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期/总第 503 期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1 - 

导  读 

尊敬的各位客户、各位同事： 

近日，银保监会修订《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形成《保险集团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

指引>的通知》；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助力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内外

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的通知》；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批准

发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详情请见本周法规速递。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该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司法部、中国证监会

就《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的出台背景、制度意义、适用

条件等有关问题答记者问。详情请见“法规解读”栏目。 

本期“法律观察”栏目为您带来《专利文件中数值精确度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鱼和熊掌：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可以兼职创业吗？》《易被创始人忽视的投资条

款陷阱（中英双语）》，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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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长三角 | 天达共和赵小松律师受邀为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刑事合规不

起诉制度专题培训 

长三角 | 天达共和王艾冰律师为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作“走近职务犯罪

侦查（调查）”主题培训 

荣誉 | 天达共和入选 2021 年度 LEGALBAND 最具吸引力的 20 家中国律所榜 

资讯 | 天达共和钟静晶律师受邀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讲授《国家电网电力典型案

例培训》课程 

遴杞梓 树楩楠 | 天达共和再迎多位合伙人晋升及加盟 

弘扬宪法精神 | 天达共和董睿等律师参与国家电网下属多家公司“宪法宣传周活

动” 

弘扬宪法精神 | 天达共和杭州办开展普法宣传暨公益咨询活动 

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证监会、沪深两市首次全面整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2021-11-29 

2.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公布 明年起施行\ 

2021-11-30 

3. 银保监会强化保险集团公司监管 要求特别关注集团特有风险\ 

2021-12-01 

4. 民政部、国开行：支持各地利用开发性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021-12-03 

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指引》的通知\ 

202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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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高发文 

6. 最高法：进一步规范裁量权行使 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2021-12-01 

7. 最高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依法助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2021-12-02 

 其他领域 

8.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修改：电子烟参照卷烟有关规定执行\ 2021-11-29 

9. 两部门：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 2021-11-29 

10. 工信部印发《“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 2021-11-30 

11. 工信部：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 探索多形式数据交易模式\ 2021-11-30 

12. 两部门发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 2021-12-01 

13. 司法部公布《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2021-12-01 

14. 科技部印发《实验动物许可“证照分离”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2021-12-01 

15. 中丹两局签署首份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 2021-12-02 

16. 中柬自贸协定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实施\ 2021-12-03 

法 规 解 读 

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司法部、中国证监会负责人就《证

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热 点 信 息 

法 律 观 察 

观点 | 专利文件中数值精确度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观点 | 鱼和熊掌：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可以兼职创业吗？ 

观点 | 易被创始人忽视的投资条款陷阱（中英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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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热点动态 

长三角 | 天达共和赵小松律师受邀为浙江杭钢商贸集团有

限公司开展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专题培训 

 
 

2021年11月26日下午，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杭州办公室合伙人赵小松律师受浙江杭钢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邀请，为该集团高级管理人员、合规业务部门作题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

诉制度的中国实践”专题培训。 

赵律师首先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的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谈起，围绕企

业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串通投标、环境污染等犯罪高发领域涉

及企业合规改革的最新实践进行了深入浅出地讲解。在此基础上，赵律师进一步讲解了刑事

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内涵、发展实践、重要规定，并结合浙江省最近颁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就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

适用条件、例外情形、启动及运行机制，通过可视化的图表进行了讲解。最后，赵律师强调，

事前的合规建设要比事后的合规补救更重要，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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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建设与完善，只有合法合规，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自年初以来，赵小松律师先后为该集团公司就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企业数据合

规要点及风险防范、商业秘密合规保护等问题按季度进行了专题培训，为该集团公司的合规

化建设提供法律支撑，助力企业长远、稳健发展。 

 

 
律师名片  

 

  

        

赵小松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Mail : zhaoxiaosong@east-concord.com  

Tel : +86571 8501 7068 

赵小松律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专注于银行金融、商事争议解决、企

业法律顾问及合规建设、重大疑难不良资产处置等法律服务领域，现为杭州律协拱墅分会营

商环境研究中心秘书长，同时担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拱

墅区人民法院等特约律师调解员，提供过全程或专项法律服务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杭钢集

团、恒丰银行、杭州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腾达集团、宝业集团、海正集团、光汇石油集

团、玫隆食品、中奥科技、纸友科技、有才信息、泰领科技、宇视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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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 天达共和王艾冰律师为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

限公司作“走近职务犯罪侦查（调查）”主题培训 

 

2021 年 11 月 29 日，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杭州办公室合伙人[1]王艾冰律师受浙江交

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邀请，为该公司作题为“走近职务犯罪侦查（调查）”的警示教育

专题培训。 

王艾冰律师结合相关案例从“两反”转隶前后职务犯罪侦查的变化、职务犯罪案件的

主要线索来源、侦查手段、法律后果等方面对现阶段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的侦查（调查）做

了详细、生动的讲解，剖析了行业内职务犯罪案件案发的原因、主要类型及法律适用。 

浙江交工宏途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系浙江交工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要承

揽境内外道路、桥梁、隧道等工程，公司重视企业廉政文化建设，本次邀请王艾冰律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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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培训，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层项目负责人及员工共计 400 余人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参加了学习。 

注：[1] 相关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中 

 

 

 

 

 

 

 

 

 
律师名片  

 

  

        

王艾冰 

天达共和律师 

杭州办公室 

Mail : wangaibing@east-concord.com  

Tel : +86571 8501 7000 

王艾冰律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等法

律服务领域，近年来办理了多起在省、市及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案件，包括广发银行泉

州分行票据诈骗案、远洋国际集资诈骗案、“草根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北京佰策公

司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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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 天达共和入选 2021年度 LEGALBAND最具吸引力

的 20 家中国律所榜 

12 月 2 日，LEGALBAND 公布了 2021 年度特别关注榜：最具吸引力的 20 家中国律

所榜单，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凭借卓越的法律服务、客户的高度认可和业内良好的口碑获此

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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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榜理由 

经过近 30 年的耕耘与积淀，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综合

律师事务所，在政府法律事务、银行与金融、公司并购、诉讼仲裁、合规、能源与自然资源、

家事与财富管理、文化与体育、知识产权、日本业务等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天达共和坚持管

理一体化、深耕专业化、适度规模化、升级品牌化以及驱动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持续夯实

优势领域的同时，业务线也向细分和新兴领域纵深布局；两年内新开设了成都、南京、西安

三家地方办公室，壮大人才队伍，可跨区域、跨专业、跨团队为各地企事业单位客户提供一

站式全链条专业法律服务。 

客户评价 

“善于和客户进行有效沟通，能够精准把握我司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团队法律研究

能力突出，对医药健康行业有深入而独到的见解。诉讼团队和非诉团队能够无缝衔接，通过

紧密配合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妥善处理复杂疑难纠纷。” 

律师评价 

“天达共和最大的优势是一体化的管理制度，该制度保证了全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无论是战略布局、还是组织建设，抑或市场开拓，都具备调动全所资源的优势。” 

 

 

 

此次评选，旨在为各行业企业客户及律界菁英选择优秀的中国律所提供指南。LEGALBAND 参考各

大律所自荐材料以及客户反馈信息等，同时结合中国区驻地调研团队对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长期关注与

洞察，最终选出 20 家“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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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天达共和钟静晶律师受邀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讲

授《国家电网电力典型案例培训》课程 

2021 年 12 月 2 日，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成都办公室合伙人钟静晶律师应国家电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邀请，通过线上网络课程方式，为四川全省各电网公司法律分管领导、法律部

门负责人、法律相关专业管理人员提供了《国家电网电力典型案例培训》课程。 

网络课程视频截图 

钟静晶律师就国家电网公司的触电人身损害纠纷以及电气火灾损害纠纷等典型案例，

深入剖析了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举证质证要点、常用诉讼策略、法院事实认定和裁判

尺度等专业问题，整体讲授受到与会人员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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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名片  

 

  

       

钟静晶 

天达共和合伙人 

成都办公室 

Mail : zhongjingjing@east-concord.com  

Tel : +8628 6010 9008 

曾执教于山东科技大学。律师执业以来，长期服务于金融证券、地产、能源等领域的大

型企业，对相关领域存在的风险管控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 

擅长金融、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项目风险管控及资源整合。先后为成都市城乡

房产管理局、成都市房地产协会、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成都银科创业

投资公司、成都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公司、华润集团、葛洲坝集团、绿地集团、大唐集团、创

智科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下辖多个供电公司等政府部门、协会、国企、央企、大型民企、

上市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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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人简历 

北京办公室 

 

遴杞梓 树楩楠 | 天达共和再迎多位合伙人晋升及加盟 

岁末将至，天达共和再度迎来多位合伙人晋升及加盟。缪勤锋、汪娜、王艾冰、王靖、

吴红亮、熊蓓蓓、应盼、于瑶、朱梦阳律师以合伙人的身份晋升及加盟天达共和，并在北京、

武汉、杭州等办公室执业，部分合伙人备案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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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娜律师具有十余年的法律业务经验，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反垄断业务的律师之一，协

助多家跨国公司、境内外大型企业处理反垄断与竞争法法律事务，涉及新能源、互联网、工

程机械、纺织、金融、家电、化工等多行业；同时，也为境内外多家上市公司、大型企业提

供公司合规及并购项目风控服务。 

武汉办公室 

▶缪勤锋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争议解决、不动产与建设工程、公司与并购，服务的

客户包括：联投新城集团、联投梓山湖公司、正太集团、中建三局绿投公司、中冶武勘院、 

武汉市市政集团、中外运集团、华夏银行武汉分行等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代理的重要案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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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与天河机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外运长航集团黄石地

区商标及不正当竞争维权案等，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于瑶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争议解决、不动产与建设工程、政府法律事务。从业以

来，代理多起大型房地产企业的群体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政府

机关的涉及土地及房屋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纠纷等，以及其他重大、疑难案件，为客

户争取到良好的结果。同时，除房地产企业外，还担任数家医药及文娱传媒企业的法律顾问，

就新药研发、投融资、演艺合同等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朱梦阳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银行与金融、争议解决、刑事法律事务。从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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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多起标的金额过亿的商事纠纷案件，承办武汉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夏某贪污案、中国有嘻

哈节目音乐总监刘某侵占案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同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

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等多家

金融机构的法律顾问，就合规与风险控制、不良资产处置等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杭州办公室 

▶王艾冰律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等法

律服务领域，近年来办理了多起在省、市及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案件，包括广发银行泉

州分行票据诈骗案、远洋国际集资诈骗案、“草根网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北京佰策公司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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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不动产与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及项目融资、争议解决。

曾有十余年建筑行业内工作经历，具有扎实的建工专业背景，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擅于将建筑

工程房地产领域的学习、工作经验与法律实务相结合，致力于该领域的项目融资并购、企业

法律顾问、争议解决工作。 

▶吴红亮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股票发行与上市、新三板挂牌、投融资、公司兼并与

收购、常年法律顾问等。从业十数年间，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定向发行股票、国有企业债

券发行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股权投融资等提供了法律服务，同时担任了 20 余家企业的

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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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蓓蓓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家事与财富管理、争议解决及合规业务。执业以来代

理较多婚姻家事纠纷案件，对各种类型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都有较为丰富的实操经验，也为

高净值人群、企业主等群体提供定制化财富管理方案，立志在以上专业领域继续精进，以期

能够在该领域成为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律师。同时为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提供常年

法律顾问及企业合规审查服务。 

▶应盼律师专注于争议解决、公司与并购、家事与财富管理等业务领域，担任多家公司常

年法律顾问，为客户提供股权架构、企业合规、人力资源、资产配置、财富传承、争议解决

等多项法律解决方案，并承办过多起重大并购、股权激励、解散清算等非诉讼法律事务。 

(注：简历信息按办公室及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律所的发展因人才的聚集而兴起，人才的价值因律所发展而彰显。天达共和近年来不断

壮大人才队伍，夯实发展根基。全方位构建人才制度与培养模式，以专业立所、专业示人、

专业展业、专业留人、专业强所为方向，以会欣赏、懂尊重、能激励为标准培养与挖掘法律

服务人才。几位律师的加盟和晋升将进一步促进天达共和在相关领域的精细化分工和专业力

量，夯实区域战略部署，继续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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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 天达共和董睿等律师参与国家电网下属多

家公司“宪法宣传周活动” 

 

为配合国家电网“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活动，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期间，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成都办公室董睿、高彦婷、宋雨龙等律师，分别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彭州市供电分公司、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信通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金堂县供电分公司、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提供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主题的四场宪法宣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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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提高宪法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以及实效性，天达共和律师们按照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指引，把宪法精神融入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在宣讲、分享的同时还结合热点案例与企

业诉求对相关法律法规做了深入解读，为推进法治企业建设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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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 天达共和杭州办开展普法宣传暨公益咨询

活动 

时值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积极响应宪法宣传周“以习近平法治思想

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活动号召，发挥律师事务所专业优势，组

织律师开展普法宣传暨公益咨询活动。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21 

- 

国家宪法日 

12 月 3 日，在宏程国际大厦一楼，天达共和杭州办公室九位律师分两个时间段进行普

法宣传，认真细致地为咨询者解答各类法律问题，同时向参加活动的咨询者赠送一本《民法

典》，以期达到传播法律知识、提高法治观念、培养法治思维的效果。 

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普法宣传无时无刻不在。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天达共

和杭州办将继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普法宣传全覆盖，法治意识入人心。天达共和各地办公室的合伙人与律师们始终坚持做

好公益普法宣传，他们或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乡村，或依托互联网开辟线上通道，聚

焦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扩大公益普法覆盖面，努力将普法宣传活动以层层浸染，处处生根

的方式开展下去，提高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推动社会的法治化进程竭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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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速 递 

 金融领域 

1. 证监会、沪深两市首次全面整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法规\ 2021-11-29 

证监会和沪深两市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并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6 日就整合涉及证监会的 27 件规范性文件（合并后制定规则 6 件、修改 17 件、

废止 4 件）公开征求意见。整合后，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业务分类包含信息披露、公司

治理、并购重组、监管职责四大类，数量上证监会规则 94 件，沪深两市规则 88 件。

在层次上，证监会层面构建基础规则、监管指引、规则适用意见 3 个层次，交易所层

面构建自律监管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自律监管指南 3 个层次，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

实现有效衔接。 

阅读原文 

2. 《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公布 明年起施行\ 2021-11-30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

施办法》，该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此次发布的《办法》共 21 条，主要规

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二是规

定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基本流程；三是明确不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的情形；四是明确承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式；五是明确监督制约机制。 

阅读原文 

3. 银保监会强化保险集团公司监管 要求特别关注集团特有风险\ 2021-12-01 

银保监会修订《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形成《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于 11 月 30 日公布，自 2021 年 11 月 24 日起施行。《办法》包括设立和许可、公司

治理、风险管理、非保险子公司管理、信息披露等内容。《办法》增设“风险管理”章

节，要求保险集团公司整合集团风险管理资源，建立与集团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新增完善了关联交易管理等具体监管要求。《办法》还增设了“非保险子公司管理”章

节。《办法》强调保险集团公司应建立集团整体的风险管理体系，特别关注保险集团特

有风险。 

阅读原文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2111/t20211126_408992.htm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Q3MDA4NDA%3d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Q3MDA4NDA%3d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29/content_5654087.htm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NDc3OTM%3d
http://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021134&itemId=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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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政部、国开行：支持各地利用开发性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021-12-03 

近日，民政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十四五”期间利用开发性金融支持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支持各地有效利用国家开发银行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专项贷款，用于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发展、养老服务

人才队伍建设等“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项目。 

阅读原文 

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指引》的通知\ 2021-12-03 

近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外汇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指引>的通知》。《指

引》提出，市场参与者不得从事如下市场操纵行为：（一）通过合谋或集中资金交易操

纵市场价格；（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价格或促成其他不公平的交易行为；（三）

企图不当影响和操纵收盘价或其他基准价；（四）其他阻碍或企图阻碍市场公平交易和

价格发现的市场操纵行为。 

阅读原文 

 两高发文 

6. 最高法：进一步规范裁量权行使 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 2021-12-01 

近日，最高法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共

二十条，主要对办理案件中类案检索的情形、范围和参考标准、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

的范围、具体法律适用问题解决机制和统一法律适用平台及其数据库建设等事项进行了

规定。《实施办法》提出，对于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提交指导性案例或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类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合议庭应当将所提交的案

例或者生效裁判与待决案件是否属于类案纳入评议内容。 

阅读原文 

7. 最高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 依法助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2021-12-02 

近日，最高检印发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助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通知》，依法惩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坚决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各

级检察机关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案件中，要充分发挥“捕诉一体”优势，提高办

案质效。要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实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努力实现

维护农民工权益和保护企业正常经营“双赢多赢共赢”，把打击欠薪犯罪与追讨欠薪同

部署、同开展。 

http://xxgk.mca.gov.cn:8011/gdnps/content.jsp?id=15177
http://www.safe.gov.cn/safe/2021/1203/20296.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34151.html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 24 

- 

阅读原文 

 其他领域 

8. 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修改：电子烟参照卷烟有关规定执行\ 2021-11-29 

为加强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监管，近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该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明确，增

加一条，作为条例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

行。” 

阅读原文 

9. 两部门：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 2021-11-29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作

的通知》。《通知》提出，引导发展“三同”产品。探索深化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

质等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实施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企

业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加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创

新，进一步拓展“三同”产品，成为国际化兼容性企业。 

阅读原文 

10. 工信部印发《“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 2021-11-30 

日前，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

到 2025 年，规模以上企业软件业务收入突破 14 万亿元，年均增长 12%以上。在推动

软件产业链升级方面，《规划》提出，围绕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新一代软件融合应用基础设施。在提升产业基础保障水平方面，《规划》还提出，

要加强软件和信息技术领域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能力建设，加大对

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加强软件知识产权合作。 

阅读原文 

11. 工信部：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 探索多形式数据交易模式\ 2021-11-30 

日前，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规划》指出，到 2025 年，

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初步建立，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数据流动自主有序，资源配置高

效公平，培育一批较成熟的交易平台，市场机制基本形成。《规划》还提出，推动建立

市场定价、政府监管的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

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112/t20211201_537576.shtml#1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Q3MDAxMTY%3d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TQ3MDAxMTY%3d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26/content_5653631.htm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NDc2OTM%3d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NDc2OTM%3d
https://gkml.samr.gov.cn/nsjg/rzjgs/202111/t20211129_337520.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xxjsfzs/wjfb/art/2021/art_a186eb1f29ae4119b6d42dc00e7437e5.html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xMDAxNDc3Nj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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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

台建设，探索多种形式的数据交易模式。 

阅读原文 

12. 两部门发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 2021-12-01 

近日，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批准发布中医医院建设标准的通知》。《通知》

明确，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 2012 年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

标〔2012〕192 号），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制的《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已经有

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编号为建标 106-2021，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原

《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06-2008）同时废止。《通知》还以附件的形式发布了

《中医医院建设标准》。 

阅读原文 

13. 司法部公布《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2021-12-01 

为规范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工作，加强公证执业活动监督，11 月 30 日，司法部公

布了《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该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办法》，

投诉处理机关进行调查，可以对公证机构进行实地调查，要求被投诉人说明情况、提交

有关材料，调阅被投诉人有关业务案卷和档案材料，向有关单位、个人核实情况、收集

证据；并可以根据需要，组织专家论证或者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调查应当由两

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阅读原文 

14. 科技部印发《实验动物许可“证照分离”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2021-12-01 

为规范实验动物许可审批，优化准入服务，激发市场活力，近日，科技部发布了《实验

动物许可“证照分离”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应优

化实验动物许可审批服务，压减审批要件环节，压缩办结时限，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实

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审批时限不超过 14 个工作日（申请材料容缺

受理后补证材料所需时间和组织专家现场核验评审环节所需时间，不计入办结时限）。 

阅读原文 

15. 中丹两局签署首份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 2021-12-02 

日前，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与丹麦专利商标局局长苏恩·斯泰普·索伦森举行

视频会议。会上，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丹麦专利商标局合作

谅解备忘录》。申长雨表示，此次双方达成首份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丹

https://www.miit.gov.cn/jgsj/xxjsfzs/wjfb/art/2021/art_a7a3ea67af254d13a6a07d5a098e727f.html
http://www.mohurd.gov.cn/gongkai/fdzdgknr/zfhcxjsbwj/202111/20211130_763199.html
http://www.moj.gov.cn/policyManager/policy_index.html?showMenu=false&showFileType=1&pkid=5432a4b42cbd441e892f73828367a2e6
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1/202111/t20211129_1782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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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局合作迈入新阶段。期待双方以此为基础，持续开展法律政策交流，推进专利审查高

速路（PPH）合作，通过人员交流以及共同组织研讨会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两局在知识

产权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为中丹两国创新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服务。 

阅读原文 

16. 中柬自贸协定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实施\ 2021-12-0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

效实施。根据《协定》安排，双方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税目比例均达到 90%以上，服

务贸易市场开放承诺也体现了各自给予自贸伙伴的最高水平。同时，双方还同意加强投

资合作，并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电子商务、经济技术等领域合作。 

阅读原文 

 

 

  

https://www.cnipa.gov.cn/art/2021/12/1/art_53_171787.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rcxw/202111/202111032196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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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 解 读 

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司法部、中

国证监会负责人就《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

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据证监会网站 11 月 29 日消息，司法部、中国证监会就《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制度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问：什么是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制度？《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是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涉嫌证券

期货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期间，被

调查的当事人承诺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

有关投资者损失、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当事人履

行承诺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终止案

件调查的行政执法方式。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基础

制度建设。经国务院批准，2015年中国证

监会开始在证券期货领域开展行政和解试

点，并印发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

此后，中国证监会采用行政和解方式处理了

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对及时赔偿投资者损

失、提高行政执法效能、尽快恢复市场秩序

发挥了积极作用，市场总体认可。2019年

修订的《证券法》第171条对证券领域行政

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作了原则规定，并要求

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2021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

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制

定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

办法。《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证券法》要求，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以行政法规形式对

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作了规定。《办法》

通过明确基本流程、严格限定适用范围、健

全监督制约机制来规范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制度的实施，确保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

施，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执法效

能、防范道德风险。 

问：建立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

制度有何意义？ 

  答：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在提高执法效率、及时赔偿投资者损失、尽

快恢复市场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

有效提高执法效能，化解资本市场执法面临

的“查处难”与市场要求“查处快”之间的

矛盾。二是及时赔偿投资者损失，增强其获

得感和满意度。通常情况下，证券期货行政

处罚案件的罚没款直接上缴国库，而受到损

失的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求偿可能面临举

证难、成本高、时间长等问题。适用行政执

法当事人承诺，当事人交纳的承诺金可用于

赔偿投资者损失，投资者获得及时有效救济

的新途径，更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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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切实提高违法成

本，增强监管实效。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具

有涉嫌违法当事人履行意愿强、履行速度快

等优势，且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

承诺金数额通常高于罚没款数额，使涉嫌违

法当事人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四是行政执

法当事人承诺制度能够尽快实现案结事了、

定纷止争，从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恢

复市场秩序，稳定预期。 

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适

用条件是什么？ 

  答：首先，《办法》明确规定行政执法

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实施应当遵循公平、自

愿、诚信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其次，《办法》明

确当事人可以申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的时间环节，为当事人自收到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案件调查法律文书后至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送达当

事人的案件调查法律文书中告知其有权依

法申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再次，《办

法》明确了不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

形，包括：当事人因证券期货犯罪被判处刑

罚或者被行政处罚未逾一定年限；涉嫌证券

期货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嫌

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

劣；没有新事实、新理由就同一案件再次提

出申请，或者因自身原因未履行或者未完全

履行承诺，就同一案件再次提出申请，以及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基于审慎监管原

则认为不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其他

情形。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根据《证券法》

和《办法》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适用行政

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形。 

问：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

的基本流程是什么？ 

  答：一是申请及受理。当事人自收到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案件调查法律文书

后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前，可以申请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

诺。对于不存在《办法》规定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负面情形的当事人，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当事

人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受理的决定。二是沟通协商。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根据当

事人涉嫌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损害或者不

良影响等，就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相关

事项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协商。三是签署协

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经与当事人沟

通协商，认可其所作承诺的，应当与当事人

签署承诺认可协议，并载明相关事项。四是

中止调查。承诺认可协议签署后，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向当事人出具中止调查决

定书并予以公告。五是履行协议。当事人应

当严格履行承诺认可协议。当事人因自身原

因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承诺的，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终止适用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六是终止调查。当事人完全履行

承诺认可协议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向当事人出具终止调查决定书并予以公告。

对当事人涉嫌实施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再

重新调查。 

问：为什么说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制度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同时，也保护了当事人自身合法权益？ 

  答：一方面，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能够及时赔偿投资者损失，且不影响其行使

民事诉讼权利，充分尊重投资者对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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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权。《办法》规定，投资者因当事人

涉嫌违法行为遭受损失的，可以向承诺金管

理机构申请赔偿，也可以通过依法对当事人

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等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投

资者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不得就已

获得赔偿的部分向承诺金管理机构申请赔

偿。与民事诉讼需要投资者依法在胜诉后才

能获得赔偿不同，适用当事人承诺案件的投

资者可以按照《办法》规定向承诺金管理机

构提出赔偿申请，经承诺金管理机构审核，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快速获得赔偿。 

  另一方面，《办法》通过严格规定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实施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的行为规范，保障当事人权益。一是明

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案件调

查法律文书中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适用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二是提高行政执法效

率，压缩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

工作时限，规定其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

受理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决定，与当事人进

行沟通协商的期限为6个月，经批准延长的

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三是对于不予受

理的案件，要求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书

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要求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在决定终止适用行政执法当

事人承诺前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四是加强对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内部制约、外部

制衡和社会监督，细化回避等程序规定，明

确相关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五是规定当事

人在沟通协商时所作的陈述只能用于实施

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以解除当事人后顾之

忧。 

问：为什么说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制度是贯彻落实资本市场违法活动“零

容忍”要求的具体举措，而非当事人“花钱

买平安”？ 

  答：国务院明确资本市场建设坚持“建

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办法》

贯彻落实上述精神，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当

事人承诺具有严格适用条件，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经审查并集体决策后才能决定

案件能否适用该制度。二是承诺金兼具惩戒

和赔偿功能，承诺金数额的确定应当综合考

虑当事人因涉嫌违法行为可能获得的收益

或者避免的损失、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依法

可能被处以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的金额，以

及投资者因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所遭受的

损失等诸多因素，通常情况下数额要高于行

政处罚的罚没款数额。三是除要求当事人交

纳承诺金外，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还可

以要求当事人采取自我核查整改、完善内部

控制制度、增加合规检查频次、主动调整相

关业务等措施，以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

投资者损失、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因此，

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是坚持“零容忍”

要求的具体体现，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花

钱买平安”。 

问：如何确保公平公正适用证券期货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办法》建立了哪些监

督制约机制？ 

  答：为确保公平公正适用行政执法当事

人承诺，防范道德风险、利益冲突和执法不

公，《办法》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建立内部

制约机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

强内部制衡与监督，由专门的内设部门负责

实施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具体工作，与案件

调查部门（包括案件稽查、处罚部门）相互

独立、相互制约，并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

建立集体决策制度，讨论决定行政执法当事

人承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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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批准后执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相关工作人员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

及其委托的人，并对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情

形明确提出了回避要求。二是加强外部制衡

和社会监督。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与

当事人签署承诺认可协议后中止案件调查，

以及在当事人履行承诺认可协议后终止案

件调查，均应进行公告；当事人为法定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应当依法披露信息。三是限

制适用范围，防止制度滥用。《办法》对当

事人不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形作

了列举规定，并授权证监会基于审慎监管原

则补充其他情形。对于证监会工作人员违反

规定适用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或者侵犯当

事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为，还规定了

相应的法律责任。 

问：为什么说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

承诺制度既总结已有经验，又满足实践需

要？ 

  答：与2015年证监会制定的《行政和

解试点实施办法》相比，《办法》在总结试

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制度：一

是扩展了申请时间。考虑到试点时关于正式

立案之后才可申请的规定过于严格，导致实

践中大量案件无法进入承诺程序，《办法》

删去了该项规定，有利于推动行政执法当事

人承诺的合理适用。二是调整了适用范围和

条件。《办法》删去了试点时关于行政执法

当事人承诺仅适用于“涉嫌实施虚假陈述、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欺诈客户等违反证

券期货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的行

为”，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派出机

构查处的案件不适用承诺程序等规定；同

时，《办法》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了不予受

理的情形，以防止制度滥用。三是优化了启

动程序。为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办法》删

去了试点时关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不得主动或者变相主动提出和解建议的规

定，要求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案件调

查法律文书中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适用行

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四是完善承诺金数额的

确定因素。考虑到承诺金数额的确定是投资

者获得合理赔偿的一项重要保障，《办法》

新增“签署承诺认可协议时案件所处的执法

阶段”作为考虑因素，鼓励尽早结案。五是

明确集体决策制度。试点期间，证监会已经

设立了行政和解委员会，由证监会相关负责

人担任主任委员，对重大事项进行集体决

策。《办法》将试点实践经验上升为行政法

规，进一步加强监督制约，防范道德风险。 

问：为贯彻落实《办法》，下一步有哪

些工作安排？ 

  答：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快推进《证券

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规定》等

相关配套制度的制定工作，会同财政部将

2015年2月发布的《行政和解金管理暂行办

法》修改为《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

金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实施要

求，更好落实《证券法》要求和确保《办法》

落地实施。 

  证监会将严格落实“零容忍”要求，加

大对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

境。同时，贯彻落实《办法》规定，及时回

应解决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

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

本市场秩序，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来源：证监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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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信 息 

1. 【人民日报钟声：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最大威胁】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

美国政府高官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毫无根据地将所谓“改变

现状”罪名强加给中方，并称要确保台湾有“防卫手段”。美个别政客的言论严重违背

事实真相和国际关系准则，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是在向“台独”

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打“台湾牌”、“以台制华”的政治图谋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

威胁。（人民日报） 

2. 【中央决定在澳门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12 月 3 日，中国政府

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事务顾

问和国家安全技术顾问的批复》。《批复》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同意澳门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的报告，决定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一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和三名国家安全技术顾问。（中国政府网） 

3. 【至少 38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12 月 3 日，世卫组织表示，新冠变异毒株奥

密克戎已在至少 38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世卫科学家称，目前全世界的感染病例 99%都

是德尔塔毒株，对于奥密克戎毒株的了解仍不够全面，无法预测奥密克戎是否会取代德

尔塔成为主要流行的变异株。（环球时报） 

4. 【中老铁路首班正式开通客运】12 月 3 日，连接昆明和万

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老挝迈入

铁路运输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

的中老铁路，将为加快建成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

同体提供有力支撑。（新华网） 

5. 【国际金融论坛报告：2021 年中国仍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贡献国】12 月 4 日发

布的《国际金融论坛 2021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显示，尽管势头有所缓和，但全球

经济持续复苏。目前被广为接受的市场预期是，2021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约 5.9%。发

达经济体将增长 5.2%，对全球增长贡献为 37%，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 6.4%，贡献 63%。

从各国看，中国仍将以 26.3%的占比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其次是美国和

印度，分别为 16.7%和 11%。（环球时报） 

6. 【习近平：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 12 月 3 日至 4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

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

化水平，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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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权威发布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 12 月 4 日发表《中国的民主》白

皮书。白皮书指出，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

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民主不

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日报） 

8. 【受滴滴退市及 SEC 新规影响 在美科技中概股暴跌】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上午，滴滴

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并同时启动赴港上市准备工作，董事会拟以换股形式实现转板上

市操作。稍早前，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凌晨（美东时间 12 月 2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SEC）公告，已修订完善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相关的信息提交与披露的实施

细则。这意味着针对中概股公司监管的政策已经全部制定完成，正式进入实质性执行阶

段。在上述两大因素夹击之下，美东时间 12 月 3 日，在美上市的科技中概股开盘即大

跌，此后更是大幅跳水。（财新网） 

9. 【民航局针对亿航产品发布测试科目 飞行汽车适航认证路径渐明】飞行汽车行业近年

发展迅速，国内外车企纷纷入局。2021 年年初至今，已经有三家欧美飞行汽车在美上

市。但飞行汽车要进行商业化运营，首先要获得民航部门的适航认证，证明其安全性。

中国民航局正加快节奏，推进飞行汽车适航认证工

作。12 月 3 日，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发

布《亿航 EH216-S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用条件

（征求意见稿）》，向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民航大

学、民航干院、航科院、民航二所、适航审定中心

等机构征求意见。民航局要求，上述单位应在 12

月 20 日前，将意见反馈至民航局。（财新网） 

10. 【恒大宣布无法履行担保义务，广东省人民政府约谈恒大】中国恒大集团 12 月 3 日在

香港联交所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广东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当晚立即

约谈了中国恒大集团实控人许家印先生。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请求，为有效化解风

险，保护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派出

工作组，督促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维护正常经营。（和讯

网） 

11. 【今年警方已找回失踪被拐儿童 8307 名】今年 1 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

截至 11 月 30 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290 余起，#今年警方已抓获拐卖

儿童嫌犯 690 余名#，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8307 名，其中失踪 20 年至 30 年

的有 2074 名，失踪 30 年至 40 年的有 1428 名，失踪 40 年至 50 年的有 295 名，失

踪 50 年至 60 年的有 150 名，失踪 60 年以上的有 83 名，失踪被拐人员与亲人分离时

间最长达 74 年。（人民网） 

12. 【多地推出个人自助卖房】今年以来，不少城市都对二手房交易市场加强了监管，并且

上线了自助卖房的交易模式。事实上，早在今年 8 月，杭州二手房交易平台就上线了

“个人自主挂牌房源”功能，买卖双方可绕过房屋中介达成交易，交易更加透明、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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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掉一大笔中介费用。此外，今年以来，宁波、徐州等城市也上线了自助卖房的交易模

式。（央视财经） 

13. 【新央企中国物流集团成立】12 月 3 日晚间，中国铁物（ 000927.SZ ）发布关于中

国铁物集团和中国诚通集团物流板块专业化整合的进展公告，控股股东中国铁物集团已

完成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物流

集团”）。11 月 30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铁物集团和

中国诚通集团物流板块实施专业化整合，由铁

物集团更名为整合后的新集团。新集团由国务

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将中国诚通及所属

企业持有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港中

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无偿划

入整合后的新集团。（财新网） 

14. 【王建军：证监会将进一步厘清独董权责边界】康美药业集体诉讼一审落槌至今逾三周，

市场上关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讨论仍在持续。12 月 4 日，在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说，证监会高度重视各方对独立董事制度

改革的意见建议，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研究，将进一步明晰独立董事权责边界，加强履职

保障，完善责任机制。2021 年 11 月 12 日，广州中院认定康美药业因年报等虚假陈述

侵权，判处其赔偿 5.2 万名投资者损失 24.59 亿元。在康美案中，13 名相关责任人按

过错程度分别承担 20%、10%、5%的连带赔偿责任，责任人包括康美药业 5 名时任独

立董事。判决结果公布后，关于独董风险与独董的权、责、利应如何匹配等问题引发一

连串热议。（财新网） 

15. 【证监会澄清：将禁止 VIE 企业境外上市的报道不属实】近日有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

证监会将禁止协议控制架构（VIE）企业在境外上市。就此，证监会官方网站 12 月 2

日发布负责人问答进行澄清。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已经注意到了相关媒体的报

道，这一消息不属实。（证监会网站） 

16. 【银保监会：股权和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趋于收敛】银保监会网站 12 月 2 日消息，

银保监会近两年来扎实推进《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落地实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质效稳步提升。银保监会持续开展股权和

关联交易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资本造假、股权代持、利益输送等突出问题，形成有效震

慑。经过两年的专项整治，共清退违法违规股东 2600 多个，处罚违规机构和责任人合

计 1.4 亿元，处罚责任人 395 人，对部分人员取消任职资格、实施行业禁入。同时，

公司治理监管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全面实施。（银保监会网站） 

17. 【国家网信办依法约谈处罚豆瓣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 12 月 1 日约谈豆瓣

网主要负责人、总编辑，针对近期豆瓣网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

输的信息，情节严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责令其立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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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即对豆瓣网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

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 15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豆瓣网实施 20 次处

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 50 万元罚款，共累计罚款

900 万元。（新华网） 



 

每周法规与热点信息速递 

 
35 

法 律 观 察 

观点 | 专利文件中数值精确度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引言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经常会涉及到通过数值范围来界定专利保护范围的情况。

关于这些数值范围，基本上是通过理论计算或实验测量而得出。出于记录/计算便利性、

测量仪器精度、实际生产中的必要性等因素，对于数值精确度一般考虑精确到一个适当

的程度即可。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专利保护范围确定、专利权维持有效、侵权与否判

断时，则有时也有必要在专利文件中与实际研发及生产中相比对数值精确度更慎重地考

量。本文中，笔者围绕一则涉及由数据换算的精确度引发的对比文件公开内容认定的争

议的案例来探讨专利文件中数值精确度在确权及行权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适当

的应对措施。 

一、背景 

专利文件中的数值范围来源于技术交底书，进一步明确地说来源于实际研发或生产

的中记录的数据，不可避免地，数值精确度受到该项专利所属的技术领域及所属科研/

生产单位中惯常采用的数值精确度的影响，往往专利代理师对于技术交底书中提供的数

值完全认可其可靠性，而不会在其精确度的研究及调整上花费功夫。然而，一般地，即

使是同一技术领域，也没有对于某一参数明确或公认的数值精确度标准，也没有统一的

国家标准来规定数值精确度标准，不仅各单位之间对于某一参数可能采用不同的数值精

确度，本单位在不同阶段或不同人员之间采用的数值精确度也可能不同。而且，上述这

样的数值精确度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各自的需求不同，例如，在科研/生产中某

个单位仅需要将某个参数精确到小数点后n位即可，从而该单位没有动力去为更高精度

的测量仪器付出高成本。因此，上述这样的数值精确度的差异的存在是合理的，并且也

将会长期地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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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法律规定 

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中，关于数值精确度虽然没有

特别的规定，但是可以想到，与数值精确度可能产生关联的情况会涉及到以下的法律规

定及解释：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

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

中”。 

《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

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

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的“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

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权判定指南》第13条的“解释权利要求，可以使用专利说

明书及附图、权利要求书中的相关权利要求、专利审查档案以及生效法律文书所记载的

内容。以上述方法仍不能明确权利要求含义的，可以结合工具书、教科书等公知文献及

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通常理解进行解释”；第42条的“等同侵权，是指被诉

侵权技术方案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相应技术特征从字面

上看不相同，但是属于等同特征，应当认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第43条的“等同特征，是指与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

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

劳动就能够想到的技术特征” 

三、案例解析 

专利申请号为201310331941.9、名称为“适于化学强化的玻璃及其强化方法”的

发明专利在无效宣告程序中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维持有效，原告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行政决定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一审决定中，北京知识产权法

院驳回原告请求，维持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维持涉案专利有效的决定。 

涉案专利的授权文本中记载的权利要求1为：1.适于化学强化的玻璃，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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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量百分比组成含有：SiO2：50-60％、Al2O3：9.7-15％、Na2O：12-15.1％、

K2O：5-8％、ZrO2：1-5％、MgO：5.5-10％，Na2O与K2O合计量为15-19.7％，

且不含有B2O3。 

原告提出了证据1（公开号为WO2012/124757A1的PCT专利文献）用于否定涉案

专利权利要求1的创造性。该证据1公开了一种用于化学强化的玻璃，以摩尔百分比为基

础，含有55%~80%的SiO2、3%~16%的Al2O3、0%~12%的B2O、5%~16%的Na2O、

0%~4%的K2O、0%~15%的MgO、0%~3%的CaO，ΣRO的0%至18%（其中R代表

Mg，Ca，Sr，Ba或Zn），0%至1%的ZrO2，以及0.1%至7%的着色组分，其具有至

少一种金属氧化物选自Co，Mn，Fe，Ni，Cu，Cr，V和Bi组成的氧化物组。另外，证

据1的实施例14公开的ZrO2含量为0.5mol%。 

通过将证据1中公开的各组分的单位即摩尔百分比换算成质量百分比并与涉案专利

的权利要求1对比可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大部分组分含量被证据1公开，争议点之

一在于，证据1的实施例14公开的ZrO2含量换算为质量百分比之后，应当精确到小数点

后几位数字及不同精度的数值之间如何比对。 

原告主张，证据1的实施例14公开的ZrO2含量为0.5mol%，即原始数据仅精确到

小数点后1位有效数字，因此按照科学的数据解析方法，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进行摩尔转

质量的换算后也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有效数字，因此证据1的实施例14所公开的

ZrO2含量转换为重量百分比应为1.0wt%而不是被诉决定认定的0.96wt%，落入权利要

求1的范围。即使将证据1实施例14公开的ZrO2含量认定为0.96wt%，该区别特征与权

利要求1所限定的1－5wt%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了如下认定：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的

数值因单位不同而无法进行直接比对时，应先进行单位换算然后再进行比对，比对时应

基于经单位换算后的准确数值进行比较，若两数值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则破坏权利要求

的新颖性，若两数值存在差别且无法被认为属于误差范围之内，则两数值实质不同，无

法破坏权利要求的新颖性。证据1与涉案专利的比例关系不同，证据1为摩尔百分关系，

涉案专利为重量百分关系，在这两种百分比关系可以进行换算的情况下，应当以换算后

的准确数值进行比较，而不应纠结于保留一位有效数字或者两位有效数字。有效数字涉

及的是在无法准确测量的情况下对于可疑数字的处理规则，而本案中只涉及单位换算，

并不涉及分析测量，所谓有效数字的规则与本案不相关。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是，在不考

虑换算后的有效数字位数的情况下，证据1中ZrO2的百分含量不同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能否认为证据1的数值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的1.0wt%

实质上相同。权利要求1中ZrO2含量相较于证据1虽然在绝对值上看只相差约0.04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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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判断二者是否实质相同时，应比较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以相关关系来看，两个方案

中ZrO2组分含量相差约4%（0.04wt%/1.0wt%=4%），没有理由认为该约4%的差别

应属于误差范围内。在证据1实施例14中记载了其含有0.38mol%的SO3，在涉案专利

权利要求10中记载了其含有0.01-0.5%的Sb2O3，由此可以看出，化学强化玻璃中组分

含量应是足够精确的，这也佐证了上述区别不属于误差范围的判断。被诉决定有关证据

1实施例14所公开的ZrO2含量未落入权利要求1的范围的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

认。 

笔者认为，关于专利文件中记载的数值精确度存在争议的状况，上述案例中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作出的认定给出了如下的引导。 

（1）进行数值的比对时，应当以数值的原始记载为准来判断，而不应当采用例如

四舍五入等数学领域的规则来解释数值表示的范围。例如，当将1.2345wt %与

1.235 wt %进行比对时，不应以计算或测量误差为理由将前者的小数点后第4位向

上进位之后再与后者进行比较。 

（2）解释数值的精度时，除了本数值的记载之外，还应综合考虑说明书中相同或

类似参数的其它数值的精度。例如，上述案例中参考了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0中记载

了其含有0.01-0.5%的Sb2O3，从而将数值的精度认定为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

即使说明书中混杂有精确到小数点后第1位和第2位这两种记载形式，也根据

“0.01%”的记载将同类参数“0.5%”解释为“0.50%”。 

（3）在进行等同技术特征的判断时，并非单纯地根据两者数值之差值的大小来判

定两者是否实质相同，而还应考虑两者的相对关系，即变化率。例如，两者数值本

身均是比较小的数值时，即使两者之差值比较小，变化率也可能大到脱离实质相同

的程度。 

四、专利文件中数值的记载对策的探讨 

通过对于上述案例的解析可知，如果专利文件中数值精确度低或记载不统一，则对

于专利保护范围的确定、侵权与否的判定可能带来不利影响。为了降低这样的不利影响，

笔者认为，在撰写专利文件时，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对策。 

首先，对于发明人提供的技术交底书中的数值，可以向发明人确认是否持有更高精

度的原始数据，如果有，则可以研究是否有必要以更高的精度来记载数值。 

其次，对于同类参数的数值存在精确度不统一的状况，可以向发明人确认是否因省

略了低位的0而导致的，如果是，则可以将低位上省略的0补齐从而使各数值的精确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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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更具体地明确保护范围，并且，避免权利要求得不到说明书

的支持的问题，由此，在确权、侵权判定过程中，使数值的对比简单明了，避免各方不

必要地付出时间及经费。 

五、总结 

专利文件中记载的数值的精确度可能在确权及行权过程中对各方的法律行为产生

影响，在撰写专利文件时应务求采用足够的数值精确度，有利于清晰地界定专利保护范

围，使数值的对比简单化，能够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确权程序、侵权纷争。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作者：薛仑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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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鱼和熊掌：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可以兼职创业吗？ 

 

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兼职、离岗创业是不是不务正业？兼职兼薪合法合规吗？可

以在拟IPO企业持股投资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高校院所科研人员，也面临监管部

门的高度关注。同时，很多高校院所又普遍存在相关制度或实施细则的空白。 

本文拟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和部分高校院所的规定，结合具体上市公司案例，就高

校院所科研人员兼职合法性、在拟IPO企业持股合规性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 

文章较长，先上结论： 

1、【可以兼职创业，依法获得兼职报酬】国家鼓励普通科研人员发挥技术专长，

在完成本职工作外，可以以兼职、创办企业等形式从事创新创业活动，依法依规获得兼

职报酬。 

2、【兼职创业需办手续】兼职创业前，须取得所在单位的同意，履行必要的审批、

公示、备案等程序，签订相应的协议； 

3、【职务成果归属需明确】如果涉及利用职务成果，必须和所在单位以协议等方

式确定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方法。 

4、【领导干部有例外】现行法规原则上不鼓励高校院所领导干部兼职（参照处级

及以上）。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

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不得超过1个；连任不超过两届；兼

职的任职年龄界限为70周岁。 

一、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兼职、离岗创业的相关规定 

1、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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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主要内容 

《科学技术进步

法》（2021 年

修订草案） 

第 58 条：……科学技术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不发生

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的奖酬金提取,视同科学技术成

果转化,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 

第 27 条：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及其他组织开展科

技人员交流，……支持本单位的科技人员到企业及其他组织从事科技成

果转化活动。 

实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若

干规定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

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业等从事科技成

果转化活动，或者离岗创业，在原则上不超过 3 年时间内保留人事关

系，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2、其他规范性文件 

名称 主要内容 

科技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

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

干意见》2002.6.28 

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兼职创业，处理好相关的知识产权、

股权分配等问题，处理好兼职创业与正常教学科研的关

系。 

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

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

见》（教技发[2005]2 号） 

鼓励科研人员和教职工积极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工作，……要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建立开放的人员流动机

制，实行双向流动。今后高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向企业委

派技术骨干和主要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员仍可保留学校

事业编制。 

《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

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

廉建设的意见》（教监

[2008]15 号）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应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除因

工作需要、经批准在学校设立的高校资产管理公司兼职

外，一律不得在校内外其他经济实体中兼职。 

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

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

理的通知》（教党〔2011〕22

号） 

直属高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中兼

职，……直属高校处级（中层）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

在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确因工作需要兼

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审批。 

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

号） 

 一、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

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 

  八、党政领导干部在其他营利性组织兼职（任职），

按照本意见执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和群众

团体、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按照本意见执行；其他领导

干部，参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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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

检查的通知》（教人厅函

[2015]11 号） 

通知的附件 1《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汇总表》中

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包括部机关、直属单位及其内

设机构、直属高校及其院系等副处级以上干部” 

《关于改进和完善高校、科研

院所领导人员兼职管理有关问

题的问答》（中组部《组工通

讯》（2016 年第 33 期总第

2855 期） 

对高校、科研院所领导人员中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领导人员，其兼职管理仍按原有规定执行；对不属于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的领导人员，应按照分层分类管理的原

则、区别不同情况，支持他们兼任与其工作或教学科研

领域相关的职务，支持他们按有关规定积极参与科技成

果转化。同时应强调，高校、科研院所领导人员要认真

履行岗位职责，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不能

因为兼职影响其应履行的职责；经批准兼职的，在兼职

活动中要严格遵纪守法。 

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

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

3 号） 

高校科技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征得学校同意，可以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或

者离岗创业在不超过三年时间内保留人事关系。 

中办、国办《关于实行以增加

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

干意见》2016.11 

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允许科研

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科研人员在履行好岗

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

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

得合法报酬。实行科研人员兼职公示制度。兼职取得的

报酬原则上归个人，建立兼职获得股权及红利等收入的

报告制度。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兼职及取酬，按中

央有关规定执行。经所在单位批准，科研人员可以离岗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创业活动。兼职或离岗创业收

入不受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个人须如实将兼职收

入报单位备案，按有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人社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

4 号） 

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创新或者在职创

办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单位同

意；单位应当将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在职创办企业情况

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事业单位应当与专业技术人员约

定兼职期限、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事项。创业项目涉

及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的，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相关企业可以订立协议，明确权益分配等内容。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

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 

高校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制订教师到企业兼职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办法和离岗创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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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政法〔2017〕7 号） 

人社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

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

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19〕137 号） 

维护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人员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的合法权益。科研人员开展“双创”活动，可在保证保

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兼职创新、在职创

办企业。 

3、部分高校院所的相关规定 

名称 主要内容 

中国科学院工作

人员兼职管理规

定 

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企业兼职。经上级批准，可在本单位全资、控股

及参股企业代表出资方从事非经营管理性兼职活动。工作人员从事兼职

活动的，须经本单位审批。 

清华大学教职工

校外兼职活动管

理规定 

1.从事校外兼职应由本人申报，经所在二级单位审核同意，报人事处审

批。原则上不得在企业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财务负责人、

执行董事等重要职务，不得作为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2.校外兼职情况纳入教职工年度考核内容，教职工于每年年底如实向学

校报告全年兼职情况，由二级单位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 

3.教职工离岗创业，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报学校审批。 

4.离岗创新创业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且不得超过聘用合同期限；不

得从学校和校外聘用单位同时获得报酬。 

浙江大学教师校

外兼职管理试行

办法 

以浙江大学教师身份在校外兼职的期限应在本人与学校签订的聘用

合同期限内；在学校规定的工作日内，平均每周用于校外兼职的时间原

则上不超过 1 个工作日。 

教师从事其他类型的校外兼职，需经过所在单位审批同意，并报学校

人事处备案。 

除经人事处审核并报学校同意外，教师不得接受其他各类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等单位的全职聘用。 

教师在校外兼职可以获得合法兼职报酬。 

上海交通大学教

职工校外兼职管

理办法 

教职工从事校外兼职活动，应当由本人申请、二级单位审核，同意后

报人力资源处备案或审批。原则上教职工不应在企业任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执行董事等关键职务，不应作为企业的实

际控制人。因从事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确需到校外兼职并担任上

述职务的，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由人力资源处商请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审批。教职工可

依法依规获得兼职报酬。 

二、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在拟IPO企业兼职、持股投资的案例 

部分拟申请境内IPO的公司存在聘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或教职工为兼职人员或者

为公司股东的情形，这类公司在审核过程中一般会面临证监会关于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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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兼职合法合规性、持股合规性的关注和问询。 

（一）未担任领导职务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兼职的典型案例 

1、泽达易盛（科创板，2020年） 

（1）背景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刘雪松任浙江大学研究员、浙江大学现代

中药研究所副所长；公司（发行人）董事吴永江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现代中药研

究所所长。 

（2）关注问题：刘雪松、吴永江在公司的持股和任职情况是否符合关于高校教师

的相关任职规定。 

（3）回复要点：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的通知和浙江大学《关于教师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以

及刘雪松及吴永江提供的《浙江大学教师兼职创业申请表》以及《浙江大学教师兼职协

议书》，公司董事刘雪松、吴永江的兼职申请已取得浙江大学药学院同意。刘雪松、吴

永江非浙江大学党员领导干部。 

综上，刘雪松、吴永江在公司的持股和任职情况符合关于高校教师的相关任职及

对外投资规定。 

（二）担任领导职务的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兼职的典型案例 

1、寒武纪（科创板，2020年） 

（1）背景情况：报告期内有27名中科院计算所智能处理器中心员工在发行人处兼

职。郭崎为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智能处理器中心副主任（副处级）。 

（2）关注问题：上述兼职人员是否存在处级以上事业单位人员，是否符合事业单

位人员兼职的相关规定。 

（3）回复要点：该等兼职人员在寒武纪主要从事研发工作，未担任寒武纪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等关键岗位。根据《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兼职管理

规定》等文件规定，郭崎不属于院属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包括领导班子成员以及所长助

理、内设党政部门领导人员等中层领导人员），亦不属于“在任的所（局）级领导干部

以及具有事业法人资格的院属处级单位领导干部”或中科院计算所“管理与支撑部门人

员”；此外，其在寒武纪兼职行为已经根据中科院计算所出具的书面文件予以确认，其

在寒武纪兼职行为不存在违反前述规定的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天石及核心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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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刘少礼 2018 年 4 月在中科院计算所办理了离岗创业手续，2019 年从中科院计算

所离职。 

2、博世科（创业板，2015年） 

（1）背景情况：公司（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为王双飞、宋海农、杨崎峰、许

开绍。其中王双飞担任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

等职。 

（2）关注问题：王双飞担任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

是否属于现职党政领导干部的范畴，是否具备任职发行人的资格，是否存在违反国家规

定的情形？ 

（3）回复要点：最初，王双飞先以已经取得广西大学书面文件并据以解释兼职的

二级学院院长不属于高校领导干部为由回复证监会的问询，但并未得到证监会认可。最

终通过王双飞辞去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院长、院党委副书记职务，才解决了其

兼职合法性问题。 

三、结语 

根据《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以及多个公司成

功上市的案例，可以看出，国家鼓励普通科研人员发挥技术专长，在不影响本职工作、

时间精力分配合理的前提下，可以以兼职、创办企业等形式从事创新创业活动，依法依

规获得兼职报酬。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在拟上市主体持股、任职的，需要符合所在高校院

所的相关规定，取得所在单位的同意，履行申请和审批、兼职协议签署（如需）、公示、

备案等程序。且该等人员的职务不属于不得持股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如果涉及利用职

务成果，还必须和所在单位以协议等方式确定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方法，避免影响

兼职单位（发行人）的研发、经营、业务的独立性。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作者：吴红亮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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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红亮 

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Mail : wuhongliang@east-concord.com 

Tel : +86571 8501 7082    

吴红亮律师主要从事的领域包括：股票发行与上市、新三板挂牌、投融资、公司兼并与

收购、常年法律顾问等。从业十数年间，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定向发行股票、国有企业债

券发行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股权投融资等提供了法律服务，同时担任了 20 余家企业的

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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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达共和合伙人 

杭州办公室 

Mail : machao@east-concord.com 

Tel : +86571 8501 7058 

马超律师在公司与并购、投融资领域经验丰富。曾主办数十家大、中型企业的投资并购、

债券发行和新三板挂牌等项目。马律师还为多家企业、投资机构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在

公司治理、私募基金的“募投管退”、国有企业股权转让等方面也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马

律师以勤勉务实，高效优质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的工作质量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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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易被创始人忽视的投资条款陷阱（中英双语） 

 

在引入PE/VC投资时，初创公司和创始人往往会出于对资金的急切需求，而签署对

其较为苛刻的投资协议，后续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分歧并最终导致创始人出局的情况并

不罕见。本文主要探讨业绩对赌、估值调整等条款以外，PE/VC投资协议中，较为常见

但又易被创始人忽略的条款。 

后续融资优先认购权 

优先认购权来源于《公司法》第34条之相关规定，即“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

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

外”。优先认购权存在的意义是避免股东持股比例被后续融资稀释，以保持有限责任公

司的“人合性”。 

近期有初创公司创始人在引入了数轮投资人后发现，A轮投资人在后续每轮融资时

都行使了优先认购权，持股比例已近30%，成为与创始团队持股比例相近的第二大股东，

若后续该投资人仍继续行使优先认购权，则该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动。由于该创始人

在控制权争夺中处于被动地位，只能通过与该A轮投资人商议回购部分股权，或寻求与

其他投资人股东结成一致行动关系以维持对公司的控制权。 

在沟通谈判投资人优先认购权条款时，就保护创始人控制权角度，我们建议明确如

下内容： 

 明确优先认购权的行使比例计算方式，并以公式的形式体现，以避免后续各方

对增资比例理解不同而发生分歧； 

 明确优先认购权不适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公司股改而发行的股份等情形； 

 明确投资人在后续融资行使优先认购权时，增资后的持股比例不得高于一定比

例（如投资人本轮融资前的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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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股权限制 

创始人股权限制系其在融资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或部分股权为限制性股权，约定一

定期限的锁定期，每年解锁固定比例股权。若创始人在锁定期内离职，未解锁部分将由

公司或投资人以零元或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回购。 

我们作为融资方律师审阅融资协议时注意到，投资人在拟定投资协议时，时常会设

置创始人股权设置条款，但在描述创始人离职情形时，扩大了适用情形，如“创始人在

兑现期（锁定期）内任何原因与公司终止了雇佣关系”，即非创始人主动离职的其他终

止劳动关系情形，亦有可能触发创始人股权被回购。 

初创公司的发展与创始人息息相关，创始人的研发能力、资源与投入时间，在公司

初创期是比资金更为关键的要素。该条款实质是锁定了创始人在公司的服务期限，防止

创始人未经投资人同意即退出公司，或避免因创始人任职期间的重大失误而给公司造成

巨大负面影响，继而损害投资人利益。但是不对创始人离职情形进行区分，如以创始人

因健康原因离职即触发零元回购股权为例，该条款则是对创始人利益的损害。此外，考

虑到融资协议往往会赋予投资人对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一票否决的权利，亦对创始

人持续任职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沟通谈判创始人股权限制条款时，就保护创始人权益角度，我们建议明确如下内

容： 

 明确“创始人离职”包括了哪些情形，我们建议限制在“创始人非因健康原因

主动离职、在外自行投资、经营同业公司及因创始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公

司严重受损而被公司解聘”等几种情形； 

 创始人所持公司股权区分为实缴出资股权和未实缴出资股权。由于创始人在取

得实缴出资股权时已经付出了资金对价，故创始人可要求该部分实缴出资股权

免受股权分期解锁条款的限制。 

首轮融资比例过高 

若公司及创始人由于资金匮乏导致首轮融资比例较高，则会为日后公司控制权不稳

定带来隐患。 

故为保证创始人的控制权，我们建议初创公司在大比例首轮融资时，在投资文件中

设置后续融资时的强制回购权，即：公司在本轮融资完成之日起三年内的下一融资轮次

中公司估值高于本轮融资估值一定倍数时，公司或新投资人有权以当轮融资价格回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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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投资人一定比例的股权。该等防御性条款一般不会出现在投资人拟制的投资协议中，

需要创始人提出并与投资人充分协商。 

作为公司的核心基础，创始股东在初创公司从设立至引入外部投资人期间，投入了

大量的精力、资源与时间，其应将注意力侧重于公司业务经营。初创公司的首轮融资非

常重要，在引入首轮外部投资人时，应尽早聘请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介入，以帮助创

始人在主要投资条款谈判阶段即对相应条款有清晰理解，以避免到后续正式投资文件谈

判时或者争议发生时处于被动地位。 

（注：原文刊载于《商法》2021 年 9 月刊） 

 

Trapped! Overlooked snares in startup investments 

Startups often negotiate for private-equity or venture-capital investment when 

they are experiencing dire capital needs, pushing them to accept harsh terms. 

This often contributes to the departure of the founders.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his article looks at several. 

PRE-EMPTIVE RIGHTS 

The idea of pre-emptive rights derives from article 34 of China’s Company 

Law, which stipulates that, “where a company increases capital, the existing 

shareholders shall have priority in subscription for new shares”, unless the 

shareholders agreed not to assign such a priority. Pre-emptive rights effectively 

prevent shareholdings from being diluted by follow-up financing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founders’ position within the corporate structure. 

A startup founder recently came to realise that,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introducing new investors, the series A investor has amassed nearly 30% of the 

equity, having exercised the pre-emptive rights at every subsequent turn and 

effectively becoming the second-largest shareholder. If the investor continues 

to exercise pre-emptive rights, control of the company may change. Sensing a 

momentum shift in this tug of war for control, the founder was left with few 

options but to negotiate for partially repurchasing the series A investor’s 

equity or to seek to act with other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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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egotiating terms on pre-emptive rights,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founder control,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the following be made explici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proportion applicable to the pre-emptive rights, 

represented in a formula, in order to avoid any future confusion over the 

capital-increase ratio. 

 The pre-emptive rights shall not be applicable in share issues related to 

employee share incentive schemes, corporate share reform, etc. 

 Investors’ shareholding shall not exceed a certain percentage (e.g. their 

shareholding prior to the current series) when exercising pre-emptive 

rights in follow-up financings. 

RESTRICTED EQUITY OF FOUNDERS 

This refers to the arrangement where all or part of the founders’ equity is 

restricted at the time of financing, and a lock-up period is set out under which a 

fixed percentage of equity is unlocked annually. If the founder departs during 

the lock-up period, the locked-up portion of his/her equity may be 

repurchased by the company or investors at nil or the minimum price 

permissible by law. 

When reviewing financing agreements for the financing parties, we noted that 

investors often set out a shareholding clause in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but 

the applicable circumstances when it comes to founder departure can be 

exaggerated. For example, if the clause describes it as “the founder 

terminating his/her employment with the company for any reason during the 

lock-up period”, it would mean that even if the founder did not depart 

voluntarily, his/her equity may still be repurchas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rtup is closely linked to its founders, whose R&D 

capabilities, resource contribution and time commitment are often more 

essential to nascent startups than even capital. In essence, the 

above-mentioned clause locks up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founder and serves 

to prevent the founder from leaving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vestors. It also 

protects investors’ interests from any serious adverse impact caused by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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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error on the part of the founder. 

However, this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to founder departure may be an 

encroachment to his/her interests, as all scenarios of departure, even for health 

reasons, will trigger equity repurchase for nil consideration. In addition, under 

such financing agreements, investors generally could veto the appointment of 

senior management with one single negative vote, which makes the continued 

service of founders that much more uncertain. 

When negotiating terms on restricted equity of founders,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founder interests,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e following be made 

explicit: 

 The scenarios of founder departure, which we suggest be limited to the 

likes of “voluntary departure for non-health reasons, investing in and/or 

operating similar businesses, or dismissal due to causing serious damage 

to the company via deliberate action or gross negligence”. 

 Dividing the founder’s equity into paid-in and unpaid capital. For paid-in 

capital, the founder would have paid capital consideration for the equity, 

so he/she may request that the paid-in portion be free from the “unlock 

by installments” restriction. 

EXCESSIVE FIRST ROUND 

If, due to a lack of funds, the proportion of first-round financing is excessively 

large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founder, it may lead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the 

company’s control.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founder control, we 

recommend startups to set out in investment contracts their rights to 

compulsorily repurchase equity when conducting first-round financings of 

large proportions. 

For example, in the next round of financing within three year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rst round, if the company’s valuation has grown by certain 

multiples by comparison, the company or new investors will be entitled to 

repurchase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equity from the first-round investors at the 

current price. Such a preventive clause does not normally appear i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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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s prepared by the investors, so founders usually have to raise them 

and negotiate in full with the investors. 

Founders are at the core of startups. From establishment to introducing 

external investors, founders must devote a great deal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time to the startup, as well as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 on business operations. 

First-round financings, where the initial external investors are introduced, are 

therefore vital. 

Startups should engage the service of law fir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founders could head into preliminary term 

negotiation with clarity and avoid being backed into a corner in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or should any dispute arise. 

(Original source: CBLJ Issue 09, 2021.) 

   来源：天达共和法律观察      

                                          作者：彭程、李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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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程 

天达共和合伙人 

上海办公室 

Mail : pengcheng@east-concord.com  

Tel : +8621 5191 7900 

彭程律师多年来一直专注于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法律服务，为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提

供各类金融、证券、并购等专项服务。业务专长为境内 IPO、新三板挂牌、私募股权投资、

并购重组、股权及债券融资等。 

彭程律师曾参与办理多个境内 IPO，担任三十多家公司申请股票在新三板及其他场外市

场挂牌交易项目的专项顾问律师，并曾参与办理多个债券发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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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上市/挂牌企业改制重组、股权激励、外部融资、股份制改造、公司规范治理等方面具有

丰富法律服务经验。彭律师曾为数家企业的直接和间接投融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新设

公司、境内外收购兼并、改制和资产重组、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法律服务等。 

彭律师也代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金融贷款、不良资产的业务；同时还为多家境内

PE 投资基金提供基金架构设计、基金设立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并作为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投

资项目交易结构的设计、投资谈判、法律尽职调查、起草和审阅投资文件等。 

彭程律师目前担任十余家优质内资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除协助客户处理日常法律事务

外，借助其金融和资本市场领域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资源，为企业的日常运作、人力资源管

理、财务安排等提供增值性法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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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宁 

天达共和律师 

上海办公室 

Mail : lidanning@east-concord.com 

Tel : +8621 5191 7611 

李丹宁，吉林大学法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17 年加入天达共和，主要业

务领域为股票发行与上市、私募股权投融资、并购、企业法律顾问等非诉法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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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永恒视为无时间感而不是时间的永续，那么永生属

于活在当下的人。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