，一旦获得充足的投资保障，基金管理人并

不担心投资资金的安全，投后管理变得可有可无，成为只

存在于投资交割文件中而怠于实行的一纸空文。

二、投后管理的必要性

（一）投后管理是房地产私募基金投资成功的保障

通常，房地产私募基金所选择的投资项目都是具有

投资价值的项目。所谓具有投资价值，是指预计在投资退

出时点有充足的现金流保障投资的如期退出，即预计销售

回款情况良好。而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主要靠拟融资公司

的实力以及拟融资项目的市场前景来体现，拟融资公司实

力较强、拟融资项目市场前景较好，或者虽然拟融资公司

实力一般但拟融资项目市场前景乐观，就可以认定该拟融

资项目具有投资价值。为了判断拟融资项目是否具有投资

价值，进而做出投资决策，基金管理人都会展开投前尽职

调查。通过对拟融资公司诸如股权结构、管理团队、开发

业绩等体现公司管理能力、开发建设能力以及操盘能力的

基本情况的调查，评判拟融资公司的实力；通过对项目所

在地市场情况的考察，预估拟融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尽职

调查结果显示，拟融资项目的市场前景比较乐观，换句话

说，从项目所在地市场需求、信贷政策、项目所在区位、

到项目本身设计、价格等优势，预计销售回款情况良好，

在投资退出时点有充足的现金流保障投资的退出，只要拟

融资公司的实力不是太差，对大多数房地产私募基金而

言，该项目具有投资价值，从而作出投资决定。

但是，融资项目的投资价值，是由房地产私募基金依据

投资时点融资公司与融资项目的基本情况所作出的判定。在

投资过程中，融资公司或融资项目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融资项目投资价值的改变。首先，实际的销售回款

情况与预测相差甚远，导致融资项目投资价值的降低。在房

地产私募基金投资到退出的这段时间里，从宏观上房地产调

控政策、信贷政策的改变，中观上周边楼盘竞争格局、周边

配套设施建设进度的变化，到微观上自身建设进度、销售策

略的调整，都可能导致实际销售回款情况与预测出现偏差，

从而影响房地产私募基金的如期退出。其次，融资公司实施

增加债务或减少资产的不当行为，导致融资项目投资价值的

降低。在投资过程中，实际销售回款情况良好，但是融资公

司超出生产经营需要，实施对外投融资、向第三人出借款项

或为第三人提供担保等增加融资公司债务或减少公司资产的

行为，增加了投资退出时点现金流的风险，从而影响房地产

私募基金的如期退出。

由此看来，为了使融资项目保有投资价值，最终获得

投资成功，就房地产私募基金而言，投后管理必不可少。

一方面，投后管理可以降低或者消除市场变动对销售回款

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对融资公司实行投后管理，房地产

私募基金能够及时掌握项目动态，对影响项目销售或者回

款的情形及时作出应对、调整，确保实际销售回款与预测

相差不大。另一方面，投后管理可以防止销售回款资金的

流失。即使市场情况的变化对项目销售或者回款进度是有

利的，或者市场情况变化甚微，对项目销售或者回款进度

没有太大影响，就房地产私募基金而言，投后管理仍然必

不可少。房地产私募基金只有通过投后管理，才能够时刻

掌握融资公司动态，防止融资公司作出导致销售回款资金

流失的行为。因此，投后管理是房地产私募基金投资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其投资得以成功的保障。

（二）投后管理是房地产私募基金生存与发展的必然

要求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餐饮企业俏江南为了缓解资

金压力，引进私募基金鼎晖投资。而2011年俏江南董事长

张兰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表示，“引进他们是俏江南

最大的失误，毫无意义，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们带来”。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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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投资与俏江南之间的恩怨不为人知，但是，被投资企业

俏江南的不满，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鼎辉投资投后管理

方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投资企业对私募基

金的更高要求。私募基金经过几年的发展，对拟融资企业

而言已不陌生，在与私募基金进行洽谈时，企业抛出的问

题，已经由最初的什么是私募基金到如今私募基金能投多

少，甚至是私募基金能为企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有融

资意向的企业，对私募基金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不再满足

于其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少资金，而是看其能够提供多大价

值的投后管理与增值服务。

企业对私募基金的上述期待变化，使人不禁要思考，

除资金外，投后管理是否是有融资意向的房地产企业采用

私募基金融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在融资渠道不畅通的现阶

段，房地产私募基金只要能够提供大量资金且投资收益率

设定不高，对有融资意向的房地产企业而言，就已经具有

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民间资本逐步放宽、信贷政策

的进一步调整，房地产企业的可选择性逐渐增多，不仅体

现在融资渠道的种类上——银行融资或私募基金融资，而

且体现在私募基金的数量上。试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优质的房地产项目，会有银行、几个房地产私募基金

进行争夺。但是，同银行融资相比，目前的房地产私募基

金处于劣势地位。其一，房地产私募基金设定的年收益率

大多在30%左右，融资成本较高；其二，房地产私募基金

投前调查内容多，耗时长，且拟融资企业最终能否获得投

资资金具有不确定性；其三，房地产私募基金会对被投资

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就单纯

获取资金而言，几乎所有的拟融资企业都会选择银行融

资。只有跳出资金本身，注重提供能够为被投资企业带来

增值的投后管理服务，房地产私募基金才能够吸引拟融资

企业的目光，不仅可以击败银行，而且可以胜过其他没有

投后管理或只提供价值偏低投后管理服务的房地产私募基

金，在激烈竞争中获得发展。

鉴于房地产融资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房地产私募

基金对拟融资企业的吸引力，逐渐从能提供大量资金转向

投后管理带来的增值服务上。房地产私募基金投后管理中

是否包含增值服务以及增值服务的多寡、优劣，都会成为

有融资意向的房地产企业考虑是否选择该房地产私募基金

进行融资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关系到该房地产私募基金与

基金管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就房地产私募基金而

言，投后管理必不可少。

一些房地产私募基金认为，在房地产融资市场供小

于求且有充足投资保障的现阶段，投后管理可有可无。显

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在获得充足投资保障的当

下，投后管理仍然是投资成功的保障。房地产私募基金若

不重视投后管理，如上所述，由于市场情况的改变导致销

售回款情况与预计产生巨大的偏差，或者融资公司的不当

行为，在投资退出时点也会出现现金流不足的情况，导致

房地产私募基金无法如期退出，借助一系列保障措施，虽

然最终可能全额收回了投资资金并获得了资本增值，但

是，无论从该投资的退出时间还是退出途径来看，仍然是

不成功的投资。更何况，即使是有充足投资保障，房地产

私募基金也有无法收回投资资金的风险。其次，从我国房

地产私募基金的发展来看，我国房地产私募基金正在朝着

专业基金迈进，投后管理理应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真

正、专业的房地产私募基金，通过前期充分的尽职调查，

判断拟融资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通过投后对被投资企

业的监管以及提供必要服务，防控、降低投资风险，始终

遵循与被投资企业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原则。而我

国现阶段的房地产私募基金，过于依赖各种形式的投资保

障，享有高收益的同时却不承担相应的风险，从实质上来

看，不免有以投资为名行借贷之实之嫌。随着房地产私募

基金的不断发展，机构投资者会越来越多，基金管理人的

专业素养得到提升，配套法律法规随之建立，势必会对我

国房地产私募基金提出更高要求。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房

地产私募基金必然会摒弃这种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投资模

式，成长为不再追求投资保障而是重视投前尽调和投后管

理的专业基金。再次，从我国房地产融资市场的发展走向

来看，信贷紧缩政策只是楼市调控的权宜之计，不会长久

持续，另外，加之民间资本的进一步放开以及私募基金数

量的增多，过不了多久，房地产融资市场就会供过于求，

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必然导致房地产

私募基金的优胜劣汰。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惨烈竞争，房

地产私募基金应当把握时间，抓紧建立并完善投后管理环

节。

因此，在房地产私募基金向专业、成熟基金迈进，同

时房地产融资市场供求格局渐变的阶段，无论是为了满足

房地产私募基金发展要求还是为了实现投资如期退出、获

得投资的成功，房地产私募基金都应当重视投后管理。

三、如何进行投后管理

（一）投后管理要全面

房地产私募基金进行投后管理，必须要全面，即投

后管理既不能过于片面，也不能过于追逐细枝末节。投后

管理过于片面，应当关注的点没有予以关注，容易出现问

题，等同于没有进行投后管理；投后管理过于追逐细枝末

节，对不应当关注的点给予同等的关注，容易迷失方向，

久而久之忽视投后管理的重点，违背了投后管理的初衷。

因此，无论片面的投后管理还是事无巨细的投后管理，

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没有达到投后管理所追求的效

果——保证现金流入的同时避免现金不必要的流出。

由此，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既不要过于片面，

也不要事无巨细，而是要全面。那什么样的投后管理是全

面的投后管理呢？总体说来，追求投后管理效果所必需的

措施都纳入了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中，而房地产私

募基金的所有投后管理措施都是追求投后管理效果所必需

的，这样的投后管理就是全面的投后管理。具体来看，如

何做到全面的投后管理呢？一方面，关注融资项目的销售

回款情况，知晓融资公司现金流入的多少，并在销售回款

遇到瓶颈的情况下，设法保证融资公司有现金流入；另一

方面，关注融资公司增加负债或减少资产的行为，避免融

资公司现金的不必要流出。这样一来，通过掌握融资公司

的现金流入与流出，保证了融资公司在投资退出时点拥有

充足的现金流。

（二）投后管理要适度

房地产私募基金进行投后管理，必须要把握“度”，

即投后管理既不能过于严苛，也不能过于宽松。投后管理

过严，任何事都要经过房地产私募基金同意方能实施，不

仅可能会使融资公司反感，导致谈判破裂，而且也背离了

基金的专业方向。从融资公司角度来看，通过房地产私募

基金融资，支付了融资成本，实质上就是交付了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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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新民事诉讼法重大修改之民事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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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

将在2013年1月1日施行。在审判监督程序领域，民事抗诉

条款的修改或新增无疑是此次修改的亮点。2012年新民事

诉讼法用第208条、209条、210条及211条四个条款较为系

统而全面的完善了检察院民事抗诉的程序，新增检察建议

的法律监督模式确立了“法院纠错先行、检查监督断后”

的顺位模式，明确了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进一步理清了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检察院、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使得“准三审”的民事再审程序更加具有实践的可操作

性，意义十分重大。本文结合我们以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抗诉经验，对民事抗诉新的方面的变化进行解读，以期抛

砖引玉，更好的促进民事抗诉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一、关于增加对调解书监督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

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

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根据上述条款，对调解

书的监督也正式纳入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的范围。

（一）2012年民事诉讼法之前对生效民事调解书再审

的相关规定

在此之前，2007年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当事人对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

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同

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规定：当

事人未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未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发

现原判决、裁定、调解协议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等确有错误情形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的规定提起再审。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

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法释【1994】4号）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

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之前，就调解书，当事人可以申请

再审，法院可以依职权提起再审，检察院却被法院禁止提

起抗诉——这是一个从理论上讲非常不合理的规定（早在

2010年，我们就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问题》一文中提

出“作为审判监督者的检察院亦有权对民事调解书提起再

审”。该文初次刊登在《中国律师》2010年12月份）。

（二）关于“违反自愿原则、协议书内容违法”的调

解书，人民检察院能否提起抗诉

2012民事诉讼法对调解书的再审进行了完善，第198

条新增了了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对所有确有错误的调解书

启动再审，第201条保留了当事人对有证据证明“违反自

新法解读费而使用资金，跟银行融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公司经营

管理没有理由被基金干预。倘若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

理适度，尚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大多数拟融资公司愿意

做出让步，与基金妥协，一旦房地产私募基金将投后管理

设计的过于严苛，超出了拟融资公司的容忍底限，势必会

使一部分拟融资公司望而却步，与基金谈判破裂。从房地

产私募基金角度来看，为了获得资本增值，其向拟融资公

司投资，而进行投后管理只是为了确保投资退出时点能够

实现投资目的——获得投资回报。若投后管理过于严苛，

干涉融资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对融资公司实质上形成控

制，显然偏离了专业、违背了投资初衷。因此，无论站在

融资公司角度还是房地产私募基金角度考虑，过于严苛的

投后管理都是不可取的。但是，也要警惕矫枉过正，将投

后管理设计得过于宽松，如约定“融资公司对任何事项都

可以自行决定，重大事项只需通知基金即可”。投后管理

设计过于宽松，房地产私募基金对于可能导致其无法如期

退出的事由只有知悉权，没有决定权、变更权，如此一

来，投后管理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形同虚设。

由此，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既不能过于严苛也

不能太宽松，要设计得恰到好处。那么，什么样的投后管

理才算适度呢？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要把握以下两

个原则：其一，在融资公司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其二，能

够达到投后管理所要追求的目标——保障投资如期退出。

秉承以上两个原则，根据融资公司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

的投后管理方案。对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融资公司，由

于其管理能力高、商业信誉好，可以实行较为宽松的投后

管理模式，除定期了解投资项目的销售情况外，仅对诸如

为他人提供担保、出借资金、对外投融资等减少公司资产

或者增加公司负债的重大事项在董事会表决时授予基金一

票否决权，既满足了融资公司自主经营的要求又防止融资

公司的资金流失；对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融资公司，由

于其管理方面可能存在较多问题，且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商

业信誉，需要实行较为严格的投后管理模式，如向融资公

司指派财务专员，掌控融资公司的公章、合同章以及财务

章等，随时了解融资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必要时对现金

流出进行制止，如此才能实现基金投后管理的目标，而身

处弱势地位的融资公司也无力反抗。另外，不仅在掌控融

资公司现金流出方面要适度，而且在保证现金流入方面也

要适度。如在销售情况不理想时，为了使融资公司有现金

流入，房地产私募基金可能有权决定降价销售，在这种情

况下，房地产私募基金就要注意把握降价幅度，保证融资

公司受到最低伤害、获得最大利益。

（三）投后管理要创新

目前，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主要围绕如何保障

投资如期退出来进行制度设计与安排，这是投后管理的应

有之义。但是，如上所述，随着房地产融资市场格局的渐

变，在不久的将来，预计房地产融资市场将会呈现供过于

求的局面，包括房地产私募基金在内的各投资方将展开激

烈的竞争。房地产私募基金要想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生存

并获得发展，就必须存在能够吸引融资者的特别之处，在

投后管理上进行创新。

由此，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不能再满足于如何保

障投资的如期退出上，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创新。那么，如何

在投后管理上进行创新呢？从融资方的角度分析，除了能为

企业带来资金外，通过融资最好能够实现企业增值，因此投

后管理还应当注重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例如，公司

层面，通过协助被投资企业调整公司治理架构，提升公司的

管理、运营能力，通过协助被投资企业进行对外投融资，提

升公司的金融能力；项目层面，通过协助被投资企业分析房

地产市场、研究销售策略，甚至帮助被投资企业介绍上下游

客户，提升公司的开发建设能力以及操盘能力。这样一来，

经过投后管理，融资方能够获得企业增值，房地产私募基金

终将成为拟融资企业的首选。

综上所述，房地产私募基金的投后管理设计得全面

且适度，使投资方能够如期退出、获得投资回报，投后管

理扩展创新到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吸引拟融资企

业选择房地产私募基金方式融资、获得企业增值，从而实

现了双方共赢。但是，再好的投后管理安排，若不付诸实

践，也不过一纸空论。因此，为了能够真正发挥投后管理

的作用，使投资能够如期退出，房地产私募基金应当切实

执行投后管理条款。

四、结语

随着房地产私募基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房地产私募

基金开始注重投后管理，有些开始关注被投资企业的发展

动态，有些开始切实执行投后管理的某些条款，有些甚至

设立了专门的投后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关注投后管理的

动机并不相同，有的是因为认识到投后管理的重要性，而

有的则是缺少投资资金状况下的临时之举，且此种情况不

在少数。通过这篇文章，希望更多的房地产私募基金意识

到投后管理的重要性，使投后管理成为常态。同时坚信，

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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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原则或违反法律的调解书”的再审申请权利（第202条

亦增加了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调

解书不得申请再审），同时第208条新增了检察院对“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调解书的监督。与之带来的

问题是，对于“违反自愿原则、协议书内容违法”的调解

书，人民检察院能否提起抗诉？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

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第208条明确规定，检察院法

律监督的主要任务是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共同利益的生

效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至于其他的生效调解书提起抗诉

并无法律依据；第二，调解，作为我们国家法院审理民事

案件的一种特有的审理方式，法律虽然要求法院在分清是

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但既然是调解，就不可避免的要互

谅互让、作出让步，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往往只有当事人

自己知道。如果当事人在调解之后反悔，而人民检察院作

为公权力又对之进行干预，对调解的另一方无疑是不公平

的，与调解机制快速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的精神相违背。

（三）如何理解“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就检察院对生效民事调解书的监督，另一个问题是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何理解？有观点认为：法

律就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具体

体现，违反法律就是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我

们认为此观点不太妥当。从文义上解释，一般认为，国家

利益是指满足或者能够满足国家生存发展为基础的各方面

需要并且对国家在整体上具有好处的事务。社会公共利益

是指特定范围的广大公民所能享受的利益。但是，遍查民

事诉讼法，法律对上述概念并无定义。而根据江平教授的

观点：国家利益是相对于私人利益而言的，社会共同利益

是相对于商业利益而言的。无论如何，该条款处的“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指的应是影响宏观方面利益的情

形，如果狭隘的理解成违反法律就是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无疑和该条款的精神相违背。

二、关于民事抗诉的范围

必须明确的是，民事检查监督应当主要是“事后监

督”，即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而不是“事

前监督”、“事中监督”或者“全程监督”。一般来说，

下列情况不属于检察院民事抗诉的范围：

第一，纯人身关系的裁决，如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

客观上已经无法进行纠正，但是因解除婚姻而导致的夫妻

财产分割纠纷仍可提起抗诉。

第二，如上所述，对于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抗诉，但“违反自愿原

则、协议书内容违法”的，不可以抗诉。

第三，当事人对可以上诉的一审判决、裁定在发生法

律效力后，没有正当理由说明未提出上诉的，不可以提起

抗诉。以此督促当事人应当积极寻求法院处理纠纷，只有

穷尽法院处理渠道，才可依法申请检察院抗诉。

第四，对法院诉讼前或诉讼中作出的裁定，如诉前保

全、先于执行等，虽一经作出就产生法律效力，但并不是

最终裁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复议等方式予以解决，故对上

述生效裁定，检察院不予抗诉。

 

三、关于检察建议

各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同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

判及调解书，认为符合法律规定抗诉条件的，可以向同级

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根据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在审

判监督程序编里面，共有三处提到了检察建议，其中两处

为再审检察建议，如208条第二款“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

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

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

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

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以及第209条，另外一处为

其他审判程序中的检察建议，即208条第三款。

结合2012新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施行法律监督

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

出检察建议的基本流程是：

第一，应由检察长批准或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

提起检察建议，制作《检察建议书》并连同检察卷宗移送

法院。

第二，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

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检察院。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

应当通知当事人。

第三，检察院认为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或者

法院逾期未裁定再审的，应当提请上级检察院予以抗诉。

值得提出的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再审检察建议

既用于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民事裁决，也用于上级检

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及调解书。而2012民事诉讼法

第208条明确规定，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及调解

书只能抗诉，只有同级检察院才可以对同级法院提再审检

察建议。

四、关于“法院纠错先行、检查监督断后”的顺位模式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

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

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

显错误的。这一条款实际上确立了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

纠错先行、检查监督断后”的顺位模式。

2007年民事诉讼法以来，启动再审的渠道有三个：第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第二，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

第三，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

为了确保再审程序的启动，往往是既向人民法院递交再审

申请书，同时也向人民检察院递交抗诉申请书。由于法院

和检察院在审查方面的时间方面的不一致，常常会出现检

察院针对原审生效裁判的抗诉书到达法院的时候，法院早

已经过再审审查撤销了原审生效裁判，这极易导致再审程

序的混乱以及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新增，是审判监督程序

中的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了检查监督要在穷尽法院自

身救济的情况下方能启动。即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当事人

才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第一，针对人民法院驳回再审

申请的抗诉。这是因为已经历经一次再审，当事人已经无

法再通过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方式启动再审，只能申诉或向

检察院申请抗诉。而申诉，作为一种信访机制，并非一种

法定的程序，其启动再审的流程非常艰难。而通过检察院

抗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检查监督作用，以防止确有错

误的裁判没有被得到更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后，当事人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

民检察院对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应当提出抗诉，而是对

原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第二，针对人民法

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抗诉。以往的实践中，虽

然相关法律对再审审查期限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地方法

院用拖时间的方式给当事人施压，迫使和解的事情经常出

现，为了保护诚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法规定在法院逾

期审查的，当事人可就逾期审查申请检察院抗诉；第三，

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应当注意的是，该条款规

定“明显错误”，换句话说一般的错误将无法申请抗诉。

五、关于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权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

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此条款作为新增条款，

明确了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权。



虽然该条款规定了检察院的调查取证权，但是必须指

出的是，与刑事侦查权不同，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

调查取证被严格予以限制，防止检察机关过多的干预民事

纠纷，导致平等的民事纠纷主体之间地位失衡。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

行政诉讼施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3条、第

13条规定，检察院在民事抗诉中行使调查取证权要满足以

下四个要件：第一，仅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

解认定的事实有调查取证的权力；第二，仅限于向当事人

或案外人调查核实，不能向原审审判人员进行调查取证；

第三，仅限于调查核实以下内容：（1）可能损害国家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者行政

诉讼的原告、第三人在原审中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

据，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而未调查收集的；（3）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违反法

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第四，检察人

员出席再审法庭时，应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

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

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只有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才能作

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

六、关于抗诉再审的审级和下交再审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

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至第五

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

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该条款是针对检察院抗诉再

审的审级及下交再审的限制的规定。

一般而言，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级设置中，由

下级法院负责案件的事实部分，而由上级法院负责适用法

律问题。因此，该条款规定，对于“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

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即“（1）有新的证据，足

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

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

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

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

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

审，但是有两种情况下上级法院不得移交下一级人民法院

再审：一是抗诉案件已经经过该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的，

不管是否存在本法第200条所列第（1）至（5）项再审事

由，均不能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二是案件已经上一级

法院审查并驳回再审申请的，检察院对该案又提出抗诉

的，一般由上一级法院裁定再审。

司法实践中，围绕该条款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复合

事由的处理问题，二是检察院规避事实类事由的问题。在

大多数抗诉案件中，抗诉书中的抗诉事由不仅包括事实类

事由，还包括法律类、程序类等事由。在复合事由存在的

情况下，是否可以移交下一级法院审理？我们认为，答案

是肯定的。因为该类案件事实上可能存在错误，移交下一

级法院审理可以更好地查清事实，符合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审级设置的原理。同时，有的检察机关希望能将抗诉案件

留在上级人民法院，即便案件存在事实类事由，也在抗诉

书中援引，而是用其他类事由提起。对此，法院采取的态

度是，不管抗诉书中是否援引事实类事由，只要审查出事

实类理由，就可以移交下一级法院审理。

七、检察院审查期限和当事人申请抗诉期限

2012新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

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

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

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根据这一条款，在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再审过一

次之后，当事人唯一的程序权利就是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

察建议或抗诉。检察院在接到当事人申请后，立案审查，

审查期间为3个月。但是，不知立法机关是否有意“遗

漏”，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期限，即当

事人经过法院再审一次之后，在多长时间内有权向检察院

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既然确立了“法院纠错先行、检查

监督断后”的顺位模式，那么应该明确申请抗诉的期限，

否则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申请权利救济，原法律纠纷的

解决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参照

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期限限制，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

抗诉的期限也应限制为“六个月内”。

总的来说，2012年民事诉讼法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

基础上，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健全和完善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就“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错误”及抗

诉审查期限等等方面各界还存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种争

议有利于新法的学习与贯彻实施。我们衷心的希望，在新

法实施的带领下，“再审难”、“再审难终审”的情况能

实现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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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权
出资的暂行规定》评述

丁旭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外商投资

阿贞   律师（北京） 朱可骏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外商投资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融资与并购、

外商投资

前言

2009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股

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从工商登记角度解决了企业以股权进行出资的实现途径。

虽然《管理办法》并未就内、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进行

区别；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由于

商务部门并未制定股权出资的配套文件或操作规程，股权

出资一直无法得以实现，《管理办法》从操作意义上从未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出资产生过执行力。

2012年10月22日，《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

权出资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开始

施行。《暂行规定》对以企业股权为出资形式，设立或变

更外商投资企业明确了操作途径。随着《暂行规定》的颁

布，《管理办法》辐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规定也被

激活，商务部门审批、工商部门登记实现有效对接，《管

理办法》开始发挥效力。

同时，《暂行规定》充分考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

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十号文”）、《关于外

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外商投

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

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

更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及《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下合称“《并

购安全审查制度》”）等规定，同时兼顾了目前国家对房

地产企业、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股权）投资

企业的特殊规定，丰富了外国投资者为实现境内投资目的

而可选择的实现途径。不仅如此，《暂行办法》进一步对

实现商务部门审批后的工商登记、税务处理、外汇验资、

外债事宜等都有所涉及，可以说是目前商务部门颁布法规

中比较完整和全面的一部。

正文

一、《暂行规定》项下股权出资的基本流程

根据《暂行规定》，境内外自然人、企业和其他组

织（以下简称“投资人”）可以其持有的境内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权公司”）的股权出资

成立或变更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包

括外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投资公

司”）。

《暂行办法》项下之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审批机

关，除按照有关外商投资审批管理规定由商务部批准的之

外，其余由被投资企业所在省级审批机关负责批准，即省

级商务部门。

基于此，以下简述《暂行规定》项下商务部门就外商

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基本流程：

 

二、详解《暂行规定》的具体履行

如前言已述，《暂行规定》的全面性，体现在其综合

考虑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与十号文、《外商投资企业境

内再投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并

购安全审查制度》以及国家的其他产业政策，从最大程度

上，避免出现投资者以股权出资的方式违法规避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暂行规定》第二条，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

主要涉及三种方式，具体三种方式将在后文详述，而在以

该三种方式完成相关审批手续之前，投资者应首先注意如

下事项，该等事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管理办法》的突

破：

（1）股权出资后，被投资企业和股权企业及其直接

或间接持股企业应符合《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其他外商投资相关规定；不符

合有关规定的，应在申报股权出资之前剥离相关资产、业

务或转让股权。

（2）《暂行规定》相比《管理办法》，增加“未按

规定参加或未通过上一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外商

投资企业的股权”和“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性公司、外

商投资创业（股权）投资企业的股权”不得用于股权出

资，与目前国家的政策引导相得益彰。

（3）《暂行规定》相比《管理办法》，在提交给审

批机关股权出资申请的材料中，额外要求律师事务所就股

权出资是否满足《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五条出具法律意

见书。因此，投资者在决定采用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

前，应提前与相关中国律师沟通，并聘请其就《暂行规

定》要求的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4）股权出资人与被投资公司的股东或其他投资者

可在股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协商确定股权作价金额、股权

出资金额。股权出资金额不得高于股权作价金额。股权作

价金额与股权出资金额的差额可计入被投资公司的资本公

积金。股权作价金额应计入并购交易额。

（5）被投资企业全体股东的股权出资金额和以其

他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之和不得高于其注册资本的

70%。

（6）被投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其投资总额应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

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按照股权出资后被投资

企业的注册资本进行确定。

（7）确保以上情形后，投资者可以选择《暂行规

定》所列举的三种股权出资方式，以下笔者从这三种出资

方式的角度分析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所涉及的流程和法

律法规：

方式一：以新设公司形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方式一，为增加典型性，笔者假设合资双方分别以其

持有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和内资企业股权合资设立中外合

资企业，即：

 

 

 

首先，投资者A、B就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C事项向

审批机关递交申请材料，审批机关批准的，颁发《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加注“股权出资未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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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批部门颁发《批准证书》前，股权企业II作为外

商投资企业，如果其与被投资企业C分别由不同审批机关

批准，C的审批机关应征求II所在地省级审批机关意见；该

审批机关应在收到征求意见函后2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

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

对于股权企业而言，为履行投资双方的实缴义务，股

权企业I，作为非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境

内再投资规定》办理审批（I经营范围属于鼓励类或允许类

的，直接向其原登记机关提出变更登记，原则不需商务部

门审批；属于限制类的，应先由C获得省级审批机关的批

复，再由I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将其出资的股

权的持有人由A变更为C，即步骤下图①。

股权企业II，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应分为两种情形：

（1）股权出资后，II股东中仍有外国投资者的（含外

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股权）投资企业或以投资

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II则应按照《外商投

资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向审批机关申请将用作出资的股权

的持有人变更为C，即步骤下图②；

（2）股权出资后，II股东无外国投资者的，II则应按

照《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境内

再投资规定》，向审批机关缴销或变更其《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即步骤下图③。

 

 

 

股权企业I、II在完成上述商务审批或备案流程后，还

应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就企业股权变更完成工商登

记。同时，I、II还应完成税务、海关、外汇管理等有关部

门的变更登记。

完成上述变更后，C应向审批机关递交相关文件（包

括验资报告）申请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在备

注栏加注“股权出资已缴付”字样），进而以换发的批准

证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办理工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此处需要注意，对于实际缴纳股权出资的时间，《管

理办法》要求自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1年内完成缴付并

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另外，根据《外商投资的公司审

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若分期出资的，首笔不低于15%的出资应当在

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足；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

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以股权出资新

设外商投资企业需要同时遵守以上规定。

完成以上全部设立的流程后，整个股权结构如下：

 

 

 

 

方式二、增资使非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持有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的投资者以其持有的境内股权

增资并购其他境内公司股权，需综合考虑以下三项规定。

首先，《暂行规定》。《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投资

者可“以其持有的中国境内企业股权作为出资，增资使非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随着《暂行规定》

的施行，地方各级商务部门有了明确可参考的操作指引，

外国投资者终于可以其所持有的境内公司股权合法、有效

的作为支付手段来帮助其完成对其他境内企业的并购。

其次，十号文。十号文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

定义包含以增资方式并购内资企业，具体增资的对价支付

形式并不影响十号文的适用。因此需要注意，在按照《暂

行规定》进行股权出资的同时，应注意同时遵守十号文关

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需要额外说明，

《暂行规定》用以支付的股权为境内企业股权，与十号文

第四章“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

项下以境外企业股权为支付手段的并购行为并不相同。 

最后，涉及关键行业时，投资者也要注意遵守《并购

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确保属于商务部门并购安全审查

范围的事项都按章办理。

以下，笔者假设外国投资者A，通过出资其持有的外

商投资企业I的股权，实现对境内股东B所持股的内资企业

II的增资，即：

 

 

 

 

首先，投资者A或被投资企业II应向被投资企业II所在

地省级审批机关就增资事宜递交申请材料，审批机关批准

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加注“股权出资未

缴付”）。

 

 

 

 

在审批部门颁发《批准证书》前，股权企业I作为外商

投资企业，如果其与被投资企业II分别由不同审批机关批

准的，II的审批机关应征求I所在地省级审批机关意见；该

审批机关应在收到征求意见函后2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

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

为履行投资方的实缴义务，股权企业I，作为外商投资

企业，应分为两种情形：

（1）股权出资后，I股东中仍有外国投资者的（含外

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股权）投资企业或以投资

为主要业务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I则应按照《外商投资

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向审批机关申请将用作出资的股权的

持有人变更为II，即步骤下图①；

（2）股权出资后，I股东无外国投资者的，I则应按照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

投资规定》，向审批机关缴销或变更其《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即步骤下图②。

 

 

 

 

 

股权企业I在完成上述变更后，还应按照方式一中论

述，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税务、海关、外汇管理等有

关部门的变更登记。

另外投资者需要注意，上述股权出资行为满足《关于

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

称“59号文”）和《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关于“以股权

支付方式完成股权收购”的相关概念。因此，A、B双方还

应综合考虑在满足（1）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

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2）收购企业在该股权收购发

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85%的条件

下，适用59号文和《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下股权收购的

特殊性税务处理可能。

完成上述变更后，II应凭相关文件向审批机关申请换

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在备注栏加注“股权出

资已缴付”字样），获得批准证书后，II应根据《管理办

法》第九条的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方式一，根据《管理办法》第

六条，投资者A以股权对II 增资的，应在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前，完成实际缴纳出资义务。通过完成以上全部设立流

程，整个股权结构如下：

 

 

 

 

方式三：增资使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发生变更

方式三，即境内外投资者通过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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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由于其中不涉及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因此不受十号文的约束，而主

要适用《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

境内再投资规定》。

在具体操作及审批流程上，方式三与方式二基本一

致，不再赘述，但仍需要投资者注意以下两点：

（1）方式三同样也涉及59号文和《重组所得税管理

办法》下以股权支付完成股权收购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可

能。

（2）方式三可能会涉及《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审查

范围事项，因此，如果增资涉及安全敏感行业的，投资者

应注意报商务部审批。

三、《暂行规定》下需要探讨的问题

纵观《暂行规定》的整个法规框架与具体条文，它的

科学性、严谨性、全面性在近年来商务部颁布的法规中都

是十分突出的。但是笔者仔细研读后，仍发现了一些模糊

和值得推敲之处，在此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

1、在方式三的情形下，以内资企业股权向外商投资

企业增资，重组完成后，外商投资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企

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相关

规定，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的中方出资人一般不允

许为中国自然人。因此，现实操作中，中国籍自然人以其

持有的内资企业向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是否可行，还有

待商务部门进一步的解释。

2、根据《暂行规定》的要求，以外商投资企业的股

权出资，需要提交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的证明。那

么，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按规定无需参加上一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暂行规

定》下是否有资格作为股权公司以其股权出资？对于一些

新设立但是短时间内完成出资、验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其

作为股权公司而言，出资资格完备且法律风险也相对较

低。如果商务部规定此条款的初衷仅仅是出于对股权公司

是否出验资完备的考虑，那么它是否会在未来实践中放宽

对这些出资义务履行已然完备的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作为

股权公司出资的口子，这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3、《暂行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投资者以

境内企业的股权作为对价换取其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企业

股权，应参照本规定关于股权出资条件、股权评估等有

关规定，并遵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

规定》、《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规

定”。这一条从字面意思，讲述的不再仅仅是以股权出

资，似乎更多的是广义的“换股”概念；似乎彻底解放了

股权，彻底理解了股权是投资者的资产，投资者有权以任

何形式进行处置。如果我们的理解正确，按照这一条的规

定，外国投资者A可将其持有的企业I股权向外国投资者B

持有之企业II出资，获得的可以不是企业II的股权，而是B

持有的另一家企业III的股权。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是

说这一条会像十号文第四章一般被束之高阁，还有待后续

商务部门的进一步解释。

结语

公司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制度，大规模

并购、跨境并购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须

因素，因此并购相关配套规定的存在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目前所有经济发达制度完备的国

家，“换股”、“以股权支付”是实现并购最常见最简单

的方式；但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换股而言，一直是一个重

大的法律空缺。事物的发展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

程，这个法律空缺近几年来一直为律师实务界、金融经济

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商务部在这一时间点出台这样的文

件，一来从立法学角度，实现了与工商部门文件的对接，

保障了这一领域法律制度的完整性；二来顺势而为，为国

家经济结构调整、并购重组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笔者认真研读本次《暂行规定》，结合长期的律师

实践工作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畅想文件实行后可能进行

的外商境内投资操作方式、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股权调整方

式、甚至红筹架构的拆除方式，感觉备受鼓舞。希望本次

《暂行规定》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不断升级，实现中

国并购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律法规真正意义上的接轨，为中

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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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公司的春天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解析

丁旭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
投融资与并购、外商投资

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让众多企业承受着沉重的压

力，不得不纷纷准备“过冬”。资本市场的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对拟上市公司有较高的财务与合规要求，使得

很多经营规模不达标的高科技类中小公司，或历史遗留的

股东超过200人的公司被挡在门外。被定位于中国的“纳

斯达克”的新三板挂牌公司也囿于股东不超过200人的限

制，导致其交易不活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近日，中国

证监会公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下称

“《非公办法》”），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福音。

《非公办法》的出台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稳步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完善金融体系、保证资本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关的配套细则也在制

定之中，最快将会在《非公办法》实施之前颁布。此举标

志着公众公司将获得“准生证”，公众公司的发展将迎来

春天。

一、公众公司的概念

1、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类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出现公众公司的概念，未将股份有

限公司与公众公司的概念进行明确区分。《非公办法》提

出了“公众公司”这一新的概念，从逻辑上来说，股份有

限公司外延大于公众公司，可以将股份有限公司区分为公

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两类，公众公司可以再区分为已上市

公众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本文中，“非公众公司”专

指股东低于200人，且未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转让

或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

   

   

从法律上来说，已上市公众公司有特定名称“上市公

司”，《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将已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赋予专有名称“上市公司”，《非公

办法》将非上市公众公司简称为“公众公司”，“公众公

司”也就专指“非上市公众公司”。因此，从法律上可以

将股份有限公司区分为三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类公司之间相互转变的过程，非

公众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过程就是目前常见的普通股份公

司IPO的过程，公众公司转板成为上市公司是社会关注的

重点（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转板——目前仍然按普通IPO程

序办理，并没有绿色通道，但不排除未来会建立绿色通

道），非公众公司成为公众公司的过程是《非公办法》重

点规范约束的对象，近期扩容并酝酿升级的新三板就是这

一过程的集中体现。

2、公众公司分类

根据《非公办法》规定，公众公司包括如下三类：

（1）定向发行股票导致股东超过200人的公司；

刘章印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资本市场和证券、
投融资与并购、民商讼裁

（2）定向转让股票导致股东超过200人的公司；

（3）公开转让股票的公司（不管是否超过200人）。

凡是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便成为公众公司。这也就

意味着，公众公司的股东可能超过200人，也可能不到200

人。

上述三种方式也是成为公众公司的三种途径：定向发

行、定向转让、公开转让，公司通常不能直接公开发行，

因为公开发行必须通过证监会的审批，走的就是IPO的道

路了；除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外，公众公司挂牌成为了另外

一条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根据是否挂牌，可以将公众公

司区分为挂牌公众公司和非挂牌公众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非公办法》主要规定了两方面

的内容：

第一，公众公司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主要涉及公

司如何治理、怎么样进行信息披露，怎么样进行定向发行

股票，怎么样进行定向转让股票，怎么样进行公开转让股

票，怎么样进行公开发行股票，怎么样申请上市等；

第二，如何成为公众公司，主要涉及非公众公司如

何进行公开转让成为公众公司，如何定向发行成为公众公

司，如何定向转让成为公众公司，上述行为过程中如何进

行信息披露，历史上超过200人的公司如何规范成为公众

公司等。

《非公办法》的出台使得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种行为

均有法可依，监管覆盖面扩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既可定

向转让，也可公开转让；既可定向发行，也可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根据 IPO的要求办理，公开转让根据《非公办

法》的规定办理，定向转让、定向发行导致股东超过200

人的按照《非公办法》的规定办理，定向转让、定向发行

未导致股东超过200人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办理。

二、公众公司的“挂牌”

目前，挂牌和上市被人为区分，仅指在新三板挂牌交

易；如同上市包括广义的上市（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和狭

义的上市（仅指在交易所申请上市）一样，挂牌也可以区

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狭义挂牌仅指在新三板挂牌，广义

挂牌则包括挂牌前可能存在的前置审批程序。



近期，新三板顺利由北京中关村一地扩容至北京中关

村、天津滨海、上海张江、武汉东湖四地，新三板的未来

运营主体“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业

已成立，但适用的法规仍然是《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

办法（暂行）》（下称《试点办法》），新的法规尚未颁

布，《非公办法》被认为是未来新三板扩容并快速发展的

重要法律依据之一，据此，挂牌公司的股东人数可以突破

股东200人的限制，可以大大提升挂牌公司股份转让的活

跃度，也必将促进新三板的发展。

1、公司挂牌是否需要证监会核准？

目前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不需要经过证监会核准，只

需要通过主办券商内核后推荐，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即

可。未来新三板挂牌的过程是否需要增加一个环节，证监

会对“公众公司”的核准，针对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开转

让”的方式成为“公众公司”的核准？

如果是，那么经过证监会核准，证券业协会备案，公

司在新三板挂牌后，如果再定向发行或定向转让，未导致

股东超过200人，则不需要再次核准；如果导致股东超过

200人，则需要再次向证监会申请核准。具体实施中是否

如此，还需要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实施细则来确定。目前已

挂牌的公司是否需要向证监会补办核准手续？同样需要监

管部门的实施细则来确定。

2、公司挂牌的备案

目前新三板挂牌采取的是备案制，即由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后，即可正式挂牌。新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建成投入运行之后，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备案职能

将转由负责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来履行，即将来不再

需要向中国证券业协会申请备案，而直接向“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备案。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能将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情况下，

不再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而直接成立

公司这一更市场化更灵活的实体来运营这一“新三板”系

统，也足见监管当局对未来新三板系统的厚望。

3、挂牌公司股票的托管

根据《试点办法》的规定，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司，

其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登公

司”）集中登记，由主办券商托管，主办券商再将所托管

的公司股票存管在中登公司。而《非公办法》要求公众公

司股票在中登公司集中登记存管，未规定托管的问题，这

是不是意味着公众公司的股票也应该由主办券商托管？

前面提到，对定向转让导致股东超过200人形成的公众公

司，其向证监会申请核准的过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证券

公司的参与，此时该公众公司的股票如何托管？对此问

题，也需要做出具体规定。

成为公众公司之后是否就一定挂牌？如何挂牌？挂牌

公司是否就是公众公司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化。

三、公众公司的“上市”

通观《非公办法》全文，出现了“证券交易所”和

“证券交易场所”两个概念，通俗理解，“证券交易场

所”应该包含“证券交易所”和其他的非“证券交易所”

的证券交易场所，后者可以片面地理解为“新三板”这样

的交易系统，是否包括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股权交易平台，

还存在一定争议。《非公办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公

众公司申请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场所的相关规定。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申请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何应当遵守“证券交易场所”的

相关规定？监管当局的深意颇费思量。

新三板扩容之前流传较广的扩容方案之一——建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将新三板升级为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并列的第三大“证券交易所”，但

该方案最终又发生变化，建立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这么一个“股份转让系统”到底与

“证券交易所”有哪些区别？不负责提供竞价系统来撮合

交易，仅提供一个信息显示与传递平台；那么，不提供竞

价系统撮合交易的平台难道就不是“证券交易所”？答案

也是否定的，以做市商制度为主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就是

最著名的证券交易场所之一。因此，不管其名称是否叫做

“证券交易所”，只要其具备了相关的证券交易功能，就

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随着这一被监管部门和

社会寄于厚望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推出

并充分发挥出其功能，“新三板”的吸引力必将增强，与

深、沪交易所的差距将缩小，“转板”的需求可能会不那

么强烈。

根据公众公司是否挂牌，可以区分为挂牌公众公司的

上市和非挂牌公众公司的上市两种情况；根据拟上市公司

是否发行新股，可以区分为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不发行

股票上市两种情况。具体来看；

1、非挂牌公众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

参照《公司法》、《证券法》和证监会关于IPO的相

关规定办理。

2、非挂牌公众公司不发行股票直接上市

《非公办法》规定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场

所的相关规定，目前尚无实例。

3、挂牌公众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

挂牌公众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过程是最被社会关注的

“转板”过程，希望从挂牌公众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可以走

一条“绿色通道”，而不需要像普通公司IPO那样排队、

审批，但目前，这一“绿色通道”尚未开通，“转板”仍

然走的是普通公司IPO的通道，鉴于挂牌公众公司法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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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国际典范
——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2仲裁规则》

自2012年8月1日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英文简称CIETAC，中文简称“贸仲委”）申请仲裁

的当事人都会在收到贸仲委发放的仲裁规则的同时，收到

一份《管理公告》。该《管理公告》称自2012年8月1日

起，中止对贸仲上海、贸仲华南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仲裁

案件的授权，并在公告中要求，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贸

仲上海或贸仲华南仲裁的，自2012年8月1日起，当事人

应向贸仲委申请仲裁，由贸仲委秘书局接受仲裁申请并管

理案件。三天后，贸仲上海和贸仲华南发表联合声明。声

明中称：“贸仲上海和贸仲华南的仲裁管辖权来自当事人

的约定，而非任何其他机构的‘授权’，更不存在‘中止

授权’的问题。”一时间，这场仲裁界的风波倍受外界关

注。事实上，这场风波正是源自于贸仲委对其仲裁规则的

修改，这不禁使我们格外关注本次贸仲委仲裁规则修改的

几大亮点。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是世界上主要的常设商

事仲裁机构之一，也是国内目前最为重要的仲裁机构。贸

仲委的仲裁规则一直反映和体现着国际上仲裁领域的先进

思想和做法，它对各地方仲裁委的仲裁规则乃至整个程序

法领域的司法实践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和仲

裁环境的快速发展，仲裁使用者对贸仲委的仲裁服务提出

了新的要求，对仲裁程序的设计也提出了新的期待。为了

更好地满足仲裁使用者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对仲裁服务的要

求，保持贸仲委在仲裁服务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贸仲委对

2005版《仲裁规则》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本次新修订的贸

仲委仲裁规则是在比较研究国际商事仲裁的最新发展的基

础上，经过反复征集多方意见并最终完成的，该规则已于

2012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贸仲委新的仲裁规则十分强调贸仲委的整体性，力图

统一贸仲体系；新的仲裁规则还更加突出了贸仲委仲裁服

务的国际特色，进一步强调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此外，新的仲裁规则还充分借鉴国际和国内的先进做法，

完善程序规则以保障仲裁程序灵活高效地进行。

一、新规则体现贸仲委强调其整体性

贸仲委设在北京，为了方便当事人，贸仲委先后在深

圳设立了华南分会，在上海设立了上海分会，在天津设立

了天津国际经济金融仲裁中心（天津分会），在重庆设立

了西南分会。贸仲委及其分会是一个整体，分会是贸仲委

的派出机构，共同适用一部程序规则，共同使用一套仲裁

员名册。

贸仲委2005版《仲裁规则》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在

贸仲委、贸仲上海或贸仲华南进行仲裁，以申请人首先作

出的选择为准。然而，此次修改后的2012版《仲裁规则》

则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将争议提交贸仲委或贸仲委的分

会或中心进行仲裁；约定由贸仲委进行仲裁的，由贸仲委

秘书局在北京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约定由贸仲委某

分会或中心仲裁的，由所约定的分会或中心秘书处在分会

所在地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分会

或中心不存在或约定不明确的，则由贸仲委秘书局在北京

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当事人对案件程序管理地点有

争议的，由贸仲委作出决定。这一规定意味着贸仲上海和

贸仲华南将丧失大量的案源，这也是贸仲委内部发生矛盾

和冲突的根源所在。然而，从客观上讲，该规定进一步明

确了贸仲委及其分会管理仲裁案件的职责分工，促使当事

人在签订由贸仲委仲裁的条款时进一步在贸仲委总分会之

间具体明确接受仲裁申请并管理案件的机构，避免了在个

案中产生不必要的案件管理上的冲突。

理已经较为规范，信息披露较为正规，不排除监管部门未

来可能会制订特别的简化程序。

4、挂牌公众公司不发行股票直接上市

《非公办法》给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第六十条第二

款规定，“应当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场所的相关规

定”。为什么是遵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场所的规定而

不是遵守《证券法》的规定？

根据《证券法》第五十条规定，股份公司申请股票上

市，应当符合四个条件：（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核准已公开发行；（二）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

币三千万元；（三）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

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四）公司最近三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上述第

二、第四两个条件容易满足，但第一、第三两个条件是针

对先申请公开发行再申请上市的情形要求的，不适用于未

申请公开发行而直接申请上市的情形。因此，针对公众公

司仅申请上市的，需要证监会或交易所做出特别规定，甚

至必要时需要修改现行的《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除此之外，实践中还存在挂牌公司的股东申请上市、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申请挂牌等情形，随着新三板的逐步

发展完善，其定价融资功能的逐步发挥，新三板对公司的

吸引力越来越强，未来也不排除挂牌公司的子公司申请上

市，上市公司的股东申请挂牌等情形的出现，存在新三板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场所之间的关系的处理

等。

综上所述：尽管《非公办法》的规定还非常原则，

留下了诸多细节性问题需要落实，还有待实施细则的进一

步完善甚至上位法的相应修改，但毋庸置疑的是，《非公

办法》已经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股东超过200人的公司规

范并进入资本市场扫清法律上的障碍，为新三板的进一步

升级发展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为挂牌公司的股票发行和股

权转让交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环境。2012年经历着阵痛

的中国资本市场孕育着巨大的体制变革，遭遇资本市场寒

冬的广大的公众公司——无论是历史上已形成的还是未来

的——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干文淼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国际贸易、争议解决、公司

蒋琪
律师（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金融、国际贸易



此外，当事人选择在贸仲委或者选择在贸仲委的分

会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应该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由

分会或中心管理仲裁程序的案件，《仲裁规则》中规定由

秘书局履行的职责，由分会或中心秘书处履行；规定由仲

裁委员会秘书长履行的职责，由秘书长授权的分会或中心

的秘书长履行；如果当事人无特殊约定，开庭审理在分会

或中心所在地进行。同时，为保证总分会办案程序的流程

规范和裁决书的质量管理，2012版《仲裁规则》还特别规

定，贸仲委分会或中心做出的撤案决定、调解书及裁决书

均统一加盖“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印章。

二、新规则突出贸仲委仲裁服务的国际特色，强调尊

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贸仲委是受理国内和国际仲裁案件的常设仲裁机构。

应对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贸仲委始终不渝地加强国

际化建设,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道路。此次修改，更是在突

出国际特色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众所周知，仲裁与诉

讼相比，在仲裁中当事人享有高度的意思自治，当事人意

思自治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核心内容。2012版《仲裁规

则》更加突出了贸仲委仲裁服务的国际特色,进一步强调尊

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一）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地点和开庭地点

仲裁地意味着裁决国籍的所在地，与当事人适用法律

和裁决的执行效力等密切相关，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地充

分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则。贸仲委也吸收了

这一国际惯常做法。

2012版《仲裁规则》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或

约定不明的，以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分会

/中心所在地为仲裁地；在当事人对仲裁地没有约定或约定

不明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也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

他地点为仲裁地。

（二）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语言

商事仲裁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语言既是便利的考虑，

也是公平的度量。贸仲委2012版《仲裁规则》延续了以往

仲裁规则“当事人对仲裁语言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的规

定；对于当事人没有约定的，2012版《仲裁规则》规定中

文并不当然为仲裁语言，仲裁委员会可“视案件的具体情

形确定其他语言为仲裁语言”，涉外因素成为确定仲裁语

言考量的内容之一。根据该条规定,对于以英文或其他非

中文语言为工作语言的双方当事人，如果没有约定仲裁语

言，则不必然以中文为仲裁语言,贸仲委可根据案件和当事

人的具体情况，以方便当事人及程序进行为原则，确定以

当事人的工作语言为仲裁语言。仲裁语言的国际化是贸仲

委推进仲裁国际化的一个方面。    

（三）当事人可以选择争议解决应适用的法律

贸仲委充分尊重涉外案件的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权

利，如果当事人有约定则按其约定，没有约定亦无法协商

选择适用的法律，仲裁庭将根据国际私法适用法律最密切

联系原则确定适用的法律。贸仲委2012版《仲裁规则》更

将涉外案件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定纳入其中，彰显了

贸仲委仲裁的国际化特色。

（四）尊重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权利

贸仲委仲裁规则均规定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在

《仲裁员名册》中选择仲裁员；可以共同选定或推荐首席

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人选，2012版《仲裁规则》将双方

推荐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人选由原来1-3人扩大为

1-5人，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允许双方在

仲裁员名册之外协商选定仲裁员，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员

的国籍，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赋予了当事人选

择仲裁员的权利。

（五）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仲裁规则

贸仲委仲裁规则赋予了当事人选择适用本机构之外的

其他仲裁规则的权利。比如，贸仲委依照当事人的约定，

受理了当事人约定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的案件。在受理该案时，贸仲委首先要审查双方约定的仲

裁机构，在明确双方约定由贸仲委仲裁的前提下，对当事

人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是否具有可实行性进行审查。贸仲

委在作出受理决定后，将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

裁规则的规定，履行指定仲裁员、收取仲裁费用等职能，

并对案件仲裁程序进行管理。贸仲委2012版《仲裁规则》

针对此类情况也做出了相关规定，为实现当事人的约定和

程序顺利进行提供了依据。这一做法为中外当事人选择程

序规则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增强了贸仲委的吸引力。

此外，新版仲裁规则还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

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可以约定仲裁文件的交换方式、可以

约定仲裁案件的审理方式等，这些规定体现了贸仲委对当

事人意愿的充分尊重，体现了贸仲委仲裁服务的国际和涉

外特色，符合中外当事人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目的

和需求。

三、新规则体现贸仲委努力保障仲裁程序更加灵活高

效

2012版《仲裁规则》充分借鉴国际和国内的先进做

法，完善程序规则以保障仲裁程序灵活高效地进行。 

（一）提高简易程序争议金额,改变程序变更的规定

2012版《仲裁规则》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金额从

人民币50万元提高为人民币200万元。为保持程序的连续

性，避免程序重复和拖延，2012版《仲裁规则》将简易程

序与普通程序的变更条件进行了修改，改为仲裁请求的变

更或反请求的提出不影响简易程序的继续进行。经变更的

仲裁请求或反请求所涉争议的金额分别超过人民币200万

元的，除非当事人约定或仲裁庭认为有必要变更为普通程

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 　　

（二）增加合并仲裁的规定

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保持裁决一致性的角度出

发，并吸取国外仲裁机构的做法，2012版《仲裁规则》增

加了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可以合并仲裁

的规定。 　　

（三）完善调解程序

2012版《仲裁规则》增加了以调解书结案的规定，

“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

当事人书面和解协议的内容，由仲裁员署名，并加盖‘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此

外，还完善了仲裁程序外调解的相关规定。 　　

（四）增加了仲裁程序中止的规定

2012版《仲裁规则》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共同请求暂停

仲裁程序，或者出现需要中止程序的情形时，仲裁程序可

以中止；中止程序的原因消失后，仲裁程序恢复进行；并

规定程序中止的期间不计入裁决期限，以减低仲裁庭延长

裁限的可能性。 　　

（五）增加对采用临时措施的规定

考虑到贸仲委受理的案件可能依据当事人的约定适用

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法律，而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仲裁法

88 89



90 91

律及实践均允许并经常采用临时措施的做法，2012版《仲

裁规则》也采纳了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临时措施的做法，规

定经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庭依据所适用的法律可以决定

采取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临时措施，并有权决定由请求临

时措施的一方提供适当的担保。 　　

（六）完善了有关书面质证的相关规定

2012版《仲裁规则》进一步完善了有关书面质证的相

关规定,规定对于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材

料，或对于开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经当事人同意的，当事

人可以进行书面质证，并应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

面质证意见。 　　

（七）改变了多方当事人案件仲裁庭的组成方式

2012版《仲裁规则》完善了关于指定仲裁员及组庭的

有关规定，改变了多方当事人案件仲裁庭的组成方式，规

定在多方当事人的仲裁案件中，如果申请人方及/或被申请

人方未能在收到仲裁通知后15天内各方共同选定或各方共

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则由仲裁委员会

主任指定仲裁庭三名仲裁员，并从中确定一人担任首席仲

裁员。

综上所述，贸仲委2012版《仲裁规则》虽因机构职责

方便的规定引发了内部纷争，但本次修订进一步增加了仲

裁程序的灵活度，更大程度地给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

利，更好地适应了贸仲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是一

部富有创新性、体现时代性、既具国际化又兼备中国特色

的仲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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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with the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 uence has been improving signifi cantly.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eld in China are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s from around the globe, and 

more and more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realized the 

potential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d inten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hosting and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representing foreign 

clients in entering into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w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qualifications, application 

and examination procedures and relev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ware of for foreign businesses which intend 

to engage in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Ⅰ、LEGIS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China’s exhibit ion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late 1990s.  In 1997, the 

Circular of the State Council Concerning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xhibitions Held in China (Guobanfa 

[1997 ]  No. 25)  (“Circular No. 25”)  was issued, 

which was the first official document at state-level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Under 

Circular No. 25, foreign entities are officially allowed 

to engage in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ho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xhibition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s organizers in China, provided that 

the foreign entities shall apply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organizer’s qualification and must cooperate with 

Chinese partners with required qualifications to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or otherwise, the 

foreign entities may only be contracted as undertakers 

of the exhibitions.  However,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certifi cation of organizer’s qualifi cation, foreign entities 

were subject to complicated and stringen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and in fact, very few foreign 

entities successfully he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s 

organizers by acquiring the certification of organizer’

s qualification and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partners, 

but instead, entrusted Chinese partners to hold the 

exhibition as organizers, with the foreign entities acting 

as operators. 

I n  1 9 9 8 ,  t he  P rov i s i ona l  Measu res  on  t he 

Admin i s t ra t i on  o f  I n te rna t i ona l  Econo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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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Exhibit ions in China (Waij ingmaofa 

[1998 ]  No.  325 )  (“Provis ional  Measur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 ions”) was 

promulgated and came into effect, which further clarifi ed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rganizers and 

operator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reiterated 

that foreign entities were not allowed to independently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as organizers 

without cooperating with Chinese partners, and the 

mark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s 

domestic market had to be taken charge of by Chinese 

organizers.

In  2003 ,  the  C i rcu la r  on  the  S ta te  Counc i l 

Concerning Cancellation of the Second Groups of 

Items Requiring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and Change 

of Management Manner of Some Items Requiring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Guofa [2003] No. 5) (“Circular 

No. 5”) was issued,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approval 

on certification of organizer’s qualification to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as cancell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foreign entities, no longer need to apply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organizer’s qualification to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as organizers, which 

eliminated a major hurdle and cleared the way for 

foreign entities to engage in exhibition industry in China 

more actively and effi ciently.

In 2004, the Circular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and Ministry of Commerce on Related Affairs 

about Holding Foreig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xhibitions in China (Guofa [2004] NO.2) (“Circular 

No. 2”) was issued.  Under the Circular No. 2, the 

appl icat ion procedures for  hold ing Internat ional 

Exhibitions were detailedly regulated, and differen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shall apply depending on the 

exhibition area, name, purpose, exhibitors and term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 n  2 0 0 4 ,  t he  P rov i s i ona l  Measu res  on  t he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Invested Exhibition Companies 

(“Provisional Measur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IE 

Exhibit ion Companies”) was promulgated which 

stipulates the requirements for foreign investors to 

set up enterprises engaging in exhibition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the proced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foreign invested companies.

Ⅱ、REQUIREMENTS FOR FOREIGN ENTITIES TO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S ORGANIZERS IN 

CHINA

A.  Statu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rganizers 

and Operato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ajor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hold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re the organizers and operators.  Under Chinese 

laws, the status and responsibility of organizers and 

operator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organizers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fi nancial 

management of the exhibitions, promoting and endorsing 

the exhibitions,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s of the exhibitions, and shall bear the civil liability 

of the exhibitions.  The operators, however,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preparation, construction, security and 

other organization matters of the exhibitions.

The  o rgan i ze rs  o f  a  sess ion  o f  a  spec i f i c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re the only qualifi ed applica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sam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it is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to decide whether to contract the same operators, for 

the subsequent sessions.  Therefore, if a foreign entity 

desires control over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to be 

held, it will need to apply for as the organizers instead 

of operators.

B.  Requirements of the Organizers

According to Circular No. 5, the requirement for 

going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procedures 

for  cert i f icat ion of  organizer’s qual i f icat ion f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has been cancelled.  

However,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al Measur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the Guide 

on Hol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Exhibitions in China (“Exhibition Guide”) published 

by the MOFCOM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overseas 

entit ies (including entit ie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shal l  cooperate 

with or entrust domestic enterprises whose business 

scope has covered hold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Therefore, foreign entities are not allowed to 

independently hol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existing laws.

If a foreign entity desires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exhibition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Chinese 

partners, it may consider setting up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in China with its business scope covering 

holding exhibitions, and use this Chinese subsidiary to 

act as the organizer of the exhibition to be held.  The 

foreign entity will achieve control over the exhibition 

through its control over the subsidiary.  As required in 

the Provisional Measur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IE 

Exhibition Companies, other than the procedur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foreign invested companies, 

the foreign investors shall provide proof evidencing its 

previous experience in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to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FCOM”) for approval.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a representative office 

(“RO”) cannot be util ized as the vehicle for the 

foreign entity to engage in exhibition business without 

a Chinese partner because an RO is an extended arm 

of a foreign entity in China instead of an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 under Chinese laws and is not allowed to 

engage in any profi t-mak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holding 

exhibitions.  

Accord ing  to  app l i cab le  Ch inese laws,  the 

requirements for foreign entit ies or their Chinese 

subsidiar ies to be qual i f ied as organiz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mainly include:

have full civil capacity of marketing and 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ave special ized departments to ope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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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ave employees with the expertise of holding 

exhibitions (planning, designing, operating, managing, 

English working capability, etc.);

have  i t s  bus iness  scope  cove r ing  ho ld ing 

exhibitions;

have the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or assisting 

in hold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for at least five 

sessions.

Ⅲ、PROCEDURES FOR HOLD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Circular No. 2, differen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shal l  apply for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depending on the exhibition area, purpose, 

exhibitors and du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F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ith a total exhibition 

area of less than one thousand square meters (1,000M2), 

the organizers are not required to apply for approval and 

fi ling with relevant administration for record will suffi ce.

Fo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ith a total exhibition 

area exceeding one thousand square meters (1,000M2), 

the organizers shal l  submit  required documents 

to relevant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approval.  For 

general exhibitions, the approving authority is the 

provincial MOFCOM and filing with the MOFCOM at 

state level shall be made for record.  If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s mainly for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the 

approval authority will be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MST”).

In the event that the term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is longer than 6 months, the organizers shall 

also apply to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 

(“GAC”) for approval prior to the application to 

MOFCOM or MST.  If the exhibitors of 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nclude exhibitors from Taiwan, the organizers 

shall separately apply to the national MOFCOM for 

approval and file to the Office of Taiwan Affairs of 

the State Council (“OTASC”) for record.  I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s specifi cally for exhibito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organizers shall apply 

to both MOFCOM and OTASC for joint approval.  

In principle, the organizers shall fi le applications to 

relevant approval authorities at least twelve (12) months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exhibition.

The required documents mainly include:

Application letter;

Application form;

Agreements between the organizers and operators,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co-organizers (if 

applicable);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if held for the fi rst time);

Plan of inviting businesses and exhibitors;

Plan of respond for emergencies;

Summary and proceedings of last exhibition (if 

any);

Cooperat ion or  ent rus tment  agreements  ( i f 

cooperated or entrusted by foreign entities).

B.  Examination

Subject to Circular No. 2, the approval authorities 

are required to carefully examine the application for 

host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ith certain terms in 

their names and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ntities of simila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ithin the same area.  The 

major principles for examination and requirements are 

as follows:

If the nam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el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tarts with “China (中

国)”,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shall be me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 ions have been held 

consecutively for two sessions;

The exhibition area of the last session was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quare meters (1,000M2);

Foreign exhibitors (excluding FI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twenty percent (20%) of the total exhibitors;

Domestic exhibitors are from more than three (3)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ons other than the one where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is held, and such exhibitors 

sha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twenty percent (20%) of the 

total exhibitors.

I f  the name of  the Internat ional  Exhib i t ions 

starts with “International (国际)”, foreign exhibitors 

(excluding FIEs) shall consist more than twenty percent 

(20%) of the total exhibitors.

No more than two similar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sha l l  be  he ld  w i th in  the  same p rov inc ia l - l eve l 

administration or sub-provincial level municipaliti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which are of large scale,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and are held regularly will 

enjoy priority in approval. 

In ternat ional  Exhib i t ions which are he ld by 

experienced and advanced organizers shall enjoy 

priority in approval. 

The approval authorities shall decide whether 

to approve the application within twenty (20) days on 

receiving the required documents.

Ⅳ、PROTECTION ON THE RIGHTS TO THE NAME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The names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especially 

those of exhibition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consecutive sessions and enjoy high reputation in 

certain industries, are valuable assets of the parties 

creating and building up such exhibitions.  Infringement 

on the rights to exhibition names by holding exhibitions 

of the same or similar names is not rare.  Therefore, 

protection of their rights to the exhibition nam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Under Chinese laws, the na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may not be registered as 

trademarks.  In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n the exhibition 

names is achieved, to certain degree,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process.  As 

explained above, under Chinese laws, the organizers 

of the exhibit ions a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vest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exhibitions, and bear the civil liability of the 

exhibit ions, and the organizers of a session of a 

specific exhibition are the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holding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same 

exhibition.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foreign 

entities holding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to apply an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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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is valid, there are two rules to follow. The first rule is 

tha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ought to 

be valid. The second rul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corporation is valid. Specifi c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in order for it to be validly incorporated and 

that general words of incorporation are not sufficient 

to incorporate it. It requires specific reference to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 order for incorporation 

to take place. The UK model and the US model are 

introduced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current model. 

Key words: Validity; Charterparty; Bill of lading; 

Incorporation; Arbitration clause

Ⅰ、Introduction 

W i t h  t h e  t r e n d  o f  g l o b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r a p i 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he 

most powerful proof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ross-

borde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often involve the transport of good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 factor in 

the world and the low cost, the carriage by sea is always 

preferred. This paper focuses mainly on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First and foremos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larify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this regard.

1、“Bill of Lading” and “Charterparty”

When it comes to the carriage by sea,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mention two significant terms, “Bill of 

Lading” and “Charterparty”. 

A bill of lading is an instrument issued by an ocean 

carrier, or its agent, to a shipper, or its agent, with whom 

the carrier has entered into a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It acknowledges the receipt of goods 

by the carrier or its agent in the condition stated. The 

bill of lading sets out the terms under which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to and received by the shipper.[ Jiang 

Zuol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The second edition), 

Beijing: Law Press 2006, p. 172. ] There are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as follows: fi rst, the bill of 

lading evidences the receipt of the goods concerned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goods at the time of receipt; second, 

it is a document of title which allows its legitimate 

registered as the organizers of such exhibi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the nam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owever,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t is not unusual that foreign entities which 

brought their exhibitions into China are only registered 

as the operator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held 

in China for various reasons.  Although there may be 

separate agreements between such foreign entities and 

the registered organizers, mostly likely their Chinese 

partners, setting forth that the foreign entities actually 

“own” the exhibition names, there is potential risks for 

the foreign entities if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registered 

organizers do not work out and the registered organizers 

either refuse to apply for the subsequent sessions of 

the exhibitions or decide to apply on their own without 

cooperation with the foreign entities.    Therefore, it 

is advisable for qualified foreign entities to register 

themselves as or change their status from operators to 

co-organizers of the exhibitions to better protect their 

rights. 

To change its status from an operator to be co-

organizers of a specific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will 

require the foreign entity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to the MOFCOM: 

a notarized and authenticated copy of the foreign 

entity’s Certifi cate of Good Standing;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application letter prepared 

by previous organizers specifying the reasons for adding 

the foreign entity or its Chinese subsidiary as one of the 

organizers;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organizers (the previous organizers and 

the foreign entity to be added as an organizer).  

The above documents shal l  be submit ted to 

MOFCOM at the same time of application for such 

next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MOFCOM 

will decide to approve or reject the application within 

the same time frame of the approving process of suc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ce the foreign entity is 

approved to be registered as one of the organizers, the 

foreign entity will only have to submit a notarized and 

authenticated copy of the foreign entity’s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 or a copy of the Business License 

of the Chinese subsidiary and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organizers to 

MOFCOM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subsequent sessions of 

the same exhibition.

李清华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公司、外商投资、知识产权



98 99

holder to claim the goods, and delivery of goods without 

request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bill of lading may 

lead to a material breach of contract. This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unction of the bill of lading, which accords 

with the practice of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This 

characteristic is helpful for reducing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hird, it evidences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the shipper, and forms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etween the consignee and the carrier. 

A charterparty is a contract for the hire of an entire 

vessel for a particular voyage or a set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ship-own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charterparties: the voyage charterparty, the 

time charterparty and the charterparty by demi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types of charterparties 

relate to two crucial issu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hip-owners and the basis of the charterparty. [ August, 

Ray.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The third edition), 

N.J.: Prentice Hall, c1997, pp. 628-629.]

2、The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rbitration is one of the tradit ional means of 

dispute resolution.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means 

an agreement by the parties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all or certain disputes which have arisen or may arise 

between them whether contractual or not.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may be in the form of an arbitration clause 

in a contract or in the form of a separate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at is to say, the arbitration clause may 

appear either independently or as part of the contract 

from which the dispute arises. In this article, the 

arbitration clause refers specifically to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between the charter and the 

ship-owner. 

To  judge  whether  the  a rb i t ra t ion  c lause  i s 

enforceabl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ought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must be in written form, which means that the consent 

of parties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must be free from any 

confusion. Second, the particular subject-matter covered 

by the arbitration clause must be arbitrable. 

The val id i ty  of  the arb i t ra t ion c lause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existence of a valid arbitration clause is the 

crucial precondition for conducting arbitration as well 

as recognizing and enforcing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 

3、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to 

bills of lading

It is known to us all tha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ntracts of carriage by sea: contracts embodied in 

charterparties and contracts evidenced by bills of lading. 

However, attention should be draw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ill of lading and the charterparty. The 

charterparty only binds the charterer and the ship-

owner. However, the bill of lading may bind more than 

the two parties because of its negotiability. 

The bill of lading can be transferred. Should the 

charterer transfer the bill, the position of the third-party 

endorsee will be different. The third-party endorsee 

is also named as the holder of the bill.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hip-owner and the holder of the bill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bill of lading. A bill of lading can 

be issued pursuant to a charterparty, or a bill of lading 

can incorporate the terms of a charterparty. In this 

case, the bill of lading may be called charterparty bill of 

lading. The charterparty bill of lading is usually issued 

by the ship-owner or its agent in the case of a time or 

voyage charter, and issued by the charterer in the case 

of demise or bareboat charter. In that case, the holder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charterparty terms which are 

incorporated by the bill of lading.[ John Shijian Mo,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The third edition),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04, p. 246. ]

When it comes to charterparty bill of lading, it may 

be confusing that why the bill of lading will incorporate 

the terms of the charterparty. The author here attempts 

to tender sever reasons. First, as a standard form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the bill of lading can only 

involve parts of issues about the carriage of sea. 

Additionally, because the bill of the lading can be 

transferred, the shipper intends to make the charterparty 

bind both the charterer and the holder of the bill so that 

the shipper can undertake alike liabilities towards them 

both. That is to say, it is out of fairness. Besides, the 

incorporation can bring so much convenience in practice 

for all the involved parties. This can help to reduce the 

cost and disputes. 

The question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terms into bills of lading is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what obligations are contain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and, as such, are binding on the consignee 

or holder of the bill of lading. The issue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ost controversy is the effect to 

be given to incorporation claus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charterparty clauses outlining what clauses are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ills of lading issued. To 

incorporate the terms of the charterparty, the bill of 

lading must do so clearly and unambiguously, and 

the terms of the charterparty must not conflict with 

any express term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 bill of lading 

incorporating clauses provides notice to its holder what 

clauses were intended to be incorporated and effect 

incorporation of those clauses. 

From the above explanation, we can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bill of lading”, “charterparty”, the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terms into bills of lading. Based on the 

above fundamental knowledge, the author will next 

analyze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Ⅱ、On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In th is sect ion,  the author wi l l  focus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will explain why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is so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terms. There are specifi c reasons. Firstly,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s featured of its independence. As a term for 

dispute settlemen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s not so 

closely relevant to other terms of the charterparty. Other 

terms in the charterparty which have connection with 

the holder of the bill of lading, for example, terns with 

regards to loading, the transportation and the delivery 

of goods, should be certain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However, the holder of the bill of lading has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dispute settlement claus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reat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differently. Meanwhile, a valid arbitration clause should 

be based on mutual consent of both parties. Hence, if 

the bill of lading incorporates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there should be a defi nite expression of mutual 

cons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is 

valid, there are two rules to follow. 

The first rule is tha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ought to be valid.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a general arbitration clause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fi rst section which will not be restated 

here. 

The second rul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corporation is valid. To achieve that, the author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way in which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s incorporated. The fi rst reason was that a bill of lading 

is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which passes in commercial 

usage from hand to hand and title to goods passes 

with it. A consignee of a bill of lading often has no 

knowledge of a charterparty under which a shipper 

ships the goods and frequently has no opportunity even 

to see that charter. [ W. J. Park,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terms into bill of lading contracts—a case 

rationalization”, 16 Victoria U. Wellington L. Rev. 1986, 

p.181.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and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On one hand, the signifi cance is the fact 

tha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itself may 

contain a specifi c reference to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e 

bills of lading. This wording was decisive and the clause 

ought to be held to be incorporated. [ Michael Wagener, 

“Legal certainty and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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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itration clauses into bills of lading”,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Vol. 40, No. 1, January, 

2009, pp. 115-122. ]On the other hand, the descriptiv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arbitration clause can be incorporated. In 

addition,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s in the bill of lading 

are classifi ed into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and 

the special incorporation clause. For the former type, 

the width of the descriptive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does no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No matter how wide the 

wording is, it operates to eliminat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For example,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a certain bill of lading states that all the terms 

in general in the charterparty may be incorporated. 

In this case, other terms excep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can be incorporated. For the latter type, the width of 

the descriptive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does matter 

a lot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Only when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mentions clearly 

that the arbitration clause may be incorporated, can 

the arbitration clause be incorporated[ Miriam Goldby,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bills of lading: recent developments”, Denning Law 

Journal 2007, Vol. 19, pp. 171-180.].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conclusion may 

safely be drawn that specific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in order for it to be validly incorporated 

therein, and that general words of incorporation are not 

suffi cient to incorporate it. It requires specifi c reference 

to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 order for 

incorporation to be effective. In addition, it requires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tself to be lit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bill of lading. Its literal inconsistency will 

always be held to block incorporation. 

Ⅲ、Related Legislation In Major Countries 

In this sect ion, the author wi l l  introduce the 

leg is la t ions  and jud ic ia l  p rac t i ce  in  respec t  o f 

incorporation of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in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K and the US. 

1、Legislation in the UK

I n  t h e  U K ,  i n  o r d e r  t o  j u d g e  w h e t h e r  t h e 

incorporation is effective, two asp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precise wording of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and the precise terms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As for the incorporat ion clause in the bi l l  of 

lading, the author has mentioned above that there 

are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and the special 

incorporat ion clause. The common incorporat ion 

clause only shows the intention of incorporating the 

charterparty terms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without pointing 

out the specifi c clause to be incorporated. For example,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liberties and exceptions of the 

charterparty, dated as overleaf, including the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 are herein 

incorporated (reference to Congenbill 2007)[ See http://

collyerconsulting.com/images/file/CONGENBILL2007.

pdf]. However, the special incorporation clause always 

tells the specific clauses to be incorporated with clear 

and unambiguous wording. In the UK,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will not make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valid. Of course, this is not 

absolute. In some case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can be effective. At this time, there 

will be strict requirements towards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charterparty. I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s only 

applicable to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charterparty,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will be not suffi cient to 

incorporate the arbitration clause. On the contrary, i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clearly stipulates that it is applicable 

both to the charterparty and the bill of lading issued 

pursuant to the charterparty,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will be able to incorporate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conclusion, in the UK, there are two means 

to incorporate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One means is pointing out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special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The other means is that a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of lading, and meanwhile,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provides clearly that it is 

applicable to the bill of lading issued pursuant to it. 

2、Related regulations in the US

In the US, the situation is slightly different. It’

s usually assumed that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involves the incorporation of all the content of 

the charterparty. In this case, the arbitration clause will 

certainly be included. In other words,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can be achieved by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Nevertheless, the charte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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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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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解决资金周转困难而

向民间融资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融资行为在一定的范围

内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也在我国整体融资规模中占有相

当高的比例。但民间融资的行为与非法集资的界限不甚明

朗，企业融资过程中很容易触及非法集资的边界。

非法集资通常认为包含几个相互关联的刑事罪名：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

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如果假定企业仅

仅出于单纯融资的目的而无侵害投资人利益的意图，那么

这种融资行为在以上罪名中最容易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依据《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认定非法集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

点入手：1、非法性，2、社会性，3公开性，4、利诱性。

从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名称中得到的

最直观信息便是“非法”。这里的非法是与经过国家有关

机关批准的集资、融资行为相对，未经批准的诸如吸收存

款、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等。从表面上来看非法集资

的非法性比较容易理解，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融

资思路的变通，某一种融资方式是否需要经过国家审批以

及应当以怎样的方式通过审批都可能涉及法律规范中的模

糊地带。这就需要企业密切关注我国法律法规和金融政策

的变化，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人员以避免误入非法集资的

范围。

社会性的特征主要反映非法集资的危害范围大。在

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凡没有危害他人的恶意并且交易双方

均认可约定的交易条件，那么便是合法的交易行为，即使

因为商业风险导致最初的约定难以实现，也并不构成犯

罪。但就非法集资而言，因为具有社会性涉及人数多、范

围广，交易相对方对投资风险的估计远不如一对一交易中

充分，而且交易的风险影响全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从

维护金融秩序的角度出发，凡社会性的融资均需要国家监

管机关对交易风险进行评估，并授权实施。一般的经济主

体无权直接向公众融资，即使这样的融资金额不大，但往

往涉及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

社会性的特点体现了非法集资所侵犯的客体为金融监管秩

序。

社会性的融资方式往往具有公开性，社会性与公开性

的特征联接在一起相辅相成。公开性更多的体现了非法集

资的方法特征，在实施非法集资行为时发布广告、发放宣

传册、举办推介会等等可以视为公开。同时公开的对象需

要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在特定对象面前的公开并不属于这

里所说的非法集资的公开性。通常一份公司与自然人签订

的民间借贷合同，在本身不违反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可以正

常的履行，但一旦这种借款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中的不特定

多数人，即有大量不特定的借款人出现时，这种行为就有

可能超出了合法的范畴变成非法集资。

绝大多数融资都会承诺一定的回报，非法集资当然

也不例外。通常非法集资承诺的回报有利息、红利或是利

息加红利的方式。从法律要件上来讲是否承诺回报是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很显然没有利益期待的情况下

仍然愿意参与“投资”的人当然不会是出于惯常的交易考

虑，即使这样的“投资”出现风险，危害也不会太大并且

波及的范围也比较有限。而在非法集资的行为中的利诱通

常指超出一般利益期待的回报承诺，这同样是在行为方式

上体现出的特征。

徐森
律师助理（北京）

擅长领域： 
劳动法、保险、民商讼裁

arbitration clause itself is strictly demanded. As long 

as the arbitration clause states that it is applicable to 

the parties of the charterparty, this kind of arbitration 

shall not to be incorporated. Of course, the special 

incorporation can lead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US. 

After the above introduc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UK and the US both 

analyze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based on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and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ing, and they both attempt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corpor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 lause because they permit  the manipulat ion of 

the words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Even though the 

arbitration says that it applies only to the parties of the 

charterparty, the judges can interpret broadly to be 

applicable to the parties of the bill of lading at the time 

of the effective incorporation. The differences are below. 

The UK forbids the incorporation of arbitration clause 

through the common incorporation clause, but the US 

allows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hat’s more, the 

US is strict with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and 

fl exib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However, the UK’s situation is the opposite. 

Ⅳ、China’s Attitude and Practice 

Compared with the UK and the US, China has 

a totally different legislation. There are not specific 

ru les on the determinat ion of  the val id i 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However, China’s attitude in this regard 

can be concluded through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into the bill of lading in 

China is rather strict. First,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must be in the face of the bill of lading. Then, there 

must be a special incorporation clause to show that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 will be incorporated. 

Third, the charterparty ought to be defi nite and specifi c 

including the parties and the date. 

The  reasons  under l i n ing  such  a t t i t ude ,  as 

analyzed by the author, are as follows: (a) China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ertainty of the incorpor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incorporation tends to result in 

uncertainty. (b) China emphasizes the freedom of 

contract, that is, the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c) China intends to broaden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s courts by exclu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rbitration. In many people’s opinion, this is benefi cial 

for safeguarding China's judicial sovereignty. 

Ⅳ、Conclusion 

In general, this paper focuses mainly on the validity 

of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and it is demonstrated with a theoretical part 

and a practical part. In the theoretical par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in the practical part 

the author mainly explains the UK model and the US 

model and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Finall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China model 

and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rom the author’s points of vie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ina model are too strict. Besides, the China 

model has only determined the validity of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t is not advisable for 

China to insist this model in the current world. Like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scholars, the author suggests the 

UK model applicable in China that both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nd the incorporation clause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it comes to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e validity of the charterparty arbitration clauses 

incorporated into bills of lading is indeed crucia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bill of lading. 

Especially, in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more issues to 

be discussed and solved than the author ha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practice is quite 

complex and many specifi c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through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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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连带赔偿责任（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简单讲，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有效约定，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连带义务人都对不履行义务承担全部责任。其基

础性规定见198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民法通则》第87

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

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

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

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

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

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中一共出现

了三个连带赔偿责任，笔者想简单就这三个连带赔偿责任

略作讨论。

连带赔偿责任之一：因兼职所产生的连带赔偿责任。

具体法条参见：

《劳动合同法》第91条：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

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对于前用人单位而言，若真要追究相关方责任，重点

是证明以下三点：

（1）两个劳动合同关系的存在：前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 + 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2）给前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3）前述损失和劳动者和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关系

之间有因果关系。

坦率而言，要证明以上三点，相当有难度。第一点

中，一般情况下，前用人单位是无法取得后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的劳动合同的，但可通过查询社保/个税缴纳记录加以

证明；第二点的最大难度在于较难量化损失；第三点则是

最大的难点，笔者建议可根据个案加以解决。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后用人单位作为连带赔偿

责任人时，是否可主张以劳动者在和其建立劳动关系时未

告知该劳动者和前用人单位仍处于有效劳动关系中作为抗

辩理由？仅就此条规定来看，劳动合同法并未赋予后用人

单位这一权利，就立法本意来看，其隐含的一个针对后用

人单位的义务是：（后）用人单位在用人时应尽量查明拟

录用劳动者是否已经合法解除其他劳动关系，最简单的方

法就是查看其离职证明（包括劳动手册）。律师实务中经

常会发现部分后用人单位会要求劳动者签署一个声称若其

和前用人单位有任何纠纷的与后用人单位无关的声明，笔

者认为，若因该纠纷涉及《劳动合同法》第91条的法定连

带赔偿责任的，这一个声明并不能成为后用人单位免责的

挡箭牌。

因此笔者认为，就劳动者兼职而言，劳动合同法并未

完全予以排斥或禁止，法律的边界在于：

（1）非劳动关系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此时，由于没

有形成事实上的用工关系，则不存在所谓的后用人单位这

一个法律概念）；

（2）避免对完成前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

响；

（3）经前用人单位提出后，立即改正；

（4）最保险的做法是：取得前用人单位的书面同

谢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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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特征似乎可以很轻易的分辨出民间融资

与非法集资，但非法集资不仅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进行了

大量的列举，一类为虚假的或不具备资格的发行股票、基

金、销售保险等直接违反金融监管法规的行为；另一类为

虚假销售，包含代管、回购等条件的虚假交易行为，这种

虚假交易可以是交易的标的物根本不存在，也可能是交易

标的物并不发生真实的权利转移。当然司法解释不可能穷

尽所有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最后以“其他非法吸

收资金的行为”作为兜底条款。对于所谓其他非法吸收资

金的行为，应该重点关注其“变相“的本质，而变相无非

是出于规避法律监管和蒙蔽公众投资人的目的。如果排除

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恶意的话，规避法律也就是变相

吸收资金的最主要特征。除此以外，回到最初讨论的非法

集资四个特征中的利诱性，融资项目承诺红利、分成等投

资回报的同时还承诺保本的话，往往也是规避法律的非法

集资行为。很显然既能保本又能获得收益，这不符合正常

投资的规律，而获得的回报只能认为是利息，原本的投资

也只能认定为借款。

以上所讨论的种种只是实施非法集资过程中所体现的

行为特征，具备这些特征的行为并不一定被认定为犯罪。

非法集资一词的本意就包含了一定数额和规模，仅

向一个人或两个人“集资”本身就是个矛盾。同样，被追

究刑事责任的非法集资行为也需要以一定的数额和规模为

基础。具体而言：“（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

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

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

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四个

条件是追究形式责任的入罪条件，而且只要满足其中任何

一点都可能构成犯罪。

另外，出于宽严相济的考虑，“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

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

作为犯罪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没有欺诈手

段、不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并且没有造成其他危害

的非法集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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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要害之处在于，如果因为用工单

位的违法行为造成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派遣单位与用

工单位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呢？事实上，这是劳动合同法立

法上的一点明显疏漏。2008年之前，因该项连带赔偿责任

的成立缺乏法定要件，故此情况下派遣单位不应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从当时的立法本意看，派遣单位对用工单位如

何使用员工的监管义务是有限的。大致上，派遣单位的法

律风险控制重点是努力管理好自己现有的劳动合同关系，

而不是过分干涉用工单位的劳务服务关系。之后在司法实

践中，立法者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有所察觉，于是在2008

年9月19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5条特

别补遗如下：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本条例有关劳务

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以每位被派遣劳动者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

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一来，在

劳务派遣这一法律关系下，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就真的是

共担风险了。如果一方出现道德风险，另一方则可能被连

带，法律风险系数无疑加倍增加，对于一些不规范的派遣

单位或用工单位，不得不更加谨慎。

连带赔偿责任之三：因承包和发包引起的连带赔偿责

任

《劳动合同法》第94条规定：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

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

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个人承包经营者杂乱无章且大多缺乏真实的赔

偿能力，而将发包的组织列为共同被申请人，可极大增强

劳动者获赔可能。此处隐含的一个要求是个人承包经营者

应披露发包组织的名称。实务中，若劳动者一时无法获得

发包组织的名称，可考虑先行以个人承包经营者为被申请

人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在仲裁程序的进行中追加后续查明

的发包的组织。但是，参阅200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9条：劳动者与个人承包经

营者发生争议，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应当将发

包的组织和个人承包经营者作为当事人。若严格按照此规

定，单就个人承包经营者提起仲裁可能遭遇立案障碍，在

可能查询发包组织的情况下，建议尽可能查明后再行提起

仲裁。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此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

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

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

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且发包人或发包人和雇主的连

带赔偿责任是法定责任，是无法通过合同约定轻易加以排

除的。

以上是笔者在实务中所总结的一些经验和看法，主要

是针对《劳动合同法》中的三个连带赔偿责任做出的简单

总结与分析。

意。

知晓法律的边界，在于法律风险的可控性。但是，笔

者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很多情况下，所谓法律的边界往往

是模糊不清的。比如，对于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这一个

劳动关系而言，若可以证明这一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明一概

遍寻无着，则是否可主张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如何主张？

值得进一步思考。

连带赔偿责任之二：因劳务派遣引起的连带赔偿责

任。

《劳动合同法》第92条：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以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给被派遣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里所说的“违反本法规定的”，可以择要归纳劳务

派遣单位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0,000元。此处若在公司成

立时，基本上是出具验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问题。若

在公司存续期间，可能涉及投资者后续抽逃注册资本的问

题；

（2）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即由派遣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3）应当与接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用工单位订

立劳务派遣协议，且应当将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告知被派

遣劳动者。即由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合同；

（4）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

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

（5）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的劳

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

（6）依法和劳动者办理合同续签、解除、支付经济

补偿金或赔偿金等手续；

（7）因为在劳务派遣关系下，劳务派遣单位为法律

上的用人单位，因此所有劳动法律法规里对用人单位的责

任规定，基本都对派遣单位适用。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所

有的劳务派遣合同中派遣单位拼命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相关

责任能转嫁/分担的都转嫁或分担到用工单位头上的原因。

无疑，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劳务派遣单位是

愈来愈难做了。 这里，注意存在两个责任，两个责任主

体，细分如下：

（1）责任一，行政责任、罚款，责任主体是派遣单

位；

（2）责任二，民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派

遣单位+用工单位。此处须要注意和用人单位的差别，在

劳务派遣关系下，劳务派遣单位才等于用人单位。显然，

只有责任二才属于本文所论及的连带赔偿责任。尽管如

此，但不可否认的是，用人单位对劳务派遣的需求依旧很

大。一些比较知名的派遣单位大多是深谙劳动法律法规的

高手，在“派遣”这个名词下的劳务关系或劳动关系博弈

依旧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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