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2007.6.11_6.17 

www.deheng.com 1

本周聚焦 

 [事件追踪]  达能 VS 娃哈哈:一系列法律大战主战场仍在国内 

法律快递 

 [新法解读]  税务总局解读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修订 

 [新法速递] 车船税 7 月起随交强险征缴 缴纳上限均涨一倍 

业务动态 

 [商事要案]  两港企合同纠纷 内地法院首次用香港法律判案 

 [金融证券]  证监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期货公司高管 

 [对外贸易]  反倾销专业人士称:美国产业滥用法律和程序优势 

 [知识产权]  上网 K 歌成新兴娱乐方式 唱出版权保护新课题 

 [司法解释]  最高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不实应当担责 

 [商标保护]  工商总局公布保护外企注册商标专用权十大案例 

信息互动 

 [德衡动态]  德衡商法网、局域网改版成功暨“609 客户系统”建设完成 

 [客户动态]  新华锦国际正式登陆中国资本市场 

 

 

 



 

[新法解读]税务总局解读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修订 

 
  法制网 
 
  国家税务总局 12 日对国务院修改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有关政策进行公开解读，并就社会

广泛关心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大城市每平方米年税额最高 30 元

  条例修改后，将税额标准提高了 2 倍，即“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大城市 1.5 元

至 30 元；中等城市 1.2 元至 24 元；小城市 0.9 元至 18 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 0.6 元

至 12 元。” 
  近几年，为了抑制投资过热，促进合理开发利用土地，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

特别加强了土地的管理，但一些地区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乱占滥用土地的现象仍

然严重。据有关报道，目前已出让的土地有 2/3 仍处于闲置状态。 

  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我国目前在土地保有环节征收的惟一税

种，长期以来税负偏低，2005 年全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为 137 亿元，2006 年 177 亿元，

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不足 0.5 百分点，难以发挥其经济调节作用。此外，城镇土地使用

税的税额偏低，也影响了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土地等级和税额的积极性。 

  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增加了用地的成本，可以引导土地使用者合理节约的使用土

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有利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加强土地宏观调控的措施，有利于促进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有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水平应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市场

发育程度相适应，条例仍授权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上述税额幅度内确定本地

区的适用税额幅度。 

外企缴税有利于公平税负

  条例修改后增加了一款，将条例中“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定义为：“前款所称单位，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

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

他个人。”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也被确定到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

税人范围中来了。 

  有关负责人表示，外资企业使用土地不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造成内外资企业用地成本

的差异，不利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共同协调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征

税符合“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的要求，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土地使用税与场地使用费无关

  关于“缴纳了场地使用费的外资企业是否仍应当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问题，有关负责

人表示，场地使用费与土地出让金类似，是国家有偿让渡土地使用权而收取的费用，是企业

在土地取得环节支付的成本。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国家无偿取得的税收收入，是企业在土地

保有环节支付的税收，场地使用费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性质、体现的权益、隶属的环节均不

相同。因此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与是否缴纳场地使用费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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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7月 1日起，延续近二十一年的车船使用税停止征收，取而代之的是新车船税，

将统一由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代收代缴，缴纳税额上限将平均提高

一倍左右。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与原来车船使用税相比，新的车船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

所改变：一是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税”，统一了各类企业的车船税

制；二是将其由财产与行为税改为财产税；三是提高了税额标准。根据条例，将原车船使用

税税额幅度上限提高 1倍左右，各地结合本地情况有所不同；四是调整了减免税范围。国家

机关等财政拨付经费单位的车船将不再规定免税。同时，自行车等非机动车、拖拉机、养殖

渔船等车船增列为免税车船。 

  据了解，去年 12 月国务院公布车船税暂行条例，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我国

对外资企业适用 1951 年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对内资企业适用 1986 年发布

的《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不仅内外税制不统一，征免税范围也不尽合理，对自行车等非

机动车和拖拉机征税，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车辆却不征税，漏征漏管也比较严重。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堵塞机动车车船税的征管漏洞，新条例将车船税和

“交强险”绑定在了一起，把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确定为机动

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解决了车船税征收实施环节控管无法律依据的问题。 

  他表示，自明年 7月 1日起，纳税人在保险机构缴纳车船税时，应向保险机构提供被保

险车辆前次投保的保险单，以便保险机构查验被保险车辆以前年度的完税情况。对于以前年

度没有缴纳车船税的，保险机构在代收代缴当年度应纳税款的同时，还要代收代缴以前年度

的未缴税款，并从前次“交强险”保单到期日的次日起至购买本年度保险的当日止，分年度

按日加收应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记者陈晶晶） 
 
 
[事件追踪]达能 VS 娃哈哈:一系列法律大战主战场仍在国内 

 
  法制网 
 
  事实上，娃哈哈商标转让过程还面临行政审查。有关法律界人士介绍，商务部和国家工

商总局是审查机关。如果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不启动转让申请，谁来启动？如果行政机关审

查不同意转让，双方的合资如何继续下去？这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法律大战。而大战的战场在

国内。   

  4 月 9 日向宗庆后发出最后通牒的期限(30 日)一到，达能集团相关子公司准时于 5月 9

日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起了 8份仲裁请求。  

  仲裁请求的主要事项是：确认被申请人违约，裁决停止违约，赔偿损失等。并不包括确

认“娃哈哈”商标权的归属。  

  根据记者掌握的有关材料，斯德哥尔摩仲裁并不能解决达能与娃哈哈集团的根本矛盾

———娃哈哈商标的权利归属。一系列法律大战的主战场还是在国内。  

  仲裁庭 3 人组成适用中国法律 2/3 仲裁员须精通中文和英文  

  在达能方面提交的 8 份仲裁请求中，其中 7 份仲裁请求是通过达能集团相关子公司对

29 家合营公司中 26 家公司的中方股东提起仲裁，主要涉及内容为确认中方股东违反《合资

经营合同》的行为，以及要求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支付因违约对达能集团造成的损害等。  

  另一份仲裁请求是由“达能亚洲”(DanoneAsiaPteLimited)分别向宗庆后和合营公司的

三家中方股东提起的仲裁，主要涉及内容为确认宗庆后和中方股东违反《服务协议》的行为，

www.deheng.com 3



 

以及要求被申请人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赔偿因违约对达能造成的损害等。  

  从仲裁请求中得知，截至达能各子公司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交上述仲裁请求之

日，达能仅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供了与仲裁请求有关的合资经营合同和服务协议，并

未提供其他证据。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赔偿数额。  

  根据有关仲裁协议，上述仲裁活动在程序上适用《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

审理中适用中国法律。仲裁庭由 3名仲裁员组成，其中 2名须精通中文和英文。  

  目前，达能方面已经委任了一名外籍仲裁员。娃哈哈方面还没有透露委任的仲裁员情况。  

  根据仲裁规则，3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委任一名。首席仲裁员将由仲裁院指定。  

  在仲裁庭的组成中，首席仲裁员很关键。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连斌分析，达能与娃哈

哈仲裁案中，当事人在合资合同中均约定适用中国法，这将会得到仲裁庭的尊重。至于是否

因此该案的首席仲裁员一定为中国仲裁员或外籍仲裁员，则要视具体情况而言。按照斯德哥

尔摩商事仲裁员的仲裁规则，如当事人各方一致同意推选外籍仲裁员，仲裁院将依从当事人

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首席仲裁员应与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不同，除非仲裁院

认为首席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国籍相同是适当的。  

  娃哈哈商标权归属之争悬而未决 国内 2 家仲裁机构均有可能受理  

  和国内企业习惯于到法院打官司不同，外资企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通过仲裁程序解决

纠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如果在合同中约定一旦发生争议提交某家仲裁机构解

决，则法院不再受理。而且仲裁是一裁终局，裁完就生效，法院负责强制执行。  

  在达能与娃哈哈集团的有关商标的一系列合同中，均约定了仲裁条款。  

  本次在斯德哥尔摩仲裁，依据的是双方仲裁协议。如在 1996 年 2 月 9 日签订的《合资

经营合同》中，双方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上述协商应在任何一方向其他各方发出要求协商的书面通知后立即开始。但

该争议如在发出通知日期后的 60 日内仍不能解决，应提交仲裁并通过仲裁得到最终解决。

仲裁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进行，由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1996 年 2 月，合资公司(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与娃哈哈集团的《商标转让协议》中，

也约定了仲裁条款。一旦发生纠纷协商不成，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如果杭州市成立任

何仲裁机构，则仲裁应在杭州进行。  

  目前，杭州仲裁委员会已经成立，如果双方就《商标转让协议》申请仲裁，应由杭州仲

裁委员会受理。  

  由于商标转让手续迟迟没有办下来，1999 年 5 月，合资公司又与娃哈哈集团签订了《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同样约定了仲裁条款：协商在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协商后应立即开

始，并在通知书日期起计的 30 天内进行。协商结束，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在北京的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根据该协议，如果双方就《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申请仲裁，应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

会受理。  

  事实上，娃哈哈商标转让过程还面临行政审查。有关法律界人士介绍，商务部和国家工

商总局是审查机关。如果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不启动转让申请，谁来启动？如果行政机关审

查不同意转让，双方的合资如何继续下去？这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法律大战。而大战的战场在

国内。 

中国和瑞典都是《纽约公约》缔约国  

中国法院承认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裁决效力   

  2007 年 5 月 9 日，达能集团相关子公司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对娃哈哈合资企

业中方股东及宗庆后本人提起了 8项仲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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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些仲裁案件的申请人都出自著名的法国企业达能(Danone)旗下，而被申请人均与

中国著名企业娃哈哈集团有关，媒体将这一系列仲裁案统称为达能与娃哈哈合资争议案。  

  由于某种原因以及争议双方、受案仲裁机构的知名度，原本为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案，几

个月以来，引起了法律与经济类媒体的极大关注，已经演变成一桩公共新闻。同时，国际商

事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成了这一事件的关键词。  

  为此，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仲裁法专家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宋

连斌。  

  记者：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是一家什么样的仲裁机构？何时成立？在国际仲裁界的

地位和影响、口碑如何？  

  宋 ： 斯 德 哥 尔 摩 商 会 仲 裁 院

(TheArbi-trationInstituteOftheStockholmChamberOfCommerce，简称 SCC)是国际上最有

影响力的常设仲裁机构之一，成立于 1917 年，旨在于解决工业、贸易和运输领域的争议。

SCC 的总部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包括秘书局和三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三名委员任期三

年，由商会任命。三名委员中，一名须具有解决工商争议的经验，一名须为有实践经验的律

师，一名须具备与商业组织沟通的能力。SCC 成立之初，本打算主要从事国内仲裁，但由于

瑞典在国际关系中的中立地位，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的公司均不愿在对方法院诉

讼或在对方境内的仲裁机构仲裁，因而在瑞典仲裁较易得到不同国家当事人的接受。同时，

SCC 办案效率较高，因而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在该院仲裁。此外，瑞典参加了 1927 年日

内瓦《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 1958 年联合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

《纽约公约》)，其裁决可以在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得到承认与执行。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

不断发展，SCC 的国际声誉逐步提高，现已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  

  SCC 的宗旨是根据其仲裁规则，参与管理有关工商业争端的解决，提供有关仲裁事务的

资料。SCC 虽然是商会的内部机构，但在职能上，它又是独立的。SCC 设有仲裁委员会，由

商会执行委员会三名成员组成，任期两年。仲裁委员会主席是精通业务的法官，另外两名分

别是一位执业律师和一位商业界的知名人士。每名委员都有一位与其资历相当的个人代理委

员。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的，不必经商会复审。此外，SCC 还设有秘书处，由一人或数人组

成，秘书处的工作由秘书长主持，秘书长应是一名律师。  

  记者：该机构是如何组成审理案件的仲裁庭的？一起案件审下来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费用与国内诉讼相比如何？  

  宋：SCC 本身并不审理仲裁案件，只协助解决国际、国内争议。换言之，SCC 的职能是

管理性的，而仲裁庭则审理具体的案件。根据 SCC 现行的仲裁规则(即 1999 年《斯德哥尔摩

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 16 条，仲裁庭按以下原则与方式组成：1.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仲裁

员的人数。如当事人未作约定，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除非考虑到案情的复杂性、争

议金额以及其他事由，SCC 决定争议应由独任仲裁员审理。2.在仲裁庭由一人以上组成的情

况下，各方当事人应委任同等人数的仲裁员。如当事人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委任仲裁员，则

由 SCC 委任，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3.如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止一人，且争议将由数个仲裁

员审理，则申请人方的多个当事人将共同委任仲裁员，被申请人方的多个当事人也将共同委

任相同数目的仲裁员。任何一方未能作此委任，SCC 应代为委任。如确有必要，SCC 可委任

命整个仲裁庭，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4.如仲裁庭由一名以上仲裁员组成，则除非当事人另

有约定，首席仲裁员应由 SCC 委任。5.如争议由独任仲裁员审理，则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独任仲裁员应由 SCC 仲裁院委任。6.如当事人委任的仲裁员死亡，该方当事人应另行委任仲

裁员。如 SCC 委任的仲裁员死亡，则 SCC 应另行委任仲裁员。7.如仲裁员辞职或被替换，SCC

应另行委任仲裁员。如该仲裁员为当事人所委任，则 SCC 应征询委任方的意见。仲裁庭由三

名以上仲裁员组成时，SCC 可以决定其余仲裁员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作出此等决定前，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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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当事人和仲裁员的意见。8.如当事人国籍不同，SCC 委任的首席仲裁员的国籍应不同于任

何一方当事人，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 SCC 认为适当。  

  根据 SCC 的仲裁规则第 33 条，裁决应自案件移交仲裁庭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SCC 可

以延长作出裁决的期限。  

  在 SCC 仲裁，仲裁费用包括仲裁员的报酬、SCC 的管理费、补偿仲裁员和仲裁院在仲裁

程序中的开支以及仲裁庭聘请的专家的报酬和开支。按照 SCC 目前的仲裁费用表，这个费用

无疑比同等情况下的中国法院诉讼费用高。由于中瑞两国经济及法律环境差异较大，这种比

较不能简单化。  

  记者：裁决结果能在中国境内执行吗？法院如何审查？如果不予执行，需具备哪些理

由？  

  宋：一般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SCC 作出的裁决为外国裁决。由于中国、瑞典都是《纽

约公约》的缔约国，SCC 的裁决在中国得到承认及执行的可能性较大。按照中国的民事诉讼

法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时，首先依国际条约行事。据《纽约

公约》，中国法院如不予执行外国裁决，需认定存在以下事由之一：(1)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

人，根据对他们适用的法律，存在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或者根据仲裁协议所选定的准据

法(或未选定准据法而依据裁决地法)，证明该仲裁协议无效；(2)被执行人未接到关于指派

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他情况未能对案件进行申辩；(3)裁决所处

理的事项，非为交付仲裁事项，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或者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以

外；(4)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当事人间没有这种协议时，

同进行仲裁的国家的法律不符；(5)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拘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

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另外，如存在下面两种情形

之一，外国裁决应予拒绝承认和执行：(1)争执的事项，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可以仲裁

方法解决者；(2)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将与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抵触者。  

  记者：该仲裁院审理的有关中国企业的案件有多少？知名的案件有哪些？结果如何？  

  宋：SCC 在中国享有盛誉。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SCC 以中立著称，在处理涉及

中国、远东的案件中，受到好评。无法统计 SCC 受理的有关中国企业的案件为多少，但 SCC

确实受理不少涉及中国当事人的案件，以致于如何处理这类案件，成为近期中瑞两国仲裁界

近期交流的热门话题。前两年在中国沸沸扬扬的美国百事国际集团、百事可乐(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与四川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四川韵律实业发展公司合作合同争议仲裁案，就是两

个例子。这两个案子，中方当事人都败北，但这并不表明，SCC 仲裁的公正性应予质疑。  

  记者：SCC有多少中国籍仲裁员？  

  宋：SCC 并不是一个实行强制仲裁员名册制的机构，因此，也无法说它有多少中国籍仲

裁员。但中国专家已多次出任 SCC 仲裁案的仲裁员。如上述四川百事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

一部国际私法著作的作者之一任继圣先生就被委任为仲裁员。  

  记者：争议双方约定案件审理适用中国法律，首席仲裁员有可能是外籍仲裁员吗？  

  宋：达能与娃哈哈仲裁案中，当事人在合资合同中均约定适用中国法，这将会得到仲裁

庭的尊重。至于是否因此该案的首席仲裁员一定为中国仲裁员或外籍仲裁员，则要视具体情

况而言。按照 SCC 的仲裁规则，如当事人各方一致同意推选外籍仲裁员，SCC 将依从当事人

的选择；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首席仲裁员应与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不同，除非 SCC

认为首席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国籍相同是适当的。 

 

 

[反腐倡廉]中纪委反腐大限剩 14 天 河南 979 人交违纪款 82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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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距 6月 29 日还有 14 天，一些曾经利用职务便利进行钱权交易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

党员，正在心急火燎地盘算：说，还是不说？主动说了，能否得到从宽处理？不说，硬抗能

否抗过去？  

  昨天，我省召开全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

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叶青纯特别

强调：存在类似问题的党员清楚，这是党组织给予的一次机会，要珍惜和把握住，不要存在

侥幸心理。拒不纠正的，将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已有 979 人主动交代    

  普通居民购买住房花 50 万元左右，而某领导干部购买同样的住房只花了不到 20 万元，

明眼人都知道这里面隐藏着钱权交易等腐败行为。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规定》前八条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八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并要求有

“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在 6 月 29 日前主动说清问题

的，可考虑从宽处理。  

  昨日，省纪委在关于贯彻落实《规定》的通知中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凡有《规定》所列禁止行为的，要认真对照检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

向党组织报告情况并坚决立即纠正。同时指出，自《规定》发布后 30 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

可考虑从宽处理。对应纠不纠、弄虚作假情况特别严重的，一经发现，除对当事人进行严肃

查处外，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省纪委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要明确受理自查自纠的具体机构，公布自查自纠的受理电话，

明确专人值班。都要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为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搞钱权交易的腐败分子要一查到底，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

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同时，对腐蚀贿赂党员干部以及伙同党员干部共同受贿的其他人员，

也要依法惩治。  

  据介绍，目前已有 979 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 821 万元。  

  《规定》直指隐蔽性腐败    

  与前些年“请托人给党员干部现金，党员干部收受好处就办事”相比，近年来涉及钱权

交易的违法违纪手段不断翻新。在《规定》出台之前，这些腐败行为很难认定，违法违纪者

没有受到与其行为性质相应的处理。  

  叶青纯指出，《规定》为我们有效查处新形势下钱权交易案件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法规

依据。  

  针对这些新的作案方式和钱权交易等问题，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共同研究起草了相关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当前反腐败工作中紧迫而又突出的法律政策界限

问题。最高法、最高检起草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在按照

国家立法程序送审，其中对涉及钱权交易的有关问题作出了界定，明确提出要按照受贿犯罪

论处。中央纪委下发的这个《规定》，与最高法、最高检即将出台的司法意见在政策界限上

是一致的。  

  处理原则比平时从宽  

  据媒体报道，我国要求腐败官员“限期交代”的举措，自“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是“两

高”1989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

白的通告》，通告要求坦白的最后期限是当年的 10 月 31 日。此后，我国很少采用针对大规

模党员限定坦白期限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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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为什么设定一个“主动说清楚的期限”呢？叶青纯在讲话中给出了答案：这样是为

存在一般违纪问题的同志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条政策是中央纪委经过慎重研究决

定的，主要是考虑此前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没有明文规定这些行为的定性处理依据，因此

可以给一般违纪问题的同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叶青纯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党员的一贯政策，在以前颁布的

党内法规中都有体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按照现有规定掌握。  

  这次掌握的总原则是，在综合考虑违纪性质、情节轻重、认错态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可

以比平时的自首和主动交代更从宽一些，达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但是，要避

免无原则的从宽，特别是对本应开除党籍，但由于在规定期限内主动说清问题，认为从宽后

可以保留党籍的案件，要认真研究，严格审核。特别重大或者把握不准的案件，要及时逐级

请示，防止造成不良后果。  

  叶青纯特别强调，现在离中央规定的自查自纠期限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时间紧、任

务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将这条时限性很强的政策，传达给每个适用对

象，督促存在类似问题的党员干部尽快向组织说清情况。使存在类似问题的党员清楚，这是

党组织给予的一次机会，要珍惜和把握住，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拒不纠正的，将要受到党纪

国法的严惩。  

  核查认真严防说小瞒大    

  叶青纯指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对腐败分子不进行严厉惩处，

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预防，更谈不上有效的监督，因此要坚决查处

案件。  

  对上报的个人自查自纠情况，要逐件进行研究分析，对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要及时核查。

核查可以采取请当事人说明情况等方式进行，对涉及数额较大的可以派人核查，必要时也可

以进入案件程序。要认真核查党员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党组织说清的问题，及时作出结论。

既要核查已经交代的问题，还要核查实际纠正的情况，防止出现只说小问题、隐瞒大问题，

以及少退甚至隐匿赃款赃物等现象。  

  在自查自纠规定期限结束后，要认真进行排查。重点是查处那些在规定期限内应纠不纠、

应报不报、弄虚作假、拒不自查自纠，特别是销毁证据、转移赃款赃物、订立攻守同盟的。  

  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查处这类案件作为工作重点，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办案整体工作。

要加大对继续违反八种禁止性行为的查处力度，并注意从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在政府投资

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

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等案件中

发现钱权交易行为，并及时严肃查处。  

  今年下半年要集中一段时间，我省将省市县三级联动，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督促检查。

对开展自查自纠力度不够的部门和单位要进行批评，对应纠不纠、弄虚作假情况特别严重的，

一经发现，除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查处外，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叶青纯强调，要抓好社会宣传，为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规定》

的贯彻执行，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

广泛宣传，使社会各界了解《规定》的基本内容和监督举报的方式方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明确受理自查自纠的具体机构，公布自查自纠的受理电话，明确专人值班。在案件排查期

间，可以采取鼓励群众举报、深入重点单位走访排查现有案件线索。要争取尽快查处一批典

型案件公开曝光，以儆效尤，增强与这些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  

  中共中央纪委八项禁令  

  一、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1)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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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3)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  

  二、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三、严格

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

“合作”投资。  

  四、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

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

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  

  五、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  

  六、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

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  

  七、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规定所列形式，将

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  

  八、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

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  

 

 
[商事要案]两港企合同纠纷 内地法院首次用香港法律判案 

 

法制网 

 

昨天，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宗涉港租赁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宣判，据了解，这是

内地法院首例适用香港法律判决的案件。原告钻石租赁公司和被告之一荣辉科技公司都是香

港企业，双方的租赁合同被法院判令解除，承租人荣辉科技公司被判令返还租用设备。 

  据了解，双方的纠纷因被告荣辉科技公司违反租赁合同约定而起。原告钻石租赁公司诉

称，2002 年 11 月 22 日，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荣辉科技公司向该公司租赁有关机

器设备，该公司已依合同约定将租赁物交付被告使用，而实际使用人为荣辉电子(中山)有限

公司。但荣辉科技公司却违反合同关于支付租金的约定，自 2003 年 9 月开始就未支付任何

租金，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钻石租赁公司向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及两被告交还租赁物。 

  “本合同在各个方面均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按香港法律诠释。出租人与承租人愿受香港

法庭司法管辖权的管辖，而出租人可在任何其他主管的司法管辖区法庭强制执行本合同。”
双方在《租赁合同》第 16 条对解决纠纷适用法律作了约定。 

  由于钻石租赁公司和荣辉科技公司对双方发生纠纷适用的管辖法律约定为香港法律，中

山市中级法院要求钻石租赁公司就法律适用进行举证。钻石租赁公司提供了由香港“的近律

师行”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对租赁协议的相关约定提出了法律意见。对于违约责任，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根据香港法律，荣辉科技公司没有根据该协议的条款按时支付租金时，钻

石可根据该协议的条款以书面通知立即解除该协议，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中山中院认为，由钻石租赁公司提供的经香港注册专业律师作出、并由司法部委托公证

人见证、法律服务公司转递的《法律意见书》，不仅提供途径规范、合法，其阐述的香港法

律内容，也符合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司法原则，并且没有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

利益。由此，可以采信。 

  中山中院遂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荣辉科技公司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日内返还向钻石租赁公司租赁的所有机械设备。36500 元的案件受

理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据中山市中级法院民四庭法官陈薇介绍，适用域外法审理案件有两种情形：一是如果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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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双方明确约定适用域外法且约定有效的；二是争议双方没有约定，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

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是域外法的，也可以适用。 

法官说法

  关于本案的管辖权，主审法官陈薇指出，钻石租赁公司和荣辉科技公司在《租赁合同》

中有关于双方纠纷司法管辖的约定，即出租人与承租人愿受香港法庭司法管辖权的管辖，而

出租人可在任何其他主管的司法管辖区法庭“强制执行”本合同，意思就是双方因《租赁合同》

而产生的纠纷，出租人除接受香港法庭的司法管辖外，还有权在其他与纠纷相关的司法管辖

区域使合同得以强制履行。由此，该合同约定的香港法庭对其争议享有的管辖权，实际是一

种非排他性管辖权，即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有管辖权法院的管辖权。 

  这一点，在双方同日签订的作为《租赁合同》附件的《购买协定》中有更进一步的明确：

协定对管辖约定为双方同意接受香港法院对有关协定的任何诉讼及法律程式行使“非专有的

司法管辖权”。因此，钻石租赁公司有权向除香港法院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司法管辖区法

庭提起本案诉讼。荣辉科技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钻石租赁公司租赁由其指定购买的机

械设备(货品)，以供荣辉电子公司使用。由此，本案合同的履行地在荣辉电子公司所在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同时本案争议的标的物机械设备也位于我国内地。因此，钻石租赁公司

向中山市中级法院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地域管辖以及

该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中山市中级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金融证券]证监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期货公司高管 

 

法制网 

 

证监会近日发布《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对申请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任何曾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以及被证券监管机关处分或开除未满一定期限的从业人员，均不得担任期货公司高管。 

  首先，按照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一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亦将不得担任期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被判处

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5年的，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5年的等几种情形。 

  其次，基于期货公司本身固有的专业性要求，以下几种人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或者被开除的证券相关机构负责人及从业人员，自

被解除职务或开除之日起未逾 5年；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撤销资格的中介机构或者投资咨询机构等专业人员，自被撤

销资格之日起未逾 5年； 

  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执行期满未逾 3年； 

  自被证监会或者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之日起未逾 2年； 

  因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出现重大风险被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的金

融机构及分支机构，其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该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

被采取以上措施之日起未逾 3年； 

  草案同时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

员，不得担任期货公司高管。 

（记者周芬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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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反倾销专业人士称:美国产业滥用法律和程序优势 

 

  法制网 

 

  据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透露，6家美国标准钢管制造商以及美国钢铁工人联

盟于 2007 年 6 月 7 日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要求美国商务部对原

产于中国的焊缝标准钢管(又称“标准钢管”或“结构管”)征收高达 88%的反倾销税，并加征反

补贴税。这是继 2006 年 11 月，美国商务部首次接受美国铜版纸产业针对中国提起的反补贴

调查申请以来的第二个案件。 

  一个很糟糕的裁决

  针对第一起案件，欧华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反倾销专家马鸿基律师评论说：

“美国对中国采取反补贴措施并非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决定，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裁决，它将对中国对美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这并非单纯的花哨外交辞令，而是美国

政府为美国国内产业应对中国产品竞争的问题上采取的一项具体行动，为美国产业提供了一

项重要的保护性贸易武器。我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多起针对中国的反补贴申请将被提

出。” 
  美钢管产业积怨已久

  对于本次中国标准钢管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马鸿基律师认为，美国钢管产业针对中国

产品的积怨由来已久。最近的一次是在 2005 年 8 月 2 日，美国钢铁产业曾要求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针对中国标准钢管产品采取“421 特别保障措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过详细调

查后，向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建议书，要求对中国的钢管采取进口限制。当时，此建议被布什

否决了。 

  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马鸿基律师认为，一些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保护现象不容忽视。在“421”调查中，美国

钢铁产业曾聘用一家名为 SchagrinAssociates 的美国律师事务所作为代理律师，该律师事

务所专门从事代表美国产业提起针对外国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美国钢铁产业与该律

所长期保持密切关系。此次提起的钢管案，美国申诉方的代理律师为 King&Spalding 律师事

务所，即早前提起铜版纸反补贴案件的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不仅如此，美国纺织产业已经在

新闻公告中透露，该产业正在与这家律所进行接触打算对中国纺织产品采取积极行动。 

  基于此，马鸿基律师认为，一些顾虑来自与中国产品竞争的美国生产商可能会采取更多

类似行动。 

  有专家认为，美国产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不公平的，这明显是一个美国产业滥用其法

律和程序优势针对中国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美国产业错误地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采取

这种保护主义法律措施来阻止来自中国产品的强大而公平的竞争。 

  美国商务部允许反补贴案件走得更远的政策是错误的。允许将反补贴措施适用于中国的

决定是政策性决定，而美国法律并未要求美国商务部得出这种结论。因此，美国商务部正在

给自己制造麻烦。 

 

 

[知识产权]上网 K 歌成新兴娱乐方式 唱出版权保护新课题 

 

  法制网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对着麦克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吼得声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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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竭五官扭曲，双眼紧闭好像已陶醉在自己的“曼妙”歌声里。 

  然而听众可不买他的账，只见屏幕上出现这样的字样：“额滴神啊，调子都跑到月球去

了！”“你打哪来就回哪去吧，赶紧给我消失！”…… 

  ———记者看到的这热闹场景，并非出现在传统的 KTV 包房里，而是属于现在非常流行

的“网络 KTV”。这种 K歌方式如今已成为许多网民的“娱乐新宠”，同时也令许多人惊呼：“传
统版权出现盲区！”、“版权保护面临新挑战！” 
  备受追捧的K歌新方式

  一台上网电脑、一套外置音箱、一部耳麦，这就是能在网上唱歌的全部设备，网民只需

向提供“网络 KTV”服务的网站申请，成为会员之后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 K歌的乐趣，这就是

“网络 KTV”的 K 歌方式。如在 Google 中输入这个关键词，将会出来一百多万条与之相关的

页面链接，其中大部分网络 KTV 是免费的；即使一小部分通过手机付费，费用也非常低。 

  在登录了“麦克疯”、“卡拉屋”等几个挺有名气的在线 K 歌网站后，记者发现，网络 KTV

的曲库涵盖流行、经典、外文、儿童、戏曲等多个种类，有的网站还专门设置了“老歌新唱”、
“粤语歌友”等“房间”，网友既可以在“公共房间”里排队等候“献艺”，也可以在个人的“空房间”
里自娱自乐。 

  “既便宜又方便，还能和天南地北的网友一起互动，我觉得比去 KTV 好多了！志同道合

的朋友，记得给我唱的歌提点意见，让我们一起尽情‘K’吧！”一位可能是刚开始在“麦克疯”
网站上 K歌的网友，喜不自禁地在其论坛里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法律专家：早晚会碰上版权的大麻烦

  “网络 KTV 是版权的盲区？这种说法肯定有点过头了。”北京市元泓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旭

升认为，网络 KTV 要碰上版权的大麻烦，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曹旭升所称的“大麻烦”，免不了要以现实世界的 KTV 行业做参照：如今，KTV 行业犹陷

在“版权门”的泥淖，全国各地时不时地传出 KTV 企业抵制收取歌曲版权费的消息；而在企业、

协会、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乃至法学界中，该按 KTV 的包房数还是按每首歌曲的点击量计费的

收费之争也还没有停止。 

  曹旭升说，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权利人

的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受到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而现在 KTV 网站上传

的许多歌曲，大部分都没有取得歌曲权利人的许可，也并未向其支付报酬，这明显和版权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而且，尽管这些网站向网民提供的是免费唱歌，但并不能免除其应交纳版权使用费的

义务。因为大部分的网站本身具有商业性质，其盈利方式在于从增加会员数量等方面获取到

隐性利益，如登播广告或其他的市场合作方式，从而最终实现获利。”曹旭升告诉记者，在

今年年初，上海就出现了全国首例唱片公司状告网络 KTV 提供商的案例，虽然该案还未有具

体进展，“但版权是一堵无法逾越的墙，网络 KTV 这种娱乐方式再怎么受网民欢迎，早晚也

得面对版权这个问题！” 
  有关部门：收费方式有章可循

“其实大家所说的‘网络 KTV 是版权保护盲区’，主要还是指它的收费模式、怎样定收费

标准等问题还不能有望立即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互联网协会政策与资源委员会委员于国富

认为，由于目前我国网络管理体系并不完善，很多网络音乐业务单位缺乏主动履行自己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所以政府部门更应当对这一新兴娱乐方式进行积极引导并加以规范。 

  在具体的收费模式上，于国富给出了几条可行策略：由长期以来一直代收卡拉 OK 音乐

作品词曲版权费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来为自己的唱片公司会员进行版权的集体管理，并

收取相关费用；唱片公司与网络 KTV 提供商进行沟通，以网络 KTV 对作品的使用或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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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成。 

  事实证明，任何新的技术应用都会给现行的法律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在互联网领域内，

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与于国富的观点相一致的是，曹旭升也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善待“网络

KTV”这种新生事物，政府监管部门应该积极探讨应对措施，使这种新生事物在符合法律和社

会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范围内成长。 

  “其实对于唱片业来说，目前也是个好机遇啊！”于国富建议，唱片行业完全可以利用这

一新兴娱乐方式，与规模大、用户多、信誉好的网络 KTV 网站建立内容合作机制，或者生产

与原始 KTV 文件相比更适合网络 KTV 使用的特别版音乐作品；同时利用交互技术，通过这一

特别版 KTV 文件来计算用户使用次数，和网络 KTV 提供商共同开拓上亿网络用户这个广阔市

场。 
 
 
 
[司法解释]最高法：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不实应当担责 

 

法制网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利害关系人以会计师事务所在从事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审

计业务活动中出具不实报告并致其遭受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司法解释对“利害关系人”予以明确：因合理信赖或者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

告，与被审计单位进行交易或者从事与被审计单位的股票、债券等有关的交易活动而遭受损

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司法解释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因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对外出具不实报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其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会计师事务所在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交与该案件相关的执业准则、规则以及审计工作底稿等。 

  司法解释还规定，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业务活动中存在下列六种情形之一，出具不实报告

并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被

审计单位恶意串通；明知被审计单位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

不予指明；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直接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

作不实报告；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处理会导致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指明；

明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明；被审计单位示意其作不

实报告，而不予拒绝。 

  该司法解释自 2007 年 6 月 15 日起施行。 

 

 

[商标保护]工商总局公布保护外企注册商标专用权十大案例 

 

  中国法院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２日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去年年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保护外国企业注册商标专用权十大典型案例。  

  一、保护“ＡＤＩＤＡＳ”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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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３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闸北分局根据“ＡＤＩＤＡＳ”商标注册人委托

的代理公司投诉，在上海七浦路市场某号仓库内查获一批涉嫌假冒“ＡＤＩＤＡＳ”注册商标

的服装，当即立案调查。  

  经查实，该批服装为上海ＸＸ服饰商行第九分部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从外省市购

进，并在其经营场所进行销售，非法经营额合计４６２１４元。使用在衣服商品上的“ＡＤ

ＩＤＡＳ”商标是德国阿狄达斯－萨洛蒙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７１０９２号，

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闸北分局对上海ＸＸ服饰商行作出行政处罚：责

令立即停止商标侵权行为；没收假冒“ＡＤＩＤＡＳ”商标的服装１１３７件；罚款人民币１

２万元。  

  二、保护“ＡＬＦＬＯＷ”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自２００３年７月起，昆山ＸＸ化工有限公司开始生产规格为Ｌ－１２型号的化工助

剂，并在其产品的外包装上使用了带有注册标记的Ａｔｆｌｏｗ商标。该公司将其生产的带

有Ａｔｆｌｏｗ商标的化工助剂，销售给 XX 橡胶（太仓）有限公司、江苏省 XX 密封件厂等

１０家企业。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已销售标有Ａｔｆｌｏｗ商标的Ｌ－１２型号化学助剂３

３６６２９９．１２元。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对该案立案调查。  

  经查，使用在活性剂、助剂商品上的“ＡＬＦＬＯＷ”商标是日本油脂株式会社的注册商

标，注册号为第２９４５８８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昆山这家化工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

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罚款人民币２８万元。  

  三、保护“ＢＯＳＳ”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５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荔湾分局在对广州市西路冰厂后街２８

号４楼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蔡ＸＸ自２００５年６月开始，在其生产的服装上擅自使用

“ＢＯＳＳ”商标，并在广州市西路冰厂后街２８号４楼进行销售，当事人的非法经营额共计

４４０００元。  

  经查，使用在服装、鞋、帽等商品上的“ＢＯＳＳ”商标是德国雨果博斯商标管理有限公

司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１０７６９８２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广州市工商局荔湾工商分局对蔡ＸＸ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没收含有“ＢＯＳＳ”商标的服装３００套；罚款人民币１０万元。  

  四、保护“ＭＯＮＴＡＧＵＴ”、“ＰＬＡＹＢＯＹ”等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自２００６年７月开始，重庆ＸＸ纺织品有限公司从上门推销的谭ＸＸ、张ＸＸ手中购

进标有“ＭＯＮＴＡＧＵＴ”“ＰＬＡＹＢＯＹ”“ＬＩ－－ＮＩＮＧ”“恒源祥”等注册商标相近

似文字的袜子，随后在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２２号２２楼７、８号进行销售。该案于２００

６年８月１５日被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查获。当事人的非法经营额合计１６５

６１６元。  

  经查，使用在衣服、袜子等商品上的“ＭＯＮＴＡＧＵＴ”商标是法国博内特里文奥勒有

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２５３４８９号；使用在短袜、长袜等商品上的“ＰＬＡＹ

ＢＯＹ”商标是花花公子企业国际有限公司（美国）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２７２９３１

号；使用在衣服、袜等商品上的“ＬＩ－－ＮＩＮＧ”商标是李宁体育（上海）有限公司的注

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５３６７２４号；使用在服装、袜子等商品上的“恒源祥”商标是恒源祥

（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３７３５３４４号。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

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局对重庆ＸＸ纺织品有限公司作出行政

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袜子５６９６盒；罚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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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１０万元。  

  五、保护“ＳＰＡＬＤＩＮＧ”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２００６年１月，金ＸＸ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刘Ｘ达成协议，以每只１０元的价

格从刘Ｘ手中购进带有与“ＳＰＡＬＤＩＮＧ”注册商标相近似文字的篮球２６３４个，共计

非法经营额为２６３４０元（货款未付）。篮球运到郑州后，金ＸＸ将该批篮球存放在郑州

市二七区贾砦村诚信仓库内，尚未对外销售。２００６年３月７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现这批涉嫌商标侵权的商品，并立即予以扣押。经鉴定，“ＳＰＡＬＤＩＮＧ”篮球真品的

市场中间价为１８４．５元。  

  经查，使用在篮球商品上的“ＳＰＡＬＤＩＮＧ”商标是ＳＧＧ利是高有限公司（美国）

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７９９３８７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对金 XX 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立即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篮球２６３４个；罚

款人民币２０万元。  

  六、保护“世界经理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自２００４年起，北京 XX 资讯有限公司开始编辑、出版、发行《世界经理人周刊》和

《世界经理人》杂志，并分别委托北京 XX 印刷有限公司、北京 XX 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和北京

ＸＸ印刷有限公司等单位印刷上述杂志共计３０４２８册。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接举报后，对该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以每本１５．３８元的价格销售上述杂志２８

本，销售额４３０．６４元，用于赠阅的上述杂志２９９６８册，库存４３２册。该公司非

法经营额达４６７９８２．６４元。  

  经查，使用在期刊、杂志、书籍等商品上的“世界经理人”商标是商业媒介控股有限公司

（开曼群岛）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３２２６２９５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５日对ＸＸ资讯有

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标有“世界经理人”注册商标的杂志４３

２册；罚款人民币９３５９６５．２８元。  

  七、保护“ＯＬＤＮＯ７ＢＲＡＮＤ”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广东ＸＸ实业有限公司自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起，委托广州市白云区ＸＸ五金制品厂

生产带有“ＯＬＤＮＯ７ＢＲＡＮＤ”商标的酒壶１５００个，并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８

６号２１０１房以每个３３元的销售价售出酒壶１４９２个，销售金额４９２３６元；尚未

销售的酒壶８个。合计非法经营额４９４６０元。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０日，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越秀分局依法查处了该公司的商标侵权行为，并对尚未销售的８个酒壶予以封存。  

  经查，使用在饮用器皿等商品上的“ＯＬＤＮＯ７ＢＲＡＮＤ”商标是杰克丹尼尔持有人

有限公司（美国）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１９３４２４６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日对广东ＸＸ

实业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酒壶８个；罚款人民币１４８０００元。  

  八、保护第１４１１０３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  

  北京ＸＸ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自２００４年８月起，在北京城乡贸易中心、北京菜市口百

货大厦、北京蓝鸟大厦、北京西单商场等商场开设联营柜台，销售使用“金鳄”商标的Ｔ恤衫、

羊毛衫等系列服装。在其销售服装商品中，有一部分服装的商标使用方式与第１７３３９４

号“金鳄及图形”注册商标相一致，属于合法的商品；其余服装突出使用了该注册商标中的鳄

鱼图形或仅使用鳄鱼图形，与第１４１１０３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相近似，属于涉嫌侵权的

商品。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依法对该案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已销售Ｔ恤衫、羊

毛衫和夹克衫共４８９３件，库存Ｔ恤衫２７２９件、羊毛衫６１件、夹克衫７４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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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在衣服商品上的鳄鱼图形商标，是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的注册商标，注

册号为第１４１１０３号，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对北京ＸＸ服装

服饰有限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决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犯第１４１１０３号鳄鱼

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Ｔ恤衫２７２９件、夹克衫７４５件、羊毛衫６１件；罚款人民币１

０００００元。  

  九、保护“ＫＧ”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对宁波市ＸＸ汽车轴承有限公

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ＫＧ国际免税区公司的一家定牌生产“ＫＧ”
商标轴承的工厂，但自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起，该公司在未经“ＫＧ”商标注册人授权的情况下，

擅自增加定牌生产的商品品种，生产６０００型号、６２０２型号的ＫＧ轴承２托盘４１６

００只、ＫＧ轴承８托盘１２８０００只，共计非法经营额２１１６８０元。  

  经查，使用在轴承商品上的“ＫＧ”商标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ＫＧ国际免税区公司的注册

商标，注册号为第２０１９４１９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日对宁波市ＸＸ汽

车轴承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权轴承１６９６００只；罚

款人民币２５万元。  

  十、保护“ＹＶＥＳＳＡＩＮＴＬＡＵＲＥＮＴ”注册商标专用权案  

  ２００６年８月９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对温州ＸＸ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检

查时发现，自２００５年１月底开始，该公司擅自接受墨西哥客户的订单，委托温州ＸＸ皮

件有限公司生产加工标注有与“ＹＶＥＳＳＡＩＮＴＬＡＵＲＥＮＴ”注册商标相近似文字

的皮带。经查实，温州ＸＸ皮件有限公司共生产加工标有与“ＹＶＥＳＳＡＩＮＴＬＡＵＲ

ＥＮＴ”注册商标近似文字的皮带７１１５０条，并已全部返销给温州ＸＸ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非法经营额２３７０７０元。温州ＸＸ贸易有限公司已将这７１１５０条皮带全部销售

给墨西哥客户，合计非法经营额３８１２８美元。  

  经查，使用在衣服、鞋等商品上的“ＹＶＥＳＳＡＩＮＴＬＡＵＲＥＮＴ”商标是伊夫圣

洛朗股份公司(法国)的注册商标，注册号为第２２５２２６号，其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根据有关规定，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瓯海分局对温州ＸＸ贸易有限公司和温州ＸＸ皮

件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责令温州ＸＸ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罚款人民币３

０万元；对温州ＸＸ皮件有限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２０万元。 

 

 

[德衡动态] 德衡商法网、局域网改版成功暨“609 客户系统”建设完成  

 

德衡商法网 

 

    上半年，经过德衡律师集团信息中心积极努力，在各有关部门人员的大力协助下，德衡

商法网和局域网相继改版成功，6 月 9 日，德衡律师集团网络版“609 客户系统”也成功试

运行。为此，德衡律师集团专门为有关参与改版、建设人员举行了庆功宴会，并拨专项资金

给主办部门用于购置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及律所管理方面的书籍以示慰劳和鼓励。 

    德衡商法网和局域网改版暨客户系统建设完成，预示着德衡律师集团的网络工作进入新

的阶段。 

    相关链接： 

    德衡商法网，系我国律师事务所最早建立的网站之一，于 2000 年 4 月由德衡律师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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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设计开发，目前点击量接近 86 万人次。 

    德衡局域网，于 2001 年 3 月建立，由德衡律师所自主设计开发，为德衡律师实现无纸

化办公、异地办公和德衡所进行集团内部统一管控提供极大便利。 

    609 客户系统，于 2001 年 6 月 9 日开始建设，系德衡事业“百年大计”的重要部分。

经各业务团队律师密切配合和有关部门的努力，现已从简单的收集、整理实现对现有客户和

目标客户的网络查询、统计分析和管理。 

 

 

[客户动态]新华锦国际正式登陆中国资本市场 

 

5 月 23 日，集团重组上市工作传来好消息。当天，上市公司山东兰陵陈香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正式更名为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同时，上市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完成了上市公司高管任命。公司董事会设 6

名董事，董事长张建华，副董事长徐东波，董事张健、王辉道、权锡鉴（独立董事）、于珊

（独立董事）；监事会设 3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钟蔚，监事徐涛、张琳；聘任徐东波为公司

总经理、王辉道为副总经理、曹旭为财务总监、王斌为董事会秘书。这标志着集团成功完成

对兰陵陈香（600735）的重组收购，“新华锦国际”正式亮相中国资本市场，真正实现了几

代山东外贸人上市的夙愿。 

 

  （新华锦集团，是德衡律师集团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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