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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合伙人柯爱艳律师荣列“第四届中国优秀知识产权律师 TOP50”榜单

Lawyer Ke Aiyan, partner of Grandway Law Offices, was listed in the "4th TOP50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yers of China" list.

近日，由知产宝&知产力推出的“第四届中国优秀知识产权律师 TOP50”榜单正

式揭晓，凭借在知识产权领域高超的业务水平和丰富的实务经验，国枫合伙人柯爱艳

律师荣列该榜单。

柯爱艳律师作为获奖律师代表受邀颁奖典礼作主题发言。柯律师分享了自己从工

作十余年的法院投身律师事业的职业转换，以及来到国枫扎根律师行业六年多的职业

感想。无论是为客户代理疑难复杂的知产诉讼案件，还是为国枫的资本市场客户搭建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处理公司上市中核心技术的合规审查和争议解决，柯律师始终秉

承“专业精进、不负所托”的服务理念，通过持续积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收获了

客户的高度信任。



4

柯爱艳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先后在法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工作，参与审理案件超过两千件，并多次受邀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复审委各处室授课。

2016 年加入国枫后，柯爱艳律师立足国枫资本市场的优势，为上市及拟上市公司提

供了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包括知识产权权属排查、侵权风险以及专利稳定性

分析等多种尽职调查，也代理了多起上市过程中的重大知识产权诉讼，并取得了良好

的结果。

“第四届中国优秀知识产权律师 TOP50”榜单基于 2021-2022 年度已审结案件，

从案件数量、典型案例数量、案件胜诉率、执业律所及从业经历、委托人质量、荣誉

数量、知名企业法务评审团综合评议等多个维度为参选律师评分，最终评选出 50 位

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

此次柯爱艳律师荣列榜单，彰显了国枫律师的专业能力。同时，感谢所有客户、

法律同仁，以及社会各界对国枫律师的支持与认可，国枫将一如既往，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法律服务。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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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合伙人胡琪律师荣列“2023 年度 LEGALBAND 客户首选：中国女律师

15 强”榜单

Lawyer Hu Qi, partner of Grandway Law Offices, was listed in the "TOP15 Female

Lawyers of China for 2023 LEGALBAND" list.

2023 年 3 月 7 日，知名法律评级机构 LEGALBAND 公布了“2023 年度客户首选：中国

女律师 15 强”榜单，国枫合伙人胡琪律师凭借在专业领域卓越的业绩表现及优秀的

行业口碑荣登该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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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琪律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从事所内证券

法律业务内核工作多年。主要业务领域为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再融资、

并购重组、债券、股权激励、投融资及常年法律服务等。

胡琪律师拥有十余年的执业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

大型企业集团、早期科技型项目提供法律服务，先后助力多个 IPO 项目、并购重组项目、

再融资项目、投融资项目顺利完成并获得客户的一致好评。她乐观积极勤勉专业，能够

在不同的项目阶段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准确把握项目的重点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协助客户尽快作出合规合理的判断。同时具备优秀的组织、协调、领导和沟通能

力，擅长多线程工作，顺利完成项目预期和日标。

胡琪律师精通境内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购重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股

权激励以及投融资等法律业务，在证券与资本市场领域拥有卓越的业务表现。胡律师

曾助力格灵深瞳、九丰能源、莱斯信息、恒烁股份、标榜新材、继峰股份、毕得医药、

联特科技、三维股份、江化微、雅本化学、中贝通信、洁美科技、浙江永强等众多优

秀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并为九丰能源收购远丰森泰、淘米网纽交所私有化、ALAND

多起境外并购、泉州水务收购蠡湖股份控制权等多起并购重组交易提供法律服务。胡

律师擅长多线程工作，能够根据交易所处阶段，综合各方诉求对方案内容做出适时调

整，并最终给到客户准确、个性化的交易方案，从而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其对资本

市场相关法律以及监管政策的深刻认知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也给客户留下了极好

的印象。“胡琪律师无论从人品、学识以及专业度都是我见过和合作过律师中最优秀

的。我们合作十分愉快。”

LEGALBAND 是国际媒体公司 AccuraMedia 旗下的专业法律评级机构，总部位于香

港，其每年会发布多类法律评级报告，旨在为企业客户选聘律所提供权威指南。在长

达一个多月的调研期内，LEGALBAND 细致参考了各大律所的推荐材料、律师自荐材料

以及客户反馈信息等内容，同时结合 LEGALBAND 中国区驻地调研团队对中国女律师群

体的长期关注与洞察，最终选拔出了中国大陆地区最受客户青睐的十五位女律师。

国枫汇聚了一大批素质优良、兼具理想与热情、学术功底扎实、经验丰富并勇于

实践的专业法律人才。未来，国枫将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客户愿景的达成，

精益求精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法律解决方案和专业的法律服务。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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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节特辑 | 国枫“女神节”献礼，致敬“她力量”

Goddess festival special | Grandway Law 'Goddess Day' Tribute to 'Her Power'

阳春三月，和风拂面，花木葳蕤。为庆祝第 113 个国际妇女节的到来，3 月 8 日

当天，国枫律师事务所总部及各地办公室为所内全体女律师及女性工作人员准备了贴

心的礼物与丰富的活动，希望“女神”们在繁忙有序的工作之余，可以暂停片刻时光，

感悟生活之美！

为庆贺国际妇女节的到来，3月 8日上午，国枫北京总部向所内全体女律师及女性工

作人员发放了功能软糖、喷雾、凝珠、茶包、鲜花等满载温暖与心意的精致大礼包，希

望“女神”们在紧张有序的工作之余，可以多多保重身体，每天都有好心情！

“女神”们在收到事务所为其准备的大礼包后，纷纷拍照留念，并在活动留言板留

言，“感谢事务所的关怀，国枫大家庭好温暖！”“太赞啦！礼物又美又实用！”“愿

人生从此走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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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当天，为向全体女性员工表达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国枫上海办公室特别选用

了可长时间保存的手工毛线编织铃兰花作为礼物。这样，即使当天在项目上忙碌而没能

来得及领取的“女神”们也不会错过美丽的花束，也希望温柔与自信可以“花开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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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贺节日，3月 8日下午，国枫深圳办公室为“女神”们举办了“女神节·多姿多

彩 DIY 活动”，让大家充分发挥创造力，制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国枫“女神”们于活动

中体验到了美妙的流体艺术、沉浸式的制作过程，以及手工制作的无尽乐趣。利用丰富、

的想象力，每位“女神”都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小熊作品，相信每一件作品也都是属于

她们的限量版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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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三月天，春光烂漫展新颜。在这个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时节，国枫成都

办公室举办了三八节关爱女员工活动，合伙人张宇律师作为“男神”代表向“女神”们

赠送了鲜花和礼物，并向她们一一表达了美好祝愿与诚挚问候。时光不负奋斗者，愿每

位“女神”都能不惧时光、从容优雅；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之所向，皆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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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为感谢各位女同胞的辛勤付出，为表达对全体女员工的

关爱与祝福，国枫西安办公室为女律师及女性工作人员们准备了洗发护发套装、沐浴露、

身体乳等护理产品，包含了律所对全体女员工美好的祝愿。希望各位女同胞在工作之余，

也不忘关心呵护自己，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做自己最美的“女神”！

作为一家即将芳华 30 载的律所，国枫始终重视并积极推行多样化与包容性政策，

聆听员工想法，接纳多样化思维方式。在人员组成方面，国枫女律师占比 50.8%，女

合伙人占比 34.2%，女性在业务发展及事务所运营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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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关于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内容与格式指引》

的公告

Announcement on the release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Content and Format of the

Investment Advisory Service Agreement for Publicly Offered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为引导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以下简称基金投顾）业务规范发展，切实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协会组织制定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内容

与格式指引》（以下简称《服务协议》，见附件），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

日后，为新客户提供基金投顾服务的或为老客户提供新基金投资组合策略的，应当按照

《服务协议》展业。《服务协议》所涉相关规则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对相应内容进行

调整。

附件：[金山文档]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内容与格式指引.pdf

（来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官网）

▲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业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issues Measures 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of Securities Futures Industry

为有效落实《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规范证券期货业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行业网络

和信息安全风险，维护资本市场安全平稳高效运行，证监会制定并发布了《证券期货业

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2022 年 4 月 29 日至 2022 年 5 月 29 日，证监会就《办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总体看，各方对《办法》草案的起草思路、主要内容认可度较高。经认真研究，证监会

对其中部分意见予以吸收采纳。

《办法》聚焦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上位法在证券期

货行业的落地实施明确了路径。《办法》全面覆盖了包括证券期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

营者、核心机构、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以安全保障为基本原

则，对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提出规范要求，主要内容包括：网络和信息安全运行、投资

者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和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网络和信息

https://kdocs.cn/l/ck8hXTae2y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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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促进与发展、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

《办法》将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证监会将组织开展相关专项培训，持续

做好督导落实。《办法》规定的参照适用主体无需报送《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网络

和信息安全管理年报。关于参照适用主体落实《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数据备份义务，

中国证监会将指导有关行业协会进一步细化有关要求。

【第 218 号令】《证券期货业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来源：证监会）

▲证监会指导证券交易所发布指引 支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证

券化及 REITs 业务

The CSRC directs stock exchanges to issue guidelines to support insuranc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in conducting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REITs business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部署和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常态化发行的有关

工作安排，证监会指导证券交易所制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

（以下简称《业务指引》），支持公司治理健全、内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经验丰富的

优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开展资产证券化（ABS）及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业

务，进一步丰富参与机构形态，着力推动多层次 REITs 市场高质量发展。

《业务指引》坚持系统思维、市场观念、试点先行的原则，明确了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申请开展 ABS 及 REITs 业务的制度机制安排。一是申请条件。要求开展 ABS 业务的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应当治理健全，业务制度完备，部门和人员配置到位，资产管理能力较

强。符合条件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按规定开展 REITs 业务。二是申请程序。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可同步向沪深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证券交易所按照相关规则及《业务指

引》的规定开展评估工作。三是自律监管。证券交易所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 ABS 及

REITs 业务实施自律监管，并根据监管需要开展业务检查。

下一步，证监会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方面，按照发展与规范并重的原则，鼓励符

合条件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积极开展 ABS 及 REITs 业务，推动其他类型优质金融机构担

任 ABS 管理人，畅通基础设施资产入市渠道，促进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良好生态，促进提升交易所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来源：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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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延”但有“缩”：简评 2023 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新政

"Delay" but "Shrink" : Brief comments on 2023 small taxpayers VAT exemption and

other new policies.

作者：盛巧巧、陆易

2023 年 1 月 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2023

年 1 号公告”），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

值税等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 号，以下简称“税

总 2023 年 1 号公告”）。近三年有关增值税阶段性减免政策更新迭代频繁，本文通

过将 2023 年 1 号公告、税总 2023 年 1 号公告与此前最近适用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对上述两个公告内容进行解读，以此探讨两个公告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月销售额标准由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降低为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

额未超过 30 万元）。



15

值得注意的是，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范围见下述），须以

差额后的销售额，对照上述免税月销售额的标准，确定是否可以享受公告规定的免征

增值税政策。

免税月销售的计算口径以所有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包括销售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合并计算销售额，判断是否达到免税标准，但不包括偶然发生的

不动产销售业务收入。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比如，经纪代理、

旅游服务、劳务派遣、建筑服务、融资租赁、融资性售后回租等，仍以差额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确定其是否可享受免税政策。

2023 年 1 号公告、税总 2023 年 1 号公告延续了税总 2021 年 5 号公告对于免税

月（季）销售额作为“起征点”的性质，即销售额未达到免税月（季）销售额的免税，

销售额达到免税月（季）销售额的全额交税。

免预缴增值税的适用月销售额由 15 万降至 10 万，前述免预缴增值税月销售额既

适用于 3%征收率的项目，也适用于 5%征收率的项目。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

目，由暂停预缴增值税恢复为减按 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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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总 2023 年 1 号公告延续了税总 2021 年 5 号公告的基本原则，在继续允许分摊

的前提下，将一次性收取租金（包括预收款）的增值税起征点由月租金 15 万降至 10

万，优惠力度缩紧。

上述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

分摊的计税方式，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个体工商户。对于个体工商户而言，其合

计月销售额（包括租金）若未超过 10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

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依然可以免征增值税。

按照租赁期分摊的计算方式既适用于出租住房，也适用于出租商铺。即，对于分

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 10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超过 10 万元的，全额计征增值税。

其中出租住房减按 1.5%计征，出租商铺按 5%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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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的进项税额加计 10%降低至 5%，生活性服务的

进项税额加计 15%降低至 10%。由于进项税额为销项税额的抵减额，进项税额加计

比例降低会增加当期应纳税额，亦导致纳税人税负增加。

加计递减政策适用于从事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纳税人，具体指提供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性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

税人。四项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

36 号印发）执行，纳税人同时经营前述几项业务的，以销售额比重最大的行业适用

相应的加计抵减政策。

根据 2023 年 1 号公告，纳税人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相关征管规定不变。考虑

到加计抵减额计算基数是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对于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小规

模纳税人，由于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进而不会产生加计抵减额，也就无法适用加

计抵减政策。因此，就加计抵减政策而言，依然只能适用于一般纳税人。但在确定

上述（二）项下纳税人行业类型时，参与计算的销售额，不仅指纳税人在登记为一

般纳税人以后的销售额，其在小规模纳税人期间的销售额也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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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纳税期限的选择

公告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纳税期限为月度或者季度，纳税期限一

经选择，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纳税期限不同，对优惠政策的充分利用度不同。

比如，对于生产经营业务具有明显淡旺季特征的纳税人，更适宜选择按月纳税，对

于每月销售额相对稳定且季度不超过 30 万元的，更适宜选择按季纳税。

2. 关于放弃减免税政策的选择

对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纳税人，税法规定，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而实

践中，纳税人不必然选择适用减免税优惠。新政下，即使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适用减

免增值税政策，其依然可对部分或者全部销售收入选择放弃享受减免税政策，并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实践中，企业若利用上述政策进行筹划，可能考虑通过“化整为零”，“化大

为小”的方式，以享受小微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等众多税收优惠。但不合理的“筹

划”会触发税务风险，尤其在“金税四期”以及“智慧税务”背景下，此类的“筹

划”极易被发现，因此须谨慎考量、注意风险。

（来源：国枫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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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从此这世上就有了《满江红》

Since then, the world has had "The Crimson."

电影《满江红》影评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

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片尾时让人忍不住一起吟诵《满江红》，再一次

重温经曲心灵深处如同掀起万丈波涛，久久难以平静。什么是印象深刻，就是只

听一遍就会出口成诵，抑或是凭着过目不忘的优越感而对古诗词产生的天然好感，

使如此平庸的我，也那般向往仁人志士死节忠义的儒家风流，也凭着这份自小重

陶的好感，使我得以在匆匆赶路之时获得天然快意，我竟真的懂那份寄于诗词的

青云之志、国家之殇、民族之痛。电影《满江红》故事发生在岳飞死后四年以秦

桧率兵与金国会谈前夜为时间背景，讲述小兵与清兵营副统孙均机缘巧合被裹挟

进的一场巨大阴谋。这阴谋层层反转，风云变幻，最终真相大白的故事。

满江红初读时只会觉满腔热血，会让人觉得少年将军意气风发，矢志报国而

虽死不悔，再读时，我们会走进岳飞，这时会体会到这首词背后的隐忍与痛苦，

奸臣窃国，战火纷飞而家国苦干鏖战，空有一腔报国热血却无外施展，怀着对家

国深沉的热爱与对朝廷近平禺春的忠义，岳飞是以怎样失望的心情在狱中留下这

篇满江红，他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死于自己忠于的朝廷的屠刀之

下,清醒而又绝望地走向自己的命运,山河破碎的乱世中壮志难酬的岳家将军就这

样被冤杀在自己忠于的理想之下，而罪名却是“莫须有”。古诗真正的意趣或就

在于此，言近旨远微言大义，很多时候我们低头赶路匆匆而过，错过了很多美好

一心求成的我们当然不会耐下心来去品味那小火慢炖的意趣，岳飞绝笔，两宋绝

唱，看似千古流传的名篇，实则里涵满腔热血，天纵之才，领军将帅，身刺“精

忠报国”的岳飞，终究是天妒英才，年少成名也于顶峰谢幕，在他死后，宋朝国

运也终将走向积重难返的穷途末路，一个一味委曲求全甚至冤杀忠臣良将的王朝，

又有什么力量去保护自己的子民呢?

在历史长河中，生命是无比矩暂的，但是精神力量确实可以闪烁千年，学者

蒙曼在诗词中讲端午节时说，端午节最初有纪念屈原、伍子胥、介子推等多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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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如今基本统一的是纪念屈原，因为屈原有着最为光辉的精神力量。由这部

《满江红》想到的也是如此，在影片中，岳飞去世四年后仍然是张大这些小兵的

信仰和灯塔，而 900 年后，他九死不悔的爱国情怀，他“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的碧血丹心仍然让我们无比动容，甚至难以释怀。岳飞的浩然之气深深地震撼着

在场的每一个人，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将会永远激励着每一个国人，我们永远不

要忘记。

“每一个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满江红》

中的效用兵张大、舞姬瑶琴、车夫刘喜等等一众小人物他们没有指点江山的气魄

和率领千军万马的能力，却拥有一个人在民族蒙难之际最最可贵的品质:精忠报国，

这四个字，刻在了张大的背上，也刻在这些人的心中，一腔报国的孤勇，为大宋

而流的热血。护佑岳飞将军的忠魂，是小人物坚韧赤诚的爱国情怀。

位卑不敢忘忧国。当得知舞姬瑶琴是身负报国大义，毅然半涂加入刺杀秦桧

的那一刻起对瑶琴也是肃然起敬，看到她眼中那坚毅的光听着她吟唱的“何日归

家洗客袍”，看着她与张大那不舍的相拥，我听到了影院里的哽咽声不断……通

当今的华夏盛世来之不易，正是无数个张大、瑶琴等平凡小人物的笑泪与欢悲，

正是丁三旺、刘喜等无数平凡小人物以微尘之光。聚成当今新时代之光明。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吾辈之青年亦应怀赤子之心，以尘雾之微补益

山海，以萤烛末光增辉岁月，吾辈之青年，亦应播下平凡之种子，以意志浸润，

以时代浇灌，以坚持为肥，矢志奋斗，谱写新时代之绚丽华章，以微尘之光芒，

汇聚我中华民族之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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