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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日，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

法>的通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发《关于发布专业技

术服务业等四个行业的信息披露指引的公告》，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

9 部委公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更多法规详见

本周速递。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接

受采访，对《管理规定》对文件出台背景、服务提供者落实区块链信息服务安全

主体责任作出的要求、服务提供者履行备案义务的要求等重要内容进行了解读，

具体请见本期“法规解读”栏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从何时起算？》，以

供参考；“实务聚焦”栏目为您带来的是《国有企业产权评估相关争议问题浅析》，

敬请阅读。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D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D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Tk=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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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领域 

13. 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落地\ 2019-01-11 

14.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宣称"药妆"属违法行为 \ 2019-01-11 

15. 疫苗管理法草案：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 2019-01-07 

16. 工信部取消部分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 \ 2019-01-07 

法 规 解 读 

网信办负责人就《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之 观点 | 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从何时起算？ 

实 务 聚 焦 

之 观点 | 国有企业产权评估相关争议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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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资讯 | 天达共和律师获评 2018 年度“议政建言”先进个人 

 

杭州市西湖区知联会、新联会、网联会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举行年会，会上向本所杭

州办公室合伙人夏家品律师颁发了荣誉证书，以表彰 2018 年度夏律师在议政建言方面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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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律师发挥法律专业优势，在做好律师本职工作之余，充分利用执业深入一线之便利，

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参与议政建言。夏律师将执业过程中所获悉的关于特色小镇建设、

养老产业企业、电梯安全及企业发展等情况作为引子，深入前往西湖区艺创小镇、云溪小镇

等调研，先后撰写《关于推进西湖区特色小镇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的提案》、《关于建立我区

重大项目合法性论证与风险评估制度的建议》、《关于建设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

建议》、《关于加快高层小区电梯联网监控的建议》及《关于推进人大议案/政协系统建设

的建议》等提案。 

围绕西湖区传统产业转型与数字经济建设情况，夏律师经前期调研及咨询专家后撰写

《关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西湖区数字（信息）经济发展的建议》，提出了“构建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制度保障”“统筹数字化布局与人才培育机制”等建议。此次获评 2018

年度 “议政建言”先进个人也是对夏律师上一年度在为政府建言献策方面工作的肯定。 

 律师

名片  

 

  

 

夏家品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邮箱：xiajiapin@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25 

夏家品律师自 2006 年执业以来已承办民商、公司、刑事及行政案件近四百起，如玉环某家

私公司诉莆田某汽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历时八年，最高院提审），南京南瑞集团公司被侵

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傍驰名商标、恶意域名注册，高院二审），杭州朱某等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P2P）3.2 余亿元案（判三年三个月）及王某被诉民间借贷纠纷案（高院再审）

等，积累了丰富的诉讼仲裁经验，历练了扎实的争议解决能力近年来，夏家品律师开始致力

将诉讼经验意识融汇于非诉业务、用争端化解思维贯通于商业运营，磨砺“一站式、多维度”

综合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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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天达共和律师荣任中国并购公会第四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 

 

 

近日，天达共和合伙人吴立新律师荣任中国并购公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一职。 

中国并购公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批复设立的非盈利性民间行业协会。协会成立

于 2004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深圳、香港等国内地区及日本、美国等国家设有分支

机构。中国并购公会内设多个专业委员会，是并购交易师培训与认证中心和并购交易仲裁中

心。吴立新律师将于 2019 年 1 月起，作为公会常务理事，行使理事权利/权力，履行理事

职责。 

吴立新律师表示“中国并购公会是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并购行业专业协会，天达共和在并

购与重组、破产重整与清算等领域也有着强大的实力和优良的业绩，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履职，

更好地促进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扩大中国并购行业从业者的专业能力和国际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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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名片  

 

  

 

 
 

吴立新 

天达共和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金融与融资部 

邮箱：wulixin@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421 

吴立新律师的主要执业领域为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金融机构重整、金融产品创新、公司并购

与重组、证券发行与上市等。吴律师曾主持多家重要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工作，包括武汉证

券破产清算项目、中国金融租赁破产重整项目、金信信托破产清算项目、汉唐证券行政托管

项目、西北证券破产清算项目、西部金融租赁停业整顿项目等。吴律师长期以来为金融监管

部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参与了多项金融监管法律及行业监管政策的

制定，主持了大量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业风险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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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天达共和杭州办三位律师入选杭州市律协第九

届专门委员会 

为进一步推进行业发展，加快提升服务管理能力的目标，杭州市律协第九届二次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决定设置十八个专门委员会，并审议通过了市律协第九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人员名单，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三位合伙人律师入选杭州市律师协会第九届专门委员会。 

合伙人陈相瑜律师被任命为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副主任、重大敏感案件指导委员会委员 

行业发展战略委员会职责：负责杭州律师行业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主持行业调

研；对行业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及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统筹修订章程及重大

行业规则、办法；逐步完善和规范协会管理、提升行业自律管理能力。 

重大敏感案件指导委员会职责：统一指导、协调律师办理重大、敏感案件工作，组织专

家委员会，开展重大、敏感案件的分析、研究和指导工作，完善相关指导制度和流程规范，

督查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重大、敏感案件指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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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李燕山律师被任命为律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委员 

律所管理与合作促进委员会职责：负责对律所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总结，

交流律所管理经验，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提高律所管理意识、管理能力及竞争能力；负

责律所与其他行业及国外同行的交流学习，组织律所管理方面的专题培训。 

合伙人夏家品律师被任命为教育培训委员会委员 

教育培训委员会职责：负责律师继续教育培训理论与实践研究，开展培训教育的信息交

流、业务协作和实践探索，统筹行业各项继续教育培训服务，引领教育培训健康发展。 

作为杭州市律师协会第九届专门委员会委员，三位律师深感荣幸与责任。他们表示今后

将在岗位上继续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奉献精神，积极履行专委会委员职责，为推动杭州律师

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律师

名片  

 

  

 

陈相瑜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邮箱：chenxiangyu@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08 

陈相瑜律师专注于银行金融、收购兼并及争议解决业务，为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杭州市人大民族宗教华侨、外事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大立法专家库成员，中国民主建

国会第八次、第九次省代表，民主建国会萧山区二支部主任委员，杭州市“同心智库”专家

成员，曾任杭州市律师协会团委委员、萧山区司法局团委委员，杭州市法律志愿服务队成员，

团市委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导师团创业导师。曾获杭州市第二届“十大律师先锋”之新锐律师、

杭州市司法局“优秀青年志愿者”、杭州市律师协会“杭州律师新星奖”、杭州市萧山区司

法局“萧山区优秀律师”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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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名片  

 

  

 

 

李燕山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邮箱：liyanshan@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10 

李燕山律师曾从事审判工作 13 年，2016 年辞去公职开始律师实习、执业。两年来共计参

与办理民商事案件 200 多件，现担任十几家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常年法律顾问。 

 

 律师

名片  

 

  

 

 

夏家品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邮箱：xiajiapin@east-concord.com 

电话：+86571 8501 7025 

夏家品律师自 2006 年执业以来已承办民商、公司、刑事及行政案件近四百起，如玉环某家

私公司诉莆田某汽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历时八年，最高院提审），南京南瑞集团公司被侵

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傍驰名商标、恶意域名注册，高院二审），杭州朱某等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P2P）3.2 余亿元案（判三年三个月）及王某被诉民间借贷纠纷案（高院再审）

等，积累了丰富的诉讼仲裁经验，历练了扎实的争议解决能力近年来，夏家品律师开始致力

将诉讼经验意识融汇于非诉业务、用争端化解思维贯通于商业运营，磨砺“一站式、多维度”

综合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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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天达共和杭州办被授牌为杭州首批律师调解工

作室 

 

 

2019 年 1 月 4 日上午，杭州市法院、市司法局、市律协联合召开了杭州市优秀律师调

解员表彰会暨首批律师调解工作室授牌仪式。 

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市人大副主任许勤华，市法院院长、市司法局局

长，市律协会长，市县两级法院、司法局分管领导及相关庭（科）室负责人，以及律师事务

所律师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和优秀律师调解员及部分律师调解员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仲灿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

要力量，律师参与调解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他强调，要深刻把握律师调解工作重要意义，为全面推进律师调解工作凝聚更

多共识，奠定坚实基础；要瞄准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不断推动理念更新，加快制度完善和

市场化保障机制建设，全方位提升律师调解工作水平，让律师调解从“盆景”变成“风景”

和 “全景”；要强化各方协同，形成整体效应，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做好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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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问题解决，为试点推进提供更多政策支撑；广大律师要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调

解，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专业的矛盾纠纷解决服务。 

 

会议为首批律师调解工作室授牌，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成为杭州首批律师调解工作室并获得了授牌。 

 

会议表彰了 2018 年度优秀律师调解员，杭州办陈颖律师荣获 2018 年度优秀律师调解员。 

律师事务所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后，可以将接受当事人申请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开

展，同时可以承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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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 金融领域 

1. 财政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应优先通过调剂方式解决 \ 2019-01-10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资[2018]98 号）。其中规定：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式包括调剂、租用、购置、建设、接

受捐赠等。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应当优先通过调剂方式解决；确实无法调剂的，

应当本着控制成本、节约资金、方便使用的原则，对租用、购置、建设等方式进行综合

分析和可行性论证，选择最优方式进行配置。 

阅读原文 

2.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文 规范供销合作社金融服务  \ 2019-01-09 

1 月 8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关于规范发展供销合作社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下称《意见》），明确清理整改，建立违法违规金融服务退出机制。《意见》要求，

对与供销合作社无实质产权关系而挂靠、使用、冒用供销合作社名义进行金融活动的单

位要全面排查，采取果断措施，限时清理，并公告社会。对供销合作社没有实际掌控力

的 P2P 平台，严格禁止使用供销合作社名义开展业务。对无政府部门批准、无监管部

门监管、突破批准范围违规经营的金融机构和业务，要限期整改。 

阅读原文 

3. 央行：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 2019-01-07 

央行近日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同时，2019 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

利（MLF）不再续做。为何要分两次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降

准政策分两次实施，和春节前现金投放的节奏相适应，有利于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保持

合理充裕，这样安排能够基本对冲今年春节前由于现金投放造成的流动性波动。当前中

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维持松紧适度，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定向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和

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稳定宏观杠杆率，兼顾内外平衡，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阅读原文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2MDA=?searchId=1abaab6846dd4c0aa8d5b79073d7c504&index=19&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DQ=
http://zcgl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08_3116034.html
http://zcgl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08_3116034.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MzNDk=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MzNDk=
http://www.chinacoop.gov.cn/HTML/2019/01/08/147445.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73791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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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九部委：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2019-01-11 

1 月 10 日，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 9 部委公布《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发展绿色金融。完

善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根据条件成熟程度，适时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

范围。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生态保护地区建立符合绿色企业和项目融资特点的绿

色信贷服务体系，支持生态保护项目发展。在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的基础上，支持有

条件的生态保护地区政府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共同发起区域性绿色发展基金，支持

以 PPP 模式规范操作的绿色产业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绿色

债券，鼓励保险机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探索绿色保险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的途径。 

阅读原文 

 

➢ 资本市场 

5. 两部门：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 \ 2019-01-10 

1 月 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公布《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

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发电

项目及相关发行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并参考专项债券品种推进审核。在 2020

年底前核准（备案）并开工建设的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在其

项目经营期内有关支持政策保持不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及时研究总结各

地区的试点经验，根据风电、光伏发电的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2020 年后的平价上网政策。 

阅读原文 

6. 深圳将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 \ 2019-01-09 

近日，《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正式发布。

《若干措施》提到，深圳将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方式将进一步拓宽和完善创

投退出渠道和机制。上述措施于 2019 年 1 月 6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若干措施》

提出，深圳将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创业投资机构的被投企业通过上市、挂牌

等方式拓宽退出渠道。同时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支持有条件的区域股权交

易中心、金融机构等依法依规打造创投项目转让交易平台。《若干措施》特别提到，支

持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设立科技创新板，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板挂牌并接受培训咨

询、登记托管等资本市场培育服务。 

阅读原文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Tk=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Tk=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1/t20190111_925436.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1/t20190111_925436.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QyMDY=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QyMDY=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1/t20190109_925398.htm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2NjY=?searchId=08ea416d20f94b5b937dbe6b4d49056b&index=34&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Q1OTg=
http://www.sz.gov.cn/zfgb/2019/gb1084/201901/t20190108_152653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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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零售业等四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 2019-01-07 

近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制发《关于发布专业技术服务业等四个

行业的信息披露指引的公告》（股转系统公告[2018]1497 号）。全国股转公司发布了

专业技术服务业、零售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四个行业的信息披露指引，其中公开转让说明书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申请挂牌公司，

持续信息披露要求适用于创新层公司，并鼓励基础层公司参照执行，均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全国股转公司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推进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制定工作，继续研究

制定一些行业特征明显、挂牌公司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二、三级行业信息披露指引，逐

步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规范体系。同时，全国股转公司还将密切跟踪已发布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的执行情况和市场意见，强化规则执行力度，适时修订完善指引内容。 

阅读原文 

 

➢ 知识产权 

8. 国办：推广“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 \ 2019-01-09 

1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下称

《通知》），提出将在全国或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湖北、陕西、辽宁等

部分区域内，推广第二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其中就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通知》

明确，推广“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省级行政区内专利等

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跨市（区）审理”“以降低侵权损失为核心的专利保险

机制”“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引入技术调查官制度”“知识产权案件快速审判机制”等

举措，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阅读原文 

9. 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侵犯专利最高赔偿 500 万 \ 2019-01-07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进行

了审议，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3 日。草案提出，

在难以计算赔偿数额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酌情确定的赔偿额，从现行专利法规定的一万元

到一百万元提高为十万元到五百万元。草案还提出，新设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增加规定：

专利权人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

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 

阅读原文 

 

http://www.neeq.com.cn/notice/200005100.html
http://www.neeq.com.cn/notice/200005100.htm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1NjI=?searchId=08ea416d20f94b5b937dbe6b4d49056b&index=42&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MzODY=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8/content_535587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8/content_5355878.htm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zODY=?searchId=42ccae02ce9a4adab58cace3569e98d9&index=95&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0Njc=
h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13137851
h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1313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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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 

10. 海关总署：9 家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资格注销 \ 2019-01-11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公布准予延续注册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220 号），55 家企业满足延续注册条件，决定准

予延续注册。9 家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由于未递交延续注册申请，其注册

资格予以注销。注销注册资格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其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生产的产品不得进口。2019 年 1 月 1 日前生产的产品，报关时保质期不足三

个月的不得进口。 

阅读原文 

11. 海关总署明确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事宜 \ 2019-01-10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有关事宜的公告》（2019 年第 13 号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公告规定，海关签注 ATA 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的

进出境期限与单证册有效期一致。从境外暂时进境的货物转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

监管场所的，主管地海关凭《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对暂时进境货物予以核销结案。 

阅读原文 

12. 税总发布启运港退（免）税管理办法 \ 2019-01-07 

为优化启运港退（免）税管理，国家税务总局现将修订后的《启运港退（免）税管理办

法（2018 年 12 月 28 日修订）》（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6 号）予以发布，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出口企业无需单独申请启运港退（免）税备案。主

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受理出口企业启运港退（免）税首次申报时，即视为出口企业完

成启运港退（免）税备案。在申报启运港退（免）税时，还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出口

企业填报申报明细表时，应在“退（免）税业务类型”栏内填写“QYGTS”标识。二

是外贸企业应当使用单独的关联号申报启运港退（免）税。 

阅读原文 1&2 

 

➢ 其他领域 

13. 网信办：《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落地\ 2019-01-11 

1 月 10 日，网信办公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9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其

中明确，区块链信息服务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或者系统，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

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jQxNzY=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jQxNzY=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165539/index.htm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2MjQ=?searchId=f11e0e751b774c37bf1bd1e0d42ef1c0&index=24&q=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2MjQ=?searchId=f11e0e751b774c37bf1bd1e0d42ef1c0&index=24&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QyMDM=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176093/index.htm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zNTg=?searchId=42ccae02ce9a4adab58cace3569e98d9&index=82&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jkyNzc=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jkyNzc=
http://hd.chinatax.gov.cn/gdnps/content.jsp?id=4000243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0/c3999911/content.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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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

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阅读原文 

14.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宣称"药妆"属违法行为 \ 2019-01-11 

1 月 10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一）”。此

次解答中，明确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妆”、“药妆品”和“医学护肤品”概

念的监管态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解读中指出，我国现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中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化妆品标签、小包装或者说明书上不得注有适应症，不得

宣传疗效，不得使用医疗术语，广告宣传中不得宣传医疗作用。对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

或备案的产品，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等“药妆品”概念的，属于违法行为。 

阅读原文 

15. 疫苗管理法草案：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 2019-01-07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意见，截

止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3 日。草案提出，对疫苗生产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的准入制度。

从事疫苗生产除符合一般药品的生产条件外，还应当具备本法专门规定的条件。实行疫

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阅读原文 

16. 工信部取消部分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 \ 2019-01-07 

近日，工信部公布关于取消部分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设定的证明事项的决定，相关

证明事项自公布之日起取消。取消的部门规章设定的证明事项目录共 14 项，包括：申

请“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和调整审批”、申请“电

信设备进网许可（含试用）审批”等需要使用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等。 

阅读原文 

http://www.cac.gov.cn/2019-01/10/c_1123971164.htm
http://www.cac.gov.cn/2019-01/10/c_1123971164.htm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3NDY=?searchId=f11e0e751b774c37bf1bd1e0d42ef1c0&index=17&q=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3NDY=?searchId=f11e0e751b774c37bf1bd1e0d42ef1c0&index=17&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1MjI=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60/334387.html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60/334387.html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zODg=?searchId=42ccae02ce9a4adab58cace3569e98d9&index=77&q=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MzEzODg=?searchId=42ccae02ce9a4adab58cace3569e98d9&index=77&q=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MzA0NjQ=
h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13135075
http://www.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13135075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E0MzAzNzc%3d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658177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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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网信办负责人就《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答记者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10 日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就《规定》的相关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 

答：出台专门规范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管理

规定，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深入推进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需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经颁布实施，明确

规定了网络运行和信息安全管理以及新技

术新应用安全评估有关制度要求。建立区

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制度，制定《规定》，

是落实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加强网络信

息安全管理的需要。 

二是促进区块链信息服务健康发展的

需要。加强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指导区

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服务提

供者”）履行备案手续是建立健全信息安

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促进区块链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健康

发展。 

三是区块链信息服务安全风险防范的

需要。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相关应用蓬

勃涌现，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机

遇，便利了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但同

时区块链技术被一些不法人员利用，作为

存储、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实施网络违法

犯罪活动的工具，扰乱互联网信息传播秩

序，严重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亟需依法推动服务提供者主动健全

安全保障措施，提升安全风险预警防范效

果。 

问：《规定》中所指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是

什么？ 

答：《规定》中所指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是

指基于区块链技术或者系统，通过互联网

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信

息服务。 

问：《规定》中所指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提

供者是什么？ 

答：《规定》中所指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提

供者是指向社会公众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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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或者节点，以及为区块链信息服务

的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织。 

问：《规定》对服务提供者落实区块链信

息服务安全主体责任作出了哪些要求？ 

答：《规定》对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进行

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一是落实信息内

容安全管理责任。二是具备与其服务相适

应的技术条件。三是制定并公开管理规则

和平台公约。四是落实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制度。五是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从事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或者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

息内容。六是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服

务协议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应当依

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 

问：《规定》对服务提供者履行备案义务

作出了哪些要求？ 

答：《规定》要求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

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

填报备案信息，同时明确备案信息审查、

备案信息变更、备案编号标注、备案信息

定期查验等相关事宜。 

问：《规定》对服务提供者履行安全评估

和配合监督检查义务作出了哪些要求？ 

答：《规定》要求服务提供者：一是开发

上线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的，应当按

有关规定报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二是信息

服务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的，应当进行整改，

直至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和国

家相关标准规范后方可继续提供服务。三

是记录备份应当保存不少于六个月，并在

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四是

应当配合网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五是接受

社会监督，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及

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问：对违反《规定》要求的区块链信息服

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有哪些处罚措施？ 

答：违反《规定》相关规定的，由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

据本规定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予以相应

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中国网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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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河北有望迎来 2.5 天小长假】河北省近日印发的《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2019-2020 年）》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

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施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 天小长假”政策措施。早在 2015 年

就有多省份明确提出鼓励“周五下午加周末”的 2.5 天休假模式。（法制日报） 

2. 【波兰安全部门：逮捕中国公民因个人行为，与华为无关】1 月 8 日，波兰安全局逮捕

了一名中国公民和一名前波兰安全官员，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路透于 11 日首先援引波

兰媒体消息报道了此事，波兰安全局发言人表示，此案与华为无直接关联，属于个人行

为。（环球时报） 

3. 【25 年冤狱获赔 460 万，专家建议国家赔偿增加惩罚性赔偿】1990 年，刘忠林遭刑

讯逼供，被认定为一起凶杀案犯罪嫌疑人，1994 年被判死缓。去年，刘忠林被改判无

罪。本周，法院对他进行 460 万元国家赔偿。262 万多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和 197 万

余元的精神抚慰金，双双创下类似案件的最高赔偿数额。然而，出狱“后遗症”又该用

什么弥补？（环球时报） 

4. 【陕西神木百吉矿事故 21 名工人已遇难】据央

视，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1.12”发

生重大井下冒顶事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工共

87 人，事故发生后 66 人安全升井，21 人遇难。

（人民日报） 

5. 【新华社：人民币贬值压力缓解 后市或将双向波动】新华社刊文称，受多重外部因素

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 9 日来连续三日大幅上涨。业内专家认为，最近几个月以

来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有所缓解，后市预计将呈现双向波动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进程不断深入、境内金融市场稳步开放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地位日益提升，未来

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将进一步增强（和讯网） 

6. 【权健董事长束昱辉被撤销天津市工商联执委等职务】依据《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

和有关规定，天津市工商联和河西区工商联分别于近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束昱辉

十四届天津市工商联执委、常委、市商会副会长，十二届天津市河西区工商联执委、常

委、副主席等职务，开除其天津市河西区工商联会籍。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

程》和有关规定，近日，政协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免

去束昱辉政协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委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束昱辉因存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重大犯罪嫌疑，已于 2019 年 1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强

制措施。（和讯网） 

7. 【“86 岁老人闯进 ICU 病房拔掉妻子呼吸管”事件调查，专家：涉嫌故意杀人，此前

已有判决】2018 年 12 月 24 日下午，正值江西中寰医院重症监护室探视时间，患者家

http://s.weibo.com/weibo?q=%23%E6%B2%B3%E5%8C%97%E6%9C%89%E6%9C%9B%E8%BF%8E%E6%9D%A52.5%E5%A4%A9%E5%B0%8F%E9%95%BF%E5%81%8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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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徐某突然“闯”进 ICU 病房，将刚入院 3 天的妻子黄阿婆（化名）的呼吸管拔掉，

欲带她回家。年逾六旬的黄阿婆患急性心力衰竭和肺气肿，抢救后靠插呼吸管维系生

命，随时可能死亡。所幸的是，徐某的“拔管”行为

被现场医护人员及时发现，经紧急救治后，没有造成

无法挽救的后果。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

任、教授颜三忠表示，徐某的行为既不道德也不合

法，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未遂……一起起

悲剧，让“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再次走进公众视

野。（法制日报） 

8. 【国家统计局：2018 年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2018 年 12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其中，城市上涨 1.9%，农村上涨 1.9%；食品价格上

涨 2.5%，非食品价格上涨 1.7%；消费品价格上涨 1.7%，服务价格上涨 2.1%。12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其中，城市和农村均与上月持平；食品价格上

涨 1.1%，非食品价格下降 0.2%；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均与上月持平。全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上涨 2.1%。（和讯网） 

9. 【武装部长打着维稳旗号欺压百姓 黑龙江一黑恶势力团伙被摧毁】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黑龙江五常市五常镇连续发生 3 起无辜群众被殴打事件，4 名上访人员

被人用棍棒、镐把等凶器将腿打折。经查，是镇武装部部长周广宝为掩盖其担任村书记

期间非法对土地进行流转的犯罪事实，暴力伤害上访群众。目前，该黑恶犯罪团伙 12

名成员全部归案。（环球时报） 

10. 【国内首个 3D 打印生物标本亮相，世上最后那只白鳍豚淇淇“活了”】1 月 12 日，

白鳍豚“淇淇”3D 复原标本在中科院水生所亮相。“淇

淇”是世界上人工饲养时间最长的白鳍豚，2002 年它去

世后，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一头活的白鳍豚。研究专家说，

复原标本希望更多人行动起来，保护水生生物。（人民

日报） 

11. 【一个旧奶瓶牵出跨省贩卖婴儿案：最大的出生 10 天 最小的仅 3 天】近日，湖北高

速交警随县大队 发现一辆车上有三名男子和一名婴儿，起了怀疑。询问时，三名男子

坚称孩子是捡来的。最终因一个旧奶瓶被民警套出漏洞。据三名嫌疑人交代，婴儿从云

南购买，准备去河北贩卖，已贩卖 4 名女婴。（新华网） 

 

12. 【李嘉诚：许多国家 GDP 增长放缓 对全球经济前景保持警惕】据彭博社报道，谈及

全球经济前景，李嘉诚称，许多国家 GDP 增长放缓，呼吁对全球经济前景保持警惕。

该媒体还报道称，李嘉诚谈及香港楼市时表示，香港房地产市场今年或有更大的波动；

购房者应当谨慎管理自身财务。（和讯网） 

https://weibo.com/n/%E6%B9%96%E5%8C%97%E9%AB%98%E9%80%9F%E4%BA%A4%E8%AD%A6%E9%9A%8F%E5%8E%BF%E5%A4%A7%E9%98%9F?from=feed&loc=at
https://weibo.com/n/%E6%B9%96%E5%8C%97%E9%AB%98%E9%80%9F%E4%BA%A4%E8%AD%A6%E9%9A%8F%E5%8E%BF%E5%A4%A7%E9%98%9F?from=feed&lo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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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忠：去杠杆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产回报率】“去杠杆的关键是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产回报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1 月 12 日在第二十

三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称，高杠杆下的经济转型，需要低利率政策，但同时必须有结

构性改革，提高资本回报率。（财新网） 

14. 【河北高院发布查“老赖”神器：用小程序“老赖地图”查

查你身边都有哪些“老赖”】运用一款小程序，家住河北省

石家庄市裕华区某小区的高志惊奇地发现，自己居住的小区

竟然是个“老赖”重灾区！这款小程序就是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近日向社会开通的小程序“老赖地图”，用户可以通

过该平台查询身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小程序将自动显

示定位地点附近的“老赖”数量，并发出相应预警。（法制

日报） 

15. 【华控基金张扬：“复制创新+人口红利”的新经济难以为继】“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

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成长动因在新经济领域来自两点：复制创新+人口红利。”华控基

金董事长张扬，在 1 月 12 日举行的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高峰论坛上表示。（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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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观 察 

之 观点 | 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从何时起算？ 

 

2019 年 1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

20 号）正式公布，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

“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

工程价款之日起算。”从此，《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

的批复》（法释〔2002〕16 号）第四条

确立的规则被改变，即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期限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

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变更为从发

包人应付工程款之日起算。 

但是，发包人应付工程价款分为预付

款、进度款、结算款，结算款约定为分期

付款也十分常见，新规则所指的应付工程

款之日，究竟是哪一天呢？ 

 

一、规则变更系对承包人的重大利好 

对于按竣工日起算优先受偿权行使

期限的旧规则，一直以来广受诟病，主要

包括： 

1、工程结算周期长、流程复杂，竣

工后 6 个月内无法完成结算的情况较为

常见，若按竣工日起算，极易发生未完成

结算而行权期限早已届满的情况，对承包

人显然不公； 

2、竣工日期存在特殊认定方式，例

如在发包人恶意拖延竣工验收时间时，依

法按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时间确

定竣工日，发包人在工程验收合格前擅自

使用时，依法以转移占有之日为竣工日

期。此等规定本意是对发包人的失信行为

进行惩罚，但以此作为优先权的起算时

间，反而使行权期限提早起算，损害了承

包人利益； 

3、实践中不乏因开发商破产、施工

单位中途退场等原因导致工程未实际完

工的情况，此时若机械适用上述规则，将

导致优先受偿权无法行使。 

有鉴于此，早在本次司法解释出台

前，司法实践对于旧规则已有突破[1]，

但苦于缺乏现行法支持，一直颇受争议。

此次司法解释重新确立起算规则，显然有

利于优先受偿权制度的真正落实，有利于

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有利于社会公平正

义的实现。 

 

二、变更后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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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周期长、标的额大

等特点，施工合同往往约定工程款按施工

进度分期支付（例如约定正负零工程完成

后支付 25%进度款、主体结构封顶后支

付 50%进度款、竣工验收后支付 80%工

程款等），此时应当按各期工程款支付条

件成就之日分别起算优先受偿权行使期

限，抑或按最后一期届满之日起算，司法

解释则未予明确规定，如司法实践中不形

成统一的裁判规则，将使得优先受偿权行

使期限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承包

人行使优先受偿权。 

 

三、如何理解新规则？ 

1、不应简单套用分期履行之债按最

后一期起算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 

有观点认为，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

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及

《民法总则》关于分期履行之债按最后一

期起算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

最后一期债务届满之日起算，因此可推论

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也应从最后一期工

程款债务届满之日起算。 

我们不赞同上述观点，关于优先受偿

权 6 个月行使期限的法律性质，虽然现行

法并无规定，但理论界通说认为其性质当

属除斥期间[2]，司法实践主流观点亦对

其诉讼时效属性持否定态度[3]。理由主

要是：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届满将直接

导致实体权利的消灭而非胜诉权的丧失，

且最高院及各地法院判例均认为该期限

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等

情形[4]，此等特征均与诉讼时效不符。

因此，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无法直接适用

于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 

2、新规则的应当给付工程款之日应

被理解为最后一期结算价款支付期限届

满之日 

首先，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而言，建设

工程优先受偿权制度的立法本意在于保

护承包人工程款债权，进而减少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达到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

权益、维护社会公平及秩序的目的。如若

从各期进度款支付期限届满之日分别起

算行使期限，由于主流司法观点认为优先

受偿权应以诉讼、仲裁而非发函的方式行

使[5]，承包人在仍欲继续履行合同的情

况下，选择与发包人撕破脸皮、以起诉的

方式行使优先受偿权缺乏现实可能性。但

若承包人待结算价款支付期限届满后再

行使，则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周期往往较

长，此时大部分工程进度款的 6 个月优先

受偿权行使期限已然届满，承包人将面临

优先受偿范围极其有限、权益最终无法有

效保护的窘境。如此，则立法目的无法实

现，公平正义无以彰显。 

其次，本次司法解释修改起算规则的

用意在于放宽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条件而

非进一步限制权利行使。旧规则的起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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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本就在竣工之日，在本次司法解释起草

过程中，曾有草案将起算时间推迟至工程

结算款债权确认之日，最终则进一步推迟

至应付价款之日。因此，若按各期进度款

分别计算时限，实则将起算时间提前至工

程竣工前，有违立法初衷。 

再者，将各部分工程款视作整体，按

最晚日期统一起算权利行使期限的司法

观点早已有之。例如，在（2015）民一

终字第 86 号上海锦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与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最高院修正了江

苏高院关于同小区不同标段工程按各自

竣工日期分别起算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

的观点，认为当事人虽就各标段工程分别

签订施工合同，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将

各单体作为整体进行施工，承包人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主张优先受偿权既无必要、亦

无可能，故而应以各标段工程的最后竣工

日期，作为认定承包人是否丧失优先受偿

权的起算点。 

3、约定保修金返还之日不应被视为

最后一期结算价款给付之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文所述按最后

一期起算权利行使期限，该等起算点不应

包含作为保修金预留的工程款。否则，由

于实践中全部保修金的返还日期往往在

工程竣工两年甚至五年之后，优先受偿权

的行使期限将被过度延长，如此则有悖于

法律规定 6 个月行使期限以激励承包人

积极行权并适当平衡其他债权人利益的

立法本意。 

 

注释 

[1]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5）参阅案例 52 号“南通一建公司

诉均英光电公司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4）苏民

终字第 0289 号）、最高院“武宁县新城

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雷邦科技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请再

审案民事判决书”（（2015）民申字第

1815 号）。 

[2] 如陈柏新：《<合同法>第 286

条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讨》，载《法治论

丛》2011 年 3 月，第 75 页；马永龙、

李燕：《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法律适用

问题探析——从担保法的视角出发》，

载《现代法学》2003 年 12 月，第 129

页；王建东：《评<合同法>第 286 条》，

载《法学》2003 年第 2 期，第 67 页；

侯进荣：《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

的司法适用》，载《人民司法》2005 年

4 月，第 73 页；丁林阳：《施工合同解

除后，未完工承包人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

偿权起算点的确定》，载《人民司法》2012

年第 18 期，第 74 页。 

[3] 参见（2018）最高法民终 392

号、（2017）最高法民再 389 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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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民申 2502 号、（2014）民一终

字第 4 号、（2012）民一终字第 41 号等

最高院判决书。 

[4] 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关于

工程款优先受偿权适用法律的复函

（（2007）执他字第 11 号）”中明确：

“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

限为不变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

的情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在

2012 年 1 月 10 日下发的《执行中处理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关问题的解

答》（浙高法执[2012]2 号）中规定：“权

利人未在上述期限内行使优先受偿权的，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丧失。 

[5] 参见最高院“湖南协和建设有限

公司、株洲市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再 389 号）、最高

院“广西南宁锐建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与

广西永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强

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东省廉江市建

安工程有限公司）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2016）最高法民申 2502 号）。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作者：鲁宏 高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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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务 聚 焦 

之 观点 | 国有企业产权评估相关争议问题浅析 

近期，部分客户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

中遇到了相关国有资产评估和备案的问

题，我们针对性地进行了法律研究与政府

咨询后，对相关争议性问题以问答的形式

形成本文，供大家参考，并欢迎大家共同

交流。 

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未

对国有企业形成统一定义，鉴于本文主要

涉及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的评估备案事

宜，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认定标准，我们

选择采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即 32 号令）对国有企业的规定，

即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

有实际控制企业，具体如下： 

（一）政府部门、机构、事业单位出

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以及上

述单位、企业直接或间接合计持股为

100%的国有全资企业； 

（二）本条第（一）款所列单位、企

业单独或共同出资，合计拥有产（股）权

比例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最大股东

的企业； 

（三）本条第（一）、（二）款所列

企业对外出资，拥有股权比例超过 50%

的各级子企业； 

（四）政府部门、机构、事业单位、

单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股比例未超过 50%，但为第一大股东，

并且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

议或者其他协议安排能够对其实际支配

的企业。 

  

问题一、国有企业受让国有企业产权（例

如：国有企业 A 受让国有企业 B所持国

有企业 C 的股权），是否需要履行资产

评估备案程序？如何履行？ 

分析：从国有企业 B 的角度出发，上述行

为属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第六条第五款所规定的“国有企业产

权转让”，故应当由国有企业 C 的国有

股东 B 作为产权转让方，依法对拟转让的

国有产权进行评估，并向国有企业 B 的上

级国家出资企业[1]履行评估备案程序。

但是，从国有企业 A 的角度出发，其作

为投资方，受让国有产权的行为不属于法

律规定需要履行评估备案程序的行为，无

需履行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所涉评估备案表：《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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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国有企业增资国有企业（例如：

国有企业 A 认缴国有企业 B新增的注册

资本，其中，国有企业 B的股东情况为：

国有企业 C（持股 51%）、国有企业 D

（持股 49%）），是否需要履行评估备

案程序？如何履行？ 

分析：经电话咨询国资委产权处，对国有

企业增资，等同于受让国有产权。其中，

从国有企业 B 的国有股东的角度出发，国

有企业 A 对国有企业 B 的增资行为，会

导致国有企业 C 和国有企业 D 在国有企

业 B 中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属于《企业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四

款所规定的“非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股权

比例变动”，因此，国有企业 B 的股东作

为股权“让渡方”，应当促使国有企业 B

就其增资事宜进行评估，并由国有企业 B

的最大股东国有企业 C 向其上级国家出

资企业履行评估备案程序；但是，从国有

企业 A 的角度出发，其作为投资方，通

过增资取得国有产权的行为不属于法律

规定需要履行资产评估备案程序的行为，

无需履行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所涉评估备案表：《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备案表》 

 

问题三、国有企业受让非国有产权（例如：

国有企业 A 受让非国有企业 B 所持非国

有企业 C 的股权），是否需要履行评估

备案程序？如何履行？ 

分析：上述行为可以归属于《企业国有资

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款所规

定的“收购非国有单位资产”，国有企业

A 应当依法对拟收购的非国有产权进行

评估，并向其上级国家出资企业履行资产

评估备案程序。 

所涉评估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

评估项目备案表》 

  

问题四、国有企业通过向非国有企业增资

取得国有产权（例如：国有企业 A 认缴

非国有企业 B新增的注册资本），是否

需要履行评估备案程序？如何履行？ 

分析：对非国有企业增资，可类比于通过

受让取得非国有产权行为，国有企业 A

应当依法对非国有企业 B 进行资产评估，

并向国有企业 A 的上级国家出资企业履

行评估备案程序。 

所涉评估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

评估项目备案表》 

 

问题五、国有参股企业新增注册资本吸收

外部非国有投资者（例如：国有参股企业

A 的股东包括非国有企业 B和国有企业

C，国有参股企业 A 拟通过增加注册资本

吸收非国有企业 D），是否需要履行评估

备案程序？如何履行？ 

分析：上述国有参股企业 A 通过增资吸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30 - 

收非国有投资者的行为，会导致国有企业

C 在国有参股企业 A 中的股权比例发生

变化，属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

办法》第六条第四款所规定的“非上市公

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因此，国有

企业 C 有义务向国有参股企业 A 主张对

国有参股企业 A 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要

求吸收外部投资者时的投前估值不得低

于国有参股企业 A 的评估值。具体可以

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国有企业 C

通过其委派的董事（如享有董事一票否决

权）在董事会层面否决投前估值低于评估

值的增资方案；或国有企业 C（如持股比

例超过 33.3%）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否

决投前估值低于评估值的增资方案；或国

有企业 C 在投资企业 A 时，可以要求设

置反稀释条款或要求将评估作为后续通

过增资吸收投资者的先决条件。如国有参

股公司 A 根据国有企业 C 的要求履行了

资产评估程序，国有企业 C 应当依法向

其上级国家出资企业履行资产评估备案

程序。当然，由于国有企业 C 在国有参

股公司 A 中所持股权比例或其委派的董

事可能不足以影响最终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的决议，因此，如果其他董事或

股东坚持不做评估或坚持通过定价低于

评估值的增资方案，国有企业 C 应当要

求其委派的董事或其本身在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层面就上述增资方案投反对票，

最终是否评估以及是否按照不低于评估

值的价格增资，以国有参股公司的董事会

和/或股东会最终决议为准。 

所涉评估备案表：《国有资产评估项

目备案表》 

  

问题六、国有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对外

投资或处置因对外投资而产生的股权或

其他权益时，是否需要履行国有产权登

记、评估备案等程序？ 

分析：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国

有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应当被认定

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

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国有出资的有限合

伙企业不作国有股东认定，其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的监督管理另行规定。因此，国有

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取得或处置上市

公司股份时，不作国有股东认定，无需履

行现行国有产权交易的相关规定。而国有

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取得或处置上市

公司股份时应履行何种程序，尚待有权机

关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 

根据《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管理暂

行办法》[2]、《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和《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

行办法》[3]等规定，国有出资的有限合

伙企业并未明确被排除在国有企业之外；

此外，除《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

法》外，没有其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

件将国有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排除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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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东之外。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国

有出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在取得或处置非

上市公司股权时，应当按照国有产权管理

的相关规定进行“国有企业”认定，如被

认定为国有企业的，则应当依法履行国有

产权登记、评估备案等程序。 

 

注释 

[1]本文项下的相关交易行为，均未

讨论需要国资委或政府批准、备案的交易

情形。 

[2]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指出资人

分为以下五类： 

（一）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有

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单独或者共同出

资设立的企业； 

（三）以上两类出资人直接或者间接

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0%不足 100%的企

业； 

（四）以上三类出资人直接或者间接

合计持股比例未超过 50%但为第一大股

东，并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

决议或者其他协议安排能够实际支配企

业行为的企业； 

（五）以上四类出资人以外的企业、

自然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以上（二）、（三）、（四）类出资

人统称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3]第二条规定，各级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下统

称所出资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以下统

称企业）涉及的资产评估，适用本办法。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作者：张梅英 李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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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英 

天达共和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公司与证券部  

邮箱：zmy@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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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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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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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希 

天达共和律师 

北京办公室 公司与证券部 

邮箱：lixianxi@east-concord.com 

电话：+8610 6510 7442 

李显希律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和英语双学位学士、经济法学硕士，专注于私募基金、资本

市场与证券、企业并购与重组、公司合规及风险防控等业务领域。李显希律师曾先后为国投

创益、国投创合、北控集团、亚普汽车、国投生物、中广通业等知名企业提供过投资、并购、

重组、新三板、IPO、公司合规等法律服务，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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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 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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