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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您好！ 

  为帮助您及时了解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最近更新，把握法律的前沿资讯，聆听专家详细解读，助力您的法律工作，威科先行特别

推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双周动态精选》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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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丨 Legal Updates 

 

【自贸区】【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的有关情况。该文件

于 2016年 12 月 30 日颁布。 

 

【支付机构】【备付金】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 

1 月 13 日，央行发布《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自 4 月 17 日起，支付机构应将客

户备付金按照一定比例交存至指定机构专用存款账户。 

 

【小微企业】【授信】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的通知 

2016 年 12 月 30 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6]56 号）。 

 

【网购】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6 日，工商总局印发《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办法》明确了不适用退货的商品范围和商品完好标准

以及相关退货程序，并对网络商品销售者违反本办法规定，作出了明确的处罚细则。办法自 2017年 3月 15 日起施行。 

 

【电子商务】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建立电子商务领域失信主体“黑名

单”制度，依法对企业有关失信人员实施不得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限制经营

或融资授信等联合惩戒措施。 

 

【自然资源】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1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大数据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1 月 17 日工信部印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规划要求，到 2020 年，技术先进、应用繁荣、保障有力的

大数据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业务收入突破 1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 30%左右。 

 

【互联网+政务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对各地区各部门网上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进行规范，推动构建统一、规范、多级联动的全国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 

 

【保险信访】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保险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近日，中国保监会印发《保险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适用对象为中国保监会及各派

出机构、各保险公司，而中国保监会会管单位参照适用本办法。 

 

 

新闻与动态丨 News 

 

【中成药】【征求意见】食药总局：中成药不应含有“御制”“秘制”等溢美之词 

食药总局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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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航空】【征求意见】《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征意见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通知，就《外国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修订送审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截止日

期为 2017年 2月 9 日。 

 

【公路建设】【PPP】【征求意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征集意见，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2 月 17 日。 

 

【涉企收费】两部委：将研究提出取消、停征和减免一批涉企收费项目 

近日，财政部、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涉企收费进行新一轮清理规范，将研

究提出取消、停征和减免一批涉企收费项目，切实加强和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治理各类“红顶中介”收费的具体措

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对外援助】【检验】三部委：对外援助物资实行市场化商检制度改革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2016 年第 89 号联合公告，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外援助物资将实

行市场化的商检制度改革。 

 

【标题党】网信办整治“标题党”网络标题禁用“网曝”“网传” 

国家网信办联合相关部门日前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处罚了新浪、搜狐、网易、凤凰、焦点等存在突出

问题的 5 家网站，并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标题制作制定了专门规范。 

 

【外资】【船舶】交通运输部：自贸区国际船舶登记外资股比不设限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根据《登记办法》，在自贸区进行国际船舶登记不受“中方投

资人出资额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的股比限制。此举对深化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改革，促进我国现代化海运船队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个人信用】国家要为 14 类职业人员建个人信用记录 

近日，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2017 年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将掀起高潮。要加快建立房地产中介、导游等 14 类重点职

业人员信用记录。同时，在全国范围建立和完善信用红黑名单制度。 

这 14 类职业人员包括公务员、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律师、教师、医师、执业药师、评估师、税务师、注册消

防工程师、会计审计人员、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认证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导游等。 

 

专业解读丨 Commentary 

*专题 

金融纠纷仲裁实务案例选编 

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一种方式，已在国际上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采用。不仅商品买卖的合同中大多订有仲裁条款，

其他经济贸易合同，如经济合作、技术转让、国际信贷、合营企业等合同也普遍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由于仲裁有着自

愿性、专业性、灵活性、保密性、快捷经济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当事人选择适用仲裁程序解决争议纠纷。 

惠承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称“深圳国际仲裁院”，曾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英文简称“SCIA”）的支持，威科先行特开辟系列专栏分析仲裁实务案例精要，以及当今商

事仲裁领域热点，以供业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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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章 

2016 年 FCPA 涉中国案件回顾 

相较于沉寂的 2015 年，在 2016 年我们又再一次见识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英文缩写“FCPA”）的威力。案件执法数

量直逼历史记录。按罚款金额排位的前十大案件也被接连刷新。涉及中国的案件在 2016 年也显得尤其瞩目。笔者邀您们

一起来看看这些案件以及其中蕴含的新变化。 

 

今天，约还是不约？ 

自去年 7 月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制订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后，京、沪两地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分别发布并实施《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若干规定》，深圳也紧随其后于 2016年 12 月 28 日发布并实施《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本文以此三座一线城市（也是国内网约车最为普及和竞争最为激烈的城市代表）为例，看看网约车地方管理规章会对这个

行业和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及基金产品备案新规解读 

2017 年 1 月 5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填报说

明》，在现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一系列解答等规定

的基础上，针对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办理相应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的主

要事项做出了详细说明。 

 

驰名商标保护不只限于“跨类” 

2016 年 12 月 30 日，迪尔公司（Deere & Company,美国）及其在华子公司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金杜知识产权

诉讼团队的协助下获得一起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的一审胜诉判决。在 2017 年 1 月 10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两周年新

闻发布会中，本案被评为“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类”典型案例。本文将对此案进行全面解读。 

 

简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 12 月 12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将对《规

定》中涉及的在先权利保护、驰名商标保护、制止恶意抢注三个实体问题涉及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评。 

 

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增值税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了《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一时业界哗然，解

读者众。细观之，140 号文只是对《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后附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注释》中，不明确的地方进行了澄清与补充。有鉴于此，笔者对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增值税进行梳理。 

 
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实务问题 

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难点问题，涉及到损害数额确定的客观方法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

使。本文主要就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赔偿数额确定的常用方法、精神损害赔偿的裁判支持力度、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边

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等五个方面介绍了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实务中常见的问题。 

 

出版传媒企业上市法律实务研究 

从 2000 年博瑞传播借壳四川电器成为我国第一家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到 2007 年辽宁出版传媒成为第一家采编、经营整

体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再到 2017年 1月 18日被誉为“科学家的出版社”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传，

601858）上市，出版传媒企业实现了一次次突破和创新。2012 年人民网上市、2016 年新华网上市，新闻网络传媒企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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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实现了整体上市。本文作者结合在出版传媒企业上市法律服务中的实务经验，并选取有代表性的出版传媒和新闻网络

传媒企业进行实务研究。 

 

*实务指南 

中国反垄断法实务指南 

代表性更新内容如下： 

[¶62-055] 工商总局处罚利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71-851] 附条件批准的案例–西部数据收购日立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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