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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辉是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代理应诉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是他
的强项。作为中国最早从事专业国际贸
易和反倾销法律服务的律师之一，傅东辉
曾参与建立了中国反倾销制度。

2016 年 2 月 10 日，欧盟在官方公报
中发布终裁，决定终止对杭州宝晶生物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酒石酸发起的反倾
销调查。这意味着杭州宝晶公司历经三
次被反倾销后，依然维持了零税率。

“ 在 杭 州 宝 晶 的 案 例 中 ，我 们 从
WTO 法律上挑战了欧盟违规立案，挑战
欧盟对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合法性，挑战
替代国企业法律资格的缺陷性。”杭州宝
晶的代理律师傅东辉坦言，中国的涉外法
律服务人才比较匮乏，很多“本土律师”往
往因不熟悉国际规则抱憾职场。

傅东辉的这一忧虑有望得到进一步
缓解。日前，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
务院法制办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
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
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

革的意见》之后，专门针对发展涉外法律
服务业所作的全面部署。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
《意见》着眼于适应构建对外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要求，以及服务我国外交工作大局
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新时期推动我
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改革是发展的动
力。《意见》围绕影响和制约我国涉外法律
服务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前瞻
性、战略性、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涉外法律服
务业的措施。”王俊峰指出，这些措施包括
健全完善扶持保障政策、进一步建设涉外
法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队
伍、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提高涉外法律
服务质量、稳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等。

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的成长离不开优
秀涉外律师团队的陪伴。“其实，对于企业来
说，反倾销是挑战，也是机会。”傅东辉说，比
如杭州宝晶从反倾销的风雨中一路走来，在
锦天城律师团队的帮助下三战三捷，由小变
大，越战越强，最后成长为行业翘楚。

作为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首期班学员，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陈发云连续三年主编由全国律协资助出
版的系列丛书《涉外律师在行动》，引领中
国律师国际化的步伐。

“《意见》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举措，来支
持中国涉外律师‘走出去’，为中国经济保
驾护航。”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主
任贾红卫深有感触地说，以前的中国涉外
律师，大都采取“单打独斗”方式，不同程度
地参与涉外法律服务业务或国际性交流活
动，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政府“撑腰”。

此次《意见》明确，国家或地方政府将
采取扶持保障政策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业
的发展，加大政府采购涉外法律服务的力
度，落实税收支持政策。这些都是涉外法
律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意见》还
从微观层面，如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会展
沟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输送渠道等方
面提供了指导性政策。

“涉外法律服务业在我国适应经济全
球化进程、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应对维

护国家安全稳定新挑战起着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龚柏华认为，涉外法
律服务业将从传统的在境内提供具有涉
外因素的法律服务为主的模式，转化到延
伸至境外提供法律服务的新模式。

《意见》的出台，预示着涉外法律服务
发展又一个新机遇的到来。龚柏华分析
指出，这些具有新机遇的领域包括：为“一
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法律服
务；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
服务；为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
务；为打击跨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
法律服务，等等。

2012年，司法部、全国律协制定了涉
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培养精通
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具有全球视
野、具有丰富执业经验和跨语言、跨文化
运用能力的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的复
合型、高素质律师领军人才，更好地服务
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前，全
国已有 500 多名律师进入全国律协涉外
律师领军人才库。 文/于中谷

涉 外 法 律 服 务 业 再 迎 新 机 遇

最高检日前发布了《关于充分履行检
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这份有 22 条内容的《意
见》，从实体到形式，从刑事到民事，勾勒
了产权保护在检察环节的尺度和红线。
根据《意见》，凡是违反法律政策侵犯产
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定、判决、裁定，
检察机关都要依法监督纠正，敢于亮剑。

“针对批捕、起诉、职务犯罪侦查预
防、刑事诉讼监督、民事行政检察、控告申
诉检察等各项检察职能，《意见》都提出了
加强产权保护的具体要求和工作措施，推
动形成检察环节的多元化产权保护格
局。”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说。

严把罪与非罪标准

在湖北省麻城市，以凌某等人为首的
恶势力团伙长期欺行霸市。他们采用暴
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垄断当地石材废料运
输业务，强迫交易。

对于此涉嫌犯罪案件，湖北省麻城市
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
证，依法及时批准逮捕凌某等6名犯罪嫌
疑人，有力打击了不法分子嚣张气焰，净
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严惩黑恶势力
犯罪，对非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人身财产安全司法保护力度进一步加
大。同时，检察机关还突出打击侵害产权
的涉众型经济犯罪。

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
份，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案件20901件41701人，金融诈骗案件
37545 件 43613 人，其中涉众型犯罪集资
诈骗案件2530件3835人，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件12660件28455人。

“检察机关要以发展眼光来客观看待
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一些不规范问题。”万春指出，检察
机关在办案中要严格坚持“四个原则”，
即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
轻、疑罪从无原则，对于确属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
案，坚决予以纠正。

严格把握产权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
标准，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客观
归罪，这是检察机关加强产权司法保护重
点内容。最高检要求，对民营企业生产、
经营、融资等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规
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对于正
在办理的涉产权刑事案件,如果法律和司
法解释规定不明确、法律界限不明、罪与
非罪界限不清,将不作为犯罪处理。

新发布的《意见》指出，检察机关要加
强审查批捕、起诉,确保依法、准确、及时、
有效打击侵犯产权犯罪。例如，依法惩治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各类产权主体财
产权的犯罪,突出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集资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以商业贿赂、金融诈骗、虚假诉
讼、强迫交易等不法手段破坏公平市场营
商环境的犯罪,以及通过内幕交易、利用
未公开信息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等手
段,严重损害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权益的犯罪。

最高检要求，今后，对利用公权力严
重侵害私有产权,勾结黑恶势力在特定经

济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受害者人数众多,
引发群体性事件等严重侵犯产权的犯罪
案件,检察机关将实行挂牌督办,第一时
间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固定
证据,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

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湖南澧县政府在出租车行业改革中
发现，部分出租车存在私下转让经营权
的现象。改革难免触及各方利益。有的
出租车车主就到县委县政府等地打标
语、静坐。

澧县公安局介入后，以非法经营罪
对澧县市政宏运出租汽车中心等三家出
租车公司立案侦查，并将几个出租车车
主分别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立案侦查。部分车主不服
公安机关立案决定，将情况反映至澧县
检察院。澧县检察院经审查并向上级检
察院汇报后，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
立案理由通知书。此后，公安机关最终
做出撤销案件处理。

澧县检察院依法全面履行侦查监督
职能，监督撤销了一批不应当立案而立
案的案件，有力保障了涉事出租车公司
和车主的合法权益。

“从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涉嫌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的
情况看，近三年来此类案件呈现出逐年下
降的趋势。”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副厅长韩
晓峰指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特别是
侦查监督部门，一直将公安机关违法动用
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件作为刑事
立案监督的重点，坚持做到发现一起，调
查核实一起；核实一起，纠正一起。

最高检 《意见》 明确，加强对刑事
立案活动的监督,重点监督侦查机关以刑
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选择性执法等妨
害产权平等保护的问题，加大对该立不
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
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

2014年1月至2016年11月份，检察

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涉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
9238 件，经监督公安机关已立案 6361
件；受理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涉
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5950
件，经监督公安机关已撤案5368件。

根据《意见》，通过建立涉产权犯罪案
件审查逮捕质量分析评查制度,检察机关
将对逮捕后撤案、不起诉、判无罪和公安
机关提请复议复核、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案
件实时监控、及时分析。在严格依法把握
起诉条件方面，检察机关将从经济安全、
公共利益、市场秩序等方面准确认定社会
危害性,综合考虑政策调整、经营不善、市
场风险等市场主体意志以外的因素,对符
合不起诉条件的,依法适用不起诉。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
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 明确要
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
设，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
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
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
订的各类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
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

对此，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
郑新俭表示，各级检察机关高度关注此
类现象，畅通申请监督、控告举报等救
济渠道，对于因政府毁约而形成的民事
案件，通过履行检察监督职责，监督和
支持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审判。

在武汉晶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专利
权纠纷申请执行监督案中，最高法院判
决认定日本富士化水工业株式会社、华
阳电业有限公司共同侵犯晶源公司发明
专利火电脱硫技术，连带赔偿人民币
5016.24 万元，并按使用年限支付专利
使用费，如支付迟延应按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生效
后，富士化水、华阳公司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晶源公司向法院申
请执行。案件执行了三年多仍未收到执
行款，晶源公司又向检察机关申请执行
监督。最后，检察机关督促法院依法执
行，晶源公司才顺利收到执行款。

最高检此次发布 《意见》 提出，依
法保障各类产权主体申请监督权,畅通诉
求表达渠道,依法受理历史形成产权案件
的申诉,做到有错必纠。打造“信、访、
网、电”四位一体的诉求表达体系,为产
权人寻求法律咨询、权利救济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的服务。凡是违反法律政策侵
犯产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决定、判
决、裁定,要依法监督纠正。

“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严
禁使用当事人的交通通讯工具、办公设
备,或者以办案为名到发案单位吃、拿、
卡、要、报，严禁干预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这三个‘严禁’的提出，目的都是
在于最大程度减少对产权主体合法权益
和正常经济活动的损害及影响。”万春说，
检察机关还要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
慎重使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
捕等强制性措施。

江苏镇江市京口区科技局原副局长
贡某、句容市原副市长陈某大肆索贿受
贿，在当地“小有名气”。二人利用分管科
技企业、民营企业之便，搞权钱交易毫不
含糊。企业如果不送钱就拿不到项目、办
不了事。检察机关通过及时查办这两起
案件，有力肃清了不良影响，促进了“亲”

“清”政商关系形成。
2016 年初，最高检出台了保障和促

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 18 条意见，以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办理非公经济案件。对
此，最高检反贪总局四局局长宋寒松介
绍，目前，各地检察机关与工商联、商会、
企业单位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机制，
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办事流程公开、异常行
为识别、廉政风险告诫等预防监督机制，
提高非公企业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增强
企业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形成保护非公经济发展合力。

最高检要求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全方位织密产权司法保护网
本报记者 李万祥

2016 年 5 月份，厦门
海关根据新西兰警方提供的
一条走私麻黄碱线索，开展
了为期半年的境内收网、追
逃，跨境执法协作，成功侦
办一起200公斤走私麻黄碱
案。该案是我国与新西兰打
击走私毒品犯罪执法合作侦
办的最大一起毒品走私案
件，被公安部列为部级目标
督办案件，被海关总署缉私
局列为一级挂牌督办案件。

2016年5月13日，厦门
海关接厦门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线索转自福建省公安厅禁
毒总队通报，反映新西兰警
方于 5 月 12 日晚在新西兰
奥克兰港采取控制下交付措
施，抓获接货人 3 人，同时查
获利用牛皮纸纸袋作为掩护
夹 藏 的 麻 黄 碱 199.54 公
斤。接报后，该关立即对线
索展开调查，于 5 月 16 日立
案侦办，并成立“5·13”走私
麻黄碱案专案组，抽调精干
警力开展侦办工作。

在公安部禁毒局和海关
总署缉私局的指挥下，在福
建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指导
下，厦门海关通过国际执法
合作渠道与新西兰警方开展
缉毒信息互换协作，获得新
西兰警方提供的一份涉案货
物海运提单。该关通过运用
大数据和侦查谋略，经过 2
个月抽丝剥茧式的侦查工
作，挖出隐藏在案件幕后的
林某、王某、何某等走私犯
罪嫌疑人。

7月12日凌晨，厦门海
关在福建福州、江西上饶、
广西南宁等 3 地统一开展收
网行动，一举将“5·13”案件主犯林某、王某、何某
等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收网行动后，侦查人员又立即
投入到对该案另一重要犯罪嫌疑人翁某的追逃工作中。

8 月 24 日，侦查人员在江西上饶公安部门的协助
下，调取了当日翁某在银行ATM机取款前后一段时间
各个路口监控录像，并锁定了翁某的行踪。

8月28日，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蹲守，侦查人员通
过监控镜头发现了翁某，立即通知在现场蹲守的民警实
施抓捕。抓捕行动仅用5分30秒，翁某就束手就擒了。

经查，3 月 9 日，犯罪嫌疑人林某在福建福清组织
货源，与王某、翁某等嫌疑人合谋，指使专门从广西赶
到福建押货的何某等嫌疑人，将一票申报品名为“牛皮
纸袋”、实际夹藏有200公斤麻黄碱的80箱牛皮纸袋货
物，通过集装箱货柜“拼柜”方式报关出口运抵新西兰
奥克兰港。

应新西兰海关和警署的邀请，厦门海关缉私局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9 日赴新西兰奥克兰开展

“5·13”走私麻黄碱专案境外取证工作，并与新西兰海
关和新西兰警署相关部门开展打击毒品走私国际执法协
作交流。

双方表示，今后将在 MOA 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新西兰政府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合作安排） 与中国、新
西兰和澳大利亚“三国四地五方”缉毒合作机制下，深
入开展情报信息共享交流和个案协作、特别是控制下交
付等打击跨境毒品走私国际执法合作，并就新西兰方面
后续进一步向该局提供查获麻黄碱实物样品及相关电子
证据达成一致意见。

中新执法协作跨越南北半球
厦门海关成功捣毁一走私麻黄碱团伙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通讯员

鲍

珏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法日前发布了《关
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明确，正确处理在自贸试验区较为常见
的“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对多个公司使用同一地
址作为住所地登记的，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注意是否存在
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等情况，依法维护债权人利益。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现已进入关键阶段。最高人民
法院民四庭庭长张勇健介绍，制度创新是自由贸易试验
区改革措施的关键特征。此次新发布的《意见》旨在调
整裁判尺度，最大限度地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维护交易安全。

《意见》共12条，主要内容涉及正确行使刑事、民
事、行政等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支持自贸试验区企业的
创新、鼓励探索新的经营模式，探索审判程序的改革与
创新等。其中，《意见》 提出，依法惩治涉自贸试验区
的走私、非法集资、逃汇、洗钱等犯罪行为。同时注意
区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以及非
法经营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

自贸试验区进出口货物商标保护问题是目前实践中
反映较多的焦点问题。对此，《意见》提出，加强对自贸试
验区内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例如，准确区分正常的贴
牌加工行为与加工方擅自加工、超范围超数量加工及销
售产品的行为。妥善处理商标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合
理平衡消费者权益、商标权人利益和国家贸易政策。

《意见》 要求加强海事审判，规范航运市场建设，
同时鼓励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业的创新发展。此外，
根据 《意见》，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种类、性质等实际情况设立专门的
法庭或合议庭，审理涉自贸试验区的案件。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来 洁 梁剑箫

最高法发布《意见》要求

正确处理“民宅商用”“一址多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