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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下发《关于做好2018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起草了《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证监会

会同相关部委制定《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银保监会发布

《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待

处分证券处置业务实施细则》，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关于进一步放活集体林

经营权的意见》，更多法规详见本周速递。 

针对国务院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发布、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快递暂

行条例》，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就立法背景、立法思路、安

全规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具体请见本期法规解读

栏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以供参考；“实务聚焦”栏目重点关注《现货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

合规风险防范》，敬请阅读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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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天达共和荣登 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所和律师排行榜 

天达共和助力亚普股份于上交所挂牌上市 

刘亚东教授做客天达共和畅谈“摆脱战略被动，抢占网际空间主导权”| 邀请函 

天达共和合规系列之 TMT 篇—— 科研经费风险透视 | 邀请函 

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四部委：2018 年将重点做好 9 方面 30 项降成本任务\2018-5-10 

2. 央行对《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2018-5-9 

3. 两部门明确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事项\2018-5-8 

4. 四部门规范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发\2018-5-7 

5. 证监会对《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2018-5-7 

6. 证监会拟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境外机构管理\2018-5-7 

7. 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2018-5-7 

 证券领域 

8. 中国结算发布《待处分证券处置业务实施细则》\2018-5-11 

9. 财政部发文要求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2018-5-9 

10. 证监会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征询意见\2018-5-7 

 最高法、最高检意见 

11. 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推进智慧法院建设\2018-5-11 

 其他监管领域 

12. 交通部拟加强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两部门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

络强国建设\2018-5-11 

13. 两部门明确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2018-5-10 

14. 生态环境部公布《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5-10 

15. 国家药监局明确“受理”和“办理”投诉举报时限要求\2018-5-10 

16.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2018-5-10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署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2018-5-10 

18. 两部门发布《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2018-5-8 

19. 国家药监局就修订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征求意见\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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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家统计局印发《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2018-5-8 

法 规 解 读 

之 司法部等三部门就《快递暂行条例》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之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实 务 聚 焦 

之 现货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合规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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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天达共和荣登 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所和律师排行榜 

 

近日，在最新公布的“2018 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所排行榜”和“2018 LEGALBAND

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中，天达共和成绩卓著，凭借着雄厚的实力和杰出的表现，7 个专业

领域入选，8 名律师 11 人次荣登律师榜单。 

顶级律所排行榜 

 银行与金融 第一梯队  

争议解决：仲裁 第一梯队 能源与自然资源 第一梯队 

争议解决：诉讼 第二梯队 国际贸易/世贸 第二梯队 

知识产权：诉讼 第三梯队 公司并购 第三梯队 

顶级律师排行榜 

 公司并购  

   

陆志芳：多面手 姚毅：第三梯队 徐斌：第三梯队 

 银行与金融  

 

 

 

陈烽：第一梯队  邢冬梅：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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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与自然资源  

 

 

 

徐斌：第一梯队  姚毅：第二梯队 

 争议解决：仲裁  

 

 

 

 周琦：第一梯队  

知识产权：诉讼 知识产权：非诉讼 国际贸易/世贸 

   

冯超：第三梯队 冯超：第三梯队 王杕：第二梯队 

此次获奖再次印证了天达共和在法律服务中的执业能力，客户对我们的高度认可。我们

将一如既往的用优质、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回馈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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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助力亚普股份于上交所挂牌上市 

2018年5月9日，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亚普股份，股份代码：603013）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亚普股份此次上市公开发行 6,000 万股，占发行后股份

总数的 11.76%，发行价为每股 11.67 元，发行市盈率为 18 倍，开盘 16.80 元，大涨 43.96%

达到上市首日涨幅限制。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本项目的发行人律师，为亚普股份提

供了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作为亚普股份 IPO 项目的签字律师，本所合伙人胡晓东律师和张

梅英律师受邀参加了亚普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仪式。 

 

亚普股份是专业从事汽车（乘用车为主）燃油燃料系统的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的汽车

零部件企业。自成立以来，亚普股份一直位居我国塑料油箱生产企业领先地位，系我国第一

家向国外出口塑料油箱总成、输出塑料油箱制造技术和在海外建设塑料油箱生产工厂的自主

品牌企业。其主要产品为乘用车用塑料油箱及加油管（注油管）。亚普股份是目前亚洲第一、

全球第三的专业从事汽车燃油燃料系统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全球燃料系统供应商。全球每年

销售的汽车中，约十分之一都装有亚普股份生产的油箱。 

亚普股份是天达共和多年的客户，除亚普股份此次的 IPO 项目外，本所还长期担任亚

普股份的常年法律顾问。亚普股份历次的境外并购也少不了天达共和律师的身影，本所律师

通过与境外律师的密切合作，为亚普股份走出国外、走向全球也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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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普股份凭借资本市场的力量以及自身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未来的道理会越走越宽。

同时，我们也预祝亚普股份早日实现全球第一的目标，为股东、员工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借此机会，本所也衷心感谢亚普股份长期以来对本所工作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律师

名片  

 

  

 

 

胡晓东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mail: uxiaodong@east-concord.com 

Tel:++8610 6510 7007 

胡晓东律师主要从事公司、证券、私募股权基金、外商投资律师业务，承办多起公司重

组及并购，私募股权基金设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发行并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方面

的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胡律师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 

 

 

 

张梅英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mail: zmy@east-concord.com 

Tel:+8610 6510 7019 

张梅英律师主要从事公司、证券、信托、私募股权基金、矿业投资、外商投资方面的律

师业务，曾承办多起公司重组及并购，私募股权基金设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发行并上

市，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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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东教授做客天达共和畅谈“摆脱战略被动，抢占网际空

间主导权”| 邀请函 

5 月 25 日，天达共和诚邀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会创新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国际资政智库（IIGS）高级顾问刘亚东教授将做客北京总部

亮马河大厦，畅谈“摆脱战略被动，抢占后 IP 时代——网际空间主导权，走向超越和引领”。

现诚邀对互联网领域投资感兴趣的企业客户报名参会。 

会议安排 

时间：5 月 25 日（周五）14:0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亮马河大厦 1 座 20 层 

会议提纲 

1、重新审视 Internet 的本质； 

2、物联网与互联网的关系； 

3、中国在互联网世界中的角色； 

4、我国三大网络基本概念偏离事物本质及文化认知； 

5、未来网络走向和演进为网际空间； 

6、网际空间是走向超越、引领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金光大道。 

会议议程 

13:30-14:00 签到 

14:00-14:05 开幕致辞 

14:05-15:35 
摆脱战略被动，抢占后 IP 时代——网际空间主导权，走向

超越和引领（上半场） 

15:35-16:00 茶歇 

16:00-17:00 
摆脱战略被动，抢占后 IP 时代——网际空间主导权，走向

超越和引领（下半场） 

17:00-17:30 会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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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刘亚东教授，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标准化专

家；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创新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2018 年 1 月 26 日）；国际资政智库（IIGS）高级顾问；

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机电部工作多年；2001 年起

任工信部十进制网络标准工作组秘书长多年。长期从事网络框

架、底层协议及网络安全的战略技术研究； 

成果：国际标准组织及国际电工学会 ISO/IEC 《未来网络问题陈述与要求第五-安全》

国际标准 TR 29181-5 作者及该项目编辑。以中国专家个人身份提交的技术报告被 ISO

通过成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2014 年 5 月 14 日《标委外函[2014]46 号》

文确认）。 

2011 年向党中央提出颠覆性《绿色网际空间》学说和理念，其框架结构、资源、规则、

安全机制、信息交换协议等完全不同于因特网 Internet。 

2017 年 1 月 15 日在“中国第二届新经济峰会”发表《网际空间时代中国的崛起于新

经济》，提出了网际空间/网络空间概念定义。该文章被《数字国防》杂志 2017 第三期

全文转载，又被《军民融合 2017 国防信息化建设研究》文集收录，并被“军民融合（北

京）技术装备研究院”评选和颁发了一等奖证书。 

2017 年 9 月 2 日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把握未来主导权，抢占

网际空间战略制高点》主旨报告，提出，因特网只是人类信息化社会的开场序曲，未来

网络走向和演进为网际空间。 

报名方式 

☛ 微信报名：关注“天达共和法律观察”公众号，点击《天达共和合规系列之商业贿

赂篇——犯罪构成要件及防范邀请函》文章下方的“阅读原文”，进行报名。 

☛ 邮件报名：请直接发报名邮件至 MarketingDept@east-concord.com，请按如下

表格列明姓名、公司、职务、电话、邮箱等信息。 

姓名 公司 职务 电话 邮箱 

     

注：因会议室人数限制，报名后待主办方邮件通知后参会，敬请谅解；会议当天请携带

名片现场签到。 

联系人： Rommie Han （韩小姐） 

联系电话：010-6510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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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合规系列之 TMT 篇—— 

科研经费风险透视 | 邀请函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携手中国公司法务联盟自 2018 年 3 月起在天达共和北京总部亮马

河大厦合作开展合规系列研讨会。该系列第三场——科研经费风险透视将于 5 月 18 日周五

举行。天达共和及中国公司法务联盟在此诚邀高校科研院所教师、公司法务及企业高管免费

报名参会。 

合规系列 

7 月 
26 日 

新形势下企业的反垄断合规 

知识产权部合伙人 刘东屏律师 

8 月 
16 日 

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与应对 

知识产权部合伙人 管冰律师 

会议安排 

时间：5 月 18 日（周五）14:00-17:00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亮马河大厦 1 座 20 层 

会议介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是第一生产关系。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中重要一环的科研经费法律，业已成为创

新、创业企业家（尤其是身兼科学家的创业创新者）理应了解、学习的重要法律知识。

比如，科学家在使用科研经费时如何正确认识其合规边界？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如何处

理作为科学家所持有的专利的推广问题？  

天达共和梳理了最近五年以来，有关科研经费法律风险的经典案例，由天达共和具有此

方面实操经验的合伙人为与会者提供第一手的分析材料，并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科研经

费法律合规方案。 

13:30-14:00 签到 

14:00-14:05 开场致辞 

14:05-15:35 科研经费风险透视（上半场） 

15:35-16:0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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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7:00 科研经费风险透视（下半场） 

17:00-17:30 会后交流 

主讲嘉宾 

乔焕然律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他在纠纷解决领域已有 17

年的实务经验，尤其擅长涉外仲裁法律实务（其执业经常活跃

在包括不限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等各主要仲裁机构）。同时，他具有为科学家辩护的实际经验与

技能，谙熟科研经费法律风险，曾为中国两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某教授涉嫌贪污科研经费案件提供无罪辩护服务。另外，他为多家国企、外企及民

企提供过常年法律顾问和纠纷解决专项法律服务。他曾经和正在服务的客户代表包括微

软、滴滴出行、新美大、NTT、Neophotonics 等知名企业。值得一提的是，乔律师是

中国大陆能够使用熟练的英文为客户提供高效的专业涉外争议解决服务的律师之一。他

还著有《英文合同阅读指南》、《法律英语核心词汇速记词典》等涉外专业法律书籍。 

报名方式 

☛ 微信报名：关注“天达共和法律观察”公众号，点击《天达共和合规系列之商业贿

赂篇——犯罪构成要件及防范邀请函》文章下方的“阅读原文”，进行报名。 

☛ 邮件报名：请直接发报名邮件至 MarketingDept@east-concord.com，请按如下

表格列明姓名、公司、职务、电话、邮箱等信息。 

姓名 公司 职务 电话 邮箱 

     

注：因会议室人数限制，报名后待主办方邮件通知后参会，敬请谅解；会议当天请携带

名片现场签到。 

联系人： Rommie Han （韩小姐） 

联系电话：010-6510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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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四部委：2018 年将重点做好 9 方面 30 项降成本任务\2018-5-10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下发《关于做好 2018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

从“持续降低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9 个

方面提出了 30 项具体任务。《通知》明确，进一步简化中小企业股份转让许可，完善

融资制度安排，创新融资品种和服务；引导企业在对外贸易及相关投融资活动中使用人

民币进行计价结算。《通知》要求，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争取 2018 年年底前在

北上广深率先实现企业开办时间（包括工商登记事项办理、刻制印章、申领发票）不超

过 8.5 天；研究开展取消新设企业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许可事项试点。《通知》提出，合

理降低用能成本，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 

阅读原文 

2. 央行对《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2018-5-9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起草了《互联网黄金业务暂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现征求上金所各黄金市场参与主体的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5 月 11 日。《征求意见稿》

规定，黄金账户作为黄金产品的簿记系统，在互联网黄金业务中，由金融机构提供黄金

账户服务，互联网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黄金账户服务。《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

网机构注册资本应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同时应具备熟悉

黄金业务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稿》明确，互联网机构对其代理销售金融机构的黄金

产品，可提供产品展示服务，不得提供黄金清算、结算、交割等服务，不得提供黄金产

品的转让服务，不得将代理的产品转给其他机构进行二级或多级代理。 

阅读原文 

3. 两部门明确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事项\2018-5-8 

日前，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执行。《通知》明确，对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取得的“境内保险公司依法缴纳的保险保障基

金”、“接受捐赠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等 6 项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通

知》，对保险保障基金公司“新设立的资金账簿”、“在对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处置和破产

救助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等 4 项应税凭证，免征印花税。对与保险保障基金

公司签订上述产权转移书据或应税合同的其他当事人照章征收印花税。 

阅读原文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5/t20180509_885791.html
http://www.sge.com.cn/jjsnotice/5143378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5/t20180508_28871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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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部门规范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发\2018-5-7 

日前，银保监会等四部门印发《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发指引》。《指引》

规范了设计原则、产品要素、产品管理等四方面内容。《指引》明确了各类税延养老保

险产品可收取的费用项目和收费水平上限，要求保险公司向参保人明示收费情况，并在

保险合同中载明。《指引》提出，税延养老保险产品可提供养老年金给付、全残保障和

身故保障三项保险责任。《指引》明确，保险公司应至少提供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

领（或年领）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可提供固定期限 15（或 20）

年月领（或年领）等其他领取方式。参保人可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申请变更养老年金

领取方式。 

阅读原文 

5. 证监会对《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2018-5-7 

近日，证监会会同相关部委制定《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6 月 4 日。《征求意见稿》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

是明确适用范围。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界定为单一或有关联关系的多个境外股东持有（包

括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公司 5%以上股权的期货公司。二是细化境外股东条件。境外

股东须为金融机构，且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经营业绩。三是规范间接持股。要求境外

投资者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控制期货公司 5%以上股权的，应转为直

接持股。四是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规定。五是对文本语言和信息系统部署提出要求。 

阅读原文 

6. 证监会拟加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对境外机构管理\2018-5-7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

购、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6 月 3

日。《征求意见稿》共三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维持适当门槛，支持机

构“走出去”。二是规范业务范围，完善组织架构。三是督促母公司加强管控，完善境

外机构管理。四是加强持续监管，完善跨境监管合作。《征求意见稿》要求母公司完善

境外机构法人治理，建立对境外机构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健全境外机构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覆盖境外机构及境外业务的合规管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征求意见

稿》还细化了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报送要求，明确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及相关人员

的法律责任等。 

阅读原文 

7. 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2018-5-7 

日前，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自 7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

包括六章 47 条以及六个附件，从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内部限额、信息系统等方面对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8C146A49809E453AA4376C993FFA27D4.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5/t20180504_337678.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5/t20180504_3377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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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管控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了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监管措施。《办

法》借鉴国际监管规则规定了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和计算方法，对商业银行加强大额

风险暴露管理提出一整套安排和要求。《办法》提高了单家银行对单个同业客户风险暴

露的监管要求，明确了单家银行对单个企业或集团的授信总量上限，有助于改变授信过

程中“搭便车”“垒大户”等现象，提高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效

率，降低系统性风险。 

阅读原文 

 

 证券领域 

8. 中国结算发布《待处分证券处置业务实施细则》\2018-5-11 

日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待处分证券处置业务实施细则》，自公布

之日起实施。《细则》在定义“待处分证券”基础上，进而规定，中国结算可采取场内

委托处置和场外询价处置两种方式完成待处分证券处置。属于“待处分证券为债券且中

国结算拟处置的数量小于该债券在交易所托管数量的 5%”等三类情形之一的，可采取

场内委托处置方式；属于“待处分证券为债券且因停牌等原因无法完成场内委托处置”

等四类情形之一的，可采取场外询价处置方式。其中，关于场外询价处置，《细则》明

确，中国结算将根据“定向询价机构评分标准”对机构投资者进行评分，选择最近一年

总分排名前三十，且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监管机关处罚的机构投资

者作为场外询价处置的定向询价机构。 

阅读原文 

9. 财政部发文要求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2018-5-9 

近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

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计划管理，对于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每季度发行量原则上

控制在本地区全年公开发行债券规模的 30%以内（按季累计计算）。《意见》要求，提

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市场化水平，地方财政部门不得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通过

“指导投标”、“商定利率”等方式干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意见》明确，合理设

置地方政府债券期限结构，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增加 2 年、15 年、20 年期限；公开

发行的普通专项债券，增加 15 年、20 年期限。《意见》还要求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

评级和信息披露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债券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债券资金管理等。 

阅读原文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338115BD0E6C43AAA979221670632DC5.html
http://www.chinaclear.cn/zdjs/gszb/201805/33cfa9ee07b743099f7ae1d74dd1c724.shtml
http://gks.mof.gov.cn/redianzhuanti/guozaiguanli/difangzhengfuzhaiquan/201805/t20180508_2887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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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证监会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征询意见\2018-5-7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6 月 3 日。《征求意见稿》共八章六十一条，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存托凭证的法律适用和基本监管原则。二是对存托凭证的发行、

上市、交易作出安排。三是明确存托凭证的信息披露要求。四是建立存托凭证的存托和

托管制度。五是加强投资者保护。六是强化监管执法，明确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

规定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是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其针对

存托凭证及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特点，就存托安排、投票权差异、协议控制等事项作出

特别披露要求；对确有不适用的情形，设置了申请豁免机制。 

阅读原文 

 

 最高法、最高检意见 

11. 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推进智慧法院建设\2018-5-11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

的通知》以及《网上诉讼服务应用技术要求》。《通知》包含《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

深度应用技术要求》（和《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管理要求》等四个附件。

其中，《技术要求》确立了“丰富电子卷宗内容”、“编制电子卷宗目录”、“数据化电子

文件”等 12 项工作内容。根据《技术要求》，将支持电子卷宗公开，即能够依托诉讼

服务平台或司法公开平台，通过与电子卷宗管理模块或系统的网间数据安全交换，为当

事人、律师提供随案同步生成电子卷宗的在线申请、在线浏览、在线借阅等服务，或全

面公开可公开的电子卷宗。 

阅读原文 

 

 其他监管领域 

12. 交通部拟加强出租汽车行业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两部门发文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

建设\2018-5-11 

近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起草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5 月

25 日。《征求意见稿》针对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分别制定了失信联合惩戒

主体名单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存在“未取得平台、车辆、

驾驶员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等 6 类行为的，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5/t20180504_337725.htm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95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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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纳入诚信状况重点关注对象名单。对于已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且 6 个月内仍拒不

改正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列入失信联合惩戒主体名单。 

阅读原文 

13. 两部门明确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2018-5-10 

近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通

知》提出，为引导企业加大设备、器具投资力度，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

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500

万元的，仍按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执行。

本通知所称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阅读原文 

14. 生态环境部公布《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5-10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自 8 月 1 日起施行。《办

法》规定，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开采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等三类，工矿企业是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应按《办法》

规定开展相关活动。造成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企业应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

任。《办法》明确，重点单位新、改、扩建项目，应在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

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开展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编制调查报告，并按规

定上报环境影响评价基础数据库。《办法》还指出，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有权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重点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为被检查单

位保守商业秘密。 

阅读原文 

15. 国家药监局明确“受理”和“办理”投诉举报时限要求\2018-5-10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下发《关于对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有关环节和

时限认定的复函》。《复函》指出，各级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机构或者负责投诉举报管理的

部门统一受理投诉举报，办理工作由投诉举报承办部门负责。“受理”的时限为 5 个工

作日，从收文登记的次日开始计算；“办理”的时限为 60 个工作日，从“受理”的次

日开始计算。《复函》明确，《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各级食品药品投

诉举报机构受理一般投诉举报后，应当依据属地管理原则和监管职责划分，自受理之日

起 3 日内转交有关部门办理。”规定的“3 日”包括在“办理”时限内，独立于“受理”

时限之外。 

阅读原文 

http://credit.mot.gov.cn/xinyongdongtai/bu/201805/t20180510_3018954.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5/t20180509_2890667.html
http://www.mep.gov.cn/gkml/sthjbgw/sthjbl/201805/t20180510_438760.htm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1/227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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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2018-5-10 

日前，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进行了审议，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6 月 7 日。《修正草案》主

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调整人民检察院侦查职权。删去人民

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等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规定，并相应修改有关程序规定。2.建立刑事缺

席审判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的具体程序，增加对被告人

患有严重疾病中止审理和被告人死亡案件可以缺席审判的规定。3.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速裁程序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被告人认罪认罚，民事赔偿问题已经解决的案件。 

阅读原文 

1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部署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2018-5-10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关于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的意见》。《意见》从加快

建立集体林地三权分置运行机制、积极引导林权规范有序流转等八方面作出安排。《意

见》提出，推行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运行机制，林地经营权人

有权依流转合同依法利用林地林木并获得相应收益，经承包农户同意，可依法修筑直接

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并依流转合同约定获得合理补偿。《意见》明确，鼓励各

种社会主体依法依规通过转包、租赁、转让、入股、合作等形式参与流转林权，引导社

会资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在林权权利人对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依法继承、

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集体林权权能。 

阅读原文 

18. 两部门发布《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2018-5-8 

日前，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能源局下发《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施行。《办法》规定，矿井瓦斯等级划分为低瓦斯矿井、高瓦斯矿井、煤（岩）

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低瓦斯矿井每 2 年应进行一次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

高瓦斯、突出矿井应每年测定和计算矿井、采区、工作面瓦斯（二氧化碳）涌出量，并

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办法》明确，突出矿井（或突出煤层）

鉴定工作由具备煤与瓦斯突出鉴定资质的机构承担；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工作，由具备

鉴定能力的煤矿企业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承担。《办法》还指出，在鉴定过

程中，煤矿提供的相关数据及图纸资料等与实际不符、弄虚作假甚至干扰鉴定工作，导

致矿井瓦斯等级降低的，应撤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阅读原文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8-05/09/content_2054535.htm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2/content-1099756.html?t=1525844416292
http://www.chinasafety.gov.cn/gk/xxgk/201805/t20180508_2044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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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家药监局就修订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征求意见\2018-5-9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发布《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程序（修订稿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6 月 15 日。《征求意见稿》规定，药

品监管部门对同时符合“申请人已完成产品的前期研究并具有基本定型产品，研究过程

真实和受控，研究数据完整和可溯源”等 3 种情形的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按本程

序实施审评审批。根据《征求意见稿》，境内申请人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管部

门提出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境外申请人应当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批申请。《征求意见稿》指出，创新医疗器械审查办公室在审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

审批申请时一并对医疗器械管理类别进行界定。 

阅读原文 

20. 国家统计局印发《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2018-5-8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本次修订是在 2013

版基础上进行，修订延续原标准的编制原则、结构和框架，根据新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的对应关系，仅对行业分类有变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高技术产业分类》包含的大

类与中类分别为 9 个和 25 个，与原分类标准一致；包含小类共 97 个，比原分类增加

34 个。原分类中的“生物技术研发”中类修改为“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并将其

中“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小类调出。同时，依据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原分

类中 4 个中类的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名称分别是：互联网平台、质检技术服务、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 

阅读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1/227922.html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805/t20180508_1598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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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之 司法部等三部门就《快递暂行条例》答记者问 

2018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就《条

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请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制定《条例》？ 

问答：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以良法

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立法工作要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2009 年

修订邮政法时，明确了快递的法定地位，

为快递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近

十年来，快递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快件业

务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我国服

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递业在高速发展

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一是快递

业发展中还面临一些实际困难，如快递末

端网点的办照成本较高、快递车辆通行难、

快递基础设施薄弱等；二是快递安全形势

比较严峻，危害公共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

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快递市场经营秩序

不够规范，存在服务质量相对较低、责任

界定不清等问题；四是快递服务的有关规

则不够明确，容易引起争议等。这些问题

都需要通过专门立法予以解决，为快递业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立法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问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

转换、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阶段，作为经济新常态中的一匹“黑马”，

快递业连接着供给侧和消费侧，与电子商

务等新经济新业态关系紧密，发挥着重要

作用。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对于刚刚出

现的新行业、新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

监管原则，不要一上来就“管死”、限制

死，而要有序引导整个产业健康发展。因

此，快递暂行条例在立法中注意把握了三

个方面的主要思路： 

一是把促进快递业持续健康发展作为立

法重点，着力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机

制问题，释放制度红利，大家可以看到条

例还设专章“发展保障”，规定了一系列

促进和保障快递业发展的制度措施。二是

在制度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三是规范

快递秩序，完善快递服务规则，理顺法律

关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使企业、用

户形成明确的法律预期，引导企业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 

三、 条例在促进快递业发展方面有哪些

制度措施？ 

问答：优化行业发展外部环境，促进快递

业健康发展是本条例的立法重点之一，条

例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规定： 

一是完善政府职责，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规定地方政府应当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支持快递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

地方政府应当维护快递业竞争秩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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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违反公平竞争、可能造成地区封锁和

行业垄断的政策措施。 

二是为了降低快递企业发展经营网络、布

局设点的成本，规定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

立的快递末端网点，无需办理营业执照。 

三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快递

业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在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统

筹考虑快件大型集散、分拣等基础设施用

地的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

全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

相关配套规定，依法保障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四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

输等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协调

配合，建立健全快递运输保障机制，依法

保障快递服务车辆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

利，不得禁止快递服务车辆依法通行。 

五是企业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管理单位应

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签订合同、设置快件收寄投递专门场

所等方式，为开展快递服务提供必要的便

利。鼓励多个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共享末

端服务设施，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快递末端

服务。 

六是国家鼓励快递业与制造业、农业、商

贸业等行业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快递

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加强信息沟通，

共享设施和网络资源。国家引导和推动快

递业与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行业的

标准对接，支持在大型车站、码头、机场

等交通枢纽配套建设快件运输通道和接

驳场所。 

七是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法开展

进出境快递业务，支持在重点口岸建设进

出境快件处理中心，在境外依法开办快递

服务机构并设置快件处理场所；海关、检

验检疫、邮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协作机

制，完善跨境快件管理，推动实现快件便

捷通关。 

四、 各方面对快递业涉及到的安全问题

十分关心，请问条例在这方面有什么规

定？ 

问答：一是规定寄件人交寄快件和企业收

寄快件，应当遵守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

寄递物品的规定。 

二是落实和细化了法律规定的实名收寄

制度，寄件人交寄快件应当如实提供姓名、

地址、联系电话等事项。除信件、已签订

安全协议用户交寄的快件外，企业应当对

寄件人身份进行查验,并登记身份信息；

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供身份

信息不实的，不得收寄。 

三是规定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

度，验视后应作出验视标识；对企业受用

户委托长期、批量提供快递服务的，进一

步要求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安全协议。 

四是规定企业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

企业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并对经过安全

检查的快件作出安全检查标识；委托第三

方企业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的，不免除委

托方对快件安全承担的责任。同时，要求

企业使用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安全检

查设备，加强对安全检查人员的背景审查

和技术培训，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应当予

以配合。 

同时，在寄递过程中发现禁止寄递或者限

制寄递物品的，应当依法处理，并按规定

向有关部门报告。 

五、 条例在完善快递服务规则、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方面有哪些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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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完善快递服务规则，有利于明确各

方权利义务，理顺法律关系，使企业、用

户形成明确的法律预期。条例主要作了以

下几方面规定： 

一是两个以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使用

统一的商标、字号或者快递运单经营快递

业务，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

义务，遵守共同的服务约定，实行统一管

理和服务。用户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要

求该商标、商号或者快递运单所属企业赔

偿，也可以要求实际提供快递服务的企业

赔偿。 

二是细化收寄规则。企业在用户填写快递

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服务合同条

款，遵守禁止寄递和限制寄递有关规定，

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 

三是明确投递规则。企业应当按址投递，

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

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

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

权当面验收。同时对无法投递、无法退回

的快件规定了具体处理规则。 

四是进一步细化快件损失赔偿规则。快件

发生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

对保价快件，应当按照约定的保价规则确

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

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寄件人交

寄贵重物品的，应当事先声明；企业可以

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 

五是切实保护用户信息安全。规定企业应

当建立快件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妥

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快

件运单；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或者

非法泄露用户信息。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用户信息泄露情况时，企业应当立即采取

补救措施，并向所在地邮政管理机构报告。

对于出售、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快递

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等违法行为，

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来源：司法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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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特朗普发推特称将帮助中兴恢复业务】特朗普总统刚刚发推特表示，他已指示美国商

务部迅速采取措施，让中兴通讯恢复业务，因为不能让那么多人失去工作。我代表环球

时报，以及我们的大量粉丝欢迎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我想说，无论当初那样处罚中

兴是否是华盛顿配合对华贸易战打出的一张牌，特朗普总统最新作出的都是个好决定。

我还想重申，我和环球时报过去、现在都坚决站在中兴一边。我为我们在中兴最困难的

那个晚上全都做了“中兴人”而骄傲。而且，我一点都不为我用苹果手机发出这条微博

而感到为难。我和环球时报都支持美国公司在华发展业务，我们是自由、公平贸易的支

持者。（环球时报） 

2. 【军报：我国第二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今天上午 7 时许，我国第二艘航母（首艘国

产航母）从大连造船厂码头启航，赴相关海域执行海上试验任务。主要检测验证动力系

统等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据了解，自去年 4 月 26 日下水以来，第二艘航母建造工

作按计划稳步推进，完成了系统设备调试、舾装施工和相关系泊试验，具备了出海试验

的技术条件。（解放军报） 

3. 【夜读：此刻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亲】生活留

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用一根棒槌捶打野菜的

情景。更让我难忘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

苦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是什么样

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人民日报） 

4. 【IS 宣称对巴黎捅伤案负责 法国政府将展开反恐调查】美联社消息，当地时间 12 日

晚，巴黎二区歌剧院附近发生持刀捅人事件，警方在赶到现场后，开枪击毙凶手。法新

社消息，事件造成 2 人死亡，其中包括凶手。另有 5 人受伤，其中 2 人重伤，伤者正

在接受治疗。美联社报道，极端组织 IS 宣称对该事件负责，称凶手为其“士兵”。法国

政府表示将会展开反恐调查。（国际新闻在线） 

5. 【退役消防战士携 5.12 大地震功勋犬 10 年后重返北川】“沈虎”是一条原隶属于江苏

省消防总队的搜救犬，曾在 5.12 大地震中立下赫赫战功，先后成功救出 15 条鲜活的

生命。完成任务回到江苏后，新的训犬员沈鹏负责照看训练它，直至退役。如今，脱下

军装的沈鹏带着年迈的“沈虎”一起在成都生活。今日是 5.12 大地震 10 周年，这名

曾经的消防战士携功勋犬“沈虎”专程重回北川老县城，带它回到曾经连续战斗的北川

中学和县公安局走走看看。（环球时报） 

6. 【朝鲜公布关闭核试验厂日程 邀多国媒体见证】朝鲜官方称，在废弃核试验场的同时，

将撤走警备人员和研究人员，并完全关闭核试验场周边。此外，朝鲜外务省还宣布，为

保障北部核试验废弃的透明度，愿意允许朝鲜国内媒体机关乃至国际记者团到现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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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在线） 

7. 【广州试点共有产权房 高端人才可买六成产权】申请人出 60%的钱，就可以买下一套

共有产权住房，其余 40%由政府出资。这是目前广州首个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做法。

南沙共有产权住房政策主要供应对象是无房的产业人口，尤其是高端人口，意在争夺人

才。（财新网） 

8. 【央行：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 宏观杠杆率将趋

稳】在一系列重拳整治金融风险和降杠杆的行动后，

人民银行近日表示，推升宏观杠杆率的因素起了新

变化，未来宏观杠杆率有望进一步趋稳。下一阶段

的重点之一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和重点领域风险。（财新网） 

9. 【富士康拟发行约 19.7 亿股 股票简称“工业富联”】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14 日正式披露《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招股说明书显示，富士康拟发行约 19.7 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网下、网上申购时间为 5 月 24 日，中签号公布日为 5

月 28 日。中金公司担任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股票简称“工业富联”。（和讯网） 

10. 【1-4 月 128 亿债券违约 中债登警告再融资风险】《报告》统计了今年 1-4 月的债券

市场情况，认为在流动性相对宽松、市场持续走强的背景下，信用利差不降反升，说明

低资质主体再融资风险增加。市场应警惕低资质主体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凤凰财经网） 

11. 【“空姐遇害案”告破 郑州警方已确认嫌犯身份】5 月 12 日上午，郑州警方已对打捞

出的尸体 DNA 样本完成鉴定，与此前在案发现场搜集的嫌疑人刘某华 DNA 样本分型

一致，可以确认，此次打捞出的尸体确系杀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华。案件至

此告破。（法制日报） 

12. 【山西一“小官巨腐”典型：有 2427 张存折，家庭资产过亿】2427 张存折、30 公斤

黄金，山西一“小官巨腐”典型受贿细节获官方披露。记者注意到，4 月 28 日，人民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发布山西省晋城市煤炭煤层气工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赵晚畴受

贿、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起诉书。检察机关查明，赵晚畴家庭资产及支出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其中有人民币约 7879 万元、美元 40.6 万元、欧元 74.02 万元、港币 10.5 万元

以及部分手表、手机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终审判决显示，赵晚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犯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 300

万元。（法制日报） 

13. 【二更创始人深夜道歉：永久关停二更食堂 CEO 被免职】今日凌晨就此前微信公众号

“二更食堂”推文出现不当内容，二更再致歉并决定，第一，永久关停二更食堂公众号

及其他所有平台的二更食堂账号；第二，免去二更食堂 CEO 李明在二更网络公司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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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职务；第三根据停职检查的情况，解除此

次事件相关运营责任人的劳动合同；第四，严格

完善二更旗下所有内容生产流程机制。（和讯网） 

14. 【环境部约谈 7 市政府 涉非法转移倾倒危废等】

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广东省广州、江门、东莞，

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和浙江

省温岭等 7 市政府，要求加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转移

倾倒行为，依法问责相关责任人员，切实压实责任，加快解决问题。（财新网） 

15. 【酷派集团：起诉小米侵害专利 要求停产停售小米 MIX 2 等手机】酷派集团 5 月 10

日晚间公告，附属公司宇龙通信近日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起诉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

司、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小米之家商业有限公司南京第一分公司。宇龙通信认为小

米侵害了其“多模移动通信终端通话记录界面系统的实现方法”发专利权，要求小米停

止生产、许诺销售、销售，侵害专利的小米 MIX 2、红米 Note 5、红米 5 Plus 手机的

行为，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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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观 察 

之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刑事法律风险防控 

上市公司进行的并购重组是指目标公司与并购公司之间针对企业控制权而进行的一种

权利让渡行为。在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的过程中，由于伴随着巨额的资本运作，往往会产

生严峻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资金募集 

对于并购方来说，依靠自有资产完成

收购往往力有不逮，因此并购公司往往采

用“换股”、“股份换资产”的方式进行并

购，其具体方式是通过发行新股、优先股、

债券等证券及其组合作为对价收购目标

公司的股权。 

由于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受到多重限

制，一些公司为了达成募集资金完成并购

重组的目的，往往采取在招股说明书、认

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虚构交

易业务、虚增资产、收入等手段来粉饰业

绩满足要求，依据《刑法》第 160 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当欺诈发行的股票、债券

数额在 500 万元以上，或具有伪造相关

文件、票据等行为时，直接责任人将构成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 

如若并购公司虽未进行虚构交易、隐

瞒债务等行为，但其未经过国务院证券管

理部门批准擅自超额发行、溢价发行股票、

公司债券的，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及立案追

诉标准，只要发行数额在 50 万元以上，

或者向 30 人以上发行或不能及时清偿清

退的，将构成“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 

上市公司单次发行股票、债券的数额

通常远高于上述犯罪的数额标准，因此只

要上市公司为了募集资金进行并购，实施

了造假、粉饰业绩等欺诈行为或者违反相

关证券发行程序，就极有可能构成犯罪。

对于有并购重组意向的上市公司在募集

资金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二、内幕信息 

在并购重组的磋商中产生的增资扩

股、公司收购方案等内幕信息，对公司股

价会产生较大影响，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

若利用信息优势套利，将严重干扰金融管

理秩序。 

并购公司在与目标公司就并购重组

事项进行谈判磋商时，双方的董事、监事、

经理层以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如若不

注意内幕信息的保密，或者故意利用这些

信息获利，极有可能触犯刑责，具体表现

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幕信息被恶意传播。如在上市

公司进行并购重组过程中，相关人员将双

方将要进行并购的消息等内容向他人泄

露，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买卖操作，

只要情节严重（如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

50 万元以上），将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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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相关人员在知晓内幕信息后进行一定

加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期货交易虚

假信息的，累计造成的损失或获利在 5

万元以上或造成交易量、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还将构成“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

交易虚假信息罪”。 

二是滥用信息优势地位。内幕信息知

情人如若利用内幕信息直接买卖证券、期

货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

期货，情节严重的将构成“内幕交易罪”。 

因此，当上市公司在与目标公司就并

购重组问题进行磋商、谈判过程一定要注

意对涉及并购方案、交易结构等具体信息

进行严格的保密，并且在内幕信息尚未公

布的敏感期内审慎的进行证券交易。 

 

三、交易结构设计 

并购重组的双方企业为完成一个企

业的最终交割而对该企业在资产、财务、

税务、人员、法律等方面进行重组，如果

在交易结构的具体细节中存在设计不周，

如对企业估值存在误差，错误估计交易风

险，从而导致经济损失，并购重组双方的

决策人，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往往面

临“国有公司企业失职、滥用职权罪”、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追诉风险。 

据笔者观察，此种商事领域的渎职类刑事

风险在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最为常见。在

笔者曾经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司法机关认

为某国有企业董事长由于在设计并购重

组交易结构中存在疏漏，未进行相应的风

险评估，造成重组企业破产注销，因此追

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在企业设立合规计划进行刑事

合规审查已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

中的重中之重，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要进行

详尽的尽职调查，杜绝财务造假的行为；

在进行具体的协商洽谈中，要注意对敏感

信息和交易细节的保密和管理工作；在敲

定并购重组的具体交易结构时应当进行

详细的分析、论证、评估；在并购重组完

成后，应当对重组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管，

从而防患于未然。通过设立合规计划进行

刑事风险防控不仅仅是对企业的日常体

检，更是降低日后面临刑事追诉概率的保

险，即使日后企业与责任人员面临刑事追

诉，有过在并购重组中进行刑事合规审查

的环节也将有效降低定罪概率与量刑幅

度，而唯有将刑事合规的精神内化于企业

的日常经营，将功夫下在平时才有可能彻

底远离刑事追诉风险。 

 

 

作者：杜连军 、褚智林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原文登载于《商法》杂志 2018 年第

2 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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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in acquisitions, restructurings by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term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as carried out by a listed company means a 

rights assignment of corporate control carried out between a target company and an 

acquiring company. As acquisitions/restructurings carried out by listed companies are 

accompanied by massive capital operations, they will regularly give rise to serious criminal 

legal risks.

Raising funds.  For the acquirer, relying 

on its own assets to complete the 

acquisition is usually not possible. 

Accordingly, the acquisition will be done 

by way of a “share swap”, or “share for 

asset swap”. Specifically, this will be 

accomplished by offering new shares, 

preference shares, bonds or other such 

securities, and using their combination as 

the consideration for the equity of the target 

company. 

As there are multiple restrictions placed on 

financing through the offering of shares, 

certain companies,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funds to complete an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will often use 

such means as fabricating a transaction, 

fraudulently increasing assets or revenues, 

etc., in their prospectus, application for 

shares, company or enterprise bond offering 

measures, so as to embellish their 

performance results and satisfy 

requirements. Pursuant to article 160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relat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when the proceeds of a 

fraudulent share or bond offering reach at 

least RMB5 million (US$793,000), or a 

fabrication of relevant documents, vouchers, 

etc., is involved, the person directly in 

charge will be guilty of the “crime of 

fraudulent offering of shares or bonds”. 

If the acquirer has over-issued, or issued at 

a premium stocks or company bonds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Council’s 

securities regulator, then, pursuant to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criteria for the opening and prosecution of 

cases, if the offering proceeds reach at least 

RMB500,000, or if the offering is made to 

30 or more persons, or repayment cannot be 

promptly made, the “crime of unauthorized 

offering of shares or bonds” will be 

constituted. 

The proceeds of a single offering of stocks 

or bonds by a listed company will usually 

far exceed the amount of proceeds required 

to constitute the above-mentioned crimes. 

So if a listed company, for the purposes of 

raising funds to carry out an acquisition, 

commits fraud, embellishes its results, or 

commits another such deceptive act, or 

breaches the relevant securities offering 

procedure, there is a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a criminal offence will be constituted. Such 

listed company must stringently adhere to 

the statutory procedure when rai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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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s. 

Insider information. Insider information 

on a capital and share increase, company 

acquisition plan, etc., generated during 

negotiations for an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has a relatively major impact on a 

company’s share price, and if 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management of the parties, 

and other persons in the know, fail to pay 

attention to maintain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insider information, or if the persons 

with access to such insider information 

exploit their information advantage to 

engage in arbitrage, there is a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a crime will be constituted. 

More specifically, this can be manifested in 

two ways. First, the insider information is 

transmitted in bad faith. If, in the course of 

an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being carried 

out by a listed company, a relevant person 

divulges information on the acquisition that 

the parties are proposing to carry out to a 

third party, allowing that third party to 

exploit such information to carry out 

securities manipulation, the “crime of 

divulging insider information” will be 

constituted if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e.g., if the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mount 

reaches at least RMB500,000 in the 

aggregate). If a relevant person modifies 

insider information after being privy to it, 

fabricating and transmitting false securities 

or futures trading information, and so 

causing a loss or reaping a gain of at least 

RMB50,000 in the aggregate, or causing an 

unusual fluctuation in trading volume or 

trading price, the same will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fabricating and transmitting false 

securities or futures trading information”. 

The second way is the abuse of 

advantageous information position. If a 

person with insider information exploits 

such information to directly trade securities 

or futures, or, based on such information, 

advises a third party to trade in the 

securities or futures,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are serious, the “crime of insider 

trading” will be constituted. 

Accordingly, a listed company must pay 

attention to keep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acquisition plan, transaction 

structure, etc.,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prudently carry out securities trading during 

the sensitive period before the insider 

information is made public. 

Design of transaction structure.  If the 

two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an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need to carry out a 

restructuring of one of the enterprise’s 

assets, finances, tax matters, personnel, 

legal matters etc., to complete the final 

closing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re are 

some design flaws in the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transaction structure − e.g., a 

discrepancy in the val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or an erroneous assessment of 

the transaction risks, thereby resulting in an 

economic loss − the decision makers of the 

parties to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particularly the management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will often face the 

risk of prosecution for the “crime of 

dereliction of duty or abuse of authority in 

a state-owned company or enterprise”, or 

the “crime of committing irregulariti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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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ing shares or selling state-owned 

assets at a low price” or the “crime of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causing harm to 

the interests of a listed compan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risk of such 

malfeasance crimes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is seen most commonly in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one case in which the author 

was involved, the judicial authority held 

that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a certain 

state-owned enterprise had, due to 

omissions in the design of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transaction 

structure and failure to carry out the 

relevant risk assessment, caused the 

restructured enterprise to go bankrupt and 

be deregistered, and, as a result, pursued his 

criminal liability. 

In shor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iminal risks and compliance reviews has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course of an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carried out by a 

listed company. In the course of the 

financing, the enterprise must carry out 

exhaustive due diligence and block any 

financial fraud. 

In the course of the specific negotiations 

and discussions, setting up the compliance 

program has been more vital in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of open company 

to avoid criminal risk. So,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management 

of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the transaction 

details. When crafting the specific 

transaction structure for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detailed analyses, 

fact finding and assessment need to be 

carried out. Once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has been 

completed,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oversee 

the restructured enterprise so as to guard 

against potential danger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iminal risk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iance program is 

not only the daily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nterprise, but also the insurance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the future. Even i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person are 

confronted with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 

criminal compliance examination which 

was carried out once in the 

acquisition/restructuring will reduce the 

conviction probability and term of 

imprisonment. At last, only the spirit of 

criminal compliance is accepted by the 

enterprise, the criminal risk will be 

eliminated completely. 

 

Original source: CBLJ Issue 2, 2018 

(abridge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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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务 聚 焦 

之 现货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合规风险防范 

 

继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年 8月 4日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并于第 21 条明确“规范整治地方交易场所、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后，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在

（2017）最高法民申 3792 号、（2017）最高法民申 3794 号、（2017）最高法民申 4790

号、（2017）最高法民申 4792 号、（2017）最高法民申 4816 号案中进一步认定，涉案交

易场所构成“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目前，司法机关对现货交易场所组织交易活动性质

的认定趋于严苛。 

 

鉴此，为协助现货交易所合规经营，

本所律师基于交易所设立、合规风控及非

法期货纠纷处理的丰富经验，梳理了适用

规则、审判实践，并提出非法期货风险防

范建议。 

一、现货交易场所的定义与审批 

根据《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

（试行）》第三条之规定，商品现货市场，

是指依法设立的，由买卖双方进行公开的、

经常性的或定期性的商品现货交易活动，

具有信息、物流等配套服务功能的场所或

互联网交易平台。就此类现货交易场所之

设立审批，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

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

（国发〔2011〕38 号）及《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2〕37 号）之规定，

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和监管。《期货

交易管理条例》定义之期货交易场所或特

定金融产品交易所，则需经国务院或国务

院期货监督管理部门或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批准设立。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全国

已有上千家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交易

品种以贵金属为主。2014 年前后，部分

交易场所增加了原油等交易品种。 

二、适用的现货交易场所监管规定 

2012 年之前，现货市场的立法和监

管处于缺位状态。大宗商品现货交易蓬勃

发展的同时，因部分交易场所或旗下会员

违规经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大量投资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29 

者投诉及索赔。 

2011 年 11 月，《国务院关于清理

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

决定》（“38 号文”）拉开了清理整顿

现货交易场所的序幕。38 号文对现货交

易场所不得进行权益拆分、不得进行持续

挂牌交易、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

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

准化合约交易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并要

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各类交易场

所，进行一次集中清理整顿。 

2012 年 1 月，为贯彻落实 38 号文，

经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清理整顿

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国函〔2012〕3 号）同意，建立了由

证监会牵头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对清理整顿各类 

交易场所工作的组织领导。 

2012 年 7 月，为进一步明确政策界

限，扎实推进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37

号文”），37 号文进一步明确了集中交

易方式的类型以及标准化合约的具体情

形。 

2012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修

订后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条例规定，

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审批。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

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

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各地政府部门在 38 号文、37 号文的基础

上，相继颁布实施了交易场所的管理规定，

如《大连市权益类及大宗商品类交易场所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交易所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但这些管理规定

都比较原则和宽泛。 

2013 年底，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38 号文的基

础上制定、颁布了《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

别规定（试行）》，该规定是第一部专门

规范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活动的部门规章，

该规定对商品现货市场的交易对象、交易

方式等予以了明确，并明确各证监局负责

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认定

等工作。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办

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

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111

号文”），其附件《关于认定商品现货市

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的标准和程序》对认

定对象、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进行了明确、

细致的规定，尤其是对认定商品现货市场

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目的要件和形

式要件、何为标准化合约、集中交易、集

合竞价、连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

做市商机制等进行了明确定义和解释。至

此，对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的立法和行

政监管已经基本明晰，但此时尚未与司法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30 

认定衔接到位。 

2017 年 1 月 9 日，清理整顿各类交

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召开第三次会议，会

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各会议成员单位、

有关部门推进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

头看”工作。2017 年 3 月 16 日，清理

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发布《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回头看”前期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

（“31 号文”），31 号文的附件《地方

交易场所主要违规交易模式特征、违规问

题及整治措施》明确了商品类交易场所的

分散式柜台交易、现货连续（延期）交易

具有期货交易特征。 

2017 年 8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

意见》，意见第 21 条明确规定“规范整

治地方交易场所的违法交易行为，对地方

交易场所未经许可或者超越经营许可范

围开展的违法违规交易行为，要严格依照

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否定

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

切实加强涉地方交易场所案件的行政处

置工作与司法审判工作的衔接。”至此，

无论是对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的立法、

行政监管还是司法态度，均较为明晰且相

互衔接。 

三、 现货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案

件的审判实践 

38 号文、37 号文颁布以来，投资者

因亏损而投诉的情形显著增多，并且，投

诉的主要理由已由之前的会员单位工作

人员喊单、代客理财逐步转变为交易违法、

合同无效。 

此后，陆续有投资者将相关争议提交

法院或仲裁机构（统称“审理机构”）。

因大多数交易场所未与投资者直接签订

合同，投资者多与交易场所的会员单位签

订合同，因此，在早期的诉讼和仲裁中，

投资者多以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作为案由，

审理机构通常不会对具体的交易模式进

行分析，而是以涉案交易场所依法设立，

未被监管部门认定为违法亦未被关闭、取

缔或暂停交易，其经工商局核定的经营范

围为现货交易，交易场所不是合同相对方，

会员已取得交易场所的交易资格，开户协

议约定的交易是现货交易等理由驳回投

资者的起诉，例如(2014)滨民初字第 254

号《民事判决书》、(2015)二中速民终字

第 0042 号《民事判决书》、(2015)津高

民申字第 1060 号《民事裁定书》、（2015）

民申字第 2989 号《民事裁定书》。在仲

裁领域，仲裁裁决的保密性，有效避免了

裁决公开及由此引发的商誉损害或索赔

扩大化。 

111 号文颁布以后，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直接以期货交易纠纷作为案由起诉或

提起仲裁，诉讼或仲裁请求主要包括交易

为非法期货交易、交易无效、交易所应返

还投资本金等。这一阶段，审理机构的尺

度不尽相同，但陆续有审理机构对涉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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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具体模式进行判定，并以涉案交易存

在标准化合约交易、集中交易、保证金结

算、可对冲平仓等期货交易特征为由，认

定涉案交易为期货交易、交易无效，并判

令交易场所承担民事责任，返还投资者投

入的交易资金，例如(2016)甘民终 228

号《民事判决书》、(2015)陕民二终字第

00113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

申 1002 号《民事裁定书》中引述 111

号文内容，认为涉案交易除价格未确定外，

其他要素均在交易前确定，投资者支付一

定金额的保证金即可进行交易，且构成集

中交易的结果，符合做市商交易特征，亦

符合非法期货交易的目的要件，因而认定

涉案交易为非法期货交易。此后，最高人

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 3792 号、

（2017）最高法民申 3794 号、（2017）

最高法民申 4790 号、（2017）最高法

民申 4792 号、（2017）最高法民申 4816

号《民事裁定书》中以涉案交易除买卖方

向和手数外其他交易参数由交易系统事

先设定，交易标的具有同质性或可替代性，

相对固定，且订立合约时，只缴纳商品价

值的一定比率作为保证金即可买入或者

卖出，合约订立后，可以不实际履行，通

过反向操作、对冲平仓方式，了结合约，

故认定案涉交易的对象系标准化合约；另，

因案涉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为：金属交易中

心上市产品以国际现货市场价格为基础，

综合国内市场价格及中国人民银行兑美

元基准汇率，连续报出交易中心上市产品

的人民币中间指导价，会员单位在交易中

心人民币中间指导价的基础上，连续报出

上市产品的人民币买入价和卖出价，客户

按会员单位提供的报价成交，认定该价格

形成机制符合做市商机制的特征；此外，

因涉案金属交易中心允许客户以对冲平

仓方式了结交易，而不必真实交割实物，

故认为双方交易的实质目的并非转移实

物的所有权，而是通过价格涨跌获得收益，

符合期货交易的目的要件，最终认定涉案

交易场所属于非法组织期货交易，合同无

效，并指出原审对案涉交易的性质及交易

合同的效力认定错误，指令陕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再审本案。 

四、 现货交易场所涉及非法期货交易的

合规风险防范 

从上述监管规定和审判实践可以看

出，若现货交易场所被认定为非法组织期

货交易活动，则其在民事上将承担民事责

任，返还投资者的投资损失。姑且不论相

关司法裁判对具备期货交易某些特征的

交易活动径自认定为期货交易的结论仍

值商榷，在当前的行政和司法环境下，拟

新设或拟对交易模式进行变更的现货交

易场所，确有必要基于《商品现货市场交

易特别规定（试行）》的规定，结合 37

号文、38 号文、111 号文、31 号文，切

实加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合规风险防控，

在开展交易软件开发、规则制定、开户管

理、实物交收等工作的过程中重点关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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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事项： 

√在交易对象方面，以实物商品或以实物

商品为标的的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

证或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他交易

对象作为交易对象，对于相关交易要素，

避免事先统一设定，尽可能允许交易双方

自行设定或协商，以防止被认定为标准化

合约交易； 

√在交易方式方面，采用协议交易、单向

竞价交易或省级人民政府依法规定的其

他交易方式，防止被认定为集中交易，其

中：对于价格形成机制，现货交易场所可

以给予价格参考，但是，建议最终价格的

形成应由交易双方参与，以促进市场发现

价格、形成价格的功能，避免由交易场所

或会员根据外部市场价格直接在系统中

设定价格，防止被认定为做市商机制；对

于成交机制，建议赋予交易主体自行选择

交易对手的自主权利，防止被认定为连续

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 

√在实物交收方面，建立完备、细致、具

有可操作性的实物交收规则、流程、鉴定

方法、仓储及物流配套，并适度提高交易

方的违约成本，促进实物交收，使交易场

所的实物交收比例和体量趋于合理化。 

以上三点仅是非法期货风险防控体系中

的重要环节，具体措施应基于现货交易场

所的自身特点，由律师团队与系统开发团

队、风控团队等通力配合，共同完成。本

文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着眼，在响

应政府切实防范各项金融风险的政策要

求的同时，亦希望能够帮助现货交易场所

合规经营、防范经营风险、避免经济损失。 

 

作者：纪超一 、何维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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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复杂商业纠纷。执业以来，曾代表美国可口可乐总公司、康菲石油、IBM、日立、亚美

洛巴、家乐福、铁狮门、霍尼韦尔等“世界五百强”处理各类复杂涉外商业争议案件，还曾

代表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国投信托、北控集团等央企和各级国企在重大复杂商事诉讼和

仲裁中成功维护权益，广受赞誉。同时，纪律师为诸多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及职务类刑事要

案的被告人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刑事辩护，尤以处理复杂的民刑交叉问题见长。 

纪律师扎实全面的民商事专业知识，以及争议解决领域特长，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法律服务，预判、规避及解决各类商业风险。凭借出色的争议解决业绩及业内口碑，纪律师

蝉联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中国青年律师俊杰 30 强。 

 

 

何维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 

E-mail: hewei@east-concord.com 

Tel:+8610 6510 7451 

何维律师，2005 年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08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同

年于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开始从事法律服务工作，并于 2009 年获取律师执业

证。何维律师曾先后在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北京李伟斌律

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执业。何维律师曾担任多家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并为其

提供商事诉讼及仲裁服务，受到客户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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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ever is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 

  任何值得做的事就值得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