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用户：
您好！
为帮助您及时了解行业前沿资讯，跟踪市场政策，威科先行特别推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丨并购重组与破产双
周精华》供您参考。
以下仅为部分更新，查看全部内容，请登录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丨并购重组与破产实务模块或点击申请试用
感谢您对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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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彩推荐
企业破产全方位解读——以债权人视角出发
摘要：破产，可能是很多企业不曾企及的一个词语。而当前，新冠疫情的影响持续发酵，无论是企业
自身还是企业债权人，都有可能因运维危机，被迫站在破产这一话题的两端。在此背景之下，威科特
邀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华彦、任兵律师，通过该专题，全面聚焦我国破产制度架构，立足破产程序
中的广大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与实现，剖析破产制度赋予债权人的各类权利及行使要点，以期解答破产
程序中的债权人关注的各类实务问题。

法律法规

【税务相关】

1. 关于香港市场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的通知
[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 [2021.07.16 发布] [2021.07.16 实施]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服务与征收管理若干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 [2021.07.05 发布] [2021.07.05 实施]
3.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单户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纳税人名单以及农产品耗用率
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2021.07.06 发布] [2021.07.06 实施]
4.

尚未生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 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 [2021.07.09 发布] [2021.08.01 实施]
5. 关于进一步加强黄金、铂金租借业务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管理的通知
[上海黄金交易所]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6.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关于经营所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有关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公开征
求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2021.07.15 发布] [2021.07.15 实施]
7. 关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率有关提示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投信〔2021〕20 号] [2021.07.16 发布] [2021.07.16 实施]

【财会相关】

8. 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
[山西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晋会协〔2021〕33 号] [2021.07.05 发布] [2021.07.05 实施]
9. 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安徽省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安徽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皖注协〔2021〕30 号] [2021.07.06 发布] [2021.07.06 实施]
10.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发布《北京地区 2020 年度前 100 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公示稿）》的通告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 [京会协〔2021〕100 号] [2021.07.07 发布] [2021.07.07 实施]
11.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征求《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财政部] [2021.07.08 发布] [2021.07.08 实施]
12. 湖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通知
[湖北省财政厅] [鄂财函〔2021〕87 号] [2021.07.11 发布] [2021.07.11 实施]
13.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发布《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家排名信息》的通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1.07.14 发布] [2021.07.14 实施]

【反垄断审查】

1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禁止虎牙公司与斗鱼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并案反垄断审查决定的公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1.07.10 发布] [2021.07.10 实施]

【知识产权相关】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知发服函字〔2021〕104 号]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16.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转发《中评协关于统计资产评估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业务情况》的通知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京评协〔2021〕106 号]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17. 关于扩大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开放范围并优化服务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1.07.14 发布] [2021.07.14 实施]
18. 印发《关于开展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鲁农种字〔2021〕14 号] [2021.07.15 发布] [2021.07.15 实施]

【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19.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转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机构首席评估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京评协〔2021〕101 号] [2021.07.08 发布] [2021.07.08 实施]
20. 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结算风险
控制指引（2021 年修订版）》的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发字〔2021〕111 号]
[2021.07.09 发布] [2021.07.09 实施]
21. 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1〕17 号] [2021.07.09 发布] [2021.07.09 实
施]
22. 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证券跨市场转
登记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发字〔2021〕116 号] [2021.07.09 发布] [2021.07.09 实施]
23.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转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资产评估
专家指引第 XX 号——科创企业资产评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京评协〔2021〕104 号] [2021.07.09 发布] [2021.07.09 实施]
24.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标准》的通
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21〕542 号] [2021.06.22 发布] [2021.06.22 实施]

25.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2021 年修订）》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21〕540 号] [2021.06.22 发布] [2021.06.22 实施]
26.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转发《中评协关于统计资产评估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评估业务情况》的通知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京评协〔2021〕106 号]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27. 中评协关于《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XX 号——科创企业资
产评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中评协办〔2021〕29 号] [2021.06.25 发布] [2021.06.25 实施]
28.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关于转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投诉举报受理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北京资产评估协会] [京评协〔2021〕105 号] [2021.07.13 发布] [2021.07.13 实施]
29.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确认承办地方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机构的公告
[山东省财政厅] [2021.07.14 发布] [2021.07.14 实施]

【并购基金】
30.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南第 4 号——存续期业务办理》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21〕692 号] [2021.07.15 发布] [2021.07.15 实施]
31. 关于公开征求《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2021 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1.07.15 发布] [2021.07.15 实施]

查看更多>>

行政处罚双周动态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2 号]
[2021.07.06]
2. 国市监处〔2021〕44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45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46 号（公
开版） | 国市监处〔2021〕47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48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49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0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1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
52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3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4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
〔2021〕55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6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7 号（公开版） | 国
市监处〔2021〕58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59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60 号（公开

版） | 国市监处〔2021〕61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62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63
号（公开版） | 国市监处〔2021〕64 号（公开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1.07.06]
查看更多>>

监管动态
1. 通威股份拟购天邦股份饲料业务：交易额 12.5 亿至 15 亿元（2021.07.06）
摘要：7 月 5 日晚间，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天邦股份，002124）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通威股份有限公
司（通威股份，600438）转让旗下水产饲料全部资产及业务、猪饲料全部资产及业务 51%股权，交易总额
约 12..…..
2. 上海临港新片区拟实施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2021.07.06）
摘要：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于 7 月 5 日召开，会议原则同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承诺制是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要主动先行先.......
3. 安博凯完成强制收购 神州租车 7 月 8 日正式退市（2021.07.07）
摘要: 7 月 5 日，神州租车（00699.HK）发布公告称，安博凯（MBK）对神州租车的强制性收购已完成，即
日起生效后，神州租车正式成为安博凯的全资附属公司。据悉，港交所已同意神州租车撤销其上市地位，7
月 8 日上......
4. 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重组大会在京举行（2021.07.08）
摘要：据国资委 7 月 8 日消息，中国电科与中国普天重组大会 7 月 8 日在京召开。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
鹏出席会议并讲话。 郝鹏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建设.…..
5. 平安重组方正进入实操阶段（2021.07.09）
摘要：近日，中国平安发布公告称，方正集团重整计划草案已经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
定书依法批准并生效。平安人寿或其下属全资主体拟成为新方正集团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作为平安人寿的
控股股东，拟间接控…..
6. 商务部：进一步放宽外资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条件（2021.07.09）
摘要：7 月 8 日，商务部发布《“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规划》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进对外
贸易创新发展、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推动自贸区港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水平、深化“一带
一路”经贸合作等.....
7. 中国电力(02380)附属 18 亿元购 4 风电项目（2021.07.13）

摘要：中国电力(02380)公布，拥有 63%权益的附属公司五凌电力以约 14.9 亿元收购明阳新能源持有 4 个总
发电装机容量 203.6 兆瓦的风电项目全部股权并承担其股东贷款。该 4 个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集团指出
收…..
8. 一心堂收购本草堂 全面进军川渝市场（2021. 07.13）
摘要：近日，一心堂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一心堂药业（四川）有限公司，通过增资、受让股权等方式，
持有本草堂 56%股权，涉及金额 1.54 亿元。收购草本堂预示着一心堂已摆出三套独有的“战略模式”，全
面进军川渝医药…..
9. 市场监管总局：无条件批准腾讯收购搜狗股权（2021.07.14）
摘要：7 月 13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2021 年 7 月 5 日-7 月 12 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
表”显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已无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搜狗公司股权。 随后，腾讯
控股（…..
10. 紫光集团被申请破产重整（2021.07.14）
摘要：近日，紫光集团发布公告称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债权人徽商银行以集团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为由，向法
院申请对集团进行破…..
11. 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鼓励上市和并购重组（2021.07.15）
摘要：7 月 14 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提出：发挥多层
次资本市场作用，鼓励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通过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展融
资渠道。...…..
12. 证监会：优化并购重组监管机制 促进上市公司质量提升（2021.07.16）
摘要：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 16 日在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
九字方针，不断优化并购重组监管机制，持续促进上市公司质量的全面提升。.…..
13. 上海浦东法院发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2021.07.19）
摘要：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发布十起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涉及支付宝，腾讯，百度等多家互联网公
司。 其中，支付宝与斑马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是全国首例涉 App 唤醒策略网络不正当竞争诉前
禁令案。在该案..…..
14. 33 家互联网平台签署行业反垄断自律公约（2021.07.19）
摘要：7 月 13 日，2021 中国互联网大会“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其中，论
坛一大重要环节为《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反垄断自律公约》签署单位授牌仪式。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相关
领导为首批..…..

查看更多>>

专业文章
（一）并购投资
1. 股权投资合同条款设计逐项解析
2. 投资并购交易中的“优先认购权”
3. 公司并购中控制权过渡的风险点分析
4. 股权投资协议之核心条款：拖售权（Drag-along）
5. “奈雪的茶”上市对初创企业的投融资启示（上）
6. 揭开保险资金股权投资面纱：财务性股权投资篇
7.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解除股东资格及后续处理刍议——以一则增资扩股纠纷案为例
8. 投资并购交易中的“创始股东股权限制条款”
9. 投资人董事如何从被投企业“全身而退”

（二）反垄断审查
10. 虎牙收购斗鱼被禁——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数据该如何看？

（三）跨境投资
11. 红筹架构下 ESOP 之外汇问题简析
12. SPAC IPO，中国企业和投资人你准备好了吗？
13. 美国商业信贷交易中的资产抵押增信措施
14. 简评跨境金融纠纷管辖新规

（四）对赌协议
15. 论“期限类对赌条款”的提前触发

16. 外商投资类股权转让及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

（五）并购基金
17. 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共同出售权条款和强制出售权条款，你了解吗？
18. 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点浅析
19. 从一款“基金份额转让产品”解读 《关于推进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六）破产与重整
20. 破产撤销权相关疑难问题探讨系列（一）
21. 浅析破产衍生执行案件中连带被执行人之实体性异议程序
22.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公司跨境清盘试点机制
23. 论自然人破产法的适用主体（附脚注版）
24. 破产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处置路径思考

查看更多>>

温馨提示：
以上推荐内容源自威科先行并购重组与破产实务模块，仅为部分更新，如需阅读更多内容，欢迎登录威科先行并
购重组与破产实务模块！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您的法律合规工作，欢迎填写使用反馈问卷 。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mam@wkinfo.com.cn

如需申请试用，请扫码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