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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为聘请众达所作为法律顾问

2019年6月10日，本所与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合同》，正式成立合作关系。

二、欢迎黄山市徽州区考察团到访众达所参观指导

2019年6月12日下午，黄山市徽州区考察团吴志平常委一行7人来访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交流考察。本所合伙人会
议主席周广荣律师、本所执行合伙人姬明镜律师等管理层团队恭迎接待。

交流前，周广荣律师邀请来访考察团一行参观了本所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随后，众人入座本所众达会进行座
谈交流，周广荣律师从我所之发展历程、内部架构、企业文化、法律专长等方面为前来考察的来宾详细地阐述了众达
所的整体发展情况。接着，由本所执行合伙人夏凡律师为到访人员介绍了项目业务收并购的典型形式。

活动最后，考察团吴志平常委表示：此行到访能更深入的了解到众达所的发展规模及发展理念，对我所的专业
化、团队化的发展方向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期许未来双方有更为紧密的合作。

三、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律师学院一行到访

2019年6月4日下午，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律师学院陈锦新副院长一行在市律协陈锡康会长、崔芸庆副会长的陪
同下至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就实习律师在律师学院学习情况开展走访、交流活动，市律协副会长、本所执行合伙人姬
明镜律师率众达所有关律师热情接待。

交流会上，姬明镜律师代表众达所首先向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律师学院予我所实习律师的悉心教导及专业化训
练表示真诚的感谢。陈锦新副院长表示，律师学院将会继续努力，为更多的实习律师搭建一个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交流会后，姬明镜律师代表我所赠送纪念牌予律师学院，走访、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四、周广荣律师获邀出席2019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

2019年05月20日下午，本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受邀出席《遇见两会 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19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合智联合商学院之周年庆典活动。论坛上，周广荣律师与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谭松涛教
授、类承曜博导深入探讨了助力东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东莞高质量发展，同时作为广东众达律师所的
代表领取主办方授予的纪念牌匾。

五、周广荣律师获聘市新阶联参政议政委员会顾问

2019年5月9日，本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获聘为市委统战部新阶联参政议政委员会资深顾问，继省人大代
表身份后再次官方式投入参政议政民生建设助推队伍。聘任仪式庄严隆重，市委统战部马凤彪常务副部长勉励新阶人
踊跃为民发声。

六、众达周广荣律师获邀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民营对接首站对接会

2019年04月23日下午，本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武汉分院于美林基业大厦举行的科技
成果民营对接仪式。周广荣律师在中科育成广州公司汪一帆总经理引领下参观科技落地场所，并与中科院武汉分院李
伟副院长、胡征宇研究员、韩丹翔研究院深入探讨了中科院进一步布局大湾区尤其进入东莞的合作问题。

七、尽展新时代巾帼风采——热烈祝贺姬明镜律师当选东莞市第七届律师协会副会长！

春满人间，美丽绽放。2019年3月30日至31日，东莞市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于东莞会展国际酒店会议厅隆重召
开，本所管理层团队的姬明镜律师、李翠荷律师、夏凡律师及叶松盛律师应邀出席大会。

大会主要包括了：审议和表决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东莞市律
师协会章程》（修正案）和有关选举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副会长、会长，监事、副监事长、监事长。

而在本次的换届选举中，我所的姬明镜律师被选举为第七届律师协会副会长。姬律师表述：作为一名法律人，既
是公平正义的践行者和维护者，更是社会的脊骨和良心，能当选上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既感到无上光荣，同时也意味着
需肩负更大的责任和担当，本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助力东莞律师协会的发展，为法治东莞的
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八、绿色和谐，你我同盟—市新阶联和市新知联会共栽”初心林”

阳春三月，草木秀润。东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和东莞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于2019年3月16日在大岭山
森林公园联合开展植树节系列活动。众达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出资捐赠一块以 “初心林”命名的石头并委派担任东莞
市新阶联理事姬明镜律师出席参加本次植树活动。

活动组织较为缜密，各项事宜均进行得非常顺利。植树活过程中，各位参与者都展现出不同一般的热情，一个个
树坑的挖成，一棵棵树苗的栽下，象征着一份份绿色的希望；每一铲泥土的填充，则代表着每一个人的奉献与关爱。

植树造林，利在当今，功在千秋。经过各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圆满地结束了该次活动。

九、周广荣律师受邀参加市委统战部座谈会

2019年2月21日上午，本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作为新阶联主要负责领导受邀参加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关于
筹建东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志愿者服务队意见征集座谈会。会间，市委统战部领导聂开贵通报了市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志愿服务队的筹备情况。随后，与会人员紧密围绕“为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志愿服务工作力量，推动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会议主题集思广益并作了详尽深入方案探讨。

十、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获邀参加市委情况通报会

2019年1月10日上午，本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周广荣律师应邀参加2019年中共东莞市委情况通报会。会间，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马凤彪详细的通报中共东莞市委2018年的工作总结及2019年乃至未来长期的东莞市经济建设战略部署，此
后，市常委陈志伟作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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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 割政策的对象为经认定的国家级

室印发《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孵化器。

产权分割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暂行办法》严格限制分割

知 》 （ 以 下 简 称 “ 《 暂 行 办 转让的受让对象资格，须满足但

法》”）。《暂行办法》包括总 不限于主体资格、产业领域、入

则、资格准入、受让对象、产权 驻时限、经济效益、知识产权、

管理、二次转让、分割销售等 科研投入、科研人员等7项具体

8章33条内容。 指标要求。各镇街、园区科技主管部门可根据地

《暂行办法》适用于M0政策出台前，已在工业 方实际，自行制定具体操作细则，适当增加相应

用地和科研用地上建设孵化器的项目。在M0用地上 指标要求。

新建的孵化器项目，如需申请产权分割，须按照

M0政策规定执行。同时，明确享受孵化器产权分

  （编辑：刘新怡）

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产权分割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深化执行改革

健全解决执行难

长效机制的意见

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六税一费”优惠事项资料

留存备查的公告

关于审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试行）

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关于废止

《社会保险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的决定

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

软件产业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公告

关于车辆购置税

有关具体政策的公告

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

第三方企业所得税

政策问题的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等

法发〔2019〕

16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

第21号

/

/

人社部令第39号

银保监令

2019年第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

第71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公告2019年 第60号

2019-6-3

2019-5-28

2019-6-5

2019-5-24

2019-4-28

2019-5-17

2019-5-23

2019-4-13

2019-6-3

2019-5-28

2019-6-5

2019-5-24

2019-4-28

2019-5-17

2019-7-1

2019-1-1

为促进东莞市产业人才与产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时代

业同步发展，东莞市人民政府决 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确定

定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一镇一 年度培训项目目录，组织

品”产业人才培训工作。目标是 开展特色项目和技能素质

到2021年全市开展60个以上“一 提升两类培训。

镇一品”产业人才培训项目，培 为了达到实施方案目

训人数总量45万人次。年度目标 标，“一镇一品”产业人

任务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各园区、镇 才培训的补贴经费将纳入各园区、镇（街道）财

（街道）上年度12月就业登记用工总量的3%下达， 政专项预算，给予培训实施单位培训补贴，标准

其中特色项目培训人数不低于任务总量的20%，由 如下:

各园区、镇（街道）组织完成。 （一）特色项目培训。

该实施方案要求各园区、镇（街道）充分依托 补贴标准为20元/课时/人，每个培训课程要求

社会各类培训资源和行业、企业，组织开展符合 不少于18个课时。最高补贴50个课时/人。

本园区、镇（街道）产业特点的特色项目培训和 （二）技能素质提升培训。

技能素质提升培训，开设一批优质的、具有区域 园区、镇（街道）按不少于100元／人×计划

特色的培训项目课程，培养一批适应产业发展需 培训人数编制资金需求年度预算，根据实际采取

求的产业人才。 课程定制、购买服务等多种补贴方式。

培训实行目录制管理，各园区、镇（街道）结

合专业镇建设，围绕我市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及

东莞市“一镇一品”产业人才培训实施方案

  （编辑：刘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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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拓展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全方位拓展城市的生产、生活 器认定后，方可申报产业用房产权

和 生 态 空 间 ， 近 期 东 莞 市 政 府 分割转让。

2019年“一号文”——《东莞市人 作为制造业城市，东莞将采取协

民政府关于拓展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议收地、以房换地、兼并重组、合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作开发、调整土地使用条件等方

公布了40条新政，从土地收储整备、 式，加快推动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利

城市更新、盘活整治、空间增容、集约提效等五 用，对批而未供满两年的存量建设用地建立台

大方面，提升对新兴产业、优质企业和高端人才 账，鼓励各镇街(园区)通过撮合招商引资或实施属

的集聚能力与承接水平。 地范围内位置置换等方式盘活，配置给优质新项

根据新政，东莞将强化产业用房分割转让政策 目，为优质产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管控，对新型产业用地，明确建立比例奖励机 到2021年底，东莞市一级将每年力争收储土地

制，可视效益贡献适度调增分割转让比例、调减 1000亩以上，统筹盘活24000亩以上存量土地。

物业贡献比例等，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东莞将加强开发全程监管，

在入驻企业知识产权、工业增加值等方面严格约

束条件与刚性要求。对科技企业孵化器，要求已

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东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公共租赁 （四）明确房源优先分配的对象

住房的管理。目前，《东莞市公共租 范围

赁住房管理办法》（东府〔2019〕 进一步明确本市户籍符合住房保

37号）（以下称“《管理办法》”） 障条件的低保家庭和优抚对象、单亲

已正式印发，于2019年6月1日起实 特困母亲家庭、孤老及中重度残疾人

行。《管理办法》主要修订了五大方 （一级、二级、三级）等特殊困难家

面的内容，涉及新入户人员、审批时 庭，以及政策规定其他急需救助的家

间、优先分配的对象范围等方面范畴，适用于我 庭，纳入优先安排选房范围，加强对弱势群体的

市行政区域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实施和监督 保障力度。

管理工作。 （五）搬迁期满拒不腾退住房的，按平均租金

（一）增设新入户人员保障类别 2倍缴纳

将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自2019年6月 倘若搬迁期满，承租人拒不腾退住房的，房屋

1日起通过人才入户方式入户我市，且入户未满3年 的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运营单位可以向人民法

的新入户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并参照新就 院提起诉讼，要求承租人腾退住房，并根据合同

业职工类别设置申请条件，加强对新入户人员的 约定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所在地同区域、同地段、

保障，减少人才对入户东莞的顾虑。 同品质普通商品住宅平均租金的2倍缴纳租金。

（二）扩大新就业职工类别的保障范围

取消新就业职工类别关于工作时间、缴纳社保

时间均需满1年的限制，取消本市户籍的新就业职

工关于工作所在地的限制。同时，将非本市户

籍、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纳入新就业

职工类别的保障范围。另外，明确申请人需缴纳

的社保险种为社会养老险，并增加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要求。

（三）缩减审批时间

市、园区（镇街）两级住建部门的总审核时间

由35个工作日缩减至25个工作日，两级的公示总时

间由30日缩减至20日。

  （编辑：刘新怡）

  （编辑：刘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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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约定试用期 是因性别不同受到的就业歧视；三是因

首先，约定的试用期不得超过法律 身体残疾受到的就业歧视；四是因身患

规定的最长期限。根据《劳动合同法》 传染性疾病受到的就业歧视；五是因出

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 身农村受到的就业歧视。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 （二）录用条件应书面化、明确

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 化、具体化、具有可衡量性。尤其是在

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绩效考核模块，可具体约定：试用期内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 不得有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行

六个月。 为；试用期内迟到、早退、旷工、缺勤

其次，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 不得超出的次数；试用期满考核不得低于一定的

一次试用期。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发生用人单位 分数或等级；试用期内能够完成约定的工作指标

因为员工在试用期达不到公司要求而延长试用期 或能够良好的履行岗位职责等。

的情况，这种变更试用期的做法，属于再次约定 （三）设计的录用条件要事先向员工公示，

试用期的情形，属于违法约定试用期。 并保留员工签收证据。公示可通过在劳动合同附

再次，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合同中仅约定试 件约定、在入职登记表列明、签署专门的录用条

用期或者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与试用期相 件告知书等方式进行。

同的劳动合同。因为试用期应为劳动合同的一部 （四）建立完善的试用期考核机制。

分，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否则约定的试用 三、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

期不成立，该期限视为劳动合同期限。 根据法律规定，在试用期中，除非员工具有

最后，用人单位不得以口头或其他形式（如 下列情形之一，否则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在入职登记表或员工手册中）约定试用期或订立 同：

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而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否则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约定的试用期无效，用人单位也会因不与劳动者 的；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面临被要求支付二倍工资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风险。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

二、如何设计试用期录用条件 成重大损害的；

（一）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例如用 （四）员工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不能存在歧视。《就业促进 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

法》列举了以下五种行为属于就业歧视：一是因 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不同受到的就业歧视；二 （五）因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

试用期用工管理风险防范

【编者按】试用期是用人单位与新入职员工进行双向选择的期限，在此期限内，用人单位可以考核员工是
否符合用工要求，员工也可以对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身求职要求进行考核。因此，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用工
管理上愈加重视。

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 第四，用人单位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

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须事先通知工会。《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工会。在实践中，部分法院会要求用人单位履行

书面形式通知员工本人或者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 该程序，但是其在认定用人单位是否违法解除劳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动合同上需要合并其他理由来联合认定。目前虽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 然广东省此类违法解除判例较少，但从立法角度

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 来看，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履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 第五，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送达被解雇的

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员工，并告知解雇理由。用人单位注意向员工送

四、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 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时，应采取书面形式，并于

动合同的注意事项 员工签收后保留其签收证据。

第一，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须有明确、具体 第六，用人单位应当向员工出具解除或者终

的录用条件的约定。建议用人单位在与员工签订 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员工办理档

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的同时约定录用条件，并且 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否则因此给员工造

让员工以书面方式签名确认。 成损害的，须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用人单位须有员工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证据。用人单位按照双方确认的录用条件对员工

进行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判断员工是否符合录

用条件，并及时以书面方式通知员工考核结果，

以上均作为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

除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相关证据。

第三，用人单位作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必须

在试用期届满前，超过试用期不能再以该理由解

除。建议用人单位在员工试用期届满前即完成试

用期考核并做出是否解雇的决定。

  （ ）作者：徐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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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证明效力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对于收入

收入证明是劳动者工资的证明 证明的真伪性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举

文件，是我国公民在日常生产生活 证责任。在大部分情况下，往往由

经营活动中，所需要的对经济收入 于用人单位无法证明该收入证明是

的一种证明，一般在办理签证、银 虚假的而承担败诉的后果，从而需

行贷款、信用卡时会被要求由当事 按照虚高的工资向劳动者支付工资

人所在单位出具，经用人单位加盖 并支付诉讼费。

公章后，收入证明即具有法律效力。 2、承担连带还款义务

用人单位在收入证明上加盖公章，证明即具有 用人单位虚开收入证明的行为所带来的直接后

法律效力。用人单位对证明中记载内容的认可不仅 果就是导致银行做出错误的贷款决定，增大了银

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对用人单位自身也产生法 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如果银行根据公司盖有公章

律效力。如一旦双方产生争议，收入证明会成为认 的收入证明为申请人批准和发放了超过正常标准

定劳动者的工资证据，侵害用人单位的权益。 的按揭贷款，而遭受了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将有可

虽然在出具虚假收入证明时，劳动者和用人单 能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位知道该证明是虚假的，但证明本身并不能反映 虽然贷款合同是员工与银行之间所签订，按照

这是虚假的事实。因此，双方一旦产生争议，如 合同的相对性，银行只能追究债务人（员工）的

果用人单位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收入证明是 违约责任，但用人单位出具虚假收入证明却侵害

误解或受胁迫所出具的虚假证明，收入证明就会成 了银行合法权益权。用人单位在作出虚假收入证

为认定劳动者的工资证据，侵害用人单位的权益。 明时，具有主观故意，与员工共同构成了“恶意

二、虚开收入证明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的侵权行为。所以，公司

1、产生劳动纠纷 为员工虚开收入证明并成功办理贷款后，当员工

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因虚开收入证明而发生的劳 缺乏还款能力时，从法律上来说，银行可以要求

动争议纠纷，即劳动者根据比实际收入高的虚假 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收入证明，要求用人单位按照虚假收入证明中的 3、承担伪证责任，涉嫌刑事犯罪

工资标准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 员工除了购房、购车需要提交收入证明外，有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时办理信用卡也需要提交收入证明。当员工凭借

释（一）》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虚开的收入证明获得信用卡，透支后无力还款，

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 公司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若员工出现失联情形

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 的，公司还有可能会涉及骗领信用卡的问题而涉

用人单位虚开收入证明的风险分析及防范

【编者按】为员工出具虚假收入证明本身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虽然用人单位出于好意，但使用的是一种
非法手段，为日后的法律风险埋下了种子。从实践中的各种案例可以看出，开具虚假收入证明的这些公司
往往因为低估其中的法律风险而致承受各种不利后果。因此，本文就收入证明效力、虚开收入证明的风险
以及如何规避风险三部分进行论述，以作参考。

嫌刑事犯罪。 5、做好解释工作

三、风险防范及对策 在无法达到员工要求虚开要求的情况下，公司

1、明确收入证明的有效期限及员工的书面说明 的相关工作人员应与员工进行有效的沟通及解释

在开具收入证明时，明确该收入证明的有效期 工作，避免造成员工的不良情绪。

限为15天或1个月，如果确实存在虚开收入证明， 四、结语

应要求员工对要求虚开收入证明的目的作出书面 用人单位为员工出具虚假收入证明的行为虽然

说明等；同时让员工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该份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这

收入证明比实际工资高多少，只用作买房、买车 种做法对用人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是显而易见

或是贷款需要，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否则给单位 的。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必将是社会推崇的行为

造成损失的，由员工本人承担。 准则。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权衡利弊，避免虚开

2、明确收入证明的用途 收入证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守法经营。

用人单位开具收入证明时，首先应该确认证明

文件的真实用途。在出具证明文件时，应该注明

文件的用途、文件递交单位、使用期限；例如

“该证明仅作购房贷款用途”。

3、对开具的收入证明进行登记管理

在为员工开具收入证明后，应及时记录开具的

时间、用途并要求员工签字确认。

4、收入证明实事求是

按照员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开具收入证明，应当

属万无一失的方法。

  （ ）编辑：钟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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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个企业的股东里有9个 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设计好未来公

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性质跟自己的个 司的治理结构。很多企业往往不

人财产有什么关系 重视公司章程设计，不重视公司

1、实际上是合伙企业，投资 治理结构，经营中往往出现小股

人却误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公司。 东权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大股东

导致合伙人之间对权利认知错位， 良好的公司管理意图得不到贯

合伙人不知道自己要对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彻，甚至陷入公司僵局等。具体而言比如公司股

也就是会追索到自己的个人财产。 东股权转让、对外担保等重要决议无法通过股东

2、自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有限公司，实际上 会或董事会，导致无法实施等。

是个人独资企业。“夫妻公司”“父子公司”以 四、10个公司9个会对外融资，融资中的陷阱

及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一人公司”是实践中常见 有几个知道

的中小企业组织形式。投资人误以为“公司是我 企业经营中出现资金不足，是多数企业都会遇

的，公司的财产也就是我的”，经营中将公司财 到的情形，常见的融资方式由银行借贷、民间借

产与家庭或个人财产混为一体，结果对外发生纠 贷、股东追加投资、吸收新股东增资扩股、引进

纷的时候可能招致公司人格的丧失，失去“有限 战略投资者、发行公司债券、上市融资（IPO或增

责任”的保护，比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 发股票）等等。

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 不同的融资方式还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一次

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仍旧会追索到股东 融资在不同环节有不同法律风险。比如银行借

的个人的财产。 贷，可能陷入“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

二、10个公司9个注册资本存在瑕疵，不仅在 款”、“贷款诈骗”及其他金融诈骗的法律风险

债务承担上会波及个人财产，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黑洞；民间借贷，可能遭遇“非法吸收公众存

公司设立时，为了体现“实力”，有些企业家 款”、“集资诈骗”、“票据诈骗”或其他金融

往往希望放大注册资本，可因为资金不足或考虑 凭证诈骗等等法律风险。企业要做大做强免不了

公司业务一时不需要那么多资金，于是采用虚报 各种形式的融资或资本运作，在融资项目管理中

注册资本或注册后抽逃出资的手段。所面临的法 注入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

律风险可能是：填补出资、公司人格否定、构成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犯罪等等。 五、人力资源流失带走公司资源和商业秘密，

三、10个公司老板9个没仔细看过自己公司的 10个公司9个都选择不了了之

章程 通常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缩短培养过程、迅速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公司设立时就应 抢上新项目等，常常采用“挖墙脚”的方法引进

90%的企业正面临的10类法律风险

【编者按】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企业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而对企业造成负面法律后果的可能性。那么企业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呢？本文意在从中小企业在设立阶段、
运营阶段、整合或解散阶段所面临的常见的10个法律风险问题向大家简要阐述。

高级人才，并直接利用这些人从原东家带来的技 率很低，产业化、商品化程度低。此外，还很容

术资料、客户信息等等，这就可能遭遇被挖企业 易导致陷入专利“陷井”与“雷区”，侵犯了别

的索赔，或遭致被挖企业的商业秘密、专利等侵 人的专利权，不仅要支付高额赔偿，甚至导致企

权指控。反过来，辛辛苦苦或花大代价培养的人 业破产。深圳市某厂的产品属荷兰菲利浦公司在

才无端流失，被挖墙脚，企业却不能得到应有的 中国获权的专利保护范围，被诉侵权，不但自行

补偿，也是中小企业常遇到的风险。 销毁了模具和侵权产品，还要支付巨额赔款。

六、10个公司9个会忽略市场交易中的以下法 八、10个中小企业9个在不同程度存在产权不

律风险 明晰所引发的法律风险

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不断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 很多中小企业家和他的家族都有这样的观念：

不同的市场交易行为，需要确立不同的合同关 企业是我的，所以企业的资产就是我的资产，我

系，不同的合同关系可能遭遇不同的法律陷阱。 的资产也随时可以作为企业的资产。这种观念是

事实上，企业最常遇到的法律纠纷就是合同纠 十分错误的。公司是具有法人人格的，是独立的

纷。中小企业对于合同风险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 法律主体，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有限责任正

较强的。但企业交易行为管理，绝不仅限于合同 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投资人乃至其家族的财产与

书本身的管理，一个合同关系既包含了作为主要 公司的财产一旦混同，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就难

权利义务界定标准的合同书，还包含着从订约谈 以获得法律认可，公司就不再受有限责任保护，

判开始，直到合约履行完毕，乃至善后的持续过 公司的风险就会蔓延到投资人乃至其家族，成为

程。因此，交易行为的法律管理，实际上是一种 家族的风险，导致公司垮家族就垮，公司倒闭老

过程管理。 板就跳楼。

中小企业家还有一个与法律管理相矛盾的传统 九、10个公司9个会忽视企业整合中的以下法

观念，就是习惯于熟人圈子的交易，往往依赖个 律风险

人信用关系进行交易。这样就带来两大风险：一 我国中小企业在某个阶段曾经出现“多壳化经

是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因为对人的认知错 营”的现象，一个投资人或一个家族设立很多个

误，或者对方因情势变化而信用发生变化，导致 公司，起初是为了多些操作平台，后来公司投资

“君子协定”和朋友关系一同被践踏；二是因为 和经营业走向规范化，整合分散的资源更有利于

没有书面的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时间久 企业做强，很多企业也走上整合之路。

了，双方对当初的细节问题产生误会，各自认知 在企业整合的每个环节，都潜藏着法律风险。

不同、理解不同，两个本来交情很好的交易伙伴 列举两个大的方面：

和事业盟友因此发生纠纷。 1、股权结构调整：企业整合中最重要的是股

七、10个公司超过9个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权结构的调整，股权结构意味着企业控制权和决

国内除了像海尔、北大方正等极少数企业对知 策的有效性，也意味着公司高管的创业动力。如

识产权有比较系统规范的管理外，绝大多数企业 果事先不进行法律方案的设计、规划和论证，过

还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性，更谈不上 程中不进行法律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出现“树

从战略上进行规划，企业关注的仍是有形资产的 虫”时不及时进行风险的评估和化解，最终难免

管理。 出现风险失控的境况。

由于缺乏战略高度的规划，许多企业成果只申 2、资产整合：资产整合涉及权属界定、处分

请了中国专利而造成技术流失，专利申请后利用 权限制、定价、交易、过户、税费多种法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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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样潜伏着各种法律风险。 业实际执行。

十、10家公司解散，9家可能遭遇的问题 中小企业多白手起家，经历了艰难的创业历

企业作为一个主体，有独立人格，也有生老病 程，更要思考如何建立和规范企业的风险管理体

死的问题，企业设立取得营业执照就算“生” 系，加强企业的内部风险控制。

了，遭遇到的各种风险都是“病”，经营期限届 总之，解决企业的法律问题的关键，一是提高

满就“老”了，经营不善破产倒闭或投资人解散 主动性，预防为主；二是选择专业法律顾问服务。

企业，企业就“死”了。人老死要办丧葬，企业 大多数企业现在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流于“召见

老死要做清算。 式”，所以接受服务的时候经常是临时抱佛脚，

很多企业在企业老死的时候，却往往不做清 狼狈不堪。真正的企业家应从长远来看待企业的

算，将企业资产搬回家完事。殊不知，法律风险 法律问题，应该在法律问题的防范和解决上提高

的地雷就此埋下。 主动性。

清算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必须依法进行，否则 有条件的应该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开始发现问

企业虽然死了，而其阴魂依然未散。因为企业的 题，解决问题，争取防患于未然，让专业的律师

生老病死整个生命过程处处可能存在法律风险， 针对企业现状给出具法律风险评估报告，给企业

所以国家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 一个全面把握法律风险的机会，但是，这在现在

监会等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大多数企业是做不到的。

要求上市公司执行，并鼓励大中型非上市企业执

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中

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央企结合本企

  （ ）编辑：方琬莹

【法律风险分析】 承诺看似明确又直接，然而此类的协议

一、忠诚协议或以出轨为前提的 或承诺书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净身出户”承诺书，均不具有法律效 原因在于：第一，《婚姻法》第

力，不能作为支付违约金、赔偿金、分 4条的夫妻忠实义务是一种情感道德义

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 务而不是法律义务。法律并不禁止夫妻

部分夫妻为确保对方专一、忠诚， 之间签订此类协议，但也不赋予此类协

会事先约定若一方出轨则净身出户或让 议强制执行力。第二，此类协议或承诺

对方出具类似的承诺书。这样的约定或 书的本质是在离婚时双方对于财产分割

关于婚内财产分割约定的法律风险分析

【编者按】越来越多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现了对双方感情产生威胁和破坏的蛛丝马迹，或自保
或挽救或了断，会对财产归属问题进行约定。那么，这样的约定效力如何？能否成为离婚时分割财产的依
据呢？该如何约定才能正确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

的约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明 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所享有的权利及于该

确规定了以离婚为前提的协议生效条件“当事人 房屋的全部，故一方也就不存在赠与的基础。

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 因此，该类承诺或分割协议书并不能起到太大

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 的实质性作用。

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 【法律风险规避】

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 首先，我们需明确的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三，法律赋予自然人 间所得的财产之分割是有法可依的。依据《中华

相应的人身自由（即离婚的自由、分居的自由等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

等），若协议涉及对夫妻一方人身权利的部分限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

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该类财产分割协议的 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

效力不予认可。综上，凡是夫妻财产分割协议限 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

制人身自由或涉及道德层面内容，则大概率无 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

效。 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相似地，以离婚为目的的财产分割协议，诸如 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那么，该如

《离婚协议书》、《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以 何约定才能真正起到财产分割的效力呢？ 

解除人身关系为前提，故双方未至民政局办理离 第一，按照上述风险提示所述，在分割协议中

婚手续，该协议未生效，也不能成为在离婚诉讼 切勿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切勿暗含以离婚为目的

案件中分割财产的依据。这类财产分割协议也往 或前提，也最好不要涉及到道德层面。否则可能

往被认为可能存在一方为达到离婚目的而被动放 会被认为无效或未生效。

弃相应财产分割权益的情形，若在离婚诉讼中认 第二，夫妻财产分配协议最好将本属于夫妻共

定协议生效将对夫妻一方存在不公。 同共有的财产重新作权属分配，可将原来是双方

二、一方如承诺将（婚前）个人财产赠与对 共同共有的财产约定为双方按份共有或约定为归

方，未进行权利转移前则可撤销；如承诺将夫妻 一方所有。该协议一经约定便在夫妻之间生效，

共同财产赠与对方则不具有赠与的基础。 无须再至房地产交易中心（以房产为例）作产权

还有一种情况是夫妻一方出具承诺，大致内容 变更登记。

为“我自愿将某房屋赠与给（或归）我的配偶”

或者“我自愿将某房屋中我的份额赠送一半给

（或一半归）我的配偶”。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如果该房屋是作出承诺

这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则根据《合同法》

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

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此时若未进行权利转移

（如房产并过户、汽车未实际交付），则赠与行

为未完成，赠与人可随时撤销赠与。第二，如果

该房屋本身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则该承诺实质就

是夫妻财产分配协议。因为夫妻双方对该房屋系

  （作者 ）：谢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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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退休返聘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企业 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用工方式之一，本文拟就退休返聘人员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

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聘用退 理。”由此可以看出，针对已享受养老

休人员的法律风险进行简要的论述和分 保险待遇的人员，其与用人单位之间是

析，并就用人单位如何有效防范聘用退 劳务关系。

休人员的法律风险提出具体、有效的建 界定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意

议。 义在于，劳动关系应适用《劳动法》、

关键词：退休返聘  工伤风险  雇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调解

主责任险 法》调整，在提起民事诉讼前，需要劳动仲裁前

退休返聘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对 置程序；劳务关系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用人单

于用人单位而言，聘用退休人员一般具有以下优 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签

势：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较强、用工关系的 订的合同属于民事雇佣合同，应适用《民法通

建立和结束比较灵活；对于退休人员而言，一方 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进行调整，由民事

面可以继续实现个人在职业价值方面的成就感， 关系所引发的法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处理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收入。因此，在用人单位与 范围，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直接按照

退休人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退休返聘的用工方 民事诉讼程序予以处理。

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双赢。但是，一旦退休返 （二）法律风险分析

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而双方无法协商一 1、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用工方式

致解决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究竟应该如何最 比较灵活。

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益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 针对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员工，用人单

先就需要对退休返聘这一用工形式的法律关系进 位解除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解除合同的风

行定性。以下笔者将根据退休人员是否已享受养 险较低、因此用工方式相对比较灵活。

老保险待遇分别就聘用退休人员的法律风险及防 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若干

范进行论述和分析。 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二条规定，“对被再次聘

一、聘用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的法 用的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根据劳

律风险及其防范 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法律关系的认定 （劳部发〔1996〕354号）第13条的规定，其聘用

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返聘人员与用人单 协议可以明确工作内容、报酬、医疗、劳动保护

位之间是劳务关系。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 待遇等权利、义务。离退休人员与用人单位应当

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 按照聘用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聘用协议约定提

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前解除书面协议的，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未

理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约定的，应当协商解决。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的

（三）》第七条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与其招 解除不能依据《劳动法》第28条执行。”《劳动

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 法》第28条约定，用人单位依据本法第二十四条、

聘用退休人员的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工伤保险费的，该员工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2016年3月28日发布并执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返聘人员不享 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受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及已缴纳工伤保险待遇 （二）》第大点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

的退休员工除外。 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

首先，从法理上来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

提是存在劳动关系，既然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已 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务 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

关系，由此可以推定该类员工不享受工伤保险待 《工伤保险条例》。”

遇。 （三）法律风险防范

其次，从各地规定来看，基本上都已认定已享 1、细化和完善合同约定。

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返聘人员不享受工伤保险 在《退休返聘劳务合同》里明确员工的年龄，

待遇。《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65条规定：“劳 员工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是否有重大疾病、慢

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依法享受基本养 性疾病、职业病，是否发生过工伤等相关问题；

老保险待遇的，不适用本条例。前款规定的劳动 尽可能细化和详细的约定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

者受聘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人 权。

身伤害的，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参照本条例规定的 2、购买雇主责任险。

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有关费用。双方对损害赔偿存 虽然在劳务关系的前提下，员工不享有工伤保

在争议的，可以依法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 险待遇，但是若员工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工作

最后，从法院判决来看，亦普遍支持已享受退 原因产生了损伤，用人单位仍可能根据《侵权责

休保险待遇的退休返聘人员不享受工伤保险待 任法》、《民法总则》、《民法通则》、《合同

遇。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穗中 法》、双方之间的合同、甚至参照工伤保险待遇

法民一终字第4159号李少梅与广州市罗尚区九龙 承担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员工并非因从事

镇中心卫生院退休人员返聘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中 雇佣活动受伤，而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自身身

指出，“劳动者在提供劳务期间所受损伤不属于 体机能而生病，用人单位仍需要给予适当的经济

工伤，劳动者的损失应当按照侵权有关规定以及 补偿，这是因为用人单位虽然对员工的生病没有

双方签订的协议予以核算。” 过错，但用人单位是雇佣活动的受益人，所以其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对于农民工问题我 仍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责任。

国最高院有专门的规定。最高院在《关于超过法 二、聘用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的法

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 律风险及其防范

<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 （一）法律关系的认定

10号）指出：“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 对于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返聘人员与用

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 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是存在争议

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 的。主张认定为劳务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劳

工伤认定。”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劳动

（[2012]行他字第13号）答复。第二，即使员工 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广东

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但若用人单位已为其缴纳 省在实务操作中即是持此观点。主张认定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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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险。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由于在现实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保缴纳机构都无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 法为已达到退休的员工缴纳社保，所以此种情况

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下，用人单位将毫无疑问的承担向员工支付工伤

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 保险待遇这一责任的巨大风险。此时，通过购买

务关系处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雇主责任险转移这种风险就尤其重要和必要。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三、为退休返聘人员购买雇主责任险的必要性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目前我国各大保险公司均已推出雇主责任险，

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 并且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具体需求量身

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 定做。参照中国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官网的介

<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 绍，雇主责任险以用人单位依法对雇员应承担的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 经济赔偿责任为标的，转嫁用人单位对雇员的赔

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 偿责任风险。保障利益包括：1、保障被保险人对

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雇员因发生《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工伤事故

2016年3月28日人力资源保障部发布并执行的 导致伤、残疾或死亡的经济赔偿责任；2、被保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 人因保险事故而发生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

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点第一款规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

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 用。当然，具体的方案，包括保险期限、赔偿限

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额、医疗费用、保费、免赔额等还需要结合企业

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 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与保险公司协商。

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 上述谈及针对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建议

任。”如前所述，若承认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基 购买雇主责任险，是因为用人单位即使无需基于

础是劳动关系，则依据该条规定，笔者认为，可 劳务关系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但仍需根据《侵权

以有限度的推定聘用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 责任法》、《民法总则》、《合同法》、《民法

将构成劳动关系。 通则》等法律规定对于员工因工作原因或在工作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晋民申2094号太 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承担一定程度的经济补偿或赔

原盛开源永磁设备有限公司与赵滨劳动争议再审 偿责任。而针对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由于存在

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因赵滨未享受 大量根据当地政策由于员工已达到退休年龄而用

养老保险待遇，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人单位又无法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的情形，笔者

（二）法律风险的承担 强烈建议用人单位购买雇主责任险。

如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与企业之间的 比起为员工购买人身意外险，雇主责任险更能

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则参照上述第一大点论述 够保障用人单位的利益。原因在于，在雇主责任

的聘用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员工的法律风 险中，保险公司的赔付是代替用人单位履行了应

险及建议。以下主要论述认定为劳动关系的风 尽赔偿责任的一部分或全部，所以，用人单位是

险。既然认定为劳动关系，即应该使用《劳动 可以在赔偿额度内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的。而

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人身意外险中，保险公司的赔付并不能免除或

用人单位将需要承担劳动用工关系中的全部风 减少用人单位对员工应尽的赔偿责任。也就是

说，得到人身意外险赔付的员工仍可向用人单位 工伤的答复（[2012]行他字第13号

主张要求赔偿的权利。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综上所述，对于退休返聘人员，用人单位应优 你院（2012）苏行他字第0902号《关于杨通诉

先考虑雇佣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此种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终止工伤行政确认

情形下，应注意通过签订详尽的《退休返聘劳务 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合同》有效的规避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并通过 同意你院倾向性意见。相同问题我庭2010年

购买雇主责任险进一步转移和减小自身的风险； 3月17日在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超过法

若确有必要聘用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则 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公伤亡的，应否适

强烈建议购买工伤保险（若当地可以购买）以及 用 ＜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

符合实际需要的雇主责任险，以有效防范用人单 字第10号）中已经明确。即，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

位的用工风险。同时，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 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

体，无论是否享受退休保险待遇，企业无疑要承 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

担工伤保险的赔付责任，故对于这一群体购买工 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

伤保险和雇主责任险则更为紧迫和必要。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

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
  （ ）编辑：江东剑

一、劳动合同故意让他人代为签 因，造成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不

订后，能否要求公司支付未签合同的 属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6条所

工资 称的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应当遵 劳动合同”的情况，也就不需要承担

循诚实信用原则。劳动者已经实际为 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用人单位工作，用人单位超过1个月 司法实践中，对于劳动者本人能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的，是否需 够签订劳动合同但拒绝签订，而是故

要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应当考虑用人 意找人代签，事后又反悔，否认签订

单位是否履行诚实磋商的义务以及是否存在劳动 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者拒绝订立等情况。 二倍工资的情形，由于用人单位不存在拒签劳动

如用人单位已尽到诚信义务，而因不可抗力、 合同的情形，劳动者找人代签的劳动合同的真实

意外情况或者劳动者拒绝签订等用人单位以外的原 性应当予以确认，无论其是否反悔追认代签劳动

关于劳动合同代签、补签、倒签的法律风险分析

【编者按】用人单位或他人代替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代签劳动合同经劳动者本人同
意，或者劳动者以实际行为表明接受所代签劳动合同内容，如果劳动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主张劳动合同无效的，不应予以支持。



一、总体处理指引 括：百度贴吧（社交类）；百度钱包

（一）在我国，网络社交账号本身 （财产类）；百度阅读（文字阅读

的所有权归属既定 类）；百度网盘（云服务类）；百度

目前我国的网络社交平台大体上可 游戏（游戏类）；百度账号可以统一

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提供综合类网络服 适用于上述产品之中。而根据百度用

务运营商，如“百度”、“腾讯”等； 户协议，百度账号的所有权归百度。②

其二是提供单一类网络服务运营商，如 对于腾讯账号的归属。腾讯旗下的

“暴风游戏”、“支付宝”等。 产品③同样包括：QQ、微信、腾讯微博

但是，目前在我国，无论是上述哪 （社交类）；腾讯钱包、微信支付

一类社交网络账号，该账号的所有权属于网络运营 （财产类）；腾讯游戏（游戏类）；腾讯视频（视

商，不得赠与、转让、买卖、出借等。换言之，用 频类）等。而根据腾讯QQ号码规则，QQ号码的所有

户注册后得到并使用的网络社交账号的所有权均属 权属于腾讯。④

于相应的网络社交平台公司所有，在未经该平台公 对于网易账号的归属。网易旗下的产品包括：

司的同意之下，网络社交账号本身不得作为遗产被 网易邮箱、LOFTER（资料类）；易信（社交类）；

继承。具体表现为： 网易钱包（财产类）；网易游戏（游戏类）；网易

1、提供综合类网络服务运营商 云阅读（文字阅读类）等。根据网易邮箱账号服务

对于百度账号的归属。百度旗下产品①同样包 条款，网易账号的所有权属于网易及其具体产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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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效力，均不能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劳动 常工作时间工资数额的，可按劳动者实际获得的

合同的二倍工资。 月收入扣除加班工资、非常规性奖金、福利性性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劳动者反悔后找人代签 质的款项后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确定。

劳动合同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不具有合法 如月工资未明确各构成项目的，由用人单位对

性，其主张二倍工资同样不应得到支持。 工资构成项目进行举证，用人单位不能举证或证

二、注意适用二倍工资的时效 据不足的，工资的计算基数按照劳动者实际获得

在用人单位未经劳动者授权而代签劳动合同 的月收入确定。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

时，可以视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

向劳动者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由于该“二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

倍工资”不同于普通劳动报酬，具有特殊性，劳 倍的数额支付；劳动者月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动者应当注意其主张时效的把握。 标准的，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就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性质而言，因为用 三、注意区分代为签订、补签与倒签劳动合同

人单位支付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的异同

中的一倍不是基于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而是基于 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故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中 同，但在劳动者提供劳动一段时间后又与劳动者

的一倍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金，仅是惩 补签了合同，而且合同的期限也往往会将前段未

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是工资标准。 签合同的期间予以覆盖，即构成所谓的“倒签劳

用人单位依法应当额外支付的“工资”一倍并 动合同”。

非劳动报酬性质。鉴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事后签订劳动合同，把

不属于劳动报酬，则劳动者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往前移，但签订日期为补签合同的时

的工资中的一倍就不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间，则构成“补签劳动合同”。

法》第27条第4款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 “补签劳动合同”与“倒签劳动合同”主要区

动报酬发生争议的仲裁时效特别规定。用人单位 别在于签订合同的落款日期是否与实际签订日期

支付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责任可视 一致：“倒签劳动合同”的签订日期是劳动关系

为同一合同项下约定的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的定 建立之初的时间，“倒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是签

期给付之债，仲裁时效期间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 订的当前日期。

之日起算。 从签订劳动合同的程序上来讲，无论补签还是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与劳 倒签劳动合同，都是劳动关系双方在合法、公

动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中的一 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

倍工资的仲裁时效自终止劳动关系之日起算。 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是双方合意的体现和对未来

此外，对于二倍工资计算基数也应当注意。劳 预期的承诺，一般不会给双方当事人造成损害，

动关系双方对月工资有约定的，二倍工资的计算基 但却与《劳动合同法》要求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建

数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月工资来确定。 立劳动关系应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立法本意不

双方对月工资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按 符，不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

《劳动合同法》第18条规定来确定正常工作时间的月 关于补签或者倒签劳动合同应否向劳动者支付

工资，并以确定的工资数额作为工资的计算基数。 二倍工资问题，我们认为，二者应适用不同的法

如按《劳动合同法》第18条规定仍无法确定正 律后果：“补签劳动合同”，能证明签订劳动合

  （ ）编辑：何力恒

同的真正日期，有利于劳动者更好地维护自己的 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本意相悖，不利于保护

权益；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倒签 劳动者权益，是用人单位为规避二倍工资的借

行为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共 口，“倒签劳动合同”应付二倍工资。

识，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民法关于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就是有效的。“补签劳

动合同”不应付二倍工资；而“倒签劳动合同”

“逝者账号”该何去何从？

【编者按】在网络社交规模十分庞大的中国，人们在网络社交的过程中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甚至
金钱，网络社交账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亦随之而来：在网络社交账号的原使用人死亡后，该账号该
何去何从？原使用人的亲属是否有接近（如登陆、查看、发布信息等）该账号的权利？争议一旦发生，法
院又会如何裁判？本文试图从网络社交账号的归属入手，认为应对网络社交账号内数据进行分类处理。本
文将结合当今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惯例，同时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尝试提出为处理过世亲属账号给出
初步的索引。

关于过世亲属账号处理的初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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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所有。⑤ 处理，如注销账户、重新上传信息等；4、在用户

对于国外账号，微软和Google的用户协议中并 没有事前设置的情况下，需要其亲属经过一定的验

没有对账号的归属做出规定，但是都禁止了将账号 证程序，提交法律证明材料，网络社交平台公司提

分享给他人的行为。⑥ 供有限的读取权限。

2、单一类网络服务运营商 就国内网络服务运营商而言，百度与腾讯在确

对于暴风游戏账号的归属。暴风游戏的最终用 定账号属于公司所有的情况之下，并没有进一步对

户许可协议中规定许可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再许可 账号内信息作出规定。但从现有案例来看，账号内

的、非独家的许可。⑦ 的信息也是属于网络公司所有，不能够被继承。需

对于支付宝账号的归属。支付宝在其服务协议 要注意的是，网易在其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用户在

中明确规定：“支付宝会员号和账户仅限您本人使 使用邮箱账号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属于网易公司或者

用，不可转让、借用、赠与、继承，但支付宝账户 网易公司旗下具体产品运营主体所有。⑩

内的相关财产权益可被依法继承。”⑧ 就国外网络服务运营商而言，Google、微软和

Facebook并未规定用户账号的所有权属于 Facebook在用户协议中都确定了用户在使用账号的

Facebook公司所有，但是禁止将账号分享给他人。⑨ 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均由用户本身所有。Google设置

（二）对网络社交账号内数据采取分类处理 了“闲置账号管理员”的工具，让用户自己选择并

本文认为，目前网络社交账号内的数据可以分 确认在账户闲置时 账户内的何种信息能够共享给

为以下三类： 指定的管理人。 Facebook设置了“遗产联系

1、个人信息类，如用户注册时提供的个人资 人”，用户在生前可以选择指定“遗产联系人”或

料、使用账号时产生、发布或接收的信息、使用账号 者直接删除数据。需要注意的是，Facebook对上述

时产生的使用痕迹、网络社交平台公司云服务上存储 “遗产联系人”的账号管理权限做出限制，如不能

的信息等。 编辑死者之前发布的状态或者朋友的评论，也无法

2、具有明显财产属性的数字化财产类，如经 注销死者的账户、登录该用户账号、删除页面信

济金融类网络软件中的余额、在软件市场或者应用商 息、阅读Facebook信息、删除联系人等。  微软就

店中使用的虚拟化货币，网络游戏中的游戏设备等。 其邮箱用户做出了有关规定，设置了“近亲流

3、不具有明显财产属性但是可能具有其他权 程”。在经过验证程序之后，申请人可以访问邮箱

利类，如用户在线录制的歌曲、在网络社区和论坛 内容，并获得具有上述内容的DVD，但是微软不会

中发布的文章或图片、通过平台发布的视频等。 向申请人提供密码和邮箱的所有权。

二、对网络账号内信息分类处理的具体指引 （二）具有明显财产属性的数字化财产类

（一）个人信息类 该种数据主要是指由虚拟财产组成的网络社交

该种类信息主要包括不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 账号，具有货币价值。如支付宝账号、百度钱包、

更偏向于单纯的私人资料或者通讯信息。如网络社 暴风游戏中的游戏设备等。

交账户中的资料信息、通讯信息、消费记录等。 如果用户去世，对该类数据的处理，初步建议

 如果用户去世，对于该类信息的处理，初步 为：申请人需要提交法律证明材料，经过预设的验

建议为：1、在用户注册账号时邀请用户指定发生 证程序之后，虚拟财产可以继承，同时注销账号。

意外后账户闲置时管理人，并填写相关信息；2、 对虚拟货币而言，支付宝是最具代表性的。根

选定共享的信息范围。以便在用户去世之后，选定 据支付宝用户协议，支付宝账户不可继承但是账户

的信息可以共享给指定管理人；3、限定上述管理 内的相关财产权益可以被依法继承。但在经过严格

人对账号的处理权限，不能对账号的重要部分做出 的验证程序之后，申请人可以对支付宝内的财产权

益就行继承。  淘宝店铺最近也推出了“过户继 户，但是对于上述数据的继承问题仍然做出了较大

承”的政策。 的限制，详细内容上文已述。

对于游戏设备而言，目前的司法实践是具有争 而国内对于上述信息的处理方式暂无规定，虽然

议的。暴雪娱乐的账号能够被继承并非暴雪游戏的 目前立法态度倾向于将上述账号内数据作为数字化财

官方规定，而是暴雪娱乐公司客服人员在论坛上对 产予以保护和继承，民法学界也试图通过民事权益对

网友要求的一则回复。而根据暴雪的最终用户协 上述数据进行保护。但是在国内网络服务的大背景之

议，游戏账号是不允许被转让的。但需要注意的 下，以及相关数据确定为肖像权和知识产权的难度较

是，目前立法的态度是倾向于将“虚拟财产”纳入 大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所以建议仍

到“公民个人财产”中的“其他财产”项下进行保 然按照第一种资料信息的方式进行处理。

护。同时，司法实践中存在法院对游戏设备进行分 三、结论

割，认可了游戏装备的财产属性的案例。  本文认为，纵然“逝者账号”的问题尚未明

（三）不具有明显财产属性但是可能具有其他 显，但随着我国网络社交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问题

权利类 是不可避免的。就现行法而言，将“数据与网络虚

此处的其他权利主要是指肖像权和知识产权。 拟财产”明确纳入保护范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法

如在软件中发布的歌曲、在网络社区和论坛中发布的 律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网络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但仍

文章或照片，以及在网络社交平台中发布的视频等。 然有完善的空间。为了积极解决这一困境，网络社

如果用户去世，对该类数据的处理，初步建议 交平台公司应该积极制定相应的对策，在服务协议

为：参照第一类信息处理方式进行。即：1、在用户 中细化“逝者账号”的处理条款。

注册账号时邀请用户指定发生意外后账户闲置时管 二进制也许是冰冷的，但网络该是有温度的。

理人，并填写相关信息；2、选定共享的信息范围。

以便在用户去世之后，选定的信息可以共享给指定

管理人；3、限定上述管理人对账号的处理权限，不

能对账号的重要部分做出处理，如注销账户、重新

上传信息等；4、在用户没有事前设置的情况下，需

要其亲属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提交法律证明材

料，网络社交平台公司提供有限的读取权限。

就国外网络服务运营商而言，首先，Google、

微软和Facebook均明确了用户在使用服务过程中的

信息属于用户所有。Google规定：“我们的某些服

务允许您上传、提交、存储、发送或接收内容。您

保留对该内容持有的任何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简言

之，属于您的内容依然归您所有。”  微软则规

定：“我们的许多服务允许您存储或共享您的内

容，或者接收他人发送的材料。我们不会对您的内

容主张所有权。您的内容仍归您所有，您自行对您

的内容负责。”  以及Facebook规定：“您对自己

在 Facebook 发布的所有内容和信息拥有所有

权。”  其次，虽然承认了数据的所有权属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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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5/02/adding-a-legacy-contact/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outlook_com/forum/
oaccount-omyinfo/%E6%88%91%E6%9C%89%E4%B8%80%E4%BD%8D%E4%
BA%B2/c6fbf80d-24f3-4b9f-adef-8a400ab51683?messageId=ac67
5f01-f183-4354-9eea-43af2455b251 
https://help.alipay.com/lab/help_detail.htm?help_id=439270
&keyword=%D5%CB%BB%A7%C8%A1%CF%FB&sToken=s-10c68b758a80
43fc8d9386808775fb66&from=search&flag=0 
http://m.service.taobao.com/pocket/solution.htm?kid=5703391
&isRec=true&from=solution&psc= 

https://www.google.com.hk/intl/zh-CN/policies/terms/regional.html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ervicesagreement/default.aspx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terms 

①《百度用户大全》https://www.baidu.com/more/ 
②《百度用户协议》https://passport.baidu.com/
    static/passpc-account/html/protocal.html
③《腾讯业务体系》https://www.tencent.com/zh-cn/system.html 
④《QQ号码注册规则》http://zc.qq.com/chs/agreement1_chs.html 
⑤《网易邮箱账号服务条款》http://reg.163.com/agreement.shtml 
⑥《Google服务条款》https://www.google.com.hk/intl/zh-CN/
    policies/terms/regional.html 
  《微软服务协议》https://www.microsoft.com/zh-cn/
    servicesagreement/default.aspx 
⑦《战网最终用户许可协议》http://www.battlenet.com.cn/zh/legal-cn/eula

⑧《支付宝服务协议》https://render.alipay.com/p/f/fd-iztow1fi/index.html 

⑨《Facebook注册服务条款》https://www.facebook.com/legal/terms

⑩ http://reg.163.com/
    agreement.shtml 

《网易邮箱帐号服务条款》第3条第7款、第8款

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3036546?hl=zh-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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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谭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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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院的判决中，挂靠协议一 解释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被挂

般会被认定为是有效的合同，是可 靠方和挂靠方要承担连带责任。

以依法依约定解除的。但如果双方 建议：通过挂靠协议明确双方

没有签订合同，或者签订合同后实 的权利义务，即做到权责明确。例

际车主从此音讯全无，被挂靠企业 如被挂靠方对于挂靠车辆的监督管

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呢？本 理权的时间、范围、力度、方式；

篇文章就重点介绍一下车辆挂靠的法律风险。 挂靠方应当遵守被挂靠方的规章制度；不同情形

一、被挂靠方在承担一定的责任之后可能因为 下双方的责任分担比例和方式；挂靠方违反约定

挂靠方的支付能力有限而不能足额追偿，从而造 应承担的责任；被挂靠方在特定条件下的合同解

成损失。 除权等。

由于挂靠协议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 三、挂靠方所雇用的人员在工作中自身受到伤

被挂靠方往往需要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然后依据 害的，被挂靠方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挂靠协议向挂靠方进行追偿。然而由于挂靠方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

为个体，其清偿能力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保证。 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

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大量被挂靠企业在承担责任 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

之后却无法依照双方的挂靠协议进行有效的追 第17号)规定：“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

偿，进而蒙受相当的损失。 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

建议：核实挂靠方的资信能力，必要情况下由 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

挂靠方提供履约担保，减少追偿风险。对于那些 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

经营状况良好的挂靠方可以不提供或者少提供担 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

保，而对于那些事故频发的挂靠方应当提供较多 但另一份最高院的复函，内容却完全相反。

的担保，以此避免追偿风险的发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

二、当挂靠方与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对外承担 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是否形成事实

民事责任之时，被挂靠方需承担连带责任。 劳动关系的答复》([2013]民一他字第16号)规定：

根据2012年9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

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 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不宜认定其形成了

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 事实劳动关系。”

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 编者认为，两个矛盾答复的出现，一方面反映

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 了最高法在不同时期对待特定社会现象法律态度

物流行业中挂靠车辆在他人名下的法律风险分析

【编者按】车辆挂靠现象随着物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呈现出一派繁荣之相。无论是物流企业还是个人，
均从中获益颇多。但有交易就容易产生争议，更何况又是涉及到车辆这类特殊动产，不仅价值大，而且极
易产生所有权确认、交通事故理赔责任划分、工伤赔偿等纷争。

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不同法律人士对 行。

特定现象的理解之不同，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得 建议：加强对挂靠方的监督管理，减少事故和

出来的结论就会完全相反。因此，在(2013)民一 违法行为的风险。被挂靠方应当建立健全挂靠经

他 字 第 16号 答 复 没 有 作 出 之 前 ， 应 当 按 照 营的管理制度，形成完善的运作流程是预防相关

(2006)行他字第17号答复执行；但在(2013)民一 法律风险的可靠保证。

他字第16号答复作出后，就应该按照新的答复执
  （ ）编辑：刘智聪 

老人好心将几根香蕉送给女孩 第八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对曾某进行抢

吃，这个女孩又分给了另外一位女 救，期间从曾某喉咙挖出一块直径约

孩，结果该女孩吃香蕉时不慎将香蕉 5公分表面带血的芭蕉，后于 15时

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死亡，老太和分香 20分宣布曾某死亡，死亡原因是异物

蕉的女孩要不要赔偿？ 吸入窒息。

案情回放：覃一和死者曾某的爷 覃一、苏某是否应当为曾某死亡

爷曾乙均在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塱心 承担法律责任？

石龙村租地种菜并居住在菜地工棚。 编者认为：

2015年1月15日上午，苏某到菜地捡 （一）苏某的芭蕉没有毒，符合

菜时，将几个芭蕉（当地人俗称大蕉）给了覃一 食用的安全要求。苏某只是将芭蕉分给了覃一的

的孙子覃某。覃一夫妇看到覃某在吃芭蕉，询问 孙子覃某并且得到了覃一夫妇的同意，苏某没有

苏某并确认芭蕉是苏某给的，覃一夫妇并没有提 将芭蕉交给曾某，事发时苏某亦不在现场。苏某

出异议，其后苏某离开。上午11时许，曾某来到覃 不可能预见芭蕉最终会交到曾某手上，更不可能

一的菜地找覃某一起玩耍，两人每人吃了一根芭 预见曾某在进食芭蕉时因噎窒息。苏某在事件当

蕉。下午大约14时，覃某和曾某在菜地边的小路上 中并无过错，其将芭蕉交给覃某的行为与曾某窒

玩耍，在菜地里装菜的覃一突然听到覃某大叫， 息死亡的事实之间亦不存在因果关系。

覃一夫妇跑到覃某和曾某身边，发现曾某倒地压 （二）芭蕉是苏某征得覃一夫妇的同意而交给

住覃某的脚，不醒人事，两手发抖，面色发青， 覃某，其后芭蕉是由覃一管有。曾某前来与覃某

口吐白沫，地上掉落一根没有吃完的芭蕉。覃一 玩耍时进食芭蕉，没有证据显示芭蕉是覃一、覃

呼叫在附近菜地干活的曾乙。曾乙夫妇跑到曾某 某交给曾某或是其自行取食。但无论何种情况，

身边，发现其倒地不醒，在知道是吃了芭蕉后， 覃某或覃一均并非故意侵害曾某。而且，曾某已

以为是中毒，遂拨打了110及120报警。后曾乙和覃 经五岁并就读幼儿园，根据普通人的认知，曾某

一以及另一名老乡送曾某到塱心卫生站进行救 的年龄及就学经历足以让其习得对常见食物独自

治。卫生站接诊医生及随后赶到的佛山市南海区 进食的能力。虽然覃一当时在场，但其对曾某不

5岁女孩吃蕉噎死，赠蕉者是否担责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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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法定的监护职责，而其对曾某独自进食芭蕉 女确属不幸，但仅因为事实上的关联，而将不幸

的行为未加看管，也是基于普通人对事实的合理 归咎于法律上没有过错、道德上亦无不当的覃

判断及善意信赖。另外，在发现曾某倒地不醒 一、苏某，这不是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后，覃一及时通知曾某的家人并协助送曾某前往 （四）从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出发，民法应是

就医，覃一已实施了合理的救助行为。因此，覃 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如果将小孩

一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做出侵害曾某的行为，覃 之间分享无明显安全隐患食物的行为定性为过

一在事件中没有过错。 失，无疑限制人之行为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的

（三）无论苏某将芭蕉分给覃某或者覃一、覃 立法宗旨不符。女孩的意外死亡固然令人痛惜，

某将芭蕉分给曾某，这都是邻里朋友之间善意的 但分享行为不是过错。

分享行为。这种分享食物的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 综上，曾某是因在进食过程中一时咬食芭蕉过

死亡的结果。曾某是由于在进食过程中一时咬食 多、吞咽过急等偶发因素而导致窒息死亡，应属

过多、吞咽过急的偶发因素致窒息死亡，是无法 于意外事件，覃一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侵害曾某的

预见而令人惋惜的意外事件。覃一、苏某的行为 行为，对曾某的死亡没有过错，在本案中无需承

与曾某死亡这个严重的损害后果之间只存在事实 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的联结，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覃一、

苏某没有追求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均没有法

律上的过错或道德上的不当。蒋某、曾甲痛失爱
  （ ）编辑：黄任辉

一、问题提出：股东出资责任 资本可以“零首付”，且股东出资

可否加速到期 数额、出资期限均由股东在公司章

2013年底修正的《公司法》大 程中自行约定。这一变革极大地降

范围取消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 低了投资创业的门槛，有利于激发

大范围实行认缴登记制。公司注册 市场投资热情，但同时引发了人们

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的正当性

【编者按】2013年修正的《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修订，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变革为
完全的认缴登记制，股东出资不再有法定期限束缚。这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担忧。尤
其是，当公司无力清偿对外债务，但股东出资却迟迟不到期的情形下，债权人能否要求股东提前出资对公
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一问题，成为最大的争议焦点。

本文围绕这一问题，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全面总结分析了理论界、司法实务届对该问题的三大类10余种
研究学说，并从权利义务对等、资本制度内涵及国外立法实践三个角度，论证得出认缴登记制下股东出资
责任应当加速到期的结论。同时，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建议，以期对今后的公司立法有所裨益。

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13条2款之扩张解释

对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的普遍担忧。目前，实践 4、替代救济论。一是行使合同撤销权。若公

中已出现股东承诺出资期限过长的有限公司。如 司与股东出资期限约定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债权

湖南有的有限公司出资期限约定为50年，其他地方 人可要求股东按原出资期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

有的有限公司将出资期限直接定位为100年。这种 是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当公司资本构成中存在

过长出资缴纳期限下，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 较大比例、较长缴纳期限之出资，而公司又明显欠

时，债权人能否要求股东提前出资承担责任。本 缺偿债能力的，债权人可否认公司人格。

质上要回答的是，债权人可否适用《公司法》 （二）肯定说。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具有正

（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要求出资履 当基础。

行期尚未届满的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之债务承担 理由：

补充赔偿责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法 1、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公司章程

官的裁判标准和案件的裁判结果。 关于出资时间之规定系内部约定，不能约束外部

二、范围界定：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问题的 第三人。

研究基础 2、救济成本低、效益高。从结果上看，要求债

与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 权人提起破产申请和要求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对

规定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 股东责任影响并无二致，差别在于前者导致公司终

规定（以下简称“第13条第2款”）。根据该规 结，后者不影响公司存续，更为经济和妥当。

定，股东负有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之 3、资本担保责任论。认缴资本制下的股东出

义务，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 资义务，相当于股东对公司承担的一种出资范围

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 内的担保责任，公司无力清偿到期债务时，股东

务不能清偿之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其中， 即应在认缴范围内替代清偿。

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包括迟延出资。可见， 4、约定无效说。当事人约定出资履行期限畸

出资义务违反之认定，与出资期限之既定密不可 长的合同属于订约权之滥用，应予否定。此时，

分。本文问题的研究，仅限于有限公司经营存续 视为股东未设定出资期限，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

期间，排除公司解散和破产之情形。 担责。

三、学术争鸣：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问题的 （三）折衷说。一般情形下不能要求出资未到

理论学说 期之股东按第13条第2款之规定承担责任，但特殊

（一）否定说。股东出资不到期不承担补充赔 情形除外。

偿责任。 具体理论又有两种：

理由： 1、经营困难说。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1、没有法律依据。目前法律规定，认缴出资 任由其发展难以为续甚至面临破产时，应允许债

期限提前到期仅限于公司破产和解散之情形。 权人请求股东承担补足责任。

2、严格解释法律。根据第13条第2款之规定， 2、债权人区分说。公司债权人分为非自愿债

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之一是股东未全面履 权人和自愿债权人。前者指与公司债权债务关系

行出资义务。若股东未违背认缴承诺即不担责。 之发生非己方意思表示，后者则反之。仅前者有

3、风险自担说。债权虽为相对权，但经公示即 权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补足责任。

具有一定涉他效力。若债权人明知股东出资期限未 四、理论修正：认缴登记制下股东补充赔偿责

到并与公司进行交易，其应尊重股东期限利益。 任的理性分析

案例解析案例解析



案例解析 案例解析

28 29

如上文所述，依不同理论，法院的裁判结果则 辑即是错误的。

可能完全不同。为此，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给 （二）对肯定说的修正与补充

出明确答案。经分析，我们认为否定说和折衷说 对于肯定说，我们同意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

均存在重大缺陷，不足为采；肯定说中个别观点 第三人、救济成本低、效益高以及资本担保责任

存在瑕疵，但整体上我们认同并赞成。具体分析 论的观点，但不赞同约定无效论。因为，以权利

如下： 滥用否定出资期限约定的逻辑不能成立。

（一）对否定说、折衷说之逐一驳斥 首先，《公司法》没有禁止当事人约定畸长之

1、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答 出资期限，法不禁止即自由。

案。这既是回避问题，也无法令人信服。 其次，此次《公司法》亮点之一即是将出资期

2、对第13条第2款的严格解释本身存疑。在 限由法定改为约定，既然赋予股东自由约定权，

《公司法》将出资期限由法定改为约定的前提 又反过来否定约定效力，本身不符合立法精神。

下，能否依然严格遵循“不到期即无履行”之逻 再次，期限畸长之约定无效，那么多长的约定有

辑适用第13条第2款，本身即需要研究，当然也不 效？

能立论。 最后，约定之期限再畸长也不违背契约订立之

3、风险自担的理论根基不牢。承认债权经公 公平原则，因为契约并未排除契约各方对公司之

示即具有涉他效力是风险自担说的前提，但该观 出资义务。

点尚未在学理上形成定论或通说。此时即类推到 所以，我们不认同“约定无效”理论。与此同

出资期限问题上，显然也难令人信服。 时，我们认为，还可从以下三个角度进一步论

4、其他替代性救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便 证，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债权人要求股东出资责任

撤销权可以解决出资期限约定发生在债权成立之 加速到期具有的正当性基础。

后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前的问 1、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内在要求。

题。此外，公司人格否认应严格适用，否则将对 股东享受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应承担起相应的

公司制度构成极大冲击。而且，通过股东有限责 义务。这一义务即是，股东要保证公司不沦为其

任即可解决的问题转而求助无限责任，显然也不 工具，危及到与公司从事正常交易的债权人之合

符合公司法理念。 法权益。当股东出资期限未至，但公司不能清偿

5、经营困难说忽视了实践中两个问题。债权 对外债务时，即发生了股东期限利益危及债权人

人、法院如何判定公司经营困难本身难度大，且 之情形。此时，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在未出资范

实践中存在大量可以正常经营，但对外就无法清 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偿债务的“无赖公司”。此时，就放任股东继续 2、公司资本制度的功能内涵。

享有出资期限利益么？本质上，仍未回答本文拟 现行公司法关于资本维持的原则并未更改。在

解决的问题。 认缴登记资本制下，资本维持原则应体现为，在

6、债权人区分说违背债权平等性原则。非自 股东认缴资本额全部实缴到位前，公司应至少保

愿债权人与自愿债权人同公司建立的债本质上均 持不出现无法清偿对外债务的境况。一旦公司丧

是平等存在的，两个平等之债一个可以主张股东 失这种偿付能力，法律则应要求股东向公司补充

出资责任加速到期，一个则不能，而不仅仅是一 缴付未缴的财产，以保持公司的债务清洁。

个优先受偿另一个后受偿的问题，本身这样的逻 3、国外立法例的实践运作。

与本文研究问题类似且可以参照借鉴的国外立 担相应的补足责任；股东不同意的，则告知债权

法例当属美国法上的法定债务理论。美国各州的 人强制执行无果后另诉。

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 （四）股东已承担补足责任的举证责任分配

东的直接请求权，但法官和法学家认为在法令中 根据第13条第2款之规定，未履行或者未全面

已包含了公司债权人直接追索未实缴出资股东的 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承担补足责任，其他债权

权利。根据这一解释方法，我国《公司法》关于 人提出同样请求的，法院不予支持。但，股东已

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 承担补足责任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法律未有明

定，也可以解释为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东 确。我们认为，应由股东自行承担。即股东须提

的请求权基础。 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合法有效地履行了补足责

五、实践进路：《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任，否则债权人主张成立。

13条第2款的重塑 综上所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

在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具有正当性的前提 第2款如若做出修订，具体条文设计可以尝试表述

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第2款之规 如下：

定应予以修订和完善。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一）增加出资未到期股东责任承担的规定 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

建议在第13条第2款之后补充说明“未履行或 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范围，即应当包 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

括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但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 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

资义务的股东。 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明确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认定标准 前款“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

债权人请求股东承担补足责任的前提之一是公 东”包括因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而未对公司全面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那么何为公司不能清偿到 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前款“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期债务必须予以明确。我们认为可借鉴《担保 具体是指，与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经审判或仲裁,并

法》第17条关于一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之规 就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的情形。

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指债务非经依 股东以已承担上述补充赔偿责任抗辩的，应当

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之情形。否则，法院无法 提供证据证明。

判定公司是否具有清偿能力。

（三）债权人提起相应诉讼的当事人安排

依据债务不能清偿的上述理解，通常情形下，

债权人只能先以基础债权债务关系诉讼公司，待

强制执行程序结束公司仍无法清偿后才能诉讼股

东。但为了更便捷有效地解决纠纷，在公司对债

务本身不存异议，且表示不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形

下，法官应根据债权人提供的未缴足资本的股

东，向其询问是否愿意承担补足责任。股东表示

同意的，可以追加其为第三人，直接裁判股东承

  （ ）作者：高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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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事，原告提交了催租通知书并通知

证人出庭证实了多次向被告催要房原告桐柏县某社区服务中心诉

租，故对被告的辩解，法庭不予采称，被告裴某自2008年10月3日起租

信。对原告索要房租的诉讼请求，赁原告位于桐柏县创业路1号的商品
法庭予以支持，租金可参照2009年房，经营某家具城。2008年10月3日
至 2011年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计

至2011年10月2日，被告裴某均按合
算，即年租金为58658元。但原告要

同约定足额交纳了租赁费。其中
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

2009年10月3日至2011年10月2日，两年的租金为
双方没有约定，不予支持。

117316元。
法院最终判决如下：一、被告裴某于本判决生

2011年10月3日至今，被告裴某以房屋漏水给 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搬出租赁原告桐柏县某社区服
其造成了损失为由，拒不与原告续签合同，不退 务中心的房屋；二、被告裴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房，亦不交纳房租。其间，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 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桐柏县某社区服务中心支付房

无果，被告占用原告商品房至今。2015年11月11 租，租金按每年58658元计算至被告裴某搬出租赁

原告房屋时止；三、驳回原告桐柏县某社区服务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要求被告在2016年1月

中心要求被告裴某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31日前搬出该商品房，交纳房租，并支付违约

【以案释法】金，但被告拒不交纳。被告虽口头承诺2016年1月
1、租赁合同到期后未续签，承租人继续使用31日前搬出该房，但至今未搬出。为此，原告起诉

房屋的，应视为不定期租赁。
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并支付违约金，房租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
违约金的支付计算至被告搬出房屋时止。

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
被告裴某辩称，不同意支付原告房租和违约

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
金，因为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房屋漏水，给被告造成

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本案中，原告与被告
了很大的损失，且原告追要房租超过了诉讼时效。 的租赁合同至2011年10月2日到期，但被告既未续

【裁判结果】 签合同又不支付房租，却继续占用该房屋，按照

桐柏县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应视为与原

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被告于2008年至 告签订了不定期租赁合同。

2、房屋漏水可否构成延迟缴纳租金的抗辩。2011年租赁原告房屋，双方签订了合同，被告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六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房租，其后双方因租赁房屋

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漏水问题产生纠纷，被告一直占用房屋至今，双
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方虽未签订合同，但应视为双方形成了不定期的
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

租赁合同，被告应当支付房租。
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二十

针对被告辩称原告追要房租超过了诉讼时效一

房屋漏水能否成为拒付租金的理由

【编者按】承租的房屋漏水，房主未及时维修，承租人拒付租金。房主认为其违约，要求支付房屋租金并
另付违约金。那么房主的诉求能得到支持吗？

一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要求 主张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符，法院从遵从事

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 实的角度考量，也不会认可事后提出的抗辩理

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 由；第二，房屋漏水发生后，被告应履行通知原

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 告的义务，且在被告迟延付款的过程中，房屋漏

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水的状态均是持续存在；第三，拒交金额应合

本案承办法官解释说，本案中，被告裴某发现 理，具体可计算为代为维修费用和因维修导致不

房屋漏水，可以告知原告，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 能营业或营业受影响的预期损失之和，超过此范

维修，如果其不履行维修义务，裴某可自行维 围拒交的金额显然不合理。

修，要求原告承担维修费用。根据法律的相关规 4、承租人拒付房租，出租人可以据此解除租

定，出租人有义务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赁合同。

并承担维修的义务。出租人的义务相对于承租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

来说就是相应的权利，当出租人不履行相应的义 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务时，承租人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应当以 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

自己也不履行义务（拒交房租）来对抗。 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

3、房屋漏水的抗辩如何正当行使。 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 承租人。本案中，视为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不定期

定：“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 租赁合同，所以双方均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

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我们认为“部分履行 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前通知承租人。所

部分抗辩，部分不安部分抗辩”才是本案中被告 以出租人桐柏县某社区服务中心可以要求被告裴

裴某抗辩权的正确行使方式。被告在本案中主张 某在合理期限内搬出房屋。

抗辩应做到如下几点，才是正确的抗辩方式，否

则将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第一，房屋漏水发生

后，被告确实向原告主张过抗辩权，否则如果当

初事实上并没有行使过抗辩权，后续仅在诉讼中

以抗辩权来抗辩租金的支付，这种抗辩只能理解

为是一种诉讼策略，但由于诉讼中提出抗辩权的

  （ ）作者：方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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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金的主张不予认可。虽然A拍卖公司

徐某 2012年进入 A拍卖公司工 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在合同期内已

作，担任书画部一线业务员一职。 经按约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金，但

劳动合同约定“拍卖行业从业人员 在竞业限制协议未提前解除的前提

因工作关系拥有相应的客户资源及 下，徐某仍有按约履行的义务，亦

业务渠道，较易成为不正当竞争的 有权要求A拍卖公司支付补偿金。因

争夺对象。为保护公司基本利益和体现公平竞 徐某之行为明显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判令其继

争，A拍卖公司对徐某在工作期间支付10万元/年的 续履行竞业限制条款并支付违约金5万元。

竞业补偿金。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的2年内不得 【问题简析】

直接或间接从事同行业相仿岗位的工作。否则A拍 1、徐某是否为竞业限制的适格主体？

卖公司有权要求徐某支付补偿金总额五倍的违约 竞业限制是指用人单位和知悉本单位商业秘密

金。” 或者其他对本单位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劳动者在终

2014年3月，徐某以身体不适为提出辞职。同 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在生产

年次月，A拍卖公司发现在热播电视鉴宝节目中， 同类产品、经营同类业务或有其他竞争关系的用

徐某以B拍卖公司书画部经理的身份担任嘉宾。A拍 人单位任职，也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

卖公司立刻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徐某继续履行竞 系的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仲裁委员会、两

业限制条款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100万元 审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均支持了A拍卖公司的主张。

（已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20万元）。 不难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劳动者是否属于竞

【裁判结果】 业限制人员不单以职务作为判断依据，还要结合

徐某担任一线业务员，在工作中能接触到客户 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内容、工作性质以及工资金额

情况、业务渠道等信息。同时提交载有徐某自述 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判。只要确实接触或掌握企业

为书画部负责人的辞职报告以及其高达80万年收入 的商业秘密，即可成为与用人单位订立竞业限制

的工资凭证来进一步佐证。A拍卖公司为使核心的 条款的适格主体。

商业秘密不为竞争对手知晓并利用，与其约定竞 2、未约定经济补偿金的竞业限制协议是否有效？

业限制条款的做法并无不妥。本案中，A拍卖公司 答：有效。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可要求

提供工资明细以证明员工实际所获高于基础工资 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

与提成收入之和，推定已经包含约定的竞业限制 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且前述补

补偿金。徐某确认收到上述金额的款项，但辩称 偿标准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

高出部分是当年的年终奖金，并非竞业限制补偿 3、劳动者或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金。因无其他材料佐证，A拍卖公司曾支付过补偿 劳动者是否仍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竞业限制问题简析

【编者按】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源的员工离职会触动用人单位最为敏感的神经。许多用人单位通过竞业限制
约定来达到保守商业秘密和维持竞争优势的目的。如何正确运用竞业限制协议以避免商业秘密泄露风险？
如何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导致竞业限制协议无效？如何避免未及时解除竞业限制协议而导致的补偿金追索？
本文主要梳理了竞业限制方面需注意的相关事项。

案例解析

答：需要。由于竞业限制实行的是约定制度， 后，用人单位有权停止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与劳动合同属于并列关 7、竞业限制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是否具有法

系，如果劳动者或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律效力？

劳动者仍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答：超出法定期限的部分无效，竞业限制的法

4、用人单位未支付补偿，劳动者是否免除竞 定期限为2年，该规定属禁止性规定，劳动者无需

业限制义务？ 再履行超出法定期限外的竞业限制义务。

答：不免除，若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 8、竞业限制补偿是否可以提前支付？

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可诉请法院请求解除竞 答：不可以。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是用人单位

业限制的约定；则竞业限制协议没有解除的，劳 因限制劳动者离职后的就业范围而对劳动者作出

动者仍然负有竞业限制义务。 的补偿，以此来保障劳动者在竞业限制期内不能

5、在竞业限制期限内，用人单位能否单方解 从事原来熟练的工作与行业，无法及时找到合适

除竞业限制协议，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是否可以视 工作面临失业时的正常生存与生活。故该补偿以

为对竞业限制协议的解除？ 劳动者在离职后不从事与用人单位相竞争的业务

答：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竞业限制协议，但 为支付前提，通常自劳动者离职之日起按月支

如果劳动者要求额外支付三个月竞业限制经济补 付。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职期间约定分月（如

偿的，用人单位需支付。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应 在每月工资结构中拆分出部分工资作为竞业限制

采用明示手段，如通知、提起劳动仲裁或诉讼的 补偿款）或一次性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条款无

方式，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效，该约定未考虑劳动者离职后的就业情况，且

用人单位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能视为对竞业限 不符合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的基本特征，法院不

制协议的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会因此认定用人单位已按规定支付了竞业限制补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第 偿金，而要求员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或承担违约

八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 赔偿责任。

付经济补偿的，劳动者可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

如果将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视为对竞业限制

协议的解除，那么对用人单位因客观原因或者劳

动者自身的原因未能支付经济补偿而解除协议均

是不公平的。

6、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是否仍需继

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答：以用人单位要求为准。劳动者违反竞业限

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

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劳

动者仍需继续履行。但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 ）作者：方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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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2014年，生效判决分别确认王 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

某、李某对A公司分别享有400万元 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

债权。2015年，王某经了解，掌握 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

了B公司欠A公司400万元货款的相关 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

证据，便提起代位权诉讼。后人民 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

法院判决B公司支付王某400万元。王某据此申请扣 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本案

划B公司400万元执行款时，李某得知此事，提出按 中，经过代位权诉讼，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并

债权比例参与分配其中200万元。 判令B公司向王某给付400万元，事实上已发生如同

后经人民法院裁定，李某申请参与分配该 债的法定移转效果，该4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已特

400万元款项，不符合参与分配条件。 定化为B公司与王某之间的关系，而与A公司无关。

【法律分析】 第三，从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来看，行使代

李某的参与分配请求未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主 位权就是为了鼓励债权人积极寻求法律救济，以

要基于以下原因： 及时快速解决纠纷，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一，在参与分配的法定要件上，李某的参与 本案中，王某积极行使代位权，有利于消除债权

分配申请不符合针对同一被执行人之要件。最高 债务关系不稳定状态。相较王某，李某无异于权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08条第 利上的睡眠者，不应当允许其在王某千辛万苦地

1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 成功行使代位权后分一杯羹。

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

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依该规定，

须是同一被执行人始有参与分配可能，即参与分

配要件须系同一被执行人。王某申请执行的被执

行人为B公司，李某申请执行的是A公司，两案显然

并非针对同一被执行人。故李某申请参与分配该

400万元款项，不符合参与分配条件。

第二，代位权诉讼一旦胜诉，即发生权利或法

律关系变更的效果，直接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及

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

代位权债权，其他债权人能否参与分配？

【编者按】法律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定了代位权之诉。代位权是指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已届
清偿期，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对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且损害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
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代位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那么，对于其他拿
到一纸胜诉判决却收不回钱的其他债权人而言，能否对代位权的执行款参与分配呢？

  （ ）作者：罗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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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问题，使用第三

2013年，甲公司委托乙公司对 方设计网站的行为当然不必征得著

其公司网站进行设计，并由乙公司 作权人同意，我司对乙公司使用涉

提供所需图片。设计完成后，甲公 案图片是否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具

司将乙公司设计的网站投入使用。 有审查义务。很显然，法律对我司

2017年，丙公司起诉甲公司，称网 所课以的注意义务明显要低于制作

站上所用图片侵犯其著作权，要求 者。也就是说，我司如果能够提供

甲公司（1）停止侵权行为（2）在全国范围内公开 合法网站设计来源的，主观上即不存在过失，无

赔礼道歉（在涉案网站上公开赔礼道歉）（3）支 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我司都是通过合法

付丙公司侵权赔偿金7000元（4）承担丙公司为制 渠道委托正规专业设计公司设计的网站，我司对

止侵权而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以及（5）承担本案 涉案图片的合法来源已尽到注意义务，主观上不

诉讼费。 存在过失，又因其对网站中使用的涉案图片是否

丙公司向法庭提供了北京市版权局颁发的作品 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具有审查义务，因此丙公司要

登记证书以及《公证书》，证实丙公司确为涉案 求我司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图片著作权人以及甲公司在其网站上使用了该图 第三，诉求费用明显过高，应予驳回。首先，

片的事实。 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才导致了

甲公司就丙公司的诉求主要作出以下几点辩解： 相关费用。其次，《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

第一，我司无主观侵权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 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

责任。本案涉案网站是由我司于2013年委托乙公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

司设计、建设、开发等服务，涉案图片也是由乙 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本

公司设计并上传的，我司在原告发出侵权通知 案涉案图片我司完全没任何收益，并且双方从事

前，从未在该网站或侵权图片中获利，得知可能 行业、业务等不相同，无任何竞争关系，因此，

涉嫌侵权后，就立即删除侵权图片，事前根本不 并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失。

知道乙公司设计的图片是否会侵权，因此我司主 【裁判观点】

观上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的涉案网站是用于其企业的商

第二，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司只需对产品 业宣传及推广，被告对涉案网站所发布的图文仍

（图片）的合法来源尽到注意义务，我司已经尽 须承担审查义务。被告在其企业网站上发布了原

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司 告享有著作权的图片，而被告没有提供该图片的

网站属于第三方网站设计公司设计制作，不涉及 合法来源。被告作为以公司形式经营的市场主

公司委托他人设计的网站所用素材被诉侵权

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编者按】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在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包括摄影
作品、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前需要经权利人许可，否则须承担侵权责任。即使是委托他人设计的情况
下使用者也有审查义务，当权利人追责时并不能因是第三人提供的而免责。



【案情】 行通知书、责令申报财产通知书等

被告人金某某与付某某因民间 法律文书。但金某某仍未主动履行

借贷纠纷一案，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债务，也未向法院申报其财产状

判决书，判令金某某偿还付某某借 况。法院通过司法拍卖处置了金某

款本金111020元及利息。因金某某 某名下的轿车一辆，用于偿还付某

没有按期履行判决内容，付某某向 部 分 借 款 ， 尚 欠 付 某 借 款 本 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向金某某送达了执 56656.3元及利息。经查，金某某在被执行期间，

使用微信、支付宝支取、隐藏存款可构成拒执罪

【编者按】被执行人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平台进行高消费，或一定期间内支取金额累计达到一定
数额，或用理财通、余额宝隐藏存款，均可认定其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造成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应
追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案例解析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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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应知道使用涉案图片应经过著作权人许 理费用）。原告诉请金额超过上述酌定部分的诉

可，并支付报酬。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 讼请求不予支持。

的网站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摄影作品，其行 【律师提示】

为已构成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依法应 网站所有者需对网站上使用的素材，如图片、

承担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但因 图形、文字等素材可能产生的侵权责任负责。当

原告确认被告已删除了涉案被控侵权图片并撤回 公司网站上的素材被诉侵犯知识产权时，公司并

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故对此项诉讼请 不能因网站是第三方设计而免责。而且即使权利

求不作处理。 人无法举证证明因侵权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或侵权

至于原告要求被告在全国范围内公开赔礼道歉 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时，法院也会酌情综合考

的诉讼请求问题。因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方式一 虑侵权人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情节、图片

般适用于侵犯人身权的案件，而本案侵犯的信息 用途、权利图片的创作价值、知名度等，判决侵

网络传播权属于侵犯财产权范畴，且原告未提供 权人需向权利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

证据证明其因被告的侵权行为确已造成商誉损 因此，公司在订立委托设计合同时，应注意要

失，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求设计方提供所用素材已有合法权利来源的证

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由于原告被侵权所 明，以及需在委托设计合同中注意约定当第三方

受到的经济损失以及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均 就设计涉及的素材主张权利时设计方的违约责

无足够证据予以证实，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主观 任。

过错程度、侵权情节、图片用途、权利图片的创

作价值、知名度以及原告有实际委托律师出庭参

与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为

2500元（该款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
  （ ）编辑：曾海珊

使用其所有的两个微信财付通账户，进行频繁的 都有详细的消费说明，如支付星级宾馆住宿费

资金交易，金某某通过上述两个微信财付通支取 用，购买机票、高铁车票，网购高档服饰、奢侈

共计人民币74600元以上，期间，财付通中余额多 品，旅游、度假等。可以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次达到人民币5万元以上。 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裁判】 找出属于高消费的交易记录，对账单记录显示被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金某某对人民法院的 执行人违反高消费令进行高消费累计达到一定数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额，或曾因违反限制高消费令被处罚后，再次进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告 行高消费的，追究被执行人拒执罪刑事责任。

人金某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 2、一定期间内使用微信、支付宝支取超过一

白，结合已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决定 定金额。被执行人通常会使用微信、支付宝进行

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因此，被告人金某某 消费、转账、信用卡还款、发红包等等，账单明

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 细繁杂，难以区分生活必需的消费支付还是超出

刑八个月。 生活消费必需的支出。所以以微信、支付宝账单

【评析】 作为认定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的证据，可以统计

现如今，微信、支付宝已完全改变了我们的金 一定期限内累计金额达到一定的数额，这个数额

钱管理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便捷，已经成为我们 应超过当地生活消费所必需的金额。以本案为

生活、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交易工具。同时，微 例，被执行人通过两个微信财付通支取共计人民

信、支付宝也给被执行人转移、隐藏财产提供了 币74600元以上，超出当地生活消费必需的金额，

便捷途径。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存款的查控也不 明显具有部分履行能力，可以作为认定其具有执

能局限于传统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微信、 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证据。

支付宝、网银在线等网络银行支付平台以及前海 3、使用理财通、余额宝隐藏存款行为。被执

微众银行、蚂蚁金服的网商银行等网络银行将成 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

为今后人民法院重点查控的领域之一。本案例 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

中，执行法官通过调取微信交易明细账单找出被 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

执行人有能力执行的证据，成功追究被执行人拒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银行存款、理财

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迫使被执行 产品等都属于应当报告的财产范围。财付通、余

人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具有典型意义。笔者借本 额宝实属于微信、支付宝与第三方合作的理财产

案为例，评析如何以微信、支付宝明细账单为证据 品，具有购买便捷、随时转出、消费等特点，人

认定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或部分执行能力”。 民法院的网络查控系统尚不能查询控制。被执行

1、使用微信、支付宝进行高消费的行为。被 人不申报存放在理财通、余额宝的存款，属于隐

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 藏财产。隐藏金额达到一定数额或隐瞒数额超过

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 执行标的额，应认定属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

消费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 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例中，被执行人财

的有关消费。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 付通中余额多次达到人民币5万元以上，也是认定

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其有能力执行的情节之一。

的判决、裁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

责任。微信、支付宝公司提供的明细账单里一般
  （ ）编辑：林志鹏



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实施预 申请办理，银行提交预告抵押登记

告备案、抵押登记全程电子化审 操作流程与备案预告登记提起流程

批，减去房所受理、送办等中间环 时间基本一致，银行把上传贷款合

节，优化办理流程、有效提高办结 扫描件作为其中一附件，在提交登

效率，使小业主物权、银行的抵押 记备案后，由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

权登簿得到更快更有效的落实。 心受理及全程电子化审批通过后，

一、实施时间节点和条件 进而完成备案预告登记。

2019年7月1日以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全 四、系统升级后流程变化

部实行电子化审批，在此之前取得预售证的项 签约前业主需到物业所属当地房管所进行查册

目，将于2019年10月1日前全部实行电子化审批。 确认购房资格，确认有资格购买后通过东莞市不

对于2019年7月1日之前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须完善 动产登记中心网站制作《商品房买卖合同》，输

权籍调查、楼盘表房屋数据后再到东莞市不动产 入购房查册结果编号进行打印，生成《商品房买

登记中心申请补录数据，完成补录后方可通过电 卖合同》。打印《商品房买卖合同》后由买、卖

子化审批完成登记手续。 双方签名确认，再通过系统提交《商品房买卖合

企业、银行需通过平台注册帐户，到网证通办 同》备案，完成专项维修资金、首期款进帐监

理电子公、私章的电子密钥，同步将相关资料交 户，通过房管系统关联后，原有的操作流程完成

至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技术科关联使用。 标准是不变的。

二、电子签章的法律法规 目前通过落实小业主物权登记和银行抵押权登

这次大胆的推行电子签章改革，是根据《电子 记完成方式改变，减去中间房所受理环节，企业

签名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作为法律依据。 或企业委托办理机构无须再提交任何纸质备案登

2019年4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电子签名法》 记材料到当地房所受理。由房所受理后再送办东

修正案草案，允许在办理土地、房屋等转移登记 莞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最终的审批，现变为签约

时使用电子文书。2019年3月24日，根据中华人民 后达到备案登记条件和资料提交要求的直接通过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0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 系统至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审批办结，

政法规的决定》关于修正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大大提高办结效率。预告备案办结后，企业将经

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当 买、卖双方签署确认的纸质文档之《商品房买卖

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 合同》邮寄或亲自送至当地房所归档。

所申请不动产登记，改为向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 备案、抵押预告登记改革前可做备、抵同时受

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 理、完成，改革后因办结周期提速，目前只能分

三、备案、抵押登记办理流程 开完成，暂不能同步完成。

企业主要是利用相互数据共享、电子签章、人 总的来说，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程电子化

面识别技术等要素，申请人通过广东省不动产登 审批，无论对小业主、企业、银行在不动产登记

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莞证签平台，由买、卖双方 事项变得简单、快捷、方便，对于小业主物权、

签章确定后再进行提交备案登记流程，由东莞市 银行抵押权得到更快更有效的落实登记，也代表

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及全程电子化审批通过后， 一个城市改革发展的趋势。

进而完成备案预告登记。

抵押预告登记则需要备案预告登记落实后才能

东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系统升级解读 

  （ ）作者：唐丽仪

有一位法学家说过，法律的生 创新。一般人没有那种经验，也没

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句话 机会展现那种经验，试想，能有几

是对的。但只是在与逻辑做比较 人能够进入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

时，经验是很有益处的。但总起来 呢，当然，那些法学教授可以进行

说，法律的生命不仅仅在于经验， 学术著作，他们的影响力也是很大

还在于对正义的追求，在于对法律 的，但法学教授的经验与那些大法

知识的综合概括，在于对法律理论的创新。 官的经验还不能混为一谈。

对于一个刚走出学校大门踏上社会的学生来 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经验已经等同

说，即使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硕士或者博士，他 于世故。这个人情世故在各行各业通用，甚至不

也不一定能够胜任法律工作。对于他来说，经验 需要法学教育背景。有很多人就赏识这种世故。

还基本很少。在他面前，人性还没有得到窥视和 这时一旦具有世故的才能，可以说这个人身上的

仔细观察。对于社会上的人们生存状况还没有直 经验就太丰富了，这时的经验已经饱含风霜，甚

接的了解。甚至对于周围的成员，都还是一张张 至有一些泥土。社会上可以说不缺少具备经验的

陌生的面孔。并且，他还没有地位，没有一定的 人士，倒是缺乏具备逻辑的人士。但逻辑有书本

势力，没有被领导欣赏的特殊本领。所以在工作 上和生活上的逻辑区分。这里生活上的逻辑，一

中可能磕磕碰碰。这时，可能他很需要经验。但 定不能远离法学知识，最低不能背离法学原则，

这个经验还只是简单的社会经验。的确，没有一 不能缺少法治精神。

些人生和社会经验，怎么能够熟练理解和运用所

学法律知识呢。

反过来说，这个经验只能是生活和社会经验，

还不是霍姆斯逻辑上的经验。霍姆斯的经验只能

是那些如最高法院创造司法解释的法官才具备的

才能。一般法律人士是不具备那种才能的。那种

经验是法学知识升华的经验，实际是一种知识的

法律的生命并不只在于经验

  （ ）编辑：符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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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9人）
周广荣，合伙人会议主席，律师，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学士。擅长于境内外项目投资融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风险预防及制 度整改、 政府行政等

法律业务，现受聘多家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为常年法律顾问。咨询收费 每小时5000元。
执业证号：14419199911298034
Kongwin Chow，President of the partners' board,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of Beijing , focuses on developing and studying acquisition and merger of enterprises and projects, specializes in leg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business risk prevention, as well as restructuring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is now a permanent legal counsel to dozens of government bodies and enterprises. RMB5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199911298034

姬明镜，合伙人会议副主席，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致力于金融及房地产业务的开拓及研究，成功为众多著名房地产项目、 银行完成全
方位法律规范，风险预防治理。 熟悉房产项目的投资、 开发、 融资、 销售、 物管及后续服务等流程及相关环节。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199910715565
Mingjing Ji, attorney at law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partners' board,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focuses on developing and studying banking and property law practices, specializes in lega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roperty development, real estate financing, real estate management, banking, and has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ir risk prevention 
system for hundreds famous projects and several banks.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199910715565

鲁浩强，执行合伙人，律师，中山大学法学学士。 主要从事诉讼及公司法律业务,有多年的银行从业背景，尤其擅长于房地产、 建设工程法律纠
纷、 经济合同法律纠纷、 金融法律服务、 刑事案件等法律业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0410261580
Haoqiang Lu, an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of law from Zhong Shan University, mainly engaged in litigation and 

legal services, has many years of banking business background and specializes at real estate, construction law disputes, economic contract legal 
disputes, financial legal services, legal services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 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0410261580

陈平，执行合伙人，律师，湘潭大学管理学学士、 法律硕士。 具有丰富的法学及财税理论，致力从事诉讼仲裁及企业法律业务，擅长处理金融、
房地产、 合同法、 公司法、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事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1110427576
Ping Chen,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of management and master of laws from the XiangTan University,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laws and finance, is familiar with laws and procedure of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specializes in legal practices of 
finance, real estate, contract, enterpri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as successfully represented hundreds of clients in litigation and arbitration 
cases. 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1110427576

李翠荷，执行合伙人，律师，杭州商学院法学学士，企业管理学学士。 现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专注民商事诉讼业务及企业顾问业
务，对企业管理规范化运作及企业风险控制深有研究。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0511367744
Cuihe Li,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LLB degree, Business Management  degree from Hangzhou Institute of Commerce. Now a 

legal adviser for numerous of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and corporate advisory busines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 risk control depth research. 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0511367744

夏凡，执行合伙人，律师，西华大学法学学士，致力从事各类项目法律业务，对企业收购、 物业交易、 资产重组深有研究，擅长处理各类型企业
投资、 收购兼并、 企业改制等法律事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1110660012
Xia Fan,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the XiHua University, specializes in project establishing, 

operation and transaction legal counseling practice, is experienced in handling legal issues for various kinds of businesses concerning enterprise 
investment, acquisition and merger,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nd real estate trading.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1110660012

叶松盛, 执行合伙人，律师，韶关学院法学学士，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及仲裁业务，擅长处理民事侵权、 商事合同、 婚姻家庭纠纷、 商品房买卖合
同、 借贷合同、 交通事故纠纷等领域的法律事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1310017418
SongSheng Ye，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the ShaoGuan University, mainly dedicated to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uits and arbitration of civil, is skilled in dealing with civil infringement, marriage, business contracts of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ing, debt, traffic accident disputes. 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1310017418

杨启猛，执行合伙人，律师，贵州大学经济学学士、 法律硕士。 擅长房地产开发、 股权交易、 金融、 劳动纠纷等各类法律风险的预防与控制，现
为多家房地产企业、 生产型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1410053375
Qimeng Yang,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conomics and a master degree in law from China 

Guizhou University, specializes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all kinds of legal risks concerning real-estate development, financing 
management,equity transaction and labor disputes and has also served as legal counsel for numerous real-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and 
productive enterprises.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14419201410053375

张国武，执行合伙人，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研习、 实践法律十多年，专业功底扎实、 实践经验丰富，具有法院、 检察院、 纪委工作经
历，擅长处理刑事、 合同纠纷案件，专注于刑事、 公司法律顾问业务。 咨询收费每小时3000元。

执业证号：14419201710500098
Guowu Zhang, attorney at law and managing partner,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law fro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tudy and 

practice law for more than 10 years, strong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court, procuratorat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work experience, specializes in various kinds of criminal and contractual dispute cases, focus on criminal and corporate legal counsel.

    RMB3000 per hour for legal consultation.
    L.L.NO: 14419201710500098 

某公司接待了一位美国客户。 经告诉了我，即使在中国，卡斯特

这位叫尼尔森的美国商人一直生活 罗也会遵守美国的法律。之后，我

在美国。谈判结束后，公司宴请尼 通过卡斯特罗的助手了解到，美国

尔森，了解到尼尔森喜欢吃鱼，我 许多州都将公共场合禁止抽烟纳入

们就点了一道清炖虹鳟鱼。这道菜 到法律条文中，对违法者最高可判

上来以后，尼尔森眼睛一亮，连说 处十五天监禁。普通商人尼尔森敬

“谢谢”。看得出，他真的很喜欢 畏法律不吃有籽的母鱼，而身为市

这道菜。尼尔森在我们的谦让之下，夹了一块鱼 长的卡斯特罗也因为法律规定而不在公共场合抽

肉。然而，肉还没有送到嘴里，就被他放回了盘 烟。哪怕他们身在中国，依然遵守本国的法律。

子里。他很失望地对我们说：“很抱歉，我不能 这说明，他们守法不是因为在意违法所要付出的

吃这条鱼了。”我们十分惊诧，很担心是卫生方 代价，而是因为他们自觉地对法律存有敬畏之

面出了问题，引起了他的警觉。尼尔森却解释 心。美国有许许多多奇怪的法律，洛杉矶的一条

说：“根据我们美国的法律规定，为了保护生态 法律禁止市民在街灯下捕捉飞蛾；加州中部的帕

环境，不能吃有籽的母鱼。你们看，这条鱼有籽 洛阿尔托市有一条法律，禁止在墙壁和其他任何

啊，我不能吃。”公司的老总忙说：“没关系， 垂直表面溜冰……这些不可思议的法律条文即使

这是在中国，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你可以尽情 有人违反了，当事人也不会付出多大代价，甚至

品尝。”尼尔森却说：“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 没有相应惩罚，但却很少有人去碰触。像尼尔森

是我是美国人，我要遵守我们的法律。”尼尔森 和卡斯特罗一样，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法治意识

自始至终没有吃一口鱼肉。他的行为让在座的每 已经深入到公民的灵魂里，每个人都对法律存在

一位都肃然起敬。一名普普通通的美国商人，在 着极强的敬畏之心。

异国他乡都能够不受主人热情的影响，如此遵守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无论

法律、敬畏法律，这就是一个法治国家在自己公 你是普通人还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都要服从

民身上打下的烙印。 法律，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上。如果有

圣安东尼奥市的市长卡斯特罗有个不良的嗜 某种势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人们就不会对

好，就是抽烟。当时，中方的接待人员正在前台 法律有敬畏之感，法治也就会遭到破坏。“法律

办理住宿手续，卡斯特罗的烟瘾上来了，坐卧不 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只有敬畏法

安。他的助手说：“再忍耐一会，等到自己房间 律，信仰法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社会才会是

里就可以抽烟了。”我看了看酒店的大堂，没有 一个法治社会。

发现禁止抽烟的提示牌，就说：“在这里可以

抽，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规定。”卡斯特罗说：

“这是酒店大厅，公共场合是不能抽烟的，这是

法律规定的。”我说：“建议你去洗手间抽。”

卡斯特罗摇摇头说：“洗手间也不是自家的，再

等会吧。”我没有再解释。之前尼尔森的行为已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 ）编辑：符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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