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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评述 

1、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管理相关问答（一） 

作者：黄巍丨刘亦娜丨裴修丨王晨丨唐玉春丨张秋骐 

自新型冠状病毒大范围传播以来，为保障劳动者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合法权益、保证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

经营和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国务院、各地政府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我们根据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和各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管理问题准备了如下问

答，供各企业参考。 

一、国务院决定延长的三天假期（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 日）属于什么性质的休

假？此期间的工资支付标准？ 

根据原先的放假安排，春节假期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结束，1 月 31 日为工作日，2 月 1 日为休息日调

休的工作日，2 月 2 日为休息日。春节假期延长至 2 月 2 日的情况下，2 月 2 日仍为休息日，而 1 月 31 日

和 2 月 1 日应被视为国家安排的特殊假期。 

在此期间，企业应全额发放工资。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员工，企业应安排补休或支付双倍的加班工资。 

二、企业在各地政府要求的延迟复工期间的用工安排 

（一） 企业是否应当遵守迟延复工的通知？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各地政府有权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应急处置工作。由于目前各地政府（如上海市和浙江省政府）要求延迟复工的目的系减少

人群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并未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因此企业应当予以遵守。但是，涉及保障城市运行

必需（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行业）、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

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场、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应根据通知提

前复工，不适用延迟复工的安排。 

（二） 是否可以安排在家办公？ 

可以。各地政府要求企业不能提前复工，是从减少人员聚集的角度来考量的，并未绝对地禁止企业

安排非聚集性的灵活工作方式。我们注意到，上海市人社局于 2020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延迟企业

复工相关问题的解答中提及了“提倡企业安排员工在家办公”。因此，对于互联网行业等可较多地适用

灵活办公的行业，我们认为企业基于经营需要安排员工在家办公应不是法律所明确禁止的。同时，我们

建议企业作该种安排时，应事先向员工发出书面通知，以便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 是否可以安排员工休带薪年休假？ 

对于地方性政府明确延迟复工期间属于休息日的，员工依法有权休息，企业不得安排员工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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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带薪年休假。若尚未有地方性规定迟延复工的，我们认为企业可以视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员工本人

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 

三、对于员工在春节假期前已经申请了国务院决定延长的三天假期或各地政府要求的延迟复

工期间内的年休假，该年休假如何处理？ 

对于国务院决定延长的假期，2 月 2 日原本即属于休息日，因 1 月 31 日和 2 月 1 日应被视为国家安排

的特殊假期，该两天休假不应冲抵员工的年休假，员工有权撤销申请。 

对于各地政府要求的延迟复工期间员工已经申请的年休假是否可以撤销，目前尚存在争议。我们认为，

若地方性政府已明确延迟复工期间属于休息日的，企业应允许员工撤销申请，不能冲抵年休假。若尚未有地

方性规定或虽规定了延迟复工期间但未明确其性质的，从公平合理原则出发，我们建议企业允许员工撤销。 

四、延迟复工期间的工资支付标准？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

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对于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安排员工在家办公的工资标准，应按照当地人社部门的规定执行。比如，上海

市人社局的解答明确指出“延迟复工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这几天属于休息日。对于休息的职工，企业应按

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对于承担保障等任务上班的企业职工，应作为休息日加班给予补休或按规定

支付加班工资”。也就是说，上海的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安排员工在家办公或进行其他灵活形式的非聚集性

工作，应视为休息日加班，由企业安排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两倍工资支付加班工资。 

若当地人社部门尚未出台明确规定，我们建议，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安排员工在家办公或进行其他灵活

形式的非聚集性工作的，可以参照上海市人社局的解释，安排补休或支付双倍工资。 

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

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员工，劳动关系如

何处理？ 

企业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无过失性辞退）、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员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

急措施结束。 

六、对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员工，工资如何支付？ 

需根据患病员工所处的不同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企业应当支付员工在此期间的工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进一步

明确，企业应当视同员工提供正常劳动，按正常工作期间工资支付。 

 隔离治疗解除后，除医护人员外，其他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企业应按照法定标准和当地规定

核定医疗期，并支付医疗期的病假工资。医护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按工伤处理并享有停工留

薪期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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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如何处理？ 

我们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构成不可抗力。对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从而可以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支付工资”的观点，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分析。如企业因银行假期延长而导致

短时间内工资支付困难的，我们建议企业可以在事先书面通知全体员工后，暂时延期支付工资，并在银行系

统恢复后立即支付员工工资；若因企业自身原因，如资金周转困难等无法按时发放工资，应征得工会同意后

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 

八、企业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根据人社部通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

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 

鉴于目前已公布的政策文件在短时间内出台的特殊性和紧迫性，部分问题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有待进

一步明确。我们将持续关注中央和各地政府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最新动态，不断更新疫情防控期

间劳动用工管理的通知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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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管理相关问答（二） 

作者：黄巍丨刘亦娜丨薛盈 

继前一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管理问题进行了概括性问答后，我们将在本文中梳理、汇总目前国

务院和各地政府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供各企业参考。 

一、各地相关政策文件汇总1 

序号 地区 日期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1.  全国 2020.01.27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2020.01.24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2020.01.23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

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 

2.  北京 2020.01.31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 

2020.01.31 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相关工作的通知》 

2020.01.29 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施工现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01.28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2020.01.24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 

2020.01.23 北京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3.  上海 2020.01.28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

通知》 

2020.01.27 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支持保障措施的通

                                                   
1 来源：各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微信和微博以及官方澎湃号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27/content_5472352.htm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01/t20200127_357746.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2001/t20200127_357746.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1/t20200123_357525.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1/t20200123_357525.html
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gfxwj/202001/t20200123_35752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HoMqphXd2KlUHO36D342Q
https://mp.weixin.qq.com/s/tHoMqphXd2KlUHO36D342Q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31_162208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31_162208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1/t20200130_162161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1/t20200130_1621614.html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001/t20200128_162147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beijing.gov.cn/ywdt/yaowen/t1614531.htm
http://www.beijing.gov.cn/ywdt/yaowen/t1614531.htm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23_162126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rsj.beijing.gov.cn/xxgk/tzgg/202001/t20200123_162126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3451.html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63451.html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wfb/zxdt/01/202001/t20200127_1302966.shtml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wfb/zxdt/01/202001/t20200127_13029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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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日期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知》 

4.  天津 2020.01.24 天津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5.  重庆 2020.01.28 重庆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综合办公

室 

《关于我市企业复工复产有关工作的通知》 

6.  湖北 2020.01.29 湖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2020.01.25 湖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转发<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020.01.28 武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武汉市总工会、

武汉市工商业联

合会、武汉市企

业联合会 /企业

家协会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

动关系稳定工作的通知》 

7.  广东 2020.01.28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

知》 

2020.01.25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 

2020.01.24 东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有关问题的通

知》 

8.  浙江 2020.01.28 浙江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 

2020.01.27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

的通知》 

http://rsj.sh.gov.cn/201712333/xwfb/zxdt/01/202001/t20200127_1302966.shtml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lfdefeodegipbbodkjajlpafcampibii/hjfenclebehfbbogiajeieaepngingii.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127104354888&moduleIDPage=hjfenclebehfbbogiajeieaepngingii&siteIDPage=tj&infoChecked=null
http://hrss.tj.gov.cn/ecdomain/framework/tj/lfdefeodegipbbodkjajlpafcampibii/hjfenclebehfbbogiajeieaepngingii.do?isfloat=1&disp_template=ccnjmfhhefpibbodjemcncephdmpjlhn&fileid=20200127104354888&moduleIDPage=hjfenclebehfbbogiajeieaepngingii&siteIDPage=tj&infoChecked=null
http://www.cq.xinhuanet.com/2020-01/28/c_1125508912.htm
https://www.qizhou.com.cn/article-9171-1.html
http://rst.hubei.gov.cn/fbjd/dtyw/stfb/202001/P020200127372009841705.pdf
http://rst.hubei.gov.cn/fbjd/dtyw/stfb/202001/P020200127372009841705.pdf
http://rst.hubei.gov.cn/fbjd/dtyw/stfb/202001/P020200127372009841705.pdf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1/t20200129_304246.html
http://www.wuhan.gov.cn/hbgovinfo/zwgk_8265/tzgg/202001/t20200129_304246.html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2879851.html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2879851.html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2879157.html
http://hrss.gd.gov.cn/zwgk/xxgkml/gzdt/content/post_2879157.html
http://dghrss.dg.gov.cn/rlzyj/xwtzgg/202001/34f556cb58e14da7b714fcbc1ff04ace.shtml
http://dghrss.dg.gov.cn/rlzyj/xwtzgg/202001/34f556cb58e14da7b714fcbc1ff04ace.shtml
http://dghrss.dg.gov.cn/rlzyj/xwtzgg/202001/34f556cb58e14da7b714fcbc1ff04ace.shtml
http://www.zjhrss.gov.cn/art/2020/1/28/art_1391002_10431.html
http://www.zjhrss.gov.cn/art/2020/1/28/art_1391002_10431.html
http://www.zj.gov.cn/art/2020/1/27/art_1554467_41858317.html
http://www.zj.gov.cn/art/2020/1/27/art_1554467_41858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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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7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

通知》 

9.  江苏 2020.01.28 江苏省政府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知》 

2020.01.27 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020.01.29 南京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复工复业平

稳安全的通知》 

2020.01.29 苏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

的通知》 

2020.01.28 苏州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苏州市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延迟企业复工加强疫情防控

的通知》 

2020.01.26 苏州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苏州市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告（第 3 号）》 

2020.01.28 无锡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

的通知>的通知》 

2020.01.27 无锡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无锡市

商务局、无锡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锡市关于推迟全市企业复工复业时间的通告》 

2020.01.29 常州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 

《关于延迟常州市企业复工的补充通告》 

2020.01.26 常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的通知》 

2020.01.23 常州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 

《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告》 

https://mp.weixin.qq.com/s/jWsry1KOAK863eDee5y5eg
https://mp.weixin.qq.com/s/jWsry1KOAK863eDee5y5eg
http://www.zgjssw.gov.cn/yaowen/202001/t20200128_6486111.shtml
http://rsj.taizho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13db24cc6c5746449437fabe78f5ff3b.pdf
http://rsj.taizho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13db24cc6c5746449437fabe78f5ff3b.pdf
http://rsj.taizho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13db24cc6c5746449437fabe78f5ff3b.pdf
http://www.nj.gov.cn/zdgk/202001/t20200129_1783170.html
http://www.nj.gov.cn/zdgk/202001/t20200129_1783170.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01/0545968f15134bf1a893661850cedb13.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01/0545968f15134bf1a893661850cedb13.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01/31f3c756ade04dbb8138cf70cb4733d1.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zwgg/202001/31f3c756ade04dbb8138cf70cb4733d1.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szyw/202001/43503915d32b42978a49015365e8c2c1.shtml
http://www.suzhou.gov.cn/szsrmzf/szyw/202001/43503915d32b42978a49015365e8c2c1.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7000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7000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63906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290158025780333
http://rsj.changzhou.gov.cn/html/czrsj/2020/HBPEPLJD_0126/45640.html
http://rsj.changzhou.gov.cn/html/czrsj/2020/HBPEPLJD_0126/45640.html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281158000956698
http://www.changzhou.gov.cn/ns_news/28115800095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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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8 南通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南通市关于延迟企业复工的通告》 

2020.01.27 镇江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 

防控指挥部 

《镇江市关于企业复工和学校复学安排的通告》 

10.  河北 2020.01.30 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复业的通

知》 

2020.01.24 河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转发人社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11.  内 蒙

古 

2020.01.29 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学

校开学和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的通知》 

2020.01.28 内蒙古自治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妥善处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

知》 

12.  黑 龙

江 

2020.01.30 黑龙江省人民政

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全省企业复工复业

的紧急通知》 

13.  辽宁 2020.01.31 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

的通知》 

2020.01.25 辽宁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的通知>的通知》 

2020.01.31 大连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大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令第

3 号》 

14.  吉林 2020.01.27 吉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 

《关于延迟全省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 

2020.01.26 吉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666422
https://mp.weixin.qq.com/s/oSbkaBuItGoH13tsi5z3rQ
http://www.hebei.gov.cn/hebei/11937442/10761139/14817722/index.html
http://www.hebei.gov.cn/hebei/11937442/10761139/14817722/index.html
http://rst.hebei.gov.cn/a/tongzhi/2020/0128/8561.html
http://rst.hebei.gov.cn/a/tongzhi/2020/0128/8561.html
http://www.nmg.gov.cn/art/2020/1/30/art_1686_297866.html
http://www.nmg.gov.cn/art/2020/1/30/art_1686_297866.html
http://www.nmg.gov.cn/art/2020/1/28/art_151_297252.html
http://www.nmg.gov.cn/art/2020/1/28/art_151_297252.html
http://www.nmg.gov.cn/art/2020/1/28/art_151_297252.html
http://www.hlj.gov.cn/zwfb/system/2020/01/30/010918737.shtml
http://www.hlj.gov.cn/zwfb/system/2020/01/30/010918737.shtml
http://www.ln.gov.cn/zfxx/jrln/wzxx2018/202001/t20200131_3731012.html
http://www.ln.gov.cn/zfxx/jrln/wzxx2018/202001/t20200131_3731012.html
http://rst.ln.gov.cn/zxzx/gsgg/202001/t20200125_3729123.html
http://rst.ln.gov.cn/zxzx/gsgg/202001/t20200125_3729123.html
http://rst.ln.gov.cn/zxzx/gsgg/202001/t20200125_3729123.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20-01-31/doc-iimxxste7878729.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20-01-31/doc-iimxxste7878729.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938922268463291&wfr=spider&for=pc
http://hrss.jl.gov.cn/gg/202001/t20200127_6654962.html
http://hrss.jl.gov.cn/gg/202001/t20200127_6654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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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通知》 

15.  安徽 2020.01.29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

的通知》 

2020.01.25 安徽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转发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16.  福建 2020.01.29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通

知》 

17.  江西 2020.01.29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通

知》 

2020.01.27 江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18.  山东 2020.01.29 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

的紧急通知》 

2020.01.27 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 

2020.01.28 烟台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 

19.  河南 2020.01.26 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社厅明电

〔2020〕5 号文件，妥善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 

20.  湖南 2020.01.28 湖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

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 

2020.01.28 株洲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有关问题的通知》 

2020.01.26 邵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公告》 

21.  广西 2020.01.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http://hrss.jl.gov.cn/gg/202001/t20200127_6654962.html
http://www.ahjjjc.gov.cn/p/81601.html
http://www.ahjjjc.gov.cn/p/81601.html
http://hrss.ah.gov.cn/web/news/401/138467.html
http://hrss.ah.gov.cn/web/news/401/138467.html
http://www.fujian.gov.cn/xw/fjyw/202001/t20200129_5186811.htm
http://www.fujian.gov.cn/xw/fjyw/202001/t20200129_5186811.htm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0/1/30/art_393_1494174.html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0/1/30/art_393_1494174.html
http://rst.jiangxi.gov.cn/tzgg/11699.jhtml
http://rst.jiangxi.gov.cn/tzgg/11699.jhtml
http://hrss.shandong.gov.cn/articles/ch00422/202001/fa93f347-49e1-4299-81fb-fb3e24fe0df2.shtml
http://hrss.shandong.gov.cn/articles/ch00422/202001/fa93f347-49e1-4299-81fb-fb3e24fe0df2.shtml
http://news.dongyingnews.cn/system/2020/01/27/010727634.shtml
http://news.dongyingnews.cn/system/2020/01/27/010727634.shtml
http://rshj.yantai.gov.cn/art/2020/1/28/art_23237_2640193.html
http://rshj.yantai.gov.cn/art/2020/1/28/art_23237_2640193.html
http://hrss.henan.gov.cn/sitegroup/root/html/4aef140825e3728f01261bdbf06e012f/c93505b2231e4e58a211345aa5cd1db6.html
http://hrss.henan.gov.cn/sitegroup/root/html/4aef140825e3728f01261bdbf06e012f/c93505b2231e4e58a211345aa5cd1db6.html
http://hrss.henan.gov.cn/sitegroup/root/html/4aef140825e3728f01261bdbf06e012f/c93505b2231e4e58a211345aa5cd1db6.html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11165318/files/c7341ea567684a159bf0bf95cb18ced0.pdf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11165318/files/c7341ea567684a159bf0bf95cb18ced0.pdf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11165318/files/c7341ea567684a159bf0bf95cb18ced0.pdf
http://rst.hunan.gov.cn/rst/xxgk/tzgg/202001/11165318/files/c7341ea567684a159bf0bf95cb18ced0.pdf
http://rsj.zhuzhou.gov.cn/c923/20200128/i1428498.html
http://rsj.zhuzhou.gov.cn/c923/20200128/i1428498.html
https://rsj.shaoyang.gov.cn/rsj/gzdt/202001/1da1870c70694260a12662711de01935.shtml
https://rsj.shaoyang.gov.cn/rsj/gzdt/202001/1da1870c70694260a12662711de01935.shtml
http://www.gxzf.gov.cn/gxyw/20200127-792810.shtml
http://www.gxzf.gov.cn/gxyw/20200127-792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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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南 2020.01.27 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及劳动保障工作的紧急通

知》 

2020.01.26 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社部办公厅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3.  四川 2020.01.30 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应急指挥

部 

《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公

告（第 5 号）》 

2020.01.28 四川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

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2020.01.24 四川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关于妥善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的通知>的通知》 

2020.01.25 成都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关于妥善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的通知>的通知》 

24.  贵州 2020.01.30 贵州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复产的通

知》 

2020.01.24 贵州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25.  云南 2020.01.28 云南省委省政府

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 

《云南省委省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通告（第 2 号）》 

2020.01.24 云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妥善处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的通知》 

26.  陕西 2020.01.24 陕西省人力资源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

http://hrss.hainan.gov.cn/hrss/0503/202001/bdcda982ce5747d2bb482efd969d60bb.shtml
http://hrss.hainan.gov.cn/hrss/0503/202001/bdcda982ce5747d2bb482efd969d60bb.shtml
http://hrss.hainan.gov.cn/hrss/0503/202001/bdcda982ce5747d2bb482efd969d60bb.shtml
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hangjiang/0400/202001/f44ee3826ab34b028a61c7e0e79a5c3b/files/88a03f185059496893d9cbaed3cbcebb.pdf
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hangjiang/0400/202001/f44ee3826ab34b028a61c7e0e79a5c3b/files/88a03f185059496893d9cbaed3cbcebb.pdf
http://changjiang.hainan.gov.cn/changjiang/0400/202001/f44ee3826ab34b028a61c7e0e79a5c3b/files/88a03f185059496893d9cbaed3cbcebb.pdf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130202446-649957-00-000
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T.aspx?i=20200130202446-649957-00-000
http://rst.sc.gov.cn/rst/zwyw/2020/1/28/ba0017ae3c5640578bc7d4c2261a9970.shtml
http://rst.sc.gov.cn/rst/zwyw/2020/1/28/ba0017ae3c5640578bc7d4c2261a9970.shtml
http://www.zg.gov.cn/web/guest/zgzxd-tzgg/-/articles/11367957.shtml
http://www.zg.gov.cn/web/guest/zgzxd-tzgg/-/articles/11367957.shtml
http://www.zg.gov.cn/web/guest/zgzxd-tzgg/-/articles/11367957.shtml
http://www.cdht.gov.cn/cdhtz/c143045/2020-01/27/4f10643ecfd34980bb805ab3a1bf5e81/files/b3e9ffe6ceac411fb99705cb095aa813.pdf
http://www.cdht.gov.cn/cdhtz/c143045/2020-01/27/4f10643ecfd34980bb805ab3a1bf5e81/files/b3e9ffe6ceac411fb99705cb095aa813.pdf
http://www.cdht.gov.cn/cdhtz/c143045/2020-01/27/4f10643ecfd34980bb805ab3a1bf5e81/files/b3e9ffe6ceac411fb99705cb095aa813.pdf
http://www.guizhou.gov.cn/xwdt/gzyw/202001/t20200131_46273051.html
http://www.guizhou.gov.cn/xwdt/gzyw/202001/t20200131_46273051.html
http://rst.guizhou.gov.cn/zwgk/xxgkml/gggs/202001/t20200128_45760381.html
http://rst.guizhou.gov.cn/zwgk/xxgkml/gggs/202001/t20200128_45760381.html
http://rst.guizhou.gov.cn/zwgk/xxgkml/gggs/202001/t20200128_45760381.html
http://www.yn.gov.cn/ywdt/ynyw/202001/t20200129_187777.html
http://www.yn.gov.cn/ywdt/ynyw/202001/t20200129_187777.html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37440&ClassID=558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37440&ClassID=558
http://hrss.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37440&ClassID=558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4938&chid=1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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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日期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和社会保障厅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2020.01.27 西安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延迟本市企业复工的通知》 

27.  青海 2020.01.27 青海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 

28.  新疆 2020.01.2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财政

厅、卫生健康委

员会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卫生健康委员

会关于做好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

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工作的通知》 

2020.01.26 八师石河子市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 

《八师石河子市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告》 

二、相关问题梳理 

（一） 各地企业延迟复工日期？ 

1. 全国：2 月 3 日起正常上班（如地方政府尚未通知，按照此日期执行）。 

2. 北京市：（1）在 2 月 9 日 24 时前，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重点项目

建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应当正常上班；（2）在 2 月 9 日 24 时前，其他企

业具备条件的，应当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方式在家上班完成相应工作；不具备条件安排

职工在家上班的企业，安排职工工作应当采取错时、弹性等灵活计算工作时间的方式，不得造成人

员汇聚、集中；（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复工或新开工（涉及国家

级、市级重大工程和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以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项目，经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核定的，可提前复工或新开工）。 

3. 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重庆市、福建省、江苏省、安徽省、云南省、山东省、江西省、贵州省、

河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不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前复工（涉及保障城

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及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 

4. 吉林省：不早于 2 月 2 日 24 时前复工（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及

其它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 

5. 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2 月 3 日起正常上班。 

6. 湖北省：不早于 2 月 13 日 24 时前复工。 

http://rst.shaanxi.gov.cn/newstyle/pub_newsshow.asp?id=1014938&chid=100077
https://mp.weixin.qq.com/s/FYIXczzn4O-5tiaTbiIvQQ
http://rst.qinghai.gov.cn/pages/xxgk/zxgb/73471.html?frompage=homepage
http://rst.qinghai.gov.cn/pages/xxgk/zxgb/73471.html?frompage=homepage
http://www.xjrs.gov.cn/zwgk/zxfb/202001/t8a4ac70d6feeed57016ff0049cdf0032.html
http://www.xjrs.gov.cn/zwgk/zxfb/202001/t8a4ac70d6feeed57016ff0049cdf0032.html
http://www.xjrs.gov.cn/zwgk/zxfb/202001/t8a4ac70d6feeed57016ff0049cdf0032.html
http://www.shznews.com/cms/news/zw/2020/01-27/content_124442.html
http://www.shznews.com/cms/news/zw/2020/01-27/content_124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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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停工停产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生活费支付标准？ 

根据人社部的通知，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职

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职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的办法执行。各地的政策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具体而言，生活费标准为： 

1. 上海市：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2. 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3. 陕西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5%。 

4. 北京市、辽宁省、山东省、湖北省、四川省、青海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鉴于目前已公布的政策文件在短时间内出台的特殊性和紧迫性，部分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我们将持续

关注中央和各地政府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最新动态，不断更新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管理的通

知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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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管理相关问答（三） 

作者：黄巍丨裴修丨刘亦娜丨张秋骐 

继前两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管理问题进行了回答后，我们继续在本系列中梳理、汇总企业关心

的其他问题，并就各地新颁布的政策提供解读，供各企业参考。 

一、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7 日期间，员工没有提供劳动的，应如何支付工资？ 

企业应正常向员工支付工资。 

二、对于在家办公的员工，其工资标准是否应当与疫情发生前的水平保持一致？ 

需根据不同期间进行具体分析： 

（一） 延迟复工期间 

目前多数地方的人社局并未就延迟复工期间在家办公的工资标准进行明确规定。根据上海人社局

的解答，上海的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安排员工在家办公的，应视为休息日加班，企业应安排补休或支付

加班工资（标准工时制的员工应支付双倍工资）。广东省、苏州市和无锡市人社局的通知则规定，对于

延期复工期间工作的员工，企业应支付正常工资（无需支付加班工资，休息日工作的需安排补休或支付

双倍工资）。其他省市地区未明确支付标准的，则应暂时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亦即在家办公的

员工工资应与其在疫情发生前的水平保持一致。 

（二） 延迟复工期后至疫情结束期间 

原则上，延迟复工期后仍在家办公的员工工资应与疫情前水平保持一致，即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奖金等。其中，绩效工资和奖金等仍应根据企业与员工的约定和绩效表现等因素予以确定。 

三、若企业与员工达成一致，确认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疫情结束期间企业无需支付工资，该

协议是否有效？ 

很可能被认定无效。根据人社部通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一

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此外，根据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停

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员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员

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员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

按照各地规定的标准向员工支付生活费。因此，即便企业与员工达成一致调整该期间薪酬，薪酬也不应低于

前述标准，且企业应继续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除非当地政府另行颁布了优惠措施。 

因此，对于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正常复工的企业，我们建议其与员工协商签订调薪或待岗协议，适当调整

疫情期间的工作时间（待岗则无需提供劳动）和工资标准，该工资标准不应低于各地规定的生活费标准。各

地生活费标准详见《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用工管理相关问答（二）》。 

对于因受疫情影响而在家办公的员工，经双方协商同意，企业也可以通过签订调薪协议的方式调整员工

工资水平，同时考虑调整员工的工作时间，以符合企业的日常 运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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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双方也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酌情减少或取消奖金的支付。 

四、企业应以何种方式与员工确认调薪或待岗期间的工资安排？ 

因调薪或待岗属于对劳动合同的变更，企业应采用书面形式与员工确认调薪或待岗期间的工资安排。从

管理角度，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书面合同的形式与员工确认。但考虑到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企业也可以通过

公司邮箱发送邮件向员工确认，或酌情选择其他书面形式。 

五、企业在疫情结束前是否可以让员工休无薪假？ 

不可以。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和人社部的通知，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劳动合同

规定的标准支付员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员工提供了正常劳动，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员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按照各地规定的标准向员工支付生活费，或与员

工达成一致，以不低于生活费的标准支付待岗工资。 

六、北京市发布《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

知》（“《通知》”），规定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对此，企业应如何执

行未成年子女看护假的相关政策？ 

（一） 员工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向企业申请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 

员工在该《通知》下申请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应满足以下条件： 

1. 家庭中需要看护的子女未满 18 周岁。 

2. 需要看护的未成年子女为受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政策影响而不能正常返校的学

生和幼儿。因此，未上幼儿园的婴幼儿、已经辍学、未上学或离开学校的未成年子女均不在此列。 

3. 员工的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不具有看护条件或未向其用人单位申请看护未成年子女，包括：与

配偶两地分居、配偶正常上班、配偶正在接受隔离治理、配偶死亡等。但是，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

不上班、有条件看护子女的除外。 

（二） 员工请未成年子女看护假的，应履行什么手续？ 

员工应参照企业内部规定履行休假申请手续，一般包括提交休假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文件，如配偶没

有看护条件或正在接受隔离治疗的证明、配偶用人单位出具的未休取未成年子女看护假的证明等。 

（三） 员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企业应按什么标准支付工资？ 

员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视为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

动的情形，期间的工资待遇由员工所属企业按其出勤发放正常工资。 

（四） 在此期间，企业是否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的，顺延至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

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结束。 

（五） 企业是否可以安排其在家灵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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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鼓励在家看护员工采用电话、网络等灵活办公方式提供劳动；并鼓励员工之间调班轮休，

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保证工作和生产正常运转。因此，企业可以安排其在家灵活办公。 

（六） 企业在此期间是否可以与员工协商一致调整工资报酬？ 

在确有需要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企业可与员工达成书面一致调整工资报酬。双方达成书面一致

后，企业可以双方同意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但该工资不应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生活费标准，如最低工

资标准。 

七、疫情防控期间，企业要求员工提供个人健康信息（包括体温）、近期行程、可疑接触史以

及地理位置信息的，是否有侵犯员工隐私的风险？企业如何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

传染病防治工作；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

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八

条至第十一条则规定，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

发事件应对工作。 

目前，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列为《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对此采取甲类传染病的

预防、控制措施，且各地均启动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明确此次疫情爆发属于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因此，企业应参照前述法律规定的要求，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特性，企业要求员工提供个人健康信息（包括体温）、近期行程、可疑接触

史以及地理位置信息，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具有合理性。此外，企业如发现员工感染或疑似感染，应及时

报告至有关单位。 

但是企业同时应注意，收集和使用上述信息的过程应当符合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

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且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和与被收集者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此外，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

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基于上述规定，为避免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企业在要求员工提供前述信息时，应注意采取以下措施： 

1. 明确告知员工，该信息将仅用于疫情防控的目的，且不会向无权知悉该信息的任何其他人披露。 

2. 明确告知员工，企业仅在认为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向当地疾控中心或医院汇报。 

3. 该信息应在员工同意的前提下获取，如员工不同意提供的，企业不得强制员工提供。 

4. 如有必要定期向企业所有员工通报防疫情况的，应在通报中去除所有能识别该员工身份的信息。 

5. 如发现员工可能存在感染的情况，应及时报告至当地疾控中心或医院。 

八、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在办公场所入口处设置体温测量或定时检测员工体温的，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如发现员工体温超常，是否有权要求员工离开办公场所？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应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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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30 日，国务院相关工作组发布了《关于印发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

南的通知》，明确了在办公楼等人群经常聚集活动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应采取的各类防护措施，包括加强

对来访人员健康监测和登记等工作。此外，多地政府（如北京市、江苏省和广东省等）也发布了相应通知，

要求企业对正常来单位上班的员工加强健康检测和防护。因此，为符合上述要求，企业可以在办公场所入口

处设置体温测量或定时检测员工体温。 

如发现员工体温超常，企业在正常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员工离开办公场所，以防止潜在的

传染风险。同时，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仅人民政府有权采取隔离措施，仅医疗机构有权对相

关人员进行隔离治疗。因此，企业无权要求或强制员工在某处隔离，而仅能要求其离开办公场所。 

九、疫情结束前，企业应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 

我们建议各企业尽量按时缴纳社会保险，避免迟缴、欠缴等情况。若由于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的，也

可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予以缓缴，并在疫情过后的规定期限内补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于 2020 年 1 月 30 日发布《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2020〕7 号），指出允许参保企业和个人延期办理业务，逾期办理缴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

权益记录，补办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完成。随后，各地也颁布了更为详尽的政策性文件，如：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于 2020 年 2 月 2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缴费和待遇相关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

24 号），明确规定对于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用人单位无法按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费，期间不加收滞纳金。 

 苏州市于 2020 年 2 月 2 日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

十条政策意见》（苏府〔2020〕15 号），规定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企业，按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缓

缴期最长 6 个月。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发布《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本市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规定因受疫情影响，本市社会保险参保单位、灵活就

业人员和城乡居民未能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业务的，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

参保单位逾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在向本市社保经办机构报备后，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参保职工

个人权益记录，相关补缴手续应在疫情解除后三个月内完成。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5 号），规定将 1 月、2 月应缴社会保险费征收期延

长至 3 月底。对于旅游、住宿、餐饮、会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教育培训、文艺演出、影视剧

院、冰雪体育等受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可将疫情影响期间应缴社会保

险费征收期延长至 7 月底。延迟缴费期间，不收取滞纳金，不影响正常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

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十、目前有哪些地方出台了缓解企业经济压力的政策？ 

 苏州市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2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苏府〔2020〕15 号），在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和减轻企业负

担三大方面给出了支持性政策，提出了包括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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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降低、实施援企稳岗政策、缓缴社会保险费、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和税费、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等

优惠举措，以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0 年 2 月 3 日推出了四项举措减轻企业负担，包括实施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和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京政办发〔2020〕5 号），提出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加大防控资金支

持力度、精心做好企业服务、发挥科技创新对疫情防控支撑作用和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等五大

方面的举措，其中包括帮助各类企业稳定生产经营、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融资问题、延迟缴纳社会保

险费、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的租金等企业减负政

策。 

我们预期国家层面和其他各地方政府层面也会很快陆续出台各类缓解企业压力的利好政策。 

十一、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实施裁员的注意事项包括哪些？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

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 号）和各地政府出台的相关通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

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

少裁员。因此，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各企业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妥善处理劳资关系，谨慎采用裁

员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理解，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行各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严峻的困难与挑战。如果企业在无

奈之下只能裁员，我们提醒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 不能裁员的情形：除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的通常情形之外，还需注意在前述人社部和各地的通知中，也明确强调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

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员工，企业不得以经济性裁员方式与员工解除劳动

合同。 

2. 充分重视程序合法：《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裁员二十人以上或者占员工总数 10%以上的，

在程序上要经过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裁减人员

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等。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法律风险，企业在此特殊时期更应重视程序的合

法合规，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书面报告裁员工作流程和裁员方案，避免因程

序问题而承担违法解除的法律责任。 

3. 按时支付工资和补偿金：企业应按时结清工资，并依法向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4. 避免人员聚集和群体事件：在裁员过程中，企业应充分听取员工意见，尽量通过电话、微信、邮件

等方式与员工沟通，便于保存相关书面记录的同时也能避免员工聚集引发的感染风险。同时，企业

也要特别注意安抚员工情绪，作好应急预案和防范应对工作，避免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影响社

会稳定的情况。 

由于政策持续变化，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央和各地政府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最新动态，保持

及时更新和解读。新颁布的政策与本系列问答有冲突的，以新颁布的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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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解 2 月 7 日人社部等部门复工复产最新意见 

作者：黄巍丨裴修 

2020 年 2 月 10 日，全国多数地区的企业将复工复产。在此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2 月 7 日，人社

部联合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印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

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的发文主体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工会和企业协会，可以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央层面对疫情防控

期间稳定劳动关系的决心和方案，值得关注。我们现总结要点，供各企业参考。 

一、政策导向：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员工与企业唇亡齿寒，

其收入、工作岗位都难免遭受冲击。 

为了不使疫情带来的外部压力导致劳动关系矛盾凸显，变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央要着力解决劳

动关系稳定问题。 

解决问题的基本政策导向就是“无所偏废”——既要救企业、又要保员工，即“保企业、保就业、保稳

定”。不能为了救市牺牲员工利益，也不能一味保护员工而将所有压力转嫁到企业身上，将企业进一步推向

深渊。 

二、政策工具：具体措施的分类解读 

根据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导向，我们将《意见》的主要政策工具分为了以下三类，并简要总

结了各自内容： 

（一） 员工权益保障类 

1. 鼓励企业在疫情期间安排员工在家办公。不具备在家办公条件的，安排员工优先休法定年休假、额

外年休假。 

2. 鼓励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减少人员聚集，控制感染风险。 

3. 员工被实施隔离措施期间，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关系，视同员工正常劳动支付工资。 

4. 隔离措施结束后，员工继续停工治疗的，享受病假（医疗期）待遇。 

5. 春节假期延长期间（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加班的员工，企业优先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加班费。 

（二） 企业用工权利类 

1. 符合复工条件的企业，在提供了必要防疫和劳动保护的前提下，可以要求员工返岗；经劝导不愿复

工或无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员工，企业可以“依法处理”。 

2. 在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员工各类休假使用完毕后，按照停工停产相关规定处理工

资支付问题：第一个月支付全薪，第二个月开始支付“生活费”（以北京为例，“生活费”为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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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标准的 70%）。 

3. 疫情导致经营困难的，经协商民主程序，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措施，稳定工作岗

位。 

4. 暂无工资支付能力的，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 

5. 仍然无法纾解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实施裁员。 

（三） 各部门经费支持类 

1. 失业保险经费（人社部门）：扩大小微企业享受稳岗补贴的范围。 

2. 培训费补贴（人社部门）：在停工期、恢复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员工培训的，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 

3. 工会经费（工会组织）：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 

4. 工会防疫专项资金（工会组织）：加大对防疫一线员工的慰问。 

5. 企业组织会费（企业联合会、工商联）：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返还一定比例的会费。 

请注意，《意见》是中央层面发布的政策，并以引导、鼓励类措施为主。在具体执行中，各企业仍然应

注意当地发布的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关注政策动态。 



 

20 

www.hankunlaw.com 

5、 “新冠肺炎”疫情与履约纠纷：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作者：商事争议解决组2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大量民商事合同的履行。在法律上，我们一般从两个角度考察此次疫情给合

同履行带来的法律影响。一是，从不可抗力角度；二是，从情势变更角度。本文即从该两个角度梳理所涉相

关法律问题，提出我们的初步分析意见，供各位参考。 

总体上，参考此前我国法院处理“非典”时期类似案件的实践观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构成不可

抗力事件。但当事人能否依据不可抗力主张免责或者解除合同，需依据具体案件情况而定。尤其是，需要结

合具体案件情况，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必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不构成不可抗

力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被认定构成“情势变更”，进而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和公平原则，由法院

基于自由裁量对合同进行必要变更或裁决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较为谨慎。 

一、不可抗力与“免责”、“解除合同” 

（一）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事件。 

如合同中对“不可抗力”有定义，且定义中明确列举了“传染病”或“非典型性肺炎”等，主张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即有合同依据。 

如合同中无明确定义，或“不可抗力”定义中未明确包含“传染病”或“非典型性肺炎”等的，依

据如下法律规定，并参考此前司法实践观点，可主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1.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总则》第 180 条、《合同法》第 117 条第 2 款，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

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我们认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突发性，一般公众无法预见，且爆发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方

法彻底阻断其传播，也未找到确切有效的治愈方法。据此，至少在目前，当事人可主张本次疫情为不能

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但该等主张能否获得法院支持，需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分析。 

2. 司法实践观点 

截至本文发出之时，最高人民法院尚未正式发布关于如何处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合同纠

纷的司法文件。 

本次疫情爆发情形与 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情形相似，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法院在处理与“非典”

疫情相关合同纠纷时的下述司法实践观点（有较多法院判决支持）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2 参与本文撰写（协助法律检索、参与讨论、起草和修改、提供意见和建议等）的律师包括（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陈湘林、

董施文、金立宇、李保甫、廖荣华、刘云鸽、孙颖、王延妍、许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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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2003〕72 号，2003 年 6 月 11 日生效）第三条第（三）款： 

“……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

‘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即不可抗力条款）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 

 《正确处理“非典”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案件》4（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尽管医学专家对非典型肺炎的症状、成因等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法律上分析，我们认为，非典

型肺炎作为一种突发性的异常事件、一种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疫情，不仅当事人不能预见，而且具有

广博医学知识的医学专家也无法预见；从其爆发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方法阻止其传播，甚至还没有

确定确切的传染源；尽管有许多非典型肺炎病人经过治疗病愈出院，但到目前医学界还没有确定确

切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这种异常的事件，至少在目前，是人类无法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

的客观存在，其性质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是一种自然灾害。” 

（二） “新冠肺炎”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带来哪些法律后果？ 

可从两个角度判断其可能的法律后果。 

首先，需依据合同约定。如合同中有关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合同如何履行的约定，则一般需从其

约定。 

其次，需依据法律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对不可抗力事件可带来的法律后果有相应规定。但这些法律

后果是否会确实发生，需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而定。 

1. 可主张部分或全部免责 

依据如下法律规定，如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未履行义务一方可主张全部或部分免责。但，

主张免责的一方需举证证明，“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件）与合同义务无法履行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2. 可主张解除合同 

依据如下法律规定，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不限于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未

能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但，主张解除合同一方需举证证明，“新冠肺炎”疫情（作

为不可抗力事件）与主张解除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 1997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

批）的决定>（法释〔2013〕7 号），此文件已被废止。 

4 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 年/6 总第 2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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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3. 可主张不适用定金罚则 

依据如下法律规定，如合同约定了定金，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可主张不适用定金罚则。

但同样地，主张不适用定金罚则的一方需举证证明，“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件）与合同不

能履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适用定金罚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能否依据“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由主张免责或解除合同，需根据具

体案情进行具体分析。 

重点需要考虑“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必然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免责或者

解除合同一方自身是否也存在过错，包括因自身的迟延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而导致“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合同履行等。 

其中，在不同疫情防控时期由相关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地方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是进行案件分

析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 因“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件）影响合同履行，合同双方各有哪些法律上的注意事

项/义务？ 

可从两个角度考虑各方需注意的事项。 

首先，从合同约定角度。如合同中对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的处理程序有约定的，当事人需遵照该等

约定。 

其次，从法律规定角度。可区分违约方和守约方。 

对违约方而言，依据如下法律规定，其负有“及时通知”对方和“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的义务。

根据我国法院处理“非典”时期类似案件的司法实践，“新冠肺炎”疫情可视为“社会公知的事实”

而较易举证证明。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

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对守约方而言，依据如下法律规定，其负有“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止损义务”。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

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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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二、情势变更与“变更、解除合同” 

（一） 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有何区别？两者能否同时适用？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 号，

2009 年 5 月 13 日生效）第二十六条： 

“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

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

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有相似性，均需“无法预见”。但两者存有根本性区别（如下），进而

不能同时适用。 

1. 两者虽均构成履行障碍，但程度不同。不可抗力已构成履行不能，而情势变更未达到履行不能的程

度，仍属于可能履行，只是其履行极为困难并导致显失公平。 

2. 不可抗力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当事人只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即可获得免责，

法院对于是否免责无裁量余地；情势变更不是法定免责事由，其本质是使当事人享有请求变更或

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同时授予法院公平裁量权。 

3. 不可抗力的效力系当然发生，情势变更的效力非当然发生。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是否变更或解除合

同及是否免责，取决于法院的裁量。 

4. 情势变更是从合同效力角度出发，解决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而不可抗力是从违约角度出发，

解决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两个制度处于同一体系下，解决不同的问题。 

（二）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可构成情势变更？ 

参照此前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以及部分人民法院处理“非典”时期类似案件的实践观点（如下），

在具体个案中，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可能被认定构成情势变更，进而基于一

方请求裁决变更或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5（法〔2003〕72 号，2003 年 6 月 11 日生效）第三条第（三）款： 

“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 

在李培艳（承租人）与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关居民委员会（下称西关居委会，出租人）追偿权纠纷

一案中，根据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6 民终 268 号民事判决书，一、二审法院均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 1997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 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

批）的决定>（法释〔2013〕7 号），此文件已被废止。 



 

24 

www.hankunlaw.com 

认定： 

“‘非典’疫情系不可预知的灾害，上诉人李培艳承租的宾馆停业，造成经济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并有西关居委会两委成员签字确认，该损失超出了市场风险的范围，原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当减

免部分租赁费，于法有据。” 

但需要注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如下司法文件，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尺度把握较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

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 号）： 

“为了因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审判工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民法通则、合

同法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

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

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

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

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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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冠肺炎”疫情与履约纠纷：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调整对当事人诉讼权

益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作者：商事争议解决组6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蔓延与扩大，截止目前，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对此次疫情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为做好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全国各地法院和

仲裁委员会均对疫情防控期间的诉讼和仲裁活动作出调整。 

本文将简要梳理并汇总截止目前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已经作出的关于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

知与公告，并就诉讼和仲裁活动调整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影响以及应对方法提供简要分析与建议。 

一、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知和公告汇总 

为防止疫情扩散与蔓延，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在春节假期期间均发布了

调整诉讼和仲裁活动的通知。总体而言，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工作做出了以下三个

方面的调整与安排： 

1. 暂停现场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建议当事人通过网络或邮寄方式提交材料，并在线完

成仲裁与诉讼立案 

对于需要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的纠纷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或仲裁委员会指定的网络服务平

台提交电子版本的仲裁或诉讼材料。不具备在线立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将仲裁或诉讼材料以邮寄方式

提交仲裁委员会或法院。 

2. 暂停现场庭审、谈话与听证等诉讼活动，当事人因疫情原因无法及时调取证据或参加庭审的，可

申请延期举证或开庭 

在疫情防控期间，法院与仲裁庭将对相关案件采取延期开庭、延期谈话与延期听证等措施，具体恢

复时间将视疫情形势变化另行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与其委托代理人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正在治疗、

隔离期间，或身处受疫情影响而交通管制的地区，无法及时调取证据或参加庭审与调解的，可以向法院

或仲裁庭申请延期举证或延期开庭审理。 

3. 暂停现场执行活动，严控异地执行事项，加强网络查控力度，通过线上方式完成财产保全与执行

查控工作 

各地法院将充分运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开展保全查控和执行查控工作，全面加大执行案件网络查

控办案力度，尽可能减少线下查控。财产查控等执行与保全措施涉及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人员的，可以

向法院申请暂缓采取该等措施。对于需要跨区域执行的案件，原则上应通过委托执行方式，由当地法院

予以办理。 

全国各地仲裁委员会与法院的相关调整通知与公告汇总如下： 

                                                   
6 参与本文撰写的律师包括（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黄巍、刘亦娜、陆利锋、薛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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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有关调整仲裁活动的通知与公告 

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  全国 2020.01.28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紧急通告》 

2.  北京 2020.01.28 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通知》 

2020.02.01 北京仲裁委员会/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补充通

知（一）》 

3.  上海 2020.01.28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

裁中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仲裁工作安排的通

知》 

2020.01.28 上海仲裁委员会 《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疫情期间仲裁工作的提

示》 

2020.01.31 上海仲裁委员会 《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疫情期间仲裁工作的补

充提示（一）》 

4.  深圳 2020.01.29 深圳国际仲裁院 《深圳国际仲裁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仲裁工作

及相关事项的温馨提示》 

5.  广州 2020.02.03 广州仲裁委员会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工作安排的公告》 

人民法院有关调整诉讼活动的通知与公告 

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  全国 2020.01.30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诉

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2020.01.31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关于做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期间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2.  北京 2020.01.28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安排的公告》 

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16453
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16453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4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4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655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shiac.org/SHIAC/news_detail.aspx?id=873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0&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0&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1&menu=gg-68-
http://www.accsh.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8&id=311&menu=gg-68-
http://www.sccietac.org/web/news/detail/1906.html
http://www.sccietac.org/web/news/detail/19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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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2020.01.3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法院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

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3.  上海 2020.01.27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特别告知和诉讼提示》 

2020.01.28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02.0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法院

调整诉讼服务和立案信访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4.  天津 2020.02.01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相关事项的特别提

示》 

5.  重庆 2020.01.3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6.  湖北 2020.01.29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活动调整事宜的公告》 

7.  河北 2020.01.30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公告》 

8.  山西 2020.01.31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知》 

9.  内蒙古 2020.01.28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的指引》 

2020.02.02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申诉信

访接待工作方式的通告》 

10.  辽宁 2020.01.28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温馨

提示》 

2020.01.31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知》 

11.  吉林 2020.01.31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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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2.  黑龙江 2020.01.29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公

告》 

2020.02.01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和

申诉信访事项通告》 

13.  江苏 2020.01.28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相关

事项的特别提示》 

2020.01.3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活动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1.31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

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2.01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期间有关审判等事宜安排的公告》 

14.  浙江 2020.01.28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 

2020.01.31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相关事项的通告》 

2020.01.28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及相

关事项的通告》 

15.  安徽 2020.01.30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有关事项的通告》 

16.  福建 2020.01.28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事项安排的通告》 

2020.01.31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17.  江西 2020.02.01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审判执行事项的通告》 

18.  山东 2020.01.27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事项调整的通知》 

2020.01.28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当前审判执行工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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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19.  河南 2020.01.28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和诉讼服务工

作的提示》 

20.  湖南 2020.01.2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有关事项的告知》 

21.  广东 2020.01.28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

活动调整事宜的公告》 

2020.01.27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近期开庭等事项安排的

公告》 

2020.01.28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调整有关

诉讼活动事宜的通告》 

22.  广西 2020.01.29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诉讼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0.02.02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调整办理立案、信访接待、诉讼服务工作方式的公

告》 

23.  海南 2020.01.29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

的公告》 

24.  四川 2020.01.29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

工作安排的通告》 

2020.02.01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调整立案、诉讼服务和信访接待工作

方式的通告》 

25.  贵州 2020.01.28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的温馨提示》 

2020.02.01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涉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26.  云南 2020.01.29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的诉讼提示》 

27.  西藏 2020.01.31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的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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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地区 日期 发文机关 通知/公告名称 

28.  陕西 2020.01.31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有关事项的通告》 

2020.02.03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期间诉讼服务工作的通知》 

29.  甘肃 2020.01.30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 

2020.02.01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期间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相关事项的通知》 

30.  青海 2020.02.01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期间诉讼服务和申诉信访工作的通告》 

31.  宁夏 2020.01.29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诉讼事项安排的通告》 

32.  新疆 2020.01.29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紧急通知》 

二、诉讼和仲裁活动调整对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1. 法院或仲裁委员会因疫情暂停现场立案工作，将延缓部分当事人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时间，并

可能导致当事人未能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完成立案 

如前所述，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全国各地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均已停止提供现场立案服务，导致拟提

起仲裁或诉讼的当事人无法通过现场提交材料和当面解答立案问题的方式完成案件立案工作。对于诉

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纠纷，当事人也可能由于无法现场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而导致未能在诉讼时效届满

前完成立案。 

应对建议： 

为尽快启动仲裁或诉讼程序，使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明确，我们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拟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同时通过邮寄立案和在线立案两种方式完成立案材料的提交工作。

在通过邮寄仲裁或诉讼材料时，应在快递底单上注明“邮寄立案”，并留存相关快递底单。同时，在在

线提交及邮寄之后，当事人还应及时与仲裁委秘书或法院立案庭电话联系，确保相关材料已查收和送

达。 

对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纠纷，我们建议当事人在时效届满前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仲裁或诉讼材料，

并留存相关快递底单，以此中断案件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等相关规定，在诉

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等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自中止时效的原因

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由于本次疫情对于具体个案是否构成阻碍当事人行使请求权

的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该不可抗力事件的起止时间也可能成为个案中的争议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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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此，为确保当事人的诉权，我们建议原告或仲裁申请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在司法程序中主

张本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从而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而优先通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向相对方提出履

行请求的方式中断相关纠纷的诉讼时效。 

2. 对于需要实地采取保全和执行措施的财产，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法院线下财产查控与执行处置措

施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应对建议： 

为协助法院尽快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网上查控措施，我们建议，原告与仲裁申请人应当尽量收集

并向法院提供相对方的银行账户或对外股权投资等便于在线实施查控措施的财产信息。同时，如存在疫

情防控期内保全期限即将届满的情况，则应当及时与案件承办法官联系，尽快通过书面形式提前向法院

申请采取续封等保全措施。 

3. 延期庭审、听证等诉讼和仲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获得裁决确认

的时间，被告或被申请人亦有可能借此故意拖延诉讼或仲裁程序 

受疫情影响，各地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在疫情防控期内将暂停现场庭审、听证或调解等诉讼和仲裁活

动，将延缓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获得司法确认的时间。相应地，原告或仲裁申请人的违约或侵权损

失范围也可能会由此扩大。同时，被告或仲裁被申请人可能以此次疫情为由，要求延期审理案件，故意

拖延诉讼或仲裁程序进度，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应对建议： 

我们认为，为保障诉讼与仲裁程序的审理进度，在双方当事人就证据真实性不存在本质分歧的情况

下，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组织双方以书面形式发表质证意见，完成证据交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

事人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通过网络庭审方式完成案件开庭、听证与调解等诉讼和仲裁活动。对于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当事人亦可建议法院或仲裁庭采取书面方式审理。另外，对于案件延期审理

过程中发生的扩大损失，当事人应当作好证据补充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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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做好公司债券承销“看门人” — 证券业协会发布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尽调新

规评 

作者：汉坤律师事务所7 

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新证券法》”)，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全面推行注册制的背景下，中

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结合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实践和特点，对 2015 年 10 月 16 日发布实施的

《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原尽调指引》”)进行了修订，并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公

司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修订稿)》(“《新尽调指引》”)，同时首次发布了《公司债券业务工作底稿

内容与目录指引》(“《工作底稿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证券业协会发布的《新尽调指引》对承销机构公司债券业务的执业行为做了进一步细化的要求和调整，

强化了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等重点事项的核查和分析要求，对公司债券承销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与执业行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新证券法》全面推行注册制和强化中介机构职责的整体理念一脉相承。 

在本文中，我们将结合《新证券法》中针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制度的重大修订，详细分析《新尽调指

引》在《原尽调指引》基础上所作的重点调整及其对公司债券承销机构的影响，并展望后续与公司债券发行

和交易制度相关的规则修订与调整。 

一、《新证券法》中的公司债券公开发行与交易制度 

我们在此前的汉坤法律评述《新<证券法>十大看点》中曾对《新证券法》修订的具体内容进行过详细

的解读。根据《新证券法》，包括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在内的“公开发行证券”领域将全面推行注册制，但“证

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具体而言，在注册制的大背景下，《新证券法》中与

公司债券公开发行与交易制度相关的重要修订包括： 

1. 取消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部分条件。一方面，取消了对发行人的最低净资产的要求以及债券余额

与公司净资产的百分比的要求，而以“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替代；另一方面，取消了

募集资金投向的核准用途和债券的利率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的要求，体现了更为市场化

的债券定价机制； 

2. 增加了对公司债券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的披露要求； 

3. 删除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与公司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的规定，包括公司债券

上市条件、申请公司债券上市应向证券交易所报送的文件、交易所暂停及终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

情形等内容；以及 

4. 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法律职责，明确承销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员未履行职责时对受

害投资者所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及责任豁免规则，提高证券服务机构（包括债券承销机构、受托

管理机构等）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违法处罚幅度。 

《新证券法》所做出的前述调整，为在公司债券发行领域推行注册制及赋权证券交易所制定公司债券在

                                                   
7 参与本文撰写的律师包括（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冯立娟、乔梦晶、薛冰、杨铁成、张钊、周颖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068151&idx=1&sn=585b0cfe700815250fdb848a6e64f24a&chksm=bd1d8ad68a6a03c01dab1d16804a5d9e1a0c92cec00516a2f00fe287ebdea34b5b0b3384ea70&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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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具体制度预留了空间。《新尽调指引》正是在《新证券法》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大背景

下推出，与其核心理念也一脉相承。《新尽调指引》基于注册制的整体要求，同时结合了债券市场的特点以

及相关市场实践，对公司债券承销机构从事公司债券业务的执业行为做出更为细化的要求，积极发挥公司债

券承销机构的主动性、独立性和专业性，进一步督促其履行好债券市场“看门人”职责。 

二、《尽调指引》重点修订的分析与解读 

《新尽调指引》相对于《原尽调指引》，主要调整内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三） 对承销机构尽调执业行为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首先，明确要求承销机构应根据《新尽调指引》制定完善的尽职调查内部管理制度、根据尽调阶段

撰写项目工作日志，并要求承销机构对发行人就债券发行进行必要培训。 

第二，新增了对持续融资发行人的尽职调查要求。同一承销机构对发行人再次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尽

职调查的，可以援引前次尽职调查结果，对出现变化的内容进行补充调查即可。 

第三，进一步强化和明确中介机构的责任。具体体现在： 

1. 强调尽职调查的原则应当“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强调尽职调查的方法应当是“通过各种有效的

方法和步骤”；强调尽职调查的目的是“掌握（而非《原尽调指引》所规定的了解）发行人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并结合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分析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

影响”。 

2. 区分发行文件中相关内容是否有其他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意见支持的情况，要求承销机构分别履行

普通注意义务和特别注意义务，并要求承销机构对报告期内各中介机构的业务资质、资格及合规性

等情况进行核查。 

3. 对承销机构的尽职调查由《原尽调指引》规定的“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

扩大到“可能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实质上对承销

机构尽调的注意范围做出了更宽泛的要求。 

4. 承销机构需严格按照《新尽调指引》的要求履行责任，并能够证明其在执业过程中无过错。根据《新

尽调指引》，证券业协会认为承销机构违反《新尽调指引》，可对承销机构采取自律措施，除非承销

机构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第四，《新尽调指引》增加了对特殊债券品种（如绿色债、可交换债等）及特定行业（如房地产行

业等）发行人的特定发行条件的核查要求。 

第五，《新尽调指引》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新尽调指引》删除了《原尽调指引》中关于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参照执行的规定，我们认为，此举意在不区分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均应适

用《新尽调指引》的规定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第六，为进一步明确承销机构在尽职调查中应遵守的规则，作为行业自律组织，证券业协会在《新

尽调指引》中规定“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位阶高于自律规则的文件另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新尽调指引》未规定而其他自律规则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 

（四） 突出债券思维，注重债券业务信用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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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债券市场业务核查效率，《新尽调指引》结合债券自身的特点，强化了对影响发行人信用与

偿债能力相关事项的核查和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发行人业务经营层面，删除了《原尽调指引》要求承销机构对发行人主要产品/服务产销情况、

原材料/能源供应情况进行核查的内容，保留并细化要求承销机构调查发行人与主要客户、供应商

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以判断对供应商和客户的依赖程度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2. 在诚信情况调查方面，新增要求承销机构取得发行人征信报告的内容，并要求承销机构对发行人重

要权益投资实体的诚信情况、重大诉讼仲裁情况进行核查，而在诚信情况的核查方式上，以必要性

为标准，不再指定具体核查方式。 

3. 新增对发行人的重要财务报表项目及偿债能力核查的专项要求，并细化了对有关核查项目的核查

方法和核查要求。 

4. 在对债券保证人及增信措施有效性的核查方面，新增要求对保证人对公开市场信用类债券担保履

约情况、诚信情况、偿债能力情况的调查，对担保合同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查，以及对担保物的

权属证明、评估报告或其他可证明担保物价值的文件、抵质押合同的调查。 

5. 在债券评级情况的调查方面，发行人债项评级高于主体评级的，要求承销机构关注其合理性。 

6. 在风险防范方面，增加承销机构应当核查发行人与中介机构重要人员之间的重大利害关系的风险

防范措施的要求。 

（五） 充分发挥债券承销机构的主动性、独立性和专业性 

现行自律规则文件对承销机构在财务会计方面的核查要求以查阅资料和复核其他中介机构专业意

见为主，《新尽调指引》要求承销机构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重点强调承销机构对于重大异常、综合情

况等方面的独立判断。《新尽调指引》对财务会计相关内容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针对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一方面，对发行人持股比例超过 50%但未

纳入合并报表或持股比例不高于 50%但纳入合并报表的重要权益性投资，要求承销机构核查其合

理性；另一方面，要求承销机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重大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及重大会计

差错更正的情况进行核查与分析。 

2. 新增对发行人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核查要求，明确要求对在报告期末对发行人偿债能力有重大影

响的资产的情况、报告期内金额较大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情况进行核查。 

3. 针对发行人偿债能力，要求承销机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情况及未来三年到期

债务情况，特别对于一年内到期债务占比较大的，应确认到期债务的偿还是否有保障。 

4. 针对或有信息的核查，一方面，要求承销机构对期后事项的核查手段不应局限于查阅发行人会计报

表附注的方式；另一方面新增了对发行人重要被担保人诚信情况及财务状况的核查要求，以评估发

行人代偿风险。 

三、《工作底稿指引》将推动公司债券业务工作底稿电子化、规范化发展 

证券业协会首次制定与发布了《工作底稿指引》，明确了债券业务工作底稿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和归

档形式，同时《新尽调指引》明确要求公司债券承销机构应当参照证券业协会于同日发布的《公司债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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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底稿目录》（“《工作底稿目录》”）编制工作底稿，有关规则的明确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债券业务工作底稿

电子化、规范化发展。 

在工作底稿的编制方面，《工作底稿指引》列明了公司债券承销机构及受托管理人工作底稿的主要内容，

但《工作底稿指引》仅为编制工作底稿的一般要求，对于其他对公司债券发行有重大影响的资料及信息，也

应当作为工作底稿予以留存。在工作底稿的归档形式方面，《工作底稿指引》明确规定工作底稿可以采取纸

质、电子文档或其他介质形式的文档留存。针对工作底稿目录的编制，《工作底稿指引》明确要求公司债券

承销机构与受托管理人应当对工作底稿建立统一目录，该目录应当便于查阅与核对。《工作底稿目录》针对

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文件、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发行阶段文件、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业务相关文件和其他

备查文件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列示。 

四、展望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新证券法》的修改为注册制及公司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具体制度设计

预留了空间。我们理解在《新证券法》正式实施后，相关监管机构会针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的注册制及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相关事宜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等原有规则进行修订，同

时也会陆续制定完善相关的配套规章制度以及具体规则。 

实际上，自 2015 年 1 月《管理办法》发布实施以来，公司债券公开发行领域已经逐步实施了公司债券

上市预审核制度以简化审核程序，预审核制度的安排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注册制的要求。《新证券法》的实

施也将为公司债券发行注册制的正式实施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在全面推行注册制的大背景下，

随着公司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监管机构对债券承销和受托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的中介机构在勤勉尽

责、规范执业等方面将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证券中介机构的市场“看门人”角色也将不断强化。有鉴于

此，相应规则和配套制度均需要根据《新证券法》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为证券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落

地、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我们也将进一步关注相关制度的修订情况，并及时与各位读者分享我们

的观点。 



 

36 

www.hankunlaw.com 

8、 2019 年度中国打击恶意商标亮点回顾 

作者：王焱丨何玮丨董晓萌丨董晓 

加强对恶意商标的打击，是 2019 年中国商标法律和实务的重点。以下从法律法规、商标数据、典型案

例角度，对该年度中国在打击恶意注册商标方面的主要亮点进行回顾。 

一、打击恶意注册商标新颁布的法律法规 

（一） 《商标法》第四次修正（实施日期：2019 年 11 月 01 日） 

规制恶意申请、囤积注册等行为是此次《商标法》修改的重点内容。具体来说，《商标法》主要增

加以下规定，旨在加强对恶意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打击： 

1. 对申请人的恶意申请行为增加了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商

标法》第 4 条）。 

2. 对商标代理机构的恶意行为做出了规制：如《商标法》第十九条增加了商标代理机构的注意义务，

即商标代理机构必须审查委托人的商标注册申请是否存在《商标法》第 4 条规定的情形；在《商

标法》第六十八条中增加规定，明确对商标代理机构的恶意申请商标注册、恶意诉讼行为的处罚

措施。 

3. 提高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如《商标法》第六十四条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法定赔

偿数额从 300 万元提高到了 500 万元。将惩罚性赔偿的幅度由原来的三倍以下提升到五倍以下。 

（二） 《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 

为了落实好上位法《商标法》的规定，《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进一步对恶意申请商标

注册的行为进行了细化和规定。该规章着力规范了以下内容： 

1. 列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进行审查时的考虑因素：如规章详细列举了判断商标申请注册行为是否

属于“不以使用为目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时”可以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

指定使用的类别、商标交易情况，申请人所在行业、经营状况，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人有一定知

名度的商标，与知名人物姓名、企业字号、企业名称简称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情况等。 

2. 细化了对恶意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和违法代理行为的惩罚措施：如依据《商标法》，规章对恶意商标

申请人设置了处以违法所得三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对帮助从事恶意申请的商标代理机

构处以最高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其受理业务；还规定了针对恶意申请注册行为的其他

处理措施，包括将处罚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对代理机构负责人进行

整改约谈，由商标代理行业组织依法采取自律措施等，多措并举形成严厉打击恶意商标申请注册

行为的长效机制。 

二、打击恶意注册商标的主要数据统计 

以下截取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部分数据，从行政和司法两方面对 2019 年度打击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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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的状况进行了解。 

（一）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数据统计8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披露数据，2019 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为 783.7 万件。商标注册量为 640.6 万

件。在商标方面，对恶意商标注册的打击是 2019 年国知局工作的重点和亮点。根据国知局发布的数据

9，2019 年仅上半年以来，商标局在审查、异议、评审等环节继续加大对商标恶意抢注和囤积行为的监

测和打击力度，2019 年第二季度驳回非正常商标申请 24,145 件。2019 年 4 月 1 日起10，商标局连续三

个月共计驳回非正常商标申请 24,145 件，约占同期审查量的 1.2%，约占同期驳回量的 4.2%。其中，恶

意注册（含恶意兼囤积性质）性质案件 8,656 件，约占 36%；囤积性质案件 15,489 件，约占 64%。 

从趋势看，各月驳回恶意注册类商标注册申请数量略有下降，驳回囤积类商标注册申请数量呈快速

下降趋势，表明此前以大批驳回涉嫌囤积商标为代表的坚决打击非正常商标申请举措已对后续商标注

册申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二）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数据统计 

全国范围内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集中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2014 年 8 月

31 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到目前，已经走过五年的历程。在打击恶意商标方面，北京知产法院

频频有重拳出击，北知院案件主要特点为以下（数据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及 IPHOUSE 数据报告）11： 

1. 商标案件占比最大：五年来，从领域看，商标案件占 58%，著作权案件占 25%，专利案件占 13%，

其他案件包括不正当竞争、特许经营、技术合同等案件占 4%。 

2. 在涉及恶意的商标案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被法院确认为存在恶意：2018 年商标民事案件有 242

件，涉及恶意注册的 10 件，有 4 件没有认定恶意，认定恶意的为 6 件；商标行政 8,697 件，撤裁

率 26.03%，涉及恶意的约 311 件，145 件未认定恶意，166 件认定恶意。 

三、打击恶意注册商标方面的典型案例 

（一）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12 

案件意义：基于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侵权主张未被法院支持，并判令侵权方判赔 800 多万元人民

币，体现出中国法院对于恶意注册的商标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 

1. 审理法院及判决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 年 5 月 23 日。 

2. 判决摘述：涉案三商标核定使用的木地板等商品与原告公司商标核定使用的家具等商品在

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方面多有重合，被告注册或受让取得涉案三商标并许可另一公司使

用商标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被告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无效的裁定后没有终止使用涉案三

商标及许可另一公司使用商标，该行为既有侵权的故意又有明显的恶意。另被告通过其微

                                                   
8 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9 年主要工作统计数据及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

http://www.sipo.gov.cn/twzb/2019nzygztjsjjygqkxwfbh/index.htm 

9 数据来源：《2019 年上半年商标注册工作情况分析》，http://sbj.cnipa.gov.cn/sbtj/201910/t20191021_307503.html 

10 同 9 

11 数据公布最近更新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6 日（北知院成立五周年） 

12 见（2018）粵 0105 民初 8055 号案件 

http://www.sipo.gov.cn/twzb/2019nzygztjsjjygqkxwfbh/index.htm
http://sbj.cnipa.gov.cn/sbtj/201910/t20191021_307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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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参加展会宣传涉案侵权产品，本院据此认定被告在上述侵权行为中具有明显的

故意。  

……由此判断被告明知原告公司的企业字号，仍然选择涉案商标作为字号，在相同服务行

业进行企业名称登记，客观上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其企业与原告存在关联，主观上则表现其“攀

附”知名企业的意图。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公司使用其企业字号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予以支持。  

被告在本院明确责令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薄、资料给法院，导致侵权获利

无法查明，应承担举证妨碍责任。同时该被告公司在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宣告涉案三商标商标无效的

裁定情况下，仍持续本案的各项侵权行为，侵权性质严重、侵权恶意明显，理应受到法律严惩。本院着

重考虑这两个因素，并结合考虑上述其他因素，酌定本案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为 800 万元…… 

（二）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13 

案件意义：原告申请注册商标系出于不正当的目的，获准注册后即提起诉讼等，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侵权诉求未获法院支持。 

1. 审理法院及判决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 年 6 月 27 日。 

2. 判决摘述：本案中，A 公司经营的被诉侵权产品系科技密集型产品，直接使用该产品的客户系集

成电路、半导体行业的其他高科技企业而非终端消费者，故 A 公司及其产品的影响范围主要在该

行业内。原告系自然人成立的一人公司，并不具备该行业的相应技术能力，其法定代表人亦自认

在注册涉案商标前对该行业不了解，但其在公司成立当月即申请注册涉案商标，商标获准注册后

三个月即开始明确针对 A 公司的多个经销商发送侵权警告函并向监管部门投诉，甚至还向 A 公

司的投资方发送侵权警告函，所涉商品系原告并不了解的高科技商品。可见，原告申请注册涉案

商标，有刻意针对 A 之嫌。原告在香港成立后，并未在香港进行任何经营，而仅在涉案商标获准

注册将近一年且 A 公司已就该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九个月时，与案外人达成了一笔关于 U 盘等

小型存储设备的交易，该种使用行为并不符合商业活动中使用商标的惯常做法；同时，原告所称

的宣传该商品的网站内容也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据此可以认定，原告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时并

不具有真实的使用意图，也未对该商标进行真实的使用。综合考虑以上事实，本院认定原告申请

注册涉案商标系出于不正当的目的，其申请注册涉案商标、获准注册后批量发布侵权警告函、进

行行政投诉以及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

的保护和支持。 

回顾 2019 年的中国商标，打击恶意注册是毫无疑问的重点，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对恶意商标的打击，

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恶意商标注册，偏离了商标注册的本意，抢占了商标真正所有人争取商标获得注

册的机会，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对恶意商标的打击，既是《商标法》立法的本意，也是社会呼唤公平

正义价值体系的自然诉求。相信随着中国法治水平的不断进步，恶意商标注册必将难有藏身之地。 

                                                   
13 见（2018）沪 0115 民初 467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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