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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解机制防民企
“
赢了官司丢市场”
我省涉民营企业纠纷案增多，省高院发布82条法律风险防控提示
12月19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全省法院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情况进行了通报。会上，还公
布了《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白皮书》以及全省法院
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邱杨雨生

数读

涉民营企业纠纷案件呈上升趋势

从2018年1月至2019年11
月， 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涉民
营企业的各类纠纷案件 (包括
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案件)
25.3万件， 占全省法院受理案
件总数的18%， 涉案总标的额
约 1000 亿 元 。 其 中 ，2019 年
1-11月受理12.7万件， 已经超
过去年全年受理总数。
近年来， 全省法院受理涉
民营企业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2018年受理12.6万件，同比增长
28.37% ，2019 年 1-11 月 受 理
12.7万件，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受
理总数，预计全年受理涉民营企
业案件数量将超过14万件。

举措

在各类纠纷案件中， 以民商
事案件的占比最大， 主要集中在
买卖、借款、建设工程、房地产开
发、服务等合同纠纷，其次是股权
转让、股东资格确认、公司决议、
挂靠经营、 公司解散或破产等公
司治理纠纷，以及劳动争议、知识
产权纠纷。
从地区分布来看，涉民营企业
纠纷案件受理数量前两位的地区
为长沙和邵阳， 分别为7.62万件和
3.22万件。长沙作为全省经济中心，
历年来涉民营企业案件收案数稳
居全省之首。邵阳是湖南民营经济
发源地之一，
“
邵商” 历史悠久，涉
民营企业案件也相对较多。

防止企业“赢了官司，丢了市场”

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
心投资、安心经营，不能是一句空
话。为此，省高院从依法定罪处
刑、加强产权保护、慎用强制措施
等多个方面落实落细司法举措。
在审理涉民营企业案件
中，各级法院将依法履行刑事审
判职能， 坚持罪行法定原则，准
确把握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同
时， 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
切实保障民营企业自主经营权、
公平竞争权和企业创新权。
推动涉民营企业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建设， 将调解贯穿于
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各环节，促
进案件快速解决， 降低企业纠

纷处理时间成本，防止企业“赢了
官司，丢了市场”。例如，在省法院
审理的某土地开发公司与湖南金
科公司、 金科集团合同纠纷一案
中，通过法院耐心做工作，最终促
成了双方握手言和， 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得到平等保护， 提升了企
业家来湘投资信心。
不仅如此， 全省法院加大对
涉民营企业案件的执行力度，依
法采取拘留、罚款、限制出境、限
制高消费、 纳入失信黑名单等措
施，与发改委、自然资源、公安、银
行等单位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全
省法院共执结涉民营企业的执行
案件7.8万余件。

小贴士
防法律风险，不妨看看法院的建议
省高院根据涉民营企业
纠纷案件审理情况， 对民营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
面临的法律风险进行了梳理
归纳， 制作了风险提示白皮
书，共82条，记者从中选取了
部分“干货”：
●明确履约定金及违约
责任。合同中要约定定金、违约
金、迟延履行违约金以及赔偿
损失的计算方法。约定定金的，
务必注明“
定金”字样，不要使
用
“
订金”、
“
保证金”、
“
押金”等
字样，避免无法认定定金。
●审慎作出担保承诺。企
业以自己的商誉、资产为他人
提供担保时，应当清楚作为担
保人的法律风险，对被担保人
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务必充
分了解。应由具备专业法律知
识的人员审核担保合同，避免
因担保合同的表述不规范、内
容不严谨、内容违法等情形引

发不利后果。
●在确定付款方式时，无
论付款方还是收款方， 除了金
额较小的交易外， 要尽量通过
银行结算或其他可以保留凭证
的支付方式， 使用现金支付可
能对支付情况产生举证不能。
●划 清 公 司 财 产 与 股 东
财产的界线。公司财产与股东
财产一定要分清 ， 财务 要 清
晰，不能产生混同。否则股东
将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责
任，甚至刑事责任。
●完整保存企业用工资料。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
规定，劳动合同书、花名册、工资
发放记录、考勤记录等资料应当
由企业保管。若劳动者在离职后
对其工资、加班工资等情形提出
异议，如果企业无法提供，将承
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已离职
的员工，至少保存上述材料至员
工离职后两年。

“华中云
海， 数聚湖
湘”，12月19
日，由省工信
厅组织的湖
南华为软件
开发云推介
会在长沙举
行。
通讯员 供图

我省移动互联网
今年营收有望
突破1300亿元
本报12月19日讯 19
日， 由省工信厅组织的湖
南华为软件开发云推介会
在长沙举行， 旨在推动湖
南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湖南软件产业补短板。
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今
年湖南移动互联网营收有
望突破1300亿元。
会上，省工信厅党组成
员、 总经济师熊琛介绍，自
2013年起， 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以年均71.9%的增
速高速增长， 至2018年底
营业收入达到1060亿元，
今年有望突破1300亿元。
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湖南经
济一张新的亮丽名片。
2018年8月， 华为与
长沙市签订了 《软件开发
云战略合作协议》，现在极
大地促进了一条龙发展和
衔接；2019年5月，华为与
岳阳市签订了 《软件开发
云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
同成立了软件开发云创新
中心；近两年，望城经开区
与华为进行了一系列合
作，布局1.5亿台智能终端
产能，投建华为HUB仓项
目， 布局华为长沙 DevCloud创新中心， 积极打
造华为第二供应中心。目
前，华为在岳阳、长沙两市
企业用户已达379家，开通
账户达7654个，月活跃度
均在70%以上， 运营状况
良好，效果显著。
今年前三季度， 全省
软件业实现营业收入
754.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1%， 规模中部省份排
名第二。目前，30家知名软
件和互联网企业在湖南设
立了全国总部或区域性总
部； 营业收入过亿元的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数量
达87家。
■记者 胡锐

消费更安心！我省通报网络餐饮专项整治情况

全省4个月下线入网外卖商1623家
本报12月19日讯 免费投放
“
食安封签”300万份, 检查入网餐
饮服务提供者7.8万家次，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4968份……这是记者
今天从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的全省
网络餐饮专项整治情况新闻通报
会上获悉的数据。
据介绍，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各
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含分支机构、代理机
构）287家次， 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7.8万家次，共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4968份，下线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1623家，取缔无证经营105家，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50件，受
理消费者投诉举报555件。
2019年，为全面规范网络订
餐经营行为， 省市场监管局印发
了《湖南省2019年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网剑行动”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 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重点对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主体
资格进行摸底排查， 建立监管台

账，实施动态管理，严查无证无照
经营，严厉打击“黑外卖”。
行动中，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对湖南14个市州外卖订餐平台入
网商户涉嫌证照不全等问题进行
抓取监测，实现网络餐饮线上监管
全覆盖，督导
“
美团”
“饿了么”两大
平台先期在长沙、株洲、湘潭、郴州
等地免费投放“食安封签”300万
份。查处了岳麓区
“
烤肉拌饭”外卖
店涉嫌套证经营、网红店“井盒炒
饭”卫生环境差、宁乡“疯味小吃”
无证从事网络餐饮服务和金玉家
菜馆使用过期食品原材料等违法
典型案件。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刘湘
凌强调， 在加强对外卖餐食以及
餐盒、 包装等食品相关产品的监
管和监督抽检外， 还将推进配送
人员管理， 督促网络餐饮平台加
强对配送人员的管理， 明确配送
工作规范，实行资格审查，严格培
训考核，确保外卖餐饮配送安全。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黄晓岚

基金资讯

工银瑞信绩优基金组成“多元化套餐”
岁末年初， 正是资金流动与
理财需求旺盛时期， 以“工迎新
春” 为主题的工商银行旺季营销
活动再度开启。 工银瑞信基金精
选旗下6只绩优基金， 覆盖权益、
固收、国内、海外各领域，满足投
资者不同风险偏好和多元化理财
需求。

据了解， 本次活动自2019年
12月启动，持续至2020年3月，通
过“尊享+新体验、惠享+新融资、
优享+新配置、 畅享+新掌握”四
个主题， 向客户提供涵盖客户服
务、资产配置、个人融资消费以及
互联网金融等最优质的个人金融
业务服务。
■经济信息

东方卓行18个月定开债基迎布局良机
2019年国内A股市场在不断
获得外资增持的同时， 债券市场
同样成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眼中的
“香饽饽”，获得不断加码。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
前11个月， 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银
行 间债 券市 场 合计 净买 入 债 券
9702亿元。 其中，11月当月净买
入988亿元， 环比增加485亿元。
在外 资不 断 扫货 国内 债 券 的 同

时， 作为普通投资者投资债券市
场主渠道的公募基金也加速了债
基的发行节奏， 为满足投资者的
个性化需求， 各类创新型债基不
断涌现。据悉，正在发行的东方卓
行18个月定开债基就是一只结合
了“定开运作+摊余成本法估值+
纯债投资”三重稳健策略的债基，
为稳健型投资者投资债市提供了
一个有力的抓手。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