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明
高级合伙人

个人简历
吴卫明律师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律师协会互联网业务委员会主
任，上海市法学会互联网司法研究分会成员，上海数据治理与安全产业专家委员会委
员，江苏省网络安全协会外聘法律专家。
先后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重点实
验室），获经济法硕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学与电子商务。
吴卫明在实践工作中，长期从事金融法律业务、资本市场业务及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与
数据保护业务。
在长达22年的法律工作经历中，参与的传统金融业务包括银行、证券、信托、私募基
金、保险等，在金融领域积淀深厚。服务的私募基金包括300亿元规模的国家集成电路
上海产业基金、中信产业基金、五牛基金等、国鑫创投等。
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为电子商务公司、专业大数据公司、商业银行及保险
公司互联网金融部门及金融科技部门、互联网支付机构、网络小额贷款、金融科技公司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总部 >

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包括中国银联、英大控股、平安集团、中信集团、浦发银行、大地
保险、恒大互联网集团。
得益于丰富的法律服务经验及信息产业、互联网、大数据行业的积淀，吴卫明律师特别
专注于为金融科技、互联网及大数据行业企业提供融资、并购、内部风控、上市全流
程、垂直化的法律服务。同时，对于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法律解决方案，也有
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

获奖及荣誉：

2005年被上海闸北区司法局评为区优秀律师；
2016年被著名法律评级机构LEGALBAND评为中国十大互联网金融律师；
2018年被LEGALBAND评为十佳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律师；
2019年被亚洲法律杂志（ALB）评为首届TMT行业十五佳律师；
2019年被LEGALBAND评为十佳推荐律师：金融科技；
2020年被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评为推荐律师（媒体通信行业）；
2020年被LEGALBAND在如下业务领域榜单推荐为中国顶级律师：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
（第一梯队），科技、媒体与通信；

2020年被LEGALBAND评为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十五强：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
2021年被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评为推荐律师（TMT领域）；
2021年被LEGALBAND在如下业务领域榜单荣获重点推荐：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第一
梯队），科技、媒体与通信；

2022年被Legal500评为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推荐律师；
2022年被LEGALBAND评为中国律师特别推荐榜十五强：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2022年被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评为推荐律师（科技、媒体和通信）。
学术成果：

1、著作：《互联网金融知识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
2、著作：《数字金融法律实务与风险防控》，法制出版社出版，2018年；
3、参编多本教材；

4、在包括CSSCI、核心期刊等多类期刊、媒体发表互联网、大数据行业法律问题专业
论文近百篇（部分见附件）。

专业领域业绩：

1、大数据法律服务领域案例及参与立法活动
· 担任山西省政府直属大数据公司—“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并提供大数据
合规相关法律服务；

· 参与银联数据股份公司收购数据中心项目；
· 为某大型头部医健数据平台提供全面数据合规及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服务（不公开）；
· 参与国家某部委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试点项目（评估对象为一线电商企业，具体情况不
公开）；

·

参与国家某部委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试点项目（评估对象为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不公

开）；

· 为某头部互联网体育社区平台提供数据合规专项服务；
· 为衡阳金融服务中心提供数据领域专项法律服务；
· 担任中国银联下属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公司）法律顾问，提供大数据合规法律服务；
· 担任中国银联下属数据分析公司（银联智惠）法律顾问，提供大数据合规法律服务；
· 担任中国银联下属智能数据分析公司（银联智策），提供大数据合规服务；
· 担任上海证通股份法律顾问，提供大数据合规方面的法律服务；
· 为央企B2B电子商务集中采购平台—中智关爱通提供数据合规法律服务；
· 为大数据精准营销企业土拨鼠科技公司提供大数据方面的专项合规服务；
· 为大数据精准营销企业，杭州华坤道威公司提供大数据专项合规服务；
· 为大数据精准营销企业，杭州接力棒公司提供大数据专项合规服务；
· 为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基于欧盟GDPR的合规专项服务；
· 为某跨国公司提供数据出境专项服务；（不公开）
· 为南京甄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大数据法律专项咨询服务；
· 为百晟通科技提供网络安全合规专项法律服务；
· 为数禾科技提供APP内容专项所涉数据保护专项合规服务；
· 为金融数据公司--上海冰鉴科技提供大数据领域专项合规服务；
· 为日常服务的十多家互联网企业提供日常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服务。
· 参与大数据领域的立法及规则制定：
1、2016年7月31日，受邀作为律师协会代表，参加《网络安全法》草案的论证，论证
意见作为上海有关机构的反馈意见提交全国人大。

2、2019年5月30日，受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邀请，参加《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论证，论证意见由上海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呈报国家网信办。

3、受上海大数据中心邀请，参加“上海市公共数据安全”（立法尚未公开，故不披露全
称）的立法讨论及文案修改。

4、受衡阳市金融服务中心（承担衡阳公共数据的管理职能）邀请，起草《衡阳市数据
安全管理办法（草案）》，该办法由衡阳金融服务中心报送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金融科技
· 为大地保险集团所属大地金融科技公司收购某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为浦东发展银行总部提供“在线融资项目”全流程法律服务；
· 为平安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电子签名与电子合同应用方案的咨询与论证；
· 为快钱支付收购某保险经纪公司（网络销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 为元亨祥基金集团投资某互联网车险平台提供法律服务；
· 为某互联网车险平台收购保险经纪公司（网络销售）提供法律服务；
· 为贵州乌当农商行提供金融科技相关法律服务；
· 为美国上市公司嘉银金科提供法律服务；
· 为分众传媒旗下金融科技机构“数禾科技（还呗）”提供法律服务；
· 为普洛斯金融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 为分众传媒旗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 为恒大互联网集团提供法律服务；
· 为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分期乐提供法律服务；
· 为吉林东北亚创新金融资产交易所互联网平台的组建提供服务。
3、互联网支付机构服务案例
· 担任世界三大卡支付组织之一的中国银联法律顾问；
· 为平安集团下属平安付科技（壹钱包平台）提供法律服务；
· 为汇付天下提供法律服务；
· 为支付通提供法律服务；
4、基金投资、资本市场与并购
· 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首只私募基金产品
（300亿元规模人民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设立、备案提供法律服务；

· 为上海集成电路基金投资中芯南方项目提供法律服务（7.5亿美元）；
· 为海银金控提供法律服务；
· 为钜派集团提供法律服务；
· 为元亨祥基金集团提供法律服务；
· 为利得金融服务集团提供法律服务；
· 为上海证通下属“云湾基金销售公司”的收购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 主办多个上市公司
增发、重组、可转换公司债发行项目；

· 参与鞍钢集团与攀钢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00亿元）；
· 参与中海发展42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发行法律服务项目；
· 为中信产业基金提供投资项目法律服务；
· 为中信资产下属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服务；
· 为上海五牛基金管理公司系列基金（包含数只房地产基金）设立、投资、后期管理提
供法律服务；

· 为上海实业旗下产业基金提供项目法律服务；
· 为上海元亨祥基金集团有限公司系列基金的设立和运营提供法律服务；
· 为清华紫光系产业基金提供基金设立及投资专项法律服务；
· 为中欧基金提供产业项目投资的法律服务；
· 为利得基金提供项目法律服务；
· 主持设立的“西安丝路拓泰股权投资企业”作为在中国西部设立的第一只外资合伙制股权
基金（QFLP基金）；

· 主持在山东临沂设立了资产管理规模达将近20亿元的商业发展基金，客户通过该基金
成功完成对山东兰华集团的改制和控股；

· 为多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提供法律服务，包括钜派投资下属钜洲基金、永达集团下属永
达投资、上海城投下属诚鼎创投、宝银创赢基金等；

· 作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入会核查工作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主管合
伙人之一，对全国95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入会核查工作进行协调；

· 参与甘肃（武威）国际陆港建设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的设立、备案以及相
关法律服务；

· 为华衍水务收购多个环保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5、互联网供应链金融服务案例
· 为浦发银行总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 为普洛斯集团下属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创新提供法律服务；
· 为上市公司协鑫能源旗下互联网供应链金融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6、区块链、云计算、电子签名、数据爬虫、数据库及软件项目案例
· 为绿地集团区块链权益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 为数秦司法区块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 为某地方政府收缴比特币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 为某创投企业投资区块链科技进行法律专项尽职调查（不公开）；
· 为某金融云服务服务商提供云服务项目合同及风险防范法律服务（不公开）；
· 为某公有云服务商与关联方系统开发及系统云部署方案提供法律咨询；
· 为平安消费金融电子签名解决方案提供专项法律咨询服务；
· 为某数据爬虫刑事案件提供专业与技术辩护思路，协助刑事律师共同达成对该罪名的
不起诉；

· 为某创投基金投资国产数据库项目提供专项法律顾问服务；
· 为思诚思凯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7、电子商务领域的服务经验
· 担任央企B2B2C电子商务集中采购平台—中智关爱通的法律顾问；
· 为电子商务上市公司神州易桥提供法律服务；
· 为互联网上市公司2345提供法律服务；
· 为游戏类上市公司游族网络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及项目服务；
· 为某大型商业银行电子商务平台是的设立、运营提供全面法律服务（暂不公开）；
· 为研发科技服务企业（主要以电子商务平台展业）阿拉丁IPO及上市提供法律服务。
8、互联网医疗项目
· 为平安集团下属平安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合规服务；
· 为平安集团下属平安好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专项法律服务。
9、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

为某大型车商车联网与智能网联项目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不公开）。

附：部分专业文章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数据开放与保护》，发表于核心期刊《信息安全与通讯保
密》，2020年第3期。

2、《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与“新网络安全观” 的构建，发表于核心期刊《信息安全与通
讯保密》，2020年第5期。

3、《证券法》开启智能金融监管法制新时代，发表于锦天城律所、融法法律评
论，2019年5月5日。

4、企业大数据战略与数据合规/Enterprise big data strategy and compliance，发表于
《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17年12月13日。

5、金融用户画像的法律规制，发表于金融时代科技。
6、电子合同的信息成本分析—基于经济学的立法路径研究，发表于《情报杂
志》，2006年第12期。

7、电子审务的构架与程式，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
期。

8、数据电文资料保存及认证的证据学研究，发表于《情报杂志》，2006年第11期。
9、一般均衡理论在法律供求分析中的解构，发表于《求索》，2006年第9期。
10、电子签名法对网银支付结算业务影响机制研究，发表于未央网，2015年11月13
日。

11、招商银行实行ATM机刷脸取款，主流金融机构开启生物识别时代，发表于环球老虎
财经，2015年10月16日。

12、大数据发展的最大制约——隐私，发表于环球老虎财经，2015年10月16日。
13、P2P非法集资案件的成因与防范，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8年8月7日。

14、金融用户画像的法律规制，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018年8月2日。
15、中国企业应对GDPR的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以《实践指南》的关注点为线索，发
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8年7月11日。

16、中国企业应对GDPR的若干实务问题研究（上） ——以《实践指南》的关注点为线
索，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8年7月10日。

17、网络安全法视角下的金融机构大数据战略构建，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
金融法律，2017年6月30日、2017年6月29日。

18、GDPR：谷歌、脸书76亿大罚单，中国企业能否独善其身？，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互联网金融法，2018年6月21日、2018年6月20日。

19、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8年6月
14日。
20、顺风车血案背后的数据合规问题，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8年5月16日、2018年5月15日。

21、互联网资管新规解读，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8年4月4日。
22、乌托邦式的货币未来？比特币哲思，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018年1月18日。
23、关于《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之重点解读，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8
年1月7日。

24、“现金贷”新规出台，互金专项整治进入新阶段，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7年12
月2日。

25、自动驾驶汽车能否上路？法律人士专业解读，发表于锦天城律所、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7年8月8。

26、ICO法律问题初探，发表于锦天城律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7年8月7日。
27、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靴子落地，金融机构影响几何？，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7年7月18日。

28、全面解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发表于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官网、互联网金融法律，2017年7月21日、2017年7月14日 。

29、电子合同第三方存证的法律问题研究，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官网、互联网金融
法律，2017年7月7日。

30、网络安全法视角下的金融机构大数据战略构建，发表于锦天城律所、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7年6月30日、2017年6月29日。

31、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可行性与基本模型分析，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官网、锦天城
律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7年6月27日。

32、易到资金“挪用”相关问题分析，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7年4月19日。
33、京东数据泄漏该当何责？——评网络运营者信息安全责任，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6年12月11日。

34、金融企业收集客户信息不可任性——网络安全法适用之一，发表于锦天城律所、互
联网金融法律，2016年12月6日。

35、网络无国界、服务器有国界——网络安全法（草案）评述之一，发表于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官网、互联网金融法律，2016年8月2日。

36、机器人来了，我们会失业吗？，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6年4月10日。
37、电子合同的信息成本分析——基于经济学的立法路径研究，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
律，2016年4月6日。

38、互联网金融大困局之一：成本之困，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6年4月5日。
39、“大数据”面前无隐私，信息共享、数据开放应以信息安全为前提----《关于促进大数
据发展的行动纲要》评析，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5年8月22日。

40、技术贴：如何向央妈证明你是你？吴卫明博士总结互联网身份交叉验证九大真经，
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官网，2015年8月20日。

41、《网络安全法（草案）》——

开启互联网监管4.0时代，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

所、互联网金融法律，2015年7月15日。

42、电子身份证推广在即，破解网络金融远程交易困局，发表于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官
网，2015年6月11日。

43、“天网”概念股虽好——信息安全也应关注，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5年5月21
日。

44、“天网”面前——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发表于互联网金融法律，2015年5月19日。
45、还在傻晒账单吗？看看支付宝如何用你的大数据？，互联网金融法律，2014年12
月15日。

办公地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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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wuweiming@allbrightlaw.com
专业领域：证券与资本市场
行业领域：工业及制造业

| 银行与金融 | 刑事

| 金融机构 | 私募股权 | 科技与通讯 | 媒体、数据保护与信息技

术 | 教育、培训与咨询
工作语言：中文

| 英文

教育背景
1992-09-10至1996-07-10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

学士学位

1997-07-10至2000-07-10

西北政法大学

法学

硕士学位

2003-03-10至2007-07-0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学

博士学位

2001-10-10至2002-05-10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助理

2002-05-10至2004-05-10

上海汇锦律师事务所

2004-05-10至2006-01-10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工作经历

2006-01-10至今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总部

律师
律师

律师

社会职务
上海律师协会互联网业务委员会主任
江苏省网络安全协会外聘法律专家
上海互联网司法研究会理事
上海数据治理与安全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

代表业绩
为某大型头部医健数据平台提供全面数据合规及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服务（不公开）
参与国家某部委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试点项目（评估对象为一线电商企业，具体情况不公
开）
参与国家某部委个人信息保护评估试点项目（评估对象为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不公开）
为浦东发展银行总部提供“在线融资项目”全流程法律服务
为某头部互联网体育社区平台提供数据合规专项服务
设立西部地区首个QFLP基金（西安丝路拓泰股权基金）
为中国银联、平安集团、恒大集团、中信集团、中泰证券、网易集团、分众传媒、协鑫
集团旗下的金融科技企业或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为上市公司神州易桥、央企关爱通提供电子商务领域及金融领域的法律服务

交易案例
锦天城助力“阿拉丁”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锦天城为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对中芯南方增资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锦天城助力上海集成电路基金完成备案
锦天城助力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基金获得管理人登记
锦天城律师承办的侵害商业秘密案件入选2017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十大典型
案例
成功签约省级数据中心，锦天城发力大数据法律服务
锦天城律师担任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法律顾问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中标中国银联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锦天城律师代理“俏佳人”成功取得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挂牌函

专业文章
企业数据出境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若干重点问题研究
数据出境评估常态化机制确立—《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解读
关于数据安全管理认证之重点解读
从“大国制造”到“大国智造” ——工业数据若干合规问题研究
箭在弦上：商业银行数据治理优化--- 基于商业银行数据质量合规处罚案例的研究
压实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责任—《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之简释
上市公司与IPO信息披露所涉数据合规问询重点及合规建议
从“信息”到“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相关问题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解读
靴子落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技术向善与市场趋利的平衡—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系列新规解读
审议通过！万字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
从四大变化解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健康医疗数据的法律与合规问题探析（下）
健康医疗数据的法律与合规问题探析（上）
你的“脸面”谁作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从“网络安全”到“数据主权”的彰显

“滴滴出行”遭遇“二连击”，互联网企业的启示与紧急应对之策
“滴滴出行”被审查，从网络安全审查第一案看《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适用与合规应对
《数据安全法》解读与合规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若干问题解读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归属—个人信息保护的视角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的实现新工具—《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解读
区块链证据司法应用实证研究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的实现新工具—《健康医疗数据安全指南》解读
数据爬虫的罪与罚—兼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适用

315电商平台合规之若干高频问题与个人信息保护
从知识输出到法律赋能—律师合规服务之新思考

金融云服务的法律与合规问题初探
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互联网行业投资并购的经营者集中法律问题分析
继承、借鉴及留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背景下的跨国企业若干特殊合规要点
评析
效率与司法认可的平衡—电子签名（签章）应用方案的合规检视
四大维度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企业合并分立过程中的个人信息转移与权利滥用的防范——《个人信息保护法（草
案）》相关条款的优化建议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全面数据保护体系的构建—简评《数据安全法（草案）》
数字化银行全面启程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与 “新网络安全观”的构建
《九民纪要》下私募机构适当性义务履行的合规问题及建议
网络产品安全审查制度及相关合规风险——写于美国关于禁用华为设备的法案获批之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开放与保护
删库容易恢复难，数据安全重于山——微盟“删库”事件的法律思考
电子合同远程签约的效力实现与法律风险应对
银行金融机构远程签约法律问题分析及若干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下远程办公相关法律问题——公司治理篇
科技扬帆、重塑金融——《金融科技发展规划》解读
车联网的网络及数据合规问题研究（下）
车联网的网络及数据合规问题研究（上）
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解读——《个人信息评估办法》和《信息数据评估办法》的
比较分析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解读
《证券法》开启智能金融监管法制新时代
股票公开发行豁免核准制度呼之欲出股权众筹可期
电子商务经营者信息推送的“非歧视”问题研究
京东金融APP“保存用户图片”的法律问题分析
大数据企业上市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电商全面法制化时代到来——《电子商务法》之重点内容解读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规定》解读
大数据精准营销的数据保护问题——再谈百度cookie案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之重点解读
关于网贷机构合规检查内容之重点解读

P2p非法集资案件的成因与防范
金融用户画像的法律规制
中国企业应对GDPR的若干实务问题研究（下）
中国企业应对GDPR的若干实务问题研究（上）

GDPR：谷歌、脸书76亿大罚单，中国企业能否独善其身？

大数据杀熟的法律规制
顺风车血案背后的数据合规问题
乌托邦式的货币未来？比特币哲思
原创：自动驾驶汽车能否上路？法律人士专业解读

ICO法律问题初探
全面解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电子合同第三方存证的法律问题研究
网络安全法视角下的金融机构大数据战略构建
互联网法院的法律可行性与基本模型分析
深度解析：子账户体系－－《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带来的重大利好
金融企业网络客户数据收集的法律分析及对策——网络安全法适用之一
网贷监管规则若干重点问题解读
跨国公司数据存储及应用的法律风险控制---网络安全法（草案）评述之一
孤军奋战---私募基金法律意见书风险不亚于IPO
新监管政策下，类金融集团机构重组的原则与操作难点
律师如何看待P2P新规
网上资金募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P2P监管新规解读之一
金融产品收益权拆分的金融及法律属性分析

P2P平台怎样增信才合法？
凯撒和上帝分得清吗？出走的李嘉诚与割裂的商业逻辑

“兴于资金池、死于非法集资”，P2P如何避免悲剧轮回
把你的钱“存入银行”or投资“P2P”，普通人如何选择？
谁说十年后律师不需要“大所”---与刘桂明先生及陈文伟、王佳律师商榷
技术贴：如何向央妈证明你是你？吴卫明博士总结互联网身份交叉验证九大真经
股权众筹是谁家的娃？起名何罪之有？
央行勒紧第三方支付通道，互联网金融何去何从？

“公开募集”破冰，股权众筹“牛市”来临
远程质押登记法律难题已经破解，券商系P2P或异军突起
《网络安全法（草案）》——开启互联网监管4.0时代
刷脸or数字证书，哪个是未来互联网身份识别路径？
量身定制：什么样的P2P公司可以在新三板挂牌？
电子身份证推广在即，破解网络金融远程交易困局

专业著作
《数字金融法律实务与风险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