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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加强跨境金融网络与信息服务管理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

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关于从严控制矿产

资源开发等项目使用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地的通知》，更多法规详见本

周速递。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

行）》。《办法》出台后，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就《办法》的出台背景、主

要目的和意义、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原则和范围、中央企业违

规经营投资资产损失标准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具体请见本期“法规解读”

栏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关于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业主解除权制度”

的思考》，以供参考；“实务聚焦”栏目为您带来的是《酒店行业并购的法律风

险》，敬请阅读。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944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5d6f188-73f2-eacd-0a05-27c785a6727b&prid=87efc40f-f770-7b35-3f62-c72800d9e46a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944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5d6f188-73f2-eacd-0a05-27c785a6727b&prid=87efc40f-f770-7b35-3f62-c72800d9e46a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4e27bedf-96c0-46bc-a229-a07ad8a9d1e8&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4e27bedf-96c0-46bc-a229-a07ad8a9d1e8&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85ba03e-a685-4d0f-9744-cdfef0d80103&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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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领域 

1. 央行发文加强跨境金融网络与信息服务管理\2018-07-30 

2. 央行部署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2018-07-30 

3. 国务院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工作\2018-07-31 

4. 两部门：保证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有效落实\2018-08-01 

5. 国税总局明确限售股买入价等增值税征管问题\2018-08-02 

 证券领域 

6. 证监会修改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18-07-30 

7. 上交所减免部分收费项目 降低市场成本\2018-08-01 

 法院、检察院 

8. 最高法发布保险法司法解释四 明确财保法律适用问题\2018-08-02 

 其他领域 

9. 国家林草局：严控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使用重点国有林区\2018-07-30 

10. 《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印发

\2018-07-31 

11. 自然资源部要求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2018-07-31 

12. 国家药监局：加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管理

\201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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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场监管总局：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

\2018-08-02 

14. 自然资源部：不动产一般登记办理时间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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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试行）》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之 关于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业主解除权制度”的思考 

实 务 聚 焦 

之 酒店行业并购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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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资讯 | 天达共和顾问连任第六届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王坤顾问原为第五届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现连任为第六届杭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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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师

名 片  

 

  

 

王坤 

天达共和顾问 

邮箱：wangkun@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07 

王坤顾问主要从事知识产权、互联网方面的法学研究工作以及公司、证券等方面民商事

法律实务工作。曾为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浙江省工商局等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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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 吴敬琏推荐：天达共和顾问译作 

——《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 

近日，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张昕顾问翻译的著作《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由中信出版

社出版，并获吴敬琏和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教授梯若尔推荐。 

。 

戴维·S.埃文斯 理查德·施马兰奇 著 

张昕 译 

黄勇 张艳华 校译 

 

吴敬琏推荐序：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多边平台这种正在迅速崛起的商业模式的财经类精品。

它为创业者、投资人以及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本在表述它的经济学原理时言简意赅，在讲解它

的实战策略时生动有趣的入门手册。 

多边交易平台或者俗称中间人，是一种自远古就存在的社会构件。它的功能是在不同类

型的社会成员或经济单元之间进行撮合，使他们之间的交易能够达成。比如说，“媒妁之言”

使男女婚嫁之约更容易缔结。为此，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媒氏”的官职，专司适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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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的匹配。这种官职后来演化为执行同一职能的民间媒人。所以《诗经》中留下了“伐

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的诗句，并且汉语中把做媒叫作“执柯”或“作

伐”。人们所熟知的农村集市、城市的购物中心、夜总会等，其实也是为多种类型客户服务

的多边平台。它们所提供的，不是针对单一类型的客户，比如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服务，而

是针对多种类型客户的中介撮合服务。只不过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里，相较

于单一类型客户服务的单边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并不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边平台商业模式迅速崛起。时至今日， 全球市值最高的前 5 

家公司：苹果、谷歌、微软、脸谱网、亚马逊，莫不具有多边交易平台的特点。而现今众多

的“独角兽”创业公司，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平台经济息息相关。因改革开放而在传统实业

积累下来的财富，为中国企业向新经济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多边平台经济模式更令创

新型企业的发展如虎添翼。在过去 20 年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大

批优秀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成功的秘诀也在于它们开放了平台，培育了自己的商业生态

系统，在产业链的各个层级实现了与合作伙伴的共赢。 

这样一来，多边平台经济学就从经济学的众多门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显学。 

说到多边平台经济学的创立者，非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莫属。经过多年研究，梯若尔和让·夏尔·罗 歇（Jean-Charles-Rochet）在 2003 年

发表了《双边市场中的平台竞争》（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一

文。这篇论文颠覆了许多由对单边市场进行分析引出的概念，为多边平台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本书作者戴维· 埃文斯和理查德·施马兰奇两位教授不但是多边平台经济学的最早研究

者，而且早在 21 世纪初就在理论研究的支持下建立了咨询企业，为平台企业提供战略设

计的咨询服务，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他们在这本书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将平台

经济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它们背后隐含的学术精髓总结得简洁明了又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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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部分“经济与技术”可以说是对多边平台经济学学术渊源做出的精炼概括。

它所总结的多边平台加速发展的六大技术，也具有高度浓缩的优点。 

第二部分“创办、发动与运营中间人”也许是对于多边平台创业者具有启发性和吸引力

的部分。埃文斯和施马兰奇两位教授为我们梳理了多边平台在创办、发动和运营过程中遇到

的种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依据自己掌握的大量案例，对这些撮合者建立能够创造

价值的平台，如何营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以至如何运用定价策略等手段保证尽快达到关键规

模（即所谓“点燃”），进行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这些分析不论对创业者、平台企业的

高管，还是平台行业监管机构的政策制定者都有所启发，使他们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我国的多边平台产业正处在发展的高潮之中。网上购物、即时通信和移动支付的发展远

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从前未曾遇到过

甚至完全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在这种时候，借鉴前人的经验就有极大的价值。这也是我向读

者郑重推荐这本书的一个理由。 

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经济与技术 

第 1 章  订餐不再难  

第 2 章  “抓住所有眼球”的谬论  

第 3 章  加速  

第二部分  创办、发动与运营中间人 

第 4 章  阻力歼灭者 

第 5 章  引擎点燃或引擎熄火  

第 6 章  费时费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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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城堡墙外  

第 8 章  内部设计  

第 9 章  造假者和诈骗者  

第 10 章  要么很热闹，要么死翘翘  

第三部分  创造、破坏与改造 

第 11 章  资金转移  

第 12 章  顾客都去哪儿了  

第 13 章  无论快慢，都超乎你想象 

词汇表 

致谢 

注释 

 律 师

名 片  

 

  

 

张昕 

天达共和顾问 

邮箱：zhangxin@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473 

张昕曾为企业客户就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经营者集中申报、企业反垄断合规项目、企

业商业策略反垄断风险评估、横向纵向垄断协议、涉及知识产权的反垄断问题，以及申请从

轻减轻处罚的整改措施等方面提供过专业法律服务；也曾经参与执法机构的相关反垄断法配

套规章的立法研究和修改评议工作、竞争政策研究项目、以及其他机构重大课题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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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途 | 紫薇花静翠篁幽——杭州办公室莫干山清凉之旅 

 

在七月末的最后一个周末，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组织去莫干山进行团建。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为天目山之余脉，因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派干将、

莫邪在此铸成举世无双的雌雄双剑而得名。 

 

用完午餐后，便沿着盘山公路进了山。大巴一路盘旋而上，满目郁郁葱葱，修竹满山、

绿荫环径，风吹影舞、芳馨清逸，宛如置身绿幕之中。 

及至酒店，民国风的酒店，窗外目之所及的苍翠青山、蓝天白云也给大家带来了小小的

惊喜。 

入住后，大家便去了周围的景点游览。剑池在酒店不远处，剑池据说就是莫邪干将磨剑

的地方，藏于荫山修篁幽谷中。相传，莫邪、干将在此铸雌雄宝剑，磨以山之石，淬以池之

水，则铦利倍常。此处景点颇多，主要有四叠飞瀑，干将、莫邪雕塑，磨剑石、试剑石、观

瀑亭、摩崖石刻等。漫步于苍山翠竹之间，闻鸟鸣，随流水，浸润于绿意之中，让人不自觉

地放慢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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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大家在一起慢慢悠悠地吃了早餐，聊着各自的工作生活。时间转至中午，大

家便踏上了回程的路。午时的莫干山，下了一场大雨，带着山间的凉爽，似是对大家的挽留，

又似是给大家临别的礼物。 

此次团建，让大家在炎热的夏日，享受片刻的清凉；在忙碌的工作中，慢下脚步；大家

更多的是交流、讨论。在团建活动的热烈气氛中，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布局下一阶段的目

标，准确定位律所和员工的发展，携手共进。 

 

 律 师

名 片  

 

  

 

徐卉 

天达共和律师助理 

邮箱：xuhui@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76 

徐卉系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硕士。曾任职于私募基金公

司，现主要从事公司、金融方向法律工作，为多家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浙江亚厦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科地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稽山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镇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公羊会公益救援促进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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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途 | 高反是吃出来的——我的西藏之行【一】 

 

向往西藏多年，近日终于成行。出发之前几周，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感冒，唯恐感冒导致

自己一心向往的西藏之行泡汤。在各种严防死守之下，终于以没感冒不咳嗽的健康状态登上

了飞往拉萨的飞机。飞抵拉萨，远机位，出机舱无任何不适感，立马拎着箱子准备下舷梯，

同行友人赶忙制止，反复告诫在拉萨要放慢动作，平均要将所有动作放慢三倍。由于这已经

是她的第三次西藏之行，具有丰富的进藏经验，听闻之后，我立刻将箱子一放，如电影里的

慢动作一般，平均两步一歇的速度下了舷梯，晃晃悠悠的上了摆渡车。 

虽然动作是缓慢的，但是心情是澎湃的，满眼的蓝天白云，云低的彷佛伸手就能摸到，

这对于 4 个小时前还在雾霾+桑拿天的 super 套餐中的朝阳群众而言，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

内心的狂喜。不头疼、不胸闷、之前所想象的高原反应通通不存在，恨不得溜达上个 10 公

里才能消化内心的狂野。从机场到酒店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兴奋的与接机朋友聊的不亦乐乎，

期间还不忘记咔咔的拍照。心里腹诽着：什么高反，都是骗人的，来拉萨，so easy。 

到了酒店，放下行李，简单梳洗了一番后，准备出发祭祭五脏庙，附近搜索了一番，发

现酒店附近有一家从四川流行过来的柴火鸡，立马招呼小伙伴，向柴火鸡出发而去。当地食

材的新鲜外加土灶的加工，在拉萨的第一顿饭吃的如痴如醉，如果不是同行小伙伴适当的踩

了刹车，估计还会再来二两青稞酒。饭饱之后，瞌睡异常，立马奔回酒店，倒头就睡，睡醒

收到同在藏区小朋友的微信，提醒一定要少吃，容易高原反应。 

这条微信彷佛吹响了高反集结号，高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咆哮而来，先是头疼，

然后剧烈呕吐，下午刚进肚的鲜美柴火鸡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归了大自然，就像《功夫熊猫

3》中师傅对阿宝说的“the more you have, the less you take……”，翻译过来就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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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多，吐得越多……”，看到我的惨状，同行友人赶紧安排买药、买氧、吃药、吸氧，药

吃了全吐，吸了氧也没有得到缓解，躺在床上的我痛不欲生，脑海中不断出现拷问灵魂的哲

学三问： 

“我为啥要来？ 

我为啥要吃？ 

我为啥吃那么多？” 

就这样不断追问不断昏睡不断呕吐不断拷问大概 4 个小时之后，头不疼了，也不吐了，

居然还有心情关心当晚世界杯英格兰和比利时到底谁赢了，高反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开始莫名

其妙的结束了。同行友人看我折腾了这么一晚上后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的说：“你这不是高

反，你这分明是吃坏了……” 

我的第一次西藏之行就在这样吃出来的高反中开始了。 

 

 律 师

名 片  

 

  

 

王剑 

天达共和律师 

邮箱：wangjian@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078 

王剑律师从业数十年，主要从事国际项目投资、外商直接投资、金融、信托、资产管

理等方面的法律服务，为一系列国内外公司、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保险公司、

以及其他非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主要从事涉外投资、证券、对外融资、公司收购、兼

并及重组、国际贸易、外汇金融、私人银行等方面法律服务。其中涉及的行业包括银行、

信托、保险及高科技互联网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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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途 | 我的军旅 我的追忆 

 

 

军旅生涯二三事 

作者：张建中先生 

今年八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一周年的节日，回首从军戌边的生涯已近半个世

纪，脱掉那身六五式军装(三块红)也近四十年了，每当回忆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总

是涌动一种军人和男人的豪迈之情，以致经常把所里的一些年轻律师看成当年的战友和战

士。应邀撰写回忆部队生活的二三事，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 

一、 一九七六年 | 惊心动魄之历史大转折 

七六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命运多舛的一年，我在北京军区某团一连任副连长。当时正值

批林批孔，批投降派的政治空气如黑云压城，我们这些年轻军官眼看部队素质下降，生活保

障困难(三类灶，每日伙食费四角五分)，政府内部传达，国民经济出现赤字，大家心急如焚，

总认为这一年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果然，从一月开始，先是周总理去逝，四月五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四月开始，全国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七月先是

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去世，不久就发生了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惨剧之一——唐山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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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中午时分，我正安排带队去天津参加抗震救灾重建的安排，突然接到团部一级战备

的命令，要求下午三点前，全部进入位于内蒙和河北交界的战备工事，当时连队领导只有我

在岗(连长住院，指导员参加上级的培训)，我火速通知通讯员全连紧急集合，携带实战需要

的武器弹药，向二十公里外的工事跑步前进。一路上，我一边进行行军动员，一边召集四个

排长(三个步兵排，一个炮排)召开紧急党支部会，大家边跑边分析说可能是苏军发动战争了，

我们要尽快做好战斗准备，誓死保卫首都北京。正在此时，通讯员从步话机中听到毛泽东主

席去世，我们这才明白这次一级战备的真实原因。一时间，正在快速行进的连队仿佛天崩地

裂，官兵集体哭声一片，大家显然无法接受没有毛主席的中国，这种悲恸的情绪一直延续到

我们进入阵地。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内，一直吃住在阵地。一方面，我

深切感受到部队的广大战士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之深，另一方面，我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

代可能就要来临。 

九月下旬，师部作战科钟参谋借检查战备之机来到阵地，他详细了解了我能指挥的兵力、

武器装备、训练情况等，然后神秘的跟我说，毛主席去世后，有一帮窃国之贼可能要夺权，

他们会毁了这个国家和军队，具体指向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他问我，一旦他们掌权咱们

怎么办？敢不敢在叶帅、许世友等老将军带领下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年轻军人们很多想法

是一致的，这在当时要冒极大的风险。 

转眼到了十月初，我们正在焦急关注上层动态时，十月五日夜里又接到一级战备的命令，

封锁通往蒙古和苏联的各个路口，防止“四人帮“的残余漏网……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真

的到来了！回忆那时，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喜悦之中，情景超过任何一次盛大的庆典。欢庆

之余，我们也有一丝若有所失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机会已不存在，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新的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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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在一九七六年的感受，中国从来没有在一年的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关国家命运

的重大事件，那年，我不到二十三岁。 

二、 一九七七年 | 战备施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周琦等同事去无锡做项目，遇到无锡摩托车公司的老总，一个少

有的姓——过。几杯酒下肚后一聊，都是当过兵的；再聊，都是北京军区的部队；深聊，

都搞过战备施工。顿时，感觉立刻亲近许多。席间，我们一会说掌子面，一会说梅花爆破法，

又吹掘进进尺纪录的创造者是谁……听的同事们一头雾水，却也勾起了我军旅生涯的一段回

忆…… 

一九七七年，中苏关系依然紧张，当时对时局的分析是美苏争霸，必有一战。中央认为

宁愿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因此，修筑战备工程是我们驻守北线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得那一年，我所在的连队受领了位于丰宁坝上草原到内蒙多伦之间的大柳八岔建设指

挥所的任务，副团长兼参谋长召开动员大会，要求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在上冻之前完成进度，我被任命为突击队长。 

军令如山倒，我迅速组织了混合工种的综合编队，日夜奋战在工地上，其间，我率先掌

握了风钻串孔、打眼放炮、水平仪和经纬仪看线等技术，每天伴着风钻巨大的轰鸣声和放炮

的硝烟弥漫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一段时间下来，除了牙是白的身上满是石粉，辨不清模样。

当时北京军区《战友报》发表了一篇对我的采访，其中一首打油诗是： 

好威风， 

身材魁梧干劲大，风钻怒吼神鬼怕， 

突击队长张建中，哪里艰苦哪里冲。 

早日筑牢战备墙，消灭苏修野心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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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身边的不少战友或患上尘肺病等疾病，或因塌方等原因失去了

手脚而残疾，更有年轻的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一位叫夏建波的小伙子，是我从黑龙

江接来的新兵，参军一年不到，就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年仅十八岁。当他的父母来部队

处理后事时，政委跟我说：“你就别露面了，兵是你接来的，家长跟你要人怎么办？”我坚

决要求见他的父母，表达我沉痛的心情及对小夏和平时期为国捐躯的真情实感。小夏的亲属

非常通情达理，不仅没有抱怨我，反而感谢我对小夏的培养教育和关心，让我深切体会到人

民的伟大！小夏的死亡抚恤金是一百二十元，我们战友又凑了八十元，他年轻的生命长留在

祖国的北疆…… 

三、 一九七九年 | 背叛还是忠诚 

在部队，长期艰苦的训练和繁重的施工，很多干部战士患上不同程度的疾病，有的病情

十分严重。 

 

一九七九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我们北线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苏军突然袭击。

我们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部驻进阵地，阴冷潮湿的工事里，很多人患上不同程度的风

湿病。其中高炮连一位高副指导员，腰椎病犹为严重，行动不便，疼痛难忍。据医生说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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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展趋势是下半身瘫痪。战备期间，他突然失踪，战士们四处寻找，我在一个废弃的菜窖

里发现了他。他身边有一支五四式手枪，头上太阳穴处有不大的弹孔，身边还放着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是他分别给部队领导、战友、妻子写的遗书，内容大意是：身患绝症已不能为国

家、为部队建设服务，反而成了国家和军队的负担，他不愿这样活下去，决定以死来为国分

忧，希望他年轻的妻子早日改嫁，年幼的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在当时极左的意识还占有突出地位时，如何处理这一重大事故摆在部队有关人员面前。

我当时是全师最精锐的训练队指导员，是直属队党委委员。党委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时

形成两派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无论何种原因，自杀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应该开除党籍

和军籍；第二种意见以我为主导，认为高副指导员自杀固然不对，但他绝不是背叛，正因为

他对国家军队及亲人有深厚感情，为了不给关心他的组织和亲人添麻烦，才被迫选择这种极

端行为，就本意而言他是忠诚的，我们不应在他死后再追究他的自决行为。最后，党委会统

一了意见，没有作出开除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梦中还经常梦到头戴红五星，身着鲜红领章国防绿军装的身影，

一晃，我已步入老年，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巨变，人民已脱离了饥寒交迫的岁月，我们看到了

科技发展和国家强盛带来的未曾梦到的情景，更认识到社会发展无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今天的年轻律师，永远不会有我们那样的经历，你们的创造力将加速推进中国社会和

法治的进步。 

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法务在商务决策、战略制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公司创

造价值并寻求机遇开拓市场。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各位总法律顾问必将凭借高超的法律技

能，对商业战略的深刻理解，以及前瞻性的思维，带领高质量的法务团队为公司的发展保驾

护航。天达共和也秉持“成功，始于助人成功”这一理念，与各位总法律顾问、与法务精英

一起助力企业发展，共同协助我国法律事业越来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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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央行发文加强跨境金融网络与信息服务管理\2018-07-3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加强跨境金融网络与信息服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

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通知》规定，境外提供人的合规义务涵盖事前事项报

告义务、服务事项报告义务、变更事项报告义务、应急事项报告义务等六方面；境内

使用人的合规义务包括事前事项报告义务、应急事项报告义务等两方面。其中，《通

知》要求，境外提供人为境内使用人提供跨境金融网络与信息服务，应当在正式提供

服务前 3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含电子文件）向中国人民银行履行报告手续。境

内使用人拟使用境外提供人服务的，应当于事前以书面形式向境内使用人法人机构所

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履行报告手续。 

阅读原文 

2. 央行部署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2018-07-3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

（下称《通知》），并同步下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

行）》（下称《方案》）。《方案》提出，绿色信贷业绩评价面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

机构（法人）开展，业绩评价每季度开展一次。评价指标设置定量和定性两类，其中，

定量指标权重 80%，定性指标权重 20%。后期人民银行根据条件变化酌情调整指标权

重。评价结果纳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考核。《通知》规定，2018 年为《方

案》试行期。试行期间，开业不满 3 年的金融机构，如有数据可得性和稳定性问题的，

是否列入评价对象范围，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确定。 

阅读原文 

3. 国务院加快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工作\2018-07-31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下称

《意见》）。《意见》确立了功能定位、组建方式、授权机制、治理结构、运行模式、

监督与约束机制等 6 方面主要内容。根据《意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依法自

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意见》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公司应积极推动所持股企业建立规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通过股东大会表决、

委派董事和监事等方式行使股东权利。委派的董事、监事不干预所持股企业日常经营。

《意见》还提出，严格落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和

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简化工商税务登记、变更程序等。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127924/128038/128109/3589177/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zhengwugongkai/127924/128038/128109/358918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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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4. 两部门：保证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有效落实\2018-08-01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通知》

提出，为保证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有效落实，对留抵退税涉及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问题进行明确：对实行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允

许其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征）依据中扣除退还的

增值税税额。 

阅读原文 

5. 国税总局明确限售股买入价等增值税征管问题\2018-08-0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下

称《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公告》明确了中外合作办学提供教育服务取得

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差额计税政策、

因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问题、拍卖行适用的增值税政策问题、试

点前发生的营业税业务补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等七大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规定，

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因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 2016 年第 53 号公告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确定买入价；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

经暂停上市的，以上市公司完成资产重组后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为买入价。 

阅读原文 

 

 证券领域 

6. 证监会修改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18-07-30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

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下称《决定》），自 7 月 27 日起施行。《决定》

修改了如下内容：一是完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主要情形，明确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

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的基本制度要求。二是强化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实施主体责任，

明确证券交易所应当制定上市公司因重大违法行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实施规则。三

是落实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主体的相关责任，强调其应当配合有关方面做好退市相关工作、履行相关职责的要

求。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30/content_5310497.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00081&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1846edd-ec50-3f41-86b3-8131ed517e56&prid=9810ad39-be8a-4098-8084-3044375e916e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00081&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1846edd-ec50-3f41-86b3-8131ed517e56&prid=9810ad39-be8a-4098-8084-3044375e916e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7/t20180731_2976319.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644392/content.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944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5d6f188-73f2-eacd-0a05-27c785a6727b&prid=87efc40f-f770-7b35-3f62-c72800d9e46a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9442&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55d6f188-73f2-eacd-0a05-27c785a6727b&prid=87efc40f-f770-7b35-3f62-c72800d9e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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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7. 上交所减免部分收费项目 降低市场成本\2018-08-01 

近日，上交所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减免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下称《通知》），

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通知》规定：一、暂免总股本 4 亿股（含）以下上市公

司上市初费和上市年费的优惠政策，将延长执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优先

股也据此执行。二、债券现券交易收费标准统一为成交金额的 0.0001%（双向），最

高不超过 100 元/笔。根据现有收费政策，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上交所暂免总股本 4 亿股（含）以下的上市公司上市初费；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交所暂免总股本 4 亿股（含）以下的上市公司上市年费。鉴于上述

减免均将在 2018 年到期，《通知》决定将减免政策延长到 2020 年底。 

阅读原文 

 

 法院、检察院 

8. 最高法发布保险法司法解释四 明确财保法律适用问题\2018-08-02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下称《解释》），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解释》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

是明确保险标的转让问题。如明确保险标的转让空档期的保险责任承担问题。二是明

确保险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如规定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

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三是明确保险代位求偿

权问题。如明确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主体时，保险人可以对投保人行使保险代

位求偿权。四是明确责任保险问题。如明确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负的赔偿责任已经生

效判决确认并已进入执行程序后，保险人的保险责任问题。 

阅读原文 

 

 其他领域 

9. 国家林草局：严控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使用重点国有林区\2018-07-3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关于从严控制矿产资源开发等项目使用东北、内蒙古

重点国有林区林地的通知》（下称《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通知》规定，重点林区范围内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

禁止开发区域、国家公园、按照《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划定的国家级公益林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7/t20180727_341935.htm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00488&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1006cd8a-4ffc-9d6e-64e7-b500305a6e70&prid=33079710-bda7-4cab-8490-fce1f68bfcb7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charge/c/c_20180731_4604180.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charge/c/c_20180731_4604180.s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10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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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 I 级保护林地为禁止建设区域，除国家组织开展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可以临时使

用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地外，不得进行矿藏勘查、开采。严禁风电场项目使用重点林区

林地。《通知》指出，除林资发〔2013〕4 号文件下发前已经办理勘查许可证并获准

延续的商业性勘查项目可以继续临时使用禁止建设区域外的林地，其他商业性勘查项

目一律不得临时使用重点林区林地。 

阅读原文 

10. 《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印发\2018-07-31 

近日，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下称《办

法》），自 8 月 30 日起施行。《办法》明确了责任追究的范围、标准、责任认定、

追究处理、职责和工作程序等。一是针对违规经营投资问题集中的领域和环节，明确

了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等 11 个方面 72 种责任追究情形。

二是明确了中央企业资产损失程度划分标准。三是规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包括直接责

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采取组

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方式进行

责任追究处理。四是清晰界定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职责，明确责任追究

工作程序。 

阅读原文 

11. 自然资源部要求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2018-07-31 

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出《关于健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的通知》（下称《通知》），

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通知》规定：一、大力推进土地利用计划“增存

挂钩”。二、规范认定无效用地批准文件。三、有效处置闲置土地。四、做好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调查确认。五、加强“增存挂钩”机制运行的监测监管。其中，《通知》

指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分解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要把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数量作为重要测算指标，逐年减少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多和处置不力地区的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安排。对于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应及时调查认定，依法依规收缴土地

闲置费或收回。闲置工业用地除按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应收回的情形外，鼓励通过依

法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盘活利用。 

阅读原文 

12. 国家药监局：加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管理\2018-08-02 

近日，国家药监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规定：一、做好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

案）信息内容调整工作。二、做好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公开工作。三、

做好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上传工作。《通知》指出，将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列明的经营范围由“医疗器械分类编码及名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2/20180726/164719994753795.html
http://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9b78fadb-afce-c951-8d58-50de87f35a95&prid=57d99aae-5071-445b-9811-0d275e0a8fe7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c9310707/content.html
http://gi.mlr.gov.cn/201807/t20180730_2156489.html
http://gi.mlr.gov.cn/201807/t20180730_2156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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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简化为“分类编码”，分类编码按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核定。《通

知》明确，对使用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备案）信息系统”的，由国

家药监局及时对外公开信息；对使用本省自行开发的系统进行许可（备案）的，由各

省食药监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通过政府网站公开。 

阅读原文 

13. 市场监管总局：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2018-08-0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的通

知》（下称《通知》）。《通知》提出：一、实施全链条打击；二、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三、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四、加强部门监管协作。其中，《通知》规定，在市场

监管总局部署的 2018 年度专项行动中，将打击包括“傍名牌”在内的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其他商标侵权、相关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发

现的涉嫌重大违法线索，要对生产、销售等相关环节进行全链条调查处理。《通知》

要求，督促网络交易平台（网站）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切实维护商标权利人和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对于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网络交易平

台（网站）依法从严查处。 

阅读原文 

14. 自然资源部：不动产一般登记办理时间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2018-08-03 

近日，自然资源部下发《关于全面推进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通知》要求，逐步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2018 年底前全国所有市县的

不动产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要分别压缩至 15 个、7 个工作日内；积极延

伸登记服务范围，逐步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等开放网络查询、申请服务端口。

《通知》明确，不动产登记不得设立任何违规前置，不论是否办理了二手房交易合同

备案、交易确认手续，都不能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受理、办理，在受理之后将相关信息

在部门之间共享。《通知》提出，深入推进登记信息共享应用，与法院、检察院、公

安、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共享范围、内容、方式等。 

阅读原文 

15. 两部门发文要求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2018-08-03 

近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央行办公厅下发《关于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的通知》

（下称《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通知》

提出了“督促失信主体限期整改”“规范开展失信提示和警示约谈”“有序推动失信

信息社会公示”等 20 项具体措施要求。《通知》明确，应公开的失信信息包括行政处

罚、执法检查、黑名单，以及司法判决和强制执行等负面记录，重点关注名单可选择

性公开。对公开的失信信息，应明确公开期限。《通知》要求，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

度，鼓励和引导失信主体按照规定格式作出书面信用承诺；建立信用修复制度，支持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197/329783.html
http://samr.saic.gov.cn/xw/yw/wjfb/201808/t20180802_275382.html
http://gi.mlr.gov.cn/201808/t20180802_2157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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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重点关注名单主体通过公开信用承诺、提交信用报告、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等

方式修复信用。 

阅读原文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808/t20180802_8946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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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就《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实施办法（试行）》答记者问 

 

国务院国资委 7 月 30 日发布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出台后，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请介绍下《办法》的起草背景。 

答：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来，按照履

行出资人职责要求，不断探索推进中央企

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工作。2008 年出台

《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推动中央企业逐步开展资产损失责任追究

工作，为后续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工作，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强化国有企业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将“严

格责任追究”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2016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

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对国有企业责任

追究范围、损失认定、责任认定、追究处

理、组织实施等作出了框架性规定。 

因此，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以管

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有效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的要求，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

责任追究工作，我们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

充分听取意见，起草了《办法》。经多次

征求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意见并研究修改

后，先后提请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办公会和

党委会审议通过，以国务院国资委令的形

式正式公布。 

问：制定《办法》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是什么？ 

答：制定《办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国有资产监督工作、

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举措，对于

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责任追究工作，落实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进一步完善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制度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责任追究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

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有资产监督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一

些企业仍存在着违规经营投资问题，其中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4e27bedf-96c0-46bc-a229-a07ad8a9d1e8&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4e27bedf-96c0-46bc-a229-a07ad8a9d1e8&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0fd9f9ad-1652-4bea-9806-120ccc1a49db&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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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问题造成了较大损失和严重不良影

响，个别问题还没有及时进行追究处理。

同时，央企普遍反映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追责难度大，

在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面临很多问

题，亟需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统一的责任追

究制度，规范有关标准、程序和方式等。

针对上述问题，《办法》详细规定了中央

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的有关范围、

标准、处理方式、职责和程序等，为有效

开展责任追究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责任追究工

作。 

二是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主要体

现在“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一方

面，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严肃查处中

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案件，充分发挥责任

追究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另一方面，通过

严肃问责，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权责清晰、

约束有效的经营投资责任体系，倒逼经营

管理人员正确履行职责、层层落实保值增

值责任，从而从根本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是加强和改进央企国有资产监督工作。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处于监督工作

后端，有关监督部门或机构发现的违规经

营投资问题，相关责任人是否依法依规得

到追究处理，关系整个监督工作的实际成

效。《办法》从操作层面细化这项工作的

相关内容，有利于强化与其他监督力量的

协同，形成有效的监督工作闭环，打通监

督链条上成果运用环节“最后一公里”，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

工作。 

问：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工作的原则和范围是什么？ 

答：《办法》明确了中央企业违规经

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应当遵循的四项原

则，它们相互衔接、有机统一。一是坚持

依法依规问责。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按照国有资产监管规章制度和企业内部管

理规定等，严肃追究责任，实行重大决策

终身问责。二是坚持客观公正定责。贯彻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既考虑

量的标准也考虑质的不同，恰当公正地处

理相关责任人。三是坚持分级分层追责。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原则上按照国有

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企业不

同层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追究处理。四是

坚持惩治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加大典

型案例总结和通报力度，推动中央企业不

断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办法》明确，中央企业经营管理有

关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监管

规章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等，未履行

或未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

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应当纳入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的范围，追究相应责任。《办

法》明确了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管

理、工程承包建设、资金管理、固定资产

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境外经营投

资和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资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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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责任追究情形等 11个方面72种责任

追究情形。 

问：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资产损失

如何认定？损失标准是什么？ 

答：《办法》所指的资产损失是“违

规经营投资”造成的资产损失，“违规”

是责任追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对违规

经营投资造成的资产损失，经调查核实，

根据司法、行政机关等依法出具的书面文

件，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专业技术鉴定机

构等专业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评估或鉴

证报告，以及企业内部证明材料等，综合

研判认定资产损失金额，以及对企业、国

家和社会等造成的影响。资产损失包括直

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与相关人

员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失金额及影

响；间接损失是由相关人员行为引发或导

致的，除直接损失外、能够确认计量的其

他损失金额及影响。 

资产损失标准是有效开展责任追究工

作的重要基础。《办法》考虑中央企业规

模、效益等实际情况，为贯彻落实“违规

必究、从严追责”的精神，借鉴部分地方

国资委、中央企业已出台的相关制度和实

际做法，按照“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一把

尺子量到底”的工作思路，在充分分析论

证的基础上，将中央企业资产损失程度划

分为：500 万元以下为一般资产损失，500

万元以上（含 500 万元）5000 万元以下

为较大资产损失，5000万元以上（含5000

万元）为重大资产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办法》所称的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属于出资人责任追究，

是出资人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的重要举措，

是对企业经营投资领域违规行为的责任追

究，与纪律处分、刑事处罚的性质、适用

范围不同，对因果关系和有关证据的要求

不同，相关处理标准也不同。因此，《办

法》明确规定，涉及违纪违法和犯罪行为

查处的损失标准，遵照相关党内法规和国

家法律法规执行。 

问：违规经营投资责任是如何划分

的？ 

答：《办法》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

度的意见》有关规定，根据工作职责将违

规经营投资责任划分为直接责任、主管责

任和领导责任。同时，根据中央企业经营

管理人员履职的实际情况，为严格界定责

任，《办法》还明确规定了“企业负责人

承担直接责任”“追究上级企业经营管理

有关人员的责任”“瞒报、漏报或谎报重

大资产损失”“未按规定和有关工作职责

要求组织开展责任追究工作”和“以集体

决策形式作出违规经营投资的决策或实施

其他违规经营投资的行为”等 5 类责任认

定情形。 

问：对相关责任人如何进行追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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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办法》规定在调查核实和责任

认定的基础上，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

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处理。处

理方式包括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

制、纪律处分、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

机关等。组织处理是指批评教育、责令书

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停职、调离工

作岗位、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责令辞

职、免职等。扣减薪酬是指扣减和追索绩

效年薪或任期激励收入，终止或收回其他

中长期激励收益，取消参加中长期激励资

格等。禁入限制是指五年直至终身不得担

任国有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纪律处分是指由相应的纪检监察机构查

处。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是

指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移送国家监察

机关或司法机关查处。五种处理方式可以

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问：如何处理好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与保护中央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干事创业

积极性的关系？ 

答：《办法》既强调严肃追究违规经

营投资责任，又注重保护中央企业广大经

营管理人员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

性。《办法》认真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重要要求、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容错

纠错机制的要求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精神，

把违规经营投资和正常生产经营区分开

来，明确建立有关容错机制，主要体现在：

一是明确了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重

要要求，保护企业经营管理有关人员干事

创业积极性的有关原则；二是借鉴纪律处

分、刑事处罚等关于从轻、减轻或免除处

理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从轻或减

轻处理”的 7 种情形和“免除处理”的有

关内容。 

问：如何组织开展中央企业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工作？ 

答：《办法》明确，国务院国资委和

中央企业原则上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

干部管理权限，分级分层组织开展违规经

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国务院国资委原则

上负责中央企业集团层面的责任追究工

作；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层面的责任追究

工作，原则上由中央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

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组

织开展。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国务院

国资委直接组织开展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

的责任追究工作。为使分级分层追责的要

求真正落到实处，《办法》明确规定，对

于中央企业未按规定和工作职责对所属子

企业组织开展责任追究工作的，由国务院

国资委追究相关中央企业负责人责任。 

同时，《办法》还规定了开展责任追

究工作应当遵循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受

理有关方面移交的违规经营投资问题和线

索，对受理的问题和线索进行初步核实，

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进行分类处

置，组织开展核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54787ff-5823-43d8-b3c5-05166fb8f029&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cac47cb0-6dec-4294-a0b2-17a359104107&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77e5a1dd-4b93-4770-9896-a7b74fe450a2&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741a928-2530-4b90-b9cd-f280afced9e3&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f3ed6ca5-4713-4e38-a9d9-7c9f49726d9e&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http://hk.lexiscn.com/topic/legal.php?tps=pg_cp&act=detail&newstype=1&origin_id=3299734&provider_id=1&isEnglish=N&crid=053ca949-f30e-4fe1-a6fd-2bed0f0f80a7&prid=15b9c184-43ed-4c55-a03a-45c48ec5c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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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程序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处理，对提出

申诉的进行复核，相关企业按照有关规定

要求进行整改等。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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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美《国防授权法案》有涉华消极内容， 中方：不得放任成法】8 月 1 日，美国国会

参议院以 87 票对 10 票表决通过《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含有多项涉台条

文，包括鼓吹强化台湾军力、推动所谓“联合训练”、扩大军售、促进“美台”官员交

流，以及建议美国防部长考虑支持美国医疗船访问台湾等。在 8 月 2 日举行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就此事进行回应，敦促美方不得放任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法

案成法。耿爽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我

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和军事联系，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环球

网） 

2.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经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20%、10%、5%不等的关税。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将其加征关税措施付诸实施，

中方将即行实施上述加征关税措施。（人民日报） 

3. 【马航 MH370 调查组与乘客家属会面】3 日上午，马航代表福瓦携律师等人，在北京

就马航 MH370 调查情况与家属召开见面会，并回答家属安全调查报告没有翻译成中文

的原因。福瓦表示，马航曾向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翻译英文与中文两个版本的安全调查报

告，但马来西亚政府因报告专业性太强拒绝，所以最终只有英文版本的安全调查报告。

（中国新闻网） 

4. 【重大突破！我国科学家成功创建世界首例人工单染色体真核细胞】中国科学院研究团

队与国内多家单位合作，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

染色体真核细胞，这一成果 8 月 2 日在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发表。此次研究成果由中国科学家独

立完成，是合成生物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

破。（央视新闻） 

5. 【世界黄金协会：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下降 4% 中国增长了 7%】世界黄金协会 8

月 2 日发布数据，今年二季度全球黄金市场需求滑落至 964 吨，同比下降 4％，这也

使得上半年全球黄金需求滑落至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市场，

中国第二季度黄金消费需求同比增长 7%。得益于智能手机、游戏机和汽车等产业的持

续需求，科技领域用金继续蓬勃发展，第二季度需求上升 2%达到 83 吨，已连续七个

季度同比增长。上半年，全球科技用金总需求量为 165 吨，达三年来最高水平。“通

过技术升级和调整市场策略，金饰行业成功吸引了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关注。”世界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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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表示，中国黄金首饰需求已连续四个季度增长，下一步复

苏态势有望延续。（Via 新华社） 

6. 【深交所：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深交所第四届理事会召开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则等事项。会议要求，下半

年深交所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化解风险相结合，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不动摇，

坚持改革创新发展不动摇，积极推进创业板改革、ETF 期权试点等重点改革任务，努力

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突破，着力夯实制度基础，补齐制度短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底线，继续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资本形成中心，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证券交易

所。（WIND 资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移动强强联手 布局 5G 时代】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

下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正式启动与中国移动在 5G 技术研发、4K 超高清频道建设、

内容分发、大数据以及资本等六大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

利共赢。7 月 31 日，双方在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长慎海雄，中国移动董事长、党组书记尚冰出席签约仪式。（国际在线新闻） 

8. 【体育产业占 GDP 比重将超 1%，能盈利才是真“风口”】8 月 2 日，发改委召开发

布会，介绍扩大消费有关工作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表示，体育产业

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风口”，今年底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超过 1%。发改

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国家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 19011.3 亿元，增加值

为 6474.8 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0.9%。欧晓理介绍，体育产业成为“新

风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规模不断扩大；第二，结构不断优化；第三，新

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经纪观察报） 

9. 【家电网购市场上半年规模同比增 22% 呈京东、天猫、苏宁三强格局】2018 年上半

年各大电商平台家电零售市场中，京东、天猫与苏宁易购分别以 60.5%、28.3%、10.1%

的份额排名前三，抢占了约 99%的市场。三家企业均于年初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调

整，以适应未来线上线下融合以及全场景化发展的零售变革。《报告》指出，家电产品

的特性决定了渠道商的门槛，现阶段别的商家很难再有机会，相反，京东、天猫、苏

宁易购三大巨头借鉴新兴电商的“玩法”，夯实了自己的地位。（经纪观察报） 

10. 【国家药监局：组成核查组赴武汉核查百白破疫苗

处置工作】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8月 1

日，按照国务院要求，国家药监局会同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组成由国家药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利任

组长的核查组，赴武汉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武汉生物）2017 年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处置工作开展核查。（人民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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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视率拟纳入政府考核指标：2030 年小学生近视率降至 38%以下】教育部、国家卫

健委近日共同发布征求意见稿，规定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

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争取至 2030 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以下，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中国新闻网） 

12. 【美多家律所对拼多多发起集体诉讼】工商局约谈拼多多

引发市场进一步的反应，8月 1日，拼多多盘中破发、跌

幅一度达 17%，旋即引发美国资本市场集体诉讼。市监

局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力度，诉讼调查

聚焦平台涉嫌违法经营行为和信息披露问题。（中国新闻

网） 

13. 【文化和旅游部集中执法检查"哔哩哔哩"等 27 家网站】近期，为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

营秩序，严查含有低俗内容的网络文化产品，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专项查处工作，

依法从重查处部分内容违规网络文化经营单位，“哔哩哔哩”“快看漫画”等 27家主

要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站被列入检查对象名单。（新华社中国往事） 

14. 【秦皇岛宣判两起涉黑恶势力犯罪案 8 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刑】8 月 2 日，河北省秦皇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和卢龙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起涉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徐

宏发、张爱滨等 8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 

15. 【实际施工人迟迟拿不到工程款，咋办？法院：承包单位和挂靠人连带给付】近日，贵

州省施秉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恒盛建设工

程公司与被告熊某连带支付原告王某工程款 55.7 万元，驳回原告对被告腾龙房地产开

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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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观 察 

之 关于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业主解除权制度”的思考 

“业主解除权制度”是工程总承包合同中一项关系业主及承包人权利的重要条款。中

国住建部牵头工商行政总局制定的 2011 年《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

（GF-2011-0216）版本中约定的“业主解除权制度”，与全球其他主要合同体系相比，

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1、没有约定业主“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享有合同解

除权，这一点跟其他多数合同体系不同；2、要求业主“不能为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施

工程而解除合同”，这一点跟其他主要合同体系保持了一致。仔细比较中外合同范本对这一

制度的具体约定，我们能够发现，住建部范本中，这一制度的两个特点在逻辑方面不能严密

地契合。本文对理顺两个特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了初步建议。 

关键词：业主解除权制度、总承包合同 、业主、承包人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示范文本（试行）》（GF-2011-0216）。 

 

住建部牵头工商行政总局制定的

2011 年《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

文本（试行）（GF-2011-0216）》（以下简

称“住建部范本”），是中国建设工程领

域最重要的“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合

同范本之一。 

住建部范本的结构布局及部分内容与

FIDIC 银皮书 1999 版（以下简称“银皮

书”）有相通之处，是中国建设工程合同

范本体系与国际惯例并轨的重要表现，也

代表了中国建设工程合同范本体系建设的

成就。 

无论是银皮书或全球其他主要合同范

本，还是中国住建部范本，都明确约定了

“业主解除权制度”。 

“业主解除权制度”是指，工程总承

包合同中约定的，业主通过自己单方面决

定就可以解除合同的相关制度条款。这是

一项关系业主及承包人权利的重要制度。 

“住建部范本中“业主解除权制度”

的主要内容 

住建部范本将“业主解除权制度”约

定在第 18.1.2 款，“由发包人解除合

同”，具体内容如下： 

18.1.2  由发包人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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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有权基于下列原因，以书面形

式通知解除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部分工作。

发包人应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15 日前告

知承包人。发包人解除合同并不影响其根

据合同约定享有的任何其它权利。 

（1）承包人未能遵守 14.2.1 款履约

保函的约定； 

（2）承包人未能执行 18.1.1 款通知

改正的约定； 

（3）承包人未能遵守3.8.1款至3.8.4

款的有关分包和转包的约定； 

（4）承包人实际进度明显落后于进

度计划，发包人指令其采取措施并修正进

度计划时，承包人无作为； 

（5）工程质量有严重缺陷，承包人

无正当理由使修复开始日期拖延达 30 日

以上； 

（6）承包人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

为明显表明不履行合同、或经发包人以书

面形式通知其履约后仍未能依约履行合

同、或以明显不适当的方式履行合同； 

（7）根据 8.6.2 款第（4）项（或）

和 10.8 款的约定，未能通过的竣工试

验、未能通过的竣工后试验，使工程的任

何部分和（或）整个工程丧失了主要使用

功能、生产功能； 

（8）承包人破产、停业清理或进入

清算程序，或情况表明承包人将进入破产

和（或）清算程序。 

发包人不能为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

施工程而解除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部分工

作。发包人违反该约定时，承包人有权依

据本项约定，提出仲裁或诉讼。 

这一款内容与银皮书第 15 条，“业

主终止合同的权利”有相通之处，但也增

加了不少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内容，可

以看出起草者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所做的努

力。 

二、“银皮书及其他主要范本中“业

主解除权制度”的主要内容 

银皮书将“业主解除权制度”约定在

第 15.5 款，“业主终止合同的权利”，

具体内容如下： 

15.5   Employer ’ s entitlement to 

termination 

The Employ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t any time for the 

Employer’s convenience, by giving notice of 

such termination to the Contractor. The 

termination shall take effect 28 days after 

the later of the dates on which the Contractor 

receives this notice or the Employer returns 

the Performance Security. The Employer 

shall not terminate the Contract under this 

Sub-Clause in order to execute the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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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self, or to arrange for the Works to be 

executed by another contractor. 

After this termination, the Contractor 

sha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Clause 

16.3 [Cessation of Work and Removal of 

Contractor's Equipment] and shall be paid in 

accordance with Sub-Clause 19.6 [Optional 

Termination, Payment and Release]. 

15.5 业主终止合同的权利 

在任何时候，为了业主的便利，业主

有权向承包方发出终止通知，终止本合

同。该终止应自下述日期较晚者之日起，

28 天后生效：（1）承包方收到该通知的

日期，或（2）业主退还履约保证的日期。

业主不得为了亲自实施本工程，或安排其

他承包方实施本工程，而根据本款约定终

止本合同。 

在此项终止之后，承包方应按照第

16.3 款【停止工作和承包方的设备的撤

离】的约定执行，并应按照第 19.6 款【自

主选择的终止、支付和解除】的规定获得

付款。 

与银皮书类似的是，美国AIA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合同范本同样约定了业主因

为自己的便利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A141-2014 业主与设计及施工承

包人的标准协议》第 13.1.5 款约定：The 

Owner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upon 

not less than seven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Design-Builder for the Owner ’ s 

convenience and without cause. 

业主可以，向设计及施工承包人发送

不少于七天的书面通知，自到期之日起，

因为业主的便利且没有任何理由地，终止

本协议。 

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工程合同中，赋

予业主“因为自己便利”随时单方解除合

同权利的约定也不鲜见。 

三、“住建部范本“业主解除权制

度”第一个特点 

比较上面主要工程总承包合同范本的

“业主解除权制度”，我们可以发现，住

建部范本与其他主要范本有一个重大的不

同点：以银皮书为代表的主要范本体系约

定了，业主有权“在任何时候”，仅仅

“因为业主的便利”，单方面解除总承包

合同，即使承包人事先并没有任何违约行

为。 

住建部范本虽然也赋予了业主合同解

除权；但是，业主行使解除权有一个必要

前提，那就是承包人违约在先。 

基于中国工程承包市场上业主过于强

势，如果在通用条款中再赋予业主“在承

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也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的权利，将可能导致业主滥用合

同解除权，从而将承包人置于更加不利的

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范本起草者的顾

虑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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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认为，在范本中赋予业主

“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也可

以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具有一定的必

要性。 

赋予业主这一权利在合同实施过程中

具有现实意义 

合同实施过程中，因为工程建设项目

投资往往金额巨大、回收周期长。在某些

特殊情形下，在项目较长的建设过程中，

相关行业的急剧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建成后

严重亏损；此外，政府规划突然改变、甚

至自然灾害导致地形改变、以及业主财务

状况突然严重恶化等原因也可能导致建筑

无法使用或无法继续进行，业主不得不彻

底放弃工程项目，甚至放任工程烂尾、废

弃。 

在前述特殊情况下，即使合同没有约

定业主有“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

下”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业主往往也会

毫不犹豫地解除合同，而不会顾虑承包方

是否违约在先，因为没有哪一个理性投资

人会坚持完成这种没有意义的工程建设项

目。 

而且，在确定工程即使建成也无法投

入使用的情况下，从避免社会资源浪费的

角度而言，也应该允许业主单方解除合

同。赋予业主“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

情况下”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与合同法精

神契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章

《建设工程合同》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

规定。”可见，建设工程合同在本质上与

承揽合同有相通之处。 

而第十五章《承揽合同》第二百六十

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

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

失。” 

可见，允许业主“在承包人没有任何

过错的情况下”随时解除合同与中国合同

法的精神是契合的。 

三、“住建部范本“业主解除权制

度”第一个特点 

如果我们继续比较住建部范本与银皮

书的“业主解除权制度”，我们会发现，

两者有一个重大的相同点：都明确禁止，

业主“为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施工程”

而解除合同。 

银皮书在 15.5 款第一自然段结尾

处，约定：“业主不得为了亲自实施本工

程，或安排其他承包方实施本工程，而根

据本款约定终止本合同。” 

而住建部范本，在第 18.1.2 款结尾

处，同样约定：“发包人不能为另行安排

其它承包人实施工程而解除合同或解除合

同的部分工作。发包人违反该约定时，承

包人有权依据本项约定，提出仲裁或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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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个禁止性约定，适用于两

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

逻辑体系中，所以导致了完全不同的效

果。 

银皮书在禁止性内容之前，约定的是

业主有“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

下”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所以，紧接着

约定禁止性内容的目的在于，业主在随时

行使合同解除权时，应该受到严格的限

制，也就是仅仅限于“工程彻底停建”这

一种情况。 

所以，业主在行使单方合同解除权以

后，不能亲自实施或者将工程交给第三方

实施。这在逻辑上是贯通的，同时也保护

了承包方不至于因为业主滥用解除权而利

益受损。 

但反观住建部范本，在结尾处禁止性

内容之前，约定的是“承包方违约在先”

业主可以终止合同的 8 种情形；而且，我

们前面已经讨论，住建部范本并未赋予业

主“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随

时解除合同的权利。 

在住建部范本中，既然约定了 8 种承

包方违约在先的情形，解除合同就成了业

主当然的选择和权利；至于业主此时解除

合同，是为了“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施

工程”，还是别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限

制业主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理由。 

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承包方发

生了上述 8 种违约情形之一，业主当然会

“为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施工程而解除

合同”，最终，这一款约定实际上并不能

真正约束业主的行为。 

所以，在没有赋予业主“在承包人没

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行使合同解除权

时，没有必要再对业主做出进一禁止性约

定。 

四、“关于住建部范本“业主解除权

制度”，我们的建议 

综上，在住建部范本从试行本修订为

正式本时，我们建议，将“业主解除权制

度”从两个角度分成两个条款进行约定： 

第一、从“在承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

情况下”这一角度，在目前版本中，增加

新的条款：业主有权在任何时候，“在承

包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仅因

为业主的便利”解除合同；但合同解除

后，业主不得亲自或安排其他承包方实施

本工程； 

第二、从“承包人违约在先”这一角

度，保持目前版本中，针对承包人违约在

先的 8 种情形，业主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

的约定；同时，删除现有条款中“不能为

另行安排其它承包人实施工程而解除合同

或解除合同的部分工作”这一禁止性约

定。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38 - 

这样，“业主解除权制度”的内在逻

辑就更加自恰、严密。 

 

来源：微言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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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务 聚 焦 

之 酒店行业并购的法律风险 

随着中高端、连锁、有限服务的酒店对应的消费群体不断增加，国内酒店行业也经历

着品牌与服务的升级。与此同时，品牌酒店通过并购快速完成在旅游热点城市、地段的布

局。酒店行业的收购，除应关注一般并购存在的法律风险外，还有以下方面需特别关注。 

 

一、 被收购方租赁的物业 

在旅游热点城市的核心地段，基本符

合收购方各项要求的物业属不可再生资

源。在核查被收购方租赁的物业时，需取

得业主、转租方等关于物业出租的全部文

件，着重核查以下内容： 

租赁物业的产权。城市中的建筑物由

于历史遗留问题、地方政策及大楼建造过

程中个案因素，产权问题多种多样。在开

展尽职调查把控收购风险时，至少应取得

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防止物业只具备

其中一证的情况。此外，如物业涉及军队

产业、政府部门产业、科研院所产业等特

殊业主的，还应关注相关的政策规定，降

低收购完成后酒店运营的政策风险。 

租赁期限。收购方完成对目标物业收

购后，由于要进行重装修并熟悉当地情

况，在前几个租赁期内，往往处于亏损状

态。经营酒店要取得较好的回报，租期一

般要在 10 年以上。而根据《合同法》规

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

的，超过部分无效。故酒店收购需特别关

注剩余租期。在收购方与被收购方股东签

署的收购协议中，建议将被收购方与有权

出租方重新签署符合租赁期限要求的合同

作为被收购方股东的义务，甚至是收购协

议的生效条件。 

违约条款。酒店租赁物业不仅仅是使

用物业，高端酒店的入驻会提升物业的整

体价值。在一个长的租期内，周边物业租

金的上涨会较为明显，有权出租方存在较

强的违约冲动。在违约责任的设置上，要

充分考虑这类因素。 

二、 关注酒店的混合业态 

中高端、连锁经营的酒店一般为有限

服务酒店，常常存在餐饮、健身房、棋牌

室、台球室等混合经营的业态。收购方在

进行收购时，要对存在的混合业态进行法

律关系分析、盈利分析、品牌分析。 

法律关系分析。酒店存在的混合业态

分为自营、外包两种情形。收购方应取得

被收购方与外包方合作的协议，了解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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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如收购方预计收购后不继续经

营该种业态，则应要求被收购方在被收购

前终止与外包方的合作。 

盈利分析。应分析每种业态对被收购

方收入、成本、利润的影响。在以评估价

为基础确定收购价格的情况下，因酒店为

轻资产化运作，未来收益是评估价格的重

要参考，拟清除某类业态将直接影响被收

购方的未来收益。对于存在餐饮业态的酒

店，为维持盈利稳定性，在收购时还应要

求移交主要的供应商资料。 

品牌分析。被收购方混合经营的业态

可能为当地较为知名的品牌，该品牌的商

标商号可能注册在被收购方名下，也可能

注册在被收购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

其他关联方名下。收购方在收购时应保留

继续使用相关商标、商号的权利。 

三、 劳动用工 

在收购交易中，收购后的整合重要的

一点是劳动用工的整合。处理好劳动用工

关系的根本前提是收购方对被收购方的劳

动用工政策有深入、全面的了解。 

激励政策。股权激励作为调动员工积

极性的有效手段在企业中有大量的运用，

特别对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则更为普

遍。直接授予员工股权的激励方式在尽职

调查中容易被发现，而以期权、虚拟股权

等方式进行的激励则相对隐蔽，易被忽略。

此外，酒店行业中还存在与客户住宿、用

餐等指标挂钩的奖励政策。收购方在收购

目标酒店前，要与被收购方实际控制人、

高级管理人员充分沟通以了解以上事项，

对于不符合收购方经营政策的激励政策，

要提前做好解除并预估解除后对酒店经营

的影响。 

内部承包经营。酒店所有者为降低运

营成本、激发活力，可能将酒店某一业态

（如客房、餐饮）或某一工序内部承包给

酒店员工，收购方根据己方经营政策，可

要求解除内部承包协议后再进行收购。 

拟清理业态员工的处理。在收购方拟清

除被收购方部分自营业态的情形下，不可

避免会涉及部分员工的劳动关系解除问

题，收购方对此也应有充分的准备。 

 

NOTEWORTHY M&A LEGAL RISKS 

IN THE HOTEL INDUSTRY 

The growing clientele are driving 

mid-to-high-end, chained and 

limited-service hotels in China to upgrade 

their brand and services. Meanwhile, major 

hotel brands are losing no time in building 

their presence at core locations of most 

visited cities through quick M&A 

transactions. Except for legal risks 

customarily associated with M&A 

transactions, points summarized below need 

extra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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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diligence and drafting transaction 

documents: 

1 PROPERTIES LEASED BY TARGETS 

Generally, properties at core locations of 

most visited cities that meet the lists of 

requirements of acquirers can be labelled 

non-renewable. When conducting a review 

on a property leased by a target, access to al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lease of the 

property is needed, including the land use 

right certificate, property ownership 

certificate, lease agreement and sub-lease 

agreement provided by the owner or original 

tenant. The review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Ownership of the leased property. Urban 

buildings may be held in varied ownerships 

due to historical issues, local policies or 

various other factor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buildings. When carrying out due 

diligence to control risks of an M&A 

transaction, the counsel should ensure that at 

least the land use right certificate and 

property ownership certificate are available, 

screening out any property that does not 

have both certificates. Moreover, if any 

special property owner is involved, such as a 

military or government agency or a research 

institute, relevant policies should also be 

reviewed to minimize policy risks of hotel 

operations following the M&A transaction. 

Term of the lease.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a target is operated at a loss in the first rental 

periods following the closing of the 

acquisition, because the acquirer needs to 

take time to renovate the property and get 

familiar with the local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earn handsome returns from hotel 

operations, generally the hotel operator 

needs to ensure that the property is leased 

for at least 10 year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Law, the term of a lease must 

not exceed 20 years, and any period beyond 

20 years is not legally binding. Therefore, 

the remaining term of lease is a crucial 

consideration for hotel M&As. As a possible 

solution, the M&A agreement between the 

acquirer and owners of the target may 

specify that the owners of the target are 

obliged to ensure, advisably as a 

precondi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 agreement, that the legal lessor signs a 

new contract conforming to requirements on 

the term of lease with the target. 

Liability for breach clause. A premium 

hotel increases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 

property housing the hotel, driving drastic 

rise in rental rates of surrounding properti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rm of lease of the 

hotel property is long. In such ca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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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r may have a strong motivation to 

breach the lease agreement. Therefore,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provision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such changes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2 MIXED OPERATIONS BY HOTELS 

Mid-to-high-end chained hotels are usually 

limited-service hotels providing mixed 

operations ranging from restaurants, 

gymnasiums, chess rooms to billiard room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its acquisition, an 

acquirer needs to conduct analyses on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profitability and brand of 

the mixed operations. 

Analysis on legal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o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hotel on its own, 

there may be services provided through any 

outsourcing service provider. In such cases 

the acquirer should request a copy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rget and the 

outsourcing service provider to underst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If 

the acquirer wants to stop the outsourcing 

upon closing of the M&A transaction, it 

should ask the target to terminate 

cooperation with the outsourcing service 

provider before being acquired. 

Profitability analysis. The analysis should 

cover the impact of each business on the 

revenue, cost and profit of the target. Where 

the price of the M&A transaction is based on 

the valuation, future earnings are a crucial 

factor for determining the valuation, given 

the asset-light nature of hotel operations. 

Any business to be disposed of in the future 

may have an immediate impact on the future 

earnings of the target. If the hotel runs any 

restaurants to help maintain steady 

profitability, a list of main suppliers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upon the M&A 

transaction. 

Brand analysis. The target may be operated 

under a known local brand with its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 target or of its actual controlle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r any other related 

party of the target. The acquirer should take 

care to ensure that it will still be able to use 

the relevant trademark or trade name upon 

closing of the M&A transaction. 

3 EMPLOYMENT 

Integration of labour forces is one of the 

highlights for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Handling employment-related issues could 

be a tough challenge requiring that the 

acquirer gains an in-depth and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s employment 

policy. 

Incentive polices.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motivating employees, equity-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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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entives are commonly used by companies, 

especially to incentivize their officers. While 

incentive programmes that directly grant 

shares to employees can be easily identified 

in due diligence, those based on options or 

virtual shares may be ignored due to their 

covert nature. In the hotel industry, there are 

also incentive policies linked to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number of stays and 

catering revenue. Before acquiring the targe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acquirer 

communicates with the target’s actual 

controller and officers to get informed about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If there is any 

incentive policy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acquirer’s business policies, the acquirer 

should terminate the policy in advance and 

calculate the estimated impact of the 

termination on the hotel’s operations. 

Operation under internal contract. To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motivate 

employees, the hotel owner may outsource a 

line of business (such as guest rooms or 

catering) or a work procedure internally to 

its employees. Depending on its business 

policies or strategies, the acquirer may 

request that the internal contractor 

agreement be terminated before it proceeds 

with the M&A transaction. 

Dealing with staff for the business to be 

disposed of. Where the acquirer intends to 

dispose of any proprietary business of the 

target, terminating employment with some 

employees may be inevitable. The acquirer 

should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is issue.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律师：李燕山、杨力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Our hearts and our bodies are given to us only once. 

上天赋予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只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