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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法律与监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有关

工作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21 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投融资创新力度，

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积极作用，促进重点项目实施，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

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 10 个方面的措施要求各地予以落

实。 

【短评】 

《通知》提出，开展投融资合作对接，主要是加强各级地方政府、企业、金融和投

资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密切联系，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重点项目落地，助力

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工作方案，精心选择

重点项目，与运作规范、具备相应条件的金融和投资机构加强合作，通过投融资政

策解读、项目信息共享、重点项目推介、前期工作推动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强投融

资合作对接，帮助项目早日落地，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通知》要求，各地在开展投融资合作对接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创新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支

持企业创新投资方式方法，鼓励金融和投资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要积极挖掘和发现本地区在创新投融资模式、促进有效投资方面

的优秀案例，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推广。

要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创新投融资模式的有效做法，改进完善本地区投融资政

策，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有效投资。 

《通知》强调，开展投融资合作对接过程中，要切实加强项目把关，确保项目符合

“十四五”规划、国家重大战略、产业政策等要求，依法合规办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手续。应主要选择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有合理收益水平的重点项目进行推介，坚

决避免一哄而上。项目落地实施过程中，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加强政府信用履

约建设，不做过头承诺，切实防范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 

[1]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通知 加强社会资本投融资对接》，来源：中国银行

保险报，网址：http://www.cbimc.cn/content/2022-03/30/content_459086.html，最后

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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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务院：《关于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 

2022 年 3 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原则同意《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要求

各相关主体认真组织实施，以加快建设蓝色海湾城市群，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短评】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则同意《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实施方案》，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北部湾城市群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以西

部陆海新通道为依托，深度对接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

略，协同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拓展全方位开放合

作，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建设蓝色海湾城市群，在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上闯

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在维护边疆海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人民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协同机制，细化任务举措，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十四五”

实施方案》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实施中涉及的重要政策、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

要按程序报批。 

四、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研究制定支持北部湾城市群建设的具体政策

措施，在体制机制改革、重大项目建设、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依托城镇

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做好协调指导，

适时组织开展实施情况评估，重大事项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北部湾城市区东联港澳，南接东盟，是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城市群，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北部湾城市群建设是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批复》明确了北部湾城

市群建设的发展定位，要求广东、广西、海南人民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分工合

作，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积极予以支持。《批复》的内容与精神将会进一步助推

北部湾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3. 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征询意见 

2022 年 3 月 25 日，为贯彻中央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方针政策、破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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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履行金融监管职责“无法可依”困境、维护广东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广东省司法

厅公布《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及起草说明（以下简称《条

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 

【短评】 

《条例草案》是根据《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参照人民

银行发布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充分参考借鉴其他省

市条例，结合广东实际起草的，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聚焦解

决实际问题，具有可操作性。 

《条例草案》内容系统全面，分为总则、地方金融组织行为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监

督管理措施、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法律责任和附则 6 章，共 44 条。《条例

草案》的用范围限于本辖区内的地方金融组织，通过对辖区内的地方金融组织实施

准入管理、日常经营监管、风险防范和行政处罚等规范地方经营组织及其行为，防

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4.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非法集资

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 

2022 年 3 月 10 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关于非法集资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从总则、管辖、

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送达、执行与结案等多个方面进行具体规定，以期规

范非法集资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的合法

权益。 

【短评】 

《规定》是鉴于《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未规定执法程序，为规范处置非法集

资牵头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在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的基

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牵头制定的。 

《规定》的出台有望解决当前立案条件模糊、部门执法层级不清、行刑衔接程序不

畅、法制审核意见不够重视等问题，为基层非法集资行政执法人员提供明确、清晰

的工作指引，以实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目标。 

《规定》的主要框架是按照非法集资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流程展开，包括总则、管

辖、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决定、执行与结案、附则等八章共六十个条文，为非法

集资行政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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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规定》明确了跨区域案件的管辖原则、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举报线

索受理及核查、行政执法的整体联动、行政执法职责与权限、法制审核的情形、行

政处罚的执行、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主要内容。[2] 

[2]参见《<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非法集资行政案件办理程序的规定>解

读》，来源：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网址：http://gdjr.gd.gov.cn/gdjr/zwgk/w

gk/jcgk/content/post_388520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5.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

局、深圳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金融服务支持经济社会持续

稳定发展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16 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深圳银保监局、深圳证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金融服务支持经济

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疫情期间做好有关金融

服务提出要求。 

【短评】 

《通知》提出，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及个人提供防疫专项银行贷款、保险保障、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股权投资、融资担保、知识产权证券化等

金融支持。支持辖区企业发行专项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产品(ABS)等，募集

资金优先用于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业务。 

《通知》强调，要做好受困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及地方金融组织

加大与受困企业的对接力度，及时了解企业的困难及诉求，积极提供金融支持。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与企业直接融资对接力度，研究债务融资支持抗疫创新方案，

为参与防疫或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提供发债融资支持。 

《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和地方金融组织作用。鼓励保险机构通

过减费让利、适度延后保费缴纳时间等方式，支持受疫情影响较重企业渡过难关。

鼓励全市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地方金融组织根据企业受疫情影响实

际，酌情降费减息或增加贷款、租赁、保理额度，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并酌情为

暂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客户办理展期、延期等。 

《通知》明确，要提高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效率和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水平。支

持银行在“展业三原则”基础上，为企业办理疫情防控相关进出口跨境人民币结算

业务，简化疫情防控相关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鼓励金融机构及地方金融组

织抗疫产品线上化，简化业务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优化丰富“非接触式

服务”渠道，积极引导客户使用网络和移动端金融服务，减少人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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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证监局：《关于开展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 

2022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发布《关于开展广州资本

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试点目标、试

点原则、试点范围、工作程序、配套机制、试点申报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这意味着

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的落地实施。 

【短评】 

中国证监会支持在广州开展创新试点，是加快建立健全国内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

新监管框架和监管工具的有益探索，对于加快构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提

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水平，激发相关主体有序开展金融科技的创新探索，助力辖区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是继

广州获批国家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后，又一项在穗落地的重要金融科技创新试

点。 

根据《通知》，此次试点范围涵盖市场核心机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期货服

务机构、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基金托管机构以及其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机构。

辖区注册登记地或者主要办公地位于广州的试点机构，可以自愿申报参加试点工

作。试点机构可以独立申报或多家联合申报。鼓励试点机构与科技企业联合申报；

同时建立试点辅导机制，专门面向暂未找到试点机构联合申报试点的科技企业，以

帮助科技企业加强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理解。 

申报项目侧重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资本市场

各类业务的科技赋能，以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市场效能、强化合规风控、增强监管

能力、保障金融安全为应用导向。专项工作组将对项目进行研判遴选，经中国证监

会科技监管局专业评估以及向社会征求意见后正式对外公示试点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试点项目实施激励机制，将纳入“广州市数字金融创新案例库”，择

优推送参与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相关创新试点和评选活动等。同时，根据广州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金融科技发展、高层次金融人才等相关规定，给予奖励补贴。 

试点项目将进行阶段性评估，达到预期效果且未发现明显风险隐患的，可转常规化

运营。对未能严格落实试点相关要求、违反试点承诺或借助试点工作从事违法违规

活动的机构，视情况暂停或停止试点。与此同时，创新试点项目在试点期间发生信

息安全事件，未造成投资者实际损失或者对投资者损失作出合理补偿，未对证券期

货市场平稳运行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从轻或免除对试点机构的处罚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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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项目申报启动！广州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落地实施》，来源：

广州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CC7Ik7VoZSKO

OWLxnMXUNw，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7.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条例》 

为以立法形式贯彻落实国家、省政府和海口市政府出台的重点园区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园区“放管服”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机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发展机

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2022 年 3 月 25 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短评】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为加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管理，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海

口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以下简称原《条例》）

自 2013 年施行以来，对保障和促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调整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政策的落地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的变化，海口国家高新区在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管理权限以及管理模式、

服务效率、保障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措施等方面均需要调整，原《条例》的

部分条款已不符合相关规定和管理实际。 

《条例》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精准有效衔接，将海口国家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开发

建设、产业发展、创新创业、服务保障等内容法制化，以立法促进海口国家高新区

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

体制和监管模式，将为海口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

《条例》分为总则、管理体制、要素保障、产业促进、服务管理、附则等 6 章，共

30 条。主要内容包括：（1）结合重点园区新政，完善海口国家高新区的管理体制；

（2）结合园区发展需求，加强对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要素保障；（3）结合产业发展

政策，强化促进产业发展配套举措；（4）结合营商环境，建立健全海口国家高新

区服务管理机制。[4] 

[4]参见《以更高水平制度创新促进海南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海南自由贸

易港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解读》，来源：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网址：https://www.hainanpc.net/hainanpc/xxgk/xfsd/2022032518234644384/

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8.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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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2 日，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

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结合全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远景目标，制定并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将开展对市县、重点园区和省级层面营商环境的评价。 

【短评】 

《方案》的出台不仅意味着海南有了指标全面、全省统一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也

将以“考核压力”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优化服务、解决问题，持续改善营商

环境。 

《方案》对标国内先进水平，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阶段性重点任务出发，坚持以

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明确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开办企

业等 24 个一级指标、开办企业便利度等 97 个二级指标及若干评价要点，力求评

价工作研判营商环境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和市场主体的最强烈痛点、助推破除阻碍

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持续推进和深化全省营商环境改革提

供基础支撑。 

评价在市县、11 个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和省级三个层面展开，将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实施，每年进行年度评价和上半年度重点指标评价。评价数据来源包括公开数

据、数据公报、相关业务数据、网上调研问卷和实地调研。 

在评分方式上，按照平均法，分级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前沿距离得分法计算便利度

得分，同时纳入省工商联等部门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调查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提出，营商环境评价结果纳入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评价和

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等，并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

的重要参考。 

评价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改革建议将作为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推进制度集成创新

的重要依据。评价形成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成果将作为先进经验在全省宣传并复制

推广。[5] 

[5]参见《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方案出台 以考核指挥棒推动营商环境优

化》，来源：海南日报，网址：http://hnrb.hinews.cn/html/2022-03/18/content_58464

_1461568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9.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引发海南省政商交

往行为指引清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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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4 日，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引发

海南省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清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清单》），要求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将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摆在营

商环境建设的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正面清单的引导作用和负面清单的约束作用，推

动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短评】 

为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近日，海南省印发《清单》，推动全省党政机关和

公职人员依法依规、坦荡真诚同市场主体和企业家接触交往，营造海南自由贸易港

良好营商环境。该清单包括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政商交往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市

场主体和企业家政商交往正面清单、负面清单。 

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政商交往正面清单有 10 项，包括：认真落实惠企政策、全力

助推经贸活动、主动联系服务企业、畅通政企沟通机制、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提高

监管执法水平、平等对待市场主体、坚决做到守信践诺、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注重

维护企业声誉。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政商交往负面清单有 5 项，即“五禁止”：禁止

不公平行为、禁止不诚信行为、禁止不依法行为、禁止不尽责行为、禁止不廉洁行

为。 

此外，《清单》对市场主体和企业家明确提出“六禁止”：禁止请托公职人员违规干

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禁止以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禁

止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亲属赠送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等财物，禁止安排可

能影响公职人员廉洁履职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禁止以代为投资、理

财，或者赠送干股、高息借贷、挂名取酬等形式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亲属输送利益，

禁止妨碍公职人员依法公正执行公务的其他行为。 

海南要求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要以提高市场主体满意度为导向，积极履职尽责，主

动靠前服务，勇于担当作为，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

预期的良好营商环境。要自觉遵守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坚决防止损害政商关系和

营商环境的行为。此外，各类市场主体和企业家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

坚决抵制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和不正当竞争。[6] 

[6]参见《海南发布政商交往行为指引清单》，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网址：htt

p://hi.people.com.cn/n2/2022/0321/c231190-3518331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10. 海南银保监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关于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风险 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

环境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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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月 14 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工

作相关要求，遏制市场乱象，防范金融领域相关风险，优化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

海南银保监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联合发布《关于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风险 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 

【短评】 

《通告》提醒消费者防范委托非法“代理维权”可能面临的个人信息泄露、遭受经济

损失、失去保险保障等风险，警惕遭受诈骗或传销侵害。 

近几年来，非法“代理维权”从个人散发逐渐呈现出运作模式“产业化”、宣传方式“网

络化”、蔓延态势“扩散化”的特征。《通告》表示，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或个人通过

微信朋友圈、宣讲会等多种方式，发布帮助消费者代理退保、停息挂账、修复征信

等广告，怂恿或诱骗消费者委托其代理投诉举报，并要求消费者提供身份证、保单

等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收取高额“代理维权”手续费或咨询费，牟取非法高额

收益。 

《通告》指出，非法代理通常唆使消费者无视合同约定，伪造证据材料，向金融监

管、信访等部门投诉举报，阻碍消费者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开展有效沟通，并以

重复投诉、缠访闹访等手段向金融机构施压，以达到其目的等。由于潜藏利益巨大，

甚至部分黑恶势力参与其中。上述行为将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遭受经济损失、

失去保险保障等风险，甚至遭遇诈骗或传销陷阱。 

据了解，金融领域的非法“代理维权”行为主要集中于保险、信用卡和消费金融领域。

比如早已过了“犹豫期”、保险合同已经生效后，捏造保险公司销售不合规的理由要

求全额退保；再比如明明因个人过错还款逾期造成征信不良记录，想方设法捏造出

豁免理由强迫银行机构修复其征信。这些恶意投诉者投诉理由五花八门，但无外乎

都是以金融消费者维权为名，通过恶意投诉给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施压，以期牟取

非法高额利益。 

《通告》提醒金融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了解融资成本、抵押、担保、保险责

任、现金价值等金融概念，如果对购买的金融产品或享受的金融服务存在疑问，应

通过正规渠道依法合理维权，可以直接通过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公布

的官方渠道反映诉求，或向行业自律组织申请调解、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等，如发

现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应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建立联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机关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

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通报反馈制度，推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有效衔接，形成

打击工作合力。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坚决遏制非法组织或个人“代理维权”

行为，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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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海南四部门联合发布通告 重拳打击金融领域非法“代理维权”行为》，来

源：海南日报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oQCTA_eTT9ez2t_PFCTSp

w，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植德大湾区 ·自贸港 |月报 2022 年 3 月刊   

13 

 

二、 金融市场与业务创新 

1. 广州中院与广东证监局携手落地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执法司法协作机制 

2022 年 3 月 18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与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广东证监局”）签订《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

权民事赔偿案件处理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短评】 

为正确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正式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据了解，该《备忘录》是

全国率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联合通知的共识文件。 

关于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是否应当以被告被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刑事裁判文书

为前置程序，一直以来存有争议，且司法机关也历经数次观点更迭。 

2003 年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投资者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应当依据有关机关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背景下，2015 年 12 月 24 日，最高院发布《关于当前商事审

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其中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受理和审理虚假陈述、

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维护证券交易市场上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根据立案登记司法解释规定，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

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

为前置条件。” 

但是，2018 年 3 月 24 日，在《马冰坡、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 252 号】中，最高院认

为：“虽然诚如马冰坡所言，《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若干规定》已施行十几

年时间，较之制定该司法解释时而言，目前证券市场等相关情况已发生一定变化，

但该司法解释目前仍然有效，在其未被废止或修订之前，原审法院继续适用并无错

误。……根据立案登记制改革规定，人民法院秉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工作要求，

实行登记立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亦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此后，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直秉

持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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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施

行后，无论是代表人诉讼程序，抑或是“一案一立”的共同诉讼程序，在证券虚假陈

述案件中，即使被告并未被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生效刑事裁判文书，法院仍然会

判决该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 

本次《规定》对上述情形予以明确，即使发行人未被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或生效刑

事裁判文书，只要投资者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证券侵权事实，发行人及其相

关主体即存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可能，这也是本次《规定》最重大的一项改动。

据此，我们能够预见，在可见的未来，会大幅度增加证券虚假陈述案件数量，并且，

法院会独立审查相关证券违规事实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行为，案件将会存在更多多

元化的结果。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规定》取消前置程序，但行政处罚及生

效刑事裁判文书仍然是认定虚假陈述行为人过错及造成投资者损失原因力的重要

依据。 

《备忘录》是对《规定》的专门安排，主要明确了在人民法院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

偿案件不再以行政或刑事处理为前提条件之后，广东证监局、广州中院在办理信息

披露违法行政案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过程中，建立案件通报、

事实调查、法律适用、学习培训等方面的日常合作机制。[2] 

[1]参见《新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要点解读》，来源：德恒律师事务所公众号，网

址：https://mp.weixin.qq.com/s/oUZo9yk9UDGJVI3fRdP6vg，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6 日。 

[2]《广东证监局与广州中院签订合作备忘录 全国率先落地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

执法司法协作机制》，来源：证券时报，网址：http://www.csrc.gov.cn/guangdong/

c100961/c2185921/content.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2.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试运行 

2022 年 3 月 25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发布消息称，粤澳跨境数据验

证平台近日在粤澳两地上线试运行。这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及《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后，粤澳加快跨境数据便捷有序流动，

探索建立开放型、合作型、示范型跨境数字服务融合的又一创新实践。平台首阶段

以金融信息作为试行范畴。 

【短评】 

在全球跨境数据流动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制的引领，

数据领域形成了以欧盟为代表的“约束型”规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协定与合作型”

规制两种模式。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跨境企业迅速增加与数据

流动的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提高要求我国能够在此大形势下做出合理规制。我国

关于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现状主要如下： 



植德大湾区 ·自贸港 |月报 2022 年 3 月刊   

15 

 

《网络安全法》于 2017 年 6 月正式实施，其中第三十七条较于《网络安全法（草

案一）》具有以下调整：（1）增加了“重要数据”的要求；（2）将“公民个人信息”

修改为“个人信息”；（3）明确了数据来源为中国境内。《网络安全法》修改的实

质即为扩大数据保护的范围，从而能够达到“数据本地化要求”的效果。此次修改的

实质即为扩大数据保护的范围，从而能够达到“数据本地化要求”的效果。但是，由

于第三十七条只提到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没有对数据本地化

进行更为细化的要求，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很难厘清在跨国企业数据流动下关于本

地数据存储的范围与程度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对于《网络安全法》的适用下，完全

按照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很容易形成数据保护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利于我国与

其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难以形成有效的规制体系。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则将“数据出境”定义为“网络运营者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提供给境外的

组织、机构、个人”。在此定义之下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范围只限于境内网络运营

者提供的服务器所存储的个人数据与信息，此时经过境外服务器存储的中国公民

的个人数据信息将不在此条款的规制范围之内，从而导致监管范围过小而无法有

效地保护国家数据安全。另外，评估启动情形不明确、评估内容难度较高、评估方

式类型单一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在我国立法规制与国际立法规制中。 

2021 年 8 月 20 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公布，其中，第三章构建了较为规范

了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明确了个人信息违法出境的法律责任，为个人信心

保护提供了有效保障。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数量、

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的进行等具体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3] 

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谓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创新举措，其可凭借区块链的不

可篡改性和可追溯性，可确保数据真实可靠及隐私安全。此外，在提供高效便捷的

跨境服务同时，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在“安全”“合规”上苦下了功夫。[4] 

[3]参见《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探析与中国因应》，来源：青苗法鸣公众号，网

址：https://mp.weixin.qq.com/s/QbPbW8TOSkswDb4yAuQdlA，最后访问日期：202

2 年 4 月 1 日。 

[4]参见《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试运行》，来源：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官网，网址：http://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hzqgl/dtyw/dtxx/cont

ent/post_308584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3. 首只投向合作区高新技术项目的澳资 QFLP 基金获批 

2022 年 3 月 29 日，由智路资本与澳门投资者联合发起申请的 QFLP 试点成功获批

（QFLP: Qualified Foreign Limited Partner，即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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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制度是境外投资人参与境内股权投资的重要

渠道。2021 年 12 月 29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执行委员

会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办法（暂行）》（以下

简称“《合作区 QFLP 办法》”）。这是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1 年 9 月 5 日正

式公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以来，

合作区出台的首个金融专项政策，也是大湾区自深圳、珠海、广州之后第四个开展

QFLP 试点的地区，为合作区进一步打通跨境资产管理渠道、利用外资支持建设提

供高质量金融支持。 

依据《合作区 QFLP 办法》，合作区 QFLP 试点企业包括合作区 QFLP 基金管理企

业及合作区 QFLP 基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区 QFLP 办法对内外资实行无

差别管理，允许“外资管外资”、“内资管外资”和“外资管内资”三种业务模式。此外，

新设的合作区 QFLP 基金管理企业和 QFLP 基金均需落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也可担任合

作区 QFLP 基金管理人。 

《合作区 QFLP 办法》对试点企业的准入门槛要求与海南地区 QFLP 的宽松政策

类似，具有“零门槛、无限制”的亮点。根据《合作区 QFLP 办法》，除对新设合作

区 QFLP 基金管理企业的高管人员资质、合作区 QFLP 基金投资人的合格投资者

要求以及合规运作提出明确要求外，对合作区 QFLP 试点企业的注册资本（认缴出

资金额）、首次出资比例、货币出资比例、出资期限、内部治理架构以及管理人员

资质等条件，仅要求符合基金业协会关于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

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登记备案相关规定即可。 

本只基金是《合作区 QFLP 办法》出台后获批的首只基金产品，也是合作区成立

后，首只投向合作区高科技半导体项目的澳资 QFLP 基金。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

首只由澳门资方投资参与、内资私募管理公司受托管理的 QFLP 基金，《合作区 Q

FLP 办法》具有不限制“内管外”模式中内资管理人注册地区的优势，有力支持澳门

在合作区创新发展财富管理，为澳门地区在内的境外投资者与内资管理人合作提

供了更多选择；二是合作区成立后首只投向合作区本地高新技术项目的基金，合作

区政策优势与区域科技与产业集群优势得到充分彰显；三是本只基金为促进资本

与科技融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有益实践，《总体方案》中将现代金融产业

与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点产业，体现了国家

对合作区这两项产业的扶持力度与发展决心，也让投资者有充足的信心在合作区

进行产业布局。[5] 

本次投向合作区高新技术项目的 QFLP 基金获批，是金融发展局贯彻落实《总体方

案》的具体行动，金融发展局将继续鼓励利用澳资在内的社会资本在合作区设立 Q

FLP 基金，通过“以投促产”的方式在合作区培育高端优质项目，逐步形成两地优势

互补、琴澳一体化共赢发展的局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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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首只投向合作区高新技术项目的澳资 QFLP 基金获批》，来源：广东金融

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OTeR4NMDjhlU8oJcR8dn5Q，最后访问

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6]参见《大湾区再下一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QFLP 试点办法解读》，来源：北

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3fxWswN5SFd

UGgaWvsLWBA，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6 日。 

4. 深圳金融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清单全部落地 

2022 年 4 月 1 日，据《深圳特区报》记者了解，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在

市委改革办的统筹指导下，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

首批清单 3 个项目均已全部落地。 

【短评】 

2020 年 10 月 11 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以下简称

“《方案》”），同时以附件形式印发了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清单涉及要素市场化配

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体制、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制、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六

个方面共计 40 条授权事项。 

综合授权有别于此前改革试点通常实行的“一事一议、层层审批、逐项审核”授权

方式，是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以清单式批量报批方式推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对于列入清单的事项实施备案管理，除明确要报批的事项，其

他不再逐项报批。此外，授权清单中有 20多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涉及近百项具体法律法规和政策条款调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突破性，体现了中

央授权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巨大改革红利。[7] 

为积极落实中央要求，推动改革，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还印发实施《关于落

实〈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

的工作方案》，明确首批清单项目包括优化私募基金市场准入环境，优化创业投资

市场准入和发展环境，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等。另外，深圳创新出台

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国内首部绿色金融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

例》，印发《深圳市私募投资基金风险防范处置工作方案》等关于私募风险处置的

6 个正式的指引、文件和方案，修订出台《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

《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办法》等政策文件。[8] 

[7]参见《深圳金融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清单全部落地》，来源：深圳特区报，网址：

http://sztqb.sznews.com/PC/layout/202204/01/node_A03.html#content_1181483，最后

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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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解读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举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发展》，来

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TNVOVmBaBa

7nScSc_el54w，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6 日。 

5. 20 余家元宇宙企业南沙“抱团”成立创新联盟 

2022 年 3 月 25 日上午，由宸境科技、网易智企、三七互娱、玖的数码、大西洲等

单位共同发起的广州元宇宙创新联盟在南沙创享湾挂牌成立，打响了广州在“元宇

宙赛道”的“第一枪”，将为广州加速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注入新活力。 

【短评】 

元宇宙起源于文学小说，但不再只是一个文学描述和游戏空间，它已经对“技术-经

济”“技术-政治”“技术-哲学”和“技术-传媒”等方面产生冲击。因此，无论是元宇宙

的内部秩序建构，还是元宇宙与人类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都离不开制度和规范。

元宇宙不是法外之地。 

元宇宙的治理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法治原则： 

首先，建构治理元宇宙的“法律+技术”二元规则体系。现实世界的法律是元宇宙治

理的主要规则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毕竟，现实世界才是元宇宙的“母体”，而不

是相反。而技术成为规则的一部分，则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法律和技术的共治，就

是既要实现“代码即法律”以确保技术的规范性和正当性，也要尽可能实现“法律即

代码”以确保规范的技术性和有效性。 

其次，确立元宇宙治理中“以现实物理世界为本”的“法律中立原则”。现实世界的

法律是当前治理元宇宙的主要规则形式，那么也一定是现实物理世界中的自然人

或者组织才可能发起并建设元宇宙。既然元宇宙的发起者和建设者是现实物理世

界中的自然人或者组织，那么发起并建设元宇宙的行为当然应受发起者/建设者所

在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制。不过，目前还没有主权国家出台直接规制元宇宙的法律规

范，但大部分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规制数字虚拟世界运行以及建设元宇宙的各种

底层技术的法律规范。另外，类似的“法律中立原则”可以同样成为现实世界对待元

宇宙发展的基本法治立场。因此，建议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当比照对待人工智能

发展的做法，尽快发布基于法律中立原则的元宇宙建设伦理/法律规范。 

最后，以现实世界的刚性法律确认并保障元宇宙“去中心化治理”机制的实现。目

前，积极支持元宇宙建设的人们持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期许，希望在元宇宙的数字

虚拟世界中，通过区块链和 DAO 等去中心化的技术和组织，建设一个真正的自下

而上、民主的、自由的自治社区/共同体/社会。比如，在虚拟现实平台 Decentr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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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顾名思义是“一片去中心化的乐土”）中就存在一个分散的自治组织 DAO，用

户可以在这里投票并且决定平台运行的政策和规定。另一种方式是虚拟世界中的

数据开源，给玩家充分自由在元宇宙中施展自己的建设才华。但是，在现实操作中，

去中心化治理很难真正实现。[9] 

[9] 参见程金华.元宇宙治理的法治原则[J].东方法学,2022(02):20-30.DOI:10.19404/j.

cnki.dffx.20220225.008. 

6. 海南矿业完成首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 

2022 年 4 月 4 日，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从

非洲矿山公司采购 10 万吨塞拉利昂铁矿石转销至国内大型国有钢铁集团的贸易

流程，贸易额约 5000 万元。这是海南矿业首笔新型离岸贸易业务，开拓了大宗

贸易业务新局面。 

【短评】 

根据《关于支持海南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外汇管理的通知》的定义，“新型离岸

国际贸易”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货物不实际进出我国一线关境、不

纳入我国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包括离岸转手买卖、委托境外加工、第三国采购货

物等。 

在海南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有三个重大意义，一是可以快速提升地区经济总量，

二是可以快速形成产业集聚，三是可以快速形成区域性贸易中心，吸引大量大型贸

易企业入驻海南自由贸易港，促进贸易商和企业总部加速集聚，提升海南自由贸易

港对全球生产资源的运营与控制能力，助力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区域性贸易

中心。[10] 

在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推动下，对海南离案贸易的三项支持政策先后落

地。 

2020 年 7 月，《关于打造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先导性项目的工作实施方案》出台，

明确了打造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的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及其

职责，以 2025 年底初步建成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区域性离岸贸易中心为目标，

分别确定了 2020 年底、2022 年底、2025 年底三个阶段的阶段性重点任务目标和

推进措施。 

2020 年 12 月，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协调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印发

《关于支持海南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外汇管理的通知》，从解决企业难点着手，

促进外汇结算便利化，鼓励在海南注册经营的银行依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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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贸易发展特点，优化金融服务，为在海南注册的诚信守法企业开展真实、合

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供跨境资金结算便利。 

2021 年 1 月，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商务厅、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

省分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海南省关于支持洋浦保税港区开展

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工作措施》，支持洋浦保税港区建设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先行示

范区。并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奖励力度，同时完善配套金融服务，积极

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11] 

[10]参见《海南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建言》，来源：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公

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7J525BpQDccDSxI8si7Fkg，最后访问日期：

2022 年 4 月 6 日。 

[11]参见《海南矿业完成首单新型离岸贸易业务》，来源：海南日报，网址：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zymygxwzxd/202204/2b038e2b297b4768ac63d2785

0c83bf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6 日。 

7. 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成功设立 

2022 年 3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南证监局）

发布消息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关于

“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按政府引导、市场化方式运作”要求，海南证

监局积极配合海南省政府有关部门推动基金设立相关工作。在证监会有关部门和

基金业协会大力支持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已正式设立，并完成在基金

业协会的登记备案，可开始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 

【短评】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管理规模 100 亿元，组织形式为公司制，管理人目

前暂由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在功能定位上，作为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母

基金，原则采用“母-子基金”投资方式运作，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子基金、“一

园区一基金”、项目共同投资和投贷联动等方式，不断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力

争形成 1000 亿元以上规模的母子基金群，支持海南省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发展和

重大项目建设。 

下一步，海南证监局将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监管，积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

资基金规范运作，支持基金在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做大主体数量、产业体量、

经济流量、民生质量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自贸港

建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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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成功设立》，来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南监管局，网址：http://www.csrc.gov.cn/hainan/c101037/c2031520/content.s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4 月 2 日。 

8. 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获批 

2022 年 3 月 18 日，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

心（以下简称海碳中心）筹建推进会。会议介绍，目前筹建团队正在开展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预计今年下半年开业运营。据悉，海碳中心拟注册在三亚。此次筹建推

进会透露，海碳中心将通过蓝碳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推动海南的蓝碳方法学成为国

际公认标准，并纳入国际海洋治理体系。 

【短评】 

碳排放权交易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环境容量测算制定出特定时期内的碳排放总量目

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解出不同区域与行业的碳排放配额，拥有碳排放配额

的主体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市场中交易配额。 

现货市场的交易标的即碳排放权配额，碳市场的构建要以确定碳排放权的权利属

性为前提，但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对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这一基础性问题却未做

明确界定。对于碳排放权的公私属性，学界和理论界存在争议。对此，笔者认为碳

排放权属于私权利，因为国家基于主体的正当性需求，在其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上创

设权能或让渡部分权能，并不否认该权能的私权属性，碳排放权与排污权的市场化

交易本身就说明了其私法属性和财产权特征。另外，碳排放权属于一种用益物权。

虽然《民法典》没有明确碳排放权的用益物权的属性，但是与取水权等权利一样，

碳排放权属于对国家环境资源所有权之上建立的定限物权。大气环境容量属于可

以制度化的“物”和国有资产。因此，碳排放权是基于其转让行为对国家环境容量资

源的占有、收益与使用。[13] 

碳排放权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碳排放权具有合法性。碳排放权的正当性基础论证

肇始于国际法领域的发展权与基本环境权。在国家对碳排放从法律上规制与调整

之前，碳排放权是一个民事主体所拥有的一项当然的毋庸置疑的人权。其次，碳排

放权具有独立的权能内容，即对大气环境容量的占有、收益与使用的权能。这种独

立性，表现在不依附于其他权利和主体，而是来源于国家通过法律的授权和规定。

其权能的完整性可从权利内容上表现出来。碳排放权一旦分配给权利主体，国家就

不得违法设定权利限制或加以征用，也不得任意扣减，这也属于独立性的内容。最

后，碳排放权具有财产属性和交易价值性。碳市场构建的逻辑后果就是使排放权主

体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其拥有的碳排放权而获利。该交易类似于股票交易，碳配额通

过账户登记进行增减。该配额作为无形资产列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植德大湾区 ·自贸港 |月报 2022 年 3 月刊   

22 

 

海碳中心有利于促进碳交易规则以及碳汇市场的有效形成，但是仍需注意的是，我

国碳市场的法治建设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基础性问题，特别是碳排放权的权利

属性问题。此外，我国的碳排放权相关文件层级较低，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体系亟

待建立。为进一步促进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增强国际话语权，我国还应尽

快明确碳排放权的属性，确立碳排放权保护原则，构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基础性

法律制度。[14] 

[13] 冷罗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0,10(02):20-25. 

[14] 倪受彬.碳排放权权利属性论——兼谈中国碳市场交易规则的完善[J].政治与

法律,202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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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司法案例评析 

1. 蔡某顺等诉晖鸿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合同效力认定 

案件详情点击：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惠州晖鸿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晖鸿公司）是香港旋晖公司（以下简称旋晖公

司）在内地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2017 年，晖鸿公司与内地居民蔡某顺签订《物

业转让协议》，约定晖鸿公司将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九潭镇政府工业开发区电

域路地块的所有物业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蔡某顺，晖鸿公司负责配合将物业过户

到蔡某顺或其指定的公司名下。协议签订后，蔡某顺成立惠州市汉亨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亨公司）用于受让《物业转让协议》项下的物业，并依约将定金及剩

余款项支付至双方设立的资金共管账户内。因晖鸿公司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蔡某

顺、汉亨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物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晖鸿公司继续履行

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评析】 

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晖鸿公司虽系外商独资企业，但《物业转让协议》属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

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晖鸿公司、旋晖公司关于《物业转让协议》未经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无效的主张不应支持，故判决《物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晖鸿公司应

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形成的投

资合同有效，判令违约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 

2. 潘某优与佛山三水某银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确认预告登记权利人抵押权 

案件详情点击：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6401  

2018 年 3 月，潘某优向佛山三水某银行借款，用于购买涉案房产，并以所购房产

提供抵押担保，办理了以佛山三水某银行为权利人的抵押预告登记。房产开发商为

潘某优的借款债务提供阶段性担保。后潘某优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时间向佛山三

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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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某银行分期偿还借款，佛山三水某银行遂诉至法院，主张贷款提前到期，请求判

令潘某优清偿贷款本金 49 万元及利息，确认佛山三水某银行对抵押房产享有优先

受偿权等。 

【评析】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潘某优未按合同约定按期偿还借款，构成违约，

佛山三水某银行除有权主张潘某优偿还欠款本息外，亦有权视该合同关于担保的

约定，依据《民法典》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行使担保权利。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规定，潘某优与佛山三水某银行约定的抵押房产已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且

不存在预告登记失效等情形，因此，佛山三水某银行依法对该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

偿权。2021 年 8 月 10 日，判决潘某优向佛山三水某银行偿还借款本金 49 万元及

利息，佛山三水某银行有权对抵押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预告登记权利人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

权的情形，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关于抵押权预告登记效力问题的长期争议，意义重大。

本案依法认定预告登记权利人对抵押财产享有抵押权，保障了贷款人抵押权的有

效实现，促进了房产按揭市场的秩序稳定与金融安全，为类案处理提供了裁判思路

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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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澳金融热点 

1. 香港上市公司的内部监控 

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于 2022 年 2 月发布了有关香港上市公司的内部监控

和风险管理框架的《执行简报》（“简报”）（注 1）。本文总结了简报中提述的（a）

董事的常见误解，（b）典型的执行案例以及（c）联交所对内部监控制度的期望。 

【香港律师|评析】 

澄清常见误解 

联交所发现部分上市公司董事对内部监控存在误解（如下所列）。这种错误持有的

信念可能是真实的，但联交所提供了有用的澄清。 

 常见误解 澄清 

1. 外聘核数师足以满足

上市发行人检视其内

部监控的职责。 

除非外聘核数师获明确聘请对上市发行人内部监

控进行正式检视，以满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附录 14 所载

的《企业管治守则》（“《企业管治守则》”）的相关

要求，否则董事不应仅凭核数师没有向他们提出任

何问题或警号，就认为已经履行了对内部监控进行

持续检视的责任。 

2. 上市发行人可以每年

只检视其部分监控措

施。 

虽然上市发行人可以对其内部监控的特定部分不

定时或轮流进行更深入的审查，但《企业管治守则》

要求其对所有重要的内部监控进行年度审查。即使

上市发行人聘请专业顾问进行审查，董事会仍须保

持监督，并确保审查充分。 

3. 只有审核委员会独自

对内部监控负责。 

虽然根据《企业管治守则》，审核委员会对内部监

控担当特定角色，但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仍要共同及

个别负责确保内部监控的适当和有效性。即使审核

委员会于内部监控中担当领导角色，董事仍应了

解、支持和监督审核委员会的工作、积极关注潜在

不足的地方，并协助实施任何必要的改进措施。 

4. 如果没有出现重大问

题及/或警号，上市发

行人可以采取被动态

度，并假定其内部监控

为稳妥的。 

上市发行人在检讨及监察其内部监控方面采取被

动态度是不够的。内部监控须被持续审视，以确保

其设计仍能配合实际需要，而且相关措施全面实施

并行之有效。 

5. 如果内部监控失误未 内部监控不足本身可独自构成违反职责，并导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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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任何损失，违规者

便不会遭到纪律处分。 

律行动及公开制裁。即使监控失误事件不招致损

失，亦不涉及其他违规或不当行为，联交所仍可以

单独就内部监控不足作出纪律行动和制裁。 

 

执行案例及趋势 

根据联交所公布于 2021 年下半年期间作出的制裁摘要，大多数执行案例涉及： 

 董事未能诚实及善意地以上市发行人的利益为前提行事 

 董事的利益冲突 

 董事在禁售期内买卖上市发行人的股份 

 上市发行人未有及时刊发财务业绩 

 上市发行人披露不准确、不完备兼有误导的数据 

 未有配合联交所调查 

这些均是内部监控不足和违反（有时是持续违反）《上市规则》所致的。根据简报

报告，联交所公布于 2021 年下半年期间作出的十四项纪律制裁中，有七项涉及内

部监控失误，另有八项涉及董事未有配合联交所进行调查。这表明内部监控及配合

调查都是联交所的主要执法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列的其中一项纪律制裁（注 2）中，一名上市发行人因未有对

其附属公司的运作和事务进行充分的内部监控和监督而受到制裁。由此可见，上市

发行人有责任建立一个全面而有效的内部监控和风险管理框架，而且其董事有责

任确保该等监控不仅对上市发行人的运作和事务适当和有效，亦适用于其附属公

司的运作和事务。 

联交所对上市发行人的内部监控制度的期望 

简报提醒上市发行人应建立一个全面且有效的内部监控和风险管理框架，而且其

董事共同及个别负责确保该等监控均是适当和有效的。 

在发现潜在违规事件时，联交所不仅会调查相关事件，还会调查上市发行人现有的

内部监控措施、其对待风险、内部监控、合规和企业管治方面的文化和一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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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董事是否已采取足够和积极的措施，以履行其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职责。如果存

在内部监控不足，无论是否发现其他违规或不当行为，联交所都可以对上市发行人

及/或其董事进行纪律制裁。 

联交所认为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上市发行人的“一刀切”内部监制方法，期望上市发

行人拨出足够的时间及资源，持续审查内部监控的有效性，并保留详细的文件证据，

以证明其已实施的内部监控及其检讨和改进工作。因此，联交所敦促上市发行人保

留“稽查踪迹”。 

联交所指出，《企业管治守则》包含有关内部监控的原则和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 原则 D.2：据此，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会应监督管理层对其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

系统的设计、实施及监察，而管理层应向董事会就该等系统的有效性提供确认； 

- 条文 D.2.1：据此，上市发行人的董事会应持续监督其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系

统、确保该等系统的有效性（包括所有重要的监控方面）最少每年获检讨一次，

并向股东汇报其已完成相关检讨；及 

- 条文 D.3.7(a)：据此，上市发行人的审核委员会应检视雇员可暗中就内部监控

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提出关注的安排。 

联交所鼓励上市发行人参考以下资料： 

- 联交所在其网站上刊发有关企业管治常规的资料（注 3），包括《董事会及董事

企业管治指引》（注 4）；及 

- 香港会计师公会刊发有关企业管治的资料，包括《内部监控与风险管理的基本

架构》（注 5）及《AATB1—向新申请人及保荐人提供有关财务汇报的内部监控

的协助选择方案／选项》（注 6）（“《AATB1》”）。联交所特别提到 AATB1 的

附录三，其列出在实体层面及流程层面的监控类别，并提供检讨内部监控的重

点范畴。 

如果董事不确定内部监控和风险管理框架是否健全和有效，应考虑咨询专业意见。 

注﹕ 

1. 有关该简报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

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

Newsletter/newsletter202202_c.pdf?la=zh-CN 

2. 有关该纪律制裁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Newsletter/newsletter202202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Newsletter/newsletter202202_c.pdf?la=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Enforcement-Newsletter/newsletter202202_c.pdf?la=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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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

announcements/2021/210707news?sc_lang=zh-cn 

3. 有关该等业管治常规的资料，请参阅：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

Practices?sc_lang=zh-HK 

4. 有关该指引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

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guide_board_dir_c.pdf?la=zh-HK 

5. 有关该基本架构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

Website/HKICPA/section4_cpd/Continuing-Professinoal-Development-

Programme-

(CPD)/Guide_Chi_August.pdf?la=en&hash=43A2EACB8157A9F72C325CCC909

134C2 

6. 有关 AATB1 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

and-regulation/SSD/03_Our-views/TB_-Cir/Auditing/131221/1aatb12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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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门金融管理局修订《人寿保险转保指引》 

于 2003 年 7 月 1 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第 010/2003-AMCM 号通告《人寿保险

转保指引》[1]生效，目的是制定人寿保险转保的程序、落实监管的要求、防止诱导

转保等，尤其防止存在错误解释或误导保单持有人将现有人寿保单更改，令其蒙受

潜在或实质的弊端。指引适用于所有获准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就每宗人寿保险转保，都必须遵守该指引。 

为保障保单持有人，确保保单持有人能清楚了解人寿保险转保所引致的（内在或外

在）后果，澳门金融管理局分别透过第 12/2001-AMCM 号通告[2]、第 009/2003-

AMCM 号通告[3]、第 020/2003-AMCM 号通告[4]等，设立“人寿保险客户保障声明

书”及进行多次修订，保单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将转保事宜，通知被转保的保险公

司，选择权完全由保单持有人自行决定。 

近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的第 005/2022-AMCM 号通告[5]，内容为修订《人寿保

险转保指引》，有关指引于 2022 年 4 月 1 日生效，并正式取代上述第 010/2003-

AMCM 号通告《人寿保险转保指引》及第 020/2003-AMCM 号通告“人寿保险客户

保障声明书”。 

【澳门律师 | 评析】 

第 005/2022-AMCM 号通告—《人寿保险转保指引》 

简述 

《人寿保险转保指引》规定，保险公司及保险中介人必须采取一套合适的销售程序，

以识别潜在的转保行为，当被识别为转保个案时，保险中介人有义务作出一切合理

的行动，去评估及分析转保情况是否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并确保客户在作出转保

决定之前可清楚了解有关转保所带来的影响及风险。 

为落实有关保障，保险中介人必须向客户详细解释转保对客户可构成的所有影响

和风险，在了解清楚后，客户于申请购买新人寿保单时必须填写及签署指引内所载

的《人寿保险客户转保声明书》。 

倘保险中介人无法按照规定向客户提供有关转保的评价及建议，或转保保险公司

无法按照规定审核保险中介人向客户提供有关转保的评价及建议，则保险中介人

不得建议客户以新人寿保单变更或取替现有人寿保单。如在此情况下，客户主动要

求以新人寿保单变更或取替现有人寿保单，保险中介人仍有责任向客户详细解释

《人寿保险客户转保声明书》的内容，并须在“保险中介人对转保的评价及建议”中

作出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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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险中介人姓名］不建议［客户姓名］以新人寿保单变更或取替现有人寿保

单，但［客户姓名］主动要求转保； 

b) ［保险中介人姓名］无法评价就现有人寿保单作出变更是否符合［客户姓名］

的最佳利益； 

c) 如［客户姓名］无法自行评估转保可构成的相关风险及不利后果，则不应以新

人寿保单变更或取替现有人寿保单；及 

d) ［保险中介人姓名］曾经建议［客户姓名］转保，有关行为已构成诱导转保，

请［客户姓名］直接向［保险公司名称］作出举报。 

在签署声明后，指引内亦有要求将声明书、所有相关的评价、建议及书面解释的正

本须提交予转保保险公司及相关的处理程序，且客户必须在声明书中表明是否同

意将该声明书的副本送交现有保险公司作为被转保的通知；如客户不同意将该声

明书副本送交到现有保险公司，则客户必须以书面方式详述有关原因。 

“诱导转保” 

针对“诱导转保”，即指保险中介人利用误导或不实的陈述、对保单作出不详实的比

较、或刻意隐瞒某些资料，诱使保单持有人作出转保的行为，指引内亦订定了相关

的监管、责任及处罚措施。 

首先，保险公司必须设立有效的内部管控措施，以识别潜在的诱导转保行为，而转

保保险公司有责任监管其保险中介人的销售行为。当发现诱导转保行为时，保险公

司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应调查事件，或要求转保保险公司进行调查，以确保

客户的权益获得保障。如客户怀疑被诱导转保，保单持有人可就有关个案作出投诉，

任何有关投诉一经接纳，澳门金融管理局便会展开调查程序。 

其次，指引内亦就“诱导转保”规定了责任和相应的补救措施，若现有保险公司及转

保保险公司均同意诱导转保可能属实，则有关保险公司必须尝试达成协议，并且有

责任确保客户的权益是先决考虑，又必须通知客户任何可能影响其权益的重要事

实或安排；有关保险公司必须在确认诱导转保后 30 天内尽快达成协议，并于随后 

15 天内各自向客户详尽解释有关安排以供考虑；倘该过程涉及个人资料转移的情

况，有关保险公司必须取得客户同意以符合相关法例的规定。现有保险公司应该因

应客户的意愿，拟定条件恢复客户被诱导转保的所有现有人寿保单，尽可能让客户

的权益状况回复旧观，如同不曾转保一样；然而，现有保险公司毋须负责因转保而

引致现有人寿保单失效或被退保期间的任何索偿，转保保险公司应按照新人寿保

单的条款负责有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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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不遵守《人寿保险转保指引》的规定，将构成行政违法行为，该等实体及

/或人士须受适用法律规定的处罚及承担倘有的法律责任。当一旦发现“诱导转保”，

转保保险公司必须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  

a) 向澳门金融管理局举报该保险中介人，当局将按照有关从事保险中介业务所适

用的规定开展违法行为程序；  

b) 暂时中止该保险中介人代表该保险公司进行销售；  

c) 索回涉及该（等）新人寿保单的佣金；及  

d) 书面通知客户：该保险中介人在销售过程中可能违反保险中介人的义务；有鉴

于此，客户可以要求终止新人寿保单，及恢复所有现有人寿保单 的效力；客户有

权要求全数取回新人寿保单已缴付的保费；客户必须自接获通知后 30 天内作出决

定；及有关保险中介人已被暂时中止销售活动，及再无权代表该保险公司。 

澳门金融管理局近年不断对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保险经纪的各指引进行更新和

新增监管的措施，对业界提供服务的素质、所应承担的责任要求提升，时刻保障保

单持有人的权益及让行业在良好、健康、专业的道路上发展。 

注： 

[1] 参见 https://bo.io.gov.mo/bo/ii/2003/15/avisosoficiais_cn.asp#amm4 

[2] 参见 https://bo.io.gov.mo/bo/ii/2001/39/avisosoficiais_cn.asp#amm1 

[3] 参见 https://bo.io.gov.mo/bo/ii/2003/15/avisosoficiais_cn.asp#amm3 

[4] 参见 https://bo.io.gov.mo/bo/ii/2003/31/avisosoficiais_cn.asp#amm2 

[5] 参见 https://bo.io.gov.mo/bo/ii/2022/11/avisosoficiais_cn.asp#amm 

注：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

见。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 

 

澳门律师简介 
 

林海彤 高级合伙人（澳门 STA-Lawyers 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融资、债券、银行、保险、合规 

电话：(853)2878 6298 邮箱：FatimaL@sta-lawy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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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植德金融法律实务与研究 

1. 植德荣誉｜植德荣获 2022 LEGALBAND 中国法律卓越大奖多项提名 

https://mp.weixin.qq.com/s/Cvn3YUjuz1YfjJJKWdjtUQ 

近日，知名法律评级机构 LEGALBAND 发布了“2022 年度中国法律卓越大奖提名

名单”，凭借卓越的专业实力和优质的客户口碑，植德荣获 4 项大奖提名：年度最

佳投资基金律师事务所、年度最佳资产证券化与衍生产品律师事务所、年度最佳成

长律师事务所、年度最具突破律师事务所。 

该提名名单由 LEGALBAND 大中华区调研团队历经数月，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获取

客户反馈、同行反馈及其他调研资料进行独立调研后最终确定，获奖结果将于本月

公布。 

2. 植德研究｜城市更新争议解决专栏 | 结束语&报告全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px3nmLHG1CRwCpZYM-I8XQ 

本系列文章以一个典型的城市更新业务形态作为案例引入，以争议主体的视角对

于城市更新实践中的争议解决重点法律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梳理。通过本系列

文章的梳理可以看到，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牵涉之利益主体多、项目周期长、不确定

性大、成本高，这就要求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的成功落地，不仅要求开发主体具有强

大的资金实力、项目管理能力，还要求具有充分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通过对城市

更新争议解决的研究和分析，能够为城市更新的业务实践提供一个事先风险防范

的思路，这也是本系列文章的重要价值与目的之一。 

本系列文章之编写历经近一年之久，期间编者团队就报告的编写思路、架构进行了

充分的讨论，亦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了大量的案例以分析诸多疑难法律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本系列文章之编者团队中，编写人员皆系在非诉讼及争议解决业务

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实务人员，部分编写人员亦深度参与过宝源置地系列案件等

典型的城市更新争议解决项目中，故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报告，本系列文章深度结合

了实务视角，回应了实务中最新的疑难问题，更能为城市更新业务实践提供一定的

智力支持。 

当然，限于本系列文章编者团队的能力以及城市更新争议解决这一研究领域的复

杂性，本系列文章中的相关分析难免有所缺漏，部分法律问题之分析亦仅属于一家

之言，望相关读者见谅，亦欢迎与本系列文章编者团队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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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本月报及相关刊物内容不代表本所正式法律意见，仅为研究、交流之用，并非

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非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同

意，相关内容不应被用于研究、交流之外的其他目的。 

如有任何建议、意见或具体问题，欢迎垂询。 

 
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 

 

“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以下简称“植德大湾区研究院”）是植德研究

院下属，依托植德律所深圳、珠海等办公室，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制定、行业发展、法律实务的跨学科法律研究机构，是植德大研究体

系中的桥头堡。法律研究院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海南、北部湾，放眼全国、拥

抱世界，为社会各界提供高价值的智慧与法律咨询产品与服务。 

植德大湾区研究院特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金融法律观察与实

务》系列刊物，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的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不动产及

基建、新兴产业等各大领域的实践情况，同时关注政策体制创新与改革情况，乃至

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为行政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同行等广大读者提供全面、及时

的金融法律信息。 

本系列将刊发月报，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提供专业化法律服

务，深入贯彻、落实及细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

总体方案》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精神；通过大湾区及自贸港相关商业，行政政策的研

究与观察，全方面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最新的政策，为客户及时传达金

融法律实时资讯及深度解读系列内容。 

如您有意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或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探讨或稿件投

递，欢迎与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联系。本系列刊物将根据各界人士的建议

不断修改完善，也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指导建议。 

我们的邮箱是：legalfinanceinGBA@meritsandtree.com，电话：0755-33250000，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2666 号中国华润大厦 9 层，敬请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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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编辑合伙人 

 
 

 

钟凯文 合伙人 

业务领域：银行与金融、投资基金、投融资并购及上述相

关领域衍生争议解决 

电话：0755-33257501 / 13808804253 

邮箱：kevin.zhong@meritsandtree.com 

 

邓伟方 合伙人 

业务领域：投资基金、金融资管及商事争议解决 

电话：0755-33257507 / 13823212239 

邮箱：weifang.deng@meritsandtree.com 

 

 

赵蕾 高级顾问 

业务领域：投资基金、投融资并购、跨境交易 

电话：0755-33257512 

邮箱：lei.zhao@meritsandtree.com 

 

本期执行主编：于家浩、孙琛 

采编：庞思敏 

  

mailto:weifang.deng@meritsandtree.com


植德大湾区 ·自贸港 |月报 2022 年 3 月刊   

35 

 

 

 

 

 

 

 

 

 

 

 

 

 

 

  

北京：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1 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 5 层、9 层 903-904 

上海：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33 号长宁来福士广场 T1 办公楼 18 层 1801 

深圳：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 2666 号中国华润大厦 9 层 905-906 

珠海：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情侣中路 39 号 3 栋 1702 室 

海口：国贸大道帝国大厦 B 座 5 楼 512 室 

 

 

www.meritsandtree.com 

前 行 之 路 植 德 守 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