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周动态精选 

201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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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导读】 

 

专业解读丨 Commentary  

 

*专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纠纷案件裁判规则解析 

2016 年度十大法律案例 

2016 年度十大法律新闻 

北京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3-2015） 

上海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3-2015） 

 

*专业文章 

[首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修订——医用成像设备关键部件再制造列为鼓励 

[首发]两票制各地政策汇总及观察 

一月生效法规汇总、一月失效法规汇总 

香港上市公司短暂停牌、停牌、除牌、复牌程序简述 

上市公司关联方认定标准及实践运用 

《网络安全法》下网络运营者相关刑事法律责任初探（上） 

年终盘点：2016 年美国那些重要的专利案件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经营者集中的“抢跑”行为——佳能收购东芝医疗全部股权案评述 

 

*实务指南 

中国公司法实务指南—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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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丨 Legal Updates 

 

【船舶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 

据交通部网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日前公布，规定申请人如不能提供权利取得证明文件或者申请登记

事项与权利取得证明文件不一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等，船舶登记机关将不予登记。 

 

【中医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12 月 25 日，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出台，将于 2017年 7月 1 日正式实施。 

 

【保险产品】中国保监会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的通知 

1 月 3 日，保监会公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产品费率厘定指引》和《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从产品开发和费率

厘定两端规范财险产品。 

 

【银行卡清算】关于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等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

等 12 项准则的通知 

2016 年 12 月 23 日，财政部发布财会〔2016〕24 号公告，印发 12 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通知 

央行日前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其中专门强调了金融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问题。 

 

【外资银行】【外债】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17 年度中长期外债借用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 

2016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境内外资银行申请 2017 年度中长期外债借用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外资[2016]2830 号）。《通知》对境内外资银行 2017 年度(2017年 4 月—2018 年 3 月)中长期外债借用规模申报

工作事项进行了说明。 

 

【证券】【子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及《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

理规范》的通知 

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及《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并修订《证

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等四项自律规则。 

 

新闻与动态丨 News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环保公益】最高检围绕环境公益诉讼主题发布第八批指导性案例 

1 月 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检察机关办理的环境保护领域五起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本次发

布的指导性案例共有五个，分别是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诉许建惠、许玉仙民事公益诉讼案、吉林省白山市检察院诉白山市

江源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江源区中医院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检察院诉郧阳区林业局行政公

益诉讼案、福建省清流县检察院诉清流县环保局行政公益诉讼案、贵州省锦屏县检察院诉锦屏县环保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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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最高法发布第 15 批指导性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 15批 8 件指导性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指导案例包括：北京阳光一佰

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习文有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毛建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汤龙、刘新龙、马忠太、

王洪刚诉新疆鄂尔多斯彦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诉安徽天宇化工有限公司

别除权纠纷案等。 

 

【行政垄断】国家发改委公布四起行政垄断案件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集中公布了上海市交通委、深圳市教育局、北京市住建委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和部分省

区市在“新居配”中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案件及处理结果。相关案件包括：黄浦江游览行业管理排除竞争；

多地“新居配”指定企业排除竞争；深圳学生装管理限制竞争；北京混凝土行业管理限制竞争等。 

 

【电子商务】【征求意见】电子商务法（草案）征求意见 

日前，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就该文件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26 日。 

 

【反垄断】【医疗】佳能收购东芝医疗涉违反反垄断法 被罚 30 万元 

4 日，商务部称日本佳能在向其申报之前已经收购东芝医疗全部股权，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将对佳能

处以 30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网约车】42 个城市已发布网约车实施细则 

3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截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等 42 个城市正式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

则，140 余个城市已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 

 

专业解读丨 Commentary 

*专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司纠纷案件裁判规则解析 

公司纠纷是实务中大量存在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众多疑难，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对实践有着一定的参考

意义。故而威科先行数据库特约成务律师事务所冯明辉主任、杨颖律师，解析最高院的相关司法判例，结合相关裁判文书、

裁判要旨、相关法条等要点，包括发起人的责任、法人代表的变更、股权转让等热点问题，以期对法律人士查找最高院相

关裁判规则提供便利。 

 

2016 年度十大法律案例 

2016 年即将结束，「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为您盘点年度十大法律新闻和十大案例。十大新闻及案例筛选主要基于内容

点击率，同时倾听了来自企业、律所、政府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带给大家具有威科特色的盘点内容。 

 

2016 年度十大法律新闻 

2016 年即将结束，「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为您盘点年度十大法律新闻和十大案例。十大新闻及案例筛选主要基于内容

点击率，同时倾听了来自企业、律所、政府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带给大家具有威科特色的盘点内容。 

 

北京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3-2015）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知识产权发展较为迅速，诉讼体制也较为健全透明。基于此，本报告选取 2013 年-2015

年北京地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案件判决书共计 780 份（其中著作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300 份，商标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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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份,专利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164 份），研究北京地区知识产权司法数据，以期获得小区域知识产权审判的规律或特点，

进而为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的规律或特点提供参考。 

 

上海知识产权诉讼报告（2013-2015）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其知识产权发展较为迅速，诉讼体制也较为健全透明。基于此，本报告选取 2013 年-2015

年上海地区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案件判决书共计 770 份（其中著作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300 份，商标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306 份,专利权侵权案件判决书 164 份），研究上海地区知识产权司法数据，以期获得小区域知识产权审判的规律或特点，

进而为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的规律或特点提供参考。 

 

*专业文章 

[首发]《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修订——医用成像设备关键部件再制造列为鼓励 

2016 年 12 月 7 日，发改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对 2015 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并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总的来说，该 2016 修订稿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外资准入方面未做过多修订。本文结合修订稿内容，就“变与不变”

进行了分析。 

 

[首发]两票制各地政策汇总及观察 

2016 年 4 月、7 月及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部门发文要求公立医院药品采购逐步实行“两票制”，

各省（包括非医疗试点省份）的人民政府、食药监或卫计委纷纷发文，制定细则以贯彻落实“两票制”。本文笔者对各省

相关规定进行归纳。 

 

一月生效法规汇总、一月失效法规汇总 

2017 新年伊始，威科小编带您一起围观生效、失效法规。 

 

香港上市公司短暂停牌、停牌、除牌、复牌程序简述 

一家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取得上市地位是对公司经营的重大里程碑。上市后，在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上市公司可主动申请短暂停牌、停牌。若上市公司的股价、成交量存在异动或违反《上市规则》

的情况下，联交所亦可要求上市公司短暂停牌、停牌或除牌。当然，若上市公司在短暂停牌、停牌后，进行整改并重新符

合《上市规则》，公司亦可申请复牌。本文将按照《上市规则》，对短暂停牌、停牌、除牌、复牌的相关安排作简述。 

 

上市公司关联方认定标准及实践运用 

对于关联方的认定以及关联交易的审议及披露，一直是企业发行股票并上市或者上市公司再融资（如非公开发行股票）过

程中证监会关注的重点，而如何正确认定关联方更是判断关联交易是否公允的基石。本文从法律及会计两方面对关联方的

认定标准进行了梳理、总结，并结合实践中上市公司对几种较为特殊的关联方的认定实例（包括认定为关联方以及不认定

为关联方）来探讨上市公司关联方的认定问题。 

 

《网络安全法》下网络运营者相关刑事法律责任初探（上） 

我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6 年 11 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本文尝试在明年 6 月网络安全法

即将生效的大背景下，结合已于去年 11 月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后的刑法及 2016 年 12 月 20 日由最高院、最高检、

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制定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新旧解释规定，对网络运营者

可能涉及的刑事责任作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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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盘点：2016 年美国那些重要的专利案件 

2016 年已接近尾声。在这一年里，美国最高法院对惩罚性损害赔偿进行了修订，联邦巡回法院的判决为挣扎在专利适格性

挑战中的软件专利权人及困扰在新的专利案件审查标准中的法院提供了一个救生索。本文就美国 2016 年重大的专利案件

以及它们对美国专利法的影响作出简要总结。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文

旨在对《管理办法》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经营者集中的“抢跑”行为——佳能收购东芝医疗全部股权案评述 

2017 年 1 月 4 日，商务部公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商法函[2016]965 号）认定佳能收购东芝医疗全部股权分两步实施，第

一步在向商务部申报前已经实施完毕，构成未依法申报实施集中。该案是在收购方未取得对目标公司控制权之前向商务部

申报但仍被认为“抢跑”的第一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实务指南 

中国公司法实务指南—公司治理 

代表性更新内容如下： 

[¶31-820] 参与股票期权计划主体的资格 

[¶40-220] 公司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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