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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评述 

1、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的 

解读 

作者：王焱丨孙牧然 

2020 年 7 月 27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指

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出台是中国法院在全国范围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举措。值得一提的是，《指

导意见》明确了“类案”的定义、范围、效力等级，为法院系统的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引（第一、四、

九条）。同时，在“类案”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才具有事实约束力，即“人民法院应当

参照作出裁判”，其他类型的类案仅在裁判过程中作为参考（第九条）。除此之外，《指导意见》还对在何

时、以何种方式展开类案检索进行了清晰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一条），并进一步对基层

法院采取措施加强检索工作提出了要求（第十二条至第十三条）。《指导意见》将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试

行（第十四条）。 

在高院级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发布了与类案检索有关的规定。具体而言，

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北京高院发布了《关于规范民事案件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裁判尺度统一的工作意见

（试行）》（“《北京高院意见》”）。2020 年 7 月 14 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类案强

制检索报告制度的规定（试行）》（“《江苏高院规定》”）。相较而言，《北京高院意见》中的规定更加

详尽与具体，《江苏高院规定》与最高院的《指导意见》中的规定则较为概括。 

一、类案的定义、范围与效力等级（第一、四、九条） 

《指导意见》将类案的范围明确限定为已裁判生效的案件。同时，要求类案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

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第一条）。 

而对于类案的范围，《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类案的检索范围一般包括：（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

导性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待决案件的审理法院本院裁判生效的

案件。也就是说，类案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与各高级法院颁布的所有示范性案例和生效案件1。同时，第四

条还规定，“除指导性案例以外，优先检索近三年的案例或者案件；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的，可以

不再进行检索。”即，对于除指导性案例以外的类案，近三年的类案以及第四条所示顺序中位置较前的类案

效力较强 

同时，第九条还规定道，类案中只有不与最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的且未被新指导性案

例所取代的指导性案例，才对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约束力，即“人民法院应当参照做出裁判”（第九条）。

其他类型的类案仅可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第九条）。 

                                                   
1 此处特用“示范性案例”指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典型案例、以及高级法院颁布的参考性案例这三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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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时、以何种方式展开类案检索（第二条至第三条、第五条至第十一条） 

对于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强制性情形，《指导意见》将其限定在了以下四种情形，包括“（一）拟提交

专业（主审）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三）

院长、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以及（四）其他需要进行类案检索的”（第二条）。

这样的措辞，一方面可以确保类案检索将会被适用到重大与疑难案件当中，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类案检索适用

的灵活性，允许法院在争议较小的常规案件中不再进行类案检索。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高院意见》则要求在所有的普通民事案件中都要开展类案检索。这样看来，最高

人民法院似乎更倾向于赋予具体法院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以判断类案检索的开展程度。 

《指导意见》还规定了承办法官须对类案检索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明确检索数据库可包括中国裁

判文书网、审判案例数据库等（第三条）。检索方法可以采用关键词检索、法条关联案件检索、案例关联检

索等（第五条）。承办法官应当将待决案件与检索结果进行相似性识别和比对，确定是否属于类案（第六

条）。对于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还须附有特定类型的报告（情况说明或专门报告），并随案归档备查

（第七条）。检索主体、时间、平台、方法、结果、类案裁判要点以及待决案件争议焦点等内容应在报告中

阐明（第八条）。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一方提交的指导性案例是否可被适用，

而对于其他类型的类案，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第十条）。《指导意见》还对类案存在法

律适用不一致的情况下的问题解决机制进行了阐释（第十一条）。 

三、加强类案检索工作的措施（第十二条至第十三条） 

《指导意见》鼓励基层法院通过采取提供培训、技术研发、建立案例数据库等措施来推进类案检索工作

（第十二条）。基层法院还被要求定期归纳整理类案检索情况，在法院系统内公开相关报告并报上一级法院

备案（第十三条）。 

总而言之，可以预见的是，类案将在中国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http://wenshu.court.gov.cn/
http://wenshu.court.gov.cn/
http://www.chncase.cn/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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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及 VIE 架构的经营者集中申报首次获无条件批准 

作者：马辰丨仕达丨郭潇 

引言：2020 年 7 月 16 日，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上海明察哲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与环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简称“明察哲刚案”）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反垄断局（简称“市场监管总局”）的无条件批准，该案的批准信息于今日（7 月 22 日）在市场监管总局

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该案件正式获得市场监管总局的无条件批准，表明了市场监管总局对于涉及 VIE 架

构的交易正常审查的立场，未来涉及 VIE 架构的交易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很可能成为常态。 

自明察哲刚案 2020 年 4 月 20 日立案以来，汉坤收到大量企业的相关咨询，在下文中，我们将分享对 5

个典型问题的观察。 

一、涉及 VIE 架构的交易有何特别之处？为何此案的正常立案及批准引发了广泛关注？ 

众所周知，VIE 架构是中国外商投资法下的灰色地带。在 2018 年机构改革前，市场传言当时同时主管

外商投资审批和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的商务部不愿意通过对于涉及 VIE 架构交易的批准，间接承认 VIE 架

构的合法性。而此前的新浪收购分众传媒案2中交易因无法顺利通过反垄断审查而流产、沃尔玛收购 1 号店

案3中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沃尔玛不得通过 VIE 架构从事 1 号店运营的增值电信业务等情况，似乎印证了上

述市场传言。 

2018 年机构改革后，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市场监管总局相对更有动力和能力解决对于涉及 VIE 架构交易

进行反垄断审查的问题。明察哲刚案中，简易案件公示表中明确地提示交易涉及 VIE 架构，似乎是市场监

管总局有意通过本案向外界释放信号，引导涉及 VIE 架构交易正常化申报。 

二、明察哲刚案的正式批准究竟意味着什么？未来考虑涉及 VIE 架构交易是否申报时，需要

有哪些改变？ 

明察哲刚案的正式批准意味着涉及 VIE 架构交易经营者集中申报的确定性大大增强。 

以往，市场普遍认为涉及 VIE 架构交易是否获得反垄断批准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了确保交易的进程

不受到反垄断审查所可能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拟取得控制权的交易方宁肯牺牲控制权，使得交易不

涉及控制权转移，从而不构成经营者集中，或者采取其他方法使得交易不构成需要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无论

采取什么方法，上述避免申报的交易设计均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或者使得交易方无法完全实现最初的交易

目的。 

市场监管总局此次表明其对于涉及 VIE 架构的交易正常审查的立场后，意味着取得控制权、正常申报

取得批准变成了一个可选项，无疑对于未来涉及 VIE 架构交易的潜在交易方属于重大利好。当然，在此利

                                                   
2 据报道，2009 年，商务部对新浪收购分众传媒的经营者集中申报迟迟不予受理，新浪最终因未能获得商务部的批准而放弃

了收购计划。业内人士推测，商务部对该经营者集中申报不予受理与当时交易双方的 VIE 架构有关。参见：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09-06-10/100052619.html；http://tech.163.com/09/0929/16/5KD1LO69000915BF.html。 

3 2012 年，商务部附条件批准了沃尔玛公司收购纽海控股 33.6%股权案（即，沃尔玛收购 1 号店案），根据该案的批准决定，

交易完成后，沃尔玛将取得对 1 号店网上直销业务（不涉及 VIE 架构）的控制权，但是不得通过 VIE 架构从事当时由益实

多运营的增值电信业务。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09-06-10/100052619.html
http://tech.163.com/09/0929/16/5KD1LO69000915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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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基础上，交易各方需意识到申报本身仍需大量工作，并且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交易速度，为此交易各方需

在安排交易进程的伊始，就将反垄断申报的准备及审查时间纳入考虑。 

三、明察哲刚案是否意味着市场监管总局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将仅关注竞争问题，而不再关

注交易的其他合规问题？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 

根据我们的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关注重点在竞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不

再关注交易的其他合规问题。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申报表》中，申报人仍然需要对于“本项交易的合

规性及集中各方在中国境内的合规性”做出说明，其中“本项交易的合规性”是指“本项交易是否符合中国

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政策”；“集中各方在中国境内的合规性”是指“集中各方及其关联企业在中

国是否存在既往的涉及实体设立、经营管理、外资审批和行业准入监管等方面的未决问题和合规性问题”。 

由此可见，无论是拟申报的交易涉及 VIE 架构的情况，还是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涉及 VIE 架构的情况，

均需要向市场监管总局如实披露。相比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涉及VIE架构的情况（也即明察哲刚案的情况），

拟申报的交易本身可能涉及通过搭建VIE架构绕开外商投资限制的情况，无疑更可能被市场监管总局挑战，

正常通过审查的难度也更大。但上述判断也仅仅是基于理论分析，仍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对于交易本身合规性问题所可能造成的不确定性，在设计涉及 VIE 架构的交易时，可以综合考虑下述

因素，决定最终的交易结构，并在构成需要申报的经营者集中的情形下向市场监管总局申报： 

1. 相关交易方取得控制权对于其实现交易目的之必要性； 

2. 交易是否达到申报标准； 

3. 交易时间表； 

4. 交易对竞争的影响； 

5. 罚款、撤销交易等潜在处罚措施对于交易有效性、交易方声誉及经济利益的影响； 

6. 其他交易方的意愿等。 

如果交易在反垄断审查过程中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则可以考虑撤回申报，将交易变更为不需要申报的

交易（例如通过相关交易方放弃取得控制权的方式），仍然正常完成交易。 

四、为何明察哲刚案以简易案件申报，却耗时长达 88 天，远超过简易案件的平均审查时间？ 

明察哲刚案从立案到获得无条件批准历时 88 天，远远超出简易案件的平均审查时长（15 天左右），这

是否意味着涉及 VIE 交易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仍然没有“正常”进行？ 

据悉，本案耗时较长主要是由于竞争原因引起的，而不是因为 VIE 问题引起的。立案公示表中显示，

该案界定的两个相关市场分别为“中国餐饮行业信息技术应用产品及服务市场”和“中国餐饮服务市场”，

“中国餐饮行业信息技术应用产品及服务市场”的市场边界较为模糊，而“中国餐饮服务市场”所包含的服

务范围大于申报先例4，两个市场都存在进一步细分的可能性。另外，本案在公示期内可能有第三方提异议，

                                                   
4 例如，2019 年公示的“百胜餐饮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黄记煌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股权案”中，界定的相关

产品市场为“火锅餐饮服务”，在“餐饮服务”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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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该简易案件也进入第二阶段审查。 

五、预计明察哲刚案将引发未来交易市场的哪些变化？ 

在明察哲刚案立案公示后，我们即观察到相关企业均密切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在传统的并购交易以外，

较少涉及申报的新兴企业融资交易中，也有投资人以反垄断的原因对于交易条款提出要求的情况。而相关企

业更为重视反垄断申报，也叠加了年初《反垄断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中将应报未报的处罚上限提高为经营

者上一年度销售额的 10%的重要影响。 

虽然在该案立案后的 88 天内，尚未有新的涉及 VIE 交易的申报出现，但随着此次靴子落地，我们预计

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涉及 VIE 交易的申报，甚至在不远的未来涉及 VIE 交易进行申报真正

成为常态。但目前还不明确的是，过往那些因 VIE 问题而没有进行申报的案件将如何处理，特别是那些已

经被举报而正在接受调查的案件。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观察。 

如前述分析，由于反垄断局在近年来对于加快经营者集中审查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加之正常申报有利于

相关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实现交易目的，我们期待市场监管总局对于明察哲刚案的无条件批准能够尽

快为交易市场带来重大、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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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专递》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

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 

北京 金文玉 律师： 

电话： +86 10 8525 5557 

Email： wenyu.jin@hankunlaw.com 

上海 曹银石 律师： 

电话： +86 21 6080 0980 

Email： yinshi.cao@hankunlaw.com 

深圳 王哲 律师： 

电话： +86 755 3680 6518 

Email： jason.wang@hankunlaw.com 

香港 陈达飞 律师： 

电话： +852 2820 5616 

Email： dafei.chen@hankun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