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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两部门：稳妥有序组织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Two Authorities Call for Sound and Orderly Issuance of Perpetual 

Capital Bonds by Insurance Companies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保险公司

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自 9 月 9 日起实施。 

《通知》明确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核心要素、发行管理等规定。《通

知》指出，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

第 3 号）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向央行、银保监会提出发行申请，做好信息披露，并

及时向央行、银保监会报告发行、赎回等重大情况。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不得发

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保险公司发行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应当含有减记或转股

条款，当触发事件发生时，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应当实施减记或转股。 

 

 证监会：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工作正式启动 

CSRC to Optimize Trading Calendar for Stock Connect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出联合公

告，原则同意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安排。 

公告主要安排如下：综合考虑增加交易日对投资者、交易所、结算公司以及市

场机构的影响，在基本不改变沪深港通机制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开放因不满足结算

安排而关闭的沪深港通交易日。交易日历优化后，预计可将目前无法交易的天数减

少约一半。具体安排上，两地结算公司将在节假日加班开展资金交收，两地交易所

和结算公司将对新增交易日的交收安排及沪深港通标的股票涉及的股权登记日设置、

公司行为业务等作出调整，并制定风险管理措施。公告发布之日起至优化正式实施，

需要 6 个月准备时间，正式实施时间将另行通知。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36878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368784&provider_id=1&isEnglis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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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修改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 

CSRC Amends and Repeals Some Rules and Normative Documents 

to Implement the Futures and Derivatives Law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

定》和《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统称《决定》），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对 8 部规章、14 部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 1 部规章、1

部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本次“打包”清理规章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是按照《期

货和衍生品法》规定，对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内容的直接、对应性文字、内容予

以调整；对已经被上位法或者其他规则所涵盖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决

定》对规章的修改包括：一是增加《期货和衍生品法》作为上位法依据；二是取消

对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三是完善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条件要求；四是文字表述的调整。 

 

 两部门发文严格禁止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 

Two Authorities Vow to Strictly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ecovered COVID-19 Patients Among Workers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行政司法联动保

障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从严格禁止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加大招聘活动监管力度等

四个方面做出部署。《通知》要求，依据劳动法、就业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不得歧视

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不得以曾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等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炎康复者等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369245&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369245&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369247&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23606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23606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236064&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3368619&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575968&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2345739&provider_id=1&isEnglis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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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不得发布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除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得违反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有关规定，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两部门：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 

MIIT and MOF to Financially Support the Pilot Progra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发布《关于开展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提出，从 2022 年到 2025 年，中央财政计划分三批支持地方开展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打造一批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数字化系统解

决方案和产品。在聚焦重点方向上，《通知》提出将制造业关键领域和产业链关键

环节的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试点的重点方向，对其中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发

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明显的中小企业加大支持力度。重点向医药和化学制造、

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计算机和通讯电子等行业中小企业倾斜。 

 

 北京拟发文规制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撤销 

Beijing Consults Public on Guidelines for Cancellation of False 

Market Entity Registration 

 

8 月 16 日，北京市监局发布了《撤销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操作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8 月 25 日。 

《实施意见》主要规定了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撤销的申请与受理、调查与审核、

撤销决定、后续处理等事项。《实施意见》明确，受虚假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申请。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登

记情形的，还将对违法行为立案处罚，并视程度依法依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054467&provider_id=1&isEnglish=N
https://hk.lexiscn.com/law/content.php?content_type=T&origin_id=4054467&provider_id=1&isEnglis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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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聘负有竞业限制义务员工的 

司法风险 

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从“不正当竞争”到“核心技术纠纷”，拟 IPO 企业聘用负有竞业限制

义务的员工所面临的合规风险 

From "unfair competition" to "core technical disputes", the compliance 

risks faced by Pre- IPO enterprises in employing employees with 

non-compete obligations 

作者/方啸中 

 

技术及人才密集型产业中，人才的高频流动是常见的行业现象，而保护公

司核心技术、获取并留存技术人员则是此类行业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事项之一。

出于对公司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的保护及减少人才流失的目的，此类公司多采

取与重要员工约定竞业限制义务的法律手段，而招聘对其他单位负有竞业限制

义务的员工，将给企业带来潜在重大纠纷，并对拟 IPO 企业的上市计划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本文将结合法律法规规定、近期 IPO 企业案例对企业招聘负有竞

业限制义务的员工所涉及的合规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

义务的人员，此类人员往往掌握核心技术或商业秘密，相同或近似业务企业招

聘其存在被主张侵犯商业秘密、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

则》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劳动者从原单位离职后一年内，与其在原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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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 IPO 企业招聘负有竞业限制义务

员工将面临的合规问题 

 

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均为职务发明，该等职务发

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均属于原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九条规定，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前员工违反保密义

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

为侵犯商业秘密。 

因此，技术人员从原单位离职后一年内入职新单位并参与有关研发工作的，

如无充分证据支持，其在新单位形成的知识产权可能被认定为技术人员在原单

位的职务发明，公司的知识产权权属存在争议；技术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离职

超过一年但尚在竞业期内即成为新单位员工的，因其对前单位负有竞业限制义

务及保密义务，新单位仍存在侵犯原单位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风

险。 

此外，尽管新单位并非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方，本身不受其招聘员工与其

前单位的竞业限制协议的限制，但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

深圳地区的用人单位明知员工对其他单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仍招聘该员工的，

则将对员工的违约承担连带责任，甚至或因此受到行政处罚。1 

 

 

 

 

 

IPO 审核规则关于企业申请首发上市的发行条件之一为“核心技术不得存

在重大权属纠纷，不得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如上文所述，技术人员

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监管机构必然关注公司核心技术的来源，是否涉及技术

                                                 
1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知他人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到本企业

任职，仍然招用该人的，市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立即停止侵权，并处违法经营额等额罚款，没有
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难以确定的，根据情节对个人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第三十五条，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员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同时违反保密义
务给企业造成损害的，受损害的企业有权要求支付违约金，并可以依照本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提出赔偿
损失请求。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相关企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员工负有竞业限制义务，仍然招用该员工
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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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原单位的技术成果、职务发明，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参考英集芯

（688209.SH）、有方科技（688159.SH）、祥生医疗（688358.SH）等，均

因其技术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对前单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而受到问询，被要求

核查并披露：（1）该等人员竞业限制的期限、地域、范围，保密义务及原单位

支付补偿金的情况；（2）工作履历（包含竞业期内的就业情况）、入职发行人

的时间、在发行人的职务和工作内容、参与的研发项目及分工；（3）该等人员

在发行人的工作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关系，

是否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或保密义务的情形及违反后果；此外，祥生医疗还

被要求核查有关员工在竞业限制期内的银行流水记录，以确认有关员工是否确

实违反其所负竞业限制义务。  

 

除上述监管关注事项外，拟 IPO 企业在申报过程中，还可能因招徕对其他

单位负有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的员工受到竞争对手举报，给其上市造成实质性

障碍。2022 年 2 月，甬矽电子在上会前因其部分技术人员曾于同行业企业长电

科技（600584.SH）就职而被长电科技举报，认为甬矽电子通过招徕长电科技

离职人员运用其技术成果、商业秘密进行使用并申请专利，其已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对甬矽电子部分专利发起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并对甬矽电子发起不正当竞

争之诉；针对该举报信，中介机构对甬矽电子主要生产要素的形成过程、产品

技术研发、生产过程，曾在长电科技就职员工的邮箱、工作电脑，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银行流水，举报信涉及纠纷，媒体质疑、客户发展过程等

多种事项进行核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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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招聘与前单位签署 

竞业限制协议的员工 

 

结合上述案例，拟IPO企业招聘同行业企业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离职员工

的，一般需要通过论证核心技术来源说明公司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风险和核心

技术重大权属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多种角度证明公司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其

自主研发：（1）公司主要产品的名称、所属类别、功能介绍、应用领域；（2）

公司主要产品对应的相关专利、专有技术的名称、技术特点及其权属，与相同

或相似类别、技术路线产品相关专利、专有技术的对比情况；（3）公司专利或

专有技术的形成过程及发明人，核心技术的发展历史和技术突破节点，引入负

有竞业限制义务技术人员的前后对照关系；（4）负有竞业限制义务技术人员在

原单位和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及差异；（5）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职务、专业背

景、从业经历、专业成果（对比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的技术贡献情况、作为发

明人的专利数量、重要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6）研发管理制度和流程性文

件、专利文件、主要专利和核心技术的形成过程文件，如实验所用原材料的领

料证明、研发立项文件、阶段性研发成果。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

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基于前

述条款，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的劳动者及招聘其的用人单位往往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如果该员工前单位未约定或未支付经济补偿金，则有关竞业限制协议无效，

而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未约定或未支付经济补偿金不必然导致竞业限制协

议当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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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

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

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司法解释，一方面，与前单位

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的人员，如在离职后的三个月内即入职同行业其他单位，

在部分地区或被法院判定为员工已构成在先的实质违约，如李肖、深圳前海经

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2021）粤 03 民终 27724 号），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竞业限制性协议并不因未约定经济补偿而无效，劳动者离职

后即入职新的公司，从事与前单位相同的工作内容，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应

支付违约金；另一方面，用人单位未在特定期限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赋予了

员工单方解除权，但各地法院就其是否使竞业限制协议当然无效存在不同意见。

广东地区更倾向支持劳动者，如东莞市汇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发强劳动争

议（（2020）粤民申 8429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未按期支

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系在先违约，无权要求劳动者因其违反竞业限制行为支付违

约金；上海、四川地区法院或认为只有当员工依法主张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后，

其才不再负竞业限制义务，如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诉徐振华竞业限制纠

纷（（2018）沪 01 民终 1422 号）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认为：劳动

者违约责任的承担不以支付经济补偿为前提，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的，竞

业限制协议并非无效，而是劳动者具有申请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权利，也仅有

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者才不需承担违约责任；闫海永与上海百明实业有

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2021）沪 01 民终 6966 号）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劳动者虽主张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但其亦未依法行使解除权，

故其仍须履行约定义务；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与葛金花劳动争议纠

纷（（2015）川民提字第 408 号）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公司未举

证证明其向劳动者支付过竞业限制补偿金，由于劳动者未起诉请求解除竞业限

制约定，劳动者仍应遵守竞业限制约定，并在违约时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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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用人单位未约定或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对

其前单位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拟 IPO 企业在招聘与前单位签署竞业限制协议

的员工时，如其前单位与拟 IPO 企业有相同或近似业务，为将有关员工违反竞

业限制义务带来的合规风险降到最低，应要求劳动者在其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的

竞业限制补偿金应付未付之日起三 2个月后向前单位通知或起诉解除竞业限制

协议后再入职，此外，为避免可能的知识产权纠纷，在有关员工从与拟 IPO 企

业有相同或近似业务的前单位离职之日起一年内，应尽可能避免其成为公司核

心技术的核心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及发明人。  

  

                                                 
2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竞业限制补偿费应当在员工离开企业后按月支付。用人

单位未按月支付的，劳动者自用人单位违反约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尚未支
付的经济补偿，并继续履行协议；劳动者未在三十日内要求一次性支付的，可以通知用人单位解除竞业
限制协议，故深圳地区劳动者仅需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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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秋雨阑珊 

The Autumn Rain is Waning 

               周作梁                               

 

 
 

在携程网上订购了去北京的车票，还未出发就已反悔，想要退票，三番五

次操作也未成功，系统提示说是不能退票的。心里一急，瞬间就清醒了，适才

只是一梦而已。又想，为何是去北京而不是其它地方呢？我也不清楚自己了。

印象里，我与北京一直没有牵挂，那里虽有远房亲戚在，我们却已经有好些年

没有来往了。 

 

清晨的窗外秋雨阑珊。我忽想到“阑珊”这个词，百度释义为将尽；衰落，

我只是脑子里灵光一闪，觉得阑珊才应了我当下的心境。——昨日去附近的园

子里游玩，躺在吊床上一望，树上的叶子半绿半黄，风一起，纷纷旋落，一会

儿工夫，地面上就铺了一层褐黄叶子 ……  秋来了，树叶子也“阑珊”了。人间

秋景，总是伴随着莫名的惆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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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打伞，还是穿着往日的半袖衫、九分裤、凉鞋。登上公交车，有人诧

异地问：你不冷吗？我见她半袖衫外面罩着一件牛仔马甲，手里还拎着一件格

子衬衣，就笑着回问：你不热吗？相视一笑。不再言语。各人的冷暖各人晓得

罢了。我觉得清爽，她觉得寒凉。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因此不能妄加评论。  

 

公交车上多半是老年人，每个人都用厚布衫紧裹着自己，我瞧见他们的冷，

忽觉自身也瑟缩起来。从蒙着一层水汽的车窗望出去，楼宇、街道和树木被雨

洗刷过后，颜色清明，红的红，绿的绿，灰的灰。然我的心是清白一色的。不

知为何，我最近心情朗阔许多，身体上的一些小顽疾正在被修复，虽缓慢，却

已见曙光。这是令人心安的。  

 

风也起来了，一层层地刮过来，又一层层散去。我瞧见风的走向，也瞧见

雨的走向。雨是随着风走的。我也随着风走。这些年，我的根也扎不稳了，走

路总觉飘忽，人在中年，愈发地对某些人某些事拿不稳。人都在向前走着，我

总是频频回头，我念着旧日的好，却忘记了，今日也成了明日的旧日。  

 

车子停靠在站点，不远处走过一位男士，那背影像极了我的父亲，站在那里

呆呆看很久，直至那背影隐没在街路的另一端。我的心莫名地抽搐了一下。雨

气更浓了。一片片的雨被风吹过来，笼罩在我的头顶。我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

压迫着，我想大喊，却无法出声。我只能站在雨里，努力地攒起嘴角的微笑。

这雨，很快就会漂移过我的头顶，往别处而去。这样一想，心里就释然了。 

 

这是秋天里的第一场雨。万物还繁盛着，它们不灰颓，我也不灰颓。人都是

这样的，走着走着，就走过了数十个春秋四季；走着走着，一个人就走到了秋

天里。秋天自有秋天的好呢，有什么值得沮丧的呢！好日子是一点点过起来的，

秋天是一点点丰盈起来的，都别急，让一切慢慢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