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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元道通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

功上市  

Grandway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for the successful listing of 

Wintao Communications on the GEM of SSE  

2022 年 7 月 8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元道通信”）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元道通信本次发行股票

3,0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38.46 元/股，股票代码 301139。 

元道通信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全国性、综合型的通信技术服务提供商，致力

于为通信网络运营商和设备供应商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公司主要面向中国移动、中

国电信、中国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和通信基础设施运营商中国铁塔，以及国内知名通信

设备制造商提供包括通信网络维护与优化、通信网络建设在内的通信技术服务。目

前，公司服务区域已覆盖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

先地位。公司依靠先进的技术实力、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专业

周到的服务，获得客户与合作伙伴的高度赞誉。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作为元道通信创业板 IPO 项目发行人律师，全程提供了专

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由郭昕律师团队承办，签字律师为郭昕律师、杨惠然律师，

项目组成员还包括白雅茹律师助理等。 

感谢元道通信对国枫的信任和支持，同时感谢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国枫工作的通力配合，也感谢为

本项目辛勤付出的每一位国枫同事。祝贺元道通信在创业板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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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芳源股份可转债项目获证监会审核通

过 

Fang yuan Co.,Ltd convertible bond project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 legal serviecs for has passed the review of CSRC 

2022 年 7 月 8 日，由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芳源股份，股票代码：688148）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以下称“本次发行项目”）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57 次

会议审核通过。 

芳源股份是国内领先的锂电池 NCA 正极材料前驱体生产商，以有色金属资源综

合利用为基础，以现代分离技术和功能材料制备技术为核心，主要产品包括

NCA/NCM 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球形氢氧化镍及硫酸钴。公司客户包括松下、贝特

瑞、巴斯夫杉杉、当升科技等知名企业，最终产品应用于特斯拉高端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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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源股份本次发行项目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4,2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投入

“年产 5 万吨高端三元锂电前驱体（NCA、NCM）和 1 万吨电池氢氧化锂项目”。 

国枫为芳源股份本次发行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次发行项目由合

伙人周涛律师负责，项目签字律师为付雄师律师、吴任桓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袁

月云律师。 

感谢芳源股份长期以来对国枫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支持与协作，祝贺芳源股份本次发行项目顺

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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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业绩|国枫助力新奥股份重组项目获中国证监会重组委审核通过 

Grandway Law Offices assisted ENN Group restrucuring project to 

pass the review of CSRC 

2022 年 7 月 13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简称：新奥股份，股票代码：600803）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 2022 年第 11 次会议审核通过。 

新奥股份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舟山”）90%股权，交易对价合计 85.5 亿元。本次重组完成

后，新奥股份将间接持有新奥舟山 90%股权。 

新奥舟山建设、管理和运营的舟山接收站是首个国家能源局核准的由民营企业

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大型 LNG 接收站，集 LNG 接卸储存、气液外输、分拨转运、

船舶加注、应急调峰等多业务、多功能于一体，也是国内第一个可为国际航运船舶加

注 LNG 清洁燃料的项目。 

本次重组后，新奥舟山将超越传统基础设施的定位，成为新奥股份打造天然气产

业智能生态的重要支点，新奥股份一体化运营效率将显著提高，全场景运营价值将被

进一步释放。新奥舟山的置入将助力新奥股份完善清洁能源生态布局，稳定国家清洁

能源供应及“双碳”目标达成，推动新奥股份实现跨领域产业协同、盈利质量优化，全

面释放公司全场景产业布局的内在价值。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担任新奥股份本次重组的法律顾问，为新奥股份本次重组

提供了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本项目由合伙人马哲律师负责，签字律师为张莹律师、

梁静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括张紫薇等律师助理。 

感谢新奥股份对国枫长期以来的信任，感谢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

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国枫工作的通力配合，也感谢为本项目辛勤付

出的每一位国枫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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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Handling cases of Personal 

Security Protection Orders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2 年 6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过，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为正确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照反家庭暴

力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第二条  当事人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

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等，根据当事人意愿，依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般包

括共同生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

调查收集，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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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办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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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调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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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

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 

前款所称“相关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 

（四）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等； 

（五）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 

（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

电子邮件等； 

（七）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

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

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

人证言； 

（十）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

件等简便方式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 

第八条  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影响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九条  离婚等案件中，当事人仅以人民法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

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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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该事实。 

第十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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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

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

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

动。 

第十一条  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或者调解和好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实施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情

况、新理由”。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证监会启动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支持私募

基金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CSRC launched a pilot project for private equity venture capital 

funds to allocate shares to investors in kind 

 

为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非现金分配机

制,拓宽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退出渠道,促进投资-退出-再投资良性循环,近日,证监会启

动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工作。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是指私募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约定,

将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向

投资者（份额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一种安排。从境外市场看,私募基金在被投企业上

市后向投资者实物分配股票是较为常见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有利于兼顾投资者差

异化需求,进一步优化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退出环境,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更好地发

挥其对实体经济和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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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证监会将结合试点工作实践情况及时总结评估,继续推进完善私募股权

创投基金退出机制,引导并促进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范发展,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

度。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s《The State Council's 

2022 legislative Work Plan》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22〕

24 号）。《通知》指出，国务院 2022 年度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以高质

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做好新

时代立法工作。二要科学合理安排立法项目，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三要健全完善立法工作机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四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立法工作任务。 

《通知》明确了 2022 年的立法项目及负责起草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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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艺人视角下商业代言的广告法合规重点及热点分析 

 Analysis on key points and hotspots of commercial endorsement 

compliance in advertising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sts 
作者：武荣 

近期，艺人代言负面事件频出，本文将从艺人角度出发谨对相关重点及热点问题

略作分析，以期能够使艺人、经纪公司及团队工作人员提高代言合法合规意识，并在

日常业务的开展中防范和规避相关的代言法律风险。 

一、何为“代言人”？ 

从艺人视角出发对商业广告行为做合规审查，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何为“代言人”。

笔者在实务工作中经常遇到艺人团队工作人员惯常所理解的代言人与广告法意义上

的代言人不同的情况。需要特别认识到，广告法意义上“代言人”的内涵与外延与一

般社会公众或者说艺人团队的工作人员所理解的“代言人”存在很大差别，其范围要

大很多。 

产生此种认知上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艺人的商务合作中，品牌会给艺人不同的

头衔，常见的有“品牌/产品代言人”“品牌/产品大使”“品牌/产品挚友”“品牌/产

品体验官”等等种类、名称繁多的署名称谓及其“变种”，并且其中会存在“等级”、

“地位”差异，因此深耕在娱乐圈一线的工作人员当然地对“代言人”含义的理解会

相对狭义很多，认为只有署名为“代言人”或对外授权艺人肖像等人身性元素的中长

期商务合作中艺人才是代言人。而艺人的短期的或单次的商务营销推广合作，诸如在

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等平台为品牌方做的商务营销推广、直播带货等，艺人及其工

作人员会认为其并非代言行为，艺人也非代言人。 

然而《广告法》对广告代言人的定义为：是指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

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1] 

即实际上，从《广告法》对代言人的定义来讲，不论其名称为何、称谓如何变化，

艺人都会被认为是广告法意义上的代言人。因此不论是商业代言、商务合作还是直播

带货、综艺等的植入，只要艺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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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都会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相关广告代言行为也都需要按照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进

行审核。 

这一点也可以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发布的《商业广告

代言活动合规指引》得到印证。《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对《广告法》所指的

“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做出了细化规定，如： 

“对于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主体，如：知名文艺工作者、知名体育工作者、专家学

者、“网红”等明星艺人、社会名人等，因其具有高度身份可识别性，虽然广告中未

标明身份，但公众通过其形象即可辨明其身份的，属于以自己的形象，利用了自己的

独立人格进行广告代言，即使是以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其他身份，如“××体验官”等

进行推荐证明，也不能改变广告代言人的身份特征； 

网络直播活动中，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参与网络直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

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履行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含有商业植入广告的综艺节目中，参与的明星艺人、社会名人等，以自己的名义

为植入的商品、服务进行了推荐、证明（如通过创意中插、情节设计等广告形式），

符合广告代言人的定义，应当履行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2] 

《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未对影视剧中的商业植入广告是否系代言行为

及参与的艺人是否为代言人作出细化规定，但是根据《广告法》《商业广告代言活动

合规指引》等对代言人的定义以及立法本意可以判断，影视剧的创意中插应被认定为

商业广告行为所参与的演员被认定为代言人。在影视剧中的通过情节设计对商品或

服务的商务植入行为，也应当被认定为广告行为，但所参与的演员是否一定被认定为

代言人，一是要通过具体的植入内容是否具有推介证明意图进行判断，二是还有待行

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给出较为明晰的判断标准。 

 

二、直播等新媒体营销业态中代言人及代言行为的认定 

随着网络和社会的发展，直播行业火爆，诸多艺人纷纷入局，甚至有艺人放弃本

职工作专心搞起短视频带货和直播带货，收益也十分可观。如前文所述在直播内容构

成商业广告的前提下，网络直播带货等活动，将被视为广告代言行为，但是主播是否

为广告代言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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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主播为例，就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及行业自治规定而言，

认定主播是否为广告代言人应当具体衡量判断如下： 

广告主及其工作人员对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推荐、证明，一般不认为

是广告代言人。若该网络主播系所推介品牌是实控人或工作人员，在品牌直播间从事

带货活动，应被认定为广告主和广告发布者，该主播不宜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如果艺人在品牌直播间参与品牌方直播活动，或在自己的直播间推介商品或服

务，则意味着对该品牌商品及服务的认同，存在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服务做

了推荐证明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同时，已建立广告代言关系的广告代言

人接受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委托，通过自设网站或者拥有合法使用权的互联网媒介

（包括各类自媒体、社交媒体）发布广告，同时构成该互联网广告的广告发布者。 

但如果艺人参与到其他直播主体账号的直播推荐活动中只是助阵“人气”，并且

没有在主观上有推荐、证明、劝诱等意图的表达，虽然表明了自己的名义和形象，也

不宜认为其参与直播活动的行为是代言行为。 

因此，艺人在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严格遵

守《广告法》的各项规定，履行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并遵循《网络直播营销管

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 

 

三、对品牌方及其产品、服务的事先评估及事后跟踪处置[3] 

艺人及其经纪公司要充分了解品牌方的信用状况，防范涉及严重失信企业的代

言活动风险。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如：食品、化妆品、

美容服务、金融保险、证券期货、债券基金、投资理财、招商加盟等）的广告代言，

应进行风险评估、谨慎代言。 

在开展广告代言活动前，对代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类和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广

告代言人及其经纪公司要充分了解并确认广告主已经取得合法的经营资格，代言的

商品或者服务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

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发布广告或者禁止广告代言的商品或者服务。 

代言商业广告期间，艺人应对所代言企业及代言商品或服务予以跟踪关注，如代

言企业出现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代言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问题时，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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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评估后，视情形采取解除代言合同、发表个人声明等补救措施。 

【示范性条款】品牌方应提供本协议项下品牌、代言产品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资质证书/文件、知识产权许可证等产品证明文件，作为本协议附件。【特殊行业有

特殊监管要求的应当一并提供并按需添加】 

【示范性条款】在合作期限内，品牌方保证艺人所合作的产品和/或服务的质量

及安全性符合合作区域的法律、法规、判例及相关规定。若品牌方出现产品质量或者

安全问题，应及时通知艺人方，如品牌方品牌和产品之瑕疵、标示不实或缺漏，或未

达品牌方所声称之产品质量，致他人权利受损而被提起诉讼或其他权利主张，或遭致

主管机关之处分的，概与艺人无关，品牌方负责厘清及承担一切民事、行政、刑事责

任，消除因此对艺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并赔偿艺人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

失、间接损失、预期可得利益、支付的公关费、律师费、公证费、诉讼费、仲裁费、

差旅费、工作机会流失等）。 

 

四、广告内容等宣传推广物料的事前审查及事后跟踪处置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演员景甜违法广告代言行为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广州无限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选用景甜为其生产经营的“果蔬类”食品作广告

代言，相关“果蔬类”食品为普通食品，该公司无有效证据证实其具有“阻止油脂和

糖分吸收”功效。景甜在应知法律法规规定普通食品依法不得进行治疗、保健等功效

宣传，且未经有效途径对代言商品有关功效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仍以自身名义和形象

在广告中宣称代言商品具有“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功效，其行为已违反广告法有关

规定。景甜上述广告代言违法所得共计 257.9 万元。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管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对景甜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464.22

万元（罚没金额合计 722.12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景甜案中，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艺人方在广告内容的审查方面存在疏忽，未尽到

审查义务，或者事先广告内容未经过艺人方审查，或者事后疏于跟踪管理未发现广告

内容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形或虽然发现但未要求品牌方进行整改。 

由此，对于艺人方的启示是在广告内容审查时应尽审慎义务。在广告内容发布前

应将所有的广告内容物料交由艺人方最终审核，对于不符合广告法的广告内容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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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控，要求品牌方进行修改，未经审核不得对外发布。广告内容发布后，要定期留意

网络及线下传播、流通的广告物料，是否有未经艺人方许可即对外发布的情形，是否

有违反广告法的情形，在发现后及时要求品牌方立即进行整改，包括但不限于删除、

销毁物料等，情节严重的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对外发表声明。 

【示范性条款】品牌方保证（1）其公司及产品均符合法律规定，具备所在行业

的经营资质；（2）其符合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具有合法的经营权；（3）其公

司及品牌的广告内容不会存在虚假、欺骗消费者、以及严重夸大的内容；（4）在履

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开展任何活动时，其应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和法规；（5）合作

期间内，不会进行任何涉政治敏感话题的发言或行为，不会存在任何违反中国社会公

序良俗道德伦理及其他引起社会争议性的情形。否则，均由品牌方承担全部责任并公

开澄清说明。品牌方的错误行为与艺人无关，且艺人有权立即单方终止合作、解除本

协议，删除已发布的宣传物料，撤销、停止全部授权许可并对外进行澄清声明，如因

此给艺人造成任何损失的，品牌方还应予以赔偿。【必要时可添加违约金条款】 

【示范性条款】品牌方承诺尽广告内容审查之义务，对艺人在合作期限内的广告

及所有代言活动的指示和要求均严格遵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的规定，不含有广告法规定可能构成虚假广告的内容；不含有违反社会道

德风俗、有损艺人人格、信仰或者自身形象的内容。 

【示范性条款】任何包含艺人肖像、声音或姓名的物料、广告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图片、文案、视频、音频、线下活动记录等）须经艺人方确认方可对外发布。未经

艺人方确认，品牌擅自发布前述广告材料的，视为甲方严重违约。 

 

五、产品或服务的使用及试用 

艺人代言商业广告应秉承先体验、深了解、后代言原则，了解拟代言商品或服务

的基本情况，亲自体验使用所代言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曾经出现过有男性艺人代言

卫生巾产品、男性艺人代言女性内衣品牌等让大众愕然、引发大众广泛讨论的相关广

告内容。该等广告就是典型的违反了《广告法》的代言行为。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

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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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 

因此，在代言活动中，艺人方需要注意的是在代言活动开始前使用或试用拟代言

商品或服务，并将其明确约定至合同中，要求品牌方、广告主向艺人提供该等商品或

服务，并协助艺人如实记录使用感受、留存使用记录、保存相关证据。并要求广告主、

品牌方在其所制作发布的广告物料中若涉及艺人感受相关的广告内容应以艺人提供

或分享的实际使用感受为限，如实反映艺人真实、准确的个人意见，不得进行虚假、

夸大宣传。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明星商业广告代言行为合规指引》再次强调需要

明星本人亲自试用拟代言商品或者亲自接受拟代言的服务，应避免象征性使用或者

以亲友等其他人的使用感受代替明星本人实际体验。 

【示范性条款】“品牌方应至迟在本合同正式签署前 7 日，将本合同约定代言所

涉产品各一份无偿寄送给艺人供艺人试用。并协助艺人完成对相关产品的使用测试

及填写《品牌/产品/服务试用后测评》【或类似文件】，品牌方所制作发布的与艺人

感受相关的广告内容应以艺人提供或分享的实际使用感受为限，如实反映艺人真实、

准确的个人意见。” 

“品牌方给予艺人方要求艺人在提供代言服务期间所发布、表达或陈述的内容

应当反映艺人真实、准确的个人意见，并保证品牌方要求艺人所拍摄制作的内容符合

相关广告法律法规对于广告代言的各项要求。” 

 

六、代言商品、服务负面清单 

（一）商品代言时的禁止性规定 

根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广告代言人在实施代言行为时对以下商

品及服务有禁止性规定： 

1. 不得为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以及禁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

者服务进行代言。[4]如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广告或者禁止使用的

捕猎工具广告，以及没有相关证明文件且包含集资内容的广告等。[5] 

2. 不得为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作推荐、证明；[6] 

3. 不得为保健食品广告作推荐、证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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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得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作推荐、证明。[8] 

5. 明星代言教育培训、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农药、兽药、

饲料、饲料添加剂、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草种子、种养禽、水产苗种和种养殖等

领域的广告，不得以专业人士或者受益者的名义对商品或者服务作推荐、证明。[9] 

（二）“药食同源”商品的审核 

以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为广告内容的合规要点有很多，本文仅以“药食

同源”问题为例稍作分析。 

1. 使用"药食同源"物质作为原料的商品的广告标准按照生产加工后的食品或药

品属性予以规范。[10] 

生产加工后为食品的，按照食品广告要求予以规范；生产加工后为药品的，按照

药品广告要求予以规范。 

2. “药食同源”物质直接作为商品销售的，应当根据生产加工企业及生产标准

判定其商品性质，依据商品性质采取不同的广告标准。[11] 

生产加工企业为食品生产企业，或按照食品 QS 标准进行生产的，商品性质属于

食品。广告宣传应以普通食品广告发布标准为依据，遵守《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

相混淆的用语。同时普通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生产加工企业为药品生产企业，并按照药品或者中药饮片的加工标准进行生产

加工的，商品性质属于药品。 

 

七、法律后果 

广告代言人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及民事责

任。 

（一）民事责任 

相关民事责任主要规定在《广告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主要内容如下： 

1.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2. 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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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

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12] 

（二）行政责任 

1. 广告代言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13] 

（1）在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中作推荐、证明的； 

（2）在保健食品广告中作推荐、证明的； 

（3）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的； 

（4）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 

2. 对在虚假广告中作推荐、证明受到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得利用其作为广告代言人。[14] 

本条规定之处罚对于艺人来讲是十分严厉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这意味着艺人

在三年内无法再接到商业广告代言及商务合作（包括网络直播带货、通过新媒体渠道

的营销推广等），也即无法获得任何商务收入。即使三年禁止期届满，如果三年内的

知名度没有显著提升，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也很难确定；即使被市场重新接纳，

商业代言、商务合作的服务价格估计也与受到处罚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并且除了艺人的商务业务受到影响以外，艺人的其他演艺事务也将受到影响。以

综艺为例，综艺的主要盈利模式依然是通过品牌方赞助投资以获取广告费，这就注定

了艺人在参加综艺节目时是不可避免的要配合节目组为综艺赞助商执行相关商务配

合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同框、口播、手持、使用、中插、小剧场等植入广告内容。如

前文所述综艺节目的植入等活动，都将被视为广告代言行为。严格来讲，艺人如无法

配合该等商务权益的执行，那么将大大降低节目组邀请该艺人作为综艺嘉宾的可能

性。 

 

八、商业广告合规问题是悬在艺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直以来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都存在“立法严，执法宽”的现象，《广告

法》等法律法规亦如是。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艺人对商业广告代言行为心存

侥幸，存在代言的商业广告处于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的现象。但从近期被曝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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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有执法逐渐从严的趋势。未来主管部门针对广告代言人代言合规问题的审查及

处置是否会像对待艺人税务问题一样严格执法也未可知。 

因此，对艺人而言，广告法的合规问题不容忽视，并且应该得到重视，为了艺人

的长远发展，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广告代言人及其经纪公司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遵循行业自律规范和管理制度，坚持正确的广告导向，广告

代言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并以健康的形式表现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注释： 

[1] 《广告法》第二条第五款。 

[2]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第一条第（二）款。 

[3]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 

[4]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明星商业广告代言行为合规指引》第五条。 

[5]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业广告代言活动合规指引》第二条第（四）款。 

[6] 《广告法》第十六条。 

[7] 《广告法》第十八条。 

[8] 中国广告协会《广告代言人的法律界定及行为准则》。 

[9]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明星商业广告代言行为合规指引》第五条。 

[10] 上海市广告协发布的《关于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药食两用产品广告的审查提示》。 

[11] 同上。 

[12] 《广告法》第五十六条第二、三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 

[13] 《广告法》第六十二条。 

[14]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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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人间草木》——汪曾祺 

《The vegetation on earth》——Wang zengqi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先生的文集，他写出了草木山川、花鸟虫鱼的人

味，写出了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温润的乡土味；以一颗从容豁达的心写出了世

间的美好与灵动。他的笔尖下总是有着一连串的惊喜：清晨薄雾里带着露珠的

洁白的缅桂花，明亮、丰满而使人丰满的昆明的雨，饱涨着花骨朵的木香，自

得其乐的栀子花，巷子里卖杨梅的苗族女子柔柔的声音，联大那些令人难以忘

却的师友，抑或是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抱

膝闲看“活庄子”般的闹市闲民。汪曾祺先生一生都对生活投入真情，那水洗

般的文字有种洗涤红尘世俗的力量，赋予了作品纯真的生命力。 

  
精美语句赏析： 

我一直都错怪 是你带走了一切 其实一切本来就会离开 只有你如约而来。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独认识你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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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

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

管长着碧叶。 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

我不能不爱它。 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 那一年，花开得

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

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曾经知已再无悔，已共春风何必哀。 虔诚地呼唤风。那一刻，人与天有种神秘

又真诚的交流。 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 

愿你自己有充分的忍耐去担当，有充分单纯的心去信仰。 

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

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

遥远的举杯致意。 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

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

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真的是很当心很当心，很不舍很不舍，一件衣服和人的陪伴，没有一件衣

服可以穿到老，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到尽头，有时候会很绝望地这么想，于是，

在“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样的字句里，感动。 我能看到你，我们还

在彼此俩俩注视，我们彼此好好的，这是何其温暖的事。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

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

睛都是凉的。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

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

于夸张的旺盛。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

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

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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