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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群莺乱飞，杂花生树。
距立夏尚有一周时间，从海拔 300 米的上海中心 62 层望出去，窗外云雾缭绕，上海这座太平洋西岸的明珠，
完全沉没在云海中。独立高楼，遥望东海方向，思绪澎湃。
发端于 2018 年的中美贸易战，在传来几次双方似乎有和解意向的消息后，依旧是只闻楼梯响，不见靴子落地。
在没达成最终的协议前，变数依旧存在。
数日前，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中国政府，刚刚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来自 150 多个
国家和 90 多个国际组织的近 5000 名外宾出席，涵盖了全球五大洲各个地区，正是高朋纷沓至，冠盖满京华。
不畏浮云遮望眼，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脚步仍旧目标明确，铿锵有力，坚忍执着。中国企业国
际化运营的浪潮也恰如东海之波不断扬起新的高度。在全球经济、产业、金融与科技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企
业必然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然而，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的发生也不断提醒中国企业家们，如何在东道国合规经营，
避免被东道国法律追究是当前出海的中国企业必须警惕和弥补的短板。粮草未动，法律先行，以积极的行动投
身于全球性市场的角逐是未来中国企业的正确姿态。
新时代赋予中国律师新的使命，与出海经营的中国企业家携手并进。已经拥有 12 家海外分所的德和衡律所，
是 “一带一路” 法律服务的善建者，愿意与有国际化布局的中国企业结盟同行，远征海外。
云雾消散，玻璃窗外，华灯初上，浦江两岸，灯火阑珊，繁华绽放。黄浦江上，百舸争流。这争流竞逐的百舸中，
有一艘名字就是 “德和衡” 号，它必将以每小时 35 节的速度，驶进长江，奔向东海，进入浩瀚的太平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综合型商事律师事务
所之一，连续多年被国际知名法律媒体或评级机构授予各类奖项，被《The
American Lawyer》评选为“亚太律所规模 50 强”（第 9 名）、“全球律所 100 强”
（第 34 名）、“全球律所亚太律师人数榜”（第 10 名），被《亚太法律杂志》(ALB)
评选为“2018 年度亚太律所 50 强”（第 8 名）、“2018 年度中国国内律所 30 强”
（第 8 名）、“2018 ALB China 十佳成长律所”，被《THE LAWYER》评选为“国内
发展最快律所十强”（第 2 名），“中国总创收排名前 30 名律所”（第 16 名），被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评选为 “2017-2018 年度卓越律所大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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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育产业大奖）”；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入选顶尖国际律所联盟 SCG，成为
中国内地仅有的两家会员所之一，并主导建立跨地域法律服务协作平台 “全球
精品律所联盟（EGLA）”，国内外共拥有 73 家成员所，成员律师 700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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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х и
быстро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Уже многие годы подряд она удостаивает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отзывов и наград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СМИ 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рейтинговых агентст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заняла 9-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50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34-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10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мира», 10-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юридические фирмы АТР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юристов», стала 8-й в проводимых журналом «Asian Legal
Business» рейтингах «50 лучших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в 2018 году» и «Топ-30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в 2018 году». Журналом ALB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была
признан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дной из 1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она заняла 2-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10 наиболее быстро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проводимом журналом «THE
LAWYER», 16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30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по совокупному размеру
выручки», а также получила приз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как лучш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2017-2018 годов в индустриях развлечения и спорта.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член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State Capital Group (SCG) на
материковом Китае и учредителе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юза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EGLA).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союз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73 юридические фирмы и более 7000 юрис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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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成都）律师事务所男女律师齐上阵--三八节免费法律咨询活动
2019 年 3 月 8 日，为庆祝节日，北京德和衡（成都）
律师事务所组织全所律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让大家
度过了美好的一天。上午向全体女员工发放节日礼物，并组织全体律师员工，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宣传活动。
下
午大家齐聚 KTV 欢唱，一改平日工作中严谨的模样，释放近日的疲惫，欢声笑语一片。晚餐时大家讨论着今天
上午活动的感受，收获颇多。杨倩娥主任最后总结发言，希望铿锵玫瑰们团结努力，继续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一
面，为律所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德和衡荣膺两项《商法》2019大奖
2019 年 3 月 11 日，《商法》杂志（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公布了“2019 年度卓越律所大奖”榜单，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Beijing DHH Law Firm，「德和衡」
）获评《商法》“建筑与基础设施卓越律所大奖” 和
“税务卓越律所大奖”。
《商法》年度 “卓越律所大奖” 是基于数百名企业法律顾问以及世界各国法律专业人士的
推荐提名，综合考虑被提名律所上年度的重大交易案例和其他卓越表现，严格遴选得出的权威性奖项之一，能
客观真实地反应业界整体意见。获评两项《商法》
卓越律所大奖体现了业界对
「德和衡」专业水准、服务质量及品
牌影响力的多方位认可。

税务卓越律所大奖榜单

建筑及基础设施卓越律所大奖榜单

中国所

中国所

协力律师事务所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富杰律师事务所

世泽律师事务所

海问律师事务所

建纬律师事务所

华税律师事务所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瑞栢律师事务所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中伦律师事务所

BEIJING DHH
LAW FIRM

国际所

国际所

奋迅 · 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博问律师事务所

CMS 中国

的近律师行

欧华律师事务所

史密夫 · 斐尔律师事务所

基德律师事务所

铭德律师事务所

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

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

众达律师事务所

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

孖士打律师行

谢尔曼 · 思特灵律师事务所

原网站新闻链接如下：https://www.vantageasia.com/zh-hans/2019 年商法卓越律所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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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圣彼得堡办公室王辉主任向圣彼得堡市
代市长别格罗夫先生汇报工作
2019 年 3 月 12 日北京德和衡圣彼得堡办公室王辉主任受邀参
加圣彼得堡 19 届国际企业家论坛。
圣彼得堡市代市长别格罗夫先生
在论坛开幕式结束后，第一时间找到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代表王辉主
任表示感谢，感谢德和衡在中国境内对圣彼得堡市商务信息中心的

德 . 动态 － NEWS

北京德和衡受邀参加菲律宾马尼拉亚太商业法侓论坛
2019 年 3 月 14 日 -16 日，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金融科技部主任陆阳律师受邀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亚太法
律协会
（LAWASIA）
举办的 2019 年度商事法律峰会
（BUSINESS LAW CONFERENCE）
，并作主题发言。
陆阳律师在论坛上作了
《中国 < 区块
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 解读》
的主题发言，对新规的八大重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详细阐述。
陆阳律师多年深耕新金融领域，陆阳律师认为新规
的出台明确了监管机构对区块链服务的态度，同时她表示：“金融科技包括区块链都将是未来各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领域，它们对未来经济
发展都是举足轻重。
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当中，
律师愿意扮演一个促成者和维护者的角色。
”

建设提供的巨大帮助，以及对中俄地方交流提供的诸多协助。
王辉主
任汇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先后在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设立实体法律服务机构，为中俄企业、政府，特别是为在
俄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通过近年来的努力，德和衡俄罗斯
业务团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并收获了中俄各界的肯定。

德衡律师集团举办首期合伙人科学大讲堂并聘
请王春晖教授为首席科技顾问
2019 年 3 月 12 日，
德衡律师集团举办首期
《合伙人科学大讲堂》
活动，邀请中国著名物联网和区块链研究专家王春晖教授作为主讲
嘉宾，共同探讨 5G 和人工智能等当下深受关注的技术应用和其带来
的前沿法律问题。
德衡律师集团常务副总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主任、高级合伙人刘克江主持，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

北京德和衡受邀参加菲律宾马尼拉亚太商业法侓论坛

为致辞嘉宾。
大讲堂以北京办公室为主会场，同时电话视频连线德衡
集团上海、深圳、青岛、济南等十八地办公室，德衡集团的数百位合伙

2019 年 3 月 18 日，
德和衡深圳办公室青工委波音梦享社举办了第十期研讨活动。
本次研讨活动邀请到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任剑波作“以

人律师共享此次科学盛宴。
王春晖教授本期科学主题为《5G 知识科

审判为中心模式下的刑事侦查观”主题分享。
任教授以刑事侦查为切入点，向在座青年律师分享了其丰富的办案经历与工作经验，与大家一同

普》
，精彩的发言完毕后，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为王

探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刑事侦查与审判工作中的实践。
实践表明，我国的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教授颁发聘书，
聘请王教授为徳衡律师集团首席科技顾问。

效，而且随着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青年律师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专业技能，提
升职业素养，
切实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泳昕律师应邀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训《慈善
信托助力精准扶贫》
2019 年 3 月 15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李泳昕律师应邀为
中国扶贫基金会分享了《慈善信托助力精准扶贫》
，得到中国扶贫基
金会领导及同仁们一致好评。3 月 13 日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三十
周年的纪念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走过了三十年光辉历程，在中国扶贫
事业发展史上做出卓越贡献。
今年也是扶贫攻坚战最关键的一年，李
泳昕律师在此时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精准扶贫方面的培训具有特
别意义。
李泳昕律师说精准扶贫中的突出问题是扶贫款募集、扶贫款
的监管、持续扶贫，而慈善信托由于其独特的制度设计能够很好地契
合精准扶贫的内在需要，帮助解决精准扶贫中的三大难题，尤其是可
以帮助解决精准扶贫款被贪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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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金融分享堂》之“PE+上市公司

“数据大讲堂”：

”2019第1期讲座活动

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3 月 20 日，德衡律师集团
《金融分享堂》
之“PE+ 上市

2019 年 3 月 21 日，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了深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会的“数据大讲堂”系列活动之“数据质量与

公司” 2019 第 1 期活动于德和衡深圳分所成功举办。
本次研讨活动

数据安全活动”。专业律师和数据治理专家分享了数据治理的最佳实践案例以及数据合规的监管热点，共同探讨数据健康运营的合规之道。

的主要发言人分别为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袁宏伟、

本次研讨会由德衡律师集团高级联席合伙人孔霞主持，德衡律师集团高级联席合伙人辛小天和周杨，华矩科技大客户部负责人杨红和华矩

高特佳投资集团合伙人桑磊、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线董事刘

科技技术与研发高级总监王洪辉为主题演讲嘉宾。深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会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驻会副会长）
彭向阳，深圳市政协

威及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金融业务中心总监孟庆君。本次讲

原副主席周长瑚，国家电子工业部计划司原司长、中国电子工业深圳总公司总经理谌观礼，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冕，四川省

座主要以“PE+ 上市公司”为切入点，分享了其丰富的相关知识及工

乐山市数字经济发展局何锐副局长，深圳市计算机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杜和平，深圳海关 WTO 办公室负责人李和平等莅临活动。
深圳产业

作经验，其中科创板对 PE 的影响，上市公司与 PE 如何协同合作，

园区协会、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华矩科技、中国电信、华为、腾讯、华星光电、宏正道、远望软件、时代领袖杂志社、优必选、宝德控股、诺亚财

“PE+ 上市公司”的现状和趋势等内容进行了阐释和细致的讲解。

富、银证财富等多家行业协会领导、数据治理专家、企业代表、法务和律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春暖花开，有朋远来——记燕赵众诚律师事务
所党支部来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
进行党建交流
2019 年 3 月 20 日，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十名党员在
书记程翠双带领下到我所进行党建工作交流座谈。北京德和衡（石
家庄）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曹秀红，行政管理刘主任、党支部成员
孙宪律师、孙香香律师进行了热情接待。双方就党建工作与律师业
务的结合、年轻律师的成长和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度的交流沟
通，在新时期党建工作思路、方法和途径上达成共识，并表示以后将
加强沟通联系，分享各自优秀的党建工作经验和做法，以党建工作
促进律所工作迈上新台阶。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说乎！

大数据应用策略研讨会暨ICC China人工智
能工作组2019上半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德和衡
律师事务所成功召开
德衡律师集团举行2019年度“律师诚信服务军
令状”签约仪式

2019 年 3 月 21 日，中国国际商会（以下简称 "ICC China"）
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顺利召开了知识产权委员会人工智能
工作组 2019 年上半年工作会议暨大数据应用策略研讨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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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0 日，为了迎接 2019 年集团执业律师人员过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总结工作组近期工作情况；审议工作组

2000 和继续保持收费过十亿的业绩，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集团

2019 年重点工作计划；听取工作组参会代表对工作计划和发展

第一副总裁李旭修代表集团管理合伙人会议与所辖的北京德和衡

方向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知识产权

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及其分所的党政一把手

团队合伙人方春晖等新成员加入工作组。为积极响应《政府工作

签订“保证律师人员遵纪守法、诚信服务率达到 100%”和完成经济

报告》中关于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促进新兴产业加快

定额指标的责任军令状。
北京德和衡北京总所、北京德和衡（上海）

发展的任务，帮助企业在实际运营中提高新技术的应用水平的号

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
（深圳）
律师事务所与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召，本届研讨会邀请了委员会副主席单位代表、亚信科技
（中国）

总所、山东德衡
（济南）
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
（青岛西海岸）律师事

有限公司战略部总经理王泽平，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知识

务所等所领导作为军令状立状人代表通过集团视频会议系统签约，

产权团队合伙人方春晖分别作专题讲解，解读了区域数据运营、

并发言表达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策略等内容。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006

德 . 动态 － N EW S

DHH莫斯科办公室邀请俄罗斯律师参加中国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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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深圳办公室成功举办“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战略管理论坛”

俄大使馆有关事件法律维权工作座谈会
2019 年 3 月 22 日，“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战略管理论坛”在深圳市福田区太平金融大厦 23 层的德和衡深圳办公室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
2019 年 3 月 22 日，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法律行业分会参加了
由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主办的大市场转型发展座谈会。使馆
领事部邀请了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代表、法律分会代表及各商会企业
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原毅会长对大市场面临的困难进行总结并从

由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恰合道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千里马国际猎头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本次论坛由德和衡高级合
伙人甘永辉和胡志刚律师以及王海燕和周凯为嘉宾进行现场解答问题。很多企业法务及负责人关注用工法律风险，现场问答环节非常热
烈。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战略管理论坛的成功举办，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中型企业来说，不仅能够帮助企业高效找人、识人、用人，而且能够帮
助企业在法律框架内提高用工效率减少用工风险，可谓一举多得。

法律层面进行了分析，然后请在座各位商会代表提出其所关心的法
律问题。在场商会代表就刑事、海关和移民这三个领域的问题积极
提问，法律分会律师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相应的解答。
范公使建议法律分会就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如海关电子标签、身
份合法等）
出具系列法律专题，然后公布在使馆官方网站上。法律分
会表示会积极响应使馆号召。

德和衡律师美国巡讲
2019 年 3 月 22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在芝加哥与
友好所美国赫信百利维律师事务所（Husch Blackwell Law Firm）
的会议室举办了 “3+1: 外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保护” 主题的专题研
讨会。听众表示感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的明显加强，也表达
了 期 待 获 得 德 和 衡 专 业 法 律 服 务 的 强 烈 意 愿。会 后，德 和 衡 与
Husch Blackwell Law Firm 律师事务所展开进一步交流。本次活
动，德和衡律师在西雅图、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曾在美国
301 听证会上指控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
就在华知识产权保护与这些城市所在地同行与专家进行了专题研
讨。本次美国巡讲结束之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还将择期在欧
洲、
东盟等多个国家进行巡讲，
贯彻服务全球客户的工作理念。

沈四宝老师莅临DHH指导工作
宋祖峰论剑——德和衡邯郸所争议解决团队
2019 年 3 月 22 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
（ICC China）仲

春季拓展训练圆满结束

裁委员会主席、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前任法学院院长沈四宝老师莅临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探
望贸大校友，并进行了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 的专题讲座。我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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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贸大校友参与了本次活动。沈四宝老师赞扬了北京德和衡律所的

2019 年 3 月 23 日，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争议解

快速发展，认为北京德和衡所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办公场所和硬件

决团队在京娘湖宋祖峰峰顶开展 2019 年度春季拓展训练，大家

设施改善是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的，也是北京德和衡实力的体现。

在游戏训练中体验团队协作，在攀登山峰中学会迎难而上。此次

沈老师高度肯定了德和衡所创新采用的“共享工作区域”理念，赞扬

训练让大家收获满满，让大家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促进了团队

德和衡采用的工作办公模式在国内是“走在了前面”。

融合，加速了团队成员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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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法学院领导到德衡律所开展交流合作

德衡蓝海美术馆2019中国当代与现代书画名家精
品展隆重开展

2019 年 3 月 26 日，
青岛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管永建、
院长蔡颖雯、法学院副书记甄淑华、副院长王静、辅导员王楠一行到访德衡律所。
德衡律师集团第一副总裁兼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总所主任李旭修、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江涛、联席执行主任成焘、北京德和衡（青
岛）
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美萍、
常务副主任张景盛、行政办公室副主任李敏与学院领导开展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3 月 26 日上午，由德衡律师集团主办的 “2019 中国当代与现
代书画名家精品展” 在德衡蓝海美术馆隆重开展。来自青岛大学法
学院的管永建书记、蔡颖雯院长、甄淑华副书记、王静副院长、王楠
老师及部分展品作者、藏品提供者等领导、嘉宾应邀出席了画展开
幕式。画展作品绝大多数出自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
个人收藏，其中有黄永玉、韩美林、黄胄、何家英、吴悦石等十几位中
国当代与现代书画艺术大师作品。
现场展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形
式多样，除书法、山水、花鸟作品外，还有很多青岛当地书画名家作
品，让观赏者目不暇接。

德衡律师集团管理层在京研讨加强俄罗斯与一
带一路国家涉中法律服务工作
2019 年 3 月 28 日，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律师、集团总
裁兼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总所主任蒋琪律师、国际业务中心总监
刘克江律师、俄罗斯事务首席顾问席伯先生与俄罗斯法律首席顾问
黄道秀教授，并特邀俄罗斯中国留学生总会会长卢森通博士等，在
北京银泰中心 11 楼 DHH 主席会议室，举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俄罗斯

德衡律师集团入围2019年度ALB中国法律大奖

与 “一带一路” 国家涉中法律服务之 2019 年度工作会。蒋琪总裁对

2019 年 3 月 26 日，亚太地区权威法律杂志
《亚洲法律事务》
（Asian Legal Business，简称 ALB）欣然宣布了二零一九年 ALB 中国法
律大奖的入围名单，德衡律师集团旗下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山东德衡律师所入围三项嘉奖。其中，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入围 2019 年“年
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和“年度北京律师事务所大奖”两项嘉奖，山东德衡律师所入围 2019 年“年度中国中东部律师事务所大奖”嘉
奖。
在未来的发展中，德衡律师集团全体律师将不忘初心，恪守“客户第一、质量至上、团队精神、努力成功、合理收费、知恩图报”的执业标
准，
勇攀高峰、
奋勇向前，
一如既往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北京德和衡事务所依照中国贸促会和中国法学会环宇中国东盟法
律合作中心等主管部门的规划指示，下一步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与
东盟十国的涉中法律服务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席伯首席顾问对
加强与俄罗斯有关资源平台友好合作提出了意见建议。集团深化
“一带一路”国家涉中法律服务调研组负责人、合伙人会议常务副主
席胡明、集团国际业务合规总监李泳澜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业
务创新主任陆阳出席。

31. Rising Law Firm of the Year

35. East and Central China Law Firm of the Year

38. Beijing Law Firm of the Year

年度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中国中东部律师事务所大奖

年度北京律师事务所大奖

Beijing Cyan Law Firm / 北京采安律师事务所

Deheng Law Firm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Beijing Dentons Law Oﬃces, LLP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Beijing DHH Law Firm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High Mark Law Firm

Beijing DHH Law Firm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Bridgeon Law Firm / 北京博遵律师事务所

Jiangsu Fides Law Firm

Cathay Associates Kejie / 柯杰律师事务所

Jointide Law Firm 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

Global Law Oﬃce / 环球律师事务所

Chance Bridge Partner / 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

SunShine Law Firm

Guantao Law Firm /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CM Law Firm /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T&C Law Firm

FenXun Partners / 奋迅律师事务所

Tenet & Partners 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Han Kun Law Oﬃces / 汉坤律师事务所

Guangdong Shentian Law Firm / 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

Topwe Law Firm

Jincheng Tongda & Neal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Laboroot Law Firm / 劳达律师事务所

Wincon Law Firm 文康律师事务所

Jingtian & Gongcheng /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Shaanxi JiaXuan Law Firm /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

Zhejiang L&H Law Firm

JunHe LLP / 君合律师事务所

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
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

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

天册律师事务所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DeHeng Law Oﬃces / 德恒律师事务所

Haiwen & Partners / 海问律师事务所

Shihui Partners / 世辉律师事务所

King & Wood Mallesons / 金杜律师事务所

Silkroad Law Firm / 锦路律师事务所

Tian Yuan Law Firm / 天元律师事务所
Zhong Lun Law Firm / 中伦律师事务所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山西分公司武大庆先生为集
团证券业务律师做专题培训
2019 年 3 月 28 日，集团证券业务中心邀请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山西分公司武大庆先生在北京银泰中心 12 楼会议室为主会场，
为集团各地 200 余证券业务律师作 “新三板当前困境与光明出路”
专题培训。

原网站新闻链接如下：https://www.legalbusinessonline.com/awards/china-law-award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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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首个律师所纪委在青岛成立

2019 年 3 月 29 日，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进一步健全监督体系，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山东德衡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衡所）党委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也是山东省成立的首个律师所纪委。会议表
决通过了党委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采用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
了德衡所党委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集团高级合伙人、德衡所党
委纪检委员姜保良同志当选书记，集团合伙人王隽与德衡所联席合
伙人赵新辰当选委员。

私募股权投资争议解决沙龙”在德和衡上海
办公室成功举办
毛洪涛律师受邀出席金融犯罪辩护研讨会并做

2019 年 3 月 29 日，由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以下简

主题演讲

称：德和衡上海事务所）
、衡力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联合举
办的“私募股权投资争议解决沙龙”在上海中心大厦 62 层上海所
办公室成功举办。本次沙龙聚焦于私募股权投资境内外争议解决

2019 年 3 月 29 日，由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中国法律出版社

及投资风控，与会嘉宾就此展开了深入研讨。姚约茜律师分享的

共同举办的《金融犯罪辩护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研讨会》在中国法制

主题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合规监管和争议解决概览”，钟建律师

出版社六层屋顶花园成功举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

分享的主题为 “从争议解决视角审视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特

级合伙人毛洪涛律师受邀出席，并就 “非法集资案件的实务难点及

别权利条款的设计及投后管理”。
各个主题分享沙龙结束后，现场

解决” 发表了主题演讲。本次论坛邀请了众多法律界与金融界资深

嘉宾围绕分享主题与主讲嘉宾进行了愉快深入的互动交流，并对

人士，从法律与金融两个视角就科创板、新型庞氏骗局、p2p 网贷平

本次沙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台、私募基金等领域的金融违规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热烈
的交流探讨。

春季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建设工程及国际投资
项目律师实战经验交流峰会”在德和衡律师所
成功举办
2019 年 3 月 29 日，“2019 春季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建设工程
及国际投资项目律师实战经验交流峰会” 在德和衡北京办公室成
功举行。为响应国家号召，助力中国律师在全球化大形势下掌握
更多主动权，同时为律所及相关企业提供良好地实践交流平台，
德和衡北京办公室特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分享国际建设工程及
投资项目实践经验。德和衡始终致力于建设紧密团结的律师团
体，培养专业化的青年法律人才。我们将继续秉持‘专业、专心、专
才、专注’的服务理念，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准确把握行业热点，将
其与律所的发展趋势紧密结合，组织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活动，
为培养人才和服务客户做不懈努力。同时，也尽我们所能为国家
‘一带一路’宏伟战略作出法律服务领域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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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律师协会刘均副会长一行莅临北京德和
衡香港分所参观交流
2019 年 3 月 31 日，青岛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刘均带领青岛市律
协刑事专业委会主任侯彬、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刚、副主任
徐爱波、姜保良、于华忠及区市律师工作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邢妮妮
等一行十七人来到位于香港会展中心办公楼 26 层的北京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香港分所参观交流。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德和衡香
港分所执行主任姚远律师带领香港分所吴乐芸律师、苏琳琳律师、
张明月助理及深圳分所张乐律师和潘峰律师对刘副会长一行的来
访表示热烈欢迎。刘会长对德衡律师集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建议包括青岛地区的各位律师应深耕涉外法律服务市场，不断
提高律师的服务能力，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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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举行“律师服务月”启动仪式

德 . 动态 － NEWS

德和衡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揭牌成立

2019 年 4 月 8 日，北京办公室举行 " 律师服务月 " 启动仪式。为打造并实现集团提出创建中国“为律师服务最好的律所”这一奋斗目

2019 年 4 月 11 日，德和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HH Investment”）成立仪式在香港会展广场办公楼举行。成立仪式由德衡律师

标，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室“想律师之所想，急律师之所急”，努力通过全方位的软硬件升级，让律师体验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进而更全

集团总裁、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总所主任蒋琪律师主持，DHH Investment 执行总裁西博先生致辞。来自德和衡香港分所的张毅律师、叶

心投入法律专业领域之中，争做高品质律师事务所，为客户提供更加满意周到的专业服务。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为期一个月的“律师服务

森博士、苏琳琳律师，来自德和衡深圳分所的吴乐芸律师、张雪莲律师、孔霞律师，以及 DHH Investment 市场总监陈峻先生参加并见证了

月”活动拉开新的序幕。
各部门将在整个四月，向着“为律师服务最好的律所”这一目标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为德衡律师集团、北京德和衡

本次成立仪式。DHH Investment 是德衡律师集团与德和衡莫斯科分所高级顾问、中俄两国友好人士西博先生在投资领域展开的更进一步

律师所发展与律师业务工作提供优质、
高效、
规范、科学服务的意识，为全体合伙人、律师员工提供周到满意无后顾之忧的后勤保障服务。

的合作，标志着德衡律师集团在商业投资项目板块的创新化发展和商业法律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德衡律师集团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执业纪律规章制度督察工作会议

德和衡国际贸易与海关业务一部受邀参加CCII法务培训会

2019 年 4 月 11 日，德衡律师集团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执业纪律规章制度督察工作会议。会议由集团合伙人会议常务副主席胡明主

2019 年 4 月 11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与海关业务一部彭勇律师、王攀律师、干文淼律师和周杨律师接受顾问单位中国

持。
集团管理合伙人与来自国内 39 地办公室的集团高级合伙人、所主任与联席主任、执行主任与联席执行主任、
管理主任与联席管理主任、

冷链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CCII）的邀请，为其进行国际贸易、海关法律事务、走私犯罪风险以及第三方支付等法律问题的培训。
德和衡

合规主任、党组织纪检委员或律所纪检工作负责人、公共支持团队负责人等 180 人参加了会议。胡明副主席强调，集团规范执业与风险防

国际贸易与海关业务一部旨在为进出口企业提供量身定制的法律服务与法律产品。在培训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梳理业务流程

范工作始终会常抓不懈，希望各地办公室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各项工作安排，共同确保德衡与德

与风险防范相结合、法律说理与案例讲解相结合。中国冷链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旭东表示，此次培训效果突出，不但

和衡两大优秀法律服务品牌健康快速发展。

能让与会人员警钟长鸣，充分认识业务中的相关法律风险，更能够现场解决企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希望下一步开展更广泛、深入
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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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约茜律师受邀主讲上海市商务委主办“境外投资法律实务之案例实战”培训班

德 . 动态 － NEWS

青岛市政府与深圳各界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洽谈
会在德和衡深圳办成功举办

2019 年 4 月 12 日，上海市商务委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与荷兰威科集团承办的“境外投资法律实务之案例实战”培训班在美丽的交大徐
汇校区如期举行，作为主讲人之一，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高级合伙人姚约茜律师为上百名的跨国经营人才进行现场授
课，分享跨境并购领域专业法律经验。
本次培训班吸引了众多长三角地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务人员，跨境投资的投资人、关注跨境资
本运作的相关人群等，姚律师通过现场案例文本解读并结合超过 70 页详实 PPT 课件，历时 2 小时全方位透析跨境并购核心问题，受到了
全场与会人员的热烈好评。

2019 年 4 月 12 日，由青岛市城阳区科技局主办，架桥资本、同
创伟业、亿车科技、深圳市软件协会、德和衡等机构协办的青岛市政
府与深圳各界 “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洽谈会” 在深圳太平金融中心
德和衡深圳办公室举行。此次洽谈会围绕科技创新型项目筛选、中
小企业融资模式创新、政府产业基金的设立及市场化运作，在促进
金融与科技创新协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栾少湖主席在圣彼得堡拜访俄罗斯国家博物馆
馆长符拉基米尔教授
2019 年 4 月 12 日，德衡律师集团蓝海公益美术馆筹建负责人
栾少湖律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拜访俄罗斯国家博物馆馆长符拉基
米尔先生，向他汇报了德衡律师集团已经在中国青岛（海航万邦中
心大厦）4 楼开设了首家公益性质的 “青岛蓝海（俄罗斯）美术馆” 和
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厦 16 楼筹建第二家公益性质的 “上海蓝海

德和衡律师受邀出席智能时代的合同法务分享会并做主题演讲

（俄罗斯）美术馆”的情况，得到了馆长先生的高度赞赏，当场表示俄
罗斯国家博物馆将尽力支持这种直接促进俄中文化交流的公益活

2019 年 4 月 12 日，由惠点科技等主办的“智能时代的合同法务”分享会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二院院内）举办。
北京德和衡律师

动，并且希望中国德衡律师集团要循序渐进，把美术馆做专做精，吸

事务所集团合伙人、管理主任赵颖律师和高级联席合伙人陶光辉律师受邀参加。除了航天科工等央企法务和合规负责人到场外，本次分享

引更多的中国人欣赏俄罗斯顶级艺术作品，通过两国人民的文化交

还邀请了五矿、诚通等央企、国企、高校的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首席信息官、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分享会的主题是“智能时代合同法

流，使俄中友谊万古长青。

务实务经验，法律科技发展新趋势”，聚焦如何从体系和技术等不同角度，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陶光辉律师为此
做了
《依法治企 合规经营——法务如何助推企业构建完整的法律管理体系》的主题演讲。

德和衡证券业务团队参与上交所中介机构科创
板培训
2019 年 4 月 12 日，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团
队高森传律师、侯平律师、徐红波律师一行在汤华东主任的带领下
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中介机构科创板专题培训活动。本次
培训内容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对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
核规则以及审核问答的具体解读。与会的中介机构包括沪上乃至全
国各大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的老师重点围绕规则体系、审核理念、审核内容、审核方式、审核程
序等八个方面对上市审核规则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并有针对性
对科创板企业存在的非财务与财务两大方面的审核问答进行深入
浅出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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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论道海关法系列沙龙第三期——进出口企业海关监管与国际贸易合规之道成功举办

德 . 动态 － NEWS

“DHH DH EGLA CACC 第二届房地产建设工程
与PPP法律服务论坛”圆满结束

4 月 12 日，德衡•论道海关法系列沙龙第三期——进出口企业海关监管与国际贸易合规之道，在山东德衡（胶州）律师事务所成功举
办。
本期活动由胶州市商务局主办，德衡胶州办公室、西海岸办公室、德和衡青岛办公室联合承办。德衡西海岸办执行主任、海关业务部主任
杜鹏律师以“进出口企业海关稽查应对”为题开讲，集团合伙人、北京德和衡（青岛）联席主任、海关业务部主任宋波为大家详解“特许使用费
争议解决”的相关问题，北京德和衡上海办靳阳律师以“进出口企业走私法律风险防范与应对”为题进行讲解，德衡胶州办副主任、国际贸易
业务部主任高军绪律师为我们带来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选择与适用的专题分享。企业家们也针对各自的问题又与律师们进行了充分交流。

2019 年 4 月 13、14 日，由德衡律师集团、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GLA）
、第一法务协会
（CACC）
主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房地产
业务中心承办的 “DHH DH EGLA CACC 第二届房地产建设工程与
PPP 法律服务论坛” 在北京银泰中心成功落下帷幕。
来自建筑房产、
信托、投融资、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四十多家国内知名企业的法务部门
负责人和德和衡各地办公室的几十位律师同仁出席了本次论坛。
为
满足各参会人员的多样需求，本次论坛以主题分享及圆桌论坛相结
合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丰富的专业内容，议程分为工程纠纷、商业物
业、融资、税收等八大主题。
本次论坛是德和衡进行的又一次理论研
究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成功探索，德和衡也将专注于专业人才培养
和专业水平提高，
争取为企业和法律人才提供更多交流机会。

毛洪涛受邀参加“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的发展、
不足与展望”主题研讨会并发言
2019 年 4 月 14 日，“刑事辩护制度四十年的发展、
不足与展望”
主题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与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共同

德衡律师集团证券业务中心财税法专业委员会成立启动仪式暨第一届专委会实务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4 月 12 日，德衡律师集团证券业务中心财税法专业委员会成立启动仪式暨第一届专委会实务研讨会在北京银泰中心 12 层
召开。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联席合伙人、证券业务中心总监、上市公司服务中心总监丁旭律师向研讨会介绍了财税法专委会成立的初衷和目
标，希望大家后续能借助财税专业的知识背景进行业务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开拓。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财税法专业委员会主任杨振伟
律师向研讨会介绍了国内财税法律师的现状及前景。强调德衡集团财税法专委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各团队紧密型合作、纵深发展，借助集

举办，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协办。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高级合伙人毛洪涛律师受邀参加并发言。围绕研讨会的 “刑事辩护
制度 40 年的发展与进步”、“刑事辩护制度的现状与不足” 和 “刑事
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展望” 三个研讨主题。毛洪涛律师就 “防止指定居
所监视居住措施被滥用” 及 “在认罪认罚背景下提高二审开庭率” 两
个实务问题进行了发言。

团为公司上市服务的契机打造好我们德衡律师集团的财税法团队和财税产品的专业品牌。与会律师均就自己财税业务进行了介绍并进行
发言讨论。

美国贝克.唐纳森律师事务所一行访问德和衡上
海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6 日，美国贝克 . 唐纳森律师事务所环球业务团
队主席石强先生及中国业务部主任薛子彦律师访问德和衡上海办公
室。受到所主任汤华东、执行主任姚约茜和合伙人王悦建的热情接
待。石强先生在交流中向上海所介绍了贝克 . 唐纳森律师所在团队服
务的法律能力；上海所汤华东、姚约茜及王悦建分别向美方介绍了
DHH 和 EGLA 的迅猛发展、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机会及合资公司的公
司治理事项。汤华东主任向来宾再次指出双方合作的大好机会及前
景。最后，宾主期待将来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并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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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少湖主席一行拜访俄罗斯VEGAS LEX律所

姚远律师受邀在平安银行总部进行授课

2019 年 4 月 16 日，由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律师、总裁蒋琪律师、首席 俄罗斯法顾问黄道秀教授、首席俄罗斯事务顾

2019 年 4 月 16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跨境争议业务负责人姚远律师受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问席伯先生和俄罗斯业务首席合伙人原毅律师等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俄罗斯排名前三位的律师事务所 VEGAS LEX，出席本次访问的还有俄

000001）邀请，在总部为来自全国各分行的法律事务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主题为《金融债权境外追索方法、路径、重点国家

罗斯工业家与企业家联盟副主席 Vdovin 先生。EGAS LEX 律所成立于 1995 年，2018 年收入排俄罗斯律所第二位，是国际律师协会 IBA 的

（地区）及法律措施》的法律培训。姚远律师结合其多年处理跨境争议解决事务的经验以及热点地区（香港、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的司法实

成员，专注于服务大型企业客户，除莫斯科总部外，还在伏尔加格勒和克拉斯诺达尔设有分所。VEGAS LEX 律所出席会谈的代表包括国际

践，通过其承办的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解析在境外进行债权追索的困难以及法律途径。培训结束后，与会人员向姚远律师积极发问，姚远律

项目、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和诉讼团队的负责人。栾少湖主席向 VEGAS LEX 律所负责人介绍了集团的国际化战略和布局，并提到 DHH 的

师逐一解答。

优势诉讼业务。蒋琪总裁介绍了集团海关业务、国际贸易、证券、知识产权等十二大业务团队的专长和特色，并提出可以就仲裁业务借助中
俄及海外仲裁中心进行合作。

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俄政府

中共河北信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与中

前第一副总理SHOKHIN（绍欣）先生接见

共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

栾少湖蒋琪一行

联建签约活动召开

2019 年 4 月 16 日，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俄
罗 斯 政 府 前 第 一 副 总 理、俄 罗 斯 国 家 杜 马 前 第 一 副 主 席
Alexander N.SHOKHIN（绍欣）先生在莫斯科乌克兰大饭店贵宾
厅接见应其邀请到访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DHH）合伙人会
议主席栾少湖律师、总裁蒋琪律师和首席俄罗斯法顾问黄道秀教
授、首席俄罗斯事务顾问席伯先生等。俄罗斯工业家与企业家联
合会副主席 Igor A Vdovin 先生和 DHH 莫斯科律师事务所首席
合伙人原毅主任等参加会见。在俄中有关方面的撮合下，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拟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强有力的律师事务所进行
合并，一个崭新的“莫斯科 DHH 律师中心”即将在著名的红场“中
国城” 附近冉冉升起，成为一个促进俄中经贸双向健康发展和快
速解决俄中公司企业纠纷争议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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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7 日，中共河北信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与中共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在本所党建室隆重
举行联建签约仪式。
仪式由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党支
部书记曹秀红主持，围绕着签约活动，双方党支部成员进行了深入
的沟通交流。
信产投党支部孟线觉书记和曹秀红书记先后致辞，并
介绍了所党支部的情况和展开的活动。
在双方表达完联建合作意
向之后，孟线觉书记和曹秀红书记在两个党支部全体成员的见证
下，郑重严肃地签署了党支部
《联建协议》
。
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胡山
峰律师对信产投党支部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并表示对党支部
建设全方位的支持，希望通过党建活动，促进律所建设、业务团队
建设。
纪检委员吕漫带领大家学习了《河北信投集团基层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
从中事务所党支部的各位成员受益匪
浅，
尤其是对于“党员的评议”的细化和标准十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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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琪总裁一行拜访俄罗斯ALRUD律所

“德和衡上海名家会客厅系列讲座之大数据时代
金融信息的法律保护”分享会圆满召开

2019 年 4 月 17 日，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律师、首席俄罗斯事务顾问席伯先生和俄罗斯业务首席合伙人原毅律师组成的代表团拜访
俄罗斯 ALRUD 律所。ALRUD 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1 年。ALRUD 律师事务所是俄罗斯为外国和俄罗斯公司提供法律和税务领域的咨询

2019 年 4 月 18 日，由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举办的“德

服务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之一。
拥有 100 多名律师。在律师人数与律所收入上都在俄罗斯律所的前五位。会谈中，ALRUD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和衡上海名家会客厅” 系列讲座的首场分享会在上海中心大厦 62

对 DHH 代表团一行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律所的主要业务方向和专业团队。蒋琪总裁对 ALRUD 律所负责人表示感谢，并介绍了 DHH 的

层顺利召开。本次分享会特别邀请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

基本情况和全球布局战略。
双方均表示，
希望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并积极促进中俄法律业务的合作。

一带一路（上海）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银行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张继红，为德和衡律师
们进行了 “大数据时代金融信息的法律保护” 的主题分享。张教授两
个多小时浓缩的精彩分享，获得在场律师的一致好评，本次分享会
落下帷幕。

刘克江陈浩出席2019中国美国政府事务年会暨
2019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发布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2019 中国美国政府事务年会暨 2019 年
《美
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召开。
本次年会
邀请到众多商会会员与来自政府、智库、企业、学界等机构的专家学
者，共同讨论面对新形势，不断演变的政府事务工作，并见证 2019 年
《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的发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所主任
刘克江、高级合伙人陈浩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自 2009 年至今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法律服务
合作单位，曾经为遍布中国的 100 多家美商投资企业提供过多种中
国法培训，并联合举办过 100 多场研讨会活动。
期间，作为中国美国
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双料会员积极参与其活动，包括不限于独家

德衡律师集团与俄罗斯国家直接投资公司、

赞助了本次会议。

CLM律师事务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9 年 4 月 17 日，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律师与俄罗
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 (RSPP) 副总裁、俄罗斯国家直接投资
代理公司负责人、CLM 律师事务所主任伊戈尔先生，在俄罗
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主席、俄罗斯联邦前副总理、前杜
马第一副主席 SHOKHIN（绍欣）先生以及俄罗斯友谊勋章的
获得者黄道秀教授的见证下，于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
会克里姆林厅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
在设立一家立足莫斯科、辐射独联体，具有国际服务水准的
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从而更好地保障中资企业的在俄及独联
体国家的经济利益。德衡律师集团进入俄罗斯法律服务市场
以来，一直致力服务于在俄中资中企的合法利益。随着中资
企业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与多样化的需求，德衡律师集团
在更高度精准、更直接便利，更快速有效为客户提供全面解
决方案方面进行了战略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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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正国际”、“价值在线”与德衡律师集团交流
活动圆满成功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荣正
国际”）
董事长郑培敏、市场总监李复佳、高级经理姜婷和深圳价值在
线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价值在线”）金祥慧总监等一行四人
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拜访，进行本年度与德衡律师集团的第三次交
流活动。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集团合规总监李泳澜，
集团执行副总裁、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杨培银，北京德和
衡
（青岛）
律所主任张美萍，北京德和衡
（青岛）
律所常务副主任张景盛
和集团高级合伙人、上市公司服务业务部主任任辉等参与交流活动。
此次拜访，进一步夯实了“荣正国际”、“价值在线”和德衡律师集团三
方在资本市场业务上进行深度合作的基础，同时也是德衡律师集团向
“为上市公司服务”精品品牌更进一步的重要节点。

BEIJING

LAW FIRM

022

德 . 动态 － N EW S

德 . 动态 － NEWS

德和远航法律公益系列产品 “小店帮”“重点帮”“安居帮”新品上市发布会暨庆祝晚宴成功举办

第四届全球律所合作发展论坛暨“一带一路”
之独联体与中东欧国家律所合作发展研讨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由集团蓝海平台下的青岛德和远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和远航）
主办的“德和远航法律公益系列产品“小

在京成功召开

店帮”“重点帮”“安居帮”新品上市发布会暨庆祝晚宴”在济南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集团合伙人及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各
地行政主任相聚一堂，
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德和远航主要致力于法律行业软件产品和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本次发布会推出的“小店帮”“重点帮”“安居帮”系红外线感应语音
播放器，将专业防盗设备与普法、安全防范宣传、山东德衡品牌建设工作有机结合，满足社会不同行业和不同应用场景在数字化时代对于法治
的更高需求。
让德衡律师深入基层走进百姓生活，
在为创建平安和谐社会作贡献的同时履行山东德衡律师维护公私权益的职责责任。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的潮流。
为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为中国企业的跨境投资
等业务保驾护航，使得更多的企业可以放心的“走出去”，北京德和衡
律师事务所紧紧抓住这一国际化发展契机进行了全球合作发展战略
布局。
2019 年 4 月 23 日下午，第四届全球律所合作发展论坛暨 “一
带一路” 之独联体与中东欧国家律所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北京银泰中
心 12 楼成功召开。

国际化华丽转身，专业化众志成城——全球
精品律所联盟第十五次合伙人代表大会在合
肥胜利召开
2019 年 4 月 26 日，由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简称“EGLA”) 主办、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承办的“全球精
品律所联盟第十五次合伙人代表大会” 在合肥成功召开。
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的共 230 多名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
法学专家，
以及多家咨询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进行了申请加盟
律所投票表决及新成员加盟仪式、联盟总部落户香港启动仪式、12
个专业法中心发布 2019 年动员令、联盟区域中心建设情况汇报、
轮值主席单位交接仪式等议程。

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与南京工业大
学法学院建立就业创业实习基地

“第四届中外律所合作发展论坛暨一带一路
投资欧洲法律服务论坛”隆重召开

2019 年 4 月 26 日下午，由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GLA）
和安
2019 年 4 月 22 日，北京德和衡 ( 南京 ) 律师事务所与南京
工业大学法学院在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举行 “就业创业实习基地” 的
签约和授牌仪式。
签约仪式上，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艳对事务所的规
模建设以及 “共管自营” 的发展模式进行介绍，对与各大院校法学
院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进行简单说明，并表达了对将与南京工
业大学达成合作的强烈欢迎，希望双方以后能够更多交流，共同促
成德和衡律所的律师与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的优秀学术性人才良
好合作与资源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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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徽商律师事务所主办、欧洲华人律师协会 (ACLE) 承办的“第四
届中外律所合作发展论坛曁一带一路投资欧洲法律服务论坛” 在
安徽合肥天鹅湖大酒店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由 EGLA 一带一路法
律服务专业中心主任刘柯夫律师和北京德和衡 ( 上海 ) 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姚约茜律师主持。
来自瑞典、
英国、
法国、
德国、
捷克、
荷
兰、
卢森堡、
意大利和俄罗斯等九国近二十位律师组成的欧洲律师
代表团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分为各国法律专场和项目专场，
与会
嘉宾就各专场主题进行了精彩分享和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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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律匠
姚约茜

德衡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
（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跨国投资专
业委员会主任。美国纽约大学公司法硕
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法硕士、法学学士，

最擅长的业务类型：跨境并购、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和风
险投资、私募基金募投管退、资本市场；
最擅长服务的行业 / 产业：人工智能、消费、大数据、区块链、
生物医药健康、
零售、金融、新能源汽车、电信、
宠物、
电竞等；

同时拥有中国律师执业证书和美国纽约
州律师执业证书。姚律师曾就职于美国普
衡、美国世达、美国贝克麦坚时等知名顶
级外所。

近半年部分典型案例：
1. 为西藏苍鹰创业投资基金从美国好时集团购买其全资持有
的上海金丝猴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程法律服务；
2. 为优客工场股权并购上海企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全程
法律服务；
3. 为江苏柯菲平海外投资 Carephar USA Inc. 提供全程法律
服务；
4. 为上海木木生活贸易有限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包括泰国、
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菲律宾的投资并购以及各类商业合作提
供全程法律服务；
5. 为美国著名房地产基金管理公司 iCap Enterprises, Inc.
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申请注册商标，并顺利开展业务提供全程法律
服务；
6. 为哈佛大学机器人专业博士毕业的某华人在中国境内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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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公司、搭建海外架构并完成 37 号文备案登记提供法律服务，
并出具开曼层面美元融资全部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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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约茜律师专访
1. 纽约大学公司法 LLM——兴趣和未来发展的综合考
量
编：姚律师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去纽约大学就读公司法
LLM 的呢？
姚律：因为我一直知道自己感兴趣的就是商事领域。
我本科时交大还没有法学院，因此我读的是交大人文学院下
属的法学专业。本科毕业以后恰好交大刚刚成立了法学院，
于是就保送了法学院的研究生，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师从著
名国际经济法大咖教授徐冬根老师。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

地、及时地完成，而且能够进一步考虑客户的商业需求。而另

律师业即将迎来黄金十年。同时，也特别感谢德衡集团

外就是 social 能力，几乎每一次转所的经历都是有“高人”引

及我的同事们在我从一名外资所律师转型为内资所合伙人

荐，贵人相助的，看似很顺利很神秘，如同有冥冥之中的力量

的重要阶段，给予我德和衡这样一个优秀的平台以及各方

在帮助我。其实这些都是靠平时自己积累的人脉和人品一步

面的支持，因此，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国内所平台，对律师

一步成就的。我本科时期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所以在法

职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学领域外也有不少朋友。
我建议学弟学妹们，进入职场后，应
抓住缝隙学习，敏锐洞察风向

机会，都是这样顺其自然地出现的。另外呢，其实校友的联结
很重要，这一层关系能把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拉进很多，可能
性也大大提升。

编：感觉姚律真的是过着不浪费的人生，一直在学习、
进步！为了让同学们也可以过这样有规划的生活，姚律师
有什么学习的秘诀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习一直到毕业。
虽然研究生毕业时普衡也给了我 oﬀer，但当
时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了解到去读 LLM 可能会对今后在
外所的工作会有更大的帮助，因此权衡下来还是决定去读
LLM。
学成归国之后，我觉得 LLM 的学习经历和纽约州律师
执照的通过的确对我的职业发展起到了很多帮助，比如说不
少外所是要求持有纽约州律师执照的 CANDIDATE 才能升
为他们正式的 ASSOCIATE（律师）的。
因此在我还在外所工
作的时期，LLM 无论是在学位需求上还是在工作运用上都
帮助我很多。虽然现在在内资所了，但是客户对于一个持有
中美两国律师执照的律师还是会非常信任和认可的，特别是
在一些跨境投资的领域。
2. 丰富的顶级外所工作经历——自身能力与外在际遇
共同作用
编：姚律，了解到您 LLM 毕业就拿到 NY BAR，回国
后没有间隔时间就直接进入普衡，之后又分别在世达、贝克
· 麦坚时等一流外所工作过，您被这么多顶级外所青睐，有
什么秘诀吗？
姚律：首先给大家讲讲我在外所的工作经历，我毕业
之后再回到普衡正式开始工作，大概工作了差不多半年时
间，因为家庭原因迁往北京进入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工作。
而在世达工作两年时间后，又经过贝克麦坚时的一位合伙人
的引荐，转入贝克北京办公室工作。
而过了几年之后，我觉得
自己依然喜欢南方的天气和环境，便再次回到上海，先在一
家外企担任法务总监工作了一年，然后又是由于大学老师的
引荐进入北京德和衡
（上海）
担任高级合伙人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自己能够受到多家外所青睐的原因有二，首先
是工作能力。我觉得每次交给我任务，我都能够把它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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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律：在外所的时候自由时间很少，但我依然会抓住

3. 从外所到内所合伙人——了解自己、
热爱工作

一些仅有的缝隙时间给自己充电。
做合伙人以后，与客户联
编：从外所到内所合伙人会有很大的转变吧？当初您
是怎么考虑的呢？

系就是学习。我的客户来自各行各业，而且不乏最新领域的
领跑者，和他们的交流并不是简单的聊天，往往聊一个上午

姚律：没错。当时是我在尝试转型的阶段。在外所的大

我就能摸清楚这个行业的运行规则，再加上之后和团队一

部分工作都是处理公司文件，感觉自己是作为一个齿轮在工

起做些法律检索，服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对客户的行业

作，而我渐渐发现我的人际交往这块能力没能被发挥出来，

也就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精通了。想要成为客户真正信赖

所以最终会选择在这里（德和衡）做合伙人。带自己的团队与

的律师，必须要了解客户作在行业的整个商业运行情况，这

在外所工作的区别实质就在于，以前我是跟着老板工作，没

样才能真正给客户带来法律服务的价值。我一直跟我团队

有太大的自主权，几乎不能自己安排时间；而现在我是自己

的成员说，我们是帮助客户去达成他的商业目的的，而不是

为自己的业务负责。虽然 take responsibility 的程度大大增

提出一堆问题去搅局的。

加，但一方面，我能够与客户沟通联系，发挥出曾经被掩盖的
社交能力；另一方面，我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即使依
然是无时不刻不在想工作的事情，但主动权大大增加。现在
我的工作状态我很满意。我很享受与各种行业的客户打交
道，可以认识各种有意思的人。和每一个客户聊天都是我学
习的过程。
其实在转型过程中，我在外企作为法务又工作过一年。

作为一名商业律师要敏锐地洞察经济发展的动向。拿
我的业务领域举例，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外资投向中国
的数量激增，那时候我们团队主要业务就是为外国公司进
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也就是所谓的外商直接
投资相关的法律服务。2013 年左右，顺应鼓励境外投资的

觉得现在的时间其实是很自由的，要适应并安排好一直在
工作的生活。就像我每年会出去旅行几次，而去旅游的时候
流，参加各种活动，而这种交流又反过来帮助了我掌握各行
各业的信息，更好地工作。
而且于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在做好律师这个角色的同
时也是一个母亲。我在世达的时候就有了第一个孩子，一边
在外所忙碌地工作，一边还要兼顾带孩子让我更加明白很
多事情要抓大放小。可能比如对于孩子的接送此类任务就
要学会外包出去，而我来把握的是对于他成长更加重要的
东西，此时抓重点的能力又一次体现出重要性。
而我能够保持快乐的根源还是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
作，这是我的事业，就如刚刚所说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适合
我，可以让我发挥出各方面的能力。
作为一个律师，运用我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人，又发挥了人际交往的能力，领
导能力，统筹能力和商业能力等等，与各种各样的人产生联
系，带来价值，成人达己。要找到真正喜欢、适合并具有可持
续性的工作，首先是要一直找到自己的定位，时刻保持反思
和学习；其次就是保持自己对整个外界的包容度和对变化
的敏锐度，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一定要跟上这个快节奏，但
是却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初心。
正如耶鲁大学校长在
2018 年毕业演讲中所说的：“虚心聆听，批判地参与，创造
性地应对挑战和难关，在寻求幸福的同时接受你的责任，画
一个更广阔的圈，包容和理解这个世界。
”

那时候的标的国通常是欧美等强国。到了现在呢，各类基金
业务，股权投资业务，境内外上市业务，一带一路投资、数据

想象中的那样轻松又有高性价比。法务的业务量是蛮大的，

合规业务等都很火热，我们的相关领域的客户数量也就相

除了需要处理公司内部归属于自己的法律问题外，对于外包

应增多了。所以只有时刻保持自己对各方消息的开放性和

给律师的那些事项需要由法务先进行梳理和归纳，整理后再

敏锐度，才能尽早获取关于市场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和未

打包给律师，难度和量级是很大的。这一年的法务工作让我

来发展趋势的讯息，早日做好规划和相应的知识和经验储

有了做“甲方”的经验，我了解到了公司方面的诉求，而这对

备。

另外，身边也有不少曾经在外所工作的同事朋友也有

是，一方面我现在随时随地都在工作，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也

时代潮流，我们服务于国企央企居多，处理境外收购业务，

这里可以为大家说明一下，外企的法务其实并不是很多同学

我之后的工作是大有帮助的。

姚律：那真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做了合伙人之后尤其

也会随时处理事情，我也喜欢周末和不同领域的人聊天交

该说任何时候都要多跟朋友们走动，无论是客户、还是工作

我通过师兄介绍进入了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实

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工作生活交织，关键是热爱

以上访谈内容出自微信公众号“LLM 留学”《LLM 专访第 4 期 | 姚约茜：

编（感叹姚律师对自己的规划）：还是要问姚律师一个

者：李烨茗、朱庭萱

从纽大到顶级外所，再到德和衡合伙人，做热爱的事业，过精彩的人生》作

逐渐加入内所的趋势，这也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势。据说全世界的外国律师都在羡慕着中国律师，因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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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与金融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国内债权境外追索的三种方法与两种路径裁定的展开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STATUS QUO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CHINA

蒋琪

邵晶晶

德衡律师集团总裁，北京德和衡律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国际

师事务所总所主任，擅长业务领域为金

贸易业务部律师助理，擅长业务领域为

融、国际贸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

公司金融、国际贸易、涉外业务。

本部及六大巡回法庭二审、再审案件，贸
仲、
北仲仲裁案件。

越来越多在中国境内产生债务的债务人为躲避国内债权人的追索，将资产转移至境外 ¬——香港、新加坡、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尤为集中，形成较大规模的逃废债，严重损害了国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务人向境外转
移资产的途径包括境外置业、购买境外保险、持有境外股权、设立离岸信托等，手段越来越隐蔽，追索难度也越来
越大。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境内的债权人在追索债权时通常采取三种方法，选择两种路径。三种方法是指仲裁、诉
讼和调解三种纠纷解决机制；两种路径是指在中国境内通过三种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后，持生效法律文书到
境外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香港地区为“认可与执行”），或者直接在境外仲裁、诉讼或调解。一般来说，在境内进
行仲裁或诉讼是债权人的首选救济途径。因为相对于境外诉讼、仲裁程序，债权人对境内民事诉讼程序和境内仲
裁机构规则更为熟悉，且启动相关程序也更高效、便捷。但是这种方法面临国际或区域间司法协助的复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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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效法律文书不能得到境外法院的承认，则会成为一纸具文，无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因此，在特定情况下，直
接在境外申请仲裁或起诉是更加高效的途径。
为此，本文作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涉及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不同法域，对每个法域通过上述三种方法与两种
路径实现境外债权追索进行介绍及讨论。由于这些法域均属于普通法系，因此在相关法律制度上存在一定的共
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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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境外法院申请国内生效法律文书的承认（认可）与执
行

德 · 视点 － OPINIONS

香港、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均属于普通法
关于国内生效法律文书在境外法院申请承认（认可）与执

系，但是又并存成文法，因此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时，存在根

行，现在国际上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司法协助制度，由一系列国

据成文法对外国判决进行登记以及根据普通法将外国判决作为

际公约进行规范，
以减少司法协助过程中的摩擦与冲突。

“债”进行起诉两种途径。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海牙公约》缔约国；

（一）
仲裁裁决与和解协议
在仲裁与调解中，当事人的合意基础都比较高，程序也更加
灵活、简易、高效，讲求意思自治。
依照
《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
仲裁裁决公约》
（以下简称
《纽约公约》
）
，仲裁裁决应在申请承认
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作成，或，仲裁裁决经申请承
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国裁决。由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加
入了《纽约公约》
，因此我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基本上可
以获得广泛承认与执行。
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依据则是《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
及香港有关仲裁裁决执行的法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在香港特区签
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
的安排》
，在保全方面将香港仲裁程序与内地仲裁程序类似对
待，允许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向内地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同
时，内地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亦可向香港特区法院申请强制令以
及其他临时措施。
由此，两地法院将可通过预防性救济措施来保
障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更加有利于债权人实现自己的合法权
益。

我国虽然也是缔约国，但尚未转化为国内法，因此公约尚未对我

解协议公约
（草案）
（
》以下简称
《新加坡公约》
）
，执行和解协议的
一方直接诉诸寻求强制执行的缔约国一方的法院，不用首先取
得法院的违约判决。但该公约不适用于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
法院相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和解协议或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
判决执行的和解协议，及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
协议。
即，
《新加坡公约》
针对由当事人在“完全自由意志”下达成
的和解协议。
该公约将于今年 8 月 7 日在新加坡接受各国签署
加入。
（二）
法院生效判决

只有美国系统地制定了《统一欺诈性转让法》
（UFTA）
，多数州接

境外的情形，直接在境外起诉有时是更高效便捷的方法。若直接

受了该法案。该法案界定了各类欺诈债权人的财产转让行为，扩

提起诉讼，需要寻求当地律师的协助，做好财产调查、申请资产

大了对债权人的法律救助，其最根本的救济是否定欺诈性转让

冻结令等工作，并灵活运用刺破公司 / 信托面纱、欺诈性转移诉

的有效性，撤销转让行为，恢复财产原状，尤其是在涉及债务人

讼等制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破产的情况下。
4

（一）境外诉讼

国生效，我国与美国及新加坡的相关司法协助问题仍依照互惠

1.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原则及各国国内法解决。
所谓 “公司面纱”，即公司作为法人必须以其全部出资独立
内地与香港由于司法制度的差异，在双边司法协助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发布了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
判决的安排》
（以下简称《新安排》），对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
展，两地法院 90% 左右的民商事案件判决将有望得到相互认可
和执行，努力降低当事人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司法成本。在此需
要提示当事人应当注意争议管辖法院条款的起草。虽然香港判
例中对相关条款进行扩大解释，且 2019 年《新安排》对“书面协

地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而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
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与其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当
公司资产不足偿付其债务时，法律不能透过公司这层 “面纱” 要
求股东承担责任。1 所谓“刺破公司面纱”，是指在某些情形下（如
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地位）
，为保护公司之债权人，法院可揭开公
司面纱，否定股东与公司分别独立人格，令股东直接负责清偿公
司债务。2 该制度首现于判例法，1897 年英国著名的 Salomon
v. Salomon 一案是该制度的滥觞。
3

议管辖”的要求更加宽泛，但是，
《新安排》暂未生效，建议债权人
债务人为躲避债务而在境外设立空壳公司以转移境内资

仍需要注意在起草管辖条款时，以明确的措辞指定由内地的法
院对相关争议进行“专属管辖”（Exclusive Jurisdiction）。

产，或者直接通过空壳公司在境外配置资产，是常见的手段。依
照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只能向公司追债，然而空壳公司名

美国与我国之间尚未签订关于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双边协定
（事实上，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均未曾签订此类相互承认
的双边条约），因此我国法院判决在美国的承认和执行，需要依
照美国的国内法操作。在有关外国法院判决在美国境内的承认
和执行的问题上，美国同时存在判例法和成文法。关于司法礼让
及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的通用原则被规定在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

而对于和解协议，依照《2018 年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

考虑到国际与区域间司法协助的困难，以及债务人资产在

难度较大。

制定的《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
（以下简称《统一法》
）内。
美
国各州的司法体系相互独立，州法律均有不同，目前已有 30 多

下资产寥寥；即使要求公司股东按照出资额承担责任，若公司
本身注册资本很低，股东最终承担的责任也很有限。因此，若能
充分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
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存在以下几种情况时，法院会倾向于“刺破公司面纱”：资本

新加坡与我国之间存在《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

该转让财产是否存在潜在诉讼，等等。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设立
境外公司、设立离岸信托（甚至是不可撤销信托）等债务人常用
的逃债方式都有了突破口。
（二）国际仲裁与国际调解
在国际仲裁中，当事人经常选择的仲裁机构包括国际商会
国际仲裁院（ICC）、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SCC）
、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HKIAC）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等。
这些仲
裁机构成立时间较长，仲裁案件量多，仲裁员专业水平高、从业
范围广且经验丰富，有较好的口碑，是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时的
首选。为方便中国当事人使用，SCC、ICC、HKIAC 和 SIAC 都发
布了中文版的仲裁规则，SCC 和 HKIAC 则建有中文网站。因
HKIAC 和 SIAC 在市场上越来越活跃，且与中国地理距离近、法
域内文化差异小，吸引了许多中国当事人，能够提供更适合中国
当事人习惯的争议解决服务。

定。

国预计将加入该公约。
《新加坡公约》在序言中肯定了调解在商
香港、美国、新加坡等作为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刺破公司

在第二十条中已进行了相关规定。
在此制度下，债权人可以穿透
债务人设立的公司，直接追究债务人的责任。
2. 欺诈性转移诉讼

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该《备忘录》在中国法院判决在新加坡承

“欺诈性转移” 也是普通法系中特有的概念。欺诈性转让是

认和执行的根本问题上并无新意，只是重申“可根据普通法的规

债务人为让债权人无法实现对其财产请求而进行的财产转让行

定提出请求，在新加坡法院执行中国法院判决”，但在具体操作

为，典型表现为债务人减少其财产或者降低其财产的价值，使其

请执行的法院所在国是否均为《201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以

层面上，则具有指南的价值。如第 17 至 30 条详细说明了新加坡

财产相对其所负债务而言不合理地减少，如赠予、信托或低价转

下简称《海牙公约》
）缔约国，以及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 “排他性

国内法对于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和要求：申请执行

让等。有限责任制度赋予了责任主体对抗债权人的 “契机”——

选择法院协议”。如果是，则可直接按照公约的规定进行承认与

的中国法院判决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须是无关刑罚、税

债权人只能对特定的财产主张债权，由此就有可能诱使债务人

执行；如果不是，则需要判断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双边司法协助

收或公法，根据新加坡法出具判决的中国法院须对案件具有司

滥用有限责任，欺诈性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当前，欺诈

条约。
如果也不存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则需要依据互惠原则确

法管辖权，判决非系欺诈取得且不违反新加坡的公共政策和自

性转让现象已经引起普遍重视，但各国相关立法都比较零星，加

定是否承认与执行。
所谓互惠原则是指：首先，外国拒绝承认与

然正义原则，新加坡法院不对判决进行实质性审查，执行须通过

上普通法系国家适用判例法，导致中国债权人对相关制度比较

执行本国法院判决的，本国也拒绝承认该国法院判决；其次，本

重新向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进行，多数情况下重新诉讼可申请

陌生。比如新加坡、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仅有一两条成文法的相关

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与外国承认和执行本国法院

获得无需审理的即决判决，等等。

规定，或个别州各自立法，具体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判例中寻找；

国司法主权问题，因此经常会受到政治时局与国际关系的影响，

员或关联方；转让人是否保留财产的收益权；转让行为前后，

关于调解方面，2018 年 6 月至 7 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对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首先通常需要判断作出判决及申

判决的条件必须对等。由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涉及一

素：转让人是否在转让后失去了偿债能力；是否转让给家庭成

员会通过了《新加坡公约》的草案，等待接受各国签署加入；我

2018 年 8 月 31 日，中国与新加坡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

转移的认定主要是采取实质性判断的原则，可能会考虑如下要

司与其成员人格混同、规避公共政策以及税收和破产法等的规

面纱制度已经比较成熟，有大量先例可以遵循；我国《公司法》
约》
，但该条约未将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列入司法协助的范围。

可能以 “欺诈性转移”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美国法院对欺诈性

不足或不实、财产混同、公司未履行必要的正式程序或手续、公

个州采用了《统一法》。
而对于未采用《统一法》
的州而言，则仍适
用美国的判例法，判例法所确立的大原则即是互惠原则。

在特定期限内转移资产到任何资产保护工具的，债权人都

事领域解决争议的价值和替代诉讼的优越性，表达了推动不同
国家接受和解协议以发展和谐国家经济关系的愿景。公约正文
全面阐述了和解协议的国际性、商事性，确立了国际和解协议具
有执行力的基本原则，认可了缔约国主管机关对和解协议当事
人寻求救济的审查权，规范了与《纽约公约》和《海牙公约》相似
的拒绝准予救济的条件以及对条约保留的限制。该公约对于商
事调解的跨境执行问题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将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当事人选用商事调解解决跨境争议的积极性。
三、结语
债权人向境外债务人或将资产转移至境外的债务人进行债
权追偿，的确面临比境内更复杂和陌生的司法环境。
但是通过本
文提出的三种路径与两种方法，在境外追索债权将会有方法可
循。债权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权衡利弊，选择最优方法，以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沈四宝 王俊：
《试论英美法“刺破公司面纱”的法律原则》载于《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2 柯菊：《一人公司》载于《台大法学论丛》第 22 卷第 2 期

二、直接在境外进行诉讼、仲裁或调解

3 Salomon v. Salomon Co., House of lords, A. C.22, 1897
4 王海明：《美国 < 统一欺诈性转让法 > 一瞥及其借鉴》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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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子商务法》背景下跨境电商民事法律责任辨析
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OF CIVIL LEGAL LIABILIT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COMMERCE LAW OF PRC

一、新政策中跨境电商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
根据商务部等 6 部委《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
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及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194 号公告《关于跨

（一）授权不明。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
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二）无权代理。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

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规定，境外进

或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口企业及其境内代理人需承担的义务有很多，包括如实申报
（传

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输“三单”信息）、风险防控、审慎核实、主动报告违规行为以及代
收代缴和补税义务等。同时，新政策规定“双主体”架构并关联相
应民事责任，落脚点也在于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如下：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财发〔2018〕486 号）
（以下简称 《
“ 通知》”）第 4 条：（一）跨
境电商企业：1. 承担商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并按规定履行
相关义务。应委托一家在境内办理工商登记的企业，由其在海关

（三）违法代理。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
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
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四）转委托过错。
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因其转托不明给第
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失，被代
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要求代理人赔偿损失，转托代理人有
过错的，应当负连带责任。

办理注册登记，承担如实申报责任，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监管，并
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此外，根据《侵权责任法》、
《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规定，如委
托代理双方共同侵权行为造成损害，或为非法食品经营行为提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供场所或其他条件的，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 号）
（以下简称“《公告》”）第 31 条：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 是指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
口业务的境外注册企业所委托的境内代理企业，由其在海关办
理注册登记，承担如实申报责任，依法接受相关部门监管，并承

罗建敏

金 耀

担民事责任。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国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

《通知》侧重点在 “连带”，即把境外经营者与境内代理人绑在一

际贸易与海关业务团队执业律师，擅长

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联席主任，曾在

块，责任义务共担，海关总署
《公告》更侧重于法律原则规定，具

对外贸易合规审查及法律风险防控、海

上海、杭州海关工作 13 年，擅长纳税争

体问题具体分析，也说明官方对于 “双主体” 架构的法律后果存

关行政争议解决、
走私刑事辩护等。

议解决、走私案件代理等业务。

在一定分歧。笔者倒觉得，民事责任基于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

使代理权，合理履行代理义务，因此造成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被
代理方承担。如不存在上述法定情形，境内代理人依法可不承担
清关等常规事项，则因商品销售而产生民事争议若由该代理方
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不合适。
三、法律规定中特定民事责任的适用情形
除基本的委托代理关系外，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境内代

即便写明了“连带责任”，如不符合约定或法定情形，直接适用必

理方因其他身份，当出现特定争议情形，也可引发与连带责任相

定出现法律障碍及法律风险，这方面重点应该落在什么情形适

类似的民事责任。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明确电商参与主体责任等方面制定了“游戏规则”，剑指国内电商领域长期存在的

用连带责任或是民事责任、该怎样承担，而不是具体哪种形式。

“短板”。
同时，新
《电子商务法》
通过设置专章，首次将“跨境电商”规定纳入国家法律层面，虽不涉及具体

相比《电子商务法》
，上述两份部门文件（实质为部门规章）的陈

细则，也发出了以合规合法促进国内跨境电商产业健康发展的强烈信号。
实际上，自 2012 年底国家启动

述较为粗略，语焉不详更易引发争议，会使国内消费者产生“先

跨境电商业务试点以来，经过 6 年多的探索，跨境电商有效地发挥了满足国内更高品质需求、吸引海外消

找国内代理负责” 的观念。
特别是近年来因购买使用国外商品而

费回流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打击“代购”等灰色交易、保障国家税收安全等方面，基本体现了政策制定的

引发的消费者维权争议层出不穷，“连带责任” 等用词更易触及

目标。
跨境电商也以年均超过 20% 的增速，日益吸引了市场越来越多的创业创新者以及资本资金的关

消费者敏感神经，如果仅以文件规定向法院主张诉求，最终因主

注，也成为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新亮点。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18 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

体不适格或法律依据错误得不到支持，给官方政策公信力造成

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 1347 亿元，同比增长 50%。伴随跨境电商产业在国内外经济交往中占比逐年增

损害，更加得不偿失，也会白白增加不少参与企业的合规成本。

大，
其政策导向也逐步由试点初期的鼓励支持、改革创新向注重风险、
依法经营方向调整。

定，境内代理方在授权范围内，按照委托权限或被代理方指示行

连带责任，比如境内代理方仅代为办理国内主体资质报备、申报
可以看到，同样要求的两份文件关键用语不尽相同，6 部委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的
《电子商务法》正式施行，新法历经“五年、四审、三公开”，在依法纳税登记、

故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若双方对责任承担形式没有明确约

二、境内代理方并不必然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2018 年 11 月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隆重举办的红利效应下，结合新《电子商务法》，商务部等六部

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连带责任体现在追加履行主

委制定公布了《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财发〔2018〕486 号），明确了

体及扩充履行途径，比较典型的如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或出

自 2016 年“4.8”新政过渡期结束后国内跨境电商业务的监管要求。相比以往“4.8”新政最为明显的调整，

现法定归责事由。在跨境电商最新政策规定中，境外进口经营企

是明确了跨境电商各参与主体的资质要求，其中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经营者，规定应是境外注册公司，并

业与境内代理方本质上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

在实践中，如境内代理方以明示或足以让消费者相信其具
有生产商或销售商代理的身份，基于一般人理解或经验判断，出
现法定争议情形，可适用特定民事责任。
结合一些案例可总结出
以下情形：
一是属于境外生产商或销售商的国内分支机构。比如公司
名称与国外母公司相关联、由国外母公司独资设立等；
二是代理经销商。如签订境内代理销售协议、对外声称具有
代理销售权、展示品牌授权书等许可文件、直接或代理与消费者
订立电子商务合同等；
三是明示信息。
如在商品外包装、中文标示、商品说明等包
含代理公司名称、网站认证备案、商业发票等主体信息均为代理
方等；

须委托境内代理企业开展相关业务，即业内通称的“AB 双主体”架构。为何采取“双主体”架构？笔者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若

四是其他足以让消费者相信其属于实际经营。如在境内代

其政策意图：一是还原跨境电商进口消费本质；二是适应新《电子商务法》
实施的要求，通过设置“双主体”

干问题的意见》第 81 条的规定，因代理而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

理方自建网站或网店中展示境外商品、没有显著标识区分、购买

明确承担的法律责任，更好地保障国内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其中第二点尤为关键，有助于推动解决国外商

任有以下几种情况：

款项支付给代理方账户、
发货人为代理方等。

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风险及退换货难题。
但“双主体”是否是“双保险”？举个典型的例子，若国内消费者在
购买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出现问题该如何维权或索赔？笔者认为不能简简单单从官方的文件中得出依据，
而应基于国内法律规定具体分析“双主体”背后的实质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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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平台经营者“兜底”规定是否属于民事责任范畴
在 6 部委《通知》中规定，跨境电商平台应建立消费纠纷处
理和消费维权自律制度，消费者在平台内购买商品，其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时，平台须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履行
先行赔付责任。
但 “先行赔付” 怎么用？是强制性行政管理要求
还是民事责任规定？实际上，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没有“先行赔
付”的直接规定，
《电子商务法》
中也仅规定消费者要求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
规定。

德 · 视点 － OPINIONS

些主流电商平台均设有先行赔付条款，应及时了解争议解决规
则，要求披露与争议相关的商家信息，防止约定权利到期。
结语
海外购维权难一直是通病，笔者一直认为，既然政策设立
“双主体”架构，意在解决这一顽疾，境内代理方应有关于注册资
本、实缴出资、股东身份、经营资质等更具体的要求，否则容易造
成潜在风险，如销售额过亿的境外公司委托一家注册资本仅 10
万元的境内代理，按现行政策合法并肯定不合理。所以，通过规
定把境外主体责任关联到境内代理方，更重要的是把承担责任

故笔者认为《通知》中的 “先行赔付” 更接近于行政管理要

的保障落实在国内，在这点可以有进一步完善空间。

求，即要求电商平台建立相关制度，没有落实的需依法承担行政
责任。
消费者直接以
《通知》
规定，主张电商平台承担先行赔付责
任，须先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体要求。
关于这里的 “先行
赔付”不能等同于电商平台予以“兜底”，应明确：一是电商平台
对消费者的承诺或协议约定；二是消费者联系商家维权是前提；
三是电商平台符合要求或合理履行义务，也可能拒绝先行赔付；
四是如主管部门强制电商平台 “先行赔付”，很可能引发行政诉
讼。
五、
律师建议

“暗保”—让我如何来爱你

目前跨境电商最新政策设置的 3 个月过渡期已过，但对于

“UNDISCLOSED GUARANTEE"-HOW DO I LOVE THEE ?LEGISLATION

官方认可的境内代理方，尚未出台统一规定或细则说明。笔者认
为仅依照现有《通知》及《公告》
，接下来因境内代理而引发消费
者民事争议的纠纷必定增多。
如何避免不利后果及责任，结合文
中介绍分析，
建议：

2016 年 4 月 8 日财政部《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6〕18）正式施
行，规定跨境电商由征收个人行邮税改为“关税为零、增值税消费税按 70% 计征”的模式，同时实施

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

明确授权事项、范围、期限、形式、解除等具体内容，避免因授权

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

不明承担连带责任。二是授权事项与代理身份相匹配。合理披露

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

代理信息，如仅代理申报、代办事务等单一事务，应注意授权权

费者损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限，切记随意借境外委托方名义开拓市场。
三是慎重约定连带责

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0 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

任。
委托代理双方除依法承担民事连带责任外，还可约定履行连

售者要求赔偿。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带义务的情形，但需极为慎重，必要时可设置保证金或商品质量

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

来说，严格按照
《电子商务法》
规定核实经营者信息，即便要求经
营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也要做好风险隔离及预防，如按照商品
销售额确定一定比例的风险担保金。
最后，对消费者来说如发生消费维权争议，建议：一是选择
很重要。
可基于违约，也可是侵权，选择对个人有利的依据或举
证方式，不一定非主张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由，证据是关键。二
是向境内代理方主张权利最经济，但要确认并提供符合法定情
形的证据，如无权代理、存在过错或代理身份误导等，以证实消
费者确信境内代理方是适格责任主体。三是维权有途径。目前一

资产往往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三个基本要素，而关注上述三要素的核

比如《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

一是委托授权要明确。
即境内外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须

责任保险予以保障。
四是主体审核万不能 “走过场”。
对电商平台

在目前市场上的类固收类产品中，产品的发行人、交易对手与底层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正面清单，称为“4.8”新政。

心要点又集中在作为投资者本金及收益获取之根本的还款来源。金融
产品投向的底层资产或最终融资人无疑是产品的第一还款来源，除此
之外，在产品的风险控制措施中存在担保措施的担保主体，就构成了产
品的第二还款来源。对于产品中担保措施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情况，将
直接关系到在第一还款来源发生风险时产品是否可以通过第二还款来
源给付投资者的本金及收益。
我国物权法与担保法等法律及其配套的司法解释等已经对包括抵
押、质押及保证等担保措施应如何运用做了系统的规定，然在投资实践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

中，投资人往往会遇到担保人提供 “暗保” 的情形。
为此，本文拟对 “暗

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保”展开相关分析，以期帮助投资者规避因此引起的担保风险。

《产品质量法》第 42 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

“暗保”并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实践中提供“暗保”主要有

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

俩种形式：第一种是公司未经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第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
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与之相关的内容可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

黄贤文

二种是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后未按相关监管规定对外公告。其之所
以会被称为 “暗保”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上述公司存在程序性瑕疵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

出具的担保文件（实践中大多数情形下体现为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担保

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

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常务副主任，擅

函）往往由发行人和担保人共管，不向投资人公示或通过其他途径公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长银行、保险、信托、融资租赁、保理、财

开，由此更在形象意义上构建出“暗保”的形式。

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 网络

富传承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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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经内部有权机构决议向外出具担保
一般而言，公司对外出具担保，需经公司有权机构
（如股东
会、董事会）
作出决议，该决议即为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前置审
批程序。在未经该前置审批程序下公司对外出具担保效力的认
定，
最高院通过司法审判的实践也呈现出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在 2019 年之前，最高院关于此问题对外解释的基本口径
为公司法赋予了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虽然
《公司法》
第 16 条规
定了“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并无公
司违反该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
定，同时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人员的行为往往构成法律上的
表见代理关系，另从维护市场交易稳定和保护相对人的角度出
发，不因直接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公司在此情况下仍应承担担
保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
然而，2019 年 2 月在最高院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法官会议纪要——追寻餐盘背后的法理》中《公司对外
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与效果归属》
中，其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了一
些修正，最核心的部分体现在如果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公司担保
权人在接受公司担保时未对前置审批程序履行必要的形式审查
义务，则其将不被视为善意相对人，该担保行为由此将不对作为
担保人的公司发生效力”。
在此，最高院提出了“形式审查义务”、“善意相对人”等两个
判断担保行为是否有效的维度。只有担保权人在同时满足上诉
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能使未经前置审批程序的公司担保行为发
生约束担保人的效力。
结合最高院的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投资实践中，
机构投资者是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的主体，其理
应在业务实践中履行相关的 “形式审查义务”，而作为个人投资
者而言，需结合其具体的投资经验及风险测评情况予以分析，但
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而言，也希望各自然人应将其作为一条投资
纪律和注意义务谨记在心，以避免届时产生的举证风险。同时，
对于形式审查义务履行的标准，应控制在投资者通过公开途径
查询或担保人提供的相关材料
（如公司章程、会议纪要、股东会 /
董事会决议等）
范围之内，只要投资者审查了该类文件，且文件
的形式要件符合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即可。至于如果
因文件本身存在瑕疵
（如文件系作假或伪造、文件存在可被撤销
的原因的等）
而可能影响担保效力的，只要担保权人对相关瑕疵
在签署担保合同时不存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情形的，担保权人
即可被认为是 “善意相对人”，结合其事先审慎履行的形式审查
义务，
法院将不支持公司提出的担保合同无效的主张。
二、
上市公司违反公告义务出具的担保
上市公司作为其发行股票可以在公开市场交易的主体，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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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证监会历年来发布的《关于上市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关

信用证贸易融资业务洗钱风险分析
ANALYSIS OF MONEY LAUNDERING RISK IN L/C TRADE FINANCING BUSINESS / XUEHONG WANG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规定，均对上市公司的
担保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其中的内容涉及上市公司出具
担保的各个环节。
同时，作为法律渊源最高层次的法律层面的《证券法》明文
规定了上市公司在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一、典型案例分析——青岛港“德正系”信用证诈骗案件

影响的重大事件且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
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一）案情介绍

报送临时报告，上述 “重大事件”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订立重要合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 4 年后对

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以

被告单位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被告人陈基鸿等人合同诈骗、信用证诈骗

及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等。

等案一审公开宣判，数罪并罚。法院经审理查明：陈基鸿于 2004 年 9 月注

因此，对于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须履行对外公告义务应是法

册成立德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基础，先后实际控制经营 60 余

律和监管规定的应有之义。在上市公司采取 “暗保” 的形式提供

家境内外公司（下简称“德正系”）。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德正系”

担保但不对外公告的情况下，如果其担保行为符合《证券法》规

明显不具备还款及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为持续获取资金，按照陈基鸿的

定的，明显存在着因担保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指使、授意，被告人江平等人采取重复编排货物信息、私刻印章等手段共同伪

而被宣告无效的风险。即使该行为因不构成 “重大事件” 而不被

造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公司氧化铝、

直接宣告无效的，也存在着因违反监管机构发布的监管规定而

铝锭、电解铜仓单、转货证明等货权凭证，并使用伪造的货权凭证欺骗在国际

被认为违规，进而导致担保效力待定的风险。而在现有的司法实

上具有较高信誉的仓储监管公司出具监管仓单，或者通过贿赂行为获取内容

践中，法院判断上市公司担保效力的考量维度，除了看其是否履
行了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之外，还将结合上市公司是否已按法

王雪虹

虚假或超出库存数量的仓单、核库确认书等证明文件，并利用上述虚假的仓
单或证明文件，以“德正系”名义与大量国内外公司签订销售、回购合同，或欺

律法规的规定披露相关信息从而进一步核实上市公司担保行为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

骗其它公司为“德正系”提供担保等方式，骗取多家公司资金共计 123 亿余元

的真实有效性。
同时，对于发行人与担保人共管担保函或担保协

业律师，擅长国际国内贸易纠纷及复杂

（其中 2.7 亿余元未遂）
；此外，还通过重复质押或将上述伪造货权凭证质押

议原件行为的本身，在发行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担保人的

商业和金融领域案件的诉讼和仲裁。

上市公司未履行公告义务的情况下，对发行人是否构成“善意相

资金大部分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利息和其他到期债务。

对人”，势必也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尤其是在目前发行人均
是专业投资机构的前提之下。
综上，对于“暗保”而言，作为担保权人的金融产品发行人，
其可以较为便捷地拿到担保协议或担保函，并可以此为依据丰
富其风控措施，也可以更方便地让其面对投资者开展募资工作，
由此其往往成为某类发行人的“最爱”。但另一方面，若其未能按
照相关规定履行善意相对人的审慎审查义务，可能影响担保本
身的效力，万一发生风险产生“脱保”风险，最终买单的必将是产

于银行等方式，骗取 13 家银行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共计 36 亿余元。
上述

国际贸易的主体多、交易环节复
杂、时空跨度大、国内法与国际法 ( 包括
国际条约、公约、惯例等 ) 有兼而适用等
特性，加之联手打击跨国洗钱犯罪的国
际司法援助制度的不完善，国际贸易成
为不法分子青睐的洗钱工具，成为跨境
洗钱的首选途径。

（二）虚假贸易背景下利用远期信用证进行贸易融资的业务模式
青岛港“德正系”事件之严重，一是在于虚构贸易，二是在于伪造仓单。
前
者否定了贸易融资的前提，后者架空了贸易融资的资产，贸易融资的自偿性
因此落空。与之相应，就会出现资金流向失控和还款来源失控，这是必然的结
果。根据 “德正系” 涉及的相关远期信用证案件，在虚假贸易背景下利用远期
信用证进行贸易融资的业务模式为：
德正系指定的境外公司通过远期信用证贴现获取融资：德正系国内公
司向国内银行申请开立 6 个月远期信用证给德正系指定的境外公司；境外

品的最终投资者。因此，投资者对于实践中接触到的 “暗保” 形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支

式，切忌存在侥幸心理，须进一步向产品发行方了解与“暗保”相

付、结算、融资方式，顺利实现资金从付

关的信息，一旦发现其中存在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潜在风险，应

款方到收款方的转移。基于信用证交易

德正系境内公司获取境外资金：德正系国内公司将收到的信用证下的

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逻辑，从而避免给自身带来潜在的风险。

的洗钱就是利用表面上合法的国际支付

货物仓单（虚假仓单）以转口贸易形式卖给德正系境外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关

手段来掩饰资金的来源与去向，进而达

联公司；关联公司再将该仓单出售给最初向德正系销售有色金属的境外公

到洗钱的目的。本文通过对信用证这一

司，境外公司将从议付行贴现获取的信用证下款项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支付给

贸易支付方式来剖析洗钱的具体运行模

德正系境外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关联公司作为“对价”；最后这些香港、新加

式和风险，并研究反洗钱风险管理应对

坡等地的德正系关联公司以 T/T 付汇方式将收到的款项向德正系国内公司

策略。

支付，完成一个资金循环。

公司将信用证下全套单据原件（包括虚假仓单）交境外议付行贴现获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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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流程的关键目的就是利用远期信用证承兑贴现和实

即期信用证是指受益人根据信用证的规定，可凭即期跟单

际还款之间的 6 个月的时间差，利用国内和国外买卖双方的合

汇票或仅凭单据收取货款的信用证。优点是受益人收款安全迅

谋，伪造虚假单据，通过贴现骗取银行融资转入境外卖方，然后

速。大额交易一般都是分期付款，以便减轻付款人资金周转的压

再通过第三方交易的方式将资金支付给国内买方德正系境内公

力，但是犯罪分子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尽快转移资金，避免相关部

司（开证申请人），这部分融资的一种洗钱方式是重新进入境内

门察觉。所以即期信用证洗钱的可疑特征是一次性大额支付货

进行合法投资，另一种洗钱方式是投入到高风险的投资市场中

款。

获取暴利，当 6 个月信用证即将到期的时候再偿还。
这种操作

（二）通过远期付款信用证进行洗钱

使银行无法追踪到国内的买方即开证申请人的非法资金来源，
资金跨境时不会留下犯罪份子信息的痕迹，具有逃避反洗钱系
统监测的功能。

在远期支付方式下，开证行或其指定的付款行在收到相符
交单后先行承兑汇票，并按照汇票载明的期间付款。
远期信用证
中如果出口商或持票人急需用资金周转，也可以将承兑远期付

（三）信用证本身具有的特点被洗钱犯罪所利用
青岛港 “德正系” 信用证诈骗案件深刻反映了信用证本身
具有的特点被洗钱犯罪所利用：
首先，对于信用证的表面真实性的特点，根据 UCP600 第
34 条规定，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凭单据不问货物，只要
“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就应无条件支付货款。至于单据记载
的内容是否真实与银行无关，银行没有审查的义务。众所周知，

款的汇票背书后转让给银行由银行贴现。远期承兑汇票的产品
设计本来是用于给出口商周转融资资金为目的的，但这种产品
设计也是存在洗钱风险的 , 远期信用证有掩饰跨境资金来源的
作用，出口商 ( 合谋洗钱人 ) 可以在交单时要求银行贴现票据
提前套取资金，而汇票到期后再由进口商用非法资金来偿还信
用证付款，就可以实现非法资金的跨境。
所以，远期信用证承兑
汇票的产品设计是有一定的洗钱风险隐患的。
（三）
通过循环信用证进行洗钱

信用证付款机制下银行从单据表面无法识别和防止虚假贸易背
景的发生。信用证交易的这种特点就为洗钱者提交虚假单据进
行洗钱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青岛港 “德正系” 信用证诈骗案件
就是因为信用证交易中对部分重要单据的审核、批注等把关不
严或者银行间缺乏有效沟通等原因，上演了骗贷和重复融资的
连环骗局。
其次，对于信用证的独立性的特点，根据 UCP600 第 4 条
规定，信用证虽然是根据买卖合同开立，但信用证开立之后，可

循环信用证是指可以多次使用，即每次使用后又可以恢复
到原金额再次使用的信用证。这种类型的信用证开一次就可以
多次使用并且方便快捷 , 省去了反复开立相同信用证的手续，
但是这种产品的设计也是非常容易被洗钱者所利用。最明显的
可疑行为特征就是长期用偏离货物正常市场价格的超低价格出
口或用超高价格进口虚拟货物，完成信用证项下非法资金从资
金到货物的转换形式。

以成为平行于交易合同以外的约定。银行无需去查证其交易的

（四）
通过可转让信用证进行洗钱

真实背景，所开出的信用证中即使对合同上的内容有所引用，也
是不受合同所约束。UCP600 其实是保护了银行的利益，使银
行在信用证业务的处理上可以从合同的履行纠纷中独立出来，
不受其影响和伤害，确保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运营。而信
用证的这一独立性也很容易被洗钱集团所利用，对于一个较成
熟的洗钱集团来说要伪造贸易背景或者是伪造贸易项下信用证
单据以此达到资金非法转移的目的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信用
证的付款只以“单证相符”为条件，这就给洗钱犯罪提供了便利，
洗钱者可以通过合作开立虚拟贸易背景的信用证，转移犯罪非
法所得，利用信用证的这一独立性的特点，在根本没有发生真实
交易事实的情况下将赃款洗净。信用证的这一 “单证相符” 的独
立性特点不仅保护了银行的利益也保护了洗钱集团的利益。
二、
基于信用证交易洗钱的种类
信用证种类繁多，产品设计也各不相同，所带来的洗钱风
险也不同，所具备的洗钱功能也不同。

可转让信用证是指开证行授权通知行在受益人的要求下，
可将信用证的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第三者，即第二受益人的信
用证。一般来说，可转让信用证只能转让一次。
但根据 UCP600
的规定，只要信用证允许分批付款或分批装运，第一受益人可以
将原信用证部分地转让给一个以上的第二受益人，只要其总和
不超过信用证金额，该项转让的总和将视为一次转让。
洗钱者可
以充分利用 UCP600 赋予受益人的这种权利，通过多次分批发
货，多次转让等方式进行操作，以此来掩饰“脏钱”的性质和来
源，使之以貌似合法收入的身份混入金融系统，最终达到洗钱的
目的。
（五）通过背对背信用证进行洗钱
背对背信用证是适用中间商经营进出口业务的需要而产
生的一种信用证。进口商需要进口商品，寻找货源，而制造商或
供应商需要开拓市场，寻找客户。
中间商有信息上的资源所以将
二者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来讲，背对背信用证是为中间商保留商

（一）通过即期付款信用证进行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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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操作方式是购货方即开证申请人与中间商即受益人

泥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如果银行有合理证据怀疑该笔信用

仅山东就有多家 “德正系” 的企业，银行并未在企业间发现

一个物流或仓储企业，由于直接与货主接触，利益捆绑过于紧

签订贸易合同并开立信用证，此证为背对背信用证的母证，然后

证有洗钱嫌疑，即使表面上“单单相符、单证相符”，开证行有权

其关联性，也未使用集团客户授信的模式，造成集团授信规模失

密，在没有第三方有效制约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货主收买，与货

中间商再寻找供货方并以母证为保证做抵押在其他银行或者母

拒绝付款。国际惯例 UCP600 及国内相应立法应该对此加以规

控。而在落实担保时，担保企业大多为集团内的关联企业，导致

主合谋，肆意践踏银行的利益。通过青岛港“德正系”案件我们深

证通知行开立新的子证，此时中间商为开证申请人，真正的供货

定，以努力达到确保信用证的独立性与顺应全球反洗钱大趋势

担保手段失效。

刻意识到落实货物监管的重要性。比如：金融机构之间应主动

方为新受益人。供货方不知道此证为背对背信用证。由于背对背

的统一。应明确规定，当银行知道、怀疑或者有理由怀疑当事人

信用证维护了中间商的商业秘密 , 所以它对洗钱集团是有诱惑

信用证涉嫌伪造：申请人隐藏或掩饰不法收益、开证资金系非

力的。洗钱者很容易以中间商的身份利用背对背信用证的隐秘

法所得、行为人利用银行来进行资金的跨境流动时，就可以行使

性通过操纵母证和子证之间的不同的开证金额差来清洗非法收

拒付权，并同时对信用证项下的基础合同和贸易事实进行调查，

入，最典型的操作手法是中间商可以通过高价出口帮助国外进

以杜绝虚拟信用证交易洗钱。同时，要明确银行对提供可疑洗钱

口商实现异常资金的流入。同时背对背信用证的子证开证行与

信息的免责条款。

新受益人完全是一笔新的独立业务。子证开证行对新受益人付

（二）建立银行内部的反洗钱制度，健全风险控制体系

4、从结算方式分析，在德诚矿业的上游企业都是一些国际
知名的贸易公司，采用信用证作为结算方式。其主要的下游公司
是几家不知名的企业，使用的却是 90 天后 TT 汇款的方式。对于
这种不知名的小企业如此信任，采用风险很大的类似于赊销的
结算方式，只有关联企业才有可能如此操作。如果其下游是关联
企业，就可能涉及到虚假贸易骗取银行资金的行为，通过对结算
方式的逻辑推断，同样能够找到问题所在。

款，新受益人不知道是背对背信用证，信用证的表面上也不注明
是背对背信用证以及母证申请人是谁，只有中间商和新开证行
知道事实真相，原开证行、原进口商可能也不了解原证用于作为
背对背信用证的抵押物，这样也就使原开证行不确定最后付款
资金流向哪里，撤底切断了资金链的链接，对反洗钱监管部门跟
踪资金流向形成障碍，保护了洗钱分子资金流向秘密，同时又使
非法资金通过银行的介入而使其表面合法化，实现了成为秘密
操作洗钱的平台。

加强信息交流，防止多头过度授信风险的情况发生。控制伪造仓
单，主要是从仓储监管信用体系的建立入手：简单者，如建立仓
储企业评级体系并核定授信仓储限额；复杂者，如建立动产质
押平台；综合者，如建立交易所平台和交易市场平台等。
（三）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鉴于信用证的跨境、跨行交易的性质，要加强银行间的信息
沟通，寻求遵守银行保密法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统一。
同时，要

沃尔夫斯贝格集团 2011 年发布了《关于信用证的反洗钱指

5、从交易模式分析，通过对基础合同的审核，可以发现上游

建立和完善信用证洗钱的司法救济制度。由于洗钱行为的隐蔽

引》
（AML Guidance in Relation to Lettersof Credit）针对信用

的采购合同和下游的销售合同都是同一天签署的，销售价格永

性，发现洗钱犯罪是很困难的，非法资金的跨国流动，更为洗钱

证业务的申请人、受益人、开证行、通知行等主要的当事方，提出

远稳定的高于采购价格。大宗商品是一个价格波动很快的行业，

犯罪的预防与打击增加了难度。因此，在反洗钱的斗争中仅靠一

了尽职调查、审查、核对、监控等控制措施的具体运用，以期对银

而且上下游是两个独立的实体，永远保持相同的差价在实务操

国掌握的线索很难进行下去，必须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反洗钱组

行的信用证业务提供反洗钱指导。既然信用证付款机制下银行

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付款的角度来看，下游企业基本上从未

织建立起经常性的信息交流及沟通制度，交流洗钱犯罪信息和

从单据表面无法识别和防止虚假贸易背景的发生，开证行等银

出现过迟付的现象，这在使用 TT 汇款为结算方式中也是非常罕

经验，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行金融机构在受理信用证项下融资申请时，客户经理应加强对

见的，在银行集中化操作的信用证模式下也会偶发迟付的现象，

基础交易多方面的调查、
分析，加强对基础交易的审核。

如此“守规矩”的 TT 汇款应该引起注意。

（六）
通过对开信用证进行洗钱
对开信用证是指贸易双方各自开立以对方为受益人的信用
证，要求贸易双方都必须承诺购买对方的货物，一方出口，另一
方就必须承诺进口对方的货物，并且双方开证的金额大致相等。

在此次的青岛港 “德正系” 系列案件中，如果我们用常规思

6、从落实货物监管的角度分析，本案例中最大的问题就出

维去看待贸易方式并不能发现什么。但是通过仔细审核商业模

在虚假仓单的重复骗贷问题，而在为德诚矿业批复授信额度时

式、上下游交易、结算方式等交易细节，准确把握贸易融资的风

也提出了货物的第三方监管，由于客户过于强势只好作罢。
单独

险特征，就有机会把风险扼杀在摇篮当中：

这种信用证适用于易货贸易、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
业务。
但这种产品设计也很容易被洗钱集团所利用，洗钱者以进
出口商的名义合谋开立对开信用证后，通过制造虚拟贸易或者
缮制虚假单据来实现资金的来回转移，完成洗钱，模糊资金运动
留下的痕迹。如果此类信用证开立并付款后一定时期内根本无
易货交易的发生，
就有洗钱的风险和嫌疑存在。

1、从商业逻辑上分析，德诚矿业是一家在大陆注册的公司，
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的转口贸易。从事转口贸易的公司其实类似
于我们早些年所讲的 “皮包公司”，自身并不从事生产加工的工
作，而是利用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空隙及自身的社会资源进行
套利。但是德诚矿业的上下游均为香港、新加坡公司，放在真实
贸易中并没有渠道或资源优势，不能在转口贸易的价值链上发

三、完善法律制度、健全银行合规建设、加强国际合作，
预防和打击信用证洗钱犯罪
（一）
建立信用证洗钱例外原则

挥无法替代的作用，此时我们应注意是否为关联企业利用虚假
贸易背景套取银行资金。
2、从企业战略上分析，德正集团近年来逐步从电解铝加工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也会有例外的原则，在信用证存在欺

行业转换到转口贸易和房地产行业，而它旗下从事转口贸易的

诈的情况下，开证行或申请人有权拒绝付款，这就是信用证欺诈

公司同样是德正集团在银行的主要客户，从中银行应敏感的察

例外原则。信用证欺诈例外实质上既维护了信用证赖以存在与

觉到其布局的目的有可能是利用转口贸易从银行套取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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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案例看电商平台的相关责任问题
VIEWING THE RELATED RESPONSIBILITY OF E-COMMERCE PLATFORM FROM A CASE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 “必须共同进行诉
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也就是说，既然消费者认定是浙江淘宝，那么可以直接以浙江淘
宝为被告。在庭审中，被告自然会为此进行分辨，比如，本案中被
告浙江淘宝认为天猫国际不是浙江淘宝旗下的，所以浙江淘宝

北京德和衡
（深圳）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业律师，毕业于北
京大学，英语专业八级，是深圳首批涉外人才库成员，擅长涉外民
商事诉讼及仲裁业务、
企业劳动用工等专项法律事务。

作为被告主体资格不对。
这种情况下，那么不管是依据当事人申
请，还是法院依据职权，都应该把天猫国际的经营者也就是淘宝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控股）追加为共同被告。
司法
实践中，法院一般倾向于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来追加被告。

CASE：2016 年 6 月 18 日，原告赵某通过手机淘宝 APP

三、电商平台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在“organikr 海外专营店”购买了“英国进口薰衣草茶”共 15 盒，
每盒单价为 38.80 元，共计 651.15 元 ( 含进口税 69.15 元 )。订
单页面中，涉案商品的下方有“天猫国际”的标识。赵某认为，我
国卫生部门曾于 2015 年 3 月 9 日作出过关于薰衣草不能作为
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说明，本案德涉案商品系从斯里兰卡进口，
并非英国进口，商品上也没有标注生产日期。故赵某诉至法院，

众所周知，电商平台提供者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构建者与所
有者，其并不直接参与买卖双方
（消费者与销售者）的交易活动，
是独立于买卖双方的中介。但在实践中，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所
产生的纠纷往往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
么，这种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我们首先看法律条文的规定：

要求返还货款及十倍货款的赔偿金等。

孔霞

那么，哪个法院有管辖权？电商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赵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13 修正）第四十

某的请求有没有道理？该不该支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

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

一一进行分析：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
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
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追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

一、
先从管辖法院来说
首先，双方的 “淘宝服务协议” 第十条约定注明了 “有关争
议，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约定
是有效的吗？看来这个服务协议条款是双方都认可的，好像是
应该有效的，
但是，
我们还要看法律条文是怎么规定的：
《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 “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
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
张管辖协议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经营者不得
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
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因此，作为消费者可以

首先，从这个条文里可以看出，网络交易平台应该提供销售

行管辖。对于本案来说，赵某购物约定的收货地也就是合同的履

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如果不能提

行地，所以，本案是由收货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进行管辖。

供的话，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因为这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交易

在袁某诉亚马逊卓越有限公司案（（2018）湘 05 民辖终 27 号）

平台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中，作为经营者的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虽然在其网

其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消费者作出的承诺，属于是一

络交易平台的使用条件中设有管辖条款，并在文字方面突出了

种约定义务，必须依约履行。一般只要消费者注册成为该网络交

提示，但没有采取显著方法提请消费者注意，所以，这个案例中

易平台的用户，并通过该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即成为该义

涉及的管辖条款仍旧是无效的。

务的权利人。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在该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

二、电商平台到底是谁？
原告赵某是通过手机淘宝 APP 购买的进口薰衣草茶，所以
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淘宝”）无可厚非。但

制交易。
”

是，如果浙江淘宝认为旗下只是经营淘宝网，而赵某购买的薰衣
看完以上两个条文的话，法律专业人士会认为首先本案中

草是天猫国际，那是不是赵某起诉浙江淘宝就错了呢？

的“淘宝服务协议”是一种格式合同。
其次，这个格式条款没有以
合理方式提请用户注意协议管辖条款，而且呢，这个约定是对消
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约定，属于不合理地加重了消费者的诉讼
负担，因此，“淘宝服务协议”约定的管辖对消费者是不发生法律
效力的。
那么约定管辖无效的话，到底由哪个法院管辖呢？依据

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选择在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由合同履行地对案件进

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

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

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8 修正）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
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接到消
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
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
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生产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
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
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
通过以上两个法律条文可以看出，消费者有权依法主张自
己的权利。但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是主张三倍
的赔偿金，还是食品安全法里规定的十倍价款的赔偿金，只能是
具体案情具体分析。本案中，赵某购买的 “英国进口薰衣草茶”，
这个简单的 “英国进口” 不能说明原产地是英国还是斯里兰卡，
而案件中的薰衣草原产地是斯里兰卡，而原产地和进口国并不
是一个概念。但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个一般人的理解 “英国进口
薰衣草”至少应该是从英国进口，只是案件中因为没有追加到实
际经营主体，所以无法核实。此外，对于产品的实物外包装上的
“08/2018” 的字样以及保质期等也因为没有实际经营主体无法
核实到底是否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
而对于网路交易平台来说，根据刚才的分析，在网络交易平
台能够提供经营者信息等基本情况下，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
求平台对经营者经营的商品进行实质审查与核实义务。
所以，本
案原告赵某的请求虽经法院一审、
二审，
终被驳回了诉讼请求。
小结：不管是对于消费者维权，还是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来
说，对于海量的网络交易行为，只能要求交易平台审慎的审查经
营者的基本信息，而消费者尽量睁大眼睛，真的遭遇侵权时要证
据充足才能实现自己的诉求。此外，消费者要注意的是，除了将
电商平台列为被告外，还应该把实际经营主体列为共同被告。

接受服务而受到损害时，便有权请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
违反其约定义务的民事责任。相反，在平台没有作出更有利于消
费者的承诺的情形下，消费者就没有权利要求平台承担违约责
任。
四、关于消费者的权利和主张

对于通过淘宝网购物的普通消费者来说，实在分不清淘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13 修正）第五十

还是天猫国际？对于通过京东 APP 购物的消费者来说，也分不

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

清京东叁佰陆拾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京东，还是 JD.com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参照：

International Limited 旗下的京东全球购。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沪 0104 民初 29132 号

到底该怎么确定电商平台的主体资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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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非法支付结算业务的刑法规制
THE REGUL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OF CROSS-BORDER
ILLEG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BUSINESS
一、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从无到有”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刑事业务团队执业律师，北京市律师协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非法经营罪中四项严重扰乱

会商事犯罪与辩护委员会律师，
擅长刑事案件的辩护与代理，
行政复议与诉讼，
重

市场秩序的情形之一。但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了

大刑、
行交叉法律问题综合处理。

一个 “从无到有” 的过程。非法经营罪是 97 年刑法典在废除投机
倒把罪之后新设的一个罪名。在最开始的刑法条文设计中规定

跨境支付结算业务，是支付结算业务的细分领域，因其服务的是跨境贸

王玉涛

了三项非法经营行为，但是除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

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实施
（一）
提供资金账户
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
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协助将资金
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来源和性质的。
显然，洗钱罪中列举的这五类掩饰、隐瞒行为，任
何一类都可能是跨境贸易中支付结算业务的具体化。
因此，洗钱
罪与支付结算业务具有天然的联系。
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

易，与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直接挂钩，所以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金融的稳定。

经营行为”这一兜底条款外，其他两项都不涉及非法从事资金支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新时代，跨境支付结算领域已经是国家重点监管

付结算业务。经历了 1999 年 12 月 25 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的区域。97 刑法颁行时对此类业务中的犯罪行为关注不够。随着我国电子商务

2009 年 2 月 28 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的系列修订之后，

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的提升，支付结算的便捷性与跨境贸易的繁荣，在跨境支

非法经营罪的第三项行为变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

需要指出的是，97 刑法颁行时，洗钱罪附属的类罪只有毒

付结算业务中出现了很多非法支付结算、非法买卖外汇等破坏金融秩序的行

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

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通过
《刑法修正案
（三）》、
《刑法修正案（六）》
的不断扩充与修正，才由最初的三大

为。刑法也通过不断的修正来完善对此类业务的惩治。2019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

务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正式走入刑法规范。然后直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

到 2019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就是对近十年来此类犯罪行为的

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

一个总结与归纳，标志着刑法对跨境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等行为的打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才明确对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

击力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希望通过对刑法的相关规制进行总结，来为

务” 进行了归纳。
根据该解释，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有四

跨境支付结算业务的合法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种情形，分别是（一）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
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
币资金的；（二）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三）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
套现服务的；（四）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支付机构应当遵守反洗钱的有关规定，履
行反洗钱义务”。

类罪演变为现在的七大类罪。
2009 年 11 月 1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对本罪及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明知”的认定给出了判
断方式与具体识别的 7 种情形。洗钱罪中的“明知”，应该结合被
告人的认知能力，接触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以
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观因素进行认定。
如果具有
（一）
知道他
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二）没有正当理

应该说，这一历程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以

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三）没有正当理

支付宝为代表的非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业务的开展是刑事理论

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四）
没有正当理由，协

与司法实践认识相关领域犯罪行为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依附

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 “手续费” 的；
（五）

于该行业的犯罪行为开始多发出现，原有的刑法规制无法适应

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

这种新情况，才促使刑法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提出了“非法从事资

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

金支付结算业务”。此后十年，监管部门对支付结算及跨境支付

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

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总结与学习，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

物的；（七）其他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除非有证据证明

理办法》、
《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
《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

确实不知道，都可以推断为“明知”。

付业务管理办法》、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人民

三、涉外汇犯罪的“三分天下”

币跨境支付系统暂行规则》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操作指引》
、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行规则》、
《关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
支付业务试点的通知》、
《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业务指导意见》
等，正是有了这十年的总结与实践，才有了 2019 年施行的《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
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 “非
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总结。
二、洗钱罪的不断扩充
洗钱罪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罪名，明知是毒品
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
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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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外汇处理。刑法对
涉外汇犯罪的规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规制模式。分别是逃汇罪、
骗购外汇罪、非法经营罪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
营行为”。
（一）逃汇罪
按照刑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逃汇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擅自将外汇存放境外，或者将境内的
外汇非法转移到境外，数额较大的行为。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
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97 刑法颁行时本罪的主体范
围更加特殊，即“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
199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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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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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又进一步将“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

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将本罪的犯罪主

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体进行了修正，从国有性质的单位，扩充到全部的公司、企业或

行为” 解释为非法经营罪之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

者其他单位。
随之一同改变的还有本罪的入罪模式和刑罚模式。

行为”。

（二）
骗购外汇罪
97 刑法颁行时没有对骗购外汇的行为进行规制，但是骗汇
及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多有发生，对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造成
了混乱。
为此，19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将骗购外汇的行为解释到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非法经营罪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
非法经营行为”等。
随后，鉴于司法解释的弊端，全国人大常委会
颁发了 1998 年 12 月 29 日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作
为单行刑法，将骗购外汇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进行了规定。该
决定概括了骗购外汇的三种情形，即
（一）
使用伪造、变造的海关
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
的；
（二）
重复使用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
核准件等凭证和单据的；
（三）以其他方式骗购外汇的。这里虽
然没有明确提出，骗购外汇针对的是国家指定的外汇交易场所，
但是根据
《外汇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是可以得出这一认识的。
（三）非法经营罪之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

二、跨境合规、国际仲裁、跨境刑事风险防范
CROSS-BORDER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ROSS-BORDER CRIMINAL RISK PREVENTION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
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以及 2019 年
2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
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大数据时代我国跨境数据

题的解释》，对 19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传输问题的法律思考

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有了吸收与变更，但是 19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LEGAL CONSIDERATION ON CROSS-BORDER DATA
TRANSMISSION IN CHINA IN THE AGE OF BIG DATA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没有完全失效。
四、其他规制方式
上文介绍了跨境非法支付结算业务的刑法规制的主要罪
名，但这不是刑法规制的全部。因为跨境支付结算是跨境贸易的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数据的重

一种辅助性行为，这种辅助的属性，使得它与其他犯罪行为可能

要性日益提升，而数据的跨境传输（Trans-border Data Flow，TDR）

存在手段与目的关系，形成刑法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洗钱罪、

也在国际交流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对于数据跨境传输，不同的

逃汇罪都是这种帮助犯的正犯化形式。其他还有例如走私、骗税

国际主体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欧盟对个人数据跨境流动采取严

罪中，也可能涉及非法资金支付结算、非法买卖外汇的业务。对

格限制的立法态度，以《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有关的个人保护公

这类帮助行为，以正犯来定罪处罚也是一种刑法规制方式。1998

约》
（European Treaty Series, No. 108）
、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
（EU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

姚约茜

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为”

就是这类刑罚规制精神的体现。

Directive 95/46/EC）与《通 用 数 据 保 护 条 例》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三大法律文件确定了欧盟对个人数据跨境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

转移日益严格的立法态度，充分表明了欧盟希望通过立法来完善保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支付的普及，此类帮助犯的

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上海百名涉

障欧洲共同体整体数据保护水平的诉求。美国则倾向于通过与欧盟

主犯存在着现实的无法查明的情形，因此《刑罚修正案（九）
》规

外律师人才、独立董事。
擅长兼收并购、外商

签订双边条例（如《美欧安全港协议》、《欧美隐私盾协议》等）与借助

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定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按照该规定，“帮助信息网络

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本市场、

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争取自身在数据跨境流动上的话语权（如《跨境

释》
，首先将这种行为解释到非法经营罪中的 “其他严重扰乱市

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

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康等领域法

隐私规则体系》
）。

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1998 年 12 月 29 日施行的《全国人民

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

律服务。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

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这里显然

（“《网络安全法》
”）的生效，我国首度将个人信息及重要数据出境的

犯罪的决定》
通过单行刑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

也对支付结算提出了规制。但是这种规制模式，可能出现一种正

安全评估相关制度写入法律。同时，与之互为补充，更加细化的
《个人

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

犯无法查实而单独以本罪来追求非法支付结算行为，这是互联

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
（“
《评估办法（征

营罪定罪处罚。但是其并没有明确这类行为以非法经营中的哪

网支付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新的一个巨大的风险，对传统刑法

求意见稿）》”）与《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征求意见

一种情形进行定罪。
随着非法经营罪的不断变化，2019 年 2 月 1

理论形成冲击。

稿）》
（“《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也都已发布。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

该罪主要惩处的是在国家指定的外汇交易市场之外非法买
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97 年刑法颁行时，对此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19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而在中国，随着 2017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

的出台逐渐奠定了电子信息时代跨境数据传输活动的法律基石。对

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于网络运营者来说，需要严格遵循相关文件的指导从而防止侵犯用
户、他人的个人信息，甚至泄露重要数据，影响国家安全。
对于个人用
户来说，作为信息被泄露、不正当使用时最直接的受害者，也应当明
确自身所享有的相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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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概念解读
无论是个人用户还是网络运营者，在进行相关实践之前，需
首先明确各相关名词的基本概念与范围。
将 “个人信息与重要数
据出境安全评估”中涉及的部分一一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需要明
确法律所保护的 “个人信息” 是什么，怎样的数据是法律意义上
的 “重要数据”，以及何种范围内的数据跨境传输属于法律所规
制的“数据出境”。
1．
个人信息
根据《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的相关界定，“个人信息”
是指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
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

据），一旦未经授权披露、丢失、滥用、篡改或销毁，或汇聚、整合、
分析后，可能对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个人合法权益等造成相关严重后果的数据。
”《重要数据识别指
南》穷尽式列举了包括能源、化工制造业、军工业在内的 27 个行
业（领域）中的重要数据范围与对应主管部门。
此外根据《重要数据识别指南》A27 的兜底条款，重要数据
的范围仍然可能根据行业发展出现变化。对此，我们理解为，重
要数据的评估需根据《网络安全法》的大框架与《评估指南（征求
意见稿）》中所规定的方向进行整体把握，并根据行业、时势的发
展对一些新增的重要数据及时作出认定。同时需注意，经政府信
息公开渠道合法公开的，
不再属于重要数据。
3．
数据出境

码等。
” 在此之前，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四

依照《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数据出境”是指网

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将“电信业务网络运营者和互联网信息服

络运营者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

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集的用户姓名、出生日期、身份

息和重要数据，提供给位于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根据以上定

证件号码、住址、电话号码、账号和密码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

义，数据出境的情形包括：第一，境内网络运营者将数据通过网

信息结合识别用户的信息以及用户使用服务的时间、地点等信

络直接传输给境外主体；第二，境外主体通过网络主动访问并

息”认定为个人信息。
根据以上定义不难看出，认定个人信息的关键在于信息的

读取境内的数据；第三，境内网络运营者将数据通过网络传输
以外的方式（如物理携带）提供给境外主体。

首先，个人用户应谨慎提供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号、家庭

信信息安全的关注。支付宝因客户权益、产品宣传及个人信息保

住址、手机号、工作经历、银行卡号、重要账户密码等可以定位到

护方面存在不当行为，被处以合计 18 万元罚款。
其中，由于个人

具体个人的信息。在使用网络服务的过程中，需警惕在社交软件

金融信息收集不符合最少、够用原则，及个人金融信息使用不当

的互动聊天中谈及个人信息，谨慎注册需实名使用的服务，安全

两项，支付宝被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5 万元。

管理个人简历，警惕在网上购物、复印打印、网络问卷等途径中
泄露个人信息。
其次，对于个人信息泄露的后果，用户应提前做好预防措

首先应当明确，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
有其重要价值。
对个人网络使用习惯、购物偏好等的收集能够帮
助网络网络运营者更加准确地定位目标人群，提供“定制”服务，

施。对于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应擦亮双眼，及时联系相关人员

为网络运营者创造更多的财产性价值。这种网络运营者所具有

进行情况核实，不轻易根据可疑来源的提示处分财产。
对于已注

的数据收集甚至是再加工的功能，其积极意义在淘宝与美景不

册的网络服务，
应及时更换密码，做好账户管理。

正当竞争一案中得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支持。但我们不

可识别性。
在中国 cookie 技术与隐私权纠纷第一案——百度网

根据《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明确应报请行业主

讯与朱烨隐私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截然不同的判

管或监管部门组织安全评估的情形包括：
（1）含有或累计含有

决折射出了对于 “个人信息” 认定标准的适用差异可能导致的侵

50 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2）数据量超过 1000GB 的；（3）包

权结果认定差异。
原审法院认为，用户使用特定词汇进行网络检

含核设施、化学生物、国防军工、人口健康等领域数据，大型工程

最后，对于境外网站，更应谨慎使用，仔细识别网址，避免将

索，这一活动轨迹能够反映个人兴趣、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标

活动、海洋环境及敏感地理信息数据等；（4）包含关键信息基础

信息提供给假冒为公众熟知门户的网站。在具有可替代性的前

识个人基本情况与生活情况，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因此百度网

设施的系统漏洞、安全防护等网络安全信息；（5）
关键信息基础

提下，尽可能使用境内具备一定规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使用

讯公司侵犯了用户朱烨的隐私权。
二审法院则认为，网讯所提供

设施运营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6）其他可能影

境外网站前，应当仔细阅读相关用户隐私条例，了解个人信息将

的是个性化推荐服务，其中运用网络技术收集、利用的是未能与

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认为应该评

被进行的收集、加工与使用过程，更应及时了解信息获取的关闭

权或同意。比如在用户协议中写入消费者授权或同意企业收集、

网络用户个人身份对应识别的数据信息，该数据信息的匿名化

估的情形。

渠道与投诉渠道。

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条款，或是采用单独的信息收集协议、隐私采

特征不符合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要求，并因此驳回了原审法院
对网讯侵犯隐私权的认定。
结合上述法律法规与案例，应当明确，
《网络安全法》及相关

对于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八条也作了较
为详细的规定。
以个人信息为例，出境个人信息应包括个人信息
的数量、范围、类型、敏感程度，以及个人信息主体是否同意其个

法律所保护的个人信息是指与网络用户身份相分离后，仍然能

人信息出境等；对于重要数据，则应重点评估重要数据的数量、

够确定具体信息归属主体的信息。
另外，随着《电信和互联网服

范围、类型及敏感程度等。另外，一切重要数据与个人信息的评

务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分级指南》
的出台，个人信息将进一步确定

估均需重点分析其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合法利益带

分级方式与适用的保护等级。

来的风险。

2．
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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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与信息主体参与跨境网络活动须知

《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十七条对重要数据的范围作了

曾经有一位互联网巨头公司掌门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简单界定，“重要数据”即“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共

表示，中国人更开放，愿用隐私换便利。不少用户认为这是互联

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
《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之附录 A《重

网公司所主导的，被迫做出的选择。
尽管相关立法已初步确立了

要数据识别指南》
中对重要数据作出的定义为“我国政府、企业、

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保护框架，但数据与信息主体

个人在境内收集、产生的不涉及国家秘密，但与国家安全、经济

仍应提高自身数据安全意识，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个人隐私与重

发展以及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包括原始数据和衍生数

要数据的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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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运营者的合规
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都不可避免涉及大量数据跨境传输的
情形，随着 IT 行业的发展，也出现不少境内集团在海外部署资源
甚至分设机构的情形。随着一系列相应法规的出台，上述公司需
要密切关注数据出境相关的最新监管动态，并对公司数据信息
部署作出必要的调整。根据数据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使用四
个环节，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完善相关制度。
1. 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收集制度

得不承认，由于个人信息收集自由度大，因过分收集或泄露所带
来的侵权甚至犯罪问题层出不穷。
因此，网络运营者对消费者信
息的收集应遵循个人同意及最少够用原则。
企业在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之前应当得到消费者的明示授

集协议等其它方式取得消费者授权或同意。
根据《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 3.6 条，鼓励网络运营者对个人用户的信
息收集采取明示收集的方式，明示的定义为，“个人信息主体通
过书面声明或主动做出肯定性动作，对其个人信息进行特定处
理做出明确授权的行为”。因此，应尽量避免采用默认授权的方
式，对于个人敏感信息更应公开告知或提示信息收集行为。
网络运营者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应严格遵循 “最少够用”
原则。根据《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
护指南》
（《
“ 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 4.2 条，最少够用原则的内

在着手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之前，需建立明确的个人信息敏

涵是，网络运营者只处理与处理目的有关的最少信息，达到处理

感程度分级保护机制，应至少将个人信息区分为一般个人信息

目的后，在最短时间内删除个人信息。
因此，网络运营者应当在

和个人敏感信息。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应遵循最少够用原则。

已告知目的范围内收集达到目的需要的最少信息。

2017 年末，支付宝年度账单被质疑侵犯隐私，引发大众对个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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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应当保证个人主体对于信息开放权限的调配自
由。网络运营者应当提供相关入口允许个人信息主体配置、调
整、关闭个人信息收集功能。
另外，
《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 5.2
条明确指出，网络运营者应采用用户易知悉的方式，向个人信息
主体明确告知和警示个人信息主体的投诉渠道，这也意味着网

德 · 视点 － OPINIONS

划是否风险可控 , 有效避免数据出境及再转移后被泄露、损毁、
篡改、滥用等风险。
具体而言，关于合法性，网络运营者需关注数据出境计划是
否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内容，是否涉及国家网信部门、公安

FCPA监管|海外合规-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FCPA SUPERVISION | OVERSEAS COMPLIANCE - THE ONLY WA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TERNATIONALIZE

部门、安全部门等有关部门依法认定不能出境的内容。

络运营者将面对来自用户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的直接监管。
关于正当性问题，网络运营者需要确认个人信息主体是否
2. 保障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的境内加工存储环境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第 5.3 条内容，网络运营者对已
收集个人信息的加工应当严格遵循已告知的使用目的，并采用
已告知用户的加工方法和手段进行加工。加工过程应当是非公
开的，网络运营者对于个人信息的加工过程负有保密义务，应当
保证个人信息不被任何处理目的外的个人、组织与机构知晓。另
外，
《个人信息保护指南》
鼓励网络运营者主动查验核对、更新个

已经同意数据出境且数据出境是否违反相关主管部门规定的。
关于必要性，则是指计划涉及的出境数据是网络运营者履
行合同义务所必须的；是同一机构、组织内部开展业务所必需
的；是我国政府部门履行公务所必需的；是履行我国政府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签署的条约、协议所必需的；及其他维
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合法利益
需要的。

人信息。
当个人信息主体需查询个人信息时，网络运营者应在合
理范围内如实告知其对个人信息的拥有状态、内容、加工状态

风险可控也是数据出境的重要要求之一。对于个人信息与
重要数据，都需分析其数据属性，包括数据规模、技术处理程度

等。

等，个人信息需注意考察信息的敏感程度及个人信息主体是否
在存储阶段，网络运营者应当将个人信息独立于其他电子
信息存储。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将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
内服务器等存储设备上。鉴于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的出境审查

同意其个人信息出境等。
同时，需要结合数据发出方的管理能力
与接收方的安全保障能力与数据接收区域的法律政策环境预估
数据出境发生安全事件的概率与解决办法。

与监管日益严格，网络运营者应当重视信息出境风险的规避，尽
可能实现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的存储、加工由境外向境内转移。

4. 控制境外主体使用境内数据的风险

针对数据的存储和管理应当制定明晰的人员分工机制，确定每

境内主体将数据传输至境外之后，也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将

组信息与数据或每个存储节点相应的负责人员，对于个人信息

境外主体对数据使用产生的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具体方

与数据的泄露、
丢失严格追责。

式可通过：

3. 完善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出境自我评估机制
《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规定，网络运营者应每年至少一
次并在每次数据出境前开展安全自评估，并在下述事项发生时
重新进行评估：
（1）数据接收方出现变更；
（2）数据出境目的、
范围、数量、类型等发生较大变化；
（3）
数据接收方或出境数据
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规定，对于满足前述自评估启动
条件的，网络运营者应当组建数据出境安全自评估工作组，由其
相关业务部门向工作组提交数据出境计划，计划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所涉个人信息的类型、数量、范围和敏感程度等；所涉重
要数据的类型、数量和范围等；所涉信息系统情况；数据发送
方安全保护能力；数据接收方安全保护能力及其所在的国家或
地区的基本情况。

（1）与数据接收方签订相关数据使用、存储协议。数据发出
方应当拟定协议，与数据接收方约定关于数据使用的目的、范

梅良
高级联席合伙人、美国华盛顿 DC 办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跨国

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上海百

投 资 部 律 师，擅 长 跨 境 投 资 争 议 解 决

贸易法、美国商法、美国反垄断法、美国公

名涉外律师人才、独立董事。
擅长兼收并

（PE/VC/CM）& 跨境投融资交易（PE/VC/CM）

司证券法及美国移民法。

购、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

康等领域法律服务。

（2）为相关数据主体确立侵权申诉与投诉机制，确保相关主
题能够通过该机制对数据出境转移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3）监督数据接收方指定相关环节负责人，指定具有相应权
限的独立人员管理数据；
（4）制定数据发出方对接收方的监督方案，及时根据可能发
生的数据安全威胁制定应急预案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2018 年 12 月 3 日，在舆论媒体都在关注华为 CFO 孟晚舟女士
遭加拿大政府逮捕可能引发另一起“中兴事件”爆发的同时，另一件
FCPA 反腐重大事件的发生更加重了中国企业对国际化之路的焦虑甚至
恐慌。当天，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前全国政协委员何志平，
在纽约曼哈顿法院（Manhattan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被裁定构
成行贿罪 (Bribery) 等 8 项罪名，其中有 5 项涉及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
其可能面临最高 65 年的监禁及高达 165 万美元的巨额罚款。通过近期
多起针对中国企业及中国公民的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我们不难断定：中

境计划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 数据出境活动不具有合法

国企业已经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法律管辖之下，几乎无法避免与海外特

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 不得出境。
在此基础上再评估数据出境计

别是美国产生联系，而事实上美国正在千方百计试图将更多中国企业纳

LAW FIRM

& 国际商事仲裁
（投资类）
。

资本市场、区块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健

围、期限等，并拟定违约条款；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首先应遵循以下步骤：首先评估数据出

BEIJING

文露

公室管理主任 。
擅长领域为金融法、国际

入其法律管辖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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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约茜

图片来源：http://www.fcpablog.com/blog
/2018/12/5/jury-convicts-ex-hong-kong-oﬃcial-of-fcpa-oﬀenses-money-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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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件 - 比罚款更深刻的反思

FCPA 历史典型案件（十九起）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告，7 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

01 摩根大通 JPMorgan Chase & Co（中国 2014）

兴通讯（0763.HK / 000063.SZ）开展任何业务往来。
2018 年 6

02 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中国 2013）

月 7 日，中兴通讯就违反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相关法规一事与美国

03 佰特公司 Baxter International Inc（以色列 / 中国 2013）

商务部部工业与安全局（简称 “BIS”）达成和解。
然而和解的代价
却极为 “惨重”： 中兴通讯支付合计 14 亿美元民事罚款；需在

04 迪士尼 The Walt Disney Company（中国 2012）

30 天内更换上市公司和中兴通讯的全部董事会成员；与涉事负

05 雅芳 AVON（中国 2012）

有责任的管理层或高级职员解除合同；以及为期十年的新拒绝
图片来源：https://www.zte.com.cn/china/about/citizenship/Le-

令等。

gal-and-Compliance

事实上，早在 2012 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但

06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中国 2011）
07 力拓 Rio Tinto Group（中国 2009）
08 立邦 Nippon Pain（中国 2006）

直到 2016 年美国 BIS 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
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
在长达 4 年多的时间里，中

09 德普 DPC 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中国 2005）

兴通讯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合规管理上的重

10 朗讯 Alcatel-Lucent（中国 2004）

大失误。

· 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通讯启动调查前，公司领导对于贸易
管制合规不了解，
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012

年收到传召函后，中兴内部面临对抗调查还是配合

调查的选择，公司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担心

12 沃尔玛 Wal-Mart Stores（中国 2003）

国子公司，其企业本身及其人员及子公司的行为都已成为 FCPA

15 戴姆勒克莱斯勒 DaimlerChrysler（中国 1998）

2018 年 10 月，有超过 250 个中国企业以 ADR 方式在美国进

年，中兴通讯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对外扩

17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GE（以色列 1992）

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里面发现了

张，中国企业对全球资本与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

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
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国指控中兴

下，之前不为国人所知的各国政府对跨国企业日渐加强的监管更

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

应引起重视。以美国为例，除了进出口管制，另一项对海外公司的

·2016 年中兴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用第
三方进驻中兴调查。但是中兴公司非常不适应这样的调查，担心

合规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联邦法律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简称 FCPA）。

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

该 法 案 于 1977 年 因 尼 克 松 水 门 事 件 后 制 定，FCPA 经

美方十分不信任中兴公司。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

1988 年、1994 年及 1998 年三次重大修订，体系趋于完善，是目

控不仅包括串谋非法出口，还包括阻扰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

前规制美国企业及相关个人对外行贿最主要的法律。

作出虚假陈述，并据此判决中兴支付约 8.9 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
罚金。
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包括 CEO 在内的中兴通讯三位高
管被迫辞职。
（信息来源：根据中兴通讯（0763.HK / 000063.SZ）公告并结合凤凰财经关于中兴
事件报道而整理）

尽管中兴这次的巨额罚单是由于违反美国政府对出口管制
的监管法规，但整个事件却暴露出许多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 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管理层重视程度不够等重大缺
陷。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中兴通讯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
如下为事件发生后中兴公司新构建的合规管理建设（分设出口管
制专栏及反贿赂专栏，
且公布了合规举报平台）

FCPA 主要有两项条款：一项是反贿赂，即禁止发行人贿赂

用于个人，甚至哪怕贿赂行为没有发生在美国，但是由于利用了

19 礼来 Eli Lilly and Company（巴西 / 波兰 / 中国）

此，可以说 FCPA 手臂“法力无边”，其根据普通法管辖规则对有

（信息来源：上表格为执法案件总结，系以 SEC 网站（https://www.sec.gov/spotlight/fcpa/fcpa-cases.shtml）和 DOJ 网站（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case/related-enforcement-actions/2016）公布的执法案件清单为标
准所作的统计。）

FCPA 的处罚到底有多狠？
FCPA 覆盖民事法律及刑事法律内容，因此，它包含了民事
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责任。其中，关于刑事责任，个人可能因违反
反腐败条款面临最高 5 年监禁，因违反会计条款面临最高 20 年

管辖权或无管辖权的公司及个人均可行使管辖权，其具有巨大的
威慑力。下文为 FCPA 可能覆盖的中国商业实体及自然人：

· 由中国公民在美国境内设立的公司；
·

由中国公司在美国境外设立但在美国直接发行股票上市

的公司，包括通过场外交易市场交易股票的公司；

· 依照中国法律设立但通过美国存托凭证（ADR）在美国上
市的中国公司；

外国官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雇员）；另一项是内控会计条

监禁。关于民事责任，个人最高可被处以 25 万美元罚金，如果为

款，要求发行人账目记录准确，内控机制足够完善。这两项条款是

组织机构（公司或其他商业实体），该机构的民事责任可能因违反

· 依照中国法律设立但主要营业地在美国的中国公司；

独立存在的，哪怕公司没有贿赂行为，也可能因仅仅违反会计条

反腐败条款面临最高 200 万美元罚款，因违反会计条款面临最

款而获罪。

高 2500 万美元罚款。另外，这些机构还必须将其非法所得全部

· 以上这些公司中具有中国籍的董事、管理人员、职员或代

实际上，FCPA 是一部全球大亨望而生畏的法律。从其 1977
年颁布至今，FCPA 执行机关（DOJ&SEC）执行案件总共约 478

上缴，并且在今后规定期限内必须聘请一个独立的公司法律顾
问。

理人或代表该公司行事的股东；

· 依照中国法律设立，未在美国以任何形式交易股票，且主
要营业地也不在美国境内的中国公司，其任何管理人员、董事、职

件，40 年收获罚款金额超过 100 亿美元。美国执法机关就是为了

FCPA 审查机关（DOJ&SEC）的权利非常之大，甚至可以行

树立其 FCPA 的权威，让众多美国公司、美国上市公司及在美国

使自由裁量权，阻止 FCPA 的违反者和美国有任何合同上的往

有业务的公司均不能忽视该法律，
甚至心生畏惧。

来。对于违反 FCPA 的被告，法院还可根据美国的《选择性罚款
法》对其加以更高的处罚，最高可达相当于被告从其腐败行为中

及相关诉讼费用等都是违反 FCPA 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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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次，按照美国司法部的诠释，FCPA 不仅适用于公司，还适
美国的通讯手段，以及金融系统等，也可能因此违反 FCPA。因

总的来说，严厉的刑事责任、巨额的民事罚款和和解费用以

BEIJING

行交易 ，其中不乏有我们熟知的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等企

18 洛克希德 Lockheed Martin
（埃及 1989）

所获取利益的两倍的罚金。个人所受罚金不得由单位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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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挂牌或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报告的公司，还包
括以美国存托凭证（ADR）方式进行交易的公司。
据统计，截止到

16 赛波特 Saybolt Ins（巴拿马 1995）

·2014

的关注对象。实际上，FCPA 定义下的发行人不仅包括在美国证

14 艾利 · 丹尼森 Avery Dennison（中国 2002）

FCPA- 合规管理领域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的态度，
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
最终，
“主战派”占了上风。

FCPA 不仅局限于对美国企业及对美国境内的外国公司及
个人的监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去美国上市或设立跨

图片来源：https://www.zte.com.cn/china/about/citizenship/Le-

公司的声誉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

FCPA 长臂能覆盖多少中国企业？

11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韩国 1998/ 中国 2004）

13 西门子 SIEMENS AG（中国 2003）
gal-and-Compliance

（信息来源：上图执行案件和解情况总结，系以 SEC 网站（https://www.sec.gov/spotlight/fcpa/fcpa-cases.shtml）和 DOJ 网站（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case/related-enforcement-actions/2016）公布的执法案件清
单为标准所作的统计）

员或代理人或代表该人行事的股东，在美国境内从事任何有助于
腐败的行为，比如通过美国银行转账贿赂款，通过美国电信公司
或网络服务商接收或发送任何与贿赂行为相关的邮件、电话、短
信等；

·

受到美国母公司或自然人控制的中国子公司及中国子公

司的员工。
数据来源：中国 ADRS 概念板块，https://cn.investing.com/equities/china-ad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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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PA 已经将矛头直指中国企业

FCPA 与中国企业
FCPA 最初引起中国企业关注的是源于 FCPA 频频制裁在华行贿的跨国企业，揭露中国的“商业潜规则”。
自 2005 年至今，因在中国
涉嫌商业贿赂，
至少有包括雅芳公司、
戴姆勒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家跨国企业受到了 SEC 或美国司法部追究。

行贿企业（部分）
MORGAN STANLEY

行贿对象
吴永华 上海卢湾区政府下属地产
公司永业集团前董事长

中韩两国政府官员

IBM

事件内容
2004-2007 年 GARTH PETERSON 担任 MS 地产基金的
中国项目主管期间，为了获得业务，向吴永华行贿数百万美
元，2012 年 PETERSON 向法庭认罪
1998-2009 年，在华子公司提供出境游、娱乐、礼品及现金
等形式行贿中韩官员，至少涉及 112 宗违规案件，最终 IBM
以 10000 万美元与 SEC 达成和解

AVON

中国政府官员

2005 年为了获得在华直销牌照而贿赂官员，包括差旅、娱
乐及其他开支

PLIZAER

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八国政府官员
及医生

2001-2007 年，在中国等八国的子公司代理以“促销、差旅、
培训”等形式对当地官员及医生行贿，以获得监管与处方审
批并提高销量，PLIZER 最终以 6000 万美元罚金达成和解

LUCENT

中国国有电信企业高管

2000-2003 年先后邀请 1000 名中国国有电信企业人员赴
美旅游，共计花费 1000 万美元

AVERY DANNISON

中国公安部门官员

被诉向中国公安部门官员行贿以获得项目合同，2009 年 8
月被美国政府罚款 20 万美元

CCI

中石油、中海油等十家中国央企

在包括中国的 30 个国家行贿 236 宗，被美国政府处罚
1820 亿美元。中国 19 家企业卷入此案，包括 10 家大型央企
和旗下企业

BIOMET

中国公立医院医生

2000-2008 年，旗下子公司和代理机构向中国公立医院行
贿以获取医疗器械业务合同

（信息来源：上图与中国相关执法案件总结，系以 SEC 网站（https://www.sec.gov/spotlight/fcpa/fcpa-cases.shtml）和 DOJ 网站（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case/related-enforcement-actions/2016）公布的执法案件清单为标准所作的统计）

2018 年 11 月 1 日，美国司法部发布了所谓 “中国问题倡议书”，

中国企业距离合规还差多远
中国自古文化强调人情世故、变通及灵活，西方企业以

其文件高度充满民族保护主义色彩，到处充斥指责中国的言论。该份

公平、公开的商业规则及商业伦理获取市场话语权，而中国

文件中，以（时任）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杰夫•塞申斯为首的一大群美

商业领域仍然盛行旧的习俗，人脉关系决定了企业生存，因

政府官员继续鼓吹“中国经济侵略”论，号召在高校、科研院所、电信部

此凡事可能更多考虑找个关系或开个后门，而对于规矩或者

门等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管制和执法政策。
此外，该份文件还特

规则并不是那么重视。但随着反腐力度的严惩化以及 FCPA

别要求甄别出与美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企业涉嫌 FCPA 违法

的全球联合执法，发达国家将“长臂”伸向中国企业，此为不

的案件，以进行不利的区别对待（此前美国司法部从未表示过将在

可逆转的潮流。

FCPA 执法活动中针对总部设在特定国家的企业）
。

纵观资本市场 2017 年 IPO 总体过会 情况，企业持续
盈利能力、企业规范运作问题成了证监会首要关注点，而企
业规范运作则又涉及到企业合规内控运行及商业贿赂问题。
而在 2017 年上半年，医药医疗企业共 20 家 IPO 上会，7 家
被否中有 4 家未通过首发核准的原因中提到商业贿赂的问
题，占比达 57%，比较典型的相关企业为普元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圣华曦药业、南京圣和药业及诺特健康科技。

（信息来源：美国司法部政策文件 <ATTORNEY GENERAL JEFF SESSION’S
CHINA INITIATIVE FACT SHEET ，详见 DOJ 网站（WWW.JUSTICE.GOV））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但随着中国企业的 “走出去”，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公司必

总体而言，基于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明朗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

须“入乡随俗”，严格接受 FCPA 的全面监管。
1992 年，中国华晨

抬头，中国无疑是美国政府 FCPA 执法行动的重点目标区域，而司

汽 车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股 票 简 称 “华 诚 汽 车”，股 票 代 码：

法部的此文件进一步表明其可能会优先考虑因中国企业的腐败行

CBA.NYSE）
成为了中国第一家美国上市企业 ，在中国企业赴美

为而使得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的案件。

上市的近 26 年，2018 年赴美上市已创历史之最。2008 年赴美

腐败行为可能直接导致并购 / 投资的失败

上市的企业仅 8 家，到 2017 年已达 27 家，截至 2018 年 11 月已
经突破了 30 家。

从并购的角度，原则上，收购方应承继被收购方收购前存在的
义务及责任。例如，被收购方在并购前违反了 FCPA 或与之相关的
（信息来源：上图执法案件总结，系以 SEC 网站（https://www.sec.gov/spotlight/fcpa/fcpa-cases.shtml）和 DOJ 网站（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case/related-enforcement-actions/2016）公布的执法案件清单
为标准所作的统计）

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将开启赴美上市之旅，即使在中国或第
三国进行商业活动，一旦触及商业腐败，就可能受到美国 DOJ 及
SEC 的关注，进而受到 FCPA 的制裁。2016 年被认为是 FCPA
执法历史性一年，在受处罚的 32 家公司中，有 15 家因中国的行
（信息来源：上图中国企业美国上市数量统计，系以 Nasdaq 网站（https://www.nasdaq.com）和 NYSE 网站（https://www.nyse.com/index）并结合 wind
数据所做统计）

为而被处罚，占比接近 50%。中国企业涉案比例高居第二位。
而
2017 年，在境外执法国家方面，中国企业受到美国政府的执法最
多，其中反腐败是中国企业受到美国政府执法排名第一的原因，
占比为 46.2%。
近年来，美国法案 FCPA 执法力度愈发加大，处
罚金额不断增加，而涉及中国企业的事件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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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相应的法律责任将由收购方承继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继承责
任”（SUCESSOR LIABILITY）。如果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存在大量的
贿赂行为而买方未能予以排除（未进行反腐调查或过于粗糙的尽职
调查），则此不法行为将给对收购完成后的收购方带来声誉以及经
济利益的双重损失。而专为严惩贿赂的 FCPA，以其适用范围广、惩
罚力度强、执行力度大而闻名，一旦目标企业被 FCPA 指控，收购方
将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因此，目标公司的行贿问题及程度势必应当
引起收购方的关注，对该不法行为进行评估及纠正方案，如果难度
过大，从收购利益最大化考虑，其需要考虑是否终止该并购交易。如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 Elandia 公司以 2680 万美元收购 Latin Node 以及 2010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未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网公开，但另一
起与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相关的行贿案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刑事裁定书，判令某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成立（（2014）三中刑终字第 00770 号）。

年卡夫食品以高达 198 亿美元收购吉百利，均因不充分的反腐败尽
职调查而导致收购后的严重财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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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驻俄罗斯代表机构税收合规运营攻略
——从税务制度的角度看中国公司在俄代表机构的合规运营
实际上，企业因商业贿赂问题而融资失败的案例大量存
在，其因商业贿赂行为受到严厉处罚而名誉扫地的案例更是比
比皆是。
2013 年知名药企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被
罚 30 亿元人民币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公司及其高管
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名成立。此
等高额罚金的商业贿赂案件在中国并不多见。又如目前最繁荣
的互联网行业，
涉及反贿赂反腐败的事件更是频出。
今年 12 月 3 月，美团点评（03690.HK）公布贪腐处罚公
告，涉嫌不正当的经济往来问题，其中涉案人员 11 人，违纪刑
案的 11 人，社会人员 14 人。
今年 11 月，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
因经济问题被调查、58 集团高管均因受贿已被刑拘。2016 年
的腾讯前总监越雨因职务侵占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

中国企业 FCPA 合规管理势在必行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号召，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瞄准了国际市场，而如果要适应全球化提
高竞争力就必须提升企业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面对美

TAX COMPLIANCE OPERATIONS STRATEG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 REPRESENTATIVE AGENCIES IN RUS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ATION SYSTEM, THE COMPLIANCE OPER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 REPRESENTATIVE AGENCIES IN RUSSIA

国 FCPA 执法机构的长臂越伸越长，甚至直指中国企业，再加
上世界各国受美国 FCPA 影响，也将反腐败反贿赂的利刃纷纷
伸向海外，FCPA 全球联合执法的趋势越来越强。
中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化的法律秩序和市场规则，建立一
个有效全面并且熟悉经营地区国家法律及市场规则的合规架
构。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不仅能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并且一旦
接受政府调查或者 FCPA 调查，合规管理将作为一项关键性指
标甚至直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起诉及惩罚力度。

处有期徒刑 9 年，2015 年阿里巴巴原副总裁、腾讯前高管刘春
宁涉嫌非法受贿。
据有关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开始，互联网反
腐事件共 29 起，其中京东 8 起，阿里与百度 6 起，腾讯 3 起。
实际上正如阿里官方表达的鲜明态度 - “对腐败零容忍无论层
级”，随着互联网企业快速成长，以 BATJ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
经开启了反腐反贿赂之路，
“互联网反腐风暴”已经到来。

2010 年 -2017 年互联网行业反腐事件
2018 年 4 月 22 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公司正式成立以

腾讯反腐事件

总裁直接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组建覆盖全球的资深合规专

京东反腐事件

得所有中国企业，特别是有国际化野心的赴美上市企业进行深
刻的反思，如果要实现一个与美国的良好对外贸易及合作关

360 反腐事件

系，就必须把美国合规审查提上日程。
我们相信，从孟晚舟到何

（数据来源：根据新浪网互联网反腐风暴专题信息整理（http://tech.sina.com.cn/zt_d/fanfufe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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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正在进驻俄罗斯市场。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在俄落地的方
式以及相应合规经营，成为在俄企业的必修课。
本文将从税务规制的

业团队，下狠心在反腐反贿赂上设置多条高压线。中兴事件值

阿里巴巴反腐事件

易果生鲜 & 去哪儿 & 乐视 & 合一集团反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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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罗斯投资贸易的政策导向，近年来国内企业纷纷以不同

百度反腐事件

角度，对中国企业在俄代表机构的税务合规问题进行要点提示。

李璐萍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分所执行主

志平，中国企业不会被动的屈服于美国过于霸道的制裁及处

任、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涉俄业务团队成员，

罚；我们相信，我们将战斗到底，中兴事件不是灰犀牛事件，而

擅长中俄公司法、国际贸易争议解决、跨境

是一个合规领域的转折点，一个新的起点。

交易支持、
俄罗斯不动产交易等领域。

通常情况下，国内企业选择设立代表机构，是由于对在俄实体要
求的功能仅限于品牌推广、辅助磋商、为在俄代表机构的运营雇佣员
工、管理资产等方面。但是随着业务的深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代
表机构可能将承担更能多的，除单纯代表活动以外的工作。
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没有及时关注税法方面的规定，
将可能面临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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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表机构的不同活动产生不同的税制结果

- 具有经营场所；

在辨明风险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代表机构活动范围的

- 常规性经营活动；

来源以及相关的限制。
对于代表机构的活动的限制，首先是来源
于国内总公司对代表机构的授权，以及根据授权而制定的代表

- 实施经营行为。即以不同方式与企业相关的人，在常设性
营业地所在的国家开展经营活动。

三、代表机构的税收及雇员税收社保制度
为明确常设性与非常设性代表机构的税务区别，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列举所需缴纳的税项：其一是机构税种，其二是员工税和强制
性社会保险。
（一）机构税收

机构管理规定（代表机构章程）
；其次是需要符合俄罗斯的法律
根据税法典第 306 条第 4 款的规定，如果外国组织代表机

法规。对于后者，主要的限制是基于民法中对于代表机构的认
定，不能作为独立的法人，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
获得盈利。
而对于前者，是我们主要讨论的代表机构税制适用的

构的行为是具有筹备和辅助性质的活动，则不被认定为常设性
代表机构。

来源。
一般情况下，国内总公司对于涉及不同税收制适用的经营

- 为支持外国组织经营，只在其所在的国家进行相关信息

活动的相关授权，只限于根据总公司的指令，代表总公司签署商

的收集、处理和（或）传播，组织安排会计工作，市场营销、广告或

业协议。
但是如果授权的内容，包含其代表机构实际履行相关合

对于相关外国机构销售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市场研究等工作。但

同的可能性，那么合同的履行人有可能被认定为总公司的在俄

上述工作应不为外国机构的主营业务。

据授权，代表机构无权参与合同的实际履行，那么代表机构将适
用非常设性代表机构的税收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可能适用常设性代表机构税收制度
的情况下，根据俄罗斯联邦税法典
（以下简称税法典）
的规定，所
这种情况下，代表机构即使在法律地位上不是独立的法人，但由

合同。

非常设性代表机构

税种

利润税

无需缴纳

常设性代表机构

税率为 20%

心活动开始之前 ;
- 辅助性的工作是为保证主体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相关
工作可以与主体经营活动同时进行，但与主体经营活动无关。
由此，从原则上给出了出常设性代表机构与非常设性代表

特殊情况

非常设性代表机构获得
的被动收入需要缴纳

增值税

- 筹备活动的目的是为核心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即在核

于其相关活动具有盈利的性质，所以需要适用与独立法人类似
的税制。

代表机构

- 根据外国机构具体的书面指示，以外国机构的名义签订

适用的税制与一般商业法人主体所适用的税制相类似。所以在

财产税
（不动产）
交通税
（交通工具）

涉及增值税行为的，
需要缴纳。基本税率为 20%

税率为 20%

非常设性代表机构涉及增值税行
为的，税款按照基本税率 * 相关
行为的税率计算

须缴纳，税率由不动产所在的联
邦主体确定。但不超过 2.0%

须缴纳，税率由不动产所在的联
邦主体确定。但不超过 2.0%

无

须缴纳，税率根据交通工具的车
辆类别、发动机功率确定。

须缴纳，税率根据交通工具的车
辆类别、发动机功率确定。

无

机构的区分界限，即代表机构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属于具有筹备

【合规运营提示之——授权】
在俄代表处设立之前，公司首先需要综合考虑自身的业务
发展阶段、所从事行业的性质、为支持公司在俄的正常活动而必
须具有的权限等因素，对代表处的活动范围、首席代表的权限进
行较为准确的授权。
由于各个行业对代表活动的需求不同，所以代表活动所导
致相关机构被认定为常设性机构认定标准可能也因此不同。所
以在确定授权范围时，应对相关行业运营的要求进行了解，之后
按照避免认定常设性机构的条件进行授权。
二、常设性代表机构与非常设性代表机构的认定
根据代表机构所从事的不同活动的性质，税法典将代表机
构分为常设性和非常设性两种类型。
根据税法典第 306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俄境内外国组织的常设性代表机构为任何形式的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局、中介等其他外国组织的下设机构。这些
组织在俄罗斯境内有规律地进行与实施工作、提供服务和其他
相关经营性活动。
根据俄联邦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常设性代表机构应具
有下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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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司在俄代表机构所需缴纳的机构税

筹备和辅助性质的活动是指：

代表机构，进而涉及相应的常设性代表机构的税收制度。如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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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性代表机构与非常设性代表机构所需缴纳的税项和税率如下表所示：

LAW FIRM

和辅助性工作的性质。如果已经超出了筹备性和辅助性的范围，
则可能被认定为常设性代表机构，进而按照常设性代表机构征

如上表所示，中国在俄代表机构在机构税方面，需缴纳四类基本税种。其中持有财产持有类的税种，是不区分代表机构的性质，即
不区分常设或非常设性质，都需缴纳。而相关的利润税和增值税，则因常设或非常设性质而有所不同。原因就在于，常设性代表机构相

税。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相关的部门可能会对不同的代表机

较非常设代表机构具有更强的经营性质。

构行为进行特别认定。例如俄联邦财政部 2010 年 4 月 14 日第

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的征收上，有一定的特殊性。非常设性代表机构不因不存在经营行为，而一律不征收增值税。
例如，非常设

03-08-05 号文件，认定外国组织代表机构为事后向客户提供

代表机构在俄联邦境内进行一次性的财产销售（例如汽车、不动产）时，非常设机构将成为增值税纳税人，税率为 20％；又如，在俄罗

收费信息为目的，在俄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编辑，发送国内总

斯境内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外国公司，即非常设代表机构，通过电子形式提供服务的，
应计缴相应的增值税。

部材料的活动，不为辅助或准备活动，而是作为该外国组织的主
要活动。

在纳税主体方面，代表机构可以以不同名义在俄纳税。可以直接以外国公司的名义纳税，也可以直接以外国公司在俄代表机构的
名义进行注册。
那么在实际操作上，外国公司一般对应非常设性机构，
而代表机构的登记，可以是常设性机构，也可以是非常设机构。

【合规运营提示之 - 合同审查】
由于常设代表处与非常设代表处的认定取决于税务机关
对于代表处所签署合同项下，代表处依据合同所从事的行为的
认定。所以对于是否属于代表行为的合同的处理，需要从代表处
签订合同的名义、合同履行的方式以及合同对价的支付方式等
多个方面进行合规审查。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税务机关对

（二）雇员税收及强制性社会保险
1、雇员个人所得税
代表机构作为用工单位，应作为雇员的税务代理人，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的税务代理角
色中，不区分是否为常设性或非常设性代表机构，二者都须履行相应的税务代理义务。

于常设性代表机构的认定，是一次性认定。即如果出现一次交

根据俄罗斯税法典，雇员所得税的税率与雇员的国籍无直接关系，而与雇员的纳税人种类，即居民纳税人或非居民纳税人有关。
若为

易，导致被认定为常设性代表机构，则该代表机构从此之后，都

居民纳税人，则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 13%；非居民纳税人（任意一个 12 个月期间，在俄居留 183 日以上），个人所得税为 30%。
但根据俄

应按照常设性代表机构纳税。

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如果非居民纳税人的收入虽由俄罗斯境内的中国公司的代表机构支付，但实际由中国境
内的总公司承担，则其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可仅在中国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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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跨境合规中常见反腐败实操问题剖析

2、
雇员强制性社会保险
根据俄罗斯税法典的规定，外国法人在俄分支机构应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供服务的员工，缴纳的社会保
险有四类，即强制性养老保险、意外伤残和与生育有关的社会保险、强制性医疗保险以及意外事故和职业病强制性社会保险。其中，根据外
国公民在俄居留情况、与代表机构签订合同的性质，以及中俄之间签订的相关条约规定的具体情形不同，所强制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也不

ANALYSIS OF COMMON ANTI-CORRUPTION PRACTICES IN CROSS-BORDER COMPLI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 YE ZHAO

同。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外国公司在俄代表机构雇员强制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险种
雇员身份

强制性

意外伤残和与

强制性

意外事故和职业病

养老保险

生育有关的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

强制性社会保险

外国公民
（中国公民）

临时居留

非劳动合同关系的，无
须缴纳

非劳动合同关系的，无
须缴纳

无须缴纳

过去的 2018 年被广泛定义为中国企业的 “合规元年”，在这一

有劳动合同关系，则需
要缴纳

年间，国家相关部门颁发了多部重磅合规政策文件。
2018 年 7 月 1 日，
国家标准 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指南》正式实施；2018

临时 / 永久居住

外国高级专家

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无须缴纳

无须缴纳

需要缴纳

无须缴纳

有劳动合同关系，则需
要缴纳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实施《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
行）》
；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
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等七个部门制定发布了
《企业境外经

需要缴纳

赵 晔
俄罗斯公民

不作区分

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需要缴纳

上述表格所列情形，是外国公司代表处在俄罗斯境内根据不同用工情况，应全额承担、强制性缴纳的社会保险项目。未在上表列出
的，
在其他类型的劳务或服务合同中，
不属于须法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项目，也可能根据双方的协商，通过合同约定而进行缴纳。
【合规运营提示之 - 税务及员工社保合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常设性机构税务制度就是为具有经营性质的代表机构而设置的征税制度。所以从机构税的角度来看，如果相关
代表机构被认定为常设机构，
那么就应按照一般法人进行纳税。
代表机构的用工，一般情况下不仅涉及到俄罗斯本地用工，同时也涉及到中国（外国）用工问题。
所以需要根据俄罗斯税务社保法律
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确定应为雇员缴纳的保险险种。
相关的，中俄之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在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联邦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劳务协定》，但该协定仅在相对特殊的情况下适用。
四、
税务风险
从合规角度讲，应按照外国公司在俄代表处不同情形下使用的税收税制，对代表处活动进行定期自查。自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自身
或聘请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对所签订的合同进行审查，
以避免应缴而未缴税的风险。
根据俄罗斯税法典第 122 条的规定，税务罚款为应缴而未缴部分的 20%-40%。其中此处“应缴而未缴的部分”不仅包括机构税，也
包括雇佣员工的社会保险部分。
税务滞纳金的计算公式为滞纳金 = 应缴税款 /300*7.75%*365。

营合规管理指引》
。如此密集地出台和实施合规相关政策，可见我国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企业合规体系建立的重视程度。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公司业

早在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将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务部执业律师，同时持有中国和美国纽约州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合并，正式提出了跨国界利益共享地带

律师执照，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J.D.）学

的 “一带一路” 战略，希望通过跨国界的区域合作实现跨国界的利益

位，在公司治理与企业合规领域深耕多年，

共赢。近年来，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

擅长涉外商事法律问题的解决。

的浪潮不断推进。然而，由于各国的社会体系、法律制度及商业习惯
各有不同，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因制度差异而
产生的各类法律风险，尤其是当中国 “出海” 企业进入到一些法律法
规尚不健全或是腐败指数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时，有可能面临当地
的商业 “潜规则”，有时甚至是东道国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权力
寻租，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合规风险。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要加强国际反腐
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商业合作及
贸易往来日益增多，使得中国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不仅需要遵守
国内的法律法规，更需要顾及跨境业务所需的法律合规要求。例如，
目前许多外国企业（尤其是英美企业）对于商业合作方都有反腐败的
合规审查。
此外，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也导致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
国的措施。2018 年 11 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了“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该计划拟借助《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 FCPA）等美国法律，针对中国企业实施更为广
泛的“长臂管辖”，使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合规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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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根据美国司法部的《FCPA 公司案件执法政策》

示例：某企业在外部律师和法务部门的帮助下建立了一系

本文笔者在企业跨境合规领域有着多年的实践经验，曾帮

示例：某企业在《员工手册》中规定，“公司员工对外部单

助不少世界 500 强、各行业巨头、国企、央企及民营企业处理合

位或个人支付佣金、酬金，或提供招待、馈赠等，应坚持下列原

（DOJ’s FCPA Corporate Enforcement Policy）
，企业如果满足

列合规政策，但政策制定后却发现，由于员工对新制定的合规政

规问题、完善合规制度，对中国企业在跨境合规过程中遇到的各

则：（1）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2）符合一般道德标准和商业管

主动报告、全力配合、及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
（包括实施了有效

策理解并不透彻，同时企业内部也缺乏监督机制，等合规倡议之

类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本文旨在对中国企业在跨境合规中常

理”。

的合规制度）的要求，则司法部可以不起诉企业，或在量刑时视

风刮过后，企业员工依旧我行我素，合规政策被束之高阁。

见的反腐败实操问题进行剖析，下文将列举一些中国企业在制
定合规体系时经常遇到的误区，通过评析，探讨企业的应对之
道。
误区一：合规政策中一些概念的定义未与国外制度衔接
由于国情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一些基于国内法律法规制定
的合规政策中会出现某些概念的定义范畴与国外的反腐败法律
略有不同，因此，在制定企业跨境合规政策时，中国企业还需兼
顾此类概念的定义与国外法律的衔接问题。
示例：“政府官员” 这一概念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下与美国
FCPA 项下的定义范畴略有不同。
实践中，笔者发现中国企业在
反腐败合规政策中通常沿用我国法律法规对于“政府官员”的定
义，或者直接使用“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这使得该等合规政策
从 FCPA 的角度来看涵盖范畴稍显狭窄，不足以帮助中国企业
在涉美商业行为中更好地防控腐败风险。

评析：这样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未明确规定如何处理公

情况向法院建议减免罚金。

司员工对外部单位或个人行贿的行为，也没有针对违反该条款

建议：根据我国和国外的反腐败司法实践，笔者建议中国

模式量身定制合规政策，也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以及多部门的

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此外，从企业反商业贿赂的角度而

企业在制定了一整套合规体系之后，应组织全体员工进行培训

参与支持。每一家企业都有其自身的合规痛点难点，合规政策如

言，既应禁止腐败性贿赂，也应禁止不正当竞争性贿赂。
该条规

和考试，并定期考核员工的合规情况，留下培训记录、考核记录、

果不能切中这些要害，就容易留下合规漏洞或是完全缺乏操作

定并未区分向政府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情况以及向商

内部宣传记录等，以此作为企业反腐败反贿赂的行动证明。

性。此外，合规政策在制定后还需要公示并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

业合作伙伴中的工作人员（或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情况，而
两者的违规后果截然不同。

同时，企业还可以请员工签署诚信承诺书，与第三方合作伙
伴签署带有反腐败、反商业贿赂条款的合同。一旦发现违规行

建议：笔者建议增加 “禁止任何公司员工向政府官员、公

为，立即聘请律师进行内部立案调查，若调查结果确有其事，立

司交易对方或其员工、或任何第三方行贿的规定”，同时增加“员

即作出相适应的惩罚决定，以此明确表达企业的合规决心。
这些

工也不得为公司利益向上述各方行贿”的规定。在《员工手册》中

举动在将来也是可以用作单位责任抗辩的证据材料。

还应增加“纪律处分”的章节，对腐败性贿赂和不正当竞争性贿
赂分别制定相应的违规惩罚措施。
误区三：以为制定了合规政策便可完全规避单位责任

此外，企业还应设置违规举报渠道和应对机制，例如开通举
报热线、公示举报邮箱等，并由专人接收、处理和反馈举报事项，
以此证明企业的合规政策得以落实和监督。

在过往的反腐败案例中，企业经常提出涉案的贿赂行为系

最后，企业还应严格制定配套的财务制度及报销流程，从资

评析：谈到“政府官员”的概念，其实争议及范畴的模糊边

员工个人行为，且企业自身已经制定了合规体系，严禁类似的贿

金来源上杜绝腐败行为的滋生，这也是对单位责任的有力抗辩。

界主要集中在对“国有企业干部和雇员”的界定上，这就涉及了

赂行为，因此，企业本身对贿赂不承担责任。
这样的抗辩有一定

“国有企业” 的概念。我国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的定义上存在多

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不论是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还是在

重界定，比如根据 2003 年
《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国有公司企业认

欧美国家的反商业贿赂和反腐败立法和执法中，均将企业合规

定意见的函》
的规定，广义的国有企业包括纯国有企业、国有控

制度及施行情况作为企业责任的考量因素，但仅仅只有合规制

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从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刑法条

度并不能为企业带来完全免责的抗辩，还有不少其他因素会影

文及相关司法解释之中规定的国有企业并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

响到企业的这一抗辩是否成立。

与国有参股企业；此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判断纯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之中的员工是否系国家工作人
员，关键是从该人员履行职责的角度进行甄别，判断该员工是否
由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以及该员工是否从
事公务。
然而，从 FCPA 的角度出发，其对于政府官员的定义则

评析：建立一套完整的合规体系，既需要根据企业的商业

误区四：认为企业合规仅是法务部门的职责范围
在实践中，一些企业认为，制定和实施合规体系仅是法务部

考核，这就需要法务部门与人力资源部门联动。
又如，一旦发生
违反合规政策的行为，企业首先需要进行内部调查，这就需要同
时制定配套的内部调查流程指引，有时还需要审计部门一并介
入调查。
建议：在制定合规政策时，笔者建议企业聘请有经验的外
部律师先对企业的经营现状做一次健康检查，找出经营过程中
的合规难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合规政策。
在机构设置上，对于规
模较大的企业，建议单独设置合规部门，统领和协调企业内部的
合规事宜。对于中小规模企业，可以采取由法务部门牵头、多部
门联动的模式，但切忌由业务部门的主管人员自行负责合规事
宜。另外，对于国企、央企以及设有党支部的民营企业，还应积极
发挥纪委、党委的反腐败合规作用，共同构建企业内部互相协
同、互相监督的立体式合规体系。

门的职责范围，从而使得法务部门在合规政策制定后的实施过
程中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最终导致企业合规体系虽然已经建
立，但收效甚微。

示例：某企业确实建立了一整套合规体系，但商业贿赂的
违规行为却仍时有发生，且企业在处理违规行为时，只要没有外
部政府机构的介入调查，就一律采用内部消化的手段，对涉事员
工的处罚也比较轻微，这更加导致该企业内部商业贿赂的行为
屡禁不止。

较为宽泛，只要企业股权中有任何国有股份，该企业员工均有可
能被认定为“政府官员”。

评析：这样的企业一旦发生严重的商业贿赂案件而被执
法机构调查时，很难援用违规行为系员工个人行为的抗辩逻辑，

建议：为了使中国企业的反腐败合规政策在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的同时兼顾 FCPA 的规定，笔者建议将合规政策中对于
“政府官员” 这一概念的定义扩大到 “国有企业或政府控制的公

因为企业在其中存在对违规行为“纵容”的情况，并且，不论是从
我国检察院、工商局还是从美国 FCPA 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
抗辩都是苍白的。

司的任何干部或雇员”，并将 “在商业领域运营但属于政府或政
府机构的公司雇员”也包括在“政府官员”的定义范畴之内。

笔者在实践中从几位检察官和工商局执法人员处了解到，
执法人员在办理涉及公司员工贿赂的案件中，通常会考察企业

误区二：合规政策内容过于宽泛，或是缺乏对应的惩罚措
施

是否有明确、成文的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禁止性规定，还会考察
在实践中，笔者发现一些企业的反腐败合规政策制定得过

063

的合规制度及施行情况。
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人员除了考察企业
企业在过去的经营中对相关违规行为是否制定了有效的预防、

于宽泛，或是仅在员工手册中作出笼统的规定，导致相关政策容

监督措施，以及是否曾经处罚过类似的违规行为，以此考虑是否

易流于形式，
缺乏可操作性。

一并追加企业的单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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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仲裁“一裁不终局”的尝试
──浅析深圳国际仲裁院选择性复裁程序

对复裁的态度

相关法条 / 案例

法条摘要 / 判决摘要

目前允许或者不禁止仲裁内部上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香
港、新加坡、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
印度等。
3. 当事人明确约定可以复裁

中 国香港

THE ATTEMPT OF " THE ARBITRAL AWARD IS NOT FINAL" IN FOREIGN-RELATED ARBITRATION
--ANALYSIS ON THE OPTIONAL APPELLATE ARBITRATION PROCEDURE OF SHENZHE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 仲裁地法律不禁止复裁

示认可复

《仲裁条例》第
609 章 1

新 加坡

定，属于“选择性纳入”式的内部上诉机制。

成文法明
示认可复

“…不影响当事人任何仲
裁程序中可能的上诉或审
查的权利。”

裁机制

依据《指引》
，当事人约定就仲裁庭按照 SCIA 规则作出的裁决可
以向仲裁院提请复裁。SCIA 所规定的复裁程序必须由当事人明确约

成文法明

《仲裁法》第
50 章 2

“ 如申请人并非实现穷尽
所有仲裁程序中的上诉或
审查 ，其不可提起申请或

裁机制

上诉。”

4. 复裁不适用于快速仲裁程序
根据《指引》，复裁程序只适用于普通程序的案件，不适用于快速程
英国

序的案件。其原理为，复裁程序设立的初衷即旨在更好地追求重大涉外
案件的公正处理结果，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效率的追求，而快速仲

成文法明
示认可复

《1996 仲裁法》
第 70 条 3

诉。”

目标，因此复裁程序在适用快速仲裁程序的案件中并不适用。
西班牙

相关立法

西班牙仲裁法庭《二

默示认可

次仲裁》(Second

复裁机制

Instance

复裁程序的启动依照《指引》第三条规定，须在收到原裁决之日 15

Arbitration) 第 39 条

日内提出复裁申请。关于复裁庭的组成，
《指引》第五条规定，如一方当

该案件审理法官 Crotty 法官

事人提出复裁申请，则复裁庭全部成员在原仲裁庭成员之外产生，由仲

姚 远

高 慧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仲裁与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仲裁与 A D R

ADR 业务团队总监，擅长外商投资、公司

业务团队律师助理，毕业于美国乔治城

收购及兼并、股权私募投资、企业境外上

大学法学院。

复裁，即为当事人向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提起内部上诉申请重新仲裁的机制。目前部分境外仲裁机构所提供的内部
上诉机制大体分为“选择性排除”（Opt-out）与“选择性纳入”（Opt-in）两种方式。在选择性纳入机制下，当事人可以约
定就仲裁裁决向同一仲裁机构申请上诉；在选择性排除机制下，除非当事人事先合意排除，否则默认双方具有提起复
裁的权利。
一、
SCIA 复裁规则解读
（一）
SCIA 复裁规则适用前提

裁决进行最小限度审查，并且

LLC4

认为法院应最大限度地遵循
法律审查后，Crotty 法官认
为二审仲裁庭没有超越权限

仲裁规则的规定。

裁决，仲裁裁决的作出没有违
反《美国仲裁法案》。

适用复裁程序的案件中，原裁决作出后一旦任意一方在规定期限
内提出复裁申请
（且未予撤回），则原裁决将不具有终局效力。复裁裁决
作为终局裁决，
将对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案例认可跨机

M/s

“即使一项仲裁裁决尚未进入

构双层级仲裁

Centrotrade

执行程序，裁决仍然具有既判

条款

Minerals &

力等其他价值，故裁决的终局

Metal Inc. v.

性和约束力并不当然意味着

Hindustan

裁决作出后的唯一合逻辑结

Copper Ltd.5

果是执行程序，当事人仍依法

行申请执行的问题，依据仲裁法第五十七条，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若原仲裁裁决明确写明裁决生效条件为各方当事人在特定
期间内未提出复裁申请，则法院可以裁决尚未生效拒绝执行；若仲裁

享有或有权约定上诉仲裁程

裁决未予以说明时，另一方当事人将有必要对原裁决申请不予执行，并

序，仲裁裁决仅有有限的约束
力（The award is binding in

向法院出示复裁协议及复裁程序已启动的相关证据；在境外申请执行

a limited context）”; “案涉

时，当事人也可以援引纽约公约提出异议。

当事人所约定的双层级仲裁
条款（two-tier arbitration

二、复裁机制的现行实践

clause）并不违反印度的基本
政策或公共政策。”

（一）部分国家（或地区）对复裁的立法规定
SCIA《指引》
规定仲裁地法律不应禁止复裁，而中国大陆还是严格
遵循 “一裁终局” 的原则，所以复裁程序无法选择中国大陆作为仲裁地
进行。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是伦敦、巴黎、

1. 仲裁案件需为涉外纠纷案件

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等。下表以部分国家（或地区）为例，分析部分法

虽然规则并未明确规定，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明示选择法律的前提

域对复裁的大致态度：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
中国大陆

SCIA《仲裁规则》
第 68 条及
《指引》
明确了该规则下仲裁案件适用复裁程序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Navient Solutions

仲裁庭的裁决。在进行事实和

印度

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基本原则，
此次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
将复裁程序引入仲裁规则，无疑是一次创新的尝试！

认为应对二审仲裁庭作出的

级仲裁条款

知的程序事宜上因《指引》未直接规定，依据《指引》第十条将参照适用

因复裁程序中将会出现两份裁决书，可能会出现原仲裁胜诉方先

（以下简称“指引”）
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国内仲裁机构首次在仲裁规则中引入仲裁的复裁程序。一裁终局一直以来是我

Hamilton v.

就同一仲裁裁决提出复裁申请的，则由同一复裁庭复裁。
在如受理、通

市等领域。
2019 年 2 月 21 日《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
,
（以下简称“仲裁规则”）与《深圳国际仲裁院选择性复裁程序指引》

案例认可双层
美国

裁院院长在《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名册》中指定；如两个以上当事人

有仲裁程序中的上诉或审
查 ，其不可提起申请或上

裁机制

裁程序主要是针对小额纠纷所设立的特别程序，效率是其重要的追求

（二）SCIA 复裁程序的启动与复裁裁决的效力

“ 如申请人并非实现穷尽所

明示禁止

《仲裁法》

复裁机制

（2017 修正）
第九条

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
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
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
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因此复裁程序必须在涉外仲裁案件中适用，即复裁程序对于国内纠纷尚无适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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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分仲裁机构的复裁机制

采用复裁机制，可能引起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问题。如果裁决执行地的国内法并不允许二审仲裁，当事人持有复裁前后两份仲裁

当下仲裁上诉的两大方式为向法院就裁决结果提出上诉，或向仲裁机构 / 仲裁庭提出上诉。在法院上诉机制中，法院对于仲裁裁决的
审查主要是程序上的审查
（当事人是否达成仲裁协议、仲裁程序是否违法等），如我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
条不允许对于实体事项向法院上诉。
而在仲裁机构 / 仲裁庭上诉机制中，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一方当事人既可以针对程序事项上诉，也可
以针对实体事项上诉。
当前仲裁机构对于内部上诉机制的规则各有不同，主要分类如下所示：

裁决寻求当地法院承认与执行，法院在处理上有可能存在争议。
法院的处理有两种可能。
一为法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承认与执行复
裁后的裁决。第二种可能是法院不承认当事人仲裁协议中关于“复裁”部分的约定，并依据既判力原则只承认某一方当事人优先提交给法院
申请承认执行的仲裁裁决，而该优先提交的仲裁裁决很可能是第一次仲裁中获胜方提交的第一次仲裁裁决。
另外，如当事人在禁止复裁的国家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该国家法院可能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执行。
四、选择 SCIA 复裁程序的实践性建议
（一）是否选择复裁机制

向法院上诉
选择性排除机制： 欧洲仲裁
法院（ECA）

综合来看，约定复裁机制的利与弊如下表所述，当事人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上 诉 机 制

上诉至同一
仲裁机构

复裁机制的优势

选择性纳入机制:美国仲裁协
会(AAA)争端预防与解决国
际机构(CPR)西班牙仲裁法
庭(ECA)

向仲裁机构/
仲 裁 庭 上诉

增加公平裁决的机会
当事人对仲裁程序选择更多样

复裁机制的劣势

增加仲裁时间、费用
在不承认复裁的法域有被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的风险
仲裁终局性受影响

上诉至不
同仲裁机构

在仲裁机构 / 仲裁庭上诉机制中，当事人既可以事先约定

第三条规定的期限届满后提出撤回复裁申请的，原裁决自撤回

上诉至同一仲裁机构，也可以约定上诉至不同的仲裁机构。如在

申请之日起具有终局效力。” 由此可见，SCIA 复裁规则与我国

Centrotrade Minerals & Metals Inc v. Hindustan Coppe 一
案中，当事人约定争议应按照《印度仲裁协会规则》提交至印度

《仲裁法》在仲裁裁决何时生效的问题上有冲突。
3. 与我国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性规定冲突

仲裁协会进行仲裁，如果任何一方对在印度进行的仲裁结果有
异议，则有权在伦敦根据《国际商会调解及仲裁规则》进行二次
仲裁，印度最高法院认为该约定不违反印度《仲裁与调解法案》
中终局性的规定，
继而认可了该仲裁条款的效力。

根据我国《仲裁法》
，案件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唯一事由
为：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
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但仲裁庭有权拒
绝重新仲裁。且该情况下的重新仲裁是由同一仲裁庭进行的。而

三、
思考：复裁机制引发的冲突
（一）
与国内法的冲突
1. 与我国一裁终局原则冲突
我国商事仲裁采用的是一裁终局的基本原则，该项原则保
证了仲裁运行的高效率和既判力。由于复裁程序与我国《仲裁

行仲裁、仲裁上诉和法院承认与执行等各个阶段应寻求跨境仲裁领域律师的专业建议。

愿原则应得到更多的尊重。是否纳入上诉机制，需取决于当事人
利裁决的机会，
那么当事人的这种意愿应得到尊重。

力。
而 SCIA
《指引》
第六条规定，“适用本
《指引》
申请复裁的，原

LAW FIRM

鉴于 SCIA 复裁规则在中国大陆还是一次新的尝试，又与我国的相关立法、仲裁基本原则有冲突的地方，当事人在制定仲裁条款、进

仲裁的高效率一直是其被用作解决商事争议的重要原因。
地将延长解决流程的持续时间。不过与效率原则相比，当事人自

BEIJING

（三）寻求跨境仲裁领域律师的专业建议

（二）与效率原则的冲突

自身的意愿，如果当事人愿意牺牲部分效率来争取对自己更有

067

并由复裁庭作出终局裁决。仲裁地为 ________。
（请填写不禁止复裁的国家或法域）”

程序可以由同一仲裁庭或不同仲裁庭进行。

地。

裁决在期限届满前不具有终局效力……复裁申请人在本《指引》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任何一方有权就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向该院提请复裁

后一段时间内提出复裁申请，即可启动重新仲裁程序。且该复裁

而上诉机制无疑将给仲裁带来效率上的减损，因为它不可避免

我国
《仲裁法》
规定，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当事人在制定仲裁条款时，应注意仲裁地约定为不禁止复裁的国家或法域，原因前文已陈述。另外，当事人希望依照
《仲裁规则》
第六
十八条和《指引》的规定通过仲裁和复裁解决争议的，可在合同中约定如下示范条款：

SCIA 复裁规则下，只要当事人事先约定可以复裁并在裁决作出

法》一裁终局的规定相冲突，当事人不能将中国大陆选为仲裁

2. 与我国裁决立即生效的规定相冲突

（二）仲裁条款的设置

（三）承认与执行中的冲突

1 Art. 73, Cap.609 Arbitration Ordinance.
2 Art. 50, Arbitration Act (Chapter 10).
3 Art. 70, Arbitration Act 1996 (1996 Chapter 23).
4 Hamilton v. Navient Solutions LLC, No. 18-CV-5432, 2019 U.S. Dist. LEXIS 23312 (S.D.N.Y. Feb. 14, 2019).
5 M/s Centrotrade Minerals & Metal Inc. v. Hindustan Copper Ltd., Civil Appeal No. 2562 of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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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企业合规体系评价指引（2019年4月）》解读
BRIEF INTRODUCTION ON U.S. DOJ GUIDANCE DUCOMENT ON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

2019 年 4 月 30 日，美国司法部刑事部门（下称“刑事部”）发布
《企业合规体系评价指引》（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 Guidance Document, Updated: April 2019）
（下称 《
“ 评

为了更好地指导企业完善合规体系，
《评价指引》归纳了三
个“基础性问题”：
1、
“企业的合规体系是否经过完好的设计？”

价指引》”）。
此次修改，在其 2017 年发布的原《评价指引》的基础上进
行了较大的修改，使得该《评价指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

合规体系是否被有效实施？

义。
《评价指引》更新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于其直接适用于在美国
有实质业务的中国企业，要求该等企业认真学习并落实《评价指引》
中的各项要求；另一方面在于其对于中国境内企业合规体系的构建

邢芝凡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 “一带一路” 走出国门的
境内企业。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联席合
伙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邢芝凡律师

有鉴于此，本文将针对《评价指引》的颁布目的以及内容作简要
的介绍，供读者参考与讨论。

专注于企业合规法律服务研究与实践，尤其

3、“企业的合规体系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即，该
合规体系在遇到违规行为时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
从这三个问题的内在逻辑而言，这分别可以概括为合规立
法、
合规执法和合规司法。具体而言：
第一个问题强调的是合规体系需要一套完整的合规制度，
即 合 规 立 法。这 包 括（1）制 定 制 度 前 的 风 险 评 估（Risk
Assessment）
；
（2）各 项 政 策 和 程 序 的 制 定（Policies and
Procedures）；
（3）有 效 的 合 规 培 训 和 沟 通（Training and

专注于企业商事合规、劳动人事合规、广告
及消费市场合规、
白领职务犯罪等。

2、“企业的合规体系是否被诚实并守信地实施了？”即，该

Communications）
；
（4）建立具有保密性的报告制度和调查程
一、
《评价指引》
制定目的

序（Conﬁdential Reporting Structure and Investigation Pro-

《评价指引》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该文件出台的目的及其核心价

cess）
；
（5）对第三方商业伙伴（供应商、经销商）的管理（Third

值。文件指出，在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时，为了使得检察官对企业作出

Party Management）
；
（6）在兼并收购过程中有效的尽职调查

合适的处理决定，比如（1）对企业提起控告还是出具刑事裁决；（2）

等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罚金金额（若有）；（3）处以何种合规义务（所有企业刑事决议中所含
有的，比如监控义务或报告义务），检察官需要判断这家企业在发生
违法行为时，或者在检察官对其作出控告决定或裁决时是否有一个
行之有效的合规体系。
《评价指引》
旨在协助检察官实现这一目的。
二、构建合规体系的三个“基础性问题”及其延伸
评价一个企业的合规体系必须结合刑事调查的个案情况，因此

第二个问题强调的是合规体系的贯彻落实，即合规执法。这
包括（1）企业中级管理人员对于合规体系的认可和执行合规体系
时 的 表 率（Commitment by Senior and Middle Management）
；（2）实 施 合 规 体 系 有 充 足 的 自 治 权 和 资 源 保 障
（Autonomy and Resources）；
（3）有 效 的 激 励 和 惩 戒 措 施
（Incentives and Disciplinary Measures）。

刑事部不使用固化的方式来评价企业合规体系的有效性。每家企业

第三个问题强调的是违反合规体系时的有效应对，即合规

的风险情况以及应对风险的解决方式不同，这使得每个合规体系的

司法。这包括（1）合规体系的持续改进、阶段性检测和审查（如内

评价过程标准不一。基于此，刑事部对于每个案件的决定各有不同。

部审计、控制体系检测等）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eriodic

然而即便如此，刑事部在作出每一个个案的决定时，仍然会涉及到一

Testing, and Review）
；（2）对 于 违 规 行 为 的 合 规 调 查 程 序

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这些被称为“基础性问题”。

（Investigation of Misconduct）；
（3）对于违规行为成因的有效

Remediation of Any Underlying Misconduct）
。
虽然《评价指引》未穷尽所有的评价合规体系的问题和方
式，但其已尽可能地就以上基础性问题在文件中进行了细化，使
之具有更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也就是说，当企业就
《评价指引》中
所列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积极且全面的安排，如果企业仍然违
背了合规经营的实质，那么企业的合规体系依旧有可能被刑事
部给予负面评价。
三、
《评价指引》
与中国合规发展
2018 年作为中国企业合规元年，一系列与合规制度有关的
国家标准和政策指引得到了颁布。
这包括了 2018 年 7 月 1 日，
《合
规管理体系指南》
（GB/T35770-2017）开始实施；2018 年 11 月
2 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
（试
行）
》；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
等七部委发布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
。
2018 年，中国的合
规制度理论建设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其中的内容借鉴了诸多经
验，与
《评价指引》
之内容就文字内容来看差距已不大。
但是，合
规之路漫漫，将理论与制度落实于企业实践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仍然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与《评价指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中
国，当企业员工违反国家法律而致使企业面临可能的刑事处罚
时，企业是否建立了良好且有效的合规体系已经成为了国家机
关判断企业是否应当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如 2017 年
的雀巢员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法院认可雀巢公司所制定和
实施的含有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内容的《员工行为规范》等公司政
策，认为其足以证明“雀巢公司禁止员工从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违法犯罪行为”，并据此认定该等违法行为属于员工个人行
为，
使得雀巢公司免受刑事处罚。
《评价指引》和中国合规的发展告诉我们：“合规创造价值”，
重视合规制度的建设并充分落实合规制度，才能使得企业基业
长青。

分 析 和 制 度 漏 洞 的 矫 正（如 根 本 原 因 分 析）
（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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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华东
德衡律师集
团高级合伙人，北

三、跨境投资并购
CROSS-BORDER INVESTMENT AND M&A

京德和衡（上海）律

领域。

内容合规性审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游戏行业的特殊性在于，
往更大。同时游戏的玩法、设计变化多样，并购公司需要审查游

长金融和银行、投

讼裁、公司、保险等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给并购公司对标的公司游戏运营及游戏
活跃用户大部分为青少年，因此政府对游戏产业的监管力度往

师事务所主任，擅

融资与并购、民商

海外并购首先要面临的必然是政策法律风险，游戏行业也

戏的每一种玩法、每一个环节是否存在合规性风险，以确保其并

中国游戏产业海外并购风险

购的资产合法合规。不论是海外运营还是考虑将标的公司的游

简析

求，确保后续合法经营。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ISKS OF OVERSEAS
M&A IN CHINA'S GAME INDUSTRY

师事务所的资质和尽职调查水平同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不例外，只是风险更大。
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存

戏业务引进中国境内运营，都必须满足当地以及国内的监管要

就海外游戏公司在国内运营而言，要受到国内有关于游戏

目前来看，收购公司多采用聘请海外律师事务所进行尽职
调查的方式以降低政策法律风险和信息不对等带来的风险。收
购公司为确保并购的资产属于合法资产，通常要求标的公司所
在国的海外律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其
中包括历史沿革、股权及资本情况、资产与当地许可或资质、知
识产权、商业特许经营、股权投资、重大合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标的公司是否曾受到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反垄断调
查、诉讼与仲裁情况等。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出具海外并购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时，也会援引经过核查具有资质的海外律师事务所
的法律意见对标的公司海外运营部分发表意见。

出版监管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

三、游戏行业海外并购风险防控建议

管理的通知》，以及关于版权和著作权保护的《著作权法》、
《著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国

侯平

民休闲娱乐需求逐渐提升，作为娱乐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游戏产
业，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如今我们提到游戏产业，一般想到的

德衡律师集团

是电子游戏产业，即以网络游戏为主导，依托电子设备平台而

合伙人，企业与金

运行，旨在实现娱乐、休闲并取得虚拟成就的娱乐活动。电子游

融业务部主任，执

戏一般可以分为网络游戏、单机游戏以及主机游戏。
现今中国

业律师，擅长投融

游戏市场的大部分利润来自于网络游戏的盈利。
虽然网络游戏

资并购及其争议解

起步较晚，但因其不仅具有传统游戏的娱乐性，还具有社交性

决、资本证券、破产

和强大的可持续性而迅速占领游戏产业高地。

清算等业务。

尹斐如

一、国内游戏行业现状及海外并购现状

规划》等多部法律、法规及政策约束。从 2017 年开始，为了加强
对游戏行业的监管，有效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中宣部、中央网
信办、工信部、教育部等八大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网
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并陆续出台了例如《网络游戏管理暂行
办法》、《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
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对游戏
产品上市的周期、开发和运营都有重要影响。

戏行业的监管有其独特的监管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澳大利
亚提供网络游戏需要受到澳大利亚分级评级制度的约束。也就

根据相关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国内网络游戏市场中近

是说，所有网络游戏在其内容和游戏宣传在澳大利亚国内出现

70% 的份额基本已被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霸占”，其他二、三

前，必须遵守互联网审查和分类法律以及一般适用于澳大利亚

线游戏公司在剩余的市场份额中苟延残喘。
随着国内游戏市场

在线媒体所需遵循的条例。其中，针对网络游戏，其内容或宣传

趋于饱和，游戏公司纷纷开始布局海外市场，开始实施国际化、

的主题、内容或宣传是否可能涉及暴力、性、吸毒等都是适用分

综合型战略规划。加入海外并购大军的游戏公司摩肩擦踵。除

类评级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要素，分类过程亦需要考虑这些要素

此之外，一些非游戏行业的中国公司也盯上游戏行业这块“肥

中的每一个相关因素和影响，包括这些要素出现的频率、强度

肉”，尝试进军游戏行业，布局国内外游戏市场。

等。除此之外，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所有网络内容包括网络游戏
在内，都必须不包含非法内容，例如：恋童癖、儿童性虐待、宣传

据统计，2015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游戏公司的交易发生

（上海）律师事务所

了 8 起，2016 年发生了 6 起，2016 年最大的一笔游戏公司海

或指使与恐怖袭击相关的内容。除了澳大利亚之外，包括美国、

企业与金融业务部

外并购交易即赫赫有名的腾讯 86 亿美元收购芬兰手游巨头

韩国、芬兰等国家都有本国特有的游戏监管模式。并购公司如不

执业律师，专注于

Supercell 公司股份，紧随其后的是巨人网络 305 亿人民币收

了解标的公司所在国的游戏行业监管模式，将导致并购资产因

企业劳动人事合

购以色列游戏公司 Playtika 以及金科文化 42 亿人民币收购

合规不足而造成重大损失。

服务。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持有者 Outﬁt7 公司。2017 年随着
海外并购监管政策收紧，
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总体下降。
二、游戏行业海外并购主要风险
海外并购终究是一项专业投资活动，具有高收益与高风
险并存的特点。游戏行业的海外并购亦是如此。在预期获得高
收益的同时，并购公司承载着包括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社会风
险等多种由于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
目前来说，游戏行业海外

等风险，我们建议通过做好尽职调查的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上述
风险。海外并购的被收购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
化、法律等方方面面与中国国内有较大差异，在对标的公司的尽
职调查过程中，需要收购公司具有有效的风险识别能力，这对收
购公司的收购团队提出了较高要求。
因此，引入经验丰富的并购
团队协助处理尤为必要。具有丰富海外并购经验的专业律师团
队是并购公司最好的选择，详尽的尽职调查过程、可靠的尽职调
查报告能够给并购公司带来对标的公司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判

就海外游戏公司在其所在国当地运营而言，各个国家对游

北京德和衡

规、投资并购法律

综上，针对游戏行业海外并购的政策法律风险和信息不对

权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
《版权工作“十三五”

除了政策法律风险外，并购公司还会面临信息不对等风险。
游戏行业海外并购涉及到庞大、繁杂的信息收集、尽职调查和可
行性论证工作，研究范围涵盖了标的公司所在国或地区的政治、
经济、文化、市场、法律、税收等各个方面。对标的公司本身的研

断，这在整个交易谈判、估值定价等过程中起到巨大推动力。
反
之无效的、偏差严重的、不专业的尽职调查和在此情形下作出的
尽职调查报告对整个交易带来不可弥补的不利后果，加大了海
外并购风险。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游戏产业在国
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仅仅将发展目光聚焦在国内市场的游戏
公司只能在夹缝中享受微弱的阳光。在这样的环境趋势下，二、
三线游戏公司想要迅速翻盘、创业公司想要迅速占领游戏行业
一席之地，就不得不开始注重对海外市场的布局。
对中国游戏公
司来说，在海外研发游戏产品并从中取得市场份额的道路相对
艰难且进展缓慢，通过对海外优质游戏公司的并购，既有助于快
速完成海外市场布局，又能利用中国自身优势为海外游戏公司
带来国内庞大的用户流量，可谓一箭双雕。
综上，游戏行业的海外并购不仅要注重海外并购本身具有
的风险，也需要额外关注游戏行业特有的法律风险。
游戏行业海
外并购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并购公司自身完备的战略规划，还
取决于对国内外游戏行业法律、法规、政策的全面了解和精准把
握。

究亦涉及到标的公司股权与公司治理结构、资产状况等各个方
面。这就对收购公司调查研究的范围和质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收购公司采用聘请海外律师事务所进行尽职调查的，对海外律

并购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法律风险和信息不对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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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投资项目税务筹划
TAX PLANNING OF CROSS-BORDER INVESTMENT PROJE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二）投资主体选择

一、项目投资
首先，我们对国际税收环境进行一下简单介绍。
由于世界各

在进行跨境投资时，需要选择一个对外投资的主体形式，即

国家及地区之间税收制度的差异，国际税收合作十分重要，为促

是以子公司对外投资还是以分公司对外投资。子公司是独立的

进各国经济合作，国家间签订了大量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
截

法人主体，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利润汇回灵活，能够享受较多的

至目前，中国与 110 个国家及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但

优惠，关联交易更容易被认可；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主体，由总

同时，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税收合作中避免双重不征

部承担最终责任，其亏损可以冲抵境内利润，不用缴纳预提所得

税的力度逐渐加大，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
《金融账户涉税

税。因此，在选择投资主体时，要结合项目特点及标的国要求等

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

因素，比如建设工程项目业主方要求必须是母公司承建，则最好

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
（“BEPS”）等出台，加

设立分公司；有的国家不承认分公司的主体资格，则只能以子

大了对全球避税行为的打击，对合理节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公司进行投资。
另外，如果项目情况允许，可采用投资初期分公

此，在搭建投资架构时，我们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司，运营后期转为子公司的模式。
（三）投资股权架构

（一）投资标的国税务环境
在企业拟进入新市场之前，需要先对投资标的国进行包括

股权架构搭建是境外投资的基石，而在进行架构搭建时，税

税务环境在内的全面市场调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务环

收是需要考量的核心因素之一。直接投资还是选择搭建中间控

境不一样，发达国家一般为“属人主义”，注重税收居民管辖权 ,

股结构，中间结构搭建一层还是多层，都会影响整体税负。
在搭

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为 “属地主义”，注重税收来源地管辖权。另

建股权架构时，需要充分考虑税收协定的签署因素。
如果投资标

外，一些国家税收制度特色明显且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沙特所得

的国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定中股息的预提所得税高于 5%，则在

税仅为 5%，但是有 20% 的宗教税；比如石油国家往往将资源

投资前需要进行股权架构设计，免除或降低境外子公司股息汇

税作为经济调节的手段，资源税率可能会随着国际油价的波动

回时的预提所得税。比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税收协定约

而调整。同时，“一带一路”国家中，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当地

定的股息预提所得税为 10%，荷兰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因此设置

税务部门税收征管能力也应是企业考察税务问题的关键因素。

荷兰控股公司，
可做到不征预提所得税。

如果企业在投资前对标的国税务环境不够了解，可能会做出错
误的商业决策。

张一飞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

鲍翠杰

中国公司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基金业务部

人，金融科技部执业律师，毕业于清华大

执业律师，专注于并购重组、私募基金、

学法学院，擅长税法、并购重组、IPO 等领

税务筹划等业务领域，擅长项目交易架

域。

构设计、尽职调查、商务谈判、交易文本

中国公司

股息

0%

起草等法律服务。

股息

10%

哈萨克斯坦子公司

荷兰控股公司
股息

0%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大。根据国家外交部最新统计数据，“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6 万亿美元，投资超过 800 多亿美元，
这其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功不可没。
但是很多企业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导致成本加大甚至项目失败。因

哈萨克斯坦子公司

此，在跨境投资过程中，税收问题成为走出去企业关注的热点及难点。
本文以项目投资、运营及退出三个阶段
为着眼点，
对跨境投资项目税务筹划重点问题进行简要介绍及分析，以期对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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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设置中间架构时，我们需要考量控股公司是否符合

情况的报送义务，进行境外所得的汇算清缴，保留并提供相关完

注册地要求的经济实质，防止税务主管部门以不符合经济实质

税凭证及证明资料；员工回国时，企业应为员工及时办理离职

或受益所有人要求为由穿透监管。
特别是近期出台的开曼及 BVI

的税务申报，包括补税或退税等，并妥善处理个人所得税纳税义

《经济实质法》
，会对在这些传统 “避税天堂” 搭建的股权架构带
来极大的挑战。

务申报是否应当在派驻国履行完毕。
（四）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二、
项目运营
（一）
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是所在国认定投资主体税务居民身份的指标，一
般来说，对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要按照常设机构营业利润征
税，对不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则按照其他条款征税。
常设机构
分为一般型常设机构、工程型常设机构、劳务型常设机构、代理
型常设机构四种。
以工程型常设机构为例，俄罗斯规定为 18 个
月以上为常设机构，德国、英国为 12 个月以上，埃塞俄比亚规定
6 个月以上即为常设机构。
因此，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可以通过控
制工期等方式，
避免被认定为常设机构，
以此节税。
（二）
增值税

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能否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在项
目投资及运营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曾经接触过一
个案例，中国企业在某国与业务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所有当地可
能发生的税金均由业主承担。然而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该中
国企业发现，当地政府对免税项目的覆盖范围规定并不明确，而
且各个项目需要经过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出具免税批文之
项目的免税资格出现争议。税务机关认为基础设施主体项目可
以免税，但配套的办公居住区不属于主体项目，不可以享受免
税。业主以无法确定中国企业应该缴纳的具体税额为由，要求中
国企业自行纳税，完工结算时再商谈税金承担问题。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不仅仅需要合同相对方或者是政府的承

转税，目前世界各国的流转税较多为增值税。
因此，增值税是跨

诺，还需要将优惠政策具体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企业也

境投资需要关注的税收关键点。
关于增值税，企业首先要了解我

要提前了解当地税务政策，与当地税务主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

国关于跨境投资的增值税政策，如建设工程企业对外承建 EPC

等。

标的国关于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如针对采购环节的增值税免税，
可能存在先征后退和直接免税两种方式：如果是先征后退，则
材料物资采购环节须支付含税价，按期进行销项税与进项税抵
扣，因施工项目免税，销项税为 0，所以采购环节所支付的进项税
可以按申报程序退回；如果是直接免税，则所支付的采购价款
中不含增值税，承包商直接向供应商提供免税税票。
最后，要了
解标的国的发票抵扣方法，最好直接找具有当地财务及税务从
业经验的雇员负责纳税申报、
发票管理等事务。
（三）
个人所得税
中国企业在跨境投资时，需要向标的国派驻工作人员，特别
是 “一带一路” 参与国跨境工程项目，承包方可能会向标的国派
驻包括施工人员在内的大量工作人员。
实践中，派驻人员可能引
发个人所得税双重征税、当地税务主管部门要求纳税调整等问
题。因此，企业在派员过程中要注重以下问题：在派遣员工前，
企业应熟悉我国及派驻国个人所得税及相关规定，了解个人所
得税申报要求及流程；派遣过程中，企业应及时履行外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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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的情形；
6．
是否存在来源于同一国家（地区）
的不同性质的所得；

境外投资收益在汇回国内时，需要按照我国所得税法的规
定缴纳所得税，针对境外已经缴纳的部分，可以进行抵免，具体

7．是否取得相关境外所得税纳税凭证；

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根据我国税收法规的规定，企业取得
8．
是否存在以前年度境外所得税抵免余额。

的境外所得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
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中

因此，境内企业应当充分理解境外税收抵免政策及申报的

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

原理和结构、保证境内外财税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合理设计

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

境外税收抵免的基础计算底稿和台账、妥善保存境外缴款凭证

后的余额进行抵补。企业针对境外投资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在

等。

境内申请抵免时，主要关注如下问题：
1．收取股息时，是否有境外子公司的股息分派决议；
2．
取得来源境外所得的纳税年度确认是否正确；

后才可享受免税待遇。结果在建设项目正式启动之后，多个配套

境外投资主体在项目运营过程中，主要涉及到的税种为流

工程时，设备出口等可能涉及到出口退税问题。
其次，是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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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国家在吸引外资时，通常会给予投资企业较大

（二）境外所得税抵免

3．
是否正确计算收到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间
接承担的税款；

四、总结
在国际反避税趋势以及复杂的国际税法规则下，想找到一
个适宜的税务筹划方案并达到理想的效果，并非一劳永逸的事
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可以借鉴成功的税务经验，但是无法
照搬照抄。因此，建议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具有丰富投资
及税务经验的专业人士协助，实现商业利益的最优化。

4．
是否享受税收饶让的待遇；
5．
境外缴纳的所得税计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多缴境外所

三、项目退出
企业境外投资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收益，因此境外投资项目
退出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所得税问题。为保证标的国税收管辖
权的实现，标的国一般要求企业缴纳预提所得税，而利润汇回境
内时则涉及到境外已缴纳所得税在我国境内的抵免问题。
（一）预提所得税
很多国家规定了境外投资的预提所得税政策，以建设工程
类项目为例，印度尼西亚规定，业主支付合同价款时，按合同总
额的一定比例预扣所得税，之后不再进行清算。巴基斯坦则规
定，业主支付合同价款时，先按合同总额的一定比例预扣所得
税，待纳税年度终了或项目完工时再由承包商根据实际利润进
行清算。而有的国家则没有预提所得税的规定，如老挝规定，业
主无须预扣所得税，待纳税年度终了或项目完工时，由承包商按
一定的核定利润率计算缴纳所得税。因此，企业跨境投资时，需
要充分考察标的国预提所得税政策，同时考察所在国所得税清
算工作实际执行情况以及与我国税收协定约定等事项，并在进
行商务安排时予以充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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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商投资法规对《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建设的借鉴意义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JAPANESE FOREIGN INVEST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PRC

一、投资主体
( 一）
日本的规定

二、投资行为等

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日直

( 一）
日本的规定

接投资的主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以下简称“外国投资者“）
：
第一类：非常住个人；
第二类：依据外国法律成立的法人或者其他团体，以及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已经
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公布，并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以下简称“外资三法”），对外商对华投资活动

公司；

《外商投资法》的首次面世是在 2015 年 1 月 19 日由商务部公布
的《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条文数有 170 条；之后在 2018
年 12 月 26 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外商投资法》
（草
案），
条文数有 39 条；在 2019 年 1 月 29 日发布《外商投资法》
（草案）
（二次审议稿）
，条文数有 41 条；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由主席令第
二十六号正式公布《外商投资法》
，条文数有 42 条。从法律文本的公
布时间节点来看《外商投资法》的制定具有前松后紧的特点，同时正
式法条的数量较《外国投资法》有很大幅度的减少。结合去年以来中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
部执业律师，擅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业务重
组、
清算解散业务及对日投资业务。

第三类：由第一类或者第二类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持有
该公司股东总数或者股东大会表决权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也有很多课题等待解决。

王 彬

外国拥有主要办事机构的法人或其他团体；

届时《外商投资法》将取代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
进行全面的规范。届时中国的外资管理制度即将迎来新的时代，当然

美经济关系的紧张局势，以及部分外商撤离中国的背景，可以推测

在《外商投资法》中也被删除了。

外国投资者的对日投资行为分为直接投资和特定取得两大
类。
1. 直接投资包含以下几种情形：
（1）取得日本国内上市公司超过 10% 股份的；
（2）取得日本国内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股权的，但不包含从
其他外国投资者受让已发行的股份或股权；
（3）个人将其在常住个人期间持续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份

第四类：第一类外国投资者占其董事等或有代表权董事数

或股权在其成为非常住个人之后转让给外国投资者的；

量超过一半的法人或其他团体。
（4）外国投资者同意日本公司的经营目的进行实质性变更
从上述第一类外国投资者的定义可知，日本对于非日本国
籍的个人投资者没有直接按照该个人的国籍来认定其属于外国

的（在公司为股份公司时，仅限于持有该公司三分之一以上表决
权的外国投资者所作出的同意）
；

投资者，而是按照是否常住日本来进行区分。例如，根据《外汇法
令的解释和运用》的规定，在日本国外为日本大使馆 / 领事馆以
外的公司或组织工作服务的个人，以及两年以上在日本国外居
住的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同样属于非常住个人，因此，这两类人在
法律上属于外国投资者，如果进行对日投资的话也需要符合《外
汇及外国贸易法》的规定。

（5）第一类或第二类外国投资者在日本设置分支机构、工厂
或其他经营机构（不包含办事机构）
，或实质性地变更其种类或
业务目的 ；
（6）向日本的法人进行期限超过一年的贷款行为中，借款后
从该外国投资者的贷款总金额超过 1 亿日元，并且贷款总额和该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该日本法人的公司债的合计金额超过该法人

《外商投资法》的出台除了外资三法本身已经不太适应时代的发展需

另一方面，不持有日本国籍的外国人通常推定其在日本国

要升级的原因之外，借公布新法宣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市场公

内没有居住场地，属于非常住个人。但如果 1）在日本的公司工

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应对外部压力的一

作，或 2）进入日本超过六个月，则成为常住个人。但是作为例外，

种姿态。

前述两种个人即使是在日本，但如果是为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

的日本公司债时，取得该公司债后该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该日本

工作的公务人员，或者是外国政府任命或聘用的外交人员及其

公司的债权金额超过 1 亿日元，并且该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的日本

随从等，则属于非常住个人。

公司的公司债金额与该外国投资者向该日本公司的贷款金额的

伴随着外资三法的终止，外资三法的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也将
随之终止，而仅有 42 条的《外商投资法》
中未明确的细节问题只能交
由今后制定的实施条例或者实施细则等配套措施去规定。但正所谓

第三类和第四类所规定的对象是根据日本法律在日本设立

“魔鬼在于细节”，制定《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措施除了总结到目前为

的日本公司，实质上是按照第一类和第二类外国投资者所占该

止中国国内的外商投资相关经验教训之外，吸收外国经验无疑也是

公司表决权 / 决定权的份额来判断该公司是否属于外国投资者。

一条可行之路。

换言之，即使是依据日本法设立的日本公司，当其中外国个人投

日本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 1968 年开始到 2010 年为止

资者的决定权超过标准时，同样会被视为外国投资者。

一直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具有丰富的吸收外资的经验。

同时，除了上述四类人之外，不以外国投资者的名义但为了

其构建了由《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关于对内直接投资等的政令》、

上述四类外国投资者进行对日直接投资或特定取得的人，同样

《关于对内直接投资等的命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应的部门规章所构
成的、成熟的外商投资政策体系，相信他们对于外商投资的一些做
法，对于制定《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措施，使其实施落地具有一定的参
考作用。
因为篇幅限制，本文将着重介绍日本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中对于

被视为外国投资者，这一点需要留意。
( 二）
中国的规定
在《外商投资法》第二条规定的外商投资的主体是：外国的
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但对于这三种主体并未作进一步的
定义，同时，在《外国投资法》草案中原有的“实际控制人”的定义

所规定的负债总额的 50% 的；
（7）取得在日本面对特定外国投资者发行的一年以上期限

合计金额超过该日本公司负债规定额的 50% 的；
（8）取得日本银行等根据特别法设立的法人所发行的投资
证券的；
（9）受委托对超过上市公司 10% 的股份进行运作的。
2. 特定取得
特定取得是指外国投资者从外国投资者受让非上市公司股
份的行为。
( 二）
中国的规定
《外商投资法》
中对于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定义：
1.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
外商投资企业；

投资主体的定义、投资行为的定义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管理手
法，同时会简单介绍中国的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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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
或者其他类似权益；
3. 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
资新建项目；

德 · 视点 － OPINIONS

iii. 由伊朗相关人员（含伊朗政府、伊朗国籍的自然人以及

如上所述，日本根据投资主体、具体的投资行为的特征，并

根据伊朗法律设立的法人及其他团体）所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

结合条约或者公约等设计了多层次的外资准入管理方式。实际

会所指定的特定投资以外的活动。

上，由于法律的修改，除了少数涉及武器制造、核工业等少数涉

（3）不需要进行任何申请报告的投资活动

4. 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

i. 因继承或遗赠获得公司股权或股份；

从上述中日两国有关外商投资行为的规定可知，日本法律

ii. 因与持有特定非上市公司 股份或股权的公司合并、存续

所规定的对日投资活动，不仅指新设公司或者获得日本公司的
股份或股权，也包含特定情形下的向外国投资者转让或受让股
权的行为，以及超过一定金额的借贷行为等。
而与日本的规定相

公司或新设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的；
iii. 持有特定非上市公司股份或股权的公司分立时、分立后
新设公司或者继承业务的公司取得该股份时；

比，
《外商投资法》
仅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权益、
新建项目等行为属于投资行为。

iv. 取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或股份，且该取得不需要事前申
请也不需要事后报告的；

三、
外资准入

接投资还是特定取得分为两大类，然后对于直接投资依据投资

类，以及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的第三类。对于特定取得则根据所
投资行业分为需要事前申请的第一类，和不需要进行任何申请
的第二类。
1. 直接投资
（1）
需要投资前申请的行业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对日直接投资，需要在投资前进行申
请，
获得同意后方可投资：
i. 投资者的国籍或者所在地在日本或者指定国家清单之外
的；

资。

vii. 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所规定的其他行为。
2. 特定取得
（1）需要事前申请的情形
被投资公司所从事行业属于“特定取得需要事前申请行业”
时，需要在投资前提出申请。
（2）不需要申请 / 报告的情形
i. 因继承或者遗赠取得公司的股份或股权的；
ii. 取得公司在提交上市申请后但上市之前募集或者出售的

包括 VIE 在内的投资架构变得常见，因此，作为外资三法升级版
的《外商投资法》的配套细则也需要顺应时代变化，提高立法的
精细程度，制定较外资三法的细则更加严密的措施来保障法律

在《外商投资法》中对于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规定了直

吸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内外各种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

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同时也明确了外资准入是按照负面清单进

制定出更加成熟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体系，为外国投资者对

行分类管理，设计了禁止、限制以及国民待遇三类准入标准，但

华投资提供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

未对间接投资做具体定义，同时也未将国际条约或者联合国的
决议作为设定外资准入的要素，对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也并
未设计差异化的准入政策，因此，外商对华投资基本上还是根据
定对负面清单以外行业的投资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

公司自有股份；

益变得频繁和多样，常见为规避限制禁止投资行业的隐名投资，

条文的顺利落实。期待《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措施能够在借鉴和

vi. 在日本国外取得上市公司在海外发行或募集的新可转
股债券股份，或对可转换债券行权后获得新发行股份，或获得该

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实世界中，国家间的人员和资本流动日

理，这一规定不知道是否意味着鼓励类外资管理会产生变化。
四、结束语
如本稿所述，日本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不同的投资行为、
是否涉及国际公约或者联合国决议等，设计了不同的行业准入
标准，制定了细致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还对事前申请
或事后报告的提交资料、主管受理部门、期限等做了详细的规
定，为外国投资者对日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外商投资法》继承了外资三法的做法，对于外国投资主体
及投资行为的定义都比较简单，虽然在《外商投资法》首次提到
间接投资这一投资类型，但对于不同投资主体以及不同的投资
行为均未设定差异化的准入政策，推测今后还将沿用负面清单

未上市公司的股份，并且与特定相关人 的合计出资比例不足
10% 的；

ii. 被投资公司的行业属于“事前申请行业 1”的；
iii. 由伊朗相关人员（含伊朗政府、伊朗国籍的自然人以及
根据伊朗法律设立的法人及其他团体）
所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所指定的特定投资 。
（2）
需要投资后报告的行业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投资，需要在投资后向日本相关部门

iii. 特定上市公司 收购股份或股权；
iv. 特别非上市公司 收购股份或股份。
( 二）中国的外资准入政策
《外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1.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
者不得投资。

报告：
i. 投资者的国籍或者所在地在日本或者指定国家清单之内

2.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外国投资
者进行投资应当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件。

的；
ii. 被投资公司的全部行业属于“事后报告行业”的；

3.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
原则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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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提交报告即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没有规定鼓励类投

行业实施准入管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外商投资法》中规

主体所在国家 / 地区、所投资行业，并结合条约或联合国的决议
等因素将其分为需要事前申请的第一类，需要事后报告的第二

需要事前申请之外，现在绝大部分外商对日投资行为仅需要在

v. 因股份的分割、合并、转换获得的新发行的股份；
( 一）
日本的规定
日本的外资准入政策先根据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属于直

及公共安全的行业，以及部分农业、交通通讯等基础行业的投资

加《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方法来进行外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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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31 号决议制定的国内规定。
不从事特定取得中需要投资前申请行业的非上市公司。
特定相关人包含以下外国投资者：（1）由本人持有超过 50% 表决权的法人等，
（2）由本人及（1）共同持有超过 50% 表决权的法人等，
（3）持有本人超过 50%
表决权的法人等，
（4）本人的配偶，
（5）本人的直系亲属，等。
特定上市公司指的是第三类外国投资者中，各外国投资者所持有该公司股份数均不超过已发行股份 10% 的上市公司。
特别非上市公司指的是非上市公司中，除特定上市公司以外没有接受其他任何外国投资者出资，并且常住日本的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法》第二条中规定，本法所称外商投资，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称外国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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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投资印度——投资模式选对了吗？
FRENCH PRIVATIZATION PLAN | PRACTICAL ADVICE FOR POTENTIAL BIDDERS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法律法规变更和更新较为频繁，在进行
投资之前需要检索并确认最新的法律规定和要求。
根据以上监管法律框架，可以看出在印度负责外商投资的
主要监管机构是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和印度储备银行。其中，

（1）、自动审批（Automatic Route）
：拟投资行业适用自动
批准的，需要向印度储备银行外汇部进行申报，但不需经其或印
度政府事先批准。申请人只需填报指定表格，即可自动获得项目
批准。自动审批项目类型和目录参见工业政策与促进部网站。
[5]

工业政策与促进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的总体政策，限制和禁止

（2）、政府批准（Government Route）
：拟投资行业适用政

投资的领域，以及外商投资需要审批的领域等。
印度联邦储备银

府批准的，需向财政部下辖的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Foreign

行负责对外商投资过程中与外汇相关的事项进行监管。需要特

Investment Promotion Board，FIPB）
提交申报材料，委员会在

别说明的是在特定行业开展外商投资时，可能还应当获得该行

30 日内做是否批准的决定。政府审批类项目和目录参见工业政

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或者审批。

策与促进部网站。[6]

二、印度投资的禁止领域

2、
投资方式

根据印度法律，
如下领域外商投资是禁入的：

FDI 投资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实施：
1、认购新发行的股份。根据 FDI 政策，只要符合
《外汇管制

（1）彩票业务；无论是政府彩票还是私人彩票，或者是线上
彩票；

张磊

马荣花

（2）博彩业；
（3）银会 (Chit Fund); 这是印度一种小型互助基金；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高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联席合伙人。
擅长

级经济师。
擅长领域为跨国投资并购与融

领域为国际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调

（4）小额贷款公司；

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跨国能源项目、境

查）
、反垄断申报、企业并购、常年法律顾

（5）房地产业务或农村房屋的建设；

外工程和施工领域、
招投标与采购。

问。

（6）烟草及相关行业；

法》(FEMA) 20(R)，印度公司可以向印度非居民投资者发行股
份。对于自动审查的行业，对于进口货物、机械或者设备
（不包括
二手机械）以及成立前发生的费用，可以自行发行股份。
对于需
要政府部门审批的公司发行的股份，要符合定价指南、税收规定
及其他有关规定。
2、收购现有股份。根据 FDI 政策和《外汇管制法》
（FEMA）
20
（R），非居民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从现有的印度股东或者其他非
居民股东处，以下列方式购买或者收购股份。

（7）核电和铁路运营；
（8）农业领域；个别业务活动除外；
随着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印度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之一，印度也是“一带一路”沿线
重要国家。
2017 年，印度 GDP 增长 7.2%，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有着巨大的投资市
场。
为此，本文梳理了印度外商投资监管的主要法律规定、印度禁止投资的领域，并对国外投资者投资印
度的三种主要方式进行了介绍。
一、
印度外商投资监管法律框架
印度现行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
1、印度商业与工业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下属工业政策与促进部（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motion，DIPP）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Consolida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cy）
，
该文件最新版本是 2017 年 8 月 28 日版。[1]
2、印度储备银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 颁布的《外汇管理规定（关于向印度境外居民发行
和 转 让 股 份）
》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Transfer or Issue of Security by a Person
Resident Outside India) Regulations, 2017）[2]，以及《关于印度外商投资的主要指令》
（Master

非居民向非居民转让：非印度居民可以通过出售或者赠送
形式把其在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其他的非印度居民。

（9）国外技术合作。
除上述禁止性领域以外，印度还对个别行业外国投资设定

印度居民向非居民转让：印度居民，可以通过出售方式，把
其在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非印度居民，不过需要符合
《外汇管

了不同的投资比例上限，详见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网站关于

制法》
（FEMA）
20（R）以及 FDI 政策的规定
（包括部门限制、
定价、

需要审批的行业。[4]

文件以及报告要求等）。如果以赠送形式转让给非印度居民，需

三、投资印度的三种主要模式
（一）FDI 投资模式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指外国

事先经印度储备银行审批。
非居民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非印度居民可按照印度证
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方式出售其持有的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印度公司股份。

投资者针对印度非上市公司或者 10% 以上的上市公司股权性有
价证券 (Capital Instruments) 实施的投资。上述有价证券包括：
股份、可转换优先股、可转化债券、
认股权证等形式。
1、审批渠道
根据拟投资行业的不同，
FDI 所适用的审批渠道包括：

此外，如外国投资已经获得一家印度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如
其考虑进一步收购该公司的股份，则需要遵守印度证券交易委
员会的 2011 年《并购规则》
（SEBI Takeover Regulations）的规
定。
（二）FPI 投资模式

Direction –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di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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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股票不得超过该银行全部发行股份的 20%。
（三）FVCI 投资模式

Board of India, SEBI）《外 国 机 构 投 资 者 条 例》
（SEBI FPI
Regulations）规定标准的投资者。主要包括外国机构投资者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外 国 机 构 投 资 次 级 账 户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ub-Accounts）和合格的外国
投资者
（Qualiﬁed Foreign Investors）
。

海外风险投资（Foreign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 FVCI）
是指根据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 2000 年 12 月 26 日颁布的《海
外风险投资者管理条例》（Foreign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Regulations, FVCI）登记并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投资的海外风险
投资者。

1、
FPI 分类
1、FVCI 投资主体
FPI 一般分为以下三类：
对 FVCI 而言，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信托投资、合伙投资、资
I 类主要是政府及与政府有关的投资者，例如中央银行、政
府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组织或者多边组织等。
I 类 FPI 资质

产管理公司、捐赠基金、教育基金、慈善团体和其他在印度境外
的投资机构等均可在印度申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

每三年审核一次，无审核费用。
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审查登记申请时，一般会考虑申请
II 类是符合监管条件的机构，包括共同基金、投资信托、保
险和再保险公司、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组合投资者、
大学基金和养老基金、与大学有关，且在 SEBI 注册为外国机构
投资者或者外国机构投资次级账户的捐赠资金。II 类 FPI 资质每

人是否能“适当的、合格的”（ﬁt and proper）的登记为 FVCI，考
虑因素一般包括申请人的历史记录和能力，其章程性文件是否

（1）在 SEBI 进行登记时要指定投资基金（investible funds）

VCU 公司的证券。

在印度进行投资。该投资基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需要满足下列

四、小结

条件：
尽管在印度投资当下比较热门，但进行海外投资仍属于高
66.67% 的投资基金需要投资于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者
VCU（也就是股票未在印度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不从事特
定业务）公司股票挂钩的票据（Equity linked instruments）( 也
就是可转换为普通股的证券、或者认股权、优先股以及可转换为

风险业务。投资者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印度投资的整体投资策略、
目标和路径等因素，结合当前拟开展的项目情况，在专业法律顾
问的协助下选择恰当的投资模式，防范投资风险，实现投资目的
和确保投资收益。

股票的债券 )。
另外 33.33% 的投资基金可以认购 VCU 公司或者被投资
公司的 IPO。
（2）FVCI 可以将其全部基金投资于一家风险投资基金
（VCF）或者 I 类备选投资基金（AIF）。
（3）FVCI 不能投资于从事非银行金融机构（NBFCs）业务、
黄金融资业务或者印度政府的产业政策不允许从事的业务的

允许其进行风险投资，以及申请人是否由适当的外国监管机构
监管或者是登记所得税纳税人等。

三年审核一次，每次审核费用 3000 美元。
2、FVCI 投资模式的优点
III 类主要包括捐赠资金、慈善基金、信托计划、个人或家族
办公室等。
III 类 FPI 资质每三年审核一次，每次审核费用 300 美

FVCI 一般主要投资于印度非上市公司，在某些情况下，也
可以投资于印度上市公司。FVCI 投资模式的优点主要包括：

元。
2、
FPI 模式的优点

（1）FVCI 可以按照协商确定的价格进行投资和处置投资，
不 受 印 度 储 备 银 行（RBI）的 定 价 管 理（RBI’ s pricing

FPI 投资者能够在股票市场自由买卖证券，而不需事先批
准，
也没有 FDI 模式规定的定价限制。
与 FDI 投资相比，FPI 是一种更高效的投资上市证券的方
式。

regulations）规定的限制，因此不像对其他投资者一样存在回报
限制。
（2）FVCI 持有的上市前的股本（Pre-IPO share capital）不
受上市后一年锁定期的限制。

3、
FPI 投资限额或限制
首先，
所有 FPI 交易均需通过 SEBI 认可的股票经纪人进行，
且交易应当按照 SEBI 规定流程和标准进行。
其次，单一或集团 FPI 投资上市公司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

（3）FVCI 向目标公司的发起人转让股份不适用印度证券交
易委员会《并购条例》中公开要约要求。此外，当被投企业的创始
人或企业本身向 FVCI 回购股份时，不受《并购条例》中 20% 股
权转让上限的限制。

全部发行股份的 10% 或者公司发行的每一类债券或者优先股

（4）在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 FVCI，符合合格机构投

的 10%。
一旦 FPI 投资超过公司全部发行股份的 10% 或者公司

资者标准的（Qualiﬁed Institutional Buyer，QIB）
，可以按照印度

发行的每一类债券或者优先股的 10%，则 FPI 投资就会按照

需求认购 IPO 股票。

SEBI 的条件重分类为 FDI 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被投资公司及
投资者都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报告的义务。
所有 FPI 投资印度上市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全部发

[1]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ﬁles/CFPC_2017_FINAL_RELEASED_28.8.17.pdf

（5）FVCI 可以投资印度初创型企业的股权或者债权投资，
不论该初创型企业所处行业。
3、FVCI 的投资限额或限制

行股份的 24% 或者该公司发行的每一类债券或者优先股的
24%，包括通过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进行的 FPI 投资，通过境外
基金、
全球存托凭证及可转换欧元债券进行的 FPI 投资除外。

FVCI 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
的《海外风险投资者管理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法规。FVCI 投资限

[2]https://rbi.org.in/SCRIPTS/BS_FemaNotiﬁcations.aspx?Id=11253。该文件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发布，并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修订。
[3]https://www.rbi.org.in/Scripts/NotiﬁcationUser.aspx?Id=11200&Mode=0。该文件与 2018 年 1 月 4 日发布，并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和 4 月 6 日修订。
[4]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ﬁles/Sectors_Where_Government_Approval_Is_Required.pdf
[5]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ﬁles/Sectors_Under_Automatic_Route_With_Conditions.pdf
[6]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ﬁles/Sectors_Where_Government_Approval_Is_Required.pdf

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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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私有化计划 | 对潜在竞购者的实用性建议
HOW TO INVEST IN INDIA - IS THE INVESTMENT MODEL RIGHT?

法国政府还没有披露私有化实施的具体时间安排，但投资

虽然这些形式要求看起来可能会造成很多限制，但此举并

者应当尽早考虑私有化计划带来的投资机会。考虑到国际投资

不是为了阻止投标人竞标。相反，其目的是确保所有潜在的投标

者们对之前实施的法国私有化项目展示了强烈的兴趣，我们希

人无论是法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去竞

望借本文的机会对本次法国私有化计划的主要特点进行解析，

标。

供潜在投资者决策参考。
1. 私有化项目适用的独特法律框架
法国政府处置资产或股份由特别的法律框架所管辖，并且
根据拟实施交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根据该交易拟将国有
公司的多数股份进行处置和私有化，则该交易必须首先得到法
国国会法案的授权，然后再由行政命令决定。
ADP 与 FDJ 的私有化因多数股份由法国政府控制，目前正
处于立法授权阶段。2018 年 10 月 4 日，法国国会（Assemblée
Nationale）已授权法国政府将持有 ADP 的 50.6% 股份中的全
部或部分股份出售，将 FDJ 的多数股份出售，但出售之后法国政
府仍打算保留 FDJ20% 的股份；法国参议院（Senate）将于

确定最终的中标者时法国政府通过财政部发布一条法令。
外商投资许可将会根据不同情形在私有化项目执行程序的过程
中逐步办理，上述法令也将被视为外商投资的批准程序之一。
3. 清晰的报价
与任何惯常出售程序一样，投标人报价文件中提出的各项
条件至关重要，
在选择中标者时会被慎重考虑。
报价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政府考虑的唯一标准，以下因素
可能会成为在报价相近的投标人中作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因
此会被仔细审查。这些因素包括：投标人的行业计划、为回应某
些目标或担忧（如员工发展、地方政府或其他地方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与其他股东的关系等）而提出的建议。

2019 年 1 月审议该事项，预期 ADP 的出售将会在 2019 年上半
年开始。

考虑到有关资产的高度敏感性，尤其考虑到投资者可能对
在法国投资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对于投资者而言，认真准备报价

Christine Miles (米乐)

张磊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外国法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高

顾问。
擅长领域为法国政府对外贸易顾问

级经济师。
擅长领域为跨国投资并购与融

服务，欧洲公司在华投资法律服务，中国

资、跨国基础设施项目、跨国能源项目、境

公司在欧洲和非洲投资法律服务，包括企

外工程和施工领域、
招投标与采购。

业的出售、
私有化或重组等重大事项。

法国经济部将会对出售程序的条款和条件及其实施过程进
行监督，出售的具体工作由法国国有资产监管署（Agence des

显得尤为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法国机构合作竞标可能会更
有利。

participations de l’ Etat）负责。但如目标公司资产属于受监管
资产等情形，相关的行政和监管机构也可能会参与私有化的相
关过程。ADP 就属于该种情况。

除招标细则中的程序性规定外，竞标过程的客观性和透明
度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法国私有化委员会（Commission
des Participations et des Transferts）
负责，最终，如有投标人

实践中，法国国有资产监管署网站将发布法语与英语版本
的招标细则（cahier des charges），大多数实施的场外交易（gré

对授标决定有异议并进行行政申诉，则由一名法官对此申诉作
出最终裁决。

à gré）应当遵守该招标细则，招标细则会列出建议的出售条款、
投标人须符合的条件及甄选潜在买家的标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招标细则及出售程序要求之外，潜在
继尼斯、里昂和图卢兹大型区域性机场的私有化成功之后，法国政府已表示打算再对一些法国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出
售股份所得资金将用于投资政府的一个 100 亿欧元创新研究项目。
近期，根据法国政府的指导方针，一波新的法国私有化即
将开始。
法国私有化案例之一是 2015 年位于法国南部的法国图卢兹机场的部分私有化的例子，该项目通过招标最终以 3 亿
800 万欧元价格完成私有化。
该项目中标方是一个联营体，联营体由山东高速集团和富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成，其中前者
是一家中国国有公司，
后者是一个香港和维尔京群岛设立的投资基金公司。
已列入法国最新法律
《企业成长和转型行动计划》
（下称“PACTE”）
私有化清单的国有公司包括：

· 巴黎机场，下称“ADP”，其是巴黎夏尔 · 戴高乐机场和巴黎奥利机场等区域性机场的运营商；

招标细则包括附件在内都是多达 50 页的内容较多的文件，

LAW FIRM

且庞大，甚至有可能成为法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有化，因此
围绕这些交易可能会产生高度而广泛的社会关注及意外事件。
因此，感兴趣的投标人应持续关注相关话题的动态，以便对
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问题及时作出反应。
在这方面，建议投
标人在竞标过程中与公众代表保持密切关系，尤其是涉及受监

则申请将被拒绝。

管资产的交易，
以及法国政府保留部分资产所有权的交易。

在形式上，投标人的申请及随后报价文件必须包括招标细

· 法国安吉集团，下称“Engie” ，一家全球能源和服务公司；

区域性机场的持股也可能成为目标。

的心理预期，私有化进程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并可能被法律纠

要求申请者不可撤销地、毫无保留地接受和充分遵循其内容，否

项书面承诺以及披露要求等。

(Safran)、航空领域的法航 - 荷航 (Air France-KLM)、电信领域的 Orange 以及其它基础设施资产，法国政府持有的对其他

BEIJING

对于习惯了根据投资银行程序化流程函实施竞标流程的外
国投资者来说，
在私有化计划项目中则需要面对招标细则。

则规定的内容和项目，包括如守法纳税、反洗钱等问题在内的各

除上述公司以外，未来可能进行私有化的公司还包括汽车行业的雷诺 (Renault)、标致 (Peugeot)、工业领域的赛峰

对上述法国私有化项目感兴趣的投标人需要有耐心和足够
纷、政治干预等意外事件打断。此外，ADP 私有化所涉资产敏感

2. 满足形式和时间要求是关键

· 法国博彩公司，下称“FDJ”，该公司是欧洲第二大游戏运营商，并在中国拥有一家印制中国福利彩票的合资企业；

·GRTgaz，该公司由 Engie 控制，为一家欧洲排名前列的输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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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也必须仔细分析目标资产的监管环境。

4. 总结

中国投标人还应注意，在发出具有约束力报价之前需先获
得中国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核、批准或备案等。

因此 , 提前准备相关工作显得非常重要，尤其从发布招标细
则到提交申请提案之间期限间隔可能很短。在之前里昂和尼斯
机场的私有化项目中，该期限间隔仅为两周，且投标人需要提交
的大部分项目文件必须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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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天然气项目投资指南

（2）油气法（21/2014 号）

BUSINESS GUIDE IN NATURAL GAS PROJECTS IN MOZAMBIQUE

（3）油气法实施条例（34/2015 号）
（4）油气业务和设施许可条例（272/2009 号）
（5）油气业务环境保护条例
（56/2010 号）
（6）油气行业税法
（27/2014）
（7）油气业务征税和税收利益特殊规则
（32/2015）
（8）油气和矿业外国人雇佣条例
（63/2011）
（9）油气业务特许权区域战略（27/2009）
（10）重大项目和商业特许权公私合作法（15/2011，重大项
目法）

一、莫桑比克天然气市场概况
莫桑比克天然气资源丰富，探明天然气储量超过 100 万亿立方

张磊

济师。
擅长领域为跨国投资并购与融资、跨国基
础设施项目、跨国能源项目、境外工程和施工领
域、
招投标与采购。

过去 5 年间，莫桑比克天然气行业主要项目是位于 Pande 和

此外，特许权人和莫桑比克政府之间针对特定项目还将会

Temane 的陆上项目，项目由南非能源公司 Sasol 运营，该项目通过

签署特许权协议，特许权协议将会在上述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基

管道将 Pande 和 Temane 连接，并将天然气出口到南非，莫桑比克

础上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细化。

于储量巨大已经吸引了若干跨国油气公司的关注，包括 Anadarko、

属于国家所有。
因此，莫桑比克境内的油气资源所有权均由莫桑

在输气和配气方面，莫桑比克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目前仅有的

比克国家所有。
2. 莫桑比克油气行业监管机构
（1）自然资源部。莫桑比克自然资源部（MIREME）负责制定
和实施政府自然资源相关的政策，
监督国家石油协会
（INP）。

项目包括莫桑比克和南非之间的输气管道，以及近期由莫桑比克国

（2）国家石油协会。
莫桑比克国家石油协会由内阁会议根据

家石油公司（Empresa Nacional de Hidrocarbonetos）和韩国的

25/2004 号法律组建，INP 作为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和促进油气

Kogas 合作在首都马普托区域的配气网络。潜在项目还包括连接北

业务。

部富油区和南部的输气管道，以及海上天然气开始开采之后具有现
实需求的储气设施。
化肥行业的雅苒
（Yara）基于肥料生产的需求，也开始介入大型
输气管道项目。
二、莫桑比克油气行业的监管法律概览
（一）莫桑比克油气行业主要法律体系
在莫桑比克，与油气的开采和开发相关的法律框架和体系包括：
（1）莫桑比克宪法

LAW FIRM

莫桑比克宪法规定所有自然资源，无论位于地上、地表或者

Exxon Mobil 等，
其中一些公司已经着手进行勘探工作。

莫桑比克存在 LNG 项目和设施的现实需求。

BEIJING

1. 油气资源所有权由国家所有

地下，在水域、领海和大陆架下，或在莫桑比克专属经济区内，均

人就上述第 1 和第 4 区块签署签署若干重要的协议。预计未来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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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及油气行业监管机构

ENI、Total、Mitsui、Galp Energia、Kogas、Barhat Petroleum 和

虽然莫桑比克目前还没有 LNG 设施，但政府已经与部分特许权

参与石油业务。任何希望进入莫桑比克开拓石油资源的投资者
都必须与 ENH 合作。ENH 参与石油业务的所有环节，从石油和
天然气（其衍生品和 LNG 和 GTL）的研究、到炼化、运输、存储和
商业利用。
（三）外商投资准入
根据莫桑比克法律，外国投资者只有在莫桑比克注册并证
明其具有充分的技术和财务能力，
方可开展油气业务。
此外，在某些项目中，外国投资者如需要直接或间接控制或
SPV，以便于莫桑比克政府可以核实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架构、

（14）石化产品进口、销售和配送实施细则
（45/2012）

近期，市场主要关注点是位于毗邻坦桑尼亚边境的 Rovuma

督职能的政府机构以外，莫桑比克还通过国家石油公司（ENH）

（12）Rovuma Basin 第 1 和第 4 区块特别规定
（2/2014）

后。

Basin，主要是第 1 和第 4 区块，这两个区块位于海上。这两个区块由

（5）莫桑比克国家石油公司（ENH）
。除了上述行使监管和监

持有特许权合同项下某些权利，应当在透明法域内设立相应的

（13）天然气市场开发战略
（63/2009）

全国天然气产量的 82% 都通过该管道出口到了南非。

的成员还未任命，其法律地位还有待于批准。

（11）重大项目法实施条例（16/2012）

英尺，连续多年排名非洲第三位，仅位居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高级经

化产品的价格。
但截至 2018 年 9 月，莫桑比克能源监管委员会

管理和控制架构，及财政状况。
外国投资者与莫桑比克当地公司合作时，在授予特许权合
同时享有优先权。
（四）莫桑比克油气行业的法律要求
1. 油气业务的范围、
法律原则和上市要求
莫桑比克法律中“油气业务”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包括 LNG）
等油气业务相关的规划、准备、勘察、开发、生产、存储、输送、销
售、
出口、以及终止等活动或相关设施。
油气法及其实施条例旨在增加油气行业的竞争度和透明
度，提升国家的地位，保护莫桑比克的国家利益，确保莫桑比克
当地参与。
举例而言，在授予油气业务的特许权时，在同等条件
下，
莫桑比克当地人或与当地人合作时将会被优先授予特许权。
同时，相关法律规定油气公司应当在莫桑比克证券交易所
上市，但相关实践仍在初期。
2. 油气业务特许权合同
莫桑比克油气业务的特许权合同通常由公开招标程序确
定，但是如存在下列情形，也可以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确定：
（1）
通过公开程序没有中标人被选出；
（2）存在撤销、放弃和抛弃等

（3）采掘业管理局。2014 年，莫桑比克设立了采掘业管理局

情形；（3）从技术或者经济的角度，有必要将临近区域加入特许

（Alta Autoridade da Indústria Extractiva）来监管油气业务，但

权，莫桑比克法律下，特许权合同具有行政合同的效力，受到行

是该机构没有开始运作。

政法院的管辖，
合同主要条款将会在政府公报中公开。

（4）能源监管局
（ARENE）。2017 年，莫桑比克通过 11/2017

特 许 权 合 同 可 以 授 予 的 权 利 包 括：初 勘、勘 探 和 开 发

号法律已经完成了设立能源监管局的计划，以对能源行业进行

（EPCC 模式）
、管道建设和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其中

监督、控制和监管。
能源监管局主要职能包括：指导并实施授予

EPCC 合同是上有活动中最关键的合同，其赋予开展油气勘探

天然气配售活动特许权的公开招标程序，就特许权转让发表意

和开发的独家权利。INP 网站上已经公布了最新的 EPCC 合同

见；指导并实施授权汽油处理、配送和销售活动的许可证，就许

范本 [1]，
其中合同附件包括了联合开发协议
（JDA）
的草稿。

可证转让发表意见；设立并批准法律监管的能源、天然气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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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PCC 协议未涵盖，还可以就管道的建设和运行事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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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或其他所有权益等情形，也要得到莫桑比克政府的批准。

2/2014 号法令），该法令仅适用于该区块现有 EPCCs 下的特许

定单独的特许权，进而允许特许权人建设和开发油气管线，以输

为了确保作业方遵守开采方的义务和合同条款，作业方应当提

要求，并且被证明不具有可行性，则自然资源部部长可以豁免对

权人，规范了特许权人 SPV 的设立，与分包商和供应商的合同签

送原油和天然气。一般而言，管道建设和运营的特许权协议应当

交财务担保，例如银行保函等。

该第三方的接入义务。第三方接入的收费由双方在合理商业条

署等活动。具体而言，所有特许权人基于项目需要所设立的 SPV

款和非歧视的基础上谈判确定。

必须在当地注册，但是基于融资目的和承担销售和海运业务的

包括油气管线的技术参数和土地利用的权利等。
此外，还可以就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宜授予单独的特许
权，允许特许权人建设和运行油气生产的基础设施，例如特定的

7. 环保要求
莫桑比克政府高度关注环保保护和恢复等方面事项，要求
确保遵守国内法律和最佳国际实践。

处理和转换设施。
油气业务的环境影响评价（EIA）必须获得莫桑比克环保部
3. 政府参与权利和权益

（MICOA）的批准，并随同开发计划一起准备并提交。特许权人还

根据油气法，莫桑比克国家保留在任何油气业务的任何阶

必须获得土地利用的许可已经在地上或者海上开展石油业务作

段，通过国家石油公司 ENH 参与的权利。参与的具体比例在法

业的授权。除了莫桑比克国内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外，油气业务还

律中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规定。
在近期第 5 轮特许权授予时，ENH

需要确保遵守相关的国际标准。

的权益为 10%。

特许权人在与第三方就其接入事项进行谈判时不得强行附
加歧视性条款。如双方在 6 个月内仍未就设施接入或者扩容事
宜达成一致，则相关事项可以提交独立委员会裁决，或者提交仲
裁程序司法机构裁决。
油气设施的第三方接入规则由莫桑比克政府另行制定。
10. 天然气设施的土地使用
在莫桑比克法律体系下，土地均属于国有，且不能被出售、

石 化 行 业 最 佳 国 际 实 践（good petroleum industry

处置或者抵押，但可以授予一定形式的土地使用权。特许权人可

practice）
，指的是为了石化资源审慎管理在国际石化行业中普

以依据 19/97 号土地法，申请土地使用权许可，以获得土地使用

市政税以及石油税（Speciﬁc Petroleum Tax Regime）。其中石

遍遵守的做法和程序，包括油气业务中安全、环保、技术和经济、

的权利。原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获得合理的补偿，如涉及人员异地

油税主要是根据在各特许权区域内产生出的石油和天然气征收

监管等多个方面。

安置，也必须妥善处理。

油气业务特许权人应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得税、增值税、

的开采税 (Production Tax)。
油气项目的成本回收计划和产品分成机制受到政府监管，
监管机制中成本油、可用油、利润油和成品油的概念与国际通行
的惯例一致。
一般而言，年度可用油的 60% 可以用来补偿特许
权人在油气业务中的成本，但是不包括利息和财务费用，超过
60% 的限制时可以结转到下一年度使用。利润油由政府和特许

制，投资人应当详细考虑各种税务安排。
此外，莫桑比克税法还

得交叉和合并考虑，每个特许权区域内都有一个税务识别码
（NUIT）
。

除了产品分成机制以外，油气法规定政府应当确保至少
25% 开采油气留在国内市场。此外，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莫桑
比克国家对于石油公司的产出油气有优先权。
5. 外汇管制情况
莫桑比克对于外汇存在管制，资金进出莫桑比克均应当在
莫桑比克中央银行登记和批准。莫桑比克对于油气业务没有特
别的外汇管理要求，但是对于 Rovuma Basin 地区的第 1 和第 4
区块有特别的要求，该要求仅适用于该区块内的项目，并且在特
许权协议中会进行明确。
6. 权利转让的要求
无论是向关联公司转让还是向第三方转让特许权协议项下
的权利和义务，均应当事先得到莫桑比克政府批准。
直接或者间
接转让特许权协议项下的参与权，例如转让持有特许权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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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制上市要求。在建设和运营 LNG 设施方面，在第 1 和第 4
区的特许权人应当事先将其开发计划提交政府批准。
14. 争议解决
油气行业的争议解决方面，包括当事一方为政府机构或者
监管机构的相关争议均可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程序解决。诉讼
方面，第 7/2014 年行政诉讼法对于管理当局与个人或公司之间
的司法诉讼程序进行了规定。同时，在该法中也明确规定由于行
政合同以及基于公共管理活动导致法律责任和争议等可以提交
仲裁庭裁决。在油气法中也明确规定，油气业务活动的权利人在
通过谈判无法解决相关争议后可以将争议诉诸国际仲裁或者当

莫桑比克第 44/2005 号法令建立了天然气的配送和商业

出安排。在生产作业到期 2 年以前，特许权人应当与 INP 协商后

化利用的规则。依据该法，配气的特许权应当在公开招标程序的

此外，莫桑比克也是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

准备一个详细的设施拆除和环境恢复计划，提交负责油气行业

基础上授予特许权。但是，在公开招标没有竞标人，非特许权区

国，以及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还可以通过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

监管的部长批准。设施拆除和环境恢复计划至少应当包括如下

域，或者 MIREME 确定的独立当地网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

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华盛顿公约解决相关争议。

内容：

谈判的方式授予配气特许权。特许权人的注册地址和管理总部

经 营 的 经 济 阈 值（the economic threshold for termination of
operations）
；
（2）继续进行开采的替代方案；
（3）进一步使用或之后设施的处置；
（4）油井和气井封堵和弃置计划；

4. 油气产品出口的限制

务状况等情况。此外，在第 1 和第 4 区的特许权人及其下属 SPV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当对设施拆除和环境恢复计划进行做

强化了篱笆圈机制（ring-fencing rules）
，要求特许权人税收、收
入和成本补偿等应当按照特许权区域进行划分并单独计算，不

莫桑比克政府可以识别 SPV 的所有权架构、管理架构，管理和财

11. 天然气配网

（1）末期生产计划（tail-end production schedules）和终止
莫桑比克税法中还存在资本弱化、转移定价和预提税等机

SPV 在获得莫桑比克政府同意后，可以在“透明”法域注册，以便

8. 弃置要求

权人一定范围内进行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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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许权人已经采取了合理的努力来满足第三方的接入

（5）退役活动的详细安排，以及土地和海床复原所需设备；
（6）危险物品和化学物品的存储情况以及搬离计划；
（7）业务活动终止或退出后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估。
9. 天然气的输送
一般而言，在签署的 EPCC 合同中会授予特许权人在特许
权区域内建设和运营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和输送设施的权利，该
授权一般为非排他性的，除非在相同区域内存在现有的管道设
施并且处于商业上可利用的状态。如在 EPCC 合同中未包括该
授权，可以另行由管道特许权合同进行授予。
如上述被授权人的输送管道具有输送能力，并且没有技术
上的障碍，则该被授权人有义务将其管道向无歧视地向第三方

必须位于莫桑比克境内。
特许权人可以被授予特定区域内一定期限的排他的配气和
商业化利用的权利。在特许权到期后，消费者有权从第三方接入
天然气。配气特许权期限最长为 25 年，独立区域性网络的特许
权最长为 10 年。配气网络的特许权人同样需要获得土地利用的
许可，并支付相关的税费和补偿。配气网络的施工和建设也需要
事先获得向环保部申请环境许可，MIREME 会对配气网络的详
细情况进行批准。此外，按照规定，天然气设施的施工必须由具
有资质的公司实施。
配气网络的接入谈判规则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特许权人应
当基于透明度原则和无歧视原则就接入事项与第三方进行谈
判。特许权人应当将配气主要商业条款公开。
在费用方面，自然资源部对于向最终客户供应天然气的价

地法庭。

三、莫桑比克天然气业务的发展和法律需求
总体而言，尽管目前莫桑比克油气资源的设施和开发活动
仍有待于挖掘，但是莫桑比克巨大的天然气储量会不断吸引各
类油气公司到莫桑比克进行相关的油气业务活动，后续存在大
量的天然气项目机会。
在法律环境方面，莫桑比克政府近些年不断完善油气行业
的法律法规，以期能够增加油气行业的竞争度和透明度，但同时
也希望能够在立法中不断提升莫桑比克的国家地位，保护莫桑
比克的国家利益，同时为莫桑比克当地参与油气业务开发提供
便利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相对而言，由于开发活动仍处于初
期阶段，莫桑比克在天然气行业仍然存在大量立法空白和真空
地带，外国投资者在特许权协议的谈判过程中应当对此高度关
注，并将相关的诉求在特许权协议中尽量明确和细化，防止产生
分歧。

格有上限规定（210/2012 号令）。
12. 天然气交易
莫桑比克国家保留对于天然气交易的控制权，开展天然气
交易需要许可证。
13. 液化天然气

开放。如第三方能够承担输送管道扩容的成本，并且扩容不会对

莫桑比克关于 LNG 设施的缺乏具体的规定，仅有关于

油气管道的技术和安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则上述被授权人也

Rovuma 地区第 1 和第 4 区块液化天然气项目的特别制度（第

注释：[1] http://www.inp.gov.mz/pt/Politicas-Regime-Legal/Modelo-deContratos-de-Pesquisa-e-Producao

有义务对其油气管道进行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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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知识产权

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最新进展
近年来，中国坚定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完善投资环境，加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强知识产权保护，其成绩有目共睹，中美两国商界都感受到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的明显改善。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分析及应对

（一）专利方面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STATUS QUO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AMERICAN ENTERPRISES IN CHINA

2012 年 8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专利法》第四次修订
草案，增加了主动执法权、没收侵权产品和生产工具、判处罚金
等救济措施，加强专利的行政保护和执法工作。
2015 年 4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征求意见稿）
》，对部分条款作出了实质性修订。
例如：增
大调查专利侵权、发布禁令和征收罚款的行政权力；引入“惩罚
性赔偿”机制，将主观恶意侵权的赔偿额提高至两到三倍；加强
对专利律师、专利代理机构的监管。

了法律保护的直接依据，遏制仿冒行为。
对于近年来日益盛行的
互联网销售现象，新法进一步打击虚假宣传和虚假交易，遏制恶
意刷单、炒信、删差评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但是，新法对于侵犯商
业秘密的规定并未有实质性改变，仅是对行政处罚数额进行了
提升，商业秘密维权仍有待提高。
二、美国企业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均取得了
明显进展，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投资与
经营，但仍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困扰了美国企业，使其对中
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质疑，阻碍了中美两国企业的交流与合
作。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2018 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指
出了部分问题，笔者通过多年的办案经验也总结出一些问题，例

（送审稿）》，再次强调加大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改进专

如，美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难度大、计算机软件较难获得专利

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关于审理侵犯专利
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为法院审理专利纠
纷案件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指导。
（二）商标方面
2013 年 8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任圆圆

体，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名称、自然人姓名提供

2015 年 12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专利法修订草案
利审查制度和专利代理人制度等。

陈 浩

2017 年 11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新法细化了商业标识的保护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 的决定》。与 2001 年《商标法》相比，
2013 年《商标法》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
增加了许多新规定。例如，商标构成要素中新增“声音”要素；禁

法意义上的保护、美国知名商标商号在国内被抢注难以维权、互
联网平台仿冒美国知名品牌售假卖假、侵权诉讼成本高且赔偿
额低、美国企业在中国提起诉讼立案手续繁杂、商标局与法院对
于商标审查标准存在分歧等。只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
中美两国企业展开创新活动交流，激发国内企业创新活力，提高
国际竞争力。在此，笔者选取几个典型问题进行阐述。
（一）美国知名商标商号在国内被抢注问题
商标抢注是国际知识产权论坛中经常被探讨的问题。商标
抢注现象屡禁不止，一方面在于国内诸多小市场主体企图“傍名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集团知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团

识产权业务中心总监，资深知识产权律

队律师，擅长处理商标注册、异议、驳回

止将“驰名商标”用作商业活动；进一步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

师，擅长处理知识产权诉讼纠纷。
2018 年

复审、无效宣告、撤三、撤销复审等各类

将商标抢注中“代理人、代表人”扩大到“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

获得了 ALB“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和

非诉业务以及商标行政诉讼、民事诉讼

其他关系” 等。商标法的修订是对现行商标法律制度的完善，进

“THINKBABY” 是美国某公司创立的婴儿产品品牌，其中

案件。

一步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

婴儿防晒霜较为知名。2016 年 4 月，该公司查询到广州一家商

场秩序。

贸公司在第 3 类防晒剂等商品上注册了“THINKBABY”商标，遂

“中国十五佳知识产权律师”等多项荣
誉。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白宫发布了 301 调查结果和针对该结果的总统指示，决定对特定的 1300 多种中
国商品加征关税，用以惩罚中国钢铁、铝贸易和“窃取知识产权”。对此，中国商务部明确表态，坚决反对美国 301
调查决定，并同样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由此，中美贸易战爆发。在过去的一年间，中美双方不断针对对方的
多项商品加收关税，
贸易战愈演愈烈，
长期的贸易摩擦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信心。
2018 年 5 月起，中美领导人多次派出特使就双方均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讨论，虽达成一些共识，但仍存在
较大分歧。
直至 2018 年 12 月，两国元首展开会谈，一致同意停止激烈的贸易战，双方贸易关系终于缓和。
2019
年 4 月 3 日至 5 日，双方代表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讨论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措施、
服务业、
农业、
贸易平衡、
实施机制等问题，
双边贸易关系进一步走向合作与发展。
回顾一年多的中美贸易关系，摩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国知识产权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冲突的背后
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漏洞与不足。为此，我国领导人、知识产权领域立法者、司法者以及专家学者对
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展开反思，致力于打造更加公正合理的知识产权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中国与其他各国企

2016 年 7 月 ,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大力
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的意见》，提出了 22 条改革措施，致力
于拓展商标申请渠道、简化商标审查手续、完善审查机制、提高
审查效率、加强信用监管、实施商标战略。

牌”迅速占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企业在拓展中国市
场过程中未能及时在中国注册商标而被“钻空子”。

以商标被抢注为主要理由并结合其他理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
起无效宣告。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了美国公司的请求，原因在于
《商标法》第 32 条规定的 “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
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构成要件为：1、他人商标在在后商标申请
日之前已经在中国大陆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2、在后申请注册

2017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

的商标与他人商标相同或者近似；3、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所指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对商标法在实践中的适

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

用提供了明确统一的审理标准。

似；4、在后申请注册商标的申请人具有恶意。然而，美国公司未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发布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

能提交商标使用证据以证明 “THINKBABY” 品牌在中国大陆经

和 50 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为案件审理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使用具有了较高知名度，故从商标法意义上讲，广州公司注册的

明确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标准。

“THINKBABY”商标不属于对美国公司品牌的抢注。

（三）其他方面

业的技术与贸易往来，
刺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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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向北京知识产权法

“技术性”，即能够实现新的功能，达成技术方案，方具备“可专利

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维权诉讼，从立案到结案整个过程中

权的实际价值，切实依据相关作品、专利技术、外观设计、商标和

院提起诉讼，最终艰难取胜。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性”。所以，中国计算机软件的专利认定标准相较于美国较为严

都要付出较大成本。例如，由于是境外主体，立案时需要花费大

商号的市场价值确定权利人的损失、被告的利益所得或者许可

判决美国公司胜诉的理由不是认定广州公司构成商标抢注，而

格，需要对技术方案和权利要求进行充分的论述。另外，美国企

量金钱与精力提供公证认证文件；外文证据均需要由法院指定

费用的合理倍数。至少，应当使侵权赔偿额高于专利技术研发成

是认为广州公司注册了多达 206 件商标，且涵盖商品类别广泛，

业在中国申请专利时，往往要求专利代理人仅对其英文版技术

翻译机构翻译为中文；证据收集过程中往往需要公证处参与公

本、商标培育成本、同类作品平均稿酬以及维权成本，方能对维

其不具有真实使用商标之意图，有悖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

方案和权利要求翻译为中文提交，反对代理人对申请材料进行

证等等。认证费、翻译费、公证费、律师费……美国企业首先要投

权者起到激励作用，并对侵权者起到震慑作用。

一款关于禁止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立法

加工与拓展，导致其计算机软件的专利通过率更低。

入大量成本。然而，最终的裁判结果即使是胜诉，所获赔偿额往

精神。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计算机软件发展迅速且更

以上案例是美国品牌在中国被抢注的典型代表，除了商标

新换代快，中国应设立更为宽松的审查标准，提高其“可专利性”

外，常见被抢注的还有美国知名商号、公司名称、电影电视名称

以推动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中美两国法律

及角色等。之所以维权困难，与法律的滞后性与地域性不无关

环境的差异，专利代理人在为美国企业办理计算机软件专利申

系。
在信息化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发达的时候，商标法抢注条款的

请时，应把握主动，以中国的专利审查标准为出发点，补充完善

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在中国大陆地区经使用具有一定影响的商

对技术方案和权利要求的论述，表现出充分的实用性，方能提高

标。
然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传递速度突飞猛进，加之

专利申请通过率。

中美两国互联互通越来越频繁，中国国内主体能够在第一时间

（三）期待能减轻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

了解到美国新晋品牌，在这些品牌还未进入中国市场时，国内主

笔者认为，应对这一问题的对策在于“恶意毁灭一切”的原
则。
代理美国企业维权过程中，若难以提供客户品牌在中国大陆
的知名度证据，应当着力证明对方当事人的主观恶意性。例如对
方当事人持有大量商标，但是不具有真实使用商标之意图，则应
当认定为具备恶意。再如客户商标独创性较强，对方当事人注册

（二）
美国企业在中国计算机软件专利申请难度大问题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2018 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如管理方法，产销策略，客户名单、货源情
报等经营信息；生产配方、工艺流程、技术诀窍、设计图纸等技
术信息。
美国企业认为，商业秘密被侵犯，会降低产品的商业价值，

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显得较为保守。
在中国，计算机软件通常被认定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因此不属于专利法的保护范畴。只有计算机软件具备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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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对于中美知识产权的发展是一次历史机遇，能够倒
逼中国进一步增强自主知识产权能力，推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更加公平合理。2019 年 3 月 15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确立了我国
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其中，知识产权成为外商投
资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外商投资法》
第二十二条规
定“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
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第二十三条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的
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以上规定更加严格的追究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进一步强化了知
识产权保护。接下来，国内外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的需求将更为

当然，中国也在尽力以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2015 年的《专利法修改草案》强调了加大对专利侵权的惩罚力
度，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今年新设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也制定“网剑行动”方案联合网信办、药监局、公安部等八个部

破坏商业信任。目前，商业秘密维权案件中，作为权利人需要提

门从严查处造假售价行为，从重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越

供证据证明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商业秘密“不为公众

来越多的利好措施正在使中国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趋向国际

所知悉”为消极事实，实践中，权利人难以举证，从而导致维权不

标准。笔者认为，提高侵权赔偿标准的根本之策在于考虑知识产

强劲，尤其是高质量服务需求将不断增大。
为此，知识产权律师、
专利及商标代理人应积极关注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现状及发展
方向，了解国内外企业的法律需求，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高端的
法律服务。

力。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及审判实践，“谁主张，谁举证”是商业秘
密案件的举证责任原则，法院在审理商业秘密案件中大多认为，

有相应规定。因此，在华美国企业特别希望能够减轻权利人在侵

利保护。
然而，与美国对计算机软件开放性的保护力度相比，中

辄几百万美元到几千万美元的专利损害赔偿数额，形成了鲜明

能力产生质疑，律师工作较难展开。

册。

改写而难以维权。因此，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专

发达国家动辄几万美元到几十万美元的版权损害赔偿数额、动

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此商业秘密包括两部分：

律依据，而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商业秘密的举证责任没

的保护显得非常的苍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以后容易受到

专利授权费、商标培育广告费或同类作品平均稿酬。这与美国等

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以及律师的专业

商业秘密诉讼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必须有法

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思想内容，这使其对计算机软件

件平均赔偿额分别为 8 万元、7 万元和 1.5 万元，低于企业同等

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

尤其是计算机软件专利的审查标准较高，限制了该类专利的注

件专利权保护。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有一定缺陷，由于著作权保护

97.63% 和 97.25%。中国专利侵权、商标侵权和著作权侵权案

有的威慑作用，侵权行为越来越多。另外，美国企业无法理解中

指出美国企业依旧担心在中国进行专利申请难度较大的问题，

计算机软件一般有两种保护方式，即软件著作权保护和软

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案件中，“法定赔偿” 的比例分别高达

护。按照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

美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过程中，律师应当从整体上全
风险。

所得”“法定赔偿”的比例分别是 21.21%、0.25%、78.54%；在

对比。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使得侵权诉讼难以对侵权者起到应

与之相近的商标难谓巧合，推定其存在抄袭之恶意。
另外，在为
面制定商标保护和维权战略，合理进行商标布局，降低被抢注的

法院在确定赔偿额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采用“实际损失”“违法

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希望自己的商业秘密能够得到有效保

体迅速将其商标注册，
美国企业猝不及防。

三、总结

往较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曾作出数据统计，

权案件中的初步举证责任。笔者认为，针对商业秘密权利本身及
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在维权过程中，应该对原告被告的举证责任
予以明确，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原告的证明标准，合
理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必要时，可以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
法。
（四）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且赔偿额低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普遍存在“重侵权认定，轻
赔偿判定”的现象，当事人往往赢了官司，却拿不到多少赔偿额，
甚至不及律师费。这也是美国企业常常诟病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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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法中的出售及对我国的启示
——评美国Helsinn v. Teva案

因此，法院面对的问题是：存在保密协议的销售是否构成
美国专利法 102(a) 下的“出售”。

THE SALE IN AMERICAN PATENT LAW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 COM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HELSINN V. TEVA CAS

地区法院认为不构成，理由是：修改后的 AIA 法案已经改
变了 “出售” 的法律含义，要求销售行为必须导致发明细节披露
给公众，而在本案中，Helsinn 公司与 MGI 公司之间的协议要求
对产品的关键剂量信息 0.25mg 进行保密，这也未在任何公开
发布的文件中披露，始终未为公众所知悉，因此不构成无效专利
的现有技术，Helsinn 公司专利有效。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持不同观点，认为修改后的 AIA 法案并
未改变“出售”的法律含义，只要存在销售，即使未公开披露发明
细节，也照样适用出售阻却条款。由于 Helsinn 公司与 MGI 公司
之间的销售已被公开披露，因此，足以触发出售阻却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多份在先判决申明，问题的关键是发明是否
已被销售，而不关注发明的细节是否为公众所知或者销售本身

伙人、知识产权团队执业律师，专利代理

伙人、知识产权团队执业律师，专利代理

队律师助理、专利代理人，理学学士和法

导致发明被公开披露。1877 年的 Consolidated Fruit–Jar Co.

人，工学学士和法律硕士，擅长专利诉讼、

人，工学学士和法律硕士，擅长知识产权

律硕士，擅长专利诉讼、商业秘密、白领

v. Wright 案指出，专利权人的销售或使用事实是对专利权致命

专利无效、
专利申请、
网络安全等领域。

纠纷解决、
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

犯罪等领域。

的伤害；1878 年的 Elizabeth v. Pavement Co 案更是直言，阻
却发明人获得专利的不是其发明为公众所知，而是其发明的公
开使用或其销售。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先例长期以来一直坚持
认为秘密销售可以导致专利无效。

对我国专利法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法的实践足以产生有益的启
示。

小前提：Helsinn 公司在申请专利的前两年与 MGI 公
司签订了专利许可协议和产品销售协议，协议要求 MGI 必须对
产品的剂量（0.25mg 和 0.75mg 的帕洛诺司琼）保密。Helsinn

一、
“出售”含义作何解，
最高法院定乾坤
大 前 提：美 国 专 利 法 102(a)(1) 规 定 了 出 售 阻 却
（on-sale bar）
条款，对于在发明申请日前公开使用、出售或以
其 他 方 式 为 公 众 所 知（in public use, on sale, or otherwise

公司后来针对 0.25mg 剂量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2011 年，
Teva 公司请求 FDA 审批销售 0.25mg 剂量的帕洛诺司琼产品。
Helsinn 公司旋即起诉 Teva 公司侵犯其专利权。Teva 公司主张
0.25mg 剂量的帕洛诺司琼产品在申请日前已经销售，故请求法
院认定涉案专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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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此确认的 “秘密销售不影响公开认定” 规则与我国相
关规定颇有不同，其背后反映的价值亦有差异。
《专利审查指南》
规定，现有技术即在申请日以前处于能够为公众获得的状态，并
包含有能够使公众从中得知实质性技术知识的内容。由此可见，

技术公开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微信朋友圈已被公证机关公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团

颖性下出售阻却（on-sale bar）
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其判决精神

而打乱专利法原本精致的体系。

第三方负有保密义务，也构成专利法 102(a) 下的现有技术。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

claimed invention）的发明，不得授予专利权。

条文中读入额外的限制条件，不允许将并列的条款混杂在一起

持比较严格的要求，例如，在认定微信朋友圈证据是否属于现有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

Helsinn v. Teva 案发布了其新年第一份专利判决。本案涉及新

了自己对专利申请和公开的价值理念，反对向含义明确的法律

开。在实务中，对于公开的认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和法院往往坚

众所知”。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before the eﬀective ﬁling date of the

系解释相结合的方法明确了出售阻却条款的含义，向世人宣示

律含义，只要发明人在申请日前向第三方进行了商业出售，即使

封不动地保留了该条款，同时增加了兜底条款“以其他方式为公

2019 年 1 月 22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上个月庭审的

综上可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目的解释、文义解释和体

的意见一锤定音：国会在制定 AIA 法案时没有改变 “出售” 的法

1836 之后的任何一版专利法中，国会 2011 年通过 AIA 法案时原

方琨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实践的启示

在美国触犯出售阻却条款的情形在中国未必构成现有技术公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出售阻却条款并非新生事物，其出现在

刘良勇

sale to the public”，不得用兜底条款来限制出售阻却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最终以 “全体一致（unanimous）”

二、出售不强求公众所知，兜底条款非吸星大法

宋献涛

款，而非兜底条款，出售阻却条款的文字是“on sale”，而不是“on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本案大力倡导先申请原则，一方面激励
发明人尽早申请专利，另一方面努力避免专利申请前的商业化
活动，防止权利人前后沾光，先以“秘密销售”方式令公众产生产
品依赖，然后再行申请专利，形成排他性垄断权。判决书中两次
提及，出售阻却条款反映了国会不愿意让发明人先公开销售发
明、然后再从中切割一部分技术去申请专利并获得授权，那会导
致公众无法进一步使用已有的技术。
Helsinn 公司一直主张将兜底条款 “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
知” 读入出售阻却条款中。从庭审笔录来看，多名大法官认为

证下来，众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仍认为不构成对公众的公开。
美国借 Helsinn v. Teva 案彰显了其热烈拥抱先申请原则的态
度：鼓励发明创造作出后尽快申请专利，不纵容申请日前的销
售行为。这种通过司法判决传递价值导向的作法，值得我国法院
借鉴。
姑且不论效果如何，单就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法律解
释中体现的智识与逻辑而言，其足以为法律人所称道。
联邦最高
法院对比出售阻却条款和后面的兜底条款后作出解释，不要求
出售满足向公众公开的要求，否则出售阻却条款本身就没有存
在的意义，完全可以被兜底条款吸收。我国法律中兜底条款众
多，一般的解释方法为，兜底条款与前面具体列明条款内容性质
相同或相似，程度基本相当，并且认为前面具体列明条款内容自
然符合兜底条款要求，由此使得许多模棱两可的情形都被放入
兜底条款来加以规制，造成兜底条款的滥用，导致法律体系的复
杂和混乱，例如，
《商标法》中的“不良影响”条款和
《反不正当竞
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即为明证。
综上，美国 Helsinn v. Teva 案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实践的启
示至少有：一、不深究销售行为是否真的公开了发明内容，只要
存在这种行为，行为人就应当承担风险、受到惩罚，由此坚定不
移地推行先申请原则的价值导向，将可能导致现有技术认定复
杂化的情形简单化；二、防止兜底条款的滥用，在法律条款的解
释过程中遵循先例，探寻原意，同时要坚持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
相结合，避免将原本清晰的法律体系搅乱。

Helsinn 公司偏离了讨论的重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出售阻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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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出口管制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和分析
RELEVANT LEGAL PROBLEMS AND ANALYSIS IN SOFTWARE EXPORT CONTROL

2、我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布局现状

（4）加密软件的特殊性
2、全球化背景下软件出口管制的复杂性

中国于 2017 年完成了《出口管制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本届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将在任期内提请审议。而目前涉及软件出
口管制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有：《对外贸易
法》、
《海关法》、
《刑法》等。相关条例有：
《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海关行政处罚条例》、
《核出口管制条例》、
《核两用品及相关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跨国贸易极度发达，另一方面企
业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尤其是海外研发机构极为普遍，再加上
云技术、平台应用的高度发达和普及，软件的出口管制也具有越
来越高的复杂性。

术出口管制条例》、
《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生
以一家中国科技公司为例，可能涉及美国软件出口管制的

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理制条例》、《监控化学品管
理条例》、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相关部门规章有：《有关化
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
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软件出口管理和统计办法》、
《禁止出口限
制出口技术管理办法》、
《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等。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出口管制法》草案中采纳和吸收了
世界各国共同采用的原则，比如“视为出口”、“再出口”、“最小比

刘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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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涛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

合伙人，知识产权团队执业律师，专利代

伙人，知识产权团队执业律师，专利代理

伙人，知识产权团队执业律师，专利代理

理人，工学学士和法律硕士，擅长知识产

人，工学学士和法律硕士，擅长知识产权

人，工学学士和法律硕士，擅长专利诉讼、

权纠纷解决、
电力和能源投资等领域。

纠纷解决、
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

专利无效、
专利申请、
网络安全等领域。

例” 等概念。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参与各国多边性出口管制研讨活
动，不断与国际接轨，承担国际义务，完善出口管制的法规和工
作管理。可以预见，我国的出口管制法规及实操，均会呈现出与
世界主要国家的趋同性。
本文将以美国 ERA 相关规定及实务为参照，结合中国及其
他国家的规定和做法综合分析。
二、软件出口管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性

在中美贸易争端进程中，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话题不断浮

一个国家的出口管制法律规定通常体现该国在国家安全、
内容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特征，是该国在世界

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

成为最热门的合规话题，
引起了很多中国公司的深切担忧。

工业、商业及服务业产品供应链中位置的体现。其背后的逻辑，

以被自动转化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

例和众多文件各处的相关规定进行归纳分析，试图为从业者提
供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指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出口管制主要为
政府政策之体现，导致条例的内在逻辑体系性较差，加之相关规

地位的产品和技术被对手或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公司和个人
获得和掌握。
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是最为复杂完善的法规之一。

定繁多且相互参引。如果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仍需要加以更全面

该条例内容达千余页，形成了比较独立和完整的法规体系，并且

的考虑。

每年会根据总统指令和国会立法随时更新。这一法规体系极为

一、
出口管制概述

复杂，各部分内容相互参引，但确实为公司和个人提供了较明确
的指引，实用性较强。

1、
出口管制制度体现国家实力及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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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在多个国家拥有服务器，则软件在这些不同服务器
之间的上传与下载都可能构成“出口”或“进口”；
（5）如果拥有外籍员工，则在该外籍员工接触某些软件源代
码时可能构成“视为出口” ；
（6）员工无意中发送的邮件有可能构成软件出口；
（7）平台在多个国家设有服务器，软件如何存储及传送有可
能触犯出口管制条款，等等。

1、软件出口管制的“管辖权”

的关注，2018 年又发生了华为 CFO 滞留加拿大事件，出口管制

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国际社会共同义务，以及防止本国处于领先

（3）制造的设备产品需要配套使用来自美国的软件；

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软件定义为：“计算机程
序及有关文档”。计算机程序是 “为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通过撷取散落在美国出口管制条

（2）在美国境内设立的研发中心开发的软件；

三、软件出口的管辖及 EAR 项下“出口”的定义

外交政策、国际贸易、技术管制等方面的政策考量。
出口管制的

无非是国家要强行介入产品和技术的贸易，履行防止武器扩散

（1）在中国境内开发的软件，但是包含有来自美国的软件内
容；

1、软件出口管制的特殊性

现出来。2017 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兴公司的处罚引起了中国公司

出口管制一般涉及设备、技术及软件，其中软件的出口管制

情况有（以下罗列并未穷尽所有可能）
：

句序列。”
作为“指令序列”，软件可以理解为专利法意义上的“方法”，
而程序语句本身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 “表达”。从实务来
看，这一“双重身份”是软件法律问题复杂性的根源。
软件作为出口管制的对象，具有如下特点：
（1）技术性
（2）附属性
（3）无形性和可复制性

（1）“属地”管辖
（2）“属人”管辖：这里之所以借用“属人”的概念，是因为一
旦软件是源于美国的，则不仅其在由美国向他国出口时受到
EAR 的管辖，而且即使到了进口国之后，由该国再向其他国家出
口仍然受美国 EAR 的管辖。
（3）外国制造的产品，配套使用了来自美国的软件。
（4）外国研发的软件，其中包括源自美国的软件。
实际上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对于软件的控制不仅及于以上所
列的软件本身，还及于用美国软件（方法）
直接制造的产品，甚至
及于采用美国软件技术建造的工厂或设备，由该工厂或设备直
接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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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情况下构成软件“出口”
在出口管制的语境下，该条例适用的行为其实包括“出口”、

的其他部分明确需要办理许可证或有其他要求时才需办理。”
在判断一个物项是否需要办理许可证时，通常主要考虑两个

“再出口”以及“视为出口”。
并且，“出口”一词的含义要比一般情

方面的因素：
（1）该物项的出口管制分类号（ECCN，Export

况下更宽泛，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中国也在《出口

Control Classiﬁcation Number）
；
（2）
该物项出口的目的地国家。

管制法》
草案中体现了这样的原则。
这种宽泛的解释主要包括：

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考量，
最终可能面临下面三种路径之一：

（1）
出口

（1）不需要出口许可证 (NLR: No License Required)；

（2）
“视为出口”

（2）需要办理出口许可证（Export License）；

（3）
“再出口”

（3）根据许可证例外直接办理出口 (License Exception)。

（4）
“视为再出口”
在涉及出口管制，尤其是涉及软件技术时，要注意“出口”已

2、没有 ECCN 号，即归类为 EAR99，一般无须办理许可证
在确认 ECCN 号时有两种情况：一种为有明确的管制编号，

经不是对外贸易意义上的出口，它甚至不需要存在一个买卖合

即 ECCN 号，即意味着在 CCL（Commerce Control List，贸易

同或者一个交易，而是当你向某第三人展示某些内容时就已经

管制清单）中有关于该软件的相对明确的描述，也有着具体的管

“视为出口”；它也不需要由美国向国外发货，而是当你把从美

制要求；第二种为没有明确的管制编号，即在 CCL 中找不到关

国购买到的物项又转售到第三国时就已经构成了 “再出口”，仍

于该软件的明确描述，也没有明确的管制要求。后一种软件共用

然受到美国 EAR 的管辖。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企业在运营中极

一个通用的分类号：EAR99。

易在没有明确认知的状态下触发出口管制条例的管辖而浑然不
知，
最终带来种种被动，
因此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四、
哪些软件不受 EAR 管制？
按照 EAR 规定，可以公开获得的软件（publicly available
software）
，不在 EAR 管制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出口。
所谓可以
公开获得，
按美国 EAR 的规定，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开发表的软件 1
2、
基础性科研中产生的软件
3、通过学术机构或其相关的教学实验室指导发布的目录课
程涉及的软件
4、
专利文件中涉及的软件 / 技术
5、
对系统的描述，
该描述本身不具有知识产权。
五、
EAR 范围内软件
（一）
：不须办理出口许可证
（NLR）

即，如果在对某个软件按 ECCN 的规定进行分类时，发现
找不到相对应的 ECCN 号可以来对号入座，则这个软件就落入
了通称 EAR99 的类别。如果确定为 EAR99，则除非有特殊情况
（比如进口的买家在禁止名单上、禁运国家、涉及武器扩散、违反
法令等等，详见 EAR 的第 4-10 项禁止条款），软件可以在电子
出口信息中使用 NLR（No License Required: 不需要许可证）作
为许可代码，直接办理出口。
3、有 ECCN 号，但根据 Commerce Country Chart，至某
些出口国无须办理许可证
某个软件有确定的 ECCN 号，并不必然要办理出口许可证。

没有 ECCN 号则在满足一些其他条件时可以直接以不需要出口
许可的理由办理出口；（2）即使有 ECCN 号，根据出口目的地国
家不同也有可能不需要办理出口许可证。那么，在以上两种条件
都不满足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一定要办理出口许可证呢，也不是

1、关于许可证例外

行了标注，该文件叫 Commerce Country Chart。对比加拿大，
中国的出口管制是比较严格的。比如某个软件触发的出口管制
但如果要出口到中国，就需要申请办理出口许可证。

外是与软件出口相关的最重要的许可证例外。原因一方面是该
例外专门针对技术和软件，另外，该例外不受 CCL 规定之限制，
是一个可以独立应用的许可证例外，即一般情况下，任何软件只
要满足了该例外的构成条件，则可以直接办理出口
（但要作好相
关的记录工作）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TSR（受限制的技术与软

TSU 适用于操作软件、销售软件、软件升级、大众市场软件
以及美国大学向其全职正式的善意员工披露源代码。满足 TSU

许可证例外是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的一项专门制度，其目的
是在不违反出口管制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出口商的负

的条件即可向除了 E：1 组（即 5 个所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之外的所有国家出口，其范围包括：

担，即如果满足一些特定条件，某些种类的物项可以不需要申请
出口许可证而直接出口。
每种许可证例外采用一个缩写符号来代表，符号由三个英
APP：计算机；TSR：受控的技术和软件；TSU：不受限制的

EAR 条例中专门对出口目的地国家按出口管制的原因进

如本小标题所述，TSU（不受限制的技术与软件）许可证例

件），后者需要根据具体的 ECCN 号来确定是否构成例外。

的。

最终用户以及最终用途等因素。

按照 EAR 自身的规定，2 “某一物项或行为并不仅仅因为

LAW FIRM

上文第五部分讲到了在 EAR 管制范围内的软件：（1）如果

文字母组成。比如，LVS：有限价值装运；CIV：民事最终用途；

原因是 NS1（国家安全一级），则该软件可以直接出口到加拿大，

BEIJING

六、EAR 范围内软件（二）：许可证例外及 TSU

这时需要看第二个条件，即该软件拟出口的目的地国家、软件的

1、
EAR 范围内软件出口可能面临的三种路径

受 EAR 管制就必然要办理出口许可证……，而是只有当 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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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软件
（2）软件升级
（3）大众市场软件 3
（4）大学向其善意的全职、正式员工披露源代码

技术和软件；ENC：加密货物、软件及技术；STA：战略贸易授权，
等等。
在上述的许可证例外中，TSU（不受限制的技术与软件）是
与软件出口最密切相关的一种例外。
2、TSU：与软件出口最密切相关的许可证例外

七、与软件相关的其他许可证例外
1、TSR（Technology & Software Restricted 受限制的技
术和软件）
与 TSU 不同，TSR 的适用要根据每个具体 ECCN 号项下
的规定来进行判断。确定 TSU 是否可以适用的步骤及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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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软件物项的 ECCN 号；
（2）
在该 ECCN 号项下，根据出口目的地国家确定是否需
要办理出口许可证；
（3）如果在前一步骤中发现需要出口许可，并且原因仅仅
是 NS（国家安全）在该 ECCN 号项下，查看有无 TSR-Yes 的
字样。

（5）
需要收货方在出口前提供书面保证。
可见，能免于 TSR 得到许可证例外的条件是比较严格的。
条件之一是出口目的地国家属于 Country Group B，而这组国
家以美国的盟国和关系友好的国家为主，
中国不在其中。
2、
APP
（计算机）
APP 可以适用于软件，即在 ECCN4D001 管制项下的为计
算机的研发、制造或使用而专门设计的软件。
这一许可证例外视
具体国家而不同。例如，对于中国，小于或等于 16 位加权浮点运
算的计算机的研发、制造和使用软件是可以在 APP 出口许可证
例外的项下直接出口的，
而高性能尖端技术显然不在此列。
3、
TMP
（临时出口）
这类许可证例外适用于各种短期内的出口及再出口，具体
表现形式有：
（1）
贸易工具：包括为调试或服务必备的软件；
（2）
装有更换零部件的工具箱；
（3）
为展览、
演示而用的软件；
（4）
为需要到国外进行检查、测试、标定或修理而进行的出
口或再出口等等。
4、另外还有其他与软件相关的许可证例外，如 CIV、BAG、
STA、
RPL 等等，
受篇幅所限，
本文不再细述。
八、
关于加密软件
还有一种特殊的软件，在谈及出口管制时必须要特别提
出，
那就是加密软件。
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中引用了前总统克林顿的话：“对加密
软件的出口进行管制的原因，并不在于其理论价值或是信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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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价值，而是在于其能够对信息进行加密的功能”。由于加密
技术可以用来损害一个国家的安全、外交政策以及执法利益，所
以加密软件在大多数国家的出口管制政策中都是受到特别重视
和专门管制的物项，各国对加密软件的出口管制不同于对其他
软件的管制，往往比后者更严厉。
EAR 对于加密软件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的出口有着不同

结语
本文主要以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和梳
理，试图就软件的出口管制体系整理出一幅具有一定内在逻辑
的整体图像。从条例本身纷繁复杂的内容、文件自身的不断修改

需要指出的是，出口管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细节极为
繁琐，根本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能够说清楚的。
希望读者通过
此文对软件出口管制话题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具体操作还请
与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联系询问为宜。

更新以及内容中大量相互参引的现实来看，这样的整体图像是
有用的，对于从业者的指引效果也会是明显的。

于其他软件的专门规定 4。

（4）
该软件出口目的地国家应该属于 Country Grou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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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密软件的许可证要求
加 密 软 件 主 要 存 在 于 两 个 ECCN 号 项 下：5D002 和
5992。前者即 5A002 项下加密软件，除了出口到加拿大之外，
全部需要办理出口许可证。
2、可公开获得的加密软件
这一规定与一般的可公开获得的软件（见本文第四部分）
相对应。如果满足所有条件，则该加密软件不受 EAR 限制，可以
直接办理出口。
但此种情况下，需要履行通知义务，向政府相关机构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告知，告知的内容包括该 5D002 项下的软件可
以公开得到的网址、提供原代码拷贝，以及以后每次软件修改升
级的信息等等。
3、大众市场加密软件
这一规定与一般的 “大众市场软件”（见本文第六部分 2
（3））相对应，但条件更严格。除了要满足一般 “大众市场软件”
的所有要求之外，对于加密软件还增加了以下要求：
（1）用户无法轻易改变加密功能；
（2）出口国家的当局可以要求提供软件的相关信息以对前
述要求进行评估；
（3）该软件为大范围内人群或者商业机构所需要；
（4）该软件的价格及主要功能在交易之前已经是公开信
息，不需要通过咨询供应商而获得。
满足全部条件的加密软件即成为“大众市场加密软件”，从
而归入 5D992 项下。这样的话，该加密软件有可能不需要办理
许可证而向某些国家出口，也有可能依许可证例外 ENC 直接办
理出口。

1 注意：ECCN 号为 5D002 的加密软件即使公开发表，仍受到 EAR 的管制，除非其目标代码软件为公共可以得到，并且相应的源代码满足 742.15(b)（Control Policy: Encryption
Items）的要求
2 见 EAR 734.2.(a).(3)
3 该部分规定不得适用于 5D002 或是对称加密长度超过 64 位的加密软件。
4 参见 EAR：734.17 Export of Encryption Source Code and Object Cod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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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法律产品
2019年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十大法律产品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风险防控法律服务
产品发布人：周洪波、王善忠、田大鹏、鲁冰
产品价值：通过股权质押合规咨询、质押风
险争议解决等综合法律服务协助上市公司
股东防范、应对股权质押的系统性风险。

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投资
法律服务
产品发布人：刘森、丁旭、李光
星、张磊、尹之晴、康桂芳
产品价值：为上市公司提供跨境
并购项目的全程法律服务，促进
跨境项目的顺利交割。

3

上市公司复杂金融交易法律服务

5

产品发布人：徐宇辉、房立棠、黄贤文、蒋伟、
韩克、薛一真、孙喜华
产品价值：深入把握上市公司金融交易的
商业战略与目的，设计并执行复杂金融交
易项目，协助解决复杂金融交易项目争议，
协助上市公司真正实现其商业目的。

上市公司反垄断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财税法商管五位一体”
风控体系建设法律服务
产品发布人：杨振伟、蔡昌、石海磊、戎燕茹、李娟芳、孟翠兰
产品价值：建构上市公司的全面合规体系，真正建立起上市公司
的全面长效风险防控机制和价值利润创造持续久远的格局。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合规
法律服务

产品发布人：任力、刘克江、方春晖、马荣花、张磊
产品价值：就上市公司境内外经营行为是否构成
所在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行为提供事前咨询
及防范、事中应对、事后行政及司法救济提供全流
程法律服务。

10

2

产品发布人：赵辉、丁旭、刘章印、王晓芳
产品价值：通过为上市公司提供定制化
系统化的市值管理合规体系制度建设及
执行顾问服务，助力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树
立合规意识、完善合规制度，降低或有效
应对合规风险。

7

6

4

8

并购与出售上市公司控股权法律服务

1

产品发布人：房立棠、郭芳晋、郭恩颖、张
淼晶、丁伟、王智、张明波
产品价值：通过为买方或卖方提供调查
与评估、执行与调整、撮合斡旋、交易后服
务等全方位法律服务协助客户实现其并
购目的，防范上市公司并购交易风险。

金融科技企业合规监管与
上市法律服务

2016-2017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犯罪案例研究报告（扫码下载电子版报告）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上市公司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质量逐
步提高，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必须重视上市公司建设，重视对上市公司企业家合法权
益的保护。德衡律师集团选取了 2016 年和 2017 年两个自然年度的上市公司及高管涉罪案例作
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分析，总结了上市公司及高管犯罪的特征，提出了上市公司及高管防控刑

产品发布人：陆阳、周善良、陈
爽爽、申梦雨、薛慧
产品价值：为金融科技公司合规
监管提供法律分析及建议，助力
金融科技公司完成上市之路。

9

新三板公司境内IPO法律服务

中国企业香港上市法律服务

产品发布人：刘章印、丁旭、
王晓芳、王亚威
产品价值：为新三板公司境内
IPO提供服务，帮助新三板公司
突破流动性低、融资难的困境。

产品发布人：丁旭、高森传、阿贞、张胜男、
伊莉娜
产品价值：作为券商律师或发行人律师
为中国企业香港上市提供全流程法律服
务。

事法律风险的建议，以期《报告》能够成为上市公司及高管观察刑事犯罪案件动态、趋势、特征的
一个“窗口”。

2016-2017 中国上市公司及高管行政处罚案例研究报告（扫码下载电子版报告）
2016 年以来，中国证监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大对上市
公司的监管，净化资本市场，依法全面从严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的执法力度
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零容忍、大力度、高压态。
《报告》根据 2016-2017 年各行政机关对上市
公司及高管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对相关数据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力求做到一目了然、
直击重点，让读者了解上市公司近两年多发违法区域、违法事项。另外，
《报告》还精心挑选了在
证券行政处罚方面 11 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分别向读者阐述信息披露违法、限制期内买卖证券、
操纵证券市场、短线交易及内幕交易五类典型违法行为并加以分析。希望借此能够给予读者一
定启示，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2018 年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十大法律产品（扫码浏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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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请欣赏视频
“奋勇向前 - 德衡律
师集团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