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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期，银保监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上交所下发《关于签署〈债券上市（挂牌）协议〉〈资产

支持证券挂牌协议〉的通知》，商务部发布《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

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国税总局发布《关于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管理相关问题的公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修订了《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临时公告格式模板》，更多法规详见本周速递。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作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是党

和国家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日前，财政部负责人就该

《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具体请见本期法规解读栏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就《关于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的答记者问，以供参考；

“实务聚焦”栏目重点关注《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判断（上）》，

敬请阅读。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16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b54008a0-35be-4a82-bfe9-bba7f10774f0&prid=d481c4bd-76ee-4644-b4a4-80ee700d6bf0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16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b54008a0-35be-4a82-bfe9-bba7f10774f0&prid=d481c4bd-76ee-4644-b4a4-80ee700d6bf0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9ea467e-96eb-4ba6-9cf9-1a6ba8c4170e&prid=f8ad8062-c7fb-47bb-8ac2-f053f0440ce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9ea467e-96eb-4ba6-9cf9-1a6ba8c4170e&prid=f8ad8062-c7fb-47bb-8ac2-f053f0440c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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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之 建立健全“四梁八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本 ——财政部负

责人就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

见》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之 “以人民群众可见、可知、可信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答记者问 

实 务 聚 焦 

之 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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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律途 | “老炮”律师李大进：我一直在努力干净正直地 

做着自己 

 

 
 

5 月 1 日，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聘请为常年法律顾问，全国律

协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主任、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将为

国家发改委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同样是这个月的 28 日，李大进将开始其律师执业生涯的第

37 个年头。 

人生一甲子，苦短六十年，李大进对《方圆》记者笑称，自己过往 60 年的人生“既简

单又丰富”。简单是因为其只做过军人和律师这两种职业，简历只需半页纸就够了；丰富则

是因为其经历了动荡的十年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更重要的是他见证了律师行业恢复重建改

革发展的全过程，他还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活跃在国家法治发展的政治和

社会生活中。 

在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现在的官网上，李大进的合伙人身份下只有一行字的介绍：“资

深”或“老炮”，你更喜欢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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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清零” 

36 年律师执业史，在李大进简短的半页简历上，只有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名字，一是 1982

年被分配去的国办的北京市朝阳法律顾问处，二是 1993 年律师行业第一批试点的合伙制天

达律师事务所。 

三十余年从事律师职业，创办合伙制的律所也有二十年，李大进却在三年前选择把过去

的“年资”清零。2014 年，天达律师事务所与共和律师事务所合并，他率先倡导并带头放

弃了自己 33 年的“所龄”，他说：“我们一批资深合伙人律师愿意和所有的年轻律师、律

师助理、甚至前台秘书一样成为合并后新成立的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我们不在新

合并后的集体中刻意比谁更‘老’，人人都是合并后新所的创立者，个个都是创始人。” 

近些年来，国内律师行业因种种需求，合并之风盛行，但大多数合并后又因种种原因而

不尽如人意或令人惋惜，有的甚至长期“两张皮”貌合神离。 

有媒体称“从全球范围看，61%的合并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律所合并有着太多

难以跨越的鸿沟，包括但不限于律所管理体制不同、客户利益冲突、业务领域互相覆盖、利

益分配机制不同、执业理念不同等等。解决不好这些问题，1+1 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小于 2。 

只有身在局中，才能真正体会律所合并的难度。洒脱豪迈的李大进，提起合并，也浮现

出感慨万千的神色。合并之前的天达所和共和所，分别成立于 1993 年和 1995 年，都是在

北京律师界有一席之地的老牌所，各自拥有自己的固定客户和成熟的管理体系。 

时光荏苒，天达共和的合并在过去了三年的各项磨合之后，已经成为了北京律师界律所

合并的一段佳话。“尽管我们到今天为止仍然在经历着合并之后的种种磨合，也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调整、弥补和提升，但我更愿意说，我们是幸运者，对于合并之后的磨合调整，

我们有苦，但更乐在其中。”李大进如是说。 

 

始于理念一统：“我们在构架未来” 

合并之始，作为天达创始合伙人之一的李大进，早在律师界、司法界和社会上可以说已

经功成名就，就他个人而言已经具备和拥有了太多让人羡慕的一切。但他和一批资深律师们

仍选择了这次合并。 

在李大进看来，合并已不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律所里更多的年轻人。他形象地将合

并比喻为婚姻： “我们这段婚姻，不是一见钟情，更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求，而是双方

的主导者和广大的合伙人共同接受了一个理念：这个合并不是为了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

人做的决定，是为了跟着我们一起苦苦打拼的近两百多位年轻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能走得更稳更长久。这种理念的认同，使得我们在合并中没人计较和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所以大家更关注着如何去构架未来和久远。”也因为如此，李大进每每都把律所里年轻的律

师和行政人员称为“那些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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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的理念一致”虽然是天达共和的合并能够称为律师界佳话的重要原因，但合并

能够顺利进行则是因为两家所不存在太多的利益冲突。原来早在合并之初，双方就已经对既

往所代理的客户及有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原本想用半年时间来解决利

冲。没想到，双方存在利益冲突的客户和案件没有超过五件。 

“我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整合后，呈现出来的是让人欣喜的互补和强强联合，而不

是冲突多多。”李大进指出，“对于有合并意图的律师事务所来说，寻找的合并对象彼此在

业务上能否互相匹配，也就是互补性和填补空白性，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基础之一。成功的合

并在律师的专业和业务方向上离不开你有我强、你强我专、你专我特、你特我精。” 

 

归于利益一致：“给孩子们让路” 

李大进还将天达共和合并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利益观一致”。他说：“在律师圈，合伙

人不合十个里面有九个是为了利益，解决不好利益观一致及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就会给合并

后漫长的同行之路埋下苦果。” 

李大进认为，谋食和谋道是每个执业律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必须经过的路程。但在合

伙人层面，尤其是主要合伙人的层面，最好能幸运地趋同。特别是在重要的发展期或转型期，

有人想静心谋事了，但周边一些决策的人还要去谋食，那必将在利益观和价值取向上产生分

歧，比如放弃“所龄”与年资这就是利益观是否趋同的“试金石”，中国对舍与得的经典论

述古来有之，但重要的是不但自己能清晰，还能与一群人共同认知，这不单是幸运，更是议

成事做成事的幸福所在。 

李大进提出：“所谓境界别只挂在嘴上，要学会放弃，让渡利益，不仅仅是指钱，我们

更重要的是为年轻人筑路和让路。放弃一些眼下的利益，也是为了长久的所得。当下是要懂

得并能真的做到放弃。”  

2014 年 6 月，天达所和共和所正式签订合并协议，在册的 65 名合伙人一个没走，全

体律师一个没走，所有两边交换名册上的人一个没走。在这样的利益观指引下，合并后的天

达共和开始从制度建设、部门管理、创新业务、构建文化、树立品牌等一体化发展上作出努

力和探索。 

三年过去了，天达共和合伙人从 65 位增长至 102 位，全所人数从 265 人增加至 408

人，天达共和的业务也稳步地保持着每年不低于 17%的增长率。 

 

律师为什么要当政府法律顾问 

时至今日，天达共和在资本市场与金融证券、反倾销反补贴、国际投融资、基础项目建

设、争议解决、刑事辩护、知识产权等多个业务领域，都有了值得骄傲的业绩和突破。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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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能够在国家发改委受聘法律顾问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既是李大进个人执业的能力证

明，更是律所合并后综合实力的体现。 

李大进并没有过多讲述中标发改委法律顾问的过程和提供法律服务的细节。但他愿意和

《方圆》记者分享律所和律师在参与政府法律顾问服务过程中，体现的价值和遭遇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后，国家首次明确把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

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担任政府法律顾问也成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在

李大进看来：“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政府，在法律意识、法律思维以及依法行政等方面还有相

当大的提升空间，这就是律师大有可为的原因所在。” 

那么，政府作为律师的法律服务对象，有什么不一样？李大进指出：“政府作为律师法

律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不是特殊在所谓的高人一等，而是特殊在政府的职责。譬如国家发改

委负责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的起草、出台、计划的草拟与实施，其所掌握的权

力涉及着国计民生的所有事项，其所做的决策和施政关乎着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切身利益，

担任这样的政府机构的法律顾问，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是，我所律师的执业经验和专业能力，

能否提供与之匹配的顶级法律服务。” 

在李大进看来，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体现了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展示律师的专

业能力和专业价值。用专业素质、专业经验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透过律师的专

业服务，让法律惠及更多的人。“过往，律师更多地被人认为是‘只有打官司时才出现的一

拨人’，即只有在社会发生激烈矛盾冲突时才出现。现在律师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法律顾问工

作，能够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律师提供这样的服务，与个案中服务一个人、

一个企业而言，它能够惠及更多公民和法人。” 

事实上，目前，中央部委和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地方政府，大都聘请了律师

作为法律顾问。不少律所和律师认定其是“蓝海市场”，甚至不少年轻律师把“成为政府法

律顾问”作为职业目标。“大家想做这件事本身无可厚非，但我觉得有此意愿的年轻律师应

该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执业资历，同时还要具备相当的专业能力，在我的切身实践中，政府部

门所认为可以信赖的律师，除了专业外，更多地需要服务的律师能有足够的阅历和经验。 

作为全国律协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大进对这个业务领域面临的问题显然有

着更深刻的认知。“我希望能够替律师在受聘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工作中说三句话。”李大

进说道：“一是希望政府机关对律师能聘而有用，更多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专业价值；二是律

师担任顾问不只是一支救火队，他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到日常的政府决策中，特别是在某些矛

盾叠加多发之时，更要让律师提前介入，学会用律师也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个新课堂；三是

希望提高政府法律顾问的酬劳，这是对律师提供专业服务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活跃的“老炮”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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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政府法律顾问，近些年，李大进还活跃于“参政议政”的舞台，李大进以“敢

讲实话”、“幽默接地气儿”而闻名。 

 

 

李大进在成都律协举办的“5·4”特别活动中与青年律师进行执业分享。  

 

事实上，李大进曾经以及现在拥有的头衔比简历上所写的还要长许多：2005 年担任北

京市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开始，又在 2013 年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8

年起担任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及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他还担任着公检法的人民监督员，是北京市首届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

等。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能用自己的执业实践获得如此之多的信任和认同，他认为这更代表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律师事业在同步的发展中得到了信任和认同。李大进认为，所有

这一切都是律师群体用不懈的努力，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而换来的，这是律师报效祖国、服务

社会、感恩时代的大平台。律师和律师行业唯有奋发努力，励精图治，不忘初心，才可能获

得应有的那份尊严和坚守。 

李大进讲话时总是感染力十足，语言通俗幽默，他的理念让记者感到似乎更偏向宏观。

在他看来，“理想”“信念”“价值”“尊严”这些名词一点也不“虚”。 

“能够有尊严、受尊重地执业是每个律师的从业追求。完成这个过程有一个重要的基础

要件，那就是你首先能否做到自己是一个干净正直的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常在河边走，哪

有不湿鞋。我李大进要做到的就是天天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过往 36 年的律师执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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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在提醒和告诫着自己。如果说今天的我能够算是一个‘有尊严受尊重’的执业律师的

话，其实是我一直在努力干净正直地做着自己。”李大进如是说。 

这两年李大进在事务所里常常问年轻律师们一个问题：你们在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哪件事

感觉到孤冷？你遇到过哪件事让你无助无援？在他看来，要搞一体化管理的体制，要走更久

远的合作互助之路，一个人在集体中感到孤冷要比那些专业构架和制度构架更值得关注。“我

在所里提倡一件事：人人在办公室的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彼此给对方一个微笑，最好能

看着对方的眼睛，说一声‘你好’，这简单的问候中体现的是素养，久而久之形成的是文化。” 

李大进还曾有一个在圈内闻名的即席演讲：你是法律人还是法律商人！他公开“质问”

业界大佬：“大会小会无不言商，无处不商，律师商业化何时是个头？当下的中国律师究竟

是法律人还是法律商人？太多律师动辄把‘商’挂在口头，整体研究如何把这个职业商到底，

我不但不能苟同，而且我持反对态度！” 

“中国律师的道路还很久远，我们这一代人做为铺路筑路之人，所有的付出唯有一个心

愿，那就是：期望日后在这条路上的后人们可以为他们能走在一条基石坚实的大道上而无

忧！” 

 

 律 师

名 片  

 

  

 

 

李大进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主任 

E-mail: dajin_li@east-concord.com 

Tel: +8610 6510 7058 

 

李大进律师自 1982 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过数百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

关的法律顾问，办理过上万件各类法律事务，在长期的律师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执业经验，

作为资深律师在社会各界及同行中享有良好的声誉。擅长于知识产权、名誉权、国际贸易、

民商事法律纠纷的诉讼与仲裁，以及投资项目的法律事务等。为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及

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及专项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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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函 | 天达共和合规系列之反垄断篇——新形势下企业

反垄断合规研讨会 

 

自 2018 年 3 月起，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携手中国公司法务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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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第四场——新形势下企业反垄断合规将于 7 月

26 日（周四）举行。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及中国公司法务联盟在此诚邀公司法务及企业高

管免费报名参会。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已届十年，本次讲座将总结各级法院及主管机构在个案处理中从实体

评估到调查程序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变化，结合为客户提供反垄断法律咨询的实务经验及中国

反垄断界的新发展，与公司客户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企业反垄断合规及执法应对的主要问题。 

 

新形势下企业反垄断合规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26 日 14:00-17: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大厦 1 座 20 层 

主题： 

1、2018 年中国竞争执法机构合一——企业反垄断合规的新篇章； 

2、新形势下的企业反垄断合规——实体规则的发展和变化； 

3、新形势下反垄断调查程序——程序发展及应对策略； 

4、互联网——企业合规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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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同时安排 Q&A 环节，就各位感兴趣的任何反垄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议程 

13:30 - 14:00  来宾签到 

14:00 - 14:05  开幕致辞 

14:05 - 15:35  主题分享 

15:35 - 16:00  茶歇 

16:00 - 17:00  主题分享  

17:00 - 17:30  会后交流 

报名方式 

微信报名：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行报名。 

邮件报名：请提供姓名、公司、职务、电话、邮箱等信息，并发邮件至 

MarketingDept@east-concord.com。 

友情提示：因会议室人数限制，报名后待主办方邮件确认后参会，敬请谅解；会议当天

请携带名片现场签到。 

联系人：Lisa Li 

电   话：+8610 6510 7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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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 

 

 律 师

名 片  

 

  

 

 

刘东屏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mail:liudongping@east-concord.com 

Tel: +8610 6510 7085 

 

刘东屏律师自 2014 年开始从事反垄断法的研究工作，自 2016 年开始从事反垄断实务

工作。其业务领域包括在经营者集中申报、经营者集中应报未报案件调查、垄断协议案件的

反垄断调查、市场支配地位滥用案件的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滥用案件的反垄断调查和反垄

断诉讼案件中代理公司客户及提供法律咨询；为客户提供有关其公司经营战略、业务行为等

反垄断风险评估及解决方案等法律咨询以及为公司客户提供反垄断合规咨询等。刘东屏律师

以提供战略设计和解决方案以及应对复杂问题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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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天达共和律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特朗普商标

注册问题 

 

日前，《纽约时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的姓名被作为商标抢注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冯超律师应邀接受了采访，并就特朗普商标在中国被恶意抢注及

其采取的保护措施等问题给出了专业评述。 

据报道，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曾表示，它一直在中国积极维护自身的

知识产权。目前，特朗普集团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事务由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设立的伊万卡特朗普商标有限公司（Ivanka Trump Marks LLC）负责。 

然而，中国“商标黄牛”臭名远扬，这些人将著名品牌和名人名字注册商标，将其“占

有”，希望从中获利。冯超律师在采访中介绍，公开信息显示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已经有十多件与伊万卡特朗普本人无关的商标被恶意抢注。其中包括南方城市佛山的一家公

司在卫生巾和卫生棉条商品上申请注册了伊万卡的拼音作为其商标。此外，南京好女儿酒业

有限公司也分别申请注册了 Ivanka Trump 和伊万卡·特朗普商标。 

据冯超律师介绍，针对中国大量恶意抢注特朗普商标这一问题，特朗普集团也积极采取

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包括在多个类别申请防御性保护性商标，如：川普，唐纳德·特朗普，

Trump 等商标；对恶意抢注商标积极提起无效宣告申请，商标异议申请，如针对董伟申请

注册的“TRUMP”商标提起异议申请及无效宣告申请；对商标局做出的商标注册驳回决定

书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动的构建商标保护系统，且目前已在某些案件胜诉，获得了

比较良好的结果。 

冯超律师认为，针对国内商标抢注乱象，首先，从商标确权角度来看，权利人应当具有

商标系统性保护意识，即，除了在现有商品及服务领域注册商标之外，还应当在关联商品和

服务领域，以及那些易发生市场来源混淆误认的商品及服务领域为了防御性的目的申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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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是一个现有制度下的必要手段，此外，也要在企业未来发展可能涉及的领域申请注册商

标；其次，从商标恶意抢注角度，权利人应当积极留心关注商标模仿抢注情况，通过提起商

标异议、无效宣告申请、商标行政诉讼等方式，积极主动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最后，从

证据保全角度，一方面权利人应当积极调查商标侵权行为，公证保全证据以最大限度在异议

和无效中保护品牌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权利人在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中，也应当应

保存好商标使用相关证据，以及其他与证明商标本身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有关的证据，如

合同、发票、宣传广告、宣传册、荣誉及奖项等。 

 

Charles Feng Interviewed by New York Times regarding the Trademark 

Squatting Issue of “Trump” Mark and Trademark Protection Matter in China 

 

A few days ago, New York Times gave a special coverage, mainly reporting the issue 

of trademark squatting of US President Trump’s last name. Charles Feng, a partner of 

East & Concord Partners, was interviewed and invited to comment on trademark 

squatting and trademark protection in China for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is report, Trump Organization indicated that it has been actively 

enforcing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At present, Ivanka Trump Marks 

LLC, which is set up by Trump's daughter Ivanka Trump, is responsible for Trump 

Organiza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ffairs in China. Chinese infamous “trademark 

squatters”, who preemptively apply for trademark registration of famous brands and 

celebrity names and improperly possess these trademarks in the hopes that they can 

cash in on them, have flocked to register Trump marks. According to Feng, there are 

over 10 Ivanka trademarks registered by parties not related to Ms. Trump. For 

example, a company in Foshan registered the trademark “Yiwanka,”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Ivanka”, to be used on goods of sanitary pads and tampons. The 

Nanjing Good Daughter Wine Company, has registered Ivanka Trump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eng stated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addressing preemptive registration problems, 

Trump Organization has also adopted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including applying 

for registration of defensive trademarks in many classes, such as Trump and Donald 

Trump. In addition, Trump Organization has filed opposition applications and 

invalidation applications before CTMO such as the one against Dong Wei's trademark 

- "TRUMP". Trump Organization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build a trademark 

protection system, and has won some cases. 

 

With respect to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trademark squatting matters, Feng indicated 

that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could be adopted by IP rights holders. First of all, right 

hold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emark systematic protection.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for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the existing goods and service fields, 

they should also apply for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on related goods and service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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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in the areas which might be used in the future. Moreover, right hold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ossible trademark imitation and squatting, and combat trademark 

squatting by initiating trademark objection, application of invalid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Finally, right holders should investigate trademark 

infringement and notarize and preserve evidence.Measures should also be taken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vestigation, custo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cord 

and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prove impact on trademark 

reputation and market influence, it is important to preserve the evidence of trademark 

use in daily business activities, such as contracts, invoices, publicity ads, brochures, 

honors and awards. 

 

馮超弁護士が「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の取材に応じトランプ商標が中国に

おける悪意の冒認登録及び商標保護の問題についてコメント 

先日、「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はアメリカ大統領・トランプ氏の名字が商標として

冒認登録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特集を出した。北京天達共和法律事務所のパートナー馮超

弁護士が「ニューヨークタイムズ」の取材に応じて、トランプ商標が中国における悪意の

冒認登録及び商標保護の措置についてコメントした。 

報道によると、トランプグループ（Trump Organization）は中国において知的財産

権を積極的に守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た。トランプグループは中国における知的財産権に関

する業務はトランプの娘イヴァンカ・トランプ（Ivanka Trump）が立てた伊万卡特朗普

商標有限公司（Ivanka Trump Marks LLC）が担当している。 

中国の「商標ダフ屋」が悪名高くて、利益を図るために、著名ブランドと名人の氏名

を商標として登録出願し、登録された商標を「占有」している。馮超弁護士によると、ト

ランプ大統領が就任以来、イヴァンカ・トランプに関係しない商標が 10 件以上冒認登録

された。南の都市仏山にある会社が生理用ナプキンとタンポンとを使用対象にイヴァンカ

のピンインを商標として登録出願した。また、南京好女儿酒業有限公司も「Ivanka Trump」

と「伊万卡·特朗普」商標を登録出願した。 

馮超弁護士によると、中国におけるトランプ商標に対する大量の冒認登録出願につい

て、トランプグループも積極的に一連の有効な措置を取った。例えば、「川普」「唐纳德·特

朗普」「Trump」などの商標に対して、多類別の商品を使用対象に防護標章を登録出願

したことがある。商標の冒認登録出願に対して、無効宣告申立や異議申立を提出すること

もできる。例えば、董偉が登録出願した「TRUMP」商標に対して異議申立と無効宣告申

立を提出したことがある。商標局が下りた商標登録却下決定書に対して行政訴訟を提起す

るなどのやり方にて、積極的に商標保護システムを構築し、勝訴した案件も一部あるため、

非常に良好な効果があった。 

馮超弁護士によると、国内の商標冒認登録について、商標権が認定してもらうために、

権利者は商標に対する系統的な保護意識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即ち、現有商品及び役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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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において商標を登録出願することを除いて、関連商品と役務分野、出所を誤認混同しや

すい商品と役務分野において、商標を登録出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お、将来及ぶ可能

な分野においても、商標を登録出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から、商標に対する悪意の

冒認登録出願について、権利者は冒認登録の状況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異議申立、

無効宣告申立の提出や行政訴訟の提起などにて、積極的に商標に対する悪意の冒認登録出

願行為を取り締まる。最後に、証拠保全について、まず、権利者は積極的に商標権侵害の

行為を調査し、証拠に対して証拠保全を行い、工商による調査処分、税関における知財権

の届出、侵害訴訟などを措置を取って、権利者の商標を保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から、

権利者は日常の経営活動において、商標の知名度と市場影響力を証明するために、契約書、

インボイス、宣伝広告、宣伝マニュアル、栄誉と賞状などを含め、商標の使用証拠をちゃ

んと保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律 师

名 片  

 

  

 

冯超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E-mail: 

Charles_feng@east-concord.com 

Tel: +8610 6510 7029 

冯超律师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基地咨询专家、中国版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知识产

权法学研究会理事，处理过的案件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性和非争议性案件。冯律师同时

精通英文和日文，过去十余年中其代理了大量企业在中国法院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包括驰

名商标认定案件、著作权侵权案件、商标和专利的确权及侵权诉讼案件、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及反垄断案件，其中不少案件是具有突破性的里程碑式案件。在知识产权

交易领域，其提供的服务包括起草、谈判及执行知识产权转让、许可协议等。冯律师对互联

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有较深入研究， 其代理的客户多为跨国企业和国内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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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银保监会对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二次征求意见\2018-7-5 

日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8 月 5 日。与第一次征求

意见相比，此次《征求意见稿》将原第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

不足 50%，但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

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国保险公司与中国的

公司、企业合资在中国境内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司（简称合资寿险公

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1%。外国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合

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比例限制。 

阅读原文 

2.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季度报告 XBRL 分类标准》\2018-7-4 

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布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季度报告 XBRL

分类标准及启用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信息系统模块的通知》。《通知》明确，银保监

会制定了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季度报告 XBRL 分类标准，应遵照执行。同时，银保监会将

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正式启用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信息系统模块，各保险集团（控

股）公司、保险公司应通过该系统模块报送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季度报告。保险资产负债

管理监管信息系统模块采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作为技术标准。根据《通知》

所附《保险资产负债管理季度报告 XBRL 分类标准指南》，该分类标准的架构设计参考

了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的架构设计，分为逻辑设计和物理结构两个层面，并装载

了偿二代分类标准的核心模式文件。 

阅读原文 

3. 央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逐步提高至 100%\2018-7-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出《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

知》。《通知》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

交存比例，到 2019 年 1 月 14 日实现 100%集中交存。交存时间为每月第二个星期一

（遇节假日顺延），交存基数为上一个月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同时，《通知》明确，

支付机构可以在备付金银行持有相关业务专用账户。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支付机构

应根据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或网联清算有限公司的业务对接情况，于 2019 年 1 月

http://www.chinalaw.gov.cn/art/2018/7/5/art_33_208673.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857&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3ba4638a-fef7-4f20-948e-f4f4f0be0a77&prid=815ff69f-4e19-41dd-aa2f-816634d33203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111619.htm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1116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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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前在法人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立“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并于开户之日

起 2 个工作日内将原委托备付金存管银行开立的“备付金交存专户”销户。 

阅读原文 

 

 证券领域 

4. 上交所发布新版《债券上市（挂牌）协议》等\2018-7-6 

日前，上交所下发《关于签署〈债券上市（挂牌）协议〉〈资产支持证券挂牌协议〉的

通知》。根据《通知》，上交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协议》《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转让服务协议》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转让服务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

修订和合并。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新增上市或挂牌的债券发行人需签署修订后的《债

券上市（挂牌）协议》；新增挂牌的资产支持证券计划管理人需签署修订后的《资产支

持证券挂牌协议》。《通知》指出，同一债券发行人或同一资产支持证券计划管理人在

上交所有多只上市、挂牌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原则上只需与上交所签订一次《债券上

市（挂牌）协议》或《资产支持证券挂牌协议》。 

阅读原文 

5.  证监会规范港股通下内地机构使用香港证券投资咨询服务\2018-7-2 

近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使用香港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暂行规定》，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业务模式。允许具备相

关业务资格的内地证券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将香港机构发布的就港股通股票提供投资分

析意见的证券研究报告转发给客户；允许内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委托香港机构，为证券

基金经营机构管理的参与港股通的证券投资基金，提供关于港股通股票的投资建议服

务。二是参与机构资质和应当承担的责任。从业务牌照和从业经验等方面明确参与机构

的资质，相应规定其义务和责任。三是监管机制。香港机构违反规定的，中国证监会与

香港证监会通过跨境监管合作机制，依法对有关机构及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调查处理。 

阅读原文 

6. 证监会进一步加强证券期货行业廉洁从业监管\2018-7-2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和《关于加强证券

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均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规定》明确，严禁各类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证券期货业务活动中以

各类形式输送和谋取不正当利益。《规定》强化机构廉洁从业管控的主体责任，明晰廉

洁从业具体要求，细化多项禁止性情形；突出重点业务领域的廉洁从业要求，对投资银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127924/128038/128109/3568586/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127924/128038/128109/3568586/index.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16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b54008a0-35be-4a82-bfe9-bba7f10774f0&prid=d481c4bd-76ee-4644-b4a4-80ee700d6bf0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160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b54008a0-35be-4a82-bfe9-bba7f10774f0&prid=d481c4bd-76ee-4644-b4a4-80ee700d6bf0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zqznlc/c/c_20180705_4590597.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guide/zqznlc/c/c_20180705_4590597.s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0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85adf391-ef40-4c95-ac00-f8bc003acd04&prid=1059ccb8-d67e-403c-8e00-801d3904cb48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29_340512.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1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88ba6cd-bfb5-4939-a28c-6a106f100023&prid=8b04357f-2bec-4431-b1a2-84641291452f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0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d5b1618-b645-4465-8de4-0e29cb46a38b&prid=8b04357f-2bec-4431-b1a2-84641291452f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0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d5b1618-b645-4465-8de4-0e29cb46a38b&prid=8b04357f-2bec-4431-b1a2-846412914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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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类业务重点规范，对“围猎”监管工作人员、探听保密信息、干扰审核工作、唆使或

协助他人行贿等突出问题进行细化规定。《规定》对违反廉洁从业规定的情形制定了具

体罚则，包括自律惩戒、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移交纪检和移送司法等。 

阅读原文 

 

 涉外投资领域 

7. 商务部优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程序\2018-7-2 

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施行。《决定》对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

条和第十三条等条款做出修改。根据《决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属于《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备案范围的，全体投资者（或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在向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设立

登记时，应一并在线报送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信息。《决定》指出，备案机构自取得

工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推送的备案信息时，开始办理备案手续，并应同时告知投资者。 

阅读原文 

 

 税收领域 

8. 国税总局明确适用中智税收协定利息条款最惠国待遇事宜\2018-7-5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适用中智税收协定利息条款最惠国待遇的公告》。根据

《公告》，适用最惠国待遇后，中智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将比照智日税收协定增加两项适

用 4%限制税率的情形；中智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将比照智意税收协定增加一项适用 5%

限制税率的情形，即因经常并主要在被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或证券而产生的利

息。同时，在适用最惠国待遇后，中智税收协定议定书第十条第一款所提及的“第十一

条第二款第（二）项”现应当被理解为是指新的“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四）项”。《公

告》还明确，中智税收协定第十一条（利息）第二款和中智税收协定议定书第十条第一

款应当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依据《公告》新表述执行。 

阅读原文 

9. 国税总局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相关问题\2018-7-5 

近日，国税总局发布《关于明确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管理相关问题的公告》，自 7 月 5

日起施行。《公告》对税总发[2017]103 号文中涉及国税、地税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明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6/t20180629_340526.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9ea467e-96eb-4ba6-9cf9-1a6ba8c4170e&prid=f8ad8062-c7fb-47bb-8ac2-f053f0440ce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99&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0ba610ce-2d93-4f08-95ed-6521856a302c&prid=f8ad8062-c7fb-47bb-8ac2-f053f0440ce9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88499&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0ba610ce-2d93-4f08-95ed-6521856a302c&prid=f8ad8062-c7fb-47bb-8ac2-f053f0440ce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806/20180602761078.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806/20180602761078.s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6524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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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一是跨区域涉税事项各环节信息通过信息系统在机构所在地和经营地的税务机关之

间传递。二是跨区域经营前履行报告义务时向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填报报告表。三是

跨区域经营报验时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办理。四是跨区域经营延期时向经营地或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五是跨区域经营结束时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填报反馈表。六是后

续管理中，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要设置专岗负责接收经营地的税务机关反馈信息。七

是同步修改了《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和《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两个附件。 

阅读原文 

10. 国税总局修改《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式样\2018-7-3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修改〈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式样的公告》，自

2018 年 7 月 5 日起施行。《公告》明确，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依法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告其银行账号时，使用修改后的《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下称《报告表》）。

《报告表》将填表说明部分“本表一式三份，分别报送国税、地税主管机关一份，纳税

人留存一份”的表述中“分别报送国税、地税主管机关一份”改为“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一份”。根据《公告》，国税机构和地税机构合并前，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全国统一税收执法文书式样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阅读原文 

 

 其他监管领域 

11. 《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国标征求意见\2018-7-6 

近日，全国电子业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出《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规范（征

求意见稿）》，面向有关单位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8 月 20 日。《征求意见稿》规

定了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网上监测的术语和定义、程序及要求。其适用于行业协会、

第三方机构和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的网上监测活动，也适用于政

府相关部门对电子商务交易产品质量的监管。根据《征求意见稿》，电子商务交易产品

质量网上监测主要程序涵盖质量风险确认、监测计划制定、网上采样、样品检验、质量

监测结果评价与处理、监测管理评价与改进。质量监测计划包括基本内容、抽样计划、

采样方式、质量监测结果及风险等级确定。 

阅读原文 

12. 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18-2020 年）》\2018-7-6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计划》提出，

到 2020 年电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完善，电力安全责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65286/content.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08050&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6df84d25-16d3-431d-853b-b0e90e0fb3a4&prid=f84d06a1-615b-47af-8744-7008353f2d70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08050&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6df84d25-16d3-431d-853b-b0e90e0fb3a4&prid=f84d06a1-615b-47af-8744-7008353f2d70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65223/content.html
http://www.sac.gov.cn/sgybzeb/sytz_2175/201807/t20180706_342640.htm
http://www.sac.gov.cn/sgybzeb/sytz_2175/201807/t20180706_342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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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体系更加科学严密，电力安全监管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电力安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

力取得明显进步，电力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坚决遏制各类事故，防止对社会造成

重大影响事故，实现电力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进一步下降，确保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据此，《计划》确立“防范人身安全事故”等八项主要任务

以及“安全文化引领工程”等八个重点工程。其中，《计划》明确，加强全方位网络安

全管理，落实企业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责任制，健全企业网络安全组

织体系。 

阅读原文 

13. 两部门发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2018-7-6 

日前，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细则》规范了专家对申请从事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技术条件和技术能力进行评审的活动，分为正文部分和 5 个附件。正文部分是一

般性规定；5 个附件包含《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评分标准》等内容。《细则》

针对污染物性质鉴定、地表水和沉积物、空气污染、土壤与地下水、近海海洋与海岸带、

生态系统和其他环境损害鉴定等 7 个鉴定类别，分别提出鉴定机构和人员登记准入的

具体要求和条件。《细则》还明确了鉴定人相关专业、相关工作经历等要求，以及环境

损害各个鉴定类别的执业范围、鉴定人学历或职称专业目录、鉴定人专业能力所涉及的

领域等。 

阅读原文 

14. 国家发改委对《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2018-7-5 

近日，国家发改委起草了《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于 8 月 4 日。《征求意见稿》共 9 章 44 条，涵盖投资方向、燃

油汽车整车投资项目、纯电动汽车整车投资项目、其它投资项目、项目核准与备案管理、

项目监督管理、产能监测与预警等内容。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在中国境内的汽车投资项

目。《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建独立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目，不得在有“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 3 种情况之一的省份建设。《征求意见稿》规定，

对涉及产业安全的重大汽车新建项目、兼并重组和股权变更项目，有关部门应按规定及

时进行反垄断审查。涉及外商投资的，还应按规定进行安全审查。 

阅读原文 

15. 商务部规范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工作\2018-7-5 

日前，商务部办公厅印发《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指南（试行）》。根据《指南》，

重要产品包含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

产品等种类。国家根据需要适时调整重要产品种类目录。各地依据国家重要产品种类目

http://www.nea.gov.cn/2018-04/28/c_137143344.htm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18-07/06/tzwj_21825.html
http://www.ndrc.gov.cn/yjzq/201807/t20180704_891803.html
http://www.ndrc.gov.cn/yjzq/201807/t20180704_891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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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结合地方实际，确定纳入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产品类别及下级分类目录，须与上一

级主管部门对接一致。《指南》提出，行业组织、大型龙头企业、电商企业等建设的市

场化第三方追溯平台，可按业务覆盖范围与当地省（市）平台或国家平台主管单位申请

对接。鼓励各地充分利用、整合现有政务信息化资源，采取政企共建、政府购买服务等

多种方式，集约化设计和建设追溯管理平台。 

阅读原文 

16. 全国股转公司修订临时公告格式模板\2018-7-4 

日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修订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临

时公告格式模板》，并发布公告。《格式模板》自 7 月 14 日起实施。公告明确，挂牌

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按照《格式模板》编制临时报告，临时报告不属于已制定

格式模板范围的，应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编制，必要时可参考相关公告格式模板的要求。公告指出，如相关人员对临时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格式

模板》包括《挂牌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格式模板》等 34 号临时公告格式模板。 

阅读原文 

17. 交通部加强进口船舶等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2018-7-4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强国（境）外进口船舶和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从事国内

水路运输管理的公告》，有效期 5 年。《公告》明确，为提高国内船舶运力供给质量，

促进水运安全绿色发展，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等

有关要求，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申请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进口船舶和中国籍国际航

行船舶，其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量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73/78）附则Ⅵ规定的 TierⅡ排放限值要

求。《公告》要求，有关船舶检验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和水路运输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责

认真把关，加强对进口船舶和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监督管理。 

阅读原文 

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国标征询意见\2018-7-4 

近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出《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处理（征求意见稿）》，

面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7 月 27 日。《征求意见稿》规定了水处理排污

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的基本情况填报要求、许可排放限值确定、实际排放量核算、

合规判定方法以及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环境管理要求，提

出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其适用于指导水处理排污单位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填报相关申请信息等。《征求意见稿》规定，排污单位应按本标准要求，在排污许可

http://www.zyczs.gov.cn/html/guowuyuanxinxi/2018/7/1530586957246.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29097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1cb416ed-bcf9-4304-a5f9-60ff8fd70720&prid=1298e37b-40ad-409e-bdfc-5c666df00148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29097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1cb416ed-bcf9-4304-a5f9-60ff8fd70720&prid=1298e37b-40ad-409e-bdfc-5c666df00148
http://www.neeq.com.cn/notice/200004300.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00478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7baf32d-964f-4939-bba7-32b06ecf0b31&prid=1e37af7d-cbf9-468e-b27d-489e94f790fd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004785&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7baf32d-964f-4939-bba7-32b06ecf0b31&prid=1e37af7d-cbf9-468e-b27d-489e94f790fd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syj/201807/t20180703_3042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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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管理信息平台申报系统中填报相应信息表。填报系统未包括的、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规定应填报或排污单位认为需要填报的，可自行增加内容。 

阅读原文 

19.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实施规则》发布\2018-7-3 

日前，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

实施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规则》适用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应符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网

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第一批）〉的公告》中相应的范围要求描述。《规

则》明确，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递交认证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认证机构对

资料进行初审，确定认证委托人提交资料满足要求后，受理该申请。对认证委托人提交

的资料和文档，根据相关标准和/或该产品的技术规范进行审核。《规则》还指出，认

证机构负责对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通过认证决定的，由认证机构

对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证书有效期 5 年。 

阅读原文 

20. 应急管理部对新版《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征求意见\2018-7-3 

近日，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发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2018 版）》，

现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至 7 月 30 日。《裁量标准》涵盖综合类、中介服务类、

非煤矿山类、危险化学品类、烟花爆竹类和其他类。其中，综合类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裁量基准”等五方面；非煤矿山类包含“《非煤矿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相关规定裁量基准”等六方面；危险化学品类包括“《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裁量基准”等八方面。对于每一类别，《裁量标准》均

列出了违法行为、法律规定、处罚依据、裁量基准等内容，进一步细化了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标准。 

阅读原文 

http://www.mep.gov.cn/gkml/sthjbgw/stbgth/201807/t20180704_446072.htm
http://www.cnca.gov.cn/xxgk/ggxx/2018/201807/t20180702_56737.s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4431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58b7b23-5a44-44f8-90da-6408340dfcb6&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4431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58b7b23-5a44-44f8-90da-6408340dfcb6&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7925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fbb37c7-4bd6-4714-8612-20357bf678c9&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879256&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dfbb37c7-4bd6-4714-8612-20357bf678c9&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36994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cecce3b7-891e-4075-8055-ffeb6f8df099&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36994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cecce3b7-891e-4075-8055-ffeb6f8df099&prid=67c36706-e790-4714-9085-7014779fc55e
http://www.chinasafety.gov.cn/hd/zqyj/201807/t20180703_217426.shtml
http://www.chinasafety.gov.cn/hd/zqyj/201807/t20180703_2174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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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之 建立健全“四梁八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金融资本 

——财政部负责人就学习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作出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是党和

国家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和治理的重要基础工作。日前，财政部负责人就《意见》的有关

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出台《意见》的相关背景如

何？ 

答：党中央、国务院对完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善各

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

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

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

止国有资产流失”；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现代

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

革，抓紧修改完善金融基础法律，推动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要求，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统筹规划国有金融资本战略布局，保持对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制力；理顺国有金

融资本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出资人代表职

责，完善国有金融机构授权经营体系和责

任追究机制；强化国有产权监管，实现保

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地方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出台《意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改革

举措。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

求和国务院有关部署，财政部会同中央组

织部、中央财办、中央编办、人民银行、

原银监会、证监会、原保监会等 12 家单

位在广泛调查研究和深入征求地方部门和

金融机构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意

见》（送审稿）。《意见》（送审稿）已

先后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

过。2018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实施。 

 

问：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有什么重

要意义？ 

答：国有金融资本属于国家所有即全

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国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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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金

融机构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支柱，是促进经济和

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财政部以管资本为主，积极

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地方政府

积极探索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模式，推动了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建

立；国有金融资本基础管理、金融企业绩

效评价和薪酬管理、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

算等管理制度日趋健全；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逐步从“行政化”方式向“市场化”方

式转变，更加注重和强调“管资本”；国

有金融机构改革深入推进，盈利能力和经

营业绩明显提升。 

但也要看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依然

存在管理职责分散、权责不明、授权不

清、布局不优，以及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法治建设不到位等问题和矛盾，同时，一

些国有金融机构党的建设弱化，党组织在

公司治理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在当前

形势下，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的必然要求，是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高国有金融企业竞争力的

迫切需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

设的重要保障。 

 

问：《意见》提出完善国有金融资本

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建

立健全国有资本管理的“四梁八柱”，理

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增强国有机构

活力与控制力，更好地实现服务实体经

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基

本任务。一是法律法规更加健全。制定出

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法律法规，明晰出资

人的法律地位和职责边界。二是资本布局

更加合理。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提

高国有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做到有进有

退，有效发挥国有金融资本在金融领域的

主导作用。三是资本管理更加完善。规范

委托代理关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方

式，强化资本管理手段，提高管理的科学

性、有效性。四是党的建设更加强化。强

化党对国有金融企业的领导，巩固党组织

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发挥党组织的

领导作用。 

 

问：国有金融资本的概念是什么？界

定的范围包括哪些内容？ 

答：国有金融资本是指，国家及其授

权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对金融机构出资所

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凭借国家权

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

应享有的权益，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一并纳入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按照以

上范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国有金融资

本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

向金融机构出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

权益；主权财富管理（投资）机构向金融

机构出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

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机构，所

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如证券期货

外汇交易场所、金融交易清算结算及征信

类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资产

登记托管等金融基础设施企业形成的国有

金融资本等；金融或非金融国有企业投资

其他金融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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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意见》就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提出了哪些政策措施？ 

答：《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聚焦制约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问题和

障碍，提出了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国

有金融资本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

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金融资本所有权。

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分别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同时，《意见》

第一次明确国务院、地方政府分别授权财

政部、地方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

资人职责。加强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

理，统一规制、分级管理，各级财政部门

依法依规履行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责。各

级财政部门承担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

职责的主体责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资产

管理，根据需要，也可以分级分类委托其

他部门、机构管理国有金融资本。《意见》

强调，要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利，赋

予国有金融机构更大经营自主权和风险责

任。二是优化国有金融资本配置格局。合

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

等行业的比重，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向重要

行业和关键领域、重要基础设施和重点金

融机构集中，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现战

略性、安全性、效益性目标的统一。三是

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健全国有金

融资本基础管理制度，加强金融机构国有

产权流转管理；落实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制度，规范国家与国有金融机构的

分配关系；严格国有金融资本经营绩效考

核制度，实行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健全

国有金融机构薪酬管理制度；加强金融机

构和金融管理部门财政财务监管，维护国

有金融资本权益。四是促进国有金融机构

持续健康经营。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金融机构整体改制上

市；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国有金

融机构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动

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督促

防范风险。五是加强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

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坚持党

建工作“四个同步”，把加强党的领导和

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加强领导班子和

人才队伍建设，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规范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到金融机构从业行为，杜绝里应外合、

利益输送，防范道德风险。六是协同推进

强化落实。加强法治建设，加强协调配

合，严格责任追究，加强信息披露。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情况要全口径向党中央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既要报告中央层面的

情况，也要报告地方层面的情况，具体报

告责任由财政部承担。 

 

问：为什么要加强对国有金融资本的

集中统一管理？ 

答：加强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

理，明确由财政部门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

资人职责，是坚持问题导向，实现国家财

权统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选择，

可有效解决由于管理职责分散造成的国有

金融资本整体战略布局缺乏、激励约束机

制难以健全等问题。当前国有金融资本管

理制度不健全，法律依据缺失；一些国有

金融机构和地方落实管理制度不力，基础

管理、经营预算管理、绩效考核、薪酬管

理和财政财务监督等各方面存在短板。加

强国有金融资本统一管理，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

改革举措，是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提升管

理效能的重要体制机制保障，有利于明确

理顺部门管理责任，更好促进国有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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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和放大国有金融

资本功能，保障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问：如何理解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履行

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答：根据中央编办关于金融类企业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和此前财

政部“三定”规定，财政部按规定管理国

有金融资产。近年来，财政部以“管资

本”为主，从产权登记、评估、转让等基

础管理，到保值增值、绩效评价、薪酬管

理、经营预算、通过派出股权董事行使出

资人权利等各有关方面，不断完善管理制

度，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国有金融资本

管理体系。但是，从法律地位和权责匹配

看，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缺少明确授

权，管理权责边界不清晰，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

《意见》明确提出，国务院授权财政部履

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有利于压实

部门管理责任，明晰委托代理关系，完善

授权管理体制，更好地管好用好国有金融

管资本。 

需要说明的是，财政部履行国有金融

资本出资人职责，将合理界定出资人职责

边界，不缺位、不越位，更加强调通过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

强市场化、法治化管理，建立健全激励约

束机制，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活力。 

 

问：如何理解地方财政部门根据本级

政府授权，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

责？ 

答：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央编办

此前明确的职责分工和财政部有关文件等

规定，地方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按照“统一

规制、分级管理”的原则，由财政部门依

法履行职责。但从执行看，地方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模式多样，规则标准差异大，管

理制度不系统。部分地方金融机构盲目扩

张，追求多牌照，存在脱实向虚等不少隐

患。从规范产融结合、维护金融安全、防

范金融风险角度看，须对金融企业和非金

融企业国有资本实施独立、分开管理，在

这两类企业之间建立“防火墙”机制。同

时，根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

府金融办将履行属地金融监管职责，《意

见》明确由地方财政部门履行地方国有金

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有利于厘清地方金融

监管部门和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权责，

更好地发挥金融体制改革的协同效应。 

 

问：如何理解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出

资实施资本穿透管理？ 

答：《意见》要求遵循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以公司治理为基础，以产权监管

为手段，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出资实施资

本穿透管理。一是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分

级管理责任，按照穿透原则，对中央和地

方各级国有金融机构，加强国有金融资本

投向等宏观政策执行情况监督，严格落实

国有金融资本基础管理制度。二是国有金

融机构母公司须加强对集团内各级子公司

的资本穿透管理，严格股东资质和资金来

源审查，确保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层层

落实到位。对国有金融机构股权出资实施

资本穿透管理，有利于加强国有资本监

管，防范内部人控制，促进规范资本运作

和提高资本回报。同时，在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大背景下，对资本实施穿透监管有利

于全面掌握国有金融资本流动情况，监测

国有股东权益的变动趋势。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25 - 

需要说明的是，实施资本穿透管理，

主要从国有产权流转方面来进行全流程监

管，是在尊重公司治理的前提下进行，与

分层授权、分层决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

矛盾，不干预公司自主经营、不改变决策

结构。 

 

问：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对国

有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上有何区别？ 

答：财政部门作为履行国有金融资本

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其出资人职责与金融

监管部门的市场监管职责，在出发点、最

终目的和作用机制等方面都不相同，不能

混淆。出资人职责主要是对国有金融资本

行使的出资人职权和承担保值增值等责

任。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对各类所有制

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管风险、管

法人、管准入”，以实现合规和审慎监管

的要求。金融监管部门承担着重要的市场

监管职能，若同时履行部分金融机构的出

资人管理职责，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权威

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容易导致道德风

险。为避免利益冲突，应合理界定并厘清

出资人职责与金融机构市场监管的边界，

明确分离市场监管与出资人职责。 

需要说明的是，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

资人职责的机构要与金融管理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中央

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各级财政部门以及

地方政府不得干预金融监管部门依法监

管。 

 

问：近期，财政部对贯彻落实《意见》

有哪些具体安排？ 

答：贯彻落实好《意见》，全面完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是财政部门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财政部门将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金

融企业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重

大部署，切实发挥牵头抓总职责，依法依

规管住管好用好、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金融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

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一是

统筹协调推落实。抓紧牵头明确落实《意

见》的施工图、时间表和责任单位，细化

目标任务、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加强国有

金融资本管理顺利推进、取得实效。二是

建 章 立 制 上 水 平 。 按 照 “1+N” 的 思

路，制定出台《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条例》，

研究建立统一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制

度，明确出资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出

台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一系列配套制

度。三是切实加强资本管理。不断提高管

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水

平，形成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国有金融

资本管理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发展、造

福人民。四是加强股权董事“实质化”管

理。对股权董事的责权利形成制度约束，

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和优

化，巩固改革成果。五是扎实做好国有金

融资产全口径专项报告工作。根据国务院

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

的安排，2018 年 10 月份将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口头报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包括总体资产负债、国有金融资本投

向布局和风险控制、国有金融企业改革、

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处置和

收益分配、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企业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财政部将认真做

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专项报告各项工作，

接受全国人大的审议和监督。 

来源：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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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市场监管总局：企业名称自主选择权放宽】在 7 月 5 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座

谈会上，市场监管总局透露，今年将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全国统一验证管理，拓宽跨领域

联网应用范围。同时，推进企业名称登记制度改革，放宽企业名称自主选择权，除特别

规定外对企业名称不再实行预先核准。（中国政府网） 

2. 【定向降准扶持小微资金不会流向楼市股市】7 月 5 日起，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并要求邮政储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商行等中小

银行应将降准资金主要用于小微企业贷款，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目前 M2 增速处于一个历史低位，同时近期社会融

资总规模增速也在放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实施定向降准总体还是体现一个稳健政策。

相比较今年之前两次定向降准，本次定向降准更倾向于对小微企业的投入，更加精准的

进行信贷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中国经济网） 

3. 【证监会：拟放开外国人 A 股证券账户开立 先向两类人员开放】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

上报了《关于进一步放开外国人 A 股证券账户开立政策的请示》，已获国务院原则同

意。证监会 7 月 8 日就《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稳妥有序、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工作原

则，此次主要是放开以下两类人员在境内开立 A 股证券账户：一是在境内工作的外国

人；二是 A 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作并参与股权激励的外籍员工。（财经网） 

4. 【证监会开出首张公司债欺诈发行罚单】证监会决

定对五洋建设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

4140 万元；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合计罚款

254 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志樟采取终身

市场禁入措施。以上主体涉嫌刑事犯罪的，证监会

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证券日报之声） 

5. 【央行屏蔽火币、币安等交易平台 支付宝关闭 3 千个相关账号】央行针对相关非法金

融活动的新变种与新情况，会同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清理取缔措施：一是组织

屏蔽“出海”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截至 2018 年 5 月，110 个网站（包括火币网、币安

网等交易平台）已被屏蔽；二是从支付结算端入手持续加强清理整顿。多次约谈财付通、

支付宝等非银行支付机构，要求其严格落实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的要

求。目前支付宝排查并关闭了约 3000 个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账户；三是果断打击 ICO

冒头及各类变种形态。密切监测、加强研判，打早打小、防患于未然，向市场传递更为

明确的监管信号；四是积极进行风险提示与舆论引导。会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通过多

种渠道和形式提示民众高度警惕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风险与危害；五是对于各类伪虚拟

货币以及相关的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活动，积极支持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

据公安机关统计，近年来共立案侦办虚拟货币类违法犯罪案件近 300 余起。（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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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 6 日 12:01 正式实施】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

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 6 日 12:01 开始正式实施。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 5 日在回答媒体关于中国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实施时间时

表示，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018 年第 5 号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措施将在美方的加征关税措施生效后即行实施。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消息，美国于当地时间 7 月 6 日 00:01（北京时间 6 日 12:01）起对第一批清单上 818

个类别、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

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中国新闻网） 

7. 【税延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银保监会官网 6 日发布《个人税收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规范税延养老保险资金运用行为,实现资

金的安全稳健运作和长期保值增值，促进税延养老保险试点持续健康发展。银保监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是实现税延养老保险资金安全稳健运

作和长期保值增值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保险机构应建立税延养老保险资金运用的组

织架构、管理制度和内控流程,建立风险管理机制，重点关注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投资

策略偏离风险、流动性风险等,保护好参保人利益。（中国青年报） 

8. 【泰国已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 8 日中午说，泰国

警方及有关部门已经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

调查，中方也将参与相关调查。普吉府警察局局长

提拉蓬表示，警方初步调查确定失事船只的两名船

长为嫌疑人，对事故负主要责任。当地有关部门已

经起诉两名涉事船长，“凤凰”号船长被诉因疏忽

造成他人死亡，“艾莎公主”号船长被诉因疏忽造

成他人身心受损害。（新京报） 

9. 【明年起将在全国推广刷证进站】近日，“智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周年论

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宣布，2018 年四季度，电子客票将试点运营。届时，在部分试

点线路上，乘客或可实现“刷手机”“刷身份证”直接进站乘车，无需换取纸质车票，

明年将在全国高铁推广。（中国新闻网） 

10. 【国家医保局：开展准入谈判 专项招标采购 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随着抗癌药新规逐

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

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人民日报） 

11.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意见》从四个

方面提出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政策举措。一是优化进口结构促进生产消费

升级。支持关系民生的产品进口，适应消费升级和供给提质需要，支持与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日用消费品、医药和康复、养老护理等设备进口。完善免税店政策，扩大免税品

进口。增加有助于转型发展的技术装备进口，增加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进口。二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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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多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的作用，将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进与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三是积极发挥多渠道促进作用。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加快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加快推进汽车平行进口试点。

四是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大力培育进口促进平台，培育形成一批示范带动作用

突出的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财经网） 

12. 【北京发改委：上调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0.35 元/立方米 下调非民用天然气价

格】北京发改委下发通知称，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

7 月 10 日起调整本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北京发改委另下发通知称，下调本

市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其中，工商业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7 元/立方米；发

电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2 元/立方米；其他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下调 0.01 元/立方米。

（环球市场播报） 

13. 【油价创年内最大涨幅，加满一箱多花 10.5 元】7 月 10 日 24 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

窗口将再次开启。此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上调 270 元、柴油上调 260 元。折

合 90 号汽油每升上调 0.20 元，92 号汽油每升上调 0.21 元，95 号汽油每升上调 0.22

元，0 号柴油每升上调 0.22 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 号

汽油将多花费约 10.5 元。（财经网） 

14. 【国资委召开央企降杠杆减负债工作推进会】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降杠杆

减负债工作推进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降杠杆减负债，加强管控、守住底线，坚决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证券日报之声） 

15.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全面启动 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国务院关于开

展 2018 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通知日前发布。根据通知，在全面督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

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目标任务的基础上，重点督查六方面工作。通知提出，严厉

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情况。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

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情况。（证券日报之声） 

16. 【小米上市首日开盘破发：小米集团开盘跌 2.35%，

报 16.6 港元，跌破 17 港元发行价】7 月 9 日，小米

集团（01810.HK）正式在港交所主板挂牌，成为港股

市场首家执行“同股不同权”机制的上市公司。虽然

已经按照询价下限进行定价，但上市首日开盘，小米

依然跌破了 17 港元的发行价。当天，小米集团以 16.6

港元的股价开盘，较发行价 17 港元下跌 2.35%，集合竞价时段成交 2.3 亿港元。（央

视财经）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29 - 

法 律 观 察 

之 “以人民群众可见、可知、可信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答记者问 

 

为了切实贯彻司法公开原则，保障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平等参与、知情表达等

项权利，推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工作的规范化、制度

化，最高人民法院日前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

规定》（以下简称《质证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负责人为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 

记者：本规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

是什么？ 

负责人：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赔偿法》完善了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审理程序，增加了质证作为书面审理的补

充，确定了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

举证责任，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调查

取证、听取陈述申辩、进行质证等法定职

责，改变了以往国家赔偿审理程序相对封

闭，审理方式相对单一的特点。根据国家

赔偿法的修改，以本规定进一步细化质证

程序事项，明确相关证据规则，是国家赔

偿审判工作加大司法公开，提升司法公信

力的关键举措，有利于增强国家赔偿程序

的正当性和公开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查

明案件事实，有利于保障赔偿请求人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确保人民法院在

每一个国家赔偿案件中，以人民群众可

见、可知、可信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2002 年就已将质

证作为国家赔偿审判方式改革的切入点，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2006 年起，各

级人民法院对疑难、复杂、争议较大的国

家赔偿案件一律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当前，质

证程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

理国家赔偿案件特别是非刑事司法赔偿

案件的主要方式，一些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比

例已达 100%。与此同时，不少人民法院

反映，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

时，更多的困惑来自相关证据规则的不

足。有鉴于此，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

的相关规定，依法规范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迫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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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有必要出台质证程序及相关证据规则

的司法解释。 

本规定的调整对象是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参与质证程序各方的行为以及各

方之间的程序法律关系，其直接法律依据

是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等

条文，主要包括质证的程序事项和相关证

据规则的内容：一是明确质证程序的适用

范围，对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

等有争议，经书面审理不能解决的国家赔

偿案件，适用质证程序审理。二是强调公

开质证原则，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

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质证应当

公开进行。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强调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在质证

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四是规范质证的

程序事项，对组织质证主体、参加质证人

员、质证通知、质证准备、质证内容、质

证顺序、质证记录、延期质证、质证效力

等作出规定。五是细化举证责任分配内

容，坚持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其

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

原则，并根据国家赔偿案件的特殊情形规

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特别举证责任。六是确

立举证时限制度，对举证期限、延期举证

以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七是

坚持证据裁判规则，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指导思想 

记者：制定本规定遵循的指导思想是

什么？ 

负责人：在本规定起草过程中，我们

主要坚持以下几项指导思想： 

一是严格遵循立法精神。我们从质证

程序及其相关证据规则的基本目标和主

要功能出发，立足于国家赔偿法相关法律

条文，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沟

通与交流，严格按照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原

意及修法精神设计相应条款，确保本规定

内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和规范

要求。 

二是强调权利救济理念。我们从国家

赔偿法是宪法相关法、权利救济法和国家

责任法的定位出发，注重落实宪法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强调权利救济理

念。在具体条款设计上，强调对处于弱势

地位的赔偿请求人的权利保障，注重规范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

国家赔偿案件，突出对义务性规范和限制

性条款的救济设置，确保赔偿请求人顺畅

行使权利，充分表达诉求。 

三是提升程序的正当性。我们积极贯

彻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及修法

精神，在总结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

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工作经验基

础上，对质证的程序事项作出统一规范。

强化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其他质

证参加人参与程序的要求，其目的在于扩

大国家赔偿审理程序的参与度，提升国家

赔偿审理程序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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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注重吸收各方面意见。在本规定

起草过程中，我们注重听取、征求各方面

意见。其中，包括听取各级人民法院国家

赔偿业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听取来自专

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征求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及其他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的意见和建议。兼收并蓄，数易其稿，

对本规定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确保内容准

确、妥当并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五是规范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工作。我

们着眼于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工作科学发

展的需要，注重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

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程

序和具体工作加以统一、规范，以期提高

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工作水平，更好地保障

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 

 

适用范围 

记者：本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有何特

点，书面审理与质证审理，以及质证与听

证之间的关系如何？ 

负责人：本规定总结实践经验，在国

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

件程序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基础上，

对质证程序适用范围作出进一步明确。 

第一，关于书面审理与质证审理。在

司法实践中，质证已成为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特别是非刑事司

法赔偿案件的主要审理方式，司法实践的

有益经验应予肯定。本规定明确对侵权事

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等有争议，经书

面审理不能解决的国家赔偿案件，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可以适用质证程序审理，从

而确定了书面审理方式和质证审理方式

之间的适用关系。对于事实没有争议、只

涉及法律适用的可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对

于事实有争议的原则上均应当采用质证

审理方式。 

第二，关于质证与听证。2010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质证以

前，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不少相关经验，

一些高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在辖区内试

行质证的规范性文件，但当时将质证统称

为听证。2010 年国家赔偿法修改施行后，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

件程序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办理自赔案件程序的规定》和本规

定，正式区分了质证与听证。本规定中，

质证程序的适用前提是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居中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质证双方是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听证程序的

适用前提是赔偿义务机关办理自赔案件，

必要时可以组织赔偿请求人、原案件承办

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听证。 

 

质证程序的透明度和正当性 

记者：本规定在提升质证程序的透明

度与正当性方面有哪些原则性规定？ 

负责人：质证制度体现了司法公开公

正的要求，有利于澄清事实和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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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规范司法裁量权，有利于增强赔偿

决定的可接受度，确保正义以看得见的方

式实现。为提升质证程序的透明度与正当

性，本规定主要从以下方面作出了规定： 

第一，关于公开质证。本规定明确质

证以公开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

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质证应当

公开进行。三大诉讼法均根据宪法规定了

公开审理原则，国家赔偿审判亦属于人民

法院主持进行的审判活动，应按照宪法要

求确立公开质证的原则，通过司法公开促

进司法公正，实现国家赔偿法保障人权、

规制公权的宗旨。本规定还根据国家赔偿

案件的特点，规定了可以不公开质证的情

形，适用条件是一方提出，对方同意，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查决定不予公开质

证，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意思自治。 

第二，关于质证双方的平等法律地

位。在国家赔偿司法实践中，一些赔偿义

务机关对于与赔偿请求人进行质证，仍存

有不正确的认识。为此，本规定重申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对赔偿请求人

与赔偿义务机关在质证活动中的平等法

律地位作了宣示性规定，规定赔偿请求人

与赔偿义务机关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

避申请，提供证据，申请查阅、复制本案

质证材料，进行陈述、质询、申辩，并应

当依法行使质证权利，遵守质证秩序。 

第三，关于拒不参加质证的法律后

果。为最大程度地寻求救济赔偿请求人权

利和维护纳税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点，实现

国家赔偿的实质正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经通知无正当

理由拒不参加质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

出质证的，视为放弃质证，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和对方意见认

定案件事实。本规定在拒不参加质证的法

律后果上有别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

的相关做法，对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

关一律规定了类似于缺席判决的效果，做

到既能督促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参

加质证，又能实现国家赔偿法救济私权和

规制公权的宗旨。 

 

质证程序具体规定 

记者：本规定在规范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提

高工作要求等方面有何具体规定？ 

负责人：本规定总结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

实践经验，对组织质证主体、参加质证人

员、质证通知、质证准备、质证顺序、质

证记录、延期质证等作出了规定。 

第一，关于组织质证主体和参加质证

人员。本规定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要求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指定审判员组织

质证，对于组织质证的审判员人数以及是

否采取合议庭形式未作限定，具体视各级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人员配备以及案件

情况而定。根据本规定，质证双方为赔偿

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其他质证参与人

包括复议机关、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

对于复议机关，我们认为其作为赔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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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的上级机关，是国家赔偿审理前置程

序中的裁决者，对其作出复议决定的事实

和法律依据负有说明责任，故规定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复议机

关参加质证。 

第二，关于质证的程序事项。我们充

分借鉴了三大诉讼的立法成果，结合国家

赔偿司法实践，对质证的程序事项作出了

规定，使质证程序更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和

国家赔偿工作的司法规律。首先，关于质

证通知。本规定明确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在质证三日前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

机关和其他质证参加人，决定公开质证

的，应当在质证三日前予以公告。在一些

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中，需要通过质证向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原职权行为的工作人

员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情况，查清案

件事实，为此，我们作出了必要时可以通

知上述人员参加质证的规定。其次，关于

质证准备、质证顺序、延期质证。质证程

序类似于诉讼法上的庭审程序。我们参照

三大诉讼法，对质证准备、质证内容、质

证顺序、延期质证作出了规定。在质证顺

序的规定上，鉴于实践中存在不同案件的

质证参加人诉讼能力差距较大，审理的繁

简难易程度差距较大，是否可以在质证程

序中进行调解亦有不同，应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灵活掌握质证活动的环节，我们对质

证的一般顺序作出规定，但未作强制性要

求。在延期质证的规定上，为保证质证活

动的正常进行，我们对可以延期质证的事

由加以适度限定，例如，明确规定赔偿请

求人、赔偿义务机关不能参加质证而延期

质证的，必须是因为不可抗拒的事由；赔

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临时提出回避申

请而延期质证的，必须具备是否回避的决

定不能在短时间内作出的前提条件。 

第三，关于质证活动的记录。本规定

要求书记员应当将质证的全部活动记入

笔录，质证笔录由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

机关和其他质证参与人核对无误或者补

正后签名或者盖章。我们还根据人民法院

审判实践的经验，规定审判员和书记员签

名的前提为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

其他质证参与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与此

同时，本规定还对质证活动的录音录像作

出了规定，要求具备条件的人民法院对质

证活动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证据规则具体规定 

记者：本规定对与质证程序相关的证

据规则做了哪些具体规定？ 

负责人：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

员会更好地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

案件，同时为将来制定专门的国家赔偿证

据规则做循序渐进的探索，本规定在国家

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对与质

证程序相关的证据规则作出了规定。鉴于

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举证能力较

为悬殊，为保证双方在国家赔偿程序中的

实质平等，我们在举证责任分配、人民法

院赔偿委员会调查取证、妨碍举证的推定

等方面，规定了符合国家赔偿工作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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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规则，以贯彻落实国家赔偿法第一条

规定“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

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

法行使职权”的宗旨。 

第一，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本规定

侧重于从结果意义规定举证责任，将不同

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

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之间进行分

配。首先，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是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其主张的

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其次，规

定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赔偿义务机

关在特殊情形下应对合法性、过错、因果

关系等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此外，

还强调赔偿义务机关对其提出的抗辩事

由负有举证责任。 

第二，关于举证时限。本规定确立了

举证时限制度，针对国家赔偿司法实践中

存在证据随时提出，影响质证乃至审理活

动正常进行的现象，对举证期限、延期举

证以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作出了规定。 

第三，关于证据裁判原则。未经质证

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

三大诉讼都遵循的证据裁判原则，这也是

人民法院居中裁判一切案件的基本准则。

我们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了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可以进行质证，该规

定属于授权性规定，涵括了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决定是否进行质证和如何确定质

证效果的授权；如不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不能体

现法律的正当程序，也不能有效规范拒不

参加质证的行为。为此，我们在本规定明

确，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原

则上只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依据。 

此外，本规定还根据国家赔偿案件的

特点，对与质证程序相关的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调查取证、证据交换、自认、免证

事实、妨碍举证的推定、认证原则等进行

了规范。 (张先明)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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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务 聚 焦 

之 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的审查与判断（上） 

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与电子证据的联系日益紧密，电子证据在知识产权

诉讼中广泛使用，但实践中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有鉴于此，笔者

拟从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含义入手，分析了电子证据相对于传统证据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和特点。在此基础上，根据知识产权司法实践的情况，从电子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

以及证明力的判断三个方面进行重点探讨。 

 

电子证据，又称电子数据，由于知识

产权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对其利用和传播

更容易通过电子形式实现，尤其在信息

化、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与电子数据的

联系更为密切。根据相关调研显示，从中

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近三年约 5000 份

知识产权民事判决书进行统计，约 89% 

的案件使用了电子证据。其中，著作权纠

纷案件使用电子证据的比例最高，高达 

97% ；其次是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约

占 82% ；再次是商标权纠纷案件，约

占 76%。[1]由此可见，电子证据在知识

产权诉讼中的使用非常普遍。但由于我国

没有专门的知识产权诉讼证据规则，三大

诉讼法关于电子数据的规定相对原则，且

电子证据种类多、变化快，导致司法实践

中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标准不统一。

裁判标准的统一性、稳定性、可预期性是

司法裁判发挥规范、指引作用的基础，也

是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中赖以发挥主导作

用的主要根据。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我

国关于电子证据的现行立法规定对知识产

权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审查与判断的

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相关问题的解

决和审查判断规则的统一提供参考。 

 

对电子证据的基本认知 

电子证据作为独立证据类型的法律地

位，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上均有体现。《民

事诉讼法》第 63 条第 5 项、《刑事诉讼

法》第 48 条第 8 项及《行政诉讼法》第

33 条第 4 项分别对此予以规定。关于电

子证据的含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

诉讼法》第 48 条所作的条文释义将“电

子数据”解释为“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

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

录等电子形式的证据。”同时指出“本项

规定的两种证据（包括电子数据），在内

容上可能与前几项规定的证据有重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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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如证人作证的录像，电子版的合同

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

诉司法解释》）第 116 条规定：“电子数

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

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

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

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

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上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电子证据的种类，

同时规定录音、影响资料视为电子证据审

查的条件。总体上，我国现行立法关于

“电子数据”的规定较为概括和原则，对

电子证据的取证、保存、“三性”审查、

证明力认定等规则尚无具体规定，导致司

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对于电子证据的审查和判断，首先要

正确认识电子证据的本质及其特点。掌握

电子证据的本质，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电子

证据与传统证据进行比较。相比于传统证

据而言，电子证据具有虚拟空间性或者数

字空间性。具体来说，传统证据处在物理

空间，是裁判者可以进去打交道的空间；

电子证据则处在由 0 和 1 数字信号量构成

的虚拟空间或数字空间,是裁判者不能直

接进入的无形空间。在这样的空间提取电

子证据，必须借助软硬件电子设备。在此

过程中，电子设备实际上就起到了技术代

理的作用。可见，电子证据是一种必须借

助虚拟的“机器”代理才能认识的证据。

[2]简言之，相较于能够为人直接感知、

触摸和控制的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电

子证据是依靠人的感官无法直接感知的机

读数据。上述特点正是电子证据区别于传

统证据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

电子证据具有技术依赖性、不稳定性、易

篡改性等具体特点。其次要遵循不歧视原

则，不能人为提高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标

准。我国《电子签名法》第 7 条规定：“数

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

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

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民诉司法

解释》第 104 条第 2 款：“能够反映案件

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

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根据。”简言之，一切能证明案

件事实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电

子证据也不例外。此外，电子证据的适用

在不同诉讼程序中是相通的，除了证明标

准不同外，不同诉讼程序关于电子证据的

审查认定规则可以相互参考借鉴。例如，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联合印发、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

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电子

证据类型的划分、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同

一性的审查要点对办理民事案件同样具有

参考价值。[3] 

从知识产权司法实践情况看，关于电

子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以及证明力

的判断是最为突出的问题。结合电子证据

的特点，总结探索适应知识产诉讼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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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规则，是当下知识产权审判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 

 

知识产权诉讼中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基

础问题 

电子证据是否具有真实性是电子证据

审查判断的第一步，也是实践中争议最突

出、最普遍的环节。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容

易受到质疑，根源在于其所具有的前述本

质特征和具体特点。实践中，电子证据不

仅容易受到对方当事人的质疑，也更容易

不为裁判者采信或被赋予更高的证明要

求，且裁判者对相关证据是否采信的说理

普遍不足。对于后一现象，有学者根据对

大量案例的统计分析指出，裁判者对电子

证据的采信呈现出质量不高、堪称混乱的

状况，突出表现为：普遍地不给出明确采

信理由，“不说理”的现象严重；在“说

理”的文书中，不采信的比例偏高；法律

文书中相关理由深入阐述的少，使用“套

话”的多，且不同案件针对同一采信问题

的理由表述存在着许多明显矛盾之处。[4]

通过对相关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的研究发

现，该现象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同样存在。

对电子证据真实性不予采信的理由主要包

括：仅提供打印件或未进行公证；缺乏其

他证据相佐证；系单方出具的网络后台数

据；系取证时间在后的电子证据。有的仅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以举证不充分为

由不予采信，回避对证据真实性的认定。

显然，上述部分不予采信的理由属于人为

提高了对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标准，有

待商榷。 

（一）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态度、依据

及方法 

对于裁判者而言，对于电子证据真实

性的审查，应当保持中立立场，不应因其

本身受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人为地提高认定

标准，既要考虑电子证据的特点，也要遵

循证据真实性审查认定的一般规则。 

由于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案件是民事纠

纷案件和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上述案件的

审理应分别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和行政

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实际上，司法解释

的相关规定已为裁判者审查电子证据的真

实性提供了依据。其中，《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

称《民诉证据规定》）第 65 条规定：“审

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

核认定：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

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

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证

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

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

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诉证据规

定》）第 56 条：“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

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

性：（一）证据形成的原因；（二）发现

证据时的客观环境；（三）证据是否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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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

是否相符；（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

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五）影响

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 

当然，对于上述规定的适用必须结合

个案情况，综合考虑涉案电子证据的表现

形式、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重要程度、对方

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等因素具体确定；可以

结合电子证据的生成、传输、存储以及信

息完整性等情况进行直接认定，也可以根

据当事人自认、鉴定结论、专家辅助人等

进行间接认定。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直

接认定，通常需要从如何形成、如何存

储、如何传送、如何收集以及电子证据是

否完整等方面进行认定。具体而言，对电

子证据“如何形成”的审查包括：电子证

据是否是在正常的活动中按常规程序自动

生成的，生成系统是否受到他人的控制，

系统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如何存储”

的审查包括：存储方式是否科学，存储介

质是否可靠，存储人员是否独立，是否具

有遭受未授权的接触的可能性；“如何收

据”的审查包括：电子证据的收集人身

份，收集人与案件当事人是否存在利害关

系，收集方法是否科学、可靠等；“是否

完整”，主要是指电子证据在最终形成并

被固定化之时到其被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

审查过程中，是否能够确保其所载内容始

终保持完整并未经篡改。[5] 

（二）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注意事项 

1.对电子证据原始载体的审核 

根据《民诉证据规定》及《行诉证据

规定》的前述规定，审查证据真实性首先

要审查有无原件以及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

致。电子证据作为无形的电子信息，其电

子数据的形成、传输、存储、提取均依赖

于特定的载体，该原始载体对于电子证据

即具有类似于“原件”的功能。《行诉证

据规定》第 64 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

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

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

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

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

效力。”《民诉证据规定》第 22 条规定：

“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的，应当

要 求 被 调 查 人 提 供 有 关 资 料 的 原 始 载

体。”因此，在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审查

中，首先要对当事人提交的电子证据赖以

形成、存储的原始载体以及该证据与相关

原始载体上电子信息的一致性进行审查。 

2.对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与实质真实

性的区分与审核 

由于电子证据依赖于技术设备以及容

易被篡改的特点，对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审

查，通常不仅要审查其形式上的真实性，

还要审查其实质上的真实性。所谓“形式

真实性”，是指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在形式

上来源于原始载体或与原件相一致；“实

质真实性”，是指在电子数据内容在形

成、传输以及提取过程中是否存在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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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以及可能性的大小。“形式真实

性”与“实质真实性”的区分，在网络电

子证据的审查中尤为明显。 

例如，当事人欲将某网站的网页内容

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并申请公证机

关对该网页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对于该

当事人以公证书形式提交的网页内容来自

于该网站以及与网站上内容的一致性通常

可以确认，但对于该证据是否具有实质真

实性，即该网站上公开的内容及其公开时

间是否存在篡改可能性或者是否被篡改

过，经常发生争议。在侵害专利权和专利

权无效行政案件中，当被告将网络证据作

为现有设计或现有技术抗辩的证据或者无

效请求人将网络证据作为证明现有设计或

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时，由于该证据在网

络上最早的公开时间至关重要，该证据是

否具有实质真实性通常是案件的争议焦

点。实践中，对于该问题曾存在较大的分

歧。一种颇具典型性的观点认为，网络证

据具有可编辑性，网络上显示的发布日期

之后的取证，不能证明公证书中下载的网

页首次生成时的内容，也不能排除该网页

在被下载之前已经过修改的可能性，故该

种取证方式不能证明发布日期的实质真实

性。在吴树祥与董健飞“水晶烫钻模”外

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中，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简称专利复审

委员会）在被诉决定中即持上述观点，认

为无效请求人提交的网络产品图片不必然

在网页上显示的日期就已经上传，不足以

证明该图片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公开发

布的事实。[6]由于审理法院与专利复审

委员会的观点不同，该案经历了一审、二

审和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裁定中明

确了对该问题的观点，认为：在审查判断

以公证书形式固定的互联网站网页发布时

间的真实性与证明力时，应综合考虑相关

公证书的制作过程、该网页及其发布时间

的形成过程、管理该网页的网站资质和信

用状况、经营管理状况、所采用的技术手

段等相关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对该

公证书及所附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和证

明力作出明确判断。最终未支持专利复审

委员会的观点。[7] 

尽管对于网络电子证据的实质真实性

不宜提出过高的要求，但也不能忽视对其

进行审查。根据实践情况以及当下主流网

站的类型、运作模式，对于网络电子证据

实质真实性的审查，可以主要从以下三方

面着眼，一是证据提交者与网络证据的来

源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即该证据

是否直接来源于其自行经营的网站或者其

与该网站经营者是否存在投资管理、合作

经营、利益关联等利害关系；二是该证据

自身的形成、存储、删改机制，来源网站

在技术属性上属于提供内容服务的非交互

式网站还是提供技术服务的交互式网站，

以及该网站的内部管理机制、用户权限

等；三是该证据来源网站经营者的信誉、

知名度以及经营规范程度。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40 - 

3.必要时启动司法鉴定及引入专家辅

助人 

由于知识产权及电子证据均具有专业

性、技术性的特点，在对电子证据真实性

的审查时难免涉及一些技术强的专业问

题，必要时，可以启动司法鉴定或引入专

家辅助人。 

启动司法鉴定应当做好鉴定必要性和

鉴定可行性的审查。所谓“鉴定必要性”

审查，是从待鉴定问题的关联性、事实

性、专门性、重要程度以及是否已经穷尽

其他途径仍无法查明相关事实等角度判断

是否存在进行鉴定的必要；“鉴定可行

性”审查，是从是否具备合格的检材、适

格的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是否接受委托以

及当事人是否同意预交鉴定费用等方面确

定鉴定是否可以落实。对于鉴定机关出具

的鉴定意见，应当从鉴定人资质、有无回

避情形等程序方面和鉴定手段、方法及推

理论证是否科学等实体方面进行审查。在

部分案件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引

入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对于无法鉴定或者不需要鉴定的专门

性问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由当事人申

请专家辅助人到庭，辅助当事人说明专业

性问题，但应当注意对专家辅助人业务资

质的审查，一般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专业

资格证书等材料证明其对具有涉案的相关

专门性问题具有专门知识或者经验。 

 

注释： 

[1]李自柱：“知识产权诉讼中有关电子证据的

两个问题”，载《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2

期。 

[2]刘品新：“电子证据的基础理论”，载《国家

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3]该规定将电子数据进行了如下分类：1.网

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

平台发布的信息；2.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

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3.

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4.文档、图片、音

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将网

络身份与现实身份同一性的审查要点归纳为：1.

相关 IP 地址；2.网络活动记录；3.上网终端归

属；4.相关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 

[4]刘品新：“印证与概率：电子证据的客观化

采信”，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 年第 4 期。 

[5]《电子签名法》第 5 条规定：“电子数据应当

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

整、未被更改。” 

[6] 参 见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利 复 审 委 员 会 第

20444 号决定。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 61 号行

政裁定书。 

作者：苏志甫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来源：知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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