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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1. 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 

 

【发布单位】商务部 

【发布日期】2011-08-25 

【实施日期】2011-09-01 

【内容提要】该规定是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

知》的具体细化。规定要求对属于安全审查范围的并购，申请人若未向商务部提

出安全审查申请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暂停办理，并在 5 个工作日内要求其进

行申请审查。同时，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认为需要审查的，

也可以提交情况说明，建议商务部进行审查。 

     此外，该规定还明确了申请审查所需提交的文件及审查的期限等问题。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1108/20110807713530.html 

 

 

2. 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 

 

【发布单位】商务部 

【发布日期】2011-08-29 

【实施日期】2011-09-05 

【内容提要】本暂行规定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明确由商务部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反垄断审查，

列举了审查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如相关市场的份额及市场控制力、市场集中

度、市场进入壁垒及消费者影响等，并对考察顺序及上述因素的例外加以说明。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gov.cn/zwgk/2011-09/02/content_1939083.htm 

 

 

3. 关于房屋、土地权属由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契税政策的通知 

 

【发布单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11-08-31 

【实施日期】2011-08-31 

【内容提要】由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于房屋所有权归属的重大改变引起了房产证的“加

名热”，不少地方税务部门开始对此行为征收契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本通知的及时出台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

土地权属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情况免征契税，消除了各地操

作的不统一现象及各界的疑虑。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gov.cn/zwgk/2011-09/01/content_1938178.htm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1108/20110807713530.html
http://www.gov.cn/zwgk/2011-09/02/content_1939083.htm
http://www.gov.cn/zwgk/2011-09/01/content_19381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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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办法 

 

【发布单位】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日期】2011-07-29 

【实施日期】2011-12-01 

【内容提要】该《办法》是全国首个食品安全地方法规，主要包括总则、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

食品安全标准、生产经营（一般规定、食品添加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

摊贩、餐饮具集中消毒）、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共六章七十二条。主要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浙江省实际，作了一些重要规定。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qdh.gov.cn/issue/root/sub/pfb_pfb/pfb_pfb_pfyd/20110808/e4e4e481

31a529c20131a730cb0e1d75/index.shtml 

 

 

5.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修改后《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通知 

 

【发布单位】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布日期】2011-08-17 

【内容提要】本《通知》是根据国务院修改后的《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强调了适用范围、

统筹层次、储备金制度、各级工伤职工工伤待遇处理办法、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

属待遇处理办法、因第三人侵权认定为工伤的待遇处理办法、伙食补助费和交通、

食宿费标准等九点内容。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zjhrss.gov.cn/art/2011/8/26/art_1161_2721.html 

 

 

6. 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指导意见 

 

【发布单位】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 

【发布日期】2011-08-02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e/201108/20110807705068.html 

 

 

7.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问题宣传口径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11-08-05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njds.nj.gov.cn/art/2011/8/17/art_11129_434257.html 

 

 

 

 

http://www.qdh.gov.cn/issue/root/sub/pfb_pfb/pfb_pfb_pfyd/20110808/e4e4e48131a529c20131a730cb0e1d75/index.shtml
http://www.qdh.gov.cn/issue/root/sub/pfb_pfb/pfb_pfb_pfyd/20110808/e4e4e48131a529c20131a730cb0e1d75/index.shtml
http://www.zjhrss.gov.cn/art/2011/8/26/art_1161_2721.html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e/201108/20110807705068.html
http://njds.nj.gov.cn/art/2011/8/17/art_11129_4342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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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同时一并销售附着于土地

或者不动产上的固定资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11-08-17 

【实施日期】2011-09-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165881

8.html 

 

 

9. 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 

 

【发布单位】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日期】2011-08-23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1/2011/201108240955464

12658601/20110824095546412658601_.html 

 

 

10.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联网应用中国电子口岸出口退税数据的通告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11-08-04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sd-n-tax.gov.cn/art/2011/9/7/art_44604_16182.html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发布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 

【截止日期】2011-09-30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11-08/30/content_1668503.htm 

 

 

12. 商标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发布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截止日期】2011-10-08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yijian.chinalaw.gov.cn/lismsPro/law_download/fulltext/1314932563334.do

c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165881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1658818.html
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1/2011/20110824095546412658601/20110824095546412658601_.html
http://www.pbc.gov.cn/publish/huobizhengceersi/3131/2011/20110824095546412658601/20110824095546412658601_.html
http://www.sd-n-tax.gov.cn/art/2011/9/7/art_44604_16182.html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11-08/30/content_1668503.htm
http://yijian.chinalaw.gov.cn/lismsPro/law_download/fulltext/1314932563334.doc
http://yijian.chinalaw.gov.cn/lismsPro/law_download/fulltext/131493256333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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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规范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发布单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截止日期】2011-09-12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gzhd.saic.gov.cn/gszj/zqyj/getdoc.jsp?id=2c908f6932051cc10132051e45

640001 

 

 

14.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发布浙江省 2011 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通知 

 

【发布单位】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发布日期】2011-08-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zjhrss.gov.cn/art/2011/8/4/art_1161_2641.html 

 

 

15. 关于印发浦东新区促进商贸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的通知（上海） 

 

【发布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发布日期】2011-08-29 

【实施日期】2011-08-29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pudong.gov.cn/website/html/shpd/pudong_code_188681/Info/Detail_

397645.htm 

 

 

二、毅石视点 

 

1. 在华就业的外籍员工加入中国社会保险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

险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已被审议通过，并自 2011 年 10 月 15 日起实施。 

该《暂行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依法招用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在华就业的外籍员工是否应当加入中国社会保险的问题已成定局，这势必给用人单位和外籍员工

本人带来较大的影响。 

但是该《暂行办法》仅仅只有十二条，主要规定了适用条件（依法获得《外国人就业证》、《外国

专家证》、《外国常驻记者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就业、居留证件的外国人）、适用范围（基本上

囊括了政府机关之外的所有企业）、社会保险登记时限、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处理方式等。对于现实

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诸多情况都没有涉及，比如： 

 

1) 外籍员工并未从中国境内的用人单位获得工资时，缴费基数应如何确定； 

http://gzhd.saic.gov.cn/gszj/zqyj/getdoc.jsp?id=2c908f6932051cc10132051e45640001
http://gzhd.saic.gov.cn/gszj/zqyj/getdoc.jsp?id=2c908f6932051cc10132051e45640001
http://www.zjhrss.gov.cn/art/2011/8/4/art_1161_2641.html
http://www.pudong.gov.cn/website/html/shpd/pudong_code_188681/Info/Detail_397645.htm
http://www.pudong.gov.cn/website/html/shpd/pudong_code_188681/Info/Detail_3976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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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籍员工同时兼任数个中国境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时，应如何参保； 

3) 如何一次性提取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 

4) 外籍员工由于语言障碍问题往往会选择面向外国人的私立医院就医，而私立医院一般都被排除在

医保定点机构之外，是否能够为外国人扩大医保定点机构的范围； 

5) 外籍员工在境外工作期间，因病在境外就医发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属于医疗保险的保险范围； 

6) 若外籍员工在境外履行职务期间发生工伤，应如何申请工伤认定； 

7) 外籍员工的配偶是否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由于国外普遍未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外籍员工享受生育津贴的次数是否会受到限制。 

 

因此，我们判断在《暂行办法》实施之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各地的人保局都会发布补充

规定或实施细则，以解决实务操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毅石律师事务所 邵伟艳） 

 

 

2. 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条件限制 

 

2000 年 7 月，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商

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了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对外投资

的权利。 

《暂行规定》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的审批双轨制：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

类、允许类产业，外商投资企业只需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对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限制

类产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工商登记之前需向商务部门申请审批。《暂行规定》还明确了再投资的条件，

第五条：外商投资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方可投资：1．注册资本已缴清；2．开始盈利；3．依法经

营，无违法经营记录。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其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自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五十；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 

2005 年，中国新《公司法》颁布，取消了企业对外投资不得超过自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

2006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单独颁布了《关于实施<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

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的通知》（工商外企字【2006】第 102 号）其中明确：“（三）关于外商投资的

公司境内投资资格，《执行意见》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公司法》明确公司登记机关不再审查相应的

投资资格证明。《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不再执行。”但是，商务部

门对这份工商总局颁布的通知并不认可。自 2006 年起，商务部门审批的限制类再投资与工商部门登

记的鼓励、允许类再投资，条件限制上产生了差异。 

2010 年起，商务部门虽然没有正式发文，但内部达成了意见，实际审批中已不再适用《暂行规定》

第六条“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其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自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投资后，接受被

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但仍然要求满足《暂行规定》第五条的三项条件，

即“1．注册资本已缴清；2．开始盈利；3．依法经营，无违法经营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资金的来源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8 年颁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

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

号）。根据该文件，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应当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使用，除另有规定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现实中，外商投资企业也不能以

投资为由办理资本金结汇，一般只能使用自有人民币进行投资。 

 

（毅石律师事务所 张舒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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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月饼税”说起 

 

众所周知，每逢中秋节，许多公司都会向员工发放月饼或者月饼券作为员工的福利。然而近日，

有媒体曝出月饼需要征收“月饼税”，此消息一出，立刻在公众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究竟征收“月饼税”

是否合法、合理、合情？  

 

1) 征收“月饼税”有法可依 

所谓“月饼税”，只是一种民间的说法，我国税种中并没有“月饼税”。从本质上讲其属于个人所

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税。根据 201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

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

的其他所得。” 

《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

利益。”由此看来，作为员工从公司得到的实物，对月饼征税有法律依据。 

其实早在 1994 年，依据当时的《个人所得税法》，月饼就开始计征个人所得税；而且财政部

在 2009 年颁布的《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 号）（以下简称“《通

知》”）中也提到了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应当纳入

工资总额管理。 

 

2) 征收“实物所得税”有一定合理性 

我国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是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为扣缴的，征收“月饼税”等实物所得税是

为了防止某些企业以实物的形式代替货币发放薪金，从而达到逃税漏税的目的。因此征收“月饼税”

有其合理性。 

 

3) 征收“实物所得税”方法上不合乎情 

这次征收“月饼税”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哗然，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受影响最大的是避税能力比

较差的普通工薪族，本来收入不高，月饼之类的还要征税，虽然不多，但增加了他们的税负压力

感。因此对于税务部门“一刀切”的征税方式还需人性化的改善，最理想的方式是对于一定数额以

下的实物所得免征个税。 

 

4) 公众对征收“实物所得税”的误区 

有些人认为，月饼属于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费，应该免征个税。对此，《实施条例》第十四

条明确规定，“税法第四条第四项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此外，根据 2009 年

《通知》的规定，企业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

饭贴等也都要纳入工资总额，不再算作是企业的福利，因此超过免征的部分需要缴税。 

综上所述，单位发放月饼，是拉近员工情感的一种管理方法，也是推动弘扬传统礼仪，其中

蕴含了民族文化，广大员工切莫因缴税而辜负了企业的心意。上海税务部门近日表示，对月饼征

收个税采取人性化操作，企事业单位不申报职工月饼收入，税务部门将不予深究，这种做法值得

各地税务部门借鉴。对于有一些大众在节假日共同享受的福利，只要不是借用这个名义转移收入

的，没有必要来对它强行征税。此举可谓真正做到了“还富于民，让民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毅石律师事务所 韩非） 

 

http://car.auto.ifeng.com/brand/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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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合同中“不竞争”条款的使用 

 

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国投资者纷纷来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希望借着中国不断飞速

发展的脚步占领中国市场。然而全球化的浪潮也使得国内企业，特别是不少供货商有了走出国门的机

会，直接与外商本国企业开展交易，改变了原先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这一境况让不少外商头疼不已，

颇有一种后院起火的感觉。那么，能否在双方的交易合同中增加类似于“不竞争”的条款，约定国内供

货商不得直接与外商本国的企业进行交易呢？ 

 事实上，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学术界仍有许多讨论。从形式上来看，该条款类似于纵向垄断，极

有可能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第 17 条，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

者进行交易的规定。然而，无论是《反垄断法》还是国家工商总局去年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

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都将该行为的实施主体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根据规

定，所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的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

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如商品品质、付款条件、交付方式、售后服务等），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

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换言之，那些在相关市场中不具有上述情形的经营者可以将此

类限制性条款加入双方的交易合同之中。更何况双方仅约定不得向外商本国企业供货，既没有限制其

与国内或其他国家企业进行交易，也没有强制仅与本企业交易，不符合限制竞争的构成要件。在不违

反国家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交易双方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合理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理应得到法律的承

认和保护。 

 但是，对于那些在相关市场具有或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而言，订立这样的条款则可

能受到国家发改委或工商总局的“特别照顾”，根据《反垄断法》第 47 条的规定，违反规定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的经营者除了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外，还须被克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

之十以下的罚款。因此，类似企业如需要增加此类条款，应当谨慎对待，通过改变条文表述等来模糊

处理。 

 

（毅石律师事务所 陈侃） 

 

 

5. 外商注册资本结汇限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市场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的关注，成为了一块兵家必

争之地。当无数的外国投资者选择来华进行投资时，伴随而来的是巨大注册资本的涌入，若不对其加

以限制，将会对整个经济体系管理造成冲击，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外商投资注册资本金结汇

管理已经成为了我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现行的对于外商注册资本结汇限制的具体法

律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

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对于注册资本金结汇的限制主要有： 

 

1) 对于结汇申请上的限制。根据《通知》的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向银行申请资本金结汇，事先

应当经会计事务所办理资本金验资。会计事务所应当在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办理验资

询证后，为企业出具验资报告。银行不得为未完成验资手续的资本金办理结汇。同时，银行为外

商投资企业办理资本金结汇的累积金额不得超过该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的累积验资金额。由此可

见，要结汇必须先验资，验资程序是结汇的前置程序，具有强制性，这不仅方便了日后对于结汇

业务的监督审查，也是国家防止企业通过伪造、修改等非法手段骗取汇款的有效措施。 

 

2) 对于结汇用途上的限制。根据《通知》的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

应当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验范围内使用，除另有规定外，外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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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除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以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购买非自

用境内房地产。外商投资企业以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证券投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另外，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其资本金的境内

划转应当经外汇局核准后才可办理。对于资本金结汇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的用途，我国采取严格的

限制措施，必须在批准的范围内使用，之所以设置种种限制，其主要目的之一还是为了保护我国

企业的利益，众所周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财力雄厚，如果对其投资范围不进行限制，会大

大压缩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打破整个经济体系的平衡，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3) 对于结汇金额的限制。根据现行的有关规定，对于资本金结汇的金额并没有具体限制，只要外商

投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结汇时备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如人民币资金用途证明文件、验资报告、支

付命令函等即可办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等值 5 万美元（含）以下企业备用金结汇的，可以免

交部分文件材料，其资本金账户利息可凭银行出具的利息清单直接办理结汇。 

 

（毅石律师事务所 卫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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