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一季度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

和交易金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交易金额同比

上升 36%达到 202 亿美元，交易数量同比增加

33%达77宗。尤其是在中国股市大涨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继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其

中，一季度国内主板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交易金

额达 100 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全年国内主板上市

公司海外并购交易额的 7成。中伦律师事务所代

表境内企业参与了大量海外并购项目，为客户交

易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本文

集汇集了中伦相关业务领域合伙人的文章，希望

把我们的心得、经验与客户进行分享，为客户创

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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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执行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

对外投资和中国经营”开始，到 2013 年习主席 “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的提出，20 多年来，国家及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将“走出去”作为国

家战略，不断为我国企业奔赴海外创造更好的机遇。中国的企业，包

括民营中小型企业，随着自身的不断壮大，也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在海

外进行投资或向海外进行扩张，例如华为、联想等大型企业，均在海

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以扩大自身企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然而，随着越来越的企业将企业发展的目标投向海外市场，在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经济类型的不同，

以及企业对海外风险的估计不足，一系列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在诸多

风险之中，法律风险是最为突出的。鉴于文章篇幅的关系，粗略整理

了下几点比较明显的法律风险：

风险一：急于求成、目的导向

中国企业在制定和实施海外投资或并购项目时，常常会急于求

成 , 为了能尽快达成项目或者出于想在竞争中取得时间这一有利因

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求“快”，常常会对操作流程进行简化

或忽略，例如 , 不进行详细的项目评估或者是方案设计。与此同时，

中国企业还会过多的考虑到项目成本的投入，常常会认为如果先期

投入过多 ( 例如进行背景调查等 )，而最后项目不成功的话，那么钱

就白花了。因此，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过多，对投资或并购对象的财

务状况、背景调查、法律尽职调查等，都做得明显不足，导致无法发

现一些可能隐藏的重大风险或漏洞。一旦这些风险或漏洞在操作过

程中或项目成功后爆发出来，常常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例如

TCL 在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TCL 通讯管理层认为阿尔卡特情

况简单，该部门不到 1000 人，且只有研发和营销体系，没有工厂，便

觉得交易结构相对简单，涉及人员和资源比较少，整合难度比较低，

因此，就没有聘请专业进行精细策划及相关调查，而是自己设计了收

购方案。后来，由于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准备不够充分，相关法律问

题研究得不够透彻，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准备不足，低估了整合国外业

务的难度，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阿尔卡特在并购后一度整合

艰难，给 TCL 集团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做法，看似省了几

百万欧元的前期费用，但是，结果却是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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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合规、

反腐败及跨境争议解决等业务。

高律师在合规及跨境争议解决

领域已有二十余年的执业经验，

协助过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处

理一系列合规问题，并为跨国公

司的管理层、员工以及商业伙

伴提供合规培训服务。同时，高

律师也为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国

企、大中型民企，处理过诸多国

际诉讼及仲裁案件。

高俊（合伙人）

上海办公室
E-mail: gaojun@zhonglun.com

电话：86(21) 6061 3575



风险二：政治评估不够

中国企业在实施海外项目时，有时会由于对于当地的政

治体制和政局稳定评估不足，导致投资失败。例如，2014 年

11 月，中国铁建与中国南车等组成的联合体，以约合人民币

270.16 亿元的报价成功中标墨西哥高铁项目，然而仅 3 天后

墨西哥政府由于主要的反对党对项目招标提出异议，迫于政

治压力，墨西哥政府就单方面取消了中标。

风险三：由于文化、民俗不同，造成的工会与劳工组织的风险

中国企业的员工通常都很敬业勤劳，对于企业的规章制

度也都相当遵守。但是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对于当地人员的

工作能力、素质、敬业精神等，由于不同的文化和民俗，不可

能与中国企业的员工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法律的

手段对当地人员进行约束，也将是中国企业要面临的一大问

题。如果无法将这一问题解决好，也可能会给海外项目的运

作造成困难，例如：TCL 李东生曾提到在欧洲遭遇和工会谈

判异常艰难的情况，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和工会达成一致意见，

甚至到 2006 年 5 月份时情况都无法控制。

风险四：对海外法律不熟悉

企业进行海外项目时所涉及的法律通常都繁多且关系复

杂，可能会涉及到许多法律强制性规定，比如在对外国企业

的并购中可能会有法律强制规定控制权及投资额等。如果企

业不熟悉这些相关法律，海外项目将很难顺利执行。

风险五：经营合规问题

由于过去国内经营环境的一些问题，中国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有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灰色地带”。例如，中国格力

电器公司由于公司产品瑕疵问题，被洛杉矶的联邦法庭判决

赔偿其美国代销合作伙伴高达 4250 万美元赔偿金。在整个

诉讼期间，格力一直没有试图和解，甚至拒绝承认其产品有

质量问题，而格力中国认为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依据则是其

产品中一小部分除湿机虽然是用非防火材料製造，但是是安

全的，而且中国许多家电厂商使用的也是这种材料。这种“灰

色地带”，一旦企业不注意自我约束，放到海外市场时，极有

可能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

为了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中

国企业必须从法律层面寻求一定的解决机制，尽可能对风险

进行防控，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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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尽量避免诉讼，寻求仲裁的救济

一旦发生诉讼，通常会在当地进行，那么无论是应诉还

是后期的执行，都会相对复杂。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在签

订合同时将救济的方式约定为仲裁。在选择仲裁地点时，尽

可能选择在东道国以外、靠近中国、且都是纽约公约缔约国

的地点进行仲裁。同时，在选择实体法时，考虑到预见性和

稳定性，尽量避免选择不熟悉的法律。

二、提高文件归档能力

海外项目通常耗时冗长，文件、档案繁多，而中国企业在

长期经营中通常都会对于档案的整理不够重视。一旦发生纠

纷，中国企业常常无法拿出对自身有利的档案证据，造成很

多对自身有利的主张或抗辩都没有有利的证据可以做支撑。

因此，中国企业必须重视对档案的保存及整理，做到专门项

目由专人负责，及时归档。

三、最大程度发挥中国律师的作用

中国企业在经营时，常常强调“以和为贵”，不会考虑到

纠纷发生时该怎么办，对于律师的作用不够重视。这点恰恰

与国外企业相反。律师有时就像是一道防火墙，要想最大程

度对风险进行防控，中国企业应该更快学会在进行海外项目

时，最大程度发挥中国律师的作用。例如，在项目开始前，聘

请律师对项目进行法律评估、背景调查及风险评估；在项目

进行中，一旦遇到法律问题，事无巨细的向律师进行咨询；在

出现纠纷时，更应该向律师寻求专业的法律意见及帮助。

四、其他风险防控手段的应用

除了上述这些方法外，还有一些补充的风险防控手段，

例如购买相关的保险，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一、能源油气类海外投资概述

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投资扩张迅猛，根据相关统计，

2014 年中国能 源 矿产行业 共 发 生海 外 并购 68 宗，其中 57 宗 披

露了交易金额。交易宗数位列所有行业的第一位， 涉及交易金额

223.38 亿美元，位列所有行业第二位。1

其中，油气类在海外能源投资中占很大比例。根据中国石油企

业协会发布的《2015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

截至 2014 年，中国油气海外业务已形成五大油气合作区、四大油气

战略通道、三大油气运营中心的战略布局，在全球 34 个国家运营着

89 个项目。2

从公司分布来看，国有企业在海外能源投资中依然占比最重。据

统计，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累计投资最多，达到 628 亿美元，随后

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化工进

出口总公司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 5 家公司海外能源投资额

累计达到 1747 亿美元，占中国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 77%。3 近年来，

民企逐渐成为海外油气投资“生力军”，继 2013 年完成近 10 亿美

元的收购后，2014 年共 9 家民营企业的并购额达 22 亿美元，投资

地区主要在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地区，如复兴国际以 3.6 亿美

元收购洛克石油在澳大利亚的油气资产。4

二、能源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

复杂的投资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多变的国际市场都

将给海外投资带来很大的风险。我国企业在能源海外投资主要面临

着以下风险：

1.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体制、政策或政治环境可能引起的对

海外投资和贸易活动的负面影响，尤其对能源行业而言，这类风险有

增加的趋势。譬如，自 2006 年起拉美国家纷纷将能源、电信等重要

部门收归国有，实现国家对重要经济部门的掌控，巴西、阿根廷、玻

利维亚等国家对石油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改制措施，导致外国石油公

司被迫退出，或不得不改变原有开发计划与政府达成新的协议，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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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国及中国大型公司的外

部法律顾问，高律师在以下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各种外商

直接投资项目；国内及境外资产

并购和股权并购交易的全过程

法律顾问；陆上及海洋石油天

然气的勘探、开发和生产业务；

同时在煤炭等各种资源项目以

及煤层气和风能等新能源等方

面具有广泛经验； 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

高燕（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E-mail: gaoyan@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081



则财产将被直接征收。5 又譬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由于美国国

家安全审查制度而直接导致交易失败。

对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中国企业的主要应对策略包

括：完善海外投资事前风险管理体系，正确评估东道国的经

济形势；在签订投资协议和利益分配时不要一味追求高利润

回报，可以采取利润分成或其他方式绑定投资方和东道国政

府的收益，降低东道国政府毁约的风险；充分利用东道国参

与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建立商业性质的海外投资保险

制度，以冲抵投资的政治风险。

2.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是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另一巨大隐患，尤其

针对油气行业而言，环境风险可能导致投资方利益遭受重创，

譬如，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490 万桶）；油

砂矿业巨头 Syncrude 开采油砂导致形成有毒土壤和油污

池塘被加拿大政府要求缴纳巨额赔偿；我国民营能源企业在

美国收购天然气气田后，却因无法获得当地环保部门颁发的

许可而无法进行气田的开发，从而导致投资项目被迫长期

搁置。

针 对 海 外 投 资 的 环 境 风 险，商务 部、环 境 保 护 部于

2013 年 2 月 18 日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要求中国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的项目，应当依照东道国法律

法规规定，申请当地政府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许可，对其开

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结果，采取合理措施降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对于由

投资活动造成的生态影响，鼓励企业根据东道国法律法规要

求或者行业通行做法，做好生态恢复。6 在进行海外能源项

目的投资过程中，尤其对于在成熟的发达国家的油气项目，

通常我们建议中国企业非常重视环保问题，在充分了解东道

国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聘请当地中介机构对目标

资产和目标公司进行全面详尽的环保尽职调查。通过尽职调

查发现目标资产在过去的生产作业中是否获得了所必需的

环境许可，是否产生了对周边土壤、地下水、大气、海洋河流

等的污染，是否对所产生的污染采取任何防护或补救措施，

是否受到东道国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

与此同时，投资企业还需要了解目标资产的安全生产情

况以及对员工的健康保护情况。

3. 并购风险

并购风险是指因被投资主体或目标资产存在权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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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瑕疵，或因财税等其他原因导致外国投资者无法达成交易

目标或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譬如，中石油试图收购哈萨克

斯坦石油公司时，哈萨克斯坦立法机关要求将目标公司少数

股权出售给当地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7 又如，2007 年厄瓜

多尔发布总统令，当油价达到某个水平时，政府收取石油公

司一定比例的特别收益金，最高达到 99%，导致外国石油公

司额外收入的 99% 将收归厄瓜多尔政府所有。8

因此，能源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应对被投资主体或

目标资产进行完整的法律尽职调查，确认被投资主体的资质

和合规性，目标资产的权属及其运营是否存在重大瑕疵；在

设计交易结构时，应从合理避税、退出机制等方面设计不同

的交易结构；在欠发达地区，应该对潜在合作方进行全面的

背景调查，并及时与监管机构沟通以了解交易审批事项的完

整范围、性质和形式，以及项目和资产的许可和登记制度。

4. 其他风险

( 1 ) 反贿赂合规风险

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还应该注意遵守美国《反海外腐

败法》（FCPA）和英国《贿赂法案》（Bribery Act），避免

产生合规问题。中国企业应通过进行反贿赂腐败尽职调查、

健全内部合规体系和管理结构等方式来规避上述风险。

( 2 ) 员工和劳动风险

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时还应注意东道国有关员工工资

福利、员工解雇、劳资纠纷的相关规定，并了解当地工会组

织的作用和运作情况，以避免产生劳动纠纷。

三、美国油气投资概况

鉴于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对在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

地区投资感兴趣，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在成熟国家进行油气投

资进行简要介绍。

美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根据美国能源部公布的信

息，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 209 亿桶，居世界第 11 位。美

国 2014 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增加，稳坐全球最大油气

出产国之位，并扩大了与沙特和俄罗斯的差距。沙特和俄罗

斯的油气产量与前一年基本持平，美国油气产量则增加大约

10％，即原油日产量增加 160 万桶、天然气日产量增加 40

亿立方米。BP 公司 2013 年发布的《2030 年世界能源展望》

预测称，北美的致密油资源量约 100 亿吨，是全球致密油资

源量最大的地区（其次是亚太地区，约 90 亿吨），而致密油

能源海外投资概述和法律风险解析



是未来全球石油产量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9

德克萨斯、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湾是美国主要产油区，其

中，墨西哥湾地区集中了美国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海上钻井

平台，石油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25％。出于长远能源战略

和环境保护等多种原因，占全美近海水域 85％的大西洋、太

平洋和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水域均不允许近海石油开采。

与中国相比，美国油气行业的发展比较成熟， 竞争开放，

形成了整体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如埃索美孚这样的大型石油

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开发大型项目并进行全球化发展，有中

型的独立开采公司在美国国内拥有优质资产，也有专注于前

期勘探开发的小型公司和拥有先进技术的各类服务公司。同

时各类社会资本均积极参与油气行业，包括各类专注能源行

业的 PE 基金，保险机构以及养老金机构，也有很多油气公

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因此中国的投资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资金实力，可以在

美国寻找合适的油气资产进行投资。投资方式包括对目标资

产进行收购，或收购部分开采权益等。除了本文第二部分列

举的法律风险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美国外国投资委

员会 ( CIFUS ) 的审查纳入前期时间表并谨慎对待。

另外，在 LNG 投资领域，由于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天

然气供应供大于求，价格不断下降，加大出口力度逐渐成为

美国消化过剩天然气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而亚洲市场的天然

气价格高，因此，中国能源企业纷纷赴美投资天然气区块，

希望能参与天然气的开发与出口。

但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允许投资者将天然气出口到与美

国签订贸易协定（FTA）的国家，而出口到非 FTA 国家需由

美国能源部以及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批准。据美国能源

部统计，2011 年以来只有 7 个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获批出口

到非 FTA 的国家，如 2013 年美国能源部批准查尔斯湖出

口公司（Lake Charles Exports）从其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

终端向非 FTA 国家出口 20 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10 因

此，由于中国不属于 FTA 国家，如何在美国通过投资天然气

资产而获得 LNG 的出口仍需投资者进行谨慎商业考量。

1.  http://www.morningwhistle.com/website/news/2/40498.html 

2.  http://mt.sohu.com/20150326/n410350883.shtml 

3.  http://www.cpnn.com.cn/dlcj/201505/t20150512_800388.html 

4.  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5-01-29/100779531.html 

5.  http://news.zqcn.com.cn/hqcj_20120720_2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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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www.zhb.gov.cn/gkml/hbb/gwy/201302/t20130228_248632.htm 

7.  http://www.acla.org.cn/html/yuwailvshi/20140523/16750.html 

8. http://www.qingdaonews.com/gb/content/2007-11/23/content_59230.htm 

9. http://news.hexun.com/2013-12-12/160521517.html 

10. http://www.sinopecnews.com.cn/news/content/2013-08/08/content_1324492.

shtml 



伴随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的推行，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

进行海外投资。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中国企业需要获得中国相关主

管机关的核准、备案或登记。本文旨在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的境

内主管机关核准、备案、登记流程进行整体的梳理和介绍。

概言之，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涉及的中国境内核准、备案及登记流

程大体可归结如下：

一般而言，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需要取得三个主管部门

的核准、备案或登记，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地方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下称“发改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商务部或地方商务部门（下

称“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方分局（下称“外

管部门”）的外汇登记程序。以下分别介绍各个主管部门的核准、备

案或登记程序。

一、发改部门的核准和备案程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 年 4 月 8 日颁布的《境外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9 号令”），对发改委对境外投资项

目的核准或备案流程进行了改革，并于 2014 年 5 月 8 日起正式施

行。之后，国家发改委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颁布了关于实施《境外

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947 号文”），

进一步充实 9 号令，并于颁布之日起生效。此外，国务院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国发〔

2014〕53 号）中，对发改委的核准备案权限进一步明确及下放。

根据 9 号令，境外投资项目采取核准和备案两种形式，但只有两

类项目适用核准的管理方式：一类是中方投资额 1 在 10 亿美元以上

的项目；二是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2 或涉及敏感行业 3 的项目（合称“敏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审批流程概述
 文  /   李海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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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项目信息；
申请项目前期费用
汇出

 

•发改部门 

•外汇部门

签署法律文件(如
意向书、框架协议
增资协议、收购协
议、投资协议等）

 

•交易方间
 

发改部门核准或
备案

 

•国家或地方发改委

 

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 

•商务部或地方

商务部门 

外管部门外汇登记 

•地方外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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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项目”）。其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适用备案管理。根据 9 号

令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4 的规定，国

务院、国家发改委以及地方发改委的具体审批权限如下：

对于项目申请报告及附件不齐全或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

的，国家发改委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予以补

正。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国家

发改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征求有关部

门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内出具书面意见。国家发改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若确

有必要，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委托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

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

核准和备案流程要求

根据 9 号令，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 5

或竞标项目 6，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 7 之前，应向

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信息报告。国家发改委收到项目信息报

告后，对符合国家境外投资政策的项目，在 7 个工作日内出

具确认函。其他备案项目，无需提交项目信息报告。

就核准项目而言，由国家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提

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直接向

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由省级

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送国家发改委；中央管

理企业由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报送项目申请报告。

结论承担责任。评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 40 个工作日。国家发

改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对于符合核准条件的境外

投资项目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或提出审核意见报国

务院核准。如 20 个工作日不能做出核准决定或提出审核意

见的，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批准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将延长

期限的理由告知申报单位。核准期限不包括委托咨询机构评

估的时间。

关于地方企业的核准项目在省级发改委的审核流程，以

北京、上海、江苏省和广东省为例，根据其各自政府公开的

办事指南信息，汇总如下：

境外投资项目网上备案系统

就备案项目而言，2014 年 6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了《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

网络系统的通知》（发改办外资 [2014]1386 号，下称“《通

知》”）。《通知》规定，根据 9 号令应实行备案管理的境

外投资项目，原则上均通过“全国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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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

根据 2013 年 9 月 29 日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早在 2013 年，在上海

自贸区注册成立的地方企业可以通过其管理委员会进行网上

备案。前往未建交、受国际制裁国家，发生战争、动乱等国家

和地区，或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投资的项

目；涉及基础电信运营，跨界水资源开发利用，大规模土地开

发，输电干线、电网，新闻传媒，或国家发改委认定的其他敏

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分限额，由上海市发改委初审后

报国家发改委核准，或由国家发改委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

院核准。

具体备案流程如下：

二、商务部门的核准和备案程序

根据 2014 年 9 月 6 日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

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 8 将实行备案或核准管理。企业境外

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 9、敏感行业 10 的，实行核准管理，

其他投资情形适用备案管理。

络系统”（下称“备案系统”）进行申报，但注册在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的地方企业境外投资

项目除外，下文详述。

备案系统会根据填报的企业类型、注册地和项目中方投

资额等信息，自动分送国家发改委或相关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受理。具体备案流程如下图所示：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

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管理，并向获得备案或核准的企业颁发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分别

印制并盖章，实行统一编码管理。商务部门具体的核准和备

案权限如下表所示：

三、外管部门的登记程序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9 年发布的《关于发布境内机

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

投资 11 的，境内机构向境外汇出的前期费用 12，需办理境外

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此后，企业在获得发改部门和商务

部门的核准或备案后，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核准及备案流程

商务部及地方商务部门关于境外投资的核准及备案流

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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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 年 2 月 13 日最新《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

通知》（2015 年 6 月 1 日生效），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由

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

理局及其分支机构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

监管。

以上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获得的主要境内核

准、备案或登记程序进行了概括性介绍。根据走出去的中国

企业的企业性质、行业以及交易规模，还可能涉及国资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以及证监会等机构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需要企业给予留意。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调查与保护
 文  /   顾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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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作为企业抢占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资源，已经成为中国

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活动的重要标的 1。然而，涉及知识产权的海外并

购是一个十分复杂且高风险的过程，即便是大型跨国公司也都曾出

现过重大失误，比如苹果公司购买唯冠公司 iPad 商标 2。基于知识

产权获取的并购活动包括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三个阶段中知识

产权并购风险的准确甄别，以最大化获取和保护企业自身权益为目

标，有效实现知识产权转移、重组和价值创造。

一、并购前的调查

( 一 ) 知识产权相关性与协同性调查

本项调查的目的是明确目标知识产权和企业现有资产的相关性

与互补性，帮助中国企业制定海外并购战略。在基于知识产权的并

购战略制定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并购意图，也就是需要确定何种原

因或者目标，促使并购者基于知识产权进行并购。并购意图的确定，

有助于确定并购目标的选择标准。实践操作中，要进行海外并购的中

国企业向外部律师咨询之前，会有自己的目标与期望，调查人员最好

与企业充分沟通，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下一步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一般来说，基于知识产权的并购意图，可能是因为从外部获取

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过大，需要通过并购的形式从内部获取知识产

权。如专利技术的外部交易成本过高，或者内部创新的成本较高或

者风险较大等，通过并购拥有与并购者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知识产权

资源的目标公司，从而实现内部的知识产权获取或转移。也可能是基

于海外市场开拓的需要，通过并购海外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及其

营销渠道，即获取商标及附着于商标资产之上的市场资源，从而实现

海外市场的快速开拓。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市场需

求时不我待，知识产权并购无疑是迅速获取所需资源，进入目标领

域和目标市场的快速战略。

在确立并购战略之后，就是以并购意图或者说是并购动机为基

础确立并购目标。在基于知识产权的并购目标选择中，一般要综合考

虑如下因素 :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调查与保护
 文  /   顾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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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海外维权服务基地专家。

顾萍（合伙人）

纽约办公室 / 北京办公室
E-mail: guping@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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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重目标公司何种类型的知识产权，是专利技术、商

标还是商业秘密，或者是把其中的几种要素同时作为考虑

的标准。

2. 根据自己的公司并购战略选择特定类型的目标公司，

一般来说，如果以专利技术为并购的关键要素，往往会选择

小型创新性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如果是以商标为并购的关键

要素，往往会选择大型高知名度公司作为目标公司。

基于知识产权的并购交易取得成功依赖于并购者如何

有效地评价并购目标的价值和潜在的知识产权协同效应。

搜集广泛的、准确的、必要的信息对成功并购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信息在这里可以被界定为对维护和增强知识产权并购

决定起必要作用的一系列事实和资料。

应该说，基于知识产权的并购是企业基于资源观点的

发展，并购者必须了解目标公司是否拥有有价值的知识产权

资产。且这些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资产的价值性，必须强调其

与并购者的发展战略，无论是技术开发战略还是市场拓展

战略的需要相匹配。也就是说，在进行信息的搜集和筛选时，

必须注重目标公司的知识产权资产与并购者之间的适配性

和互补性。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预

警指导规程中有具体的指导 3，该指导虽然更多的是从预警

角度进行分析建议，但知识产权预警的日常运作对知识产权

并购也会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预警发现的问题或者潜在问

题往往就是并购的动机，预警中做的分析也部分解决了相

关性和协同性问题。

综合分析上述所有因素，基本可以确定目标公司和目标

知识产权。根据并购目标公司的不同分为横向、纵向并购两

种形式。横向并购包括并购竞争对手的专利、商标，形成正

向的协同效应；也包括用防御性的策略弱化竞争对手的 IP

应用，建立自身专利、商标的市场影响；纵向并购主要目的

是延长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整合程度。

( 二 ) 知识产权价值调查（知识产权尽职调查）

随着知识产权的相关交易在公司并购中的比重越来越

大，甚至成为一些企业收购的核心目标，有关知识产权法律

风险的意识和评估愈发重要，其对于商业目标实现的战略意

义也愈发凸显。

涉及知识产权的公司并购在法律上必然导致知识产权

权属的转移。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其转移涉及到的法律

问题相较于传统实物资产的转移更为复杂。比如，在先权利

的审核，转移的程序性管理，权利价值的确认等，在交易前

后均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纠纷隐患。对于知识产权调查

的方向，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也给出了一些参考维度。

并购目标越明确，调查的针对性就越强，实现并购目标

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如果并购方的首要目标是获得被收购方的骨干员工和

技术秘密 , 那么需要对员工情况进行重点调查 , 比如员工是

否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 是否约定了发明创造成果所有权的归

属 , 哪些是骨干员工 , 已使用哪些激励方法来激励骨干员

工 , 骨干员工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并购方工作 , 是否有竞

业限制条款防止骨干员工离职后使用保密信息从而损害目

标公司利益。

如果并购方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关键技术 , 那么调查重

点将集中在技术相关的方面 , 比如目标公司采用哪些措施来

保护关键技术 , 是否开展了适当步骤来保护知识产权 , 关

键技术的实施及其产品是否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 并购方

是否可以先获得技术许可 ( 即便并购仍在谈判中 )。

如果并购方首要目标是通过并购获得驰名或新兴的品

牌 , 从而进入一个新市场或者扩大市场份额 , 那么调查的重

点则在于目标公司的品牌是否获得了全面的权利保护。

有针对性的调查之外，普遍而言在公司并购中需要重点

关注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四种：

1. 知识产权所有权权属瑕疵风险

公司并购如果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权属转移，首先要审查

的是该知识产权的权属问题。如果权属存在瑕疵将直接导

致收购失败。为了识别所有权权属瑕疵风险，通常需要全面

审查目标公司签署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包括许可协议、

销售合同、供货订单、代理协议、协议、员工职务发明协议、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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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目标企业使用的知识产权可能存在三种所有

权形式：企业所有的知识产权、与他人共有的知识产权、以

及第三方（雇员、独立合同方或其他第三方）所有的知识产权。

在后两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权属瑕疵风险较大，应予以注意：

( 1 ) 共同所有的知识产权

一般而言，知识产权的共有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采取约

定优先的原则。在公司并购中，如果目标企业存在共同所有

的知识产权，需要审查该知识产权按约定或规定是否需要共

同所有人全部同意方可转移。因此，需要仔细审查共同所有

权的内容，例如，各方的许可权限、知识产权转移的条件、对

知识产权有效性的维持以及侵权发生时的救济方式等约定。

如果被收购或者被并购的目标企业的知识产权在美国，

交易时要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的专利权共有人不需要通知其

他共有人就可以单独处分共有专利，并且收益无需与其他共

有人分享。

( 2 ) 雇员所有的知识产权

如果目标企业的雇佣合同明确规定，专利发明归雇员所

有，该企业就不是该项专利的所有权人。因此，应当仔细审

查目标企业相关劳动合同中对于发明创造的专利权的约定

条款，以确定专利权的权属状况，查明是否需要补偿以及如

何补偿相关的雇员发明人。

( 3 ) 独立合同方所有的知识产权

如果目标企业所使用的专利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是由

独立合同方在帮助企业设计和研发产品过程中做出的，在确

定该等知识产权的权属时，应仔细审查相关的独立合同（如

委托开发合同）中对研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权属的规定。

( 4 ) 其他第三方所有的知识产权

如果目标企业所使用的知识产权来自于第三方，在并购

时必须认真审查相关的使用许可合同，查明许可种类，以及

合同中是否存在被许可人可以对许可技术进行修改的约定，

是否存在对二次开发的权利归属的约定，是否存在控制权变

更条款。

因此，公司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权属瑕疵风险主要来自于

相关的合同风险以及相关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如果存

在）。在并购过程中，应仔细审查和评估所涉知识产权的性质，

区别所有权与使用权。

2. 知识产权地域性风险 4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是公司并购中的一个重要

风险源。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意味着，按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有效。同一

项技术可以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取得专利，同一个商标也可以

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注册。因此，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会在很

多国家或地区申请专利，所谓“专利圈地”，其产品也会销售

到很多国家或地区，并在其产品销售地注册商标。

并购目标企业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了技术专利或

产品（服务）商标，并不意味着当然获得该企业在其他国家

或地区就同一技术或产品的专利权或商标权。如果公司的战

略目标是多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或商标，就必须审查

该专利或商标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已获得权属。

需要说明的是，就商标国际注册而言，只需向欧盟商标

注册局递交一份单一申请就可能在所有成员国拥有注册商

标。同样，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递交一份单一申请

就可能获得全球范围的商标注册。就国际专利申请而言，按

照专利合作条约（PCT），在任何一个 PCT 成员方提出的一

项专利申请，可以视为在指定的其他成员方同时提出了申请。

这取决于申请人的发展选择、战略需要和付费能力。

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决定了海外并购中目标所在国知

识产权律师的介入必要性。

3. 知识产权时间性风险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权利保护期限。超出这一界限，法

律对于相应的知识产权不再给予垄断性保护。

在公司并购过程中，应当确定所要收购的知识产权是否

在法律保护的有限期限内以及其有效期限至何时为止，是否

可以续展以及如何续展，是否存在障碍和续展的费用等。转

让方是否按时缴付了专利的年费，专利是否仍然有效，商标

是否还在保护期内。以上直接决定了该项知识产权保护的范

围和强度，并且会对收购价格的形成产生影响。

4. 知识产权诉讼或无效争议风险

在并购前，应评估目标公司近五年内作为原告或被告参

与的、已结案的或正在审理的诉讼案件情况，包括调查案件

性质、诉讼法律关系和结案情况，以了解目标公司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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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的状况和基础。

如果目标公司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或 / 和有效性被第三

方提出法律质疑，收购方应当分析其中的争议焦点和可能

的结果，尤其是目标公司可能要承担的责任的大小、其对目

标公司知识产权的影响、以及对收购方购买、运营所涉知识

产权会造成何种影响。

对于目标公司涉及的国际专利诉讼，应当对原告的具体

诉讼目的进行分析，是为了确定权属，或是迫使目标公司与

之商谈许可事宜，或是通过诉讼或的高额赔偿等等，从而进

一步评估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强弱。

此外，收购方还应当调查和评估目标公司正在申请、审

查过程中的知识产权状况。例如，驰名商标的申请与认定情

况，发明专利的申请与审查情况等。通过调查官方的审查意

见、目标公司的答辩意见和利益相关人的质疑意见，查明可

能存在的知识产权争议风险。

对于上述四种法律风险的评估主要通过知识产权尽职调

查完成。公司应首先确定目标企业的目标知识产权，然后选

择交易方式（资产收购或者股权收购）。第三步应确定交易

中具有实质意义的知识产权，审查该知识产权的相关材料，

注重评测上述四种可能的法律风险。最后方能确定并购价格，

基于尽职调查的结果制定最终的并购方案。

( 三 ) 知识产权法律调查

知识产权法律调查主要是对目标企业所在国与并购有

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包括所在国的各项法律规制、技术

进出口管制条例、和各类涉及安全的审查与调查程序等，同

时还需要关注法律法规未涉足的风险，以及法律未禁止规

定和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等问题。

以美国为例，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管制清单规定航空发

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多个

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及其技术不得对中国出口。美国的

这种出口管制有一整套体系，其商务部通过 《出口管制条例》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简称 EAR 对高

科技技术进行管制；而国务院则通过 《国际管制武器条例》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 Regulations）对军事方

面的技术进行管制。拿管制民用技术的《出口管制条例》来

说，为确保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耗费巨资制定了一套严密

的出口管制条例。通过数千页精心设计的文件、数据和制度，

从流程、分类、法制、国别将个人和组织的出口行为和所涉

及到美国原产地、美国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都纳入了管制

范围。

需要特别注意管制条例中的出口（Export）不仅包括传

统意义的出口活动，而且还包括在美国国内把美国的技术转

移给外国人的行为，即“Deemed Exports”。     

     

此外，从权利主体看，目前有不少专利技术在其发明创

造过程中，往往有很深的政府资助背景，在接受资助时往往

需要同意具体的国家安全控制，这些专利的对外许可和转让

就会受到技术资助开发协议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查和许可。

所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外国企业的过程中是否能成功

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并购方（中方）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

必须要重视研究目标企业所在国的的出口管制条例对国际

并购交易产生的影响。在并购中，企业要详细排查相关协议

和相关法律、政策，具体到该主体所在的地方法规、政策等，

排除所有转让限制。

同时也需要注意目标企业已有的知识产权许可等协议是

否存在违反法律的风险。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中 , 尤其要

注意目标公司签署的知识产权许可等协议是否违反所适用的

反垄断法等相关法规，比如限制研发改进，限制购买竞争技

术，限制被许可方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

服务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员限制被许可方实施技术生产产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限制被

许可方购买原材料，产品及设备的渠道或者来源，禁止知识

产权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等。

这些条款都是明显违法无效的，一旦发生诉讼势必会直接损

害并购方中国企业的利益。

二、并购中

并购中管理是知识产权并购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主

要涉及并购谈判、并购交易条款的确定、并购价格的确定等。

( 一 ) 知识产权谈判和准备收购协议

完成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后，知识产权律师在随后的知识

产权谈判中，还需要进一步确定知识产权的交易结构，准备

收购协议中相关的知识产权交易条款，确保交易安全。

当出卖方仅出卖部分业务，而不是公司全部时，应与目

标企业商谈知识产权的交易结构，明确出售部分的知识产权

与不出售业务部分知识产权，确认收购方所获知识产权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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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范围和使用方式 , 以及目标企业仍继续使用的知识产权

的权利范围和使用方式。

在收购协议条款中必须包含目标公司对知识产权的陈

述和保证。陈述和保证设计、撰写得越严密、越周全就越有

利于购买者。只有经过尽职调查，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陈述

和保证，保证购买者获得期望的知识产权。陈述和保证虽然

不能对抗第三方，但能够敦促目标公司履行承诺。

但仅仅依靠陈述和保证，依靠对权利的声明和放弃是远

远不够。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专利和商标的转让

必须经过知识产权局和商标局的批准后才生效，专利和商标

的许可合同也是经过备案后才能对抗第三人。版权的转让虽

然无需版权局批准，但经过版权保护中心登记变更版权所有

人并公告后的公信力才会更强，权利的法律状态才会更稳定。

所以在知识产权谈判并准备收购协议时，务必把知识产权转

让合同的生效或许可合同的备案作为整个交易的前提条件

之一，或者至少需要明确约定转让方在转让备案、登记、变

更等程序中提供必要协助的义务。目前实务界比较常用的办

法是，在签订转让协议的同时，就转让后续需要完成的官方

事项，提前做出安排，一次性签署所有需要签署的文件。

( 二 ) 并购价格

并购价格决定于目标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量，包

括数量和质量。基于知识产权的并购中，并购价格往往是溢

价交易，虽然溢价交易与并购是否为并购者创造价值之间没

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从并购绩效的角度，并购者必须考虑并

购后所获得的知识产权能产生的预期协同的当前价值大于

支付溢价。

并购价格的确定往往是一个谈判问题，但在双方认可的

情况下，也可以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并购方为

了了解拟受让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也可以自行聘请国内有

资质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不过目前的现实情

况是国内知识产权评估制度正处于形成阶段，评估中的技术

问题、评估的可操作性等基本问题还有待解决，针对知识产

权的特殊性，还应当从评估方法的应用、评估标准的完善、

折现率的选取、必要信息的披露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期知识

产权评估日渐规范化和科学化 5。

三、并购后

并购后的知识产权整合战略实质上是目标公司与并购

者之间的知识产权资源转移及价值创造过程。中国企业海外

并购完成以后，应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并购目标，进

行对并购企业的整合并且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6。

并购后的企业整合方式主要有三种：

( 一 ) 吸收整合：在这种整合方法下，被并购公司的组织

完全融入并购公司中，随着组织的转移，目标公司所拥有的

知识产权资源也随之转移到并购公司中，与并购者之间的知

识产权资源形成互补优势，从而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多

用于以商业秘密的获取为目标的并购。

( 二 ) 控制整合：在控制型整合中，并购者与被并购者的

战略依赖性不强，组织独立性也不强。通常情况下，由于这

种不强的依赖性和独立性，导致目标公司的组织可能很难真

正融入并购公司中。那么，并购者的知识产权资源也因此丧

失了其市场作用，包括其在并购前对并购者造成的威胁。一

般来说，以扫除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中的专利阻碍或者市场

开拓中的商标障碍为并购意图的并购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整

合方法，从而消除其对并购者可能存在阻碍。如大量的小型

创业型创新公司，由于拥有阻碍大公司发展的障碍专利而可

能被并购，并购后的整合往往采取控制型的整合方法。

( 三 ) 共生整合：并购者与被并购者之间的战略依赖度

较强。同时，两者的组织独立性也要求较强。这就使得各自

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资源依然在不同的组织中进行运作，只是

在不断的组织协调过程中发生知识产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融合，从而慢慢实现知识产权资源的转移和价值创造的过程。

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相关产品的新开发或者新市场的

开发，如海外市场的开拓中，为了获取新的研发资源或者市

场资源而进行的以获取专利技术或者商 标为并购意图的并

购活动适合于此种并购整合方法。

此外，海外并购后还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监测和预警，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 一 ) 维护及续展：针对商标问题，需要根据东道国法律

要求及时做好日常维护（交纳维护费用等）、续展工作及其

他当局要求的工作，防止被取消。以商标问题为例，通常东道

国可能会规定在三年内不使用会面临被取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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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侵权监控：如果发现涉嫌侵权行为及时通过当地

行政及司法救济手段对相关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

( 三 ) 侵权预警：可参考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制定的《企

业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指导规程》深圳知识产权局制定的《企

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指引》，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

最后，并购后还应该定期开展专利稽核，大企业在知识

产权方面的支出越来越成为公司财务的重要负担。据统计，

跨国公司从获得一项专利开始，到专利超过有效期失效为止

一般花费是 25-50 万美元。一家有上百件专利的公司，专利

的维护费用巨大。然而，仔细分析并购的专利资产组合会发

现大量是不必要的“垃圾”专利，大部分公司拥有的上千个

专利都有很大的删除空间。为此，专利稽核的价值和意义显

得格外突出。美国陶氏化学公司通过专利稽核，减少了 1.3

万项专利，立即节省了将近 5000 万美元的许可费用和税款。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公司以后，也应当定期展开专利稽核，

清理不必要的专利，减轻企业负担。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常见问题及模式分析
 文  /   郭克军、丁文昊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常见问题及模式分析    ／    19

前言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浪潮中，不论数量还是金额，上市公司均

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主力军。与非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不同，

上市公司除了需要符合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和国资委等部门的常

规监管要求外，还需要面临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则的监管。因此，

上市公司进行海外并购时的流程、路径以及模式与非上市公司存在

显著不同。本文将对上市公司海外并购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中国律

师在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介绍。

一、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监管概览

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均涉及的一般监管规定：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常见问题及模式分析
 文  /   郭克军、丁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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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本身涉及的监管规定：

二、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一般问题

（一）时间成本

这是所有买方公司、交易对手、标的企业以及其他境外

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企业海外并

购面临最大的障碍就是审批时间过长，基本上需要 3-4 个

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还要多证监会的审

批手续，整体时间可能要拖得更长。这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的效率和竞争力。尤其在一些竞标的项目中，时间

很紧，审批时间往往成为中国企业的软肋。

2014 年开始，发改委和商务部均陆续颁布新的境外投

资管理办法，大幅度减少需要核准的投资项目，扩大备案制

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境外投资的手续。

对于上市公司方面，证监会重新修订了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对于不构成借壳上市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取消行政许可。对于直接以现金进行的收购行

为，只需要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即可，不需要经过证监

会的核准。这也大大减少了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审批成本。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国家正逐步通过简政放权

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铺平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自身也

应在并购策略上扬长避短。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短处是审批

成本，长处是有钱。所以，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在第一轮的报

价稍高一些，确保自己能够跻身以后的竞争，同时为获得境

内审批争取时间，等待最后在尽调的过程中或通过其他估值

调整机制再降低价格。

（二）审批机关之间的协调

1、境内审批机构之间的协调。依照先前规定，需由证监

会核准的并购项目，涉及其他部委审批事项的，申请人应先

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作为证监会行政许可的前置

条件。

2014 年 10 月，工信部、证监会、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制

定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并联审批工作方案》，不

再将发改委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商务部实施的

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核准、经营者集中审查等三项

审批事项，作为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审批

的前置条件，改为并联式审批。

 

其中，关于与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经营者集中申

报审查两项行政许可的并联审批，立即实施；关于与外国投

资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的核准的并联审批，待商务部修订颁

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颁布后实施。

但是，实践中由上市公司直接向境外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进行换股并购境外资产的案例基本没有。因此上述规定对于

狭义的海外收购（即交易对方和资产均在境外），在实践意

义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将境外投资的项目核准与备案和经营者集中实行

并联，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而言，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成本。

2、跨境审批机关之间的协调。由于海外并购同时会涉

及境内外多个审批机关的审批，如何设计交易结构，协调整

个项目的推进流程，以及与境内外审批机关及时、有效沟通

非常重要。

实践中中伦接触过一个案例，是境内 A 股上市公司想

要收购一家英国 AIM 上市的公司并使之私有化。境内上市

公司欲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融资，这需要获得中

国证监会的审批。另一方面英国的并购委员会（Takeover 

Panel，英国上市公司并购的监管机关）不愿意将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许可作为前置条件。双方审批机关都坚持自己的主

权，使得交易一度无法进行。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我们重新设计了一套交易结构。由

于该英国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是通过其下属的若干子公司

持有，而英国并购委员会对收购上市公司资产没有审查权。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对该核心资产进行收购，而非直接收

购该上市公司的股权，从而避免可能触发的审查障碍。

（三）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常见问题及模式分析    ／    21

通常，上市公司进行并购，可以采取现金或股份作为支

付方式。现金支付为海外并购支付手段的主要方式。

但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国内监管环境的限制以及资

本市场发展尚未成熟等因素，实践中由上市公司直接向境外

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进行换股并购境外资产的案例基本没有。

实践中以股份作为支付方式的，多为由大股东或并购基金先

行买入境外资产，然后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将该资产购入（详

见下文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模式）。因此，实践中直接进行海

外并购的基本以现金支付为主。

现金支付的优点是简单、直接、快速，但缺点为，现金支

付是一种买断行为，被收购方的股东将退出被收购的公司，

无法享受上市公司将标的资产整合后的溢价收益。因此，采

用现金支付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本运作。

以股份作为支付手段的限制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监管制度的限制

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规

定，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投资者经过商务部严格的审批

程序后方可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且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必

须锁定三年。

因此，能够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境外投资者的门槛相对

较高，同时锁定三年的要求大大降低了境外投资者对股份流

动性的需求。在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不能快速变现持有的

股份，严重降低了境外投资者的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利益驱

动。这是造成海外并购支付手段单一化的首要原因。

2、股份发行审批程序的限制

目前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要受到证监会严格的

监管限制，审批时间过长。上文提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时

间成本是海外并购活动中的最大问题。很多标的都是因为无

法满足交易对方对交易时间的要求而错过。虽然，我们国家

在其他监管环节已经开始大刀阔斧的简政放权，但对于发行

股份进行融资而言，尚需等待更多的制度设计，提高审批的

效率。

3、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

跟国际老牌的资本市场相比，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相对不

成熟，国际化程度低，波动较大。境外交易相对方如选择受

让上市公司的股份将面临巨大的交易风险。结合上述锁定三

年的限制，这种交易风险将会放大更多。

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导致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的支付方式仍以现金为主。

商务部于 2013 年 11 月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对现行《外国投资

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其中一条，上

市公司对外实施换股并购进行境外投资 , 未导致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外国投资者的适格条件有所降低，如

不对外国投资者资产总额做要求。这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趋势。

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上述股份作为支付手段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不过，商务部此举释放的信号是否意味着监管态度的变化，

以及是否会给市场带来一些变化，还有待时间的印证。

（四）信息披露

1、一般情形

与非上市公司进行的海外并购不同，上市公司还要面临

严谨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可谓是资本市场监管理念的

核心。上市公司从事的任何交易都离不开信息披露的要求，

更何况是涉及面广、程序复杂、不确定性大的海外并购。

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除了按规定应当披露季

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日常性披露外，《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及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中亦对某些具体事

项的披露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上交所的信息披露指引和

深交所的信息披露备忘录还对具体事项披露的内容和格式，

以及涉及的停复牌的事项做出明确规定。因此，上市公司在

进行海外并购时，还需特别注意信息披露的要求。

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了符合

特定条件的交易应当以公告的形式进行披露。如果该交易条

件达到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标准，

则需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相关信息

披露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要求进

一步提高。如果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变动，还需要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根据不同的标准，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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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收购境外上市公司的特殊情形

在涉及收购境外上市公司的情形下，境内上市公司的信

息披露不但要满足上述境内证券市场规则的披露要求，还

需配合境外上市公司的披露时点和程度。

 如果一方披露而另一方未披露，或双方披露的内容存

在显著差异，容易造成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如果还未停牌），

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甚至存在信息披露不实的法律风险。

 中伦近期处理的一起境内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要约收购并私有化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案例中，就涉

及何时停牌、何时以及以何种程度披露境外私有化过程的

问题。

因此，在交易双方均为上市公司的情况下，信息披露的

问题需要格外谨慎对待。

 上交所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发布了新的《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其中对于上市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停复牌期限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做出

进一步明确规定。

根据该指引，一般重大资产重组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

后 3 个月内须披露重组预案。但如果涉及海外收购，停牌期

限可延长 2 个月，且 5 个月届满时，在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重组最新

进展及继续停牌原因的前提下，可以继续申请停牌。

 因此，在上市公司海外收购过程中，我们需要事先对停

牌期限做充分预期，对整个交易的时间表进行把控，并做好

在各时间点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及申请延期复牌的准备。

三、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模式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模式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一）

并购的资金来源；（二）并购的实施形式。然后，上市公司海

外并购的具体模式无外乎就是上述两个维度展开之后进行

排列组合之后的延伸。

（一）并购的资金来源

并购的钱从哪来其实要解决的是上市公司并购的融资方

式。上市公司并购所需的资金一般来自三种途径：自有资金、

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其中自有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经营所得

的利润或者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之资本公积。

但是由于海外并购涉及的资金量比较大，一般需要通过

债权或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融资，债权融资一般为贷款，常

见的方式为内保外贷，需要考虑外管局对此的监管规则。南

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南京新百，证

券代码：600682.SH）以约 1.5 亿英镑收购英国历史最悠久

的百货公司弗雷泽百货商店集团即通过部分自有资金结合

内保外代融资进行。

南京新百采取在境外设立收购主体的形式进行收购。该

次交易内保外贷的结构为：由在境内企业（申请人）向中国

境内银行出具无条件、不可撤销反担保的前提下，由中国境

内银行为申请人的境外收购主体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具体

而言，通常由该银行的中国境内分行为申请人在境外注册的

收购主体（借款人）向该银行境外分行或境外代理行等（受

益人）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由境外分行或境外代理行向

借款人提供融资。

股权融资即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公开增发或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方式进行融资，这都需要履行证监会的审批手续。随

着注册制的推进，证监会可能会进一步简化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的审批手续。上述股权融资均指上市公司层面，

股权融资同时还包括上市公司设立收购主体层面引入财务

投资人的方式。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天

齐锂业，股票代码：002466.SZ）收购澳大利亚泰利森锂业

即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进行。

天齐锂业的交易结构简要概括为：

（1） 天齐锂业控股股东天齐集团在境外设立收购主体

SPV；

（2）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子公司作为财务投资

人对 SPV 增资，天齐集团仍控股；

（3） SPV 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收购；

（4） 天齐锂业在境内完成非公开发行，用募集资金收

购天齐集团持有的 SPV 的股权，间接控制目标公司。

（二）并购的实施形式

1、直接形式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的直接形式式是直接收购或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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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境外子公司的方式收购境外标的资产。

并购所需的资金一般来自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发行股

份募集资金或者银行并购贷款。这种方案面临的风险是上市

公司本身要有充足的资金或比较强的融资能力，同时在严格

的停牌规则下，促使并购交易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压力较大。

2、间接形式

未解决上市公司自有资金不足以及并购交易对方对并购

交易时间要求比较紧的问题，上市公司通常会采用由大股东

或并购基金先收购目标资产，再通过资产重组注入上市公司。

例如，2012 年，均胜电子（600699）系采用由大股东均

胜集团先行收购德国普瑞，然后向均胜集团及另外几名外国

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将德国普瑞注入上市公司。

2013 年，博盈投资（000760）系由并购基金先行收购标的公

司 Steyr Motors 的股权，再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

资金的方式将目标公司装入上市公司。

其实，在上文介绍融资模式时提及的天齐锂业的案例即

是采用先有大股东进行收购，再装入上市公司的形式。

最近披露的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天保重装，

股票代码：300362）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案例，即是由上

市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设立并购基金先行收购境外标的

资产，然后再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将该标的资产装入

上市公司。

该笔交易的结构简要概括如下：

（1） 上市公司与资产管理公司共同设立并购基金 PE；

（2） PE 在境外设立收购主体 SPV；

（3） SPV 完成对境外标的资产的收购；

（4） 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 行股 份，并用募 集资 金 收 购

SPV 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

3、现阶段的思考

上述大股东或并购基金先行介入的模式的初衷都是为

了规避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审核，不论是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还是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审批。但是如前所述，

2014 年，证监会重新修订了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对于不

构成借壳上市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取

消行政许可，同时随着股份发行体制的改革，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手续也会相应简化。因此，上述模式

中需要由大股东或并购基金先行出面的必要性可能会降低。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最近证监会和交易所都加强了对

“PE+ 上市公司”模式的监管，一方面强调以市场为导向，

加强创新，促进并购重组的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强化信息

披露的要求，防止非法的利益输送问题。上交所已经出台了《上

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征求意

见稿）》，拟加强对上市公司与并购基金合作的披露义务要求。

因此，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今天，我们也应重新审视

之前惯有模式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四、境内律师在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活动中的作用

经过上述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上市公司海外并购

活动涉及的问题与非上市公司非常不同。需要境内律师在交

易开始对整个交易的流程、实施可行性经行设计和论证，这

也造成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海外并购工作方式上的不同。

非上市公司的境外并购，从开始的意向书起草、结构设计，

到尽职调查以及最终的收购协议的谈判、签约，通常由国外

中介机构牵头，国内律师仅负责配合国内审批环节，以及之

间的沟通环节。

而在上市公司的境外并购中，整个交易方案由于受到中

国证券法律法规以及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的调整，整个交易结

构的设计均应该由境内律师主导。而且，对于境外标的资产

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充分、完整，收购流程是否符

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协议的条款是否符合监管的要

求，更应该由中国律师进行把关。

因此境内中介机构，包括律师、财务顾问，在整个交易

中需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由中国律师牵头负责协调境

外中介机构的工作。这就要求中国律师既熟悉上市公司的交

易规则，又要具有丰富的涉外并购经验。因此，中国律师在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投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与国

外卖家和目标公司的谈判中存在沟通方面的问题。中方和外方经常

发现做到相互了解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因为语言障碍，也

归因于商业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会使双方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很容易

导致谈判失败。

一些在国际谈判中可能出现的典型问题在我们近期经历的多个

境外投资项目中得到了印证。出于保密的原因，这些案例研究省略了

当事人的姓名、行业部门和东道国。而事实上，这些细节并不重要。

这些案例中出现的问题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行业的任何对外投资

交易都具有参考价值。同样，从失败的谈判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对所

有中国出境投资者都具有借鉴价值。

这些案例分析中提到的中国公司可能是国企或民企。在每个个

案中，中国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已批准一项出境投资方案，并且其

项目团队已确定了一个合适的目标（下称目标公司），在大部分个案

分析中，目标公司设立在经济发达、法律制度完善的东道国，同时，

英语在东道国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而并非母语。

在个案中，目标公司聘请了卖方财务和法律顾问（合称卖方顾问）。

这些案例中某些个案采用拍卖程序（卖方处于最强的谈判地位），

其他个案通过私下直接协商（通常由买方控制程序）。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中国公司在交易程序的早期阶段处于一个

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当前经济形式仍显疲弱，

中国投资者目前经常在境外交易潜在资本来源表中名列前茅。在每

个个案中，中国公司具有充足的资金，也容易以有利的条件从中国商

业银行获得充足的债务融资。

尽管具备这些明显的优势，每个项目在早期至中期阶段均出现了

问题。下文讨论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问题 1 – 不会说通用的商业语言

这是中国公司与其当地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下称买方顾问）

之间的常见问题。几乎在每个个案中，中国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很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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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才聘请买方顾问，使财务顾问难以及时完成有关商业模

式和购买价格的所有建议工作。基于不同的预期，中国公司

的项目团队与其买方顾问之间的沟通往往非常具有挑战性。

例如：在众多个案中，买方顾问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公司的项

目团队未能就如何处理各种重要的商业问题给出明确、及时

的指示，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中国公司的

项目团队往往认为他们的买方顾问未能充分、积极地作出回

应。

除了存在这些沟通问题，买方顾问与中国公司项目团队

使用的商业模式往往不同。因此，就各方而言，根据同一基

准来比较它们的财务预测并非易事。中国公司和他们的买方

顾问之间的沟通往往自此持续恶化。在某些个案中，中国公

司的项目团队基本上无视买方顾问完成的商业建模工作，而

是自行制备一个简单的标书，标书上往往载有一个强势的买

方报价。

归根结底，专业顾问仅出谋划策，中国公司的项目团队

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买方顾问准备的商业模式和报价建议。

然而，选择不接受可能致使中国公司在准备并向目标公司的

股东和卖方顾问呈现方案时，在某些关键方面的做法不符合

典型的地方惯例。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公司的投标结

构和表现并不完全符合卖方顾问的期望。而卖方顾问通常在

引导目标公司股东做出响应方面起关键作用，其角色在拍卖

过程中尤为凸显——如果中国公司的提议在某种程度上不

符合卖方顾问的期望，这将使卖方顾问难以对中国公司的投

标做出本可以更为有利的评估。

换言之，中国公司的项目团队和他们的买方顾问之间存

在任何的沟通问题几乎总会直接导致中国公司和卖方顾问

之间出现类似的沟通障碍。实际上，卖方顾问和买方顾问会

说同样的商业语言并理解对方，但中国公司一般与顾问方没

有共同的商业语言。

此外，在许多这些个案中，买方顾问未受邀参加中国公

司和卖方顾问之间的会议协助解释中国公司的提议，或者仅

在商讨中起有限作用。这也往往使卖方顾问与目标公司股东

产生严重疑问。近期本人参与的聘请买方顾问的其他所有并

购项目中，买方都会请自己的顾问直接参加与卖方顾问的会

谈，一来更好地了解卖方顾问本身的预测和模型，二来更全

面地向卖方解释买方的建议，以便寻找共同点并改善买方建

议的前景。没有买方顾问的直接参与，在许多方面，卖方顾

问不得不猜测中国公司方案背后的逻辑，原因是中国公司的

项目团队通常与卖方顾问没有共同的商业语言来充分解释自

己的立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司更容易在报价方面犯错，

不是报价过高就是过低。更重要的是，如果双方不能在谈判

阶段说相同的商业语言，则难以就双方将在并购完成后的

整合阶段和运营阶段进行有效沟通从而树立信心。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中国公司需要在更早的阶段引

入买方顾问实现互信并统一做法。在许多案例中，聘请了解

交易中外两个方面并可以与当地顾问有效沟通的中国顾问

不无裨益。在这种方式中，中国公司将能够充分、有效地利

用其买方顾问的本地知识优势，使中国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处

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显著提高以最合适的价格成功锁定

交易的几率。

问题 2 – 缺乏透明度

在近期案例中，目标公司股东和卖方顾问也有关于中国

公司的其他顾虑。在某个案例中，中国公司是一个高度资本

化的集团，但不是一家名扬四海的公司，所以卖方顾问对中

国公司的实际财务能力存疑。在不同个案中，中国公司在谈

判的过程中提供了自身一些背景信息，但几乎在所有个案中，

仅涉及相对简短而不完整的信息。每个项目的卖方顾问都曾

多次要求中国公司提供补充信息，然而中国公司每一次提供

的信息均未能充分回答卖方顾问所关心的问题。

这是中国出境投资者的通病。通常，外方熟悉中国最大

的国有企业和在中国排名前 20 左右的民企，但常常对中国

前 500 至 1000 强的公司不甚了解。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

企业需要积极准备以充分展示他们是谁和在做什么，以及他

们的财务实力、资产和计划。然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不够

透明并倾向尽量少披露自身的信息，这意味着即使外方反复

要求补充信息，其仍不能充分了解很多关于中方的问题。在

这些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达成交易所需要的信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央企有所不同。外方虽对他们耳熟

能详，但往往推测大型国有企业是代表中国政府，导致其怀

疑并揣测中方的政治动机。虽然问题不同，解决的办法是相

似的——中国公司应积极向外方介绍他们是谁以及他们的

商业目标是什么。能否预见外方可能提出哪些问题，并在对

方提出这些问题前就在早期接触时主动回答这些疑问是至

关重要的。

中国企业也需要了解谁是观众——只有国外卖家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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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公司，还是包括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员工、客户、供应商、

范围更广的社区和政府，或有时代表目标公司的有异议的股

东和雇员，甚至代表竞争对手的其他第三方。信息发布方案

需要迎合目标受众的口味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需

要在疑虑积蓄过多之前完成。在许多案例中，正如最近的几

个个案，卖方是首位和主要观众，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定会

让工作变得更轻松。中国买家仍需尽可能在早期阶段预测和

解决问题。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公司的展示往往不仅不完整，

而且呈现方式也不专业。在很多案例中，由中国对外投资者

准备的宣传材料起草不当并设计简陋。如果与大型跨国公

司准备的推介材料进行比较，宣传文稿在质量方面的差异往

往相当惊人。主要由跨国公司准备的文稿看起来干练并注

重提供综合性、吸引人和务实性强的所有恰当信息。

另一方面，由中国出境投资者准备的宣传材料通常不仅

设计简陋，也不包含那些能引起外国读者共鸣的关键信息。

中方提供的英文材料引发的问题往往比他们解答的问题更

多。此外，行文充斥着语法错误或奇怪的语法或单词，显然

是从中文直译的。这给外方留下一个很差的印象，并使外国

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认为中国投资者缺乏国际

交易经验，降低外方对中方完成交易能力的信心。在本文讨

论的这些近期案例中，中国公司文稿的质量并没有出现严重

的语法或拼写错误，但在格式、风格、内容和细节方面仍偏“中

国风”而缺少“国际范儿”。

最后，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目标公司股东和卖方顾问

未能充分和透彻了解中国公司为何方神圣，以及他们能带

来什么。缺乏这一层面的信任和信心，目标公司的股东和卖

方顾问很难获知中国公司是否系最佳的投资者与合作伙伴。

问题 3 – 时间和流程管理问题

在这些近期案例的每个个案中，目标公司的股东和卖方

顾问还担心中国公司将资金汇出中国以完成交易所需的政

府审批时间过长。每一个项目都因各种原因时间紧迫，并在

某些个案中，卖方需要获得其债权人就任何延期的特批，获

得该批准似乎很困难（至少这是每个交易的卖方顾问讲述

的故事）。因此，在竞标过程中，如果投标人需要更多的时

间来完成交易，这将是一个显著的劣势。即使是私下谈判达

成的交易，时间也同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实质问题。

这也许是国外卖方对中国出境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在

过去，许多中国出境投资者签署股份购买协议中，交割条件

之一是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实践中，这些审批要走四个

月、六个月甚至十二个月，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获得。目前情

况有所好转，中国的境外投资的审批要求已实质性松绑并简

化，但这仍是一个国外卖家主要关注的问题。

即便中国出境投资审批过程更为精简，仍有众多的中国

投资者不能及时走完自身的银行程序，造成不必要的资金到

位延迟。外国卖方对之前亲历的许多不愉快仍然印象深刻，

中国出境投资者需要以一个积极的姿态提前打消其顾虑。中

国出境投资者需要提前计划，并尽早给卖方吃个定心丸，让

他们相信中方有足够已到位的流动资金准备投资该项目。

在这些案例中，中国公司事实上有充足的可用资金。在

某些个案中，资金存在离岸银行账户中，由此能保证及时用

于完成交易，但这仍无法令目标公司股东或卖方顾问完全满

意。为什么呢？因为在每个案例中，中国公司的项目团队做出

的保证只是泛泛而谈，而卖方顾问则寻求对资金能否到位和

具体汇出过程的客观具体确认。

这显示了中方和外方就出境交易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的

文化差异。中方倾向于先笼统地谈并后续理清细节，而外方

则通常想先具体了解达成大体目标需要开展步骤的特别程

序。从中方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买家提供一般保证，他们认

为卖方应该信任他们能兑现自己的承诺。但站在外方的角度，

他们在相信中方作出的不会有意料之外拖延的保证之前，需

要独立评估，并确认中方需要采取的详细步骤。

这不是外方仅针对中国买家提出的一个要求，他们对非

中国买家也抱有相同的预期。不过，卖家通常会假定大型跨

国公司买家将不存在这方面的困扰，因此在这一点上可适当

放宽。与之对比，很多中国出境投资者就资金汇出时间作出

的承诺最终无法兑现，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外卖家在

应对中国买家时，往往会在这一点上高度警惕。所以如果中

国买方未能就其将在规定的时间表内如何注入资本提供足

够详细的保证，国外卖方显然将担心中国买家将无法恪守承

诺。

问题 4 – 决策人未参与谈判

在近期案例中出现的另一个通病是在某些关键的阶段，

中国公司的关键决策者未参与谈判。当然，要求中国公司的

董事长全程参与为期数周的谈判并不必要也不妥当，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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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他应当出现在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时刻。有一种程度的庄

严只有在中国公司最高级别的领导出席时才能带到谈判之

中。这有助于传达中国公司对交易进程的全面承诺，也以一

种连最佳幻灯片推荐都无法企及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公司的

实力。

鉴于每个交易均不同，常见的是高层参加启动谈判的初

步会议，以及随后确定价格和重要的待定条款的会议。其间，

当需要确保谈判不偏离正轨时再次参与到谈判之中，特别是

当有其他公司进行竞价的时候。中国公司董事长或首席执行

官在这些关键阶段的出现也往往意味着目标公司和卖方同

级别的高层也将出席，使各方能够解决一些可能仍将受困于

工作层面的问题。

当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无法亲自出席时，必须能通过电

话连线直接征求他们的意见，并由其对关键问题给予指导。

谈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延迟可能是致命的。在本文

提及的大多数案例中，中国公司的项目团队通常没有足够的

授权来解决他们在谈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是常见的和可

以理解的。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司高管层往往需要几天

的时间，在某些案例中甚至需要数周时间才能给予参与谈判

的项目团队指示。更糟的是，在某些个案中，谈判小组传达

给中国公司高管层的信息并不总是完整或准确的，由此，中

国公司的高管层做出的指示并不总是符合当前情况的。在某

些个案中，谈判在等待中国公司总部迟延的响应中继续推进。

这种延迟往往令卖方顾问非常困惑和沮丧，这也是破坏

他们对中国公司谈判团队信心的另一个因素。为了能成功地

推进这些国际谈判，中国公司的管理层需要给予参与谈判的

团队明确的指导、充分的支持和及时的反馈。中国公司的管

理层也需要确保谈判团队得到合格的买方顾问的充分支持，

这些因素的合力将促成交易。不幸的是，本文提到的不成功

案例中，一个或多个这些关键因素在谈判过程中缺失，导致

谈判进度放缓，直至在某些情况出现时，谈判陷入停滞并且

交易最终流产。

问题 5 – 投资者联盟管理问题

在最近的一个由卖方顾问推进的拍卖程序的案例中，卖

方顾问对中国投标者产生了另一重大担忧 。鉴于中国公司仅

是财务投资人，中国公司需要引进一家具有业内强大技术专

长的合作伙伴。偿还目标公司为项目进行融资的债务的能力

（无论是以举新债偿旧债的形式或对现有的银行债务融进行

重新谈判，或新的替代融资）依赖于中标人强大的营运能力，

因此需要一个具备所需技术背景和技能的投标伙伴。

中国公司理解这点并提供了中国一家行业龙头企业的

名称作为其中国的技术合作伙伴（下称中国合作伙伴）。好消

息是卖方顾问了解这家中国合作伙伴。坏消息是当卖方顾问

与该中国合作伙伴的人员联系时，相关人员表示其并不了解

与中国公司联合竞标事宜。这进一步削弱了卖方顾问对中国

公司的信心。

当然，情况不像卖方顾问设想的那么严重。中国公司事

实上一直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高层进行深入的讨论，只是卖

方顾问接触的中国合作伙伴的联系人并不知情。最终中国公

司成功获得中国合作伙伴令卖方顾问满意的确认，并得以使

中国公司的投标继续进行，但未能避免卖方顾问不必要的分

神和焦虑。

然而，中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不像项目团队

向卖方顾问传达的那样稳定。尽管与中国合作伙伴的管理层

进行了数月磋商，中国合作伙伴事实上仅承诺与中国公司探

讨潜在联手竞标目标公司的可能性。中国合作伙伴的内部流

程走的很慢，并且只是在投标过程的后期阶段集结内部资源

对目标公司和项目进行全面的技术、法律和财务评估。中国

合作伙伴多业务部门组成的代表团飞赴东道国进行了匆忙

的尽职调查，但最终未能给自己留足时间就项目优劣做出正

确的判断，即未能获得投标公司足够的信息来做出是否跟投

的决策并因此退出。

那么中国公司本应有哪些不同的表现？中国公司的项目

团队需要（1）在更早的阶段与中国合作伙伴接洽，给中国合

作伙伴管理层足够的时间完成他们本身的内部流程，及（2）

在投标程序启动之前与中国合作伙伴签订一份正式的联合投

标协议（或至少联合投标备忘录）。中国合作伙伴的延误，以

及卖方顾问联络中国合作伙伴询问情况时出现的纰漏都是

完全可以预见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适当的项目管理避免。

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类型的投标情况下联合投标

协议的价值。一个联合投标体中的外国公司经常达成这样一

个协议，但大多数中国公司仅依赖关系。中国 X 企业董事长

或首席执行官与中国 Y 企业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大致讨

论就项目进行潜在合作的通用条款，但没有人会商讨细节。

一份联合投标协议带来的一项重要的好处是它迫使各方讨

论细节——谁牵头，如何就联合投标条款达成一致，最终提

案的条款对双方的约束性，谁有权向谁传达哪些联合竞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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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等等。众多中国投资者认为他们在备至整体全套标准文

件中的特定文书之前开始推进项目省时省钱，但他们未能对

可预测的风险未雨绸缪。即使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的项

目团队也往往显得不够专业。而在某些个案中，问题事实上

无法得到解决。

不幸的是中国公司在近期的一个个案中，中国合作伙伴

退出投标的决策在投标最后截止日之前几周才做出，从而使

中国公司的标书产生了明显的漏洞。虽然中国公司灵活地变

通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形式，将其作为运营方面的顾问，

但联合投标体在卖方顾问主导的拍卖程序最后时刻临时变

阵，加深了卖方顾问对中国公司的质疑。

问题 6 –  一般沟通 / 协作问题

在我受邀代表中国公司团队发挥牵头作用的几个国际

谈判中，外国对手团队对我的双语能力和推动谈判的跨文化

桥梁作用表示了相当的感激。但在每个个案中，常有的问题

是交易完成后沟通将如何进行。一个主要的外国对手犀利地

问我在并购后的整合和运营阶段是否会继续参与并持续发

挥作用。他当然明白对于一家中国公司（或任何公司）而言，

聘请国际外部法律顾问在项目的后期阶段发挥这样一个持

续的作用并不常见，但他关心的问题是谁将在未来接替这个

角色。

在外国交易对手眼中，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如上所述，如果在交易的谈判阶段沟通的差距太大，则对方

会产生可以理解的担忧，即收购完成后他们如何管理企业。

作为一个务实的问题，外方不仅要将股票全部或部分变现，

也要确保目标公司有一个可观的未来。卖家通常会保留在目

标公司的部分股权，因此其对目标公司未来的经营活动享有

直接利益。即使卖方转让 100% 的股份全身而退，它仍会感

到对目标公司的一些员工、供应商和客户负有忠诚义务，因

此要确保目标公司业务的持续兴旺。如果目标公司是个家

族企业，这一点尤为凸显。

在每一个出境投资交易中，中国公司的团队必须解决这

些问题；否则，目标公司股东会选择更容易沟通的其他买方

合作，即使中国公司提供的整体条件更优越。这正是从最近

一个案例总结的教训。中国公司的方案更符合目标公司股东

的预期，但最后卖方选择了另一家本地投资者，该投资者在

几个关键的方面提出的条件均逊色于中国公司。

究其原因，即使目标公司股东和卖方顾问们明知另一个

本地买家提出的条件并不令人满意，但至少他们知道与当地

合作伙伴的交易从时间上、资本化和未来经营层面的可行性。

但与中国公司合作，目标公司股东和卖方顾问并没有信心。

他们对中国公司缺乏充分了解，也不知道中国公司能否胜任

项目（即使客观地讲，中国公司更加胜任该项目）。

结论

归根结底，信心至关重要。在每个失败的个案中，缺乏

信心是罪魁祸首。为了获得国外卖家的信心，中国投资者需

要根据外国当地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在海外，无论目标公

司处于何地，大多数的游戏规则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些案例

中，中国公司均不熟悉，或在并购整个流程中没有完全遵循

游戏规则。这造成了一种信任赤字，首先透支了卖方顾问的

信任，然后是透支严重依赖顾问意见的目标公司股东的信任。

即便所有这些程序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如果交易条款是

不正确的，谈判仍将失败。但相反，即使交易条款是正确的，

而这些程序中的问题处理不好，谈判仍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失利。究其原因还是信任赤字，一旦双方建立信任，则交易

将立足于一个坚实的基础，成功将指日可待。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并购成功率？
 文  /   吕立山



国际并购，是中国企业的战略上的要事，是企业商业风险和法

律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对中国企业来说，无为买方还是卖方，国际并购蕴涵着最高风险。

许多中国企业在国内经历过兼并和收购，但参与过境外并购项目为

数不多。相对而言，在中国进行的商业交易案，其并购交易的结构和

文件的性质较为简单，企业熟悉中国的商业和法律风险环境，作为

买方，多数中国企业愿意承担一定的与本土交易有关的风险。

 

在国外发达国家，企业如何在国际收购中管控一家持续运营的

企业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风险，已建立起完善的实践体系。这一实践

体系比中国国内收购交易案使用的方法复杂得多。中国企业大多对

境外的并购交易标准不熟悉，参与中小型海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容易

在国际并购交易中，忽视或忽略对工具和策略的使用，造成即使得

到最佳管理的并购进程，也可能失败，但中国企业如果能够通过国际

商业游戏规提供的基础工具和策略，失败率将大大降低。

国际并购交易的管理与典型的跨国商业合同管理系统或知识产

权的管理系统不同。对核心商业合同甚至知识产权管理来说，一家公

司不同部门的许多雇员将参与其中，并受到有关进程的影响。相比之

下，国际并购活动将在高级管理团队的直接和密切监督下，由小规模

的专家团队管理。因此，对于国际并购，无需采用上述合同和知识产

权的综合管理系统。取而代之的应是公司需要确保并购项目团队的

成员，理解国际并购游戏规则，挑选有经验的外聘顾问与其紧密配合。

为了使内部并购项目团队有效履行职责，他们需要获得知识技

能和培训资料。例如：公司内部法律顾问团队的成员可参与英国伦敦

律师大学针对国际并购交易的培训项目 （参见 http://www.law.

ac.uk），这一项目涵盖以下内容：

o 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的比较——每种购买方式的合同性分析

及基本税负等等；

o 跨国收购和一揽子收购协议；

o 以私售、拍卖或公开发行方式进行的收购项目的重要阶段的

概述；

o 如何使用意向书和保密协议；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并购成功率？
 文  /   吕立山

吕立山（Robert Lewis）律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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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担任管理合伙人 9 年。此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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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尽职调查程序的概述，包括如何管理资料及尽职调查

问卷，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时的重要事项及尽职调查报

告的准备和使用；

o 估值方法论、付款形式（如现金、股权、贷款票据），

以及根据收购完成时账户和盈利能力支付计划条款对购买

价作出调整；

o 并购交易中风险的分担，包括有利于购买方的合同性

保护、陈述、保证和赔偿的磋商，卖方使用披露函和普遍工

具限制其在收购完成后对购买方所负责任；

o 国际兼并控制规则的概述等。

上述课程全部课时约为 150-200 个小时。完成每项课

程培训后，公司内部法律顾问还不能成为国际并购交易的全

能专家，但其脑海中已有并购交易进程的框架和全局管理

意识，能更好地协助引导企业高管层，协调外部专家，并高

效地利用其他有关知识资源。

对参与国际并购 交易的中国企 业 来说，另一极 具价

值 的 资 源 是 Practical Law 的 在 线 数 据 库（参见 www.

practicallaw.com）。Practical Law 在线订阅数据库包含

百余条为国际并购的各个方面撰写的详细实务指南，提供

囊括所有并购交易类型的大量标准格式合同范本，每份范

本配有详细的起草指南。

对通过购买外国目标公司股权参与国际并购交易的中

国企业来说，Practical Law 在线数据库的私人股权收购

工具包具有特殊价值，该工具包提供了并购进程的概览，

含有大量实务指南、文件清单和范本合同的链接。另外，

Practical Law 提供世界众多国家并购规范的详细介绍和

在富时指数上榜的上市公司交易的市场信息。

图表 1

Practical Law——私人股权收购工具包（节选）

股权收购：概览

当收购一家私人有限公司股权时，买方将历经一些程序性

步骤，包括制定交易结构，与卖方达成初步协议，开展尽职调查，

就重要交易文件进行磋商并最终签署协议，完成收购。

股权购买协议将作为主要协议规制收购的条款。实务指南

中，含有为不同形式的卖方起草的股权购买协议及标准条款，以

及其他重要交易文件的链接。（Practical Law 的数据库载有

股权购买概览和股份购买收购清单的链接。）

结构

制定股权购买结构时，买方需考虑以下各项：

●  出售中的目标公司是否属于拍卖程序的一部分？这将对

收购的时机、程序和条款产生影响。

●  应怎样对目标公司估价 ?

●  买方怎样为收购融资 ?

●  卖方是谁？卖方是否为信托公司？

●  交易任何一方是否为上市公司？如是，可能需要获得进

一步批准。

●  竞争法对收购有什么影响？

●  收购将如何影响目标公司的雇员、退休金安排及知识产

权 ?

●  交易结构对税负的影响（见以下税务部分）。

（注：Practical Law 的数据库载有 10 余条有关并购交

易结构实务指南和文件清单的链接。）

初始阶段

潜在买方可能在各方就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详细磋商前，与

卖方签署一系列协议。

卖方通常将要求买方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同意对向买方披

露的涉及目标公司的所有信息保密。在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条款

备忘录或意向书中，出现交易重要条款是常见的。有关排他性和

解约费的规定可能包含在条款备忘录或另一份独立的协议中。

在拍卖中，卖方将通常向潜在买家发送流程函，列明向卖方

递交报价的时间表及程序。流程函一般附有一份信息备忘录，该

备忘录包含有关目标企业的重要信息。（注：Practical Law 的

在线数据库载有 20 余条有关初期阶段安排具体实务指南、文件

清单和标准文件的链接。）

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由潜在买方进行的信息收集程序，以便在磋商

之初尽可能多地查明有关目标公司的信息。

法律尽职调查将通常涉及一份买方律师准备的长问券，要

求卖方提供信息。买方律师之后将为买方准备一份法律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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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列明任何潜在风险事项。买方将特别关注可能影响其拟收

购公司价值的事项，例如：潜在大额退休金或环境责任。

对于大型交易和拍卖，卖方将通常设置一个存放目标公司信

息的资料室供买方尽职调查时使用。资料室可能为实物的，但越

来越普遍的做法为卖方提供在线资料室，并允许潜在买方通过网

络访问资料。（注：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载有 15 条左

右有关尽职调查具体实务指南、文件清单和标准文件的链接。）

股权购买协议

股权购买协议是规制股权收购条款的主要合同文件。

私人股权收购资料包括一份精简版股权购买协议及不同版

本的加长版股权购买协议，供多位个人卖方或一公司卖方使用，

并供签署与交易同时完成或签署与交易分别完成的交易使用。

另有不同版本的股权购买协议，用于集团公司内部交易及

拍卖。

亦有若干标准条款（例如：收购完成时账户、锁箱账户、无尴

尬和重大不利变迁条款）可与标准格式股权购买协议一起使用。

（注：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载有 50 余条有关股权收购

协议具体实务指南、文件清单和标准文件的链接。）

其他交易文件

对于大多数私人公司股权收购，披露函是一份重要交易文件，

并通常将经过数轮磋商。

与私人公司股权收购有关的其他协议包括保证和赔偿契据、

出资协议和贷款票据协议。（注：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

载有了 20 余条有关其他交易文件具体实务指南、文件清单和标

准文件的链接。）

签署

签字与完成交易可能于同日发生，或签字日和收购完成日之

间可能存在“时差”以便为条件的满足提供时间。

作为良好公司治理的事项，买方和卖方的董事应在股权购买

协议签订前，召开会议批准收购的条款。（注：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载有不同类型国际并购交易收购文件的签署和董

事会决议范本具体实务指南的链接。）

完成和完成后

交易一旦完成，买方将支付购买价并成为目标公司的合法所

有人。

董事会会议通常由买方、卖方和目标公司于交易完成时召开。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条款的规定，卖方将于完成时向买方交付

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可能包含股权证书（或丢失股权证书赔偿

保证书），目标公司董事、秘书和审计的辞职信和涉及任何购买

价付款保留（或委付）安排的文件。

完成后，买方需就股权购买价支付印花税（见以下税务部

分），作出任何必要公告和备案并处理其他行政事宜。（注释：

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载有 20 余条有关完成和完成后事

宜具体实务指南和标准文件的链接。）

税务

税务是制定交易结构时重点考虑的事项。买方通常要求在股

权购买协议中以税务契约和税务保证的形式防范潜在的税务责

任。（注释：Practical Law 的在线数据库载有 30 余条有关私

人股权收购税项具体实务指南和标准文件的链接。）

国际收购程序的设计旨在保护买方合法商业利益，这一

点，中国企业的管理层理解得不够透彻。实际上，股权收购

的核心是买方向卖方付现金，获得目标公司股权。现金购买

价的价值很容易计算，因此，卖方一旦收到购买价付款后，几

乎不再承受任何风险。但对买方而言，其正在收购一家持续

运营并拥有复杂资产和债务的公司。买方需在购买股权付款

前开展尽职调查，确认其将获得目标公司资产的全部权利，

并不承担未知义务。但即使买方开展综合的尽职调查，目标

公司仍存在一些仅卖方了解的财务、营运和法律情况。

因此，根据国际并购标准规范，卖方应就公司的情况给

予买方一些保证，如日后实际情况与所保证的情况不符，卖

方应就相关损失向买方进行赔偿。国际并购标准文件囊括了

所有涉及风险分担和管理的关键因素。

为了使公司国际并购项目团队在并购项目中取得成功，

除了培训和数据库资源，还需要得到外聘顾问团队的支持。

几年前，曾任西门子全球并购管理程序的工程师鲁克斯博士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并购论坛上，介绍了国际并购项目建立内

部和外部专家团队的最佳实践。鲁克斯博士在其 35 年职业

　　



32    ／   如何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并购成功率？

生涯中参与了 1500 宗并购案例，曾担任西门子最大一宗并

购案的负责人，BM&A（德国联邦并购协会，包括 300 名成

员，其中 200 名为并购咨询公司）的总裁、MMI（由西门子、

德意志银行、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及德勤创办的培训与研

究协会）的 CEO，巴伐利亚州科技部指定的并购荣誉教授。

根据鲁克斯博士丰富的经验，进行目标公司收购项目应

该由以下外聘专家为成员的咨询团队组成：战略顾问、交易

顾问、会计师、律师、文化与沟通顾问、重组与整合管理顾问。

各个外部顾问在兼并交易不同环节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见

图表 2）

图表 2

国际收购涉及很多复杂事项（见图表 3）。这些均需要

外部专家团队的协助。根据鲁克斯博士的经验，在欧洲参与

并购的中国企业很少能够有效利用外聘专家。因此，中国企

业在欧洲的多项收购遇到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图表 3

根据鲁克斯博士的调研，中国在欧洲的并购案成功率

极低。三分之二已公布的交易半途终止，并且大部分交易长

期表现不佳。根据他的经验，主要原因包括：   

o 优先收购价格低廉的企业；

o 尽职调查的程度或范围不够；

o 中方管理层缺乏国际化管理经验；

o 忽视目标公司的文化 ；

o 取代和撤出本国管理层；

o 向中国转让工厂——剥离而非投资。

由于进行国际并购的中国企业的高级管理团队缺乏经

验，中国企业往往与第一个谋面的潜在收购目标“一见钟情”，

而不再对市场上其他潜在目标公司开展更为综合的调查，进

行比对评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买方经常关注于低廉的收

购价格而并非最佳价值，以致容易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目标

公司，并且，中国买方难以扭转这些目标公司的财务表现。

根据鲁克斯博士的经验，多数中方购买人未能对目标公

司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未就收购协议中加入适当的保护条

款进行协商，并总体上未能就收购制定一项可行的战略计划。

不仅如此，由于中方购买人未按照国际最佳实践推进并购进

程，卖方通常对中方购买人缺乏信心，并时常缺乏谈判动力。

上述种种问题都造成了中国海外并购案的成功率偏低。

结论

国际并购将成为中国企业国际扩张日渐重要的途径。中

国企业将通过收购海外目标公司获得有价值的品牌、技术和

市场机会。对很多中国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在他们的职业生

涯中仅有机会经办一项重大并购交易。如果获得成功，则将

为个人经历锦上添花。反之，如果失败，则是个人经历中的

败笔。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学习国际并购交易游戏规则，有效

利用有关工具和策略，并建立起有能力的内部和外部顾问团

队处理并购交易，成功几率将得到本质提升。

战略顾问

交易顾问

会计

律师

文化与沟通顾问

重组与整合管理顾问

制定并
购战略

筛选
目标

初步
接触

尽职
调查

综合商
务评估

谈判 合同/
交割

整合

以上每位专业人士具有相应专长并在并购交易进程中扮演不同角色。对于买方
项目团队来说，理解及主导专业人士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

实施海外 PPP 项目中 BOT、BOO 模式下法律风险探讨
 文  /   南锦林 



在“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指引下，在丝路基金和中国信贷支持

下，中国对外投资与建设已经步入快车道，正如火如荼。

由投资带动建设是当今实施国际工程项目的主要模式，在“一

带一路”国家普遍开花，其中 PPP 模式下 BT、BOT、BOO 的投资与

施工的方式最多。为了防止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建设中盲目跟进

项目，节约企业投资和建设的宝贵时间，依据中伦律师事务所实施国

际工程投资与建设的法律服务经验，提出以下初探。

一、PPP 项目的概念

PPP 是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的缩写形式，是民间参与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的公私合作模式。从传统的社会管理

学概念而言，公共设施的投资、运行、维护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承担。

但随着全球人口快速地增长，由政府单一投资公共设施已经严重不

能满足国家人口增长的要求、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与文明发

展的要求，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问题。为了解决社会对公共

设施的强大需求与政府资金不足的矛盾，世界发达的欧洲国家创造了

“PPP”（公私合作）的模式。

PPP 模式主要适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机场、港口、

码头、收费公路、轨道交通、电站、输变电系统、污水处理厂，甚至医院、

学校和监狱等。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说的 PPP 是社会管理学下的宏观概念，而

具体到所实施的项目本身，PPP 是指社会公共部门在合法的授权下

与非公共经济组织就提供社会公共设施和服务而建立的公私合作法

律关系。在这种合作法律关系中，社会公共部门把投资、建设和 / 或

运营公共设施的权利在一定的期限内，一般采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的方式，通过公开、透明方式，有条件的让渡给非公共经济组织。

特许经营“Concession”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从法国私人投资

为公共提供服务而出现的。19 世纪的“特许经营”主要在铁路、燃气

和电力系统方面。 

1854 年，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许可经营期为 99 年的苏伊士运

河被公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特许经营项目，虽然项目的工期和投资远

实施海外 PPP 项目中 BOT、BOO 模式下法律风险探讨
 文  /   南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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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在可研报告中的预期。在法国，特许经营归属于法国

行政法管理。 根据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PPP 项目实施主要包括了 BT（建设 - 移交）、BOT（建设 -

运营 - 移交）和 BOO（建设 - 拥有 - 运营）等多种模式。

二、国际 BOT 项目下的法律风险分析与应对

在国际实施的 BT、BOO 或 BOT 项目中，因项目本身

跨越不同的国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政

治体系，项目本身时间特别长，因此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为了方便讨论法律风险，我们用 BOT 模式作为讨论法律风

险的代表。

国际工程项目的成功完成，就必须是项目参与各方都能

在参与过程中获得应有的利益。项目的风险必须分配到最能

控制该风险的一方来承担。因此，在起草 BOT 项目协议过

程中，有效分配项目风险是项目成功的基础。以下是实施国

际 BOT 项目的主要风险分析 :

（一）BOT 项目立项风险

BOT 项目中，在融资开始前，项目的发起人（sponsors）

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项目进行论证，BOT 项目立项

阶段是从跟进项目直到融资机构介入提供融资为止。

首先项目发起人应核查项目所在国对特许经营的立法，

然后是审核项目所在国对项目立项、环境评估的推进力度，

再是评估项目所在国就该项目对外公开招标程序的合法性。

因此项目发起人或项目公司需要完成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使用技术的审核评估、环境评估等报告。

发起人需要成立项目联合体，项目联合体属于项目所在

地的公司法人，该公司法人联合体与项目所在国政府签订特

许经营协议。从而看出，项目发起人在这一阶段，投资风险

比较大，但一旦项目发起人与项目所在国政府签订了特许经

营协议后，项目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亦可以通过项目转让

或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取项目利润。但大部分情况下，项目许

可人与项目发起人会在特许经营协议中有相应的约定，在一

定的期限内限制项目发起人对股权的出让，防止项目在实施

过程中夭折。

（二）项目完工风险

一 般而 言，BOT 项目公司在 签订 特 许 经 营 协议 后，

会用公 开 招标 的 方 式（也可以 是 邀请招标 的 方 式）将 项

目 的 施 工 用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的方式发包给项目发起人中的一方或第三方，

从而使项目的完工风险完全落到 EPC 总承包人身上。EPC

合同占据了 BOT 合同的绝大部分资金，因此控制好项目完

工风险，是控制 BOT 项目风险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了建

设风险、试运行风险和工期风险。

1、BOT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把握：

（1）详细设计风险：设计是否详尽，不但关系到工程

进度，而且也关系到是否能有效控制成本。

（2）技术标准与规范风险：遵循何种技术规范与标准，

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质量和项目的造价，因此必须在项目投标

时就清楚技术与标准要求。

（3）地质条件的不可预见性风险：在项目招标中，业

主会对项目选址提供基本的地质资料，当然业主同时会强调，

对所提供的地质资料的完整性、全面性、准确性不承担责任，

要求 EPC 总承包商对项目选址的地质条件进行勘察，并承

担其相应的责任。因此，EPC 承包商需要对一般性的地质

条件差异承担责任，若在施工过程中，确实发现了有经验的

施工方不可以预见和勘测到的地质条件，则 EPC 承包商需

要与项目发包人协商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

（4）在施工过程中的自然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自然

环境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所发生的自然环境变化

是否给履行 EPC 合同带来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

（5）项目所在国劳务许可，国际、国内材料采购、进出

口许可、税收变化风险。

（6）为项目提供的水、电、道路条件的变化风险。

（7）实施项目成本失控的风险：在 BOT 项目中，项目

公司和融资机构非常普遍地要求项目建设需要采用 EPC 方

式，这样把项目的成功与失败的责任完全转移给 EPC 总承

包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BOT 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的风险。

（8）政治风险与不可抗力的风险：因为大型 BOT 项目

的建设期一般比较长，因此发生政治变故的几率也高，项目

投保政治风险保险就显得非常必要。

2、BOT 项目完工的试运行风险

项目试运行是项目建设风险从 EPC 总承包人转移到项

目运营维护方的节点。EPC 总承包人在成功地满足项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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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标考核的试运行前，仍然承担着项目失效的风险。因此，

在起草 EPC 合同时，须对项目的测试和试运行（Test and 

Commissioning）作非常详细测试方法和考核数据方面的

约定。

3、工期风险

对于 EPC 总承包人来讲，除了达到项目要求的技术指标、

施工质量之外，就是工期风险。

EPC 施工的工期不仅与 EPC 总承包人有关，而且与项

目融资人是否能按期回收其投入、项目发起人是否能按预计

的时间开始回收投入及项目所在国政府向社会承诺可以使用

该公共设施有很大关系，工期违约也会使 BOT 项目中项目

公司与原料供货方以及与下游产品购买方之间的存在合同违

约风险。

（三）项目汇兑风险

BOT 项目投资人，包括项目融资人的回报，须在项目完

工后正常运行过程中，用产生的现金流来作为项目的还款和

回报保障。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在项目所在国，因此项目发起

人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的汇率与汇兑，也成为 BOT 项

目风险之一。

在 BOT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所在国经济通货膨胀对

项目的营利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

胀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项目运行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

甚至建设成本的增加、运营维护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 BOT

项目产生现金流的降低，增加项目发起人和融资人的投融资

风险。

（四）BOT 项目运营与维护的风险

BOT 项目公司一般会选择有丰富运营类似项目经验的

运营商来运营、管理和维护 BOT 项下的公共设施，从而使

该项目达到最佳设计目标，为投资者赚回预期利益，为项目

所在国提供公共服务。但在 BOT 的长期协议下，社会环境、

人力资源、技术熟练程度、原材料价格、零部件的价格等都

在发生变化，因此，在 BOT 项目下，运营与维护又是另外一

大项目风险。选择优秀的有丰富经验的运营商，可以很大程

度上降低运营风险。

（五）市场风险

在 BOT 项目下，投资人的回报基本上靠项目市场运行

而产生的现金流来保障。BOT 项目运营原材料投入的价格、

劳动力的价格和产成品的价格完成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因

此项目发起人选择有经验的咨询公司提供全面的可研分析，

是预防市场风险的一种途径。

（六）政治风险

在实施 BOT 项目过程中，政治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必

须给予充分重视。

1、内乱、战争

政治风险包括战争、内乱、政权颠覆、政府违约、法律变

化等。一般而言，以上风险发起人会在特许经营协议中把这

一风险推给项目所在国政府，但有些风险也不是政府能够控

制的，比如内乱、战争等。

2、合法授权

在政治风险中，首先需要考虑谁能代表政府签订特许经

营协议；其次是特许经营是否有立法；再次是政府机构改组、

政府人员变动以及不同党派的执政，对 BOT 项目的影响。

控制类似风险的手段一般有：

（1）让当地政府在 BOT 中有一定的利益；

（2）在项目发起人中争取当地人参与发起和银团贷款；

（3）尽量使国际组织能加入 BOT 项目中，以降低项目

实施的风险。

3、国有化

在政治风险中，当地政府没收 BOT 项目，也是重要的

一项风险。从国际法角度来看，项目所在国政府有权没收或

国有化 BOT 项下的基础设施。但对于发起人和项目融资人

来说，必须在特许经营协议中明确约定类似担保和风险防范

措施。

若能有国际性组织共同参加 BOT 项目，这样可以调动

国际上各方面的力量对项目所在国施加影响，是项目所在国

政府对没收或国有化 BOT 项目有所顾忌，即使没收或国有化，

也需要给项目融资人和项目发起人予以充分的补偿。

4、税法的变化

BOT 项目实施周期很长，不能排除项目所在国税收法

律的调整。因此须在特许经营协议中需明确约定税收条件和

税法变化后的救济措施。在多数情况下，项目所在国政府会

在特许经营协议中约定调整税收的条件和税收变化的比例，

这样可以使双方共同承担因税法变化而带来的 BOT 项目增

加的成本和费用。

实施海外 PPP 项目中 BOT、BOO 模式下法律风险探讨    ／    35



5、BOT 项目中技术要求变化的风险

在实施 BOT 项目过程中，除了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的

变化，技术规范、施工标准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把

技术要求的变化也列入法律变化中加入约定。这样可以防止

因技术要求、设计标准变化而导致施工成本增加的风险。

6、主权豁免问题

主权豁免是指每个主权国家在本国和外国司法下具有

一定的豁免权。根据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在本国和外国司

法管辖和司法执行中具有豁免权。

主权豁免问题，主要需要审核实施行为人和所实施的行

为是否属于主权豁免对象。其次需要在特许经营协议或其他

协议中，需要项目所在国政府就该 BOT 项目声明放弃主权

豁免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放弃司法主权豁免权，不会自动

构成对司法执行豁免权的放弃。因此，在特许经营权协议中，

需要项目所在国政府放弃司法管辖和财产执行豁免权。

若 BOT 项目所在 国 政 府 对 放 弃主 权 豁 免 权 有 很 大

障 碍 和 阻 力，那 就 建 议 双 方 考 虑 采 用 世 界 银 行 下 设 的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ICSID”）。这个机构可以裁决私人投资公共设

施领域的纠纷，且缔约国必须根据所签订的缔约协议来执行

该机构的裁决。

7、政治风险保险

面对以上无尽的政治风险，BOT 项目发起人，除了在特

许经营权协议中最大化地让项目所在国承担责任，另外一个

普遍使用的手段是投保政治风险保险。每个国家都有类似

政府主导的保险机构。在中国，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但需要清楚的是，对所有项目而言，保险公司难以提供

100% 覆盖风险的保险，有相当一部分免赔范围。BOT 项目

发起人需要明确这部分的风险。若能引入国内与国际共同保

险机制对项目进行保险，对降低 BOT 项目风险会起到很大

作用。

8、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

在国际 BOT 项目中，因为涉及到非常多的合同关系，每

个合同关系都会涉及到适用法律问题和司法管辖的问题。一

般而言，特许经营协议适用项目所在国的行政法（每个国家

都不同，需要研究其特许经营法），这样一来，BOT 项目公

司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当地的行政法来调整。但 BOT

项目的贷款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是融资机构与 BOT 项

目公司之间形成商业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金融机

构需要当地政府提供一定的担保，如非国有化，这又是一个

商事行为。因此，EPC 合同、运行与维护合同、银团贷款协

议，可选择不同的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方式。

     

三、结束语

国际 BOT 项目涉及的参与方多，合同文件复杂，法律

关系错综，项目实施时间长，不可预见的风险层出不穷，聘

请有经验的咨询公司和法律团队是防范法律风险的有效手

段。我们需要相信“只有解决不了问题的人，没有解决不了

的问题。”中国企业“一带一路”的投资与建设，任重道远，

路途坎坷，因此需要中国有志之士的不断认真探索和审慎实

践。愿“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华民族复兴谱写光辉一页。

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的
定位和作用

文  /   南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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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长期从事国际投资、收购兼并、国际项目

融资、国际工程、国际贸易、国际仲裁与诉讼的法律服务工作，在我

们的工作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祖国的重要性、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国

家下世界经济新秩序下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性。随着中国“走出去”和

“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中国律师在这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过

程中，将不可取代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发挥中国律师在“走

出去”和“一路一带”战略实施中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中国政府和

人面前的无法绕开的问题。根据中伦律师事务所在涉外法律业务中的

知识和经验，就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落实“一路一带”

战略中的应起到主导和总揽法律事务作用。

一、“走出去”是形式所迫，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重新构筑国际经济

新秩序的结实一步

2012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

“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

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

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经济战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指明了方向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落手点，

是构筑世界经济新秩序中掷地有声的一步。

在刚刚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三部分“把改革开放扎实推向纵深”中指出“加

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

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

向世界，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

二、中国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排头兵、主力军

中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中是排头兵和主力军。中国企业走出

去，当然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但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和起领军示范作用。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在大政方针上是全国一盘棋。虽然走出去的企业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决

策权，但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经济情报、政策倾向、中国企业在海外

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的
定位和作用

文  /   南锦林

南锦林律师的主要专业领域为

海外投资及基础设施。南锦林

律师在国际工程法律服务领域

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为客户提

供综合的全过程的法律服务、包

括项目融资方案的设计、项目特

许经营权的谈判、项目所涉特

许经营、保险、融资、设备采购、

EPC 等工程合同等一系列法律

文件的起草及审核，包括买方信

贷、卖方信贷在内的项目融资、

工程的变更索赔、项目运营以及

包括国际仲裁与诉讼在内的国

际工程纠纷解决等法律服务。

南锦林 ( 合伙人 )

上海办公室
E-mail: nanjinlin@zhonglun.com  

电话：86(21) 6061 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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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受中国法律管辖等一系列问题上，从国家层面上讲，

国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仍然在宏观世界有一定的话语权。

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与国际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相比，还是一支年轻队伍。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中，

还是经验不足、管理落后、施工粗放、设计不够精细优秀、国

别风险考虑不周、商业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特别是在涉外交

往和合同谈判中，保密意识不强。有些企业在走出去中，没

有甄别地把所有文件，包括技术标准、制造工艺、国家政策

补助、融资方案、保险政策等文件一揽子交给所聘请的外国

律师。就像在外国人面前，赤裸裸地把所有衣服脱光，把外

国人想要的信息，在无意识中全部恭手送给外国人，并支付

他们高额的律师服务费。这个已经是我们“走出去”企业的

普遍性问题。他们错误的认为只要直接找当地最大的律师

事务所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孰不知他们对国外律师事务所背

景一无所知，对事务所的运作和管理全无了解。面对国外的

大型律师事务所，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如案板上的肥肉，任

凭外国律师事务所宰割。外国律师事务所是按时间计费，按

照现有的可以看到的事实，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一旦服务

出了问题，他们会两手一摊，这就是法律后果。

若出现中国企业与所在国国家利益冲突时，在很多情况

下，这些国外的律师会考虑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和是文化、价

值观念相近的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人之其所亲爱而辟

焉”。这些问题，我们“走出去”的企业领导竟然全然不知，

以为外国的律师服务一定比中国的好。

三、借鉴美国在海外投资时的法律服务经验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家，美国的企业在世界各

地投资、贸易、收购兼并、合资办厂、实施工程项目谈判时，

必带的二类专业人才，即律师和会计（包括税务）师。美国

的律师在海外投资、贸易、融资、收购兼并和事实国际工程

项目审核中，有绝对的权威性。项目是否能够实施，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律师在最终出具的法律意见。因为在美国的法律

下，无论美国企业走世界的到什么地方投资、贸易、经验商

业活动，一定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因此，相应的就出现了欧

美国家的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向欧美国家的企业提

供法律支持和服务，同事也可以收集对本国有利的经济情报。

美国律师到中国来向其国家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时，

凡涉及到中国的法律问题，美国的律师会把具体的问题发包

给中国律师来完成，中国的律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担任了欧

美发达国家法律服务的分包工作，但在整体的法律服务链中，

美国的律师始终处于领导、总协调的地位。

四、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当承担“总包商”

的角色。

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像美国一样，也

应该为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主导法律服务，成为中国“走

出去”企业法律服务的总包商，国外的律师应该在中国律师

设计的法律框架下履行部分分配给当地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其理由如下：

( 一 ) 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下，

中国企业是处于主导地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境外的

业务包括投资、收购兼并、融资项目、国际工程项目和国际

服务项目，更应该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法律服务、会计服务

和咨询服务。在国际经济行为中，中国欲建立其大国、强国

地位，重新调整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与“走出去”相关的

各行各业就必须全方位的确立自己在“走出去”的主导地位。

( 二 )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工程承包、国际工程咨询、国际项目咨询的过程中、或

多或少会涉及到中国政府的一些没有公开或不宜公开的政

策、信息、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和制造标准等。若中国企业

让一家国外律师事务所主导法律服务，这些本来属于应该保

密的东西而会堂而皇之地交给外国人，并还需要为此支付其

一笔不菲的费用（律师费）。

( 三 ) 利益冲突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与项目所在国、项目所在地的政府或者企业发生利益冲

突。在一般性冲突情况下，中国企业聘请的国外律师会维护

委托人的利益。但在关键时，出现国家层次上的利益冲突，

国外的律师虽然坐在委托人的中国企业板凳上，但更多考虑

的是项目所在国国家的利益。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教训应

该已经是很深刻了。

( 四 )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还不具备管理国外律师事

务所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能找国

际上知名大所为他们提供服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但熟

不知国外律师事务所大多是按小时计费。一件法律事务到底

值多少小时的工作，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可而知，

更何况这些走出去的企业更不知哪些工作需要律师做，哪些

工作律师没有必要律师做。因此，经常出现巨额的律师费账

单，“走出去”的企业面对账单，更多的是“哑巴吃黄连，

有口难言”，最后只能摇摇头无奈地照单支付巨额的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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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的律师队伍有能力也有经验能胜任总揽中国企业走

出去的法律事务工作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律师队伍是成长最快的服务行

业。2013 年底司法部的统计，全国有近两万家律师事务所，

有十多万执业律师。更重要的是这支律师队伍吸收了各行各

业的精英人才，越来越多的高学历、有留学背景和在国外律

师事务所有执业经验的、可以用双语或多种语言工作的中国

精英加入到中国律师的执业队伍中。在国际经济和商事往来

中，中国律师已经不再是个配角，而越来越成为占有主导地

位的牵头律师。因此说，中国现在已经有能够胜任担当牵头

角色的律师的队伍，他们能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优秀、

可靠的法律服务。

六、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

 ( 一 ) 提供法律意见

在任何重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法律意见是合同生效的

前置条件，律师的法律意见是确定国际商业交易的最后一道

关，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意见书成为国际商业合同生效的前

置条件。所谓“法律意见书”是应委托人（客户）的要求，主

导项目法律事务的律师就所提及到的国际商业交易提供的

书面意见。

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法律意见书是客户为评估该交易的

法律风险，从而客户可以最终决定是否实施该国际商业交易，

如何实施该国际商业交易。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就需要借鉴给国际上先进的经验，

引入法律意见机制，这样可以防止很多低级的反复出现错误

和失误。

( 二 ) 第三方的意见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投资、收购兼并、贸易、

工程还是咨询服务项目，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国或两国以上

的法律、政策、环境、文化、习惯、宗教等问题。不可避免地

需要需求当地的第三方，包括当地律师在内的支持。这些支

持就称之谓“第三方意见”，比如在“走出去”中到当地目标

公司或合作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就需要当地的律师配合。因

为作为中国“走出去”的企业的“总包”法律顾问的中国律师 

(Principal Counsel)。他们的知识应该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信

息，包括对适用法律和法律冲突的审核。

第三方的意见是为了支持牵头（总包）律师的法律意见

而完成的。第三方的意见也是根据“总包”法律顾问的要求

而作出的。因此，国外的第三方，就是“总包”律师的“分包”，

但“总包”律师应对综合法律意见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

总之，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担当

起法律总协调和总牵头的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走稳走好

保驾护航。

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的定位和作用    ／    39



近一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我们观察到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情越来越高。中国企业家们也开始静下心来仔细

关注“走出去”税务筹划，并将海外投资税务筹划作为战略之一，进

行先行设计，并听取专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另一个可喜的变化则是，

中国各地的税务机关在“走出去”纳税服务上也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

通过一系列举措，帮助走出去企业识别和管控海外的税务风险，与外

国税务机关协商并解决税务争议，为走出去企业保驾护航。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税务环境和各国不尽相同的税制下，中国的

企业家们开始纷纷意识到在境外投资时，其境外投资法律形式选择、

架构搭建、融资安排、商业模式等，都将对母公司以及境外运营实体

的税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从而影响投资的收益。如何在境外投资

之前制定有效的税务筹划方案从而控制和规避税务风险并提升企业

全球的运营效率，已经成为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境外投资前应当做好

的功课。本文将着重从投资、运营以及退出三个主要阶段，从税务的

专业角度就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税务筹划的重点进行阐述。文章的最

后就境外投资可能面临的税务争议介绍几种国际通行的争议解决的

机制。

1．投资阶段的税务筹划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和搭建一个适宜的组织

架构。一个适宜的组织架构是企业境外投资获得成功的基石，而综

合考虑和分析投资母国、投资东道国以及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的相

关税务影响应贯穿于架构搭建的始终。

1.1 商业实体的法律形式

选择合适的法律形式进行投资不仅能保护中国投资者规避相关

的法律风险，还有助于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一般来说，商业实体的法律形式可以是设立子公司、分支机构、

合伙企业或者信托等其他法律形式。不同的法律形式导致了商业实

体在税务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法律形式都需要综合考虑其税务影

响。税法通常对不同的法律形式的税务处理有着严格的区分。

子公司是独立的纳税实体，在东道国可以享受较多的税收减免

企业家必备功课：“走出去”税务筹划
 文  /   倪勇军    季亨卡

倪律师有超过近 20 年向跨国

公司和中国公司提供国际税务

服务的经验，连续多年被多家国

际机构如钱伯斯评为中国最顶

尖的国际税务律师和私人财富

规划律师。 

倪律师的服务范围涵盖各种与

国际投资和交易相关的税务环

节，并侧重于投资架构设计、并

购和重组、融资、转让定价、税

务最优化供应链管理、税收争

议解决、个人税收、及私人财富

规划等领域。 

除了税法，倪律师同时还向客户

提供和国际投资和私人财富规

划相关的其他法律服务。

倪勇军 ( 合伙人）

上海办公室
E-mail: peterni@zhonglun.com   

电话：86(21) 6061 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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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必备功课：“走出去”税务筹划
 文  /   倪勇军    季亨卡

待遇。但子公司除了就其本身的应税收入纳税外，还需在分

配股息时缴纳预提所得税。而分公司在所在国不具有独立

的法人地位，与居住国总公司同属一个法人实体，公司汇总

计算盈亏，因而分公司的盈利可以冲销总公司的亏损。但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税法一直不允许企业用中国境外分支机构

的亏损抵减中国境内总公司的盈利。1

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相对公司更为灵活，以合伙企业形

式进行境外投资在国外十分常见，这主要由于合伙企业本身

不仅无需纳税，而且收益分配到合伙人时还可能按低税率纳

税。而在中国，使用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并非主流，不过

随着基金行业的发展，这一现状可能会在不久后发生改变。

1.2 境外投资架构的税务考量

常见的股权投资架构 :

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过程中，可以选择由中国境内公

司直接持有境外实体的股权（“直接投资”），也可通过在

其他国家（地区）设立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持有境外实体股权

（“间接投资”）。常见境外实体控股架构如图一所示：

相比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具有诸多优势。首先，间接投

资在引入投资、集团重组、利润汇回以及退出时具有更大的

灵活性；第二，能够更好地控制法律、税务以及业务运营的

风险；第三，通过设立中间控股公司，可以降低或免除所需

缴纳的境外预提所得税，并充分利用境外税收抵免；第四，

有效控制投资收益汇回的时间从而递延纳税；第五，增加可

供再投资的现金利润。

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的选择 :

在间接投资的架构设计中，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

的选择非常重要。在选择合适的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

时，主要有如下税务考量：（1）中国企业是否偏好通过某

一特定的国家 / 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比如香港）；（2）中

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是否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3）

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是否征收股息、利息预提所得

税与资本利得税或者实际税率是否较低；（4）中间控股公

司所在国（地区）是否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反避税法律体系。

就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的选择来说，国际税务

领域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比如，在投资东道国

为印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通常可以选择设立位于毛里求斯

的中间控股公司间接控股印度子公司的股权架构从而享受退

出阶段的税收利益，原因是在印度与毛里求斯签订的税收协

定下，满足一定条件的来源于印度的投资所得可以在印度享

受免税的待遇。 

2．运营阶段的税务筹划

中国企业在跨境运营的过程中应当遵守各国当地的税

法规定，并密切关注重要的税法变更和发展动向，及时调整

境外投资的税务安排。中国企业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

税务安排：

2.1 东道国税收优惠

中国企业在跨境运营的过程中，应选择最有利的法律形

式，并充分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地区和行业税收优惠，争取实

现在东道国实际税负的最小化。

2.2 融资安排

税法就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种融资方式的税务处理通

常是不同的。债权融资通常可以用利息抵减应纳税所得额从

而享受税收利益。集团母公司可以向关联方借款从而降低企

业整体税负。具体做法可以是境内的投资公司向境外的被投

资公司提供借款，被投资企业因该笔借款支付的利息可以用

来抵减被投资企业的利润。除了关联方直接跨境借款外，母

公司也可以通过背靠背贷款、关联方担保或融资租赁等方式

达到债权融资的目的。

但是，因为各国税制的不同，在一个国家行之有效的融

资安排，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变得不可行。具体方案的有效性

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转让定价税制关于资本弱化的规定及对

利息抵扣的税务处理。

企业家必备功课：“走出去”税务筹划    ／    41



2.3 跨国供应链管理

转让定价是跨国供应链管理税务筹划的核心问题。供应

链管理相关的转让定价问题更多关注不同税收管辖权下的

利润分配。而关联企业间的利润分配主要取决于关联企业在

集团内部承担的职能和风险。一般情况下，企业履行的职能

和承担的风险越多，它的利润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中国企

业应充分考虑集团内各企业的税负状况，并对其在供应链中

承担职能和风险进行合理安排，以实现全球经营模式的优化

以及合法节税的目的。

然而，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从所得税税率较高的国家和

地区转移至所得税税率较低或免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已经

受到各国税务机关的高度关注。中国企业应当注意防范转让

定价的风险，特别是最近国际上各个国家竞相遵从的反“税

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措施带来的风险，尽可能使

关联企业间的利润分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使企业所获得的

利润应该与其所承担的职能、风险以及拥有的资产相匹配。

2.4 集团重组

最初的组织架构一旦确立之后，投资路径将随之基本确

定。但随着国际商业以及税务环境的变化（比如，近期英国

宣布实施的“谷歌税”用来打击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中国

企业家可以借鉴国际跨国公司的经验，充分利用境外法律来

实现后续的集团重组，以实现商业模式的优化的同时达到节

税的效果，包括但不限于合并、分立、改制、倒置等方式。

相比中国法下允许的重组方式，境外的重组方式更为灵

活和复杂。根据我们服务国际跨国公司的经验，以目前国际

税务界热议中的税务倒置 （Tax Inversion）为例，做以下

介绍 :

简单地说，税务倒置可以让在一国（通常为高税率国家）

开展主要业务的公司，通过直接迁移注册地（方案一）、在

另一国（通常为低税率国家）新设一家新公司再吸收合并该

公司（方案二）、或者直接跨境合并由另一国的海外子公司

吸收合并该公司（方案三），规避该公司原先高税率国家的

税收管辖，从而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税

务倒置变更了该公司所属国家的税收管辖，从而降低整体税

负，但这通常并不改变其原先的公司治理和运营方式。举例

来说，假设乙国出台了一项新的法案，非常不利于集团未来

在乙国的经营，B 公司希望离开乙国迁移至商业和税务环境

更为友好的丙国，则可以通过上述三种方案达成迁移的目的，

分别如下图所示：

2.5 利润汇回

利润汇回的税务筹划有利于企业未来海外业务的拓展、

境外自由资金的使用，同时也可以降低境外投资收益汇回过

程中的税务成本。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实现将境外

盈利的汇回，上述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  支付采购有形货物的货款；

●  支付服务费；

●  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  偿还贷款的利息和本金；

●  派发股息、红利。

利润汇回的税务考量主要有：（1）充分利用税收协定网

络尽量减少或免除股息、利息和资本利得汇回过程中的税负

（注意税收协定中有关常设机构、受益所有人和反滥用税收

协定的规定）；（2）递延母国对境外收入的税收（但须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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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限制 2）；（3）准确判定特许权使用

费和服务费的性质， 并分析比较不同支付名目下的税务影

响；（4）确保关联方之间支付的金额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等。

根据中国最新的税务立法动态，我们观察到中国税务机

关正在加紧研究并完善受控外国企业的税法规定。而在税务

合规方面，中国公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8 号，

要求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的相关信息。此外，近期

中国税务机关公布了一则全国首个运用受控外国企业进行反

避税的案例，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该案比较特别的是由

设立在境外的香港公司向山东省税务机关提起居民企业身份

申请的过程中引发的特别纳税调整，并不属于常规的受控外

国企业的案件。但是，从中可以彰显中国税务机关对于加强

受控外国企业管理的决心。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的深入，

未来五年就受控外国企业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案例可能会越

来越多。因此，企业对于境外收入的中国税收递延筹划需要

更加小心谨慎。

3．退出阶段的税务筹划

     

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资本退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

径实现：

●  转让东道国公司的资产，随后清算并注销该东道

国公司；

●  转让东道国公司的股权；

●  转让中间控股公司的股权；

●  中间控股公司或东道国公司在公开的证券交易市

场上市。

3.1 资产转让

   

从税务的角度来说，通过出售东道国公司的资产实现投

资退出的税务成本通常较高。因为除了所得税外，还可能涉

及其他各种潜在的高额税收。如果投资还涉及到不动产项目

时，所涉及的诸如契税、房产税等税收，将增加交易费用，

从而影响售价。

不过，从买方的角度来说，通过资产转让可以规避潜在

的公司负债，并以增值后的资产取得较高的计税成本。

3.2 股权转让

相比资产转让，股权转让的税务成本较低。通常只需要

缴纳资本利得税以及印花税。

此外，有效的税务筹划可以减少股权转让的税务成本，

且为投资退出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以图表三的股权架构为

例，中国公司可以通过中国公司转让香港公司股权从而间接

转让欧洲公司股权（方案一），也可以通过转让卢森堡公司

的股权从而转让欧洲公司的股权（方案二），也可以由卢森

堡公司转让欧洲公司股权（方案三）。三种方案下的所得税

税务影响如下：

方案一 : 中国公司需要就股权转让所得缴纳 25% 的中

国企业所得税。且在香港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印花税。

方案二 : 根据香港 - 卢森堡税收协定，卢森堡不就转让

卢森堡中间控股公司的资本利得征税。而香港对股权转让收

益一般不征收利得税。此外，投资者将该笔投资收益在汇回

中国以前，很可能不需要缴纳中国所得税 3，从而享受了递

延缴纳中国所得税的好处。

方案三 : 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卢森堡公司转让欧洲公司

的股权的资本利得可以在卢森堡免税。而卢森堡公司以股息

形式将资本利得分配给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对该笔股息不征

税。与方案二类似，投资者同样可能享受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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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市退出

 

与上述股权转让相比，通常来说通过上市的途径投资退

出也不会造成额外的税负。

总的来说，退出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商议，

但交易整体税负的高低无疑将影响最终的投资回报。

4．国际税务争议解决

以下着重介绍相互协商程序和预约定价安排两种国际

税务的争议解决机制。中国企业可以藉此途径来解决双重征

税或者受到外国税务机关不公正待遇等税务争议。当然，在

所在国（地区）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当地税务诉讼、

行政复议、税务和解等途径寻求争议的解决。

4.1 相互协商程序

相互协商程序通常只在签订有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双方

主管税务当局之间开展，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税收协定的有效

适用，切实避免双重征税，消除缔约双方对税收协定的解释

或适用产生的分歧。

由于协商的内容会涉及到相关国家的税收利益，任何一

方都不会轻易退让。因此，协商能否取得一致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相关国家的国内法律是否赋予主管税务当局可以

做出让步的权力。有鉴于此，中国纳税人应在提请启动相互

协商程序前，应对国际通行的惯例、税务争议所在国（地区）

的税法以及司法判例、税务局公布的案例进行全面细致的分

析。

值得关注的是，2014 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税收协

定相互协商程序实施办法》（简称 56 号公告），56 号公告

体现了国家税务总局就完善相互协商程序和帮助“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解决国际税务争议所做出的努力。56 号公告就相

互协商程序相较于先前的规定更为详细，处理的过程也更加

规范和高效。近期，中国税务机关公布了一则成功办结首例“一

带一路”境外投资企业维权案，中国企业通过国家税务总局

启动了相互协商程序，并经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等多方努力和

沟通下，最终令外国税务机关同意该公司贷款利息按税收协

定享受免税待遇。

4.2 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安排是指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对未来一定

时期的关联交易定价问题事先约定定价原则和方法以及其

他重要纳税事项的安排。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预约定价安排将潜在的事后对抗关

系转换成事先的合作关系，增加税务的确定力，并减少遭受

境外税务机关调查和双重征税的风险。

对于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预约定价安排已经成为

其增强税务确定力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实践中我们经常看

到国外的跨国公司向中国的税务机关提出申请预约定价安

排。但遗憾的是，我们却很少看到由中国企业主动向中国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与外国税务机关签订预约定价安排。不过随

着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发展壮大，这一现状可能会被改变。

上述讨论仅是境外投资税务筹划的概要。

在繁复的国际税法规则下，想找到一个适宜的税务筹划

方案并达到理想的效果，并非易事。瞬息万变的国际税务环

境也决定了中国投资者需要经常复核税务筹划方案的有效

性，并就方案本身及时做出调整。 

最后，建议中国投资者借鉴成功的税务经验，与拥有丰

富经验的税务专业人士一同商议来做出税负最优的投资决

定。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因、价值和风险控制
 文  /   彭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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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一词由英文 M&A（Merger and Acquisition）翻译而来，

海外并购是国内并购的引申，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及

其在国际间的经济活动，这里的国家并非是民族或主权意义上的国

家而是同属于一个经济体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是指中

国大陆企业并购国外企业和中国的港澳台企业，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因、价值以及风险控制。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因和价值

从宏观角度，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是在一定的政策发展趋势

及环境变化的推动下顺势而为的选择。进行海外并购的原因包括：

1.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寻求资源优势

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

化配置 , 推动产业结构全球性转移和调整 , 因而极大促进了世界经

济的繁荣和发展。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 ,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和跨国公司的形成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 中国企业要利用全球化的机

会 , 利用其低成本制造技术、质量控制等巧妙的进入跨国公司全球

生产体系 , 通过跨国并购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区位和资源优势。

2. 规避贸易壁垒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保护历来存在。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

各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设置一些贸易壁垒来限制国外企业的进入。

主要表现为：进口配额限制、反倾销调查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

以反倾销调查为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已

经成为了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甚至对中国彩电征收高

达 20%-25% 的反倾销税，使得中国企业出口成本大幅度增加，产品

价格优势被破坏。为了更好的开拓海外市场，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

通过并购来有效地减少和挫败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并以此来减少自

己在当地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中国企业有足够的动因执行海外收购项

目，其原因主要包括：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原因、价值和风险控制
 文  /   彭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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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获取核心技术和人才

企业自主研发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普遍周期较长，

在如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极容易因此而错失

难得的市场机会。相比之下，通过海外并购来获取企业发展

所需要的技术，则具有更好的时效性，尤其是当该项技术对

企业发展极其重要而又被申请专利的情况下，企业只有通过

并购的方式才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实现对技术的获取。而且，

技术一直是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由于研发费

用的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的缺乏等原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因技术而造成的瓶颈，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国门进一步打开，更多的企业渴望进入世界舞

台来实现自己更高层次的发展，而此时，由于技术不够成熟

完成而带来的问题就日益凸显，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中国

企业被国外企业索取高额的专利费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企

业为了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常常将国外拥有高新技术的企

业作为自己的并购对象，一次来快速获得核心技术，及相关

人才。

2、对品牌价值的追求

和技术研发一样，知名品牌的建立也需要大量人力、物

力和财力的投入，想要在海外市场上建立品牌就更不可能在

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尤其是在高度发达和成熟的欧美市场，

新品牌的建立极其困难，高额的广告费和营销费用会使得企

业的经营成本大大增加。然而在品牌这种无形资产越来越能

够给企业带来丰厚回报的今天，构建良好的品牌已经成为了

许多企业的战略目标，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品牌

能够给企业带来的超额利益都是值得企业追求的。而通过海

外并购的方式 , 企业既可以依靠目标企业的品牌效应实现

国外市场的突破 , 还可以绕过贸易壁垒 , 利用目标企业原有

的销售渠道 , 开辟海外市场。

3、构建全球营销网络

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企业可以直接获取目标公司已有

的营销渠道，省去自己从零开始构建营销网络的巨大成本，

减小企业的运营风险，为企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础。尤其

是在银行业，受到“客户追随战略”的影响，当自己的客户走

出国门，开始跨国经营的时候，自己也需要在相应的国家设点，

继续为客户服务，否则，这些原有客户将会流失到自己的竞

争对手一方。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企业最大的利益，是

所有企业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是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还是通过并购来在当地开展业务，就成了银行需要仔细权衡

的问题。

2007 年，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第一届国际金

融市场投资分析年会上表示“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外大

型银行的流动性面临危机，信用评级在下降，竞争对手的减

少，使现在成为国内银行海外并购的好时机。” 事实上，工

行继收购澳门诚兴银行和印尼 HALIM 银行后，当年又斥资

54.6 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 20% 股份，从而将并购触角

延伸到非洲地区。中行麾下中银香港也于同年斥资 39.5 亿

港元入股东亚银行 4.94% 股权。由此可见，银行在发展海外

业务的时候，更多的选择并购用并购这种方式来构建自己的

营销网络，获取当地市场。

当中国企业出于以上原因考虑，决定通过海外收购扩大

其在某一特定行业的经营时，有可能产生以下协同效应：

（1）节税效应

政府部门为了鼓励某些行业的发展，通常对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

果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

再通过税务筹划，可达到节税的目的。另外，由于不同行业的

营业收益、资本收益，以及股息收入、利息收入的相关税率

存在差异，在企业并购重组中采取恰当的、合法的会计处理，

也可以达到节税的效果。

（2）筹资效应

通过并购重组，新的企业可以同时获得以股份购买的被

并购重组方的卖出价值和上涨的股票市场价值，增加新企业

资金。对于经营稳定，收益水平高，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在

并购重组时，还可以以被并购重组企业资产和将来的收益能

力做抵押，从银行筹集部分信贷资金。

（3）增值效应

企业并购重组，对交易双方都是价值增值的投资。通过

企业并购重组，可以进行业务和管理层调整，改善公司治理，

提高运营效率；可以通过资源要素的有效运用、重新整合

和具体协调，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优势，达到

1+1>2 的增值效应。这就决定了企业并购重组有创造和增加

价值的空间。成功的企业并购重组可以使被并购重组企业的

原有投资者避免企业破产而导致丧失全部投入的资本，如果

是上市公司还有股票升值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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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中工国际完成收购加拿大普康公司后，在多方面

取得了协同效应：首先，工程承包主业的业务种类和地域布局

将实现良好扩展。公司此前的海外工程承包主要集中在工业

制造、交通基建、能源电力、农业加工和水利工程 5 个领域，

此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使自己的工程承包业务进一步拓展

到矿山工程和采矿服务领域；同时，从经营地域上看，公司之

前海外工程业务主要在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开展业务，而欧洲、

北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受资质、技术、劳工准入等多方面限制始

终难以取得突破，未来公司将能够以普康公司为跳板进入中

国承包工程公司难以进入的发达国家矿山建设和采矿服务市

场，并有望进一步以合理价格投资国外优质矿山资产及开展

矿产品贸易业务，实现公司各相关业务间的有效联动。

其次，由于中工国际对加拿大普康公司的收购对价较低，

协同效应显著。同时，考虑到普康公司已有的良好客户渠道，

收购完成后中工国际的现有工程服务能力、融资能力和普康

公司的矿业服务能力将能得到有效整合，普康公司目前仅 2

亿加元（折合 13 亿人民币）的营业规模有望实现成倍增长。

再次，未来两年公司工程业务和相关多元化业务将进入

加速发展阶段。同时，公司利用工程优势在海外开展的相关贸

易和投资业务也进入联动发展阶段，预计未来的收入将占到

公司整体的 10% 以上。

二．跨境并购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所能获得的信息与当地企业存在

不对称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中国企业所

熟悉的环境迥异，可能给投资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

1、法律环境

首先，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有独特之处，如果对这些独

特的法律要求没有充分了解，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投资失利。例

如，很多国家对劳动问题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工会对企业的

重大事项有很大影响力，这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澳大

利亚，当地劳动法规定，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可在很大程

度上调解和仲裁劳资纠纷。在有限情况下，允许采取受法律保

护的劳工行动，支持商议新劳工协议。2009 年新颁布的《联

邦公平工作法》更加强化了工会的作用，赋予工会更多地权利，

例如扩大了工会介入工作场所，及取得雇员信息的权利，包括

介入工作场所并与通过独立协议或属于非工会协议范畴的雇

员组织讨论，以及取得非工会成员的雇员记录的权利等。这些

与中国不同的劳动法律制度可能对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造

成额外的风险和成本。

了解一国法律后，还要考虑今后法律变化可能带来的风

险。事实上，法律政策的变化，例如税收、环保、许可证、外汇

等等方面的法律，一旦变更，可能对投资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是在澳大利亚投红金石矿，由于澳大利

亚没有金红石市场，投资要靠出口获利。投资者取得了政府颁

发的采矿许可证，但是后来联邦政府出于环保的考虑，不再颁

发金红石的出口许可证，导致投资项目丧失了经济价值。后来

投资者诉诸法律，联邦政府最终做出赔偿。

关于了解境外的法律制度，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事先进行

充分调研，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就如同一个理性的

企业家在做投资之前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去境外投资并购，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必须要提前了解境外的政治法律环境，

对投资的影响做充分评估。

2、商务环境

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项目时，由于对当

地的商务环境缺乏了解，往往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风险。

通常，进行跨境投资的企业在目标国面临的商务环境风险主

要包括政治风风险、管理风险和项目风险等。以“利比亚风险”

为例，在诸多风险中，造成中国企业利比亚失利的原因无疑

是利比亚战乱，即政治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战乱、政府违约、

禁止进口、汇兑限制及延迟支付等在内的政治风险被统称为

“利比亚风险”。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及

不可知的因素逐渐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开展境外项

目投资之前，缺乏对投资东道国及投资项目的详尽的前期可

行性调查，或者认为传统上任务政治风险应由政府去评估

或帮助最终解决。但实际情况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

政府更替，甚至可能发生战乱。例如今年利比亚爆发战争，

中国有十几家国有企业被迫从利比亚撤离。还有投资国的国

有化征收行为，有点类似中国的政府拆迁类，特别是资源类

项目，被当地政府采取各种形式征收、征用的案例并不罕见。

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需要加强对所在国

政治动态的分析、跟踪，设立长效机制，充分考虑当地的政

治、经济、社会、民族和文化情况，做好预测分析未来可能面

临的各种政治问题的预案，并建立与企业日常经营、重大投

资相互关联的机制。

应对商务环境风险的办法，除了事先充分调研及评估之

外，还可以从法律角度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例如，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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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投资，要和当地政府谈判签署“稳定性协议”，

政府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保持政策及投资者税收等各项待遇

的稳定性。如果签署了稳定性协议，将来发生争议时投资人

可以有明确的合同依据寻求救济。但是，是否能够签署稳定

性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惯例、投

资规模大小及谈判能力。

另外，对于投资到政治不稳的高风险地区，则要考虑购

买政治风险保险，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中国的政策

性保险公司承保的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政治风险范围包括

征收和国有化、汇兑事件、战争、政府违约等等。一些依靠银

行融资的项目中，贷款银行会要求借款人购买此类保险。

三．海外并购的风险控制

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企业应充分考虑各个环节的风险，

在进行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对所识别的风险的重大程度以及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应对措施防范、降低和避免风险进

行评估。一般而言，海外投资项目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1）政府审批的风险

与政治风险、竞争风险、商业风险等相比，政府审批风

险更应该得到中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能否避免或化解该风

险将决定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否进行，而对该风险的应对又可

能对交易结构设计、交易时间安排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交

易伊始，中国企业即需要考虑，拟议的商业安排是否存可能

引致目标国政府重点关注，或可能导致投资申请被否决的可

能。

同时，中国企业需要注意，即使在外国政府不过份介入

的前提下，仍有可能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也

就是说，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

外国投资者的目的。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

争中，中国企业可能在初始阶段就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企业需要对是否仍进行拟议投资、如果进行是否寻求目

标国企业的合作等进行决策，以降低或化解风险。

（2）行业风险

通常，对于与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军事、能源等领域相

关的项目，都会面临由于行业特点带来的政府审批风险。以

在澳大利亚投资矿业为例，澳大利亚的法律和政策在原则

上欢迎外国投资，其审批程序也相对比较简单。外国公司或

者个人在收购购买澳大利亚资产超过 2.31 亿澳元、澳大利

亚农田或投资者为外国政府控制实体时，就要向外国投资审

查委员会申请。另外，与矿产行业相关，还可能存在矿产权属

的风险，矿产开发活动所对应的配套基础设施的风险。配套

设施港口或者铁路等，其产权可能分属不同的所有人，有的

是专门的基础设施开发和运营商，也有的可能是其他矿产主

（竞争对手）。如果涉及使用相关基础设施，可能需要提前与

基础设施所有人进行协商。对于矿产收购项目，应当重点关

注该等基础设施使用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基础设施不能

满足项目开发需要可能成为导致项目不能正常投产、最终失

败的主要原因。

为应对该风险，中国企业应尽早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

以便对相应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

（3）运营风险

对被并购企业的价值评估不仅应考虑对并购资产本身

的估值，还应考虑后续运营和整合成本。中国企业应对投资

所在国的运营、劳动、环保、税务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

都应进行系统评估。

首先，中外两国劳动力成本的不同会导致人力资源管理

方面的差别。欧美国家关于劳动合同、社会福利、养老金、工

会组织在内的劳动法律体系相当发达，对于员工的保护比较

成熟和完善。目标公司往往与员工尤其是高管人员签有长期

或不定期的劳动合同。在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时，或

者在交易完成后需要裁员或重组时，可能会产生数额巨大的

员工补偿费用，导致收购成本直接增加。而为了留任目标企

业的关键人员，有时需要安排激励机制或支付一定成本，从

而使交易的投资回报率与预期产生差异。中国企业在海外进

行投资是，通常会涉及到当地员工的劳动合同、补偿、留用或

裁员等各方面问题，需要充分重视劳动问题，了解当地法规

要求，而不能简单地把国内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带到境外。

然后，长期以来，部分中国企业环保意识较为淡漠，而目

标国的环保标准可能较高，环保要求十分严格。在进行并购

交易时，需在尽职调查中对目标公司的环保记录及合规性进

行核查，以避免潜在风险。对于环保风险高的行业，如化工、

矿产资源开发等行业，需要进行专门的环保尽职调查。并购

完成后的经营也需遵守当地环保标准，否则容易在海外引起

环境纠纷或责任，造成损失。这一点对于投资矿业开发的中

国企业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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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购上市公司风险

并购上市公司的主要风险来自于交易安排与法律和上市

规则的强制性要求不符。中国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并购比例、并

购方式下的强制性要求，结合并购目的、时间表和融资能力等，

合理的选择并购方式。

此外，中国企业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收购上市公司过程

中，高管、关联企业等可能接触到并购内幕信息的人进行内幕

交易。尽管内幕交易一般式个人行为，但仍可能对并购交易造

成负面影响，对大规模的交易而言尤为如此。

（5）政治社会风险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社会政治风险，除了在政局不稳

定的国家可能存在战乱、暴动等风险外，即使在社会秩序良

好的国家，也有可能由于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引起一定的社

会风险。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对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特

别是矿产资源的投资，容易引发当地社会一般民众对中国投

资、特别是有国家背景的企业进行的投资产生恐慌心理。其次，

某些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过程中，缺乏企业责任意识，

不注意保护环境和劳工权益的做法，也容易使一些国家对中

国企业产生不佳印象和抵触情绪。而在民主政治机制的作用下，

一般民众的不满则影响政府对待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

投资的政策。

此外，中西方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方面的差异，也可能

导致中国投资者与当地员工之间的冲突，如果严重则可能影

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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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对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已经或者正计划在境外投资

的越来越多。如何有效保护海外投资，日益成为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

府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国际法层面梳理海外投资保护的基

本规则，介绍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投资争端案例，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为什么要重视海外投资的保护

据商务部统计，2014 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突破千亿美元

大关，达到 1029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对外投资大

国。 1 在累计约 6300 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有相当部分流

向了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非商业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又有很

大一部分投向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各种关系

复杂敏感的行业，因此发生争议和遭受损失的项目并不少见。

由近及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中国企业在境外遭遇非商业风

险的部分案例：2015 年 4 月，“平安诉比利时案”的仲裁裁决作出，

据悉平安公司败诉；2015 年 3 月，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被“叫

停”；2014 年 11 月，墨西哥取消中国铁建联合体中标的高铁项目；

2014 年 7 月，美国法院就“三一重工诉奥巴马案”作出判决，三一

公司赢得了“面子”但难以赢得“里子”；2014 年 5 月，越南发生

暴力排华事件，美的等中资企业的工厂遭打砸抢烧；2011 年 9 月，

中电投公司2009年动工的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被 “暂停”；2011年初，

利比亚内乱，在成功撤侨背后，中企50多个工程项目的损失谁来买单？

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快

速增长，并将涌现一批大型甚至超大型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鉴于“一

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国家是高风险国家，我们建议投资者应当更加谨

慎从事，将“保护”置于与“投资”同等重要的地位。

二、海外投资保护的国际法规则

（一）法律框架

海外投资保护的国际法规则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双边

投资协定（BIT），又可分为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投资保护协定和投资

保证协定等几类，其中以投资保护协定为主流；（二）区域协定和多

 1 如下文所述，很多工程承包项目也构成投资。如果加上每年新签的工程项目（2014 年对外

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高达 1918 亿美元），中国的海外投资规模将更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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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公约，最主要的是《能源宪章条约》、《关于解决国家和

其他国家国民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以及《多

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汉城公约》）；（三）自由贸易协

定（FTA）中的投资章节。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保护而言，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外商

签的投资保护协定（下称中外 BIT）。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

大的 BIT 网络（仅次于德国），现行有效的 BIT 接近 110 个。

就此而言，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享有比较周到的保护。但也

不尽然。首先，还有几十个国家尚未与中国缔结 BIT，其中

包括美国、巴西等重要的投资目的国。其次，有些国家与中

国签订了 BIT 但迄今未履行批准程序导致协定尚未生效，例

如乍得。更重要的是，中国早期缔结的几十个 BIT 的保护水

平相对较低，例如保护标准不明确、可仲裁事项的范围过窄

等。中国投资者开展境外投资时，应当评估中国与目的国之

间是否存在有效的 BIT 以及 BIT 的保护水平。如果不存在有

效 BIT 或保护水平较低，则应考虑通过投资者国籍筹划和投

资路径规划以享受更高水平协定的保护。

《能源宪章条约》（ECT）是关于能源领域（石油、天

然气、煤、风电、太阳能等）投资保护的重要国际协定，目

前共有近 60 个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中亚国家以及蒙古、

日本和澳大利亚。投资者依据 ECT 起诉东道国的仲裁案件多

达 40 余起，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 ECT 的保护水平较高。中

国目前只是 ECT 的观察员，因此中国投资者尚不能直接获得

ECT 的保护，但可以通过在 ECT 成员国设立子公司然后向

最终目的国转投资的形式，间接获得保护。

《华盛顿公约》是关于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的

程序性规则。 该公约规定了投资争议的仲裁程序和调解程序，

并设立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ICSID 是最重

要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迄今全球 610 余起投资仲裁案件中

超过 60% 都是由 ICSID 设立仲裁庭审理。ICSID 仲裁庭的

裁决是终局的，当事人不能上诉，也不能申请国内法院撤销

裁决；而且裁决在全球 150 多个成员国都具有执行力，胜诉

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在任何一个成员国申请强制执行败诉国的

财产。“平安诉比利时案”和“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也是在

ICSID 审理。

《汉城公约》设立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MIGA 针对投向 156 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承保征收险、

政府违约险、货币汇兑及转移险、战争和内乱险等政治风险。

MIGA 既承保股权投资，保险金额可以达到投资额的 100%

加上不超过投资额 500% 的收益；也承保贷款和贷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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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额可以达到本金的 100% 加上不超过本金 150% 的

利息等收益。目前，向 MIGA 投保的中资项目仅有两例，均

为对贷款的保险。我们建议，对于风险较高的投资项目，投

资者应认真评估向 MIGA 或其他政治风险保险机构 投保

的必要性。发生征收或政府违约时，投资者可以向保险机

构申请赔偿，而后由保险机构向东道国政府代位求偿。鉴于

MIGA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地位，东道国对于向 MIGA 投保

的项目可能会给予更多尊重。

（二）核心规则

在国际法层面，投资保护的核心规则可以分为以下三组：

1. 投资和投资者的定义

投资和投资者的定义决定了投资协定的适用范围。只有

符合投资定义的项目和符合投资者定义的自然人或企业才

受到特定投资协定的保护。

晚近缔结的中外 BIT 都采取了比较宽泛的投资定义。

例如，2013 年生效的中国 - 坦桑尼亚 BIT 规定，具有投资

特征的各种财产均属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不动产等

物权，对公司的股权、股票，金钱请求权，知识产权，特许权

（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等），与投资有关的债券，合同权利（交

钥匙工程合同、建设合同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 BIT

对投资提出了合法性要求，“非法投资”不受保护。例如，在

Metal-Tech v. Uzbekistan 案中，仲裁庭认为，以色列投资

者向乌兹别克斯坦官员行贿，违反乌国反腐败法，因此其投

资不受以乌 BIT 的保护。

中国企业应留意的是，建设工程项目大多也符合投资定

义。首先，中国企业作为业主方的项目无疑构成投资。其次，

对于中国企业作为承包方的投资，也很可能构成投资。一种

情况是，BIT（例如上述中坦 BIT）明确作此规定；另一种

情况是，虽无明文规定，但建设工程项目可能构成“动产”

类投资、“股权”类投资、“金钱请求权”类投资或者“特

许权”类投资。例如，在 Salini v.Moroco 案和 Bayindir v. 

Pakistan 案，公路修筑合同均被认定为投资。3  

就投资者定义而言，自然人投资者的认定标准比较简单，

例如具有中国国籍即构成中国投资者。对于法人投资者，不

同的 BIT 常采取不同的认定标准。例如，中国 - 也门 BIT

（1998）采取“准据法 + 住所地”的标准，即：依据中国法

 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承保海外投资的征收险、汇兑限制险、战争及政治暴

乱险以及附加政治险。
3 详细分析，请见任清：《海外工程承包与国际投资仲裁》，《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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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设立且住所在中国境内的法人属于中国投资者；中国 - 韩

国 BIT（2007）只规定准据法一个标准；而中国 - 乌兹别克

斯坦 BIT（2011）在准据法和住所地之外，还规定了“实际

经营”标准，即只有在中国境内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投资者才

构成中国投资者。通过适当的投资路径规划，一家企业可能

既属于中国投资者，享受中外 BIT 的保护，又构成第三国投

资者，同时受到第三国与最终目的国之间 BIT 或其他投资协

定（例如 ECT）的保护。

2. 投资保护的实体条款

对于投资保护而言，最重要的实体条款包括：公平和公

正待遇条款（FET）、征收条款、保护伞条款、治安保护条款

和战乱损失条款。

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是投资者援引最多的实体条款。仲

裁实践中认定违反该待遇的常见情形包括：违反投资者的

合理期待、明显的武断或歧视、拒绝司法、违反正当程序、

威胁或虐待投资者及其高管等。在 Micula v. Romania 案

中，罗马尼亚政府取消了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鼓励政策，

仲裁 庭认 为违反了投资者的合 理 期待。在 Occidental v. 

Ecuador 案中，厄瓜多尔 政 府以 Occidental 公司未 经 批

准擅自向第三人转让特许协议部分权益为由终止特许协议，

仲裁庭认为惩罚措施与投资者的过错不成比例。在 Middle 

East v. Egypt 案中，仲裁庭认为，埃及政府在扣押并拍卖

申请人的船舶之前并未以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违反正当程

序。在 Joseph v. Ukrain 案，乌克兰当局公然违反招标规

则，既违反正当程序，也构成武断行为。在 Desert Line v. 

Yemen 案中，也门当局逮捕企业高管人员及其家属、武装干

扰生产经营的行为被认定为虐待。

征收条款也是投资者经常援引的条款。多数 BIT 规定，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征收须同时符合四个条件：目的是为

了公共利益，依照正当程序，非歧视，并给予补偿。征收分

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2012 年阿根廷强行收购西班牙

Repsol 公司持有的 YPF 石油公司股份就构成直接征收。间

接征收是指干预外国投资者行使财产权达到一定程度以至

于在效果上等同于直接征收，包括：大幅提高税率（例如厄

瓜多尔征收于 2007 年开征 99% 的石油“暴利税”4）、禁止

向股东分配利润、价格管制、进出口限制（例如印尼实行矿

石出口禁令）、撤销特许权或投资许可等。在 Occidental v. 

Ecuador 案中，仲裁庭认为厄政府终止石油开采特许协议的

行为等同于征收。在 Tza Yap Shum v. Peru 案中，仲裁庭

认为秘鲁税收机关冻结企业银行账户的行为构成间接征收。

在赔偿额高达 500 亿美元的 Yokus v. Russia 案中，仲裁

庭认为，俄罗斯当局对尤科斯公司的高额罚款、低价拍卖核

心资产以及迫使破产的行为在效果上“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

保护伞条款指的是将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承诺置于投资条

约保护之下的条款。不同 BIT 中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存在

差异。例如，中国 - 伊朗 BIT（2000）第 10 条规定的是：“缔

约任何一方应保证遵守其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的投资所作

的承诺。”而中国 - 乌兹别克斯坦 BIT（2011）第 13 条则

对承诺的范围做出限定：首先，东道国所应遵守的是以协

议、合约或合同形式做出的书面承诺；其次，东道国对商事

合同项下义务的违反不构成对 BIT 的违反。另外，各仲裁庭

对于保护伞条款是否能够将合同争议提升为可以诉诸条约仲

裁的争议持不同态度。Joy Mining v. Egypt 案和 El Paso v. 

Argentina 案仲裁庭的观点相对更具说服力，即，违反政府

性合同（而非商事合同）的行为构成对条约的违反。例如，

投资者与东道国签署的基础设施特许权协议就很可能受到

保护。为避免不确定性，投资者可以争取在投资协议中纳入

ICSID 仲裁条款，以便在争议发生时直接据此提起投资仲裁。

不少 BIT 规定，缔约一方应当向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

提供充分的保护和保障。有的协定进一步明确，该条款旨在

要求东道国采取合理和必要的治安措施保护投资。例如，在

2014 年 5 月越南的暴力排华事件中，如果有中资企业因为

越南当局保护不力而遭受损失，越方或需承担赔偿责任。

很多 BIT 还规定有战乱损失条款，即：由于战争、武装

冲突、动乱等原因造成投资损失的，缔约一方在赔偿或补偿

损失方面给予另一方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或

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与治安保护条款不同，本条款规

定的是相对待遇，投资者获得赔偿的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

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给予赔偿。例如，在 2011 年的利比亚内

乱中，中方有数十个工程项目遭受损失；如果利比亚当局对

本国或第三国企业的工程项目损失进行赔偿，则应当给予

中国企业同等赔偿。

由于不同 BIT 对于以上条款的具体规定存在很大差异，

导致各自的保护水平高低不同。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应

当对此进行评估并争取通过国籍筹划获得更高水平 BIT 的

保护。

3. 投资争议解决的程序条款
4 2005 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同出资 14.2 亿美元收购了厄瓜多尔 Andes Petroleum
公司，受到“特别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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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可仲裁事项的范围问题。中国早期缔结的 BIT 只

允许投资者将“与征收补偿额有关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换言之，有关征收行为本身的争议或者与公平公正待遇等其

他条款有关的争议，均不能提交国际仲裁，或者须经东道国

另行同意。大致在 2000 年之后，中外 BIT 开始允许投资者

将“因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可仲裁的范围

问题有时具有致命影响。从目前可获得的信息来看，平安公

司之所以在其与比利时政府的仲裁程序中败诉，正是因为

1984 年中比 BIT 只允许将“与征收补偿额有关的争议”提

交仲裁，而 2009 年生效的中比 2005 年 BIT 又不适用于平

安公司在 2009 年以前对富通集团的投资。5 

其次是仲裁机构问题。早期的中外 BIT 多允许投资者将

争议提交临时仲裁庭；而中国于 1993 年加入《华盛顿公约》

后，中外 BIT 大多约定投资者可以提交 ICSID 仲裁庭。

第三是仲裁前置义务要求。BIT 大多规定了磋商条款和

“冷静期”条款，即投资者在提出仲裁申请之前应当将拟提

起仲裁的意向告知东道国政府，并寻求通过磋商解决争议，

经过特定期限（例如 6 个月）之后才能提出仲裁申请。有的

BIT 还要求投资者必须穷尽当地救济程序之后才能提起国际

仲裁。与之相反，有的 BIT 规定了“岔路口”条款，如果投

资者已经将争议起诉到东道国法院，则不能再提交国际仲裁。

因此，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诉诸东道国司法程序时应进行审慎

评估，避免丧失国际仲裁的机会。

第四是时效要求。例如，中国 - 韩国 BIT 规定，如果从

投资者首次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其受到损失或损害之日起已经

超过三年，则投资者不能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

三、国际投资争端的代表性案例

（一）概述

近年来投资者起诉东道国政府的仲裁案件呈现爆炸式增

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1966-2000 年

累计只有 51 件投资仲裁案件，而截至 2014 年底案件总数已

经达到 610 件。

发起仲裁的投资者主要来源于欧盟和美国，合计占总案

件数的约四分之三。这既体现了欧美国家作为主要资本输出

国的地位，也反映出习惯于“对簿公堂”的西方法治传统和

欧美跨国公司的国际诉讼能力。

截至目前，共有超过 100 个国家被提起投资仲裁，其中

80 多个被诉国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被诉案件在 10

件以上的有 15 个国家，其中 13 个为亚非拉国家和东欧、中

亚国家，而尤以阿根廷、委内瑞拉、捷克、埃及、厄瓜多尔、

墨西哥、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被诉的案件最多。 6 在此意义上，

中国企业在对这些国家投资时或许应当更加审慎。

（二）能源“三大案”7 

2012 年 10 月， ICSID 仲裁庭裁决厄瓜多尔政府向美国

西方石油公司赔偿 18 亿美元（加上利息则超过 23 亿美元）。

2014 年 2 月，阿根廷政府与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达成征收补

偿协议，同意向后者支付 50 亿美元的补偿金。2014 年 7 月，

国际仲裁庭责令俄罗斯联邦赔偿尤科斯石油公司三家股东的

损失，金额高达 500 亿美元。这三起案件都是外国投资者与

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议，都发生在能源领域，且均产生了天

价赔偿，笔者称之为能源“三大案”。

“西方石油公司诉厄瓜多尔政府案”是一起典型的投资

仲裁案件。1999 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与厄瓜多尔国有石油

公司签订分成合同，由前者出资勘探开发厄境内的 15 号油田，

产出的石油由双方按照大约 7：3 的比例进行分配。2000 年，

西方公司将分成合同的 40% 权益转让给加拿大 AEC 公司。

2006 年 5 月 15 日，厄当局以西方公司未经厄方批准擅自转

让合同权益为由，宣布终止分成合同。两天之后，西方公司

向 ICSID 申请仲裁。仲裁庭认为，分成合同以及厄法律均规

定，转让分成合同的权利义务须经厄当局批准，因此西方公

司未经批准而擅自转让合同确有不当；但是，转让行为未经

批准这一事实并不导致分成合同应当被终止，以终止合同来

惩罚西方石油公司不符合比例原则，8 违反公平和公正待遇条

款，并构成间接征收。在计算赔偿额时，仲裁庭采用了现金

流量折现法，即将 15 号油田未来预计将产生的全部净收益折

现到分成合同被终止之日。15 号油田的可开采储量为 2.09 亿

桶，据此计算出西方石油公司遭受的损失为 23.6 亿美元。由

于该公司也有过错，仲裁庭裁令厄方承担 75% 的责任，赔偿

18 亿美元。本案给中国企业最大的启示是，即使投资者存在

过错，东道国的处罚也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雷普索尔公司诉阿根廷案”是晚近以来罕见的直接征

收案件。2012 年 4 月，阿根廷出台“石油主权法案”，强行

5 参 见：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belgium-prevails-in-
landmark-icsid-arbitration-brought-by-chinese-insurer-ping-an-300077716.
html，2015 年 5 月 20 日最后访问。

6  参见任清：《海外投资应善用投资仲裁》，《财经》杂志 2014 年 5 月 12 日。
7 详见任清：《能源“三大案”对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启示》，《财经》杂志 2014
年 10 月 14 日。
8 仲裁庭从6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例如厄当局拥有终止或不终止合同的裁量权，
可以不终止合同而是修改合同以提高厄方分成比例；厄方终止合同给西方公司造

成了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厄方终止合同的行为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等。详

见注 7。



54    ／   海外投资的条约保护：规则、案例及对策

富通集团实施国有化。2008 年底，平安公司计提减值准备

金 228 亿元，意味着对富通集团的投资损失了 95%。在多次

协商无果后，平安公司于 2012 年 9月向 ICSID 提出仲裁申请。

2015 年 4 月，仲裁庭作出裁决，以缺乏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平

安的赔偿要求。10 以该案为镜鉴，中国投资者应当注意国籍

筹划和路径规划以获得更高水平投资协定的保护，在发生争

议后采取何种维权措施也需要全面研判。11 

3. 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案。该案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

登记立案，涉及的是机场航站楼建设工程争议。根据商务部

网站信息，北京城建于 2006 年中标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二期

改造工程，中标价为 1.15 亿美元。12 尽管该案的是非曲直尚

难评判，但作为中国企业因建筑工程争议将东道国政府诉

诸国际仲裁的第一起案件，该案具有重要的“试水”作用，其

结果对中国整个海外承包工程行业都将产生影响，值得其他

企业密切关注。

四、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文介绍的国际法规则和代表型案例，我们对开展

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提出以下建议：

（一）将政治风险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采取

多种手段预防风险或者转移风险。具体包括：

1. 在决定投资之前应当认真评估战争、征收、政府违约、

货币汇兑等政治风险。在企业自身评估之外，应参考 MIGA

等机构的国别风险报告，必要时向专业机构定制评估报告。

2. 避免在政局动荡、法制不健全的高风险国家投资，尤

其不能将项目成败寄希望于某个党派或某个高官。确需在这

些国家进行重大投资的，可以考虑与当地企业合资以分担风

险，应重视民意和媒体关系，并争取该国立法机关批准该项

目甚至通过特别法。

3. 在决定投资路径和交易架构时，既要考虑财务成本

和税收安排，还要考虑条约保护问题。如果中国与投资目的

国之间尚未缔结 BIT 或者 BIT 的保护水平较低，投资者可

以通过投资路径规划和投资者国籍筹划，获得第三国与投资

目的国缔结的 BIT 或者《能源宪章条约》等区域协定的更高

水平保护。

收购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所持有的阿根廷第一大石油企业

YPF 公司 51% 的股份，将该公司收归国有。对此，雷普索尔

公司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首先，在国际上发动舆论攻势，

持续声讨阿方强行收购行为的不法性。其次，由西班牙、欧

盟和美国等在外交上对阿根廷政府施加强大压力。第三，于

2012 年 12 月向 ICSID 提出仲裁申请，索赔金额高达 105

亿美元，在法律上形成威慑。在舆论、外交、仲裁三方面施压

的同时，雷普索尔公司一直与阿根廷政府保持接触，最终于

2014 年 2 月达成和解协议，后者同意补偿 50 亿美元，而前

者则同意终止 ICSID 仲裁程序。雷普索尔公司综合运用多

种手段解决投资争议的技巧，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尤科斯诉俄罗斯案”除了创纪录的 500 亿美元赔偿

额之外，还具有多个特点。首先，该案的基本事实是俄罗斯

当局以执法手段打击并摧毁俄罗斯当时的第一大石油公司，

包括：以非法避税为由责令补缴税款并处以罚金合计高达

240 亿美元；通过冻结资产等方式阻止清偿税款；操纵拍卖

过程，将尤科斯公司主要资产以明显低价卖给俄国有企业等。

其次，投资者对俄罗斯政府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全面“法律战”，

包括：以尤科斯公司名义在俄罗斯国内法院提出起诉，以高

管名义在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以尤科斯公司三家股东名义申

请国际仲裁、索赔 1142 亿美元。第三，本案仲裁庭澄清，所

谓“非法投资不受保护”指的是投资过程中的非法行为；对

于投资之后的不法行为，东道国可以依法处罚，但并不能剥

夺其受国际法保护的权利。第四，仲裁庭指出，东道国政府

如果恶意行使税收权力，以税收作为幌子行征收之实，则不

属于税收例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给中国投资者最大

的启示是，东道国不得以执法为名行征收之实，企业可以对

东道国的此类行为进行坚决抗争。

（三）中国投资者起诉的案件

截至 2014 年底，中国大陆 9 投资者提起了 3 件投资仲

裁案件，分别是：

1. 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案，起因是

蒙古政府撤销了申请人的矿业许可证。本案尚在审理中，公

开信息很少。

2. 平安保险公司诉比利时案。2007 年，平安保险公司

前后投资 238 亿元人民币，收购比利时富通集团 4.99% 的

股份。 2008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比利时政府对

9  另有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投资者提起了 3 件投资仲裁案件，分别是：谢业深诉秘

鲁案，Philip Morris 亚洲公司诉澳大利亚案，以及 Sanum 投资公司诉老挝案。
10  见注 5。

11  详细分析，请见《“平安诉比利时案”的三个问题》，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jgxODQzNQ==&mid=205360650&idx=
1&sn=6caaaaa6c335229784d7d67829bd6dae#rd，2015 年 5 月 20 日最后访问。
12 参见：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0603/20060301616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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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避免 BIT 在仲裁范围和保护伞条款方面的不足，

投资者应争取在与东道国政府部门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纳入

允许诉诸 ICSID 仲裁的争议解决条款。

5. 在开展绿地投资或者收购的过程中，应当杜绝腐败等

非法行为，避免因此丧失国际法的保护。

6. 对于存在较高政治风险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考虑向

MIGA 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以转移风险，将保险费

成本纳入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

（二）在与东道国政府发生争端时，应综合运用协商、调

解、外交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寻求解决方案。具体来说：

1. 协商解决通常是优先选项，因为其成本相对较低，而

且有利于企业今后在东道国继续开展投资经营。在双方关系

紧张、直接对话比较困难之时，则可通过适当的第三人进行

调解。

2. 寻求母国政府的支持甚至外交保护也是一条路径，但

不宜抱过高期望。企业在境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中国政府

大多会提出交涉，但通常不会展开外交保护（即将投资争端

提升为国与国的争端），因为政府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很多。

3. 启动法律程序。这既可作为威慑以推动协商或调解取

得成果，也可作为争端的最终解决手段。法律手段的好处是

可以实现争端的“去政治化”，而且结果具有强制执行力。投

资者应当及时主张权利，并注意“岔路口”条款等限制，避免

因为时效或对程序规则的违反而丧失实体权利。

4.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评估当地救济和国际仲裁的优劣。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法院起诉的优点在于判决容易得到执行，

缺点则是某些国家的司法制度落后或者存在保护主义倾向。

如果针对东道国提起国际仲裁， 其结果和程序可能更加公正，

但投资仲裁的专业性强、时间长、费用高，投资者应当聘请

高水平的律师团队和专家证人，并应具有“一战到底”的决

心和意志。

同时，中国政府应着手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缔结的几十

个 BIT 进行升级换代（或者利用商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制

定新的投资规则，再或者推动制定新的区域或多边投资协定）， 

调整投资的定义（例如明确将建筑工程合同规定为投资），

细化投资保护的实体标准，扩大可仲裁的事项范围，为中国

海外投资提供更高水平的条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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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逐步进入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

国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我国对外投

资规模应该在 1400 亿美元左右，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

国。2 而据普华永道年度企业并购报告披露，2014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

购交易数量达 272 宗，较 2013 年增长 36%，创历史新高。 32014 年

我国大型对外投资并购项目投资领域呈现多元趋势：能源矿产领域继

续成为投资热点，五矿资源等企业联营体以 58.5 亿美元收购秘鲁拉

斯邦巴斯铜矿；国家电网公司以 21.01 亿欧元（折合 25.4 亿美元）

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 35% 股权。制造业领域并购活跃，联

想集团以 29.1 亿美元收购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

车有限公司以 10.9 亿美元收购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 14.1% 股权。农

业领域跨国并购取得突破，中粮集团以 15 亿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

业公司和以 12.9 亿美元并购荷兰尼德拉公司，成为迄今农业领域对

外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而随着中国政府建设“一带一路”战略 400

亿美元的陆续投放，可以预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在未来几年将

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自改革开往以外，中国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通过境内并

购交易经验的不断累积，已在交易的流程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且已逐渐习惯于聘请专业中介机构为其出谋

划策，解决专业问题。但就海外投资项目而言，中国企业目前还处在

探索阶段，对海外并购所涉的法律问题研究和了解相对有限，特别

是海外并购所涉的反垄断申报事宜准备较为不足。直至 2006 年，欧

盟委员会对中集集团并购荷兰博格工业公司交易开展调查，最终认

定该交易会形成“准垄断”的局面，进而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致使

这起所涉金额达 1.1 亿元的交易被迫终止。自此，“反垄断申报”这

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企业的视野，并成为中国企业在制定海外并购

方案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在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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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熠 系中伦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业务组合伙人（http://www.zhonglun.com/cn/lawyer 
36.aspx）；殷跃系中伦律师事务所反垄断业务组律师。
2   参见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50121.shtml，2015年 4月 4日访问。
3  参见新华网相关报道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1/28/c_127430324.htm，
2015 年 4 月 4 日访问。
4  早在 2008 年《反垄断法》正式确立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之前，2003 年国家外经贸部和国
家工商总局等联合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以及 2006 年商务部和国家
工商总局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既已提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在一定情况下，应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进行报告。如果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认
为并购可能造成过度集中、妨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应自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
件之日起 90 日内，共同或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行听
证会，并依法决定批准或不予批准。
5   例如，除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外，亚洲的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台湾地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欧和东欧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匈牙利等都颁布了反垄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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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后 4，“经营者集中申报”已为境内并

购交易的一项重要程序，企业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度才开始

不断提升。

反垄断最早起源于美国，目前世界上已经有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制定颁布了反垄断法 5，而经营者集中（并购控制）

申报与审查被当做是反垄断法三大支柱之一。因为反垄断法

在域外适用 6 方面的特殊性，一项重大的海外并购，可能不

仅触发资本来源地（如：中国）以及投资目的地（如：美国、

欧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反垄断申报义务（并购控

制）还可能同时触发全球多个司法区域的申报。而如果某一

司法区域的竞争机构对该并购交易的审查实质性拖延，或最

终做出附条件或禁止的决定，将在整体上影响该并购交易的

顺利实施。此外，在全球主要司法区域通过国际竞争网络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和双边、多边合

作框架，可就跨国交易申报审查进行合作及信息共享的情况

下，割裂各司法区域的申报越来越困难，从而使如何确定特

定并购交易是否涉及多司法区域申报，确定统一、协调的相

关市场界定方案和竞争分析抗辩方案，以及协调多司法区域

的竞争法律师完成跨司法区域申报变得极具挑战性。

本文旨在通过对世界主要司法辖区反垄断申报的简要介

绍，帮助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项目所涉的反垄断申报问题，

形成一些概括性的认识，以便在未来具体项目方案制定与实

施过程中有所准备。

一、美国

除 1890 年的《谢尔曼法》外，美国控制企业合并的主

要法律依据为 1914 年颁布的《克莱顿法》，而 1976 年《哈

特 - 斯科特 - 罗迪诺反垄断修订法》则是对《克莱顿法》第

7 条的补充性规定。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

企业合并必须在合并前向联邦贸易会和美国司法部进行申报，

违反申报义务的企业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措施。企业合并的事

先申报制度虽然是一个程序性规定，但其是反垄断执法机构

进行实质性干预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此外，为了提高执法透

明度，为了使企业对其合并行为的后果有所预见，美国司法

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发布了《横向合并指南》，该指南发

布于 1968 年，此后已历经了几次修订，目前最新修订的版

本为 2010 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指南尽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其有助于企业及专业人士了解反垄断执法机构分析企业合

并的方法，在实践中意义重大。

根据《哈特 - 斯科特 - 罗迪诺反垄断修订法》及《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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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法》第 7 条的有关规定，任何满足申报标的对投票权证券、

资产或非公司权益（Non-corporate Interest）的收购，合

并及合资交易在完成前均需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进行申报，且在“等待期（Waiting Period）”结束以前不

得实施；否则，将被处以最高每日 16,000 美元的罚款，或

被要求剥离其获得的资产或投票权证券。根据《克莱顿法》

第 7 条，美国并购审查可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自美国

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收到完整的申报材料之日起 30 日

（要约收购或破产出售则为 15 日）；该阶段期间或之后，

美国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要求申报人提供额外信息

（Second Request），并将等待期再延长 30 日（要约收购

或破产出售则为 10 日），即第二阶段。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

贸易委员会在等待期内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交易则可实施 7。

根据美国 GNP 的变化情况，联邦贸易委员会每年会对《克莱

顿法》第 7 条所规定的申报标准等财务指标进行调整。根据

2015 年的调整，目前的申报标准为：（一）收购人取得被收

购人的投票权证券、非公司权益及 / 或资产的总价值（“交

易价值”）超过 305,100,000 美元；或（二）交易价值未超

过 305,100,000 美元，但超过 76,300,000 美元，且一方总

资产或年度纯销售额超过 152,500,000 美元，而另一方总资

产或年度纯销售额超过 15,300,000 美元。

根据相关规定，申报人需向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贸易委员

会提交相关申报表及附件（其中应包括，涉及交易的各方名

称、交易简介、所涉及各方是否涉及北美工业分类系统的产

品及行业、所涉及各方业务在北美工业分类系统中的重叠情

况及运营地域、公司结构解析（包括子公司和大股东））、

经公证的认证书及宣誓书等。在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申报

材料时，申报人还需一并缴纳相关申报费用；申报费按被收

购投票权证券、非公司权益或资产的价值不同，分为三等：

45,000、125,000 及 280,00 美元（受制于美国每年 GNP8

变动）。如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相关交易不会

对相关市场的竞争及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将会决定不采取

进一步行动；反之，则会就相关交易向法院申请禁止令。

二、欧盟

在 1973 年著名的大陆罐（Continental Can）一案中，

欧盟委员会适用《欧盟职能条约》第 82 条（适时第 86 条），

首次在共同体市场上禁止了一个企业合并。9 然而根据该案，

6  实行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国家可对任何发生在该国境外的、可能对该国国
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作用的行为行使管辖权，不管行为者的国籍，也不论行为的
实施场所，例如：我国《反垄断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
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
7  在一定条件下，申报人也可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提前终止等待期。
8  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 GNP）。
9  Kommisssion, Entsch. v. 9. 12. 1971, ABI. 1971, L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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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职能条约》第 82 条仅适用于可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

并购，而不能干预可能产生市场支配地位的并购，为了有效

抵御共同体市场的经济集中和垄断趋势，欧共体理事会于

1989 年 12 月 21 日通过了旨在控制企业合并的第 89 号条例。

欧盟企业合并控制条例自颁布生效，已经多次修订，目前，

最新的版本为《欧盟理事会控制企业并购第 139/2004 号条

例》。除了 2004 年 139 号条例，欧盟委员会于 2004 年还

发布了《横向并购指南》，并于 2007 年发布了《非横向合

并指南》。

根据相关规定，满足申报标准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

合并、取得一个企业全部或部分控制权（股权或资产收购，

或通过其他方式的控制）及合资交易实施前均需向欧盟委员

会进行申报；否则，可被处以高达参与集中企业营业总额

10% 的罚款。欧盟委员会企业集中审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自欧盟委员会收到完整申报材料后 25 个工作日，但

可被延长至 35 个工作日；第二阶段，如欧盟委员会经过第

一阶段的调查怀疑相关集中会对相关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则

启动 90 个工作日的第二阶段调查，并可在一定情况下，进

一步延长审查时限。在欧盟委员会作出最终的批准决定前，

交易方不得实施集中。根据欧盟企业并购控制条例，满足下

列条件的交易需向欧盟委员会进行申报：（一）参与集中的

企业在全世界的营业总额超过 50 亿欧元，并且至少有两个

参与企业在欧盟范围内的营业额分别超过 2.5 亿欧元；或（二）

虽未满足上述条件，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所有参与

企业在全世界的营业总额超过 25 亿欧元；（2） 所有参与企

业的销售总额至少在三个以上成员国内分别超过 1 亿欧元；

（3）在符合第（2）项条件的每个成员国内，至少有两个参

与企业的营业额分别为 2500 万欧元以上；及 (4) 至少有两家

参与企业在欧盟的销售总额分别超过 1 亿欧元；（三）如果

所有参与企业在同一成员国内的销售额分别超过各自在欧盟

的总销售额的 2/3，则该企业集中不需要申报。需要说明的

是，除个别例外情形外，欧盟企业合并控制遵循“一站式审

查（one-stop shop）”原则，即达成欧盟标准的集中经欧

委会审查后，各成员国依据其本国竞争法的审查将被排除；

但未达到欧盟申报标准的企业合并，如达到欧盟成员国的申

报标准，则相关方依然负有申报义务。

申报义务人需向欧盟委员会递交申报表及相关附件（包

含有关交易的简介，有关交易各方的信息，有关集中、控制

管关系的信息，有关交易方营业额的信息，集中文件、有关

交易的董事会决议等，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及竞争分析

等），以及欧盟委员会要求的其他相关信息与资料。

三、韩国

韩国企业合并控制的主要法律基础为《垄断规制与公平

贸易法》及其实施法令，以及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颁布的相

关操作指引。

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是韩国企业并购审查的主管部门。

根据《垄断规制与公平贸易法》及其实施法令的有关规定，

需申报的交易类型包括：股份收购，即：一企业取得另一企

业 20% 或以上股份（上市公司则为 15%）；高管交叉任职，即：

一企业的雇员担任另一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合并；资产收

购；及合资。而按交易情况的不同，申报形式可分为事前申报、

事后申报及自愿申报三种。满足下列标准的企业合并，申报

人应于企业合并完成后 30 日内，向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进

行事后申报：（一）一个企业的总资产或营业额不低于 2,000

亿韩元，而另一企业的总资产或营业额不低于 200 亿韩元；

（二）如各结合企业为外国企业，则需其各自在韩国的营业

额不低于 200 亿韩元。而如参与相关交易的总资产或营业额

达到或超过 20,000 万亿韩元，则申报人需在相关股份收购、

合并或业务转移合同或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或有关设立合

资公司的董事会决议作出后 30 日内）进行事前申报，且在

审查期限内不得实施交易；否则可被处以高达 1 亿韩元的罚

金。韩国公平贸易委员应在收到申报材料后的 30 日内完成

审查，但在一定情况下，可将审查期限延长 90 日。

申报人向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进行申报，需要提交申报

表及其附件（包含交易方的基本信息、交易方的控股情况、

交易方关联方信息、交易方所处相关韩国市场的信息 10、交

易结构介绍等）。

四、日本

日本企业合并控制的主要法律基础为《禁止私人垄断及

保持公平贸易法》，以及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颁布的操作指

引。日本企业合并控制的审查机构为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

但在一定情况下，可为日本金融服务厅。

日本企业合并申报以事前强制申报为原则。根据《禁

止私人垄断及保持公平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满足申报标准

的法定合并（statutory merger）、法定分立（statutory 

demerger）、业务资产转让（business asset transfer）、

股份收购、以上述形式进行的合资、高管交叉任职，以及外

国实体间在日本境外进行的但对日本市场的竞争有限制的交

10  主要包括，市场主要特征、营业额、市场份额、主要竞争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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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均需向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进行申报。根据交易类型的

不同，申报标准也不同：（一）对于股份收购：收购方在在

日本的合并销售额超过 200 亿日元，且被收购的合并营业额

超过 50 亿日元；（二）对于合并：一方在日本的合并销售额

超过 200 亿日元，且另一方在日本的合并销售额超过 50 亿

日元；（三）对于固定资产或业务收购：收购方在在日本的

合并销售额超过 200 亿日元，且被收购的固定资产或业务总

额超过 30 亿日元。此外，日本还存在法定分离及特别股份转

让交易的申报标准。日本企业合并审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期限为 30 日，第二阶段为申报之日起 120 日，或日本

公平贸易委员会收购其所要求的完整补充信息后的 90 日（以

较晚者为准）。申报人应在获得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作出相

关批准后方可完成交割，但如上述期限届满后仍未获得批准，

申报人依然可以选择完成交割，但应承担日本公平贸易委员

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风险。负有申报义务的企业违反申报规

定，可被处以最高 200 万日元的罚金。

申报人同样被要求向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递交申报表等

资料（包含申报方的基本信息、交易介绍、相关市场界定及

竞争分析等）。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企业合并控制的主要法律基础为《竞争与消费

者法》、《竞争与消费者条例》，以及澳大利亚竞争及消费

者委员会颁布的操作指引。审查机关为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

者委员会与澳大利亚竞争法庭（仅负责合并授权）。

与其他司法辖区的申报规则不同，澳大利亚企业合并

审查分为正式合并审查、非正式审查及合并授权（merger 

authorisation）。由于澳大利亚并购企业合并申报并非强制

性，澳大利亚竞争法并未设置任何强制性申报标准。但澳大

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建议，如相关交易满足下列条件，

应在完成前向其进行申报：交易方的产品具有替代性或互补

性，且合并后的企业在相关市场的份额高于 20%。需要说明

的是，尽管如此，根据澳大利亚有关外国投资的规定，满足

一定条件的交易仍被强制要求进行有关外国投资的申报。如

相关方选择申请非正式审查，则并无法定的申报时限要求，

但实践中，交易方通常选择在交易完成前进行，并可能会被

要求据此进行承诺；如选择非正式申报，则申报方将被强制

要求作出在澳大利亚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前不

进行交割的承诺。非正式审查并无法定的审查期限，实践中，

第一阶段往往需要一至八周，而如进入第二阶段，则延长二

至四个月。正式审查的法定期限为 40 个营业日，但经申报人

同意可适当延长，澳大利亚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也可依职权

延长 20 个营业日。由于申报义务并非强制，交易方可选择在

任何时点实施并完成交易；但如相关交易最终被认定具有损

害竞争效果，交易方将面临一定金额的罚款。按审查形式的

不同，申报人需提交的材料也有区别；如交易对竞争具有潜

在或实际的影响，申报人往往需要递交一份详尽的竞争分析。

六、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跨司法区域申报中的作用

对于一项重大海外并购交易，为排除合规风险及顺利交

割，作为并购方的中国企业首先需要判断该等交易是否涉及，

以及涉及哪些司法区域的反垄断申报，并且一旦触发该等司

法区域内的申报义务，作为并购方的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在多

司法区域聘请竞争法律师，以分别在各司法区域完成反垄断

申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各司法区域内的申

报工作，将显著增加作为并购方的中国企业的负担，例如：

应对重复及不同口径的数据提供要求，各司法区域的相关市

场界定与竞争分析方案不能协调一致而导致的相关竞争机构

的质疑，缺乏对各司法区域内申报程序的管理而导致的交易

拖延等。

按照我们的经验，各司法辖区的企业合并审查虽然在申

报与审查程序、申报标准、审查期限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但在审查的目标、内容、方式及思路等方面却存在一定交集

或相似之处，归其原因则在于，包括中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

制度在内各司法区域的反垄断审查体系均建立在相同的竞争

经济学原理基础之上，并或多或少借鉴与参考了美国或欧盟

的经验。

从 2008 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在协助跨国公司就其跨

境或全球交易完成中国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过程中，我们建立

了和全球多司法区域竞争法律师的工作关系，掌握了在全球

主要司法区域内协助客户完成反垄断申报的流程与方法，在

中国企业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律师因其对中

国企业客户的深刻了解、沟通效率以及反垄断法律专业能力，

可以有效协助中国企业完成：

●  聘用及协调各司法区域竞争法律师；

●  判断交易是否触发各司法区域申报标准；

●  统一收集、过滤及提交各司法区域申报所需文件与

资料；

●  制订相互协调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案、竞争分析方

案，并准备作为撰写各司法区域申报文件所需基础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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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及推动各司法区域内的申报程序。

这不仅可以大幅提高相关交易准备进程，也可为中国企

业节省经济及沟通方面的成本，使相关准备工作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乘帆远航，你是否已准备好？
——中国建筑企业投资海外市场的转型与风险

 文  /   王霁虹    刘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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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企业走向海

外 , 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政府加大审批制

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措施，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

出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将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风险，企业是否做好了

准备，如何实现成功的走出去？

一、传统施工企业向投资人转变所面临的挑战

经营理念的挑战。传统施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等项目，往往不是单纯的施工，东道国通常更为重视的是企

业的投融资能力。对于施工企业来说，面临的首先就是实现经营理

念的转变，从承包商理念到投资人理念的转变，从投资人的眼光来

看一个项目，从过去仅关注建设环节、施工利润，到全面考虑项目的

合法性、所投资国家的政治法律环境、融资环节、保险、运营等。

人才的挑战。跨境投资项目对人才的需求非常高，需要熟悉国

际投资理念、对跨境投资的方式及流程具有实践经验、熟悉招投标、

设计、工程建设、项目运营等各方面的人才，并能够运用流利的外语

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协调。人才是支撑一个企业开展国际化业务的基

础，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国际化的项目管理团队，前

期市场开发人员与后期项目建设、运营团队的衔接配合，为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知识的挑战。对于一个跨境投资项目，其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

涵盖规划、设计、土地、环境、公司法律制度、劳动用工、融资、保险、

工程、税收、外汇、进出口等，对于传统的施工企业来说，可能过去

接触的仅仅是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某些领域如融资、涉外保险

等相对接触的较少，特别是还涉及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文、法律背

景下去灵活应用这些知识，对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是一个挑战。

决策效率的挑战。走出去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央企等占绝大多数，

通常央企都有严格的集团内部对外投资流程，例如需要通过党政联席

会、投资评审委员会的决策程序，通常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一长时

间的决策流程可能无法适应国际项目招投标的要求。例如，在笔者最

近接触的某哥伦比亚高速公路项目中，项目的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投

资人必须在中标后 30 天内组建项目公司，但一些国企的内部审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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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远无法满足这一时间限制。国有企业要想成功的走出去，

首先就要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才能提高在国际项目中的

竞争力。

二、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

企业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政治法律环境下进行投资、建

设或运营工作，面临着诸如项目合法性、外国投资者市场准

入、土地、环评、工程建设、劳动用工、税收、外汇、汇率、进

出口制度、保险、争议解决等多个方面的风险，以下简要介

绍笔者在具体项目中遇到的部分问题。

一是缺乏对目的地国家投资法律环境的全面尽职调查。

企业到一国投资，通常所涉金额较大，且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形成的物通常都固化在当地，对所投资国家法律环境的全

面尽职调查就显得尤为重要，若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法律规定

而轻率投资，极有可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只有遵守当

地的法律规定，市场准入的限制，才能更好的实现经济效益。

例如，笔者提供法律服务的某意大利高速公路项目，投标人

在意大利进行公用事业建设需拥有相应施工能力认证，中国

企业若在意大利及其他欧盟国家未设立分支机构，也未同

欧盟或意大利签署任何允许参与政府采购招标的互惠性双

边协议或共同加入其他国际条约，将导致中国企业不能申请

意大利 SOA 资质认证。若企业能够提前对当地的法律环境

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就可以尽早采取其他手段，以满足条

件参加投标。

二是不重视境内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

需要获得发改委、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核

准或备案，国有企业还涉及获得国资委的审批。随着政府加

大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措施，发改委、商务部、

外汇管理局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发布了《境外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

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大幅缩小了需要获得相关机构核准的范围，缩短了办理时限，

并下放办理权限，增强了企业自主权。企业应当遵守相关审

批规定，避免由于不重视境内主管部门的审批而对项目后续

进行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是国有化、征收风险，政府违约风险。企业在对外投

资时应当充分考虑当地政府违约的风险，或者政府通过采

取国有化、征收手段将中国企业排挤出项目的风险，一些中

资企业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企业一方面要在合

同中对政府违约的情形、违约后的救济措施进行详细的约

定，另一方面通过向中信保等保险机构购买保险的方式降低

风险。

四是利润汇出风险。企业在一国投资后最关键的问题就

是如何实现利润的汇出，因此，在投资之前进行全面法律尽

职调查时，就应当对一国的外汇管制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

若企业在阿根廷投资就应当慎重考虑这一问题， 2011 年下

半年至今，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外汇管制和进口设

限措施，对外国投资者所得利润汇出形成极大阻碍，只能将

其用于在阿根廷境内扩大投资。这就是企业在作出投资决策

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风险。

五是劳动用工风险。企业到一国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所

需劳动力数量巨大，不可能全部依赖国内的施工队伍，并且

所投资国家通常为了解决其国内就业问题，也会设置一定的

外籍员工雇佣比例。企业一方面要考虑到如何解决国内员工

办理工作签证事宜，另一方面要遵守当地的劳动法律制度、

社会保险制度，国外工会组织等势力强大，避免由于劳动用

工问题而可能对工期造成的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在跨境投资中，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

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还很不到位，中

国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尤其是政治风险与

法律风险，可能直接导致项目的成败。

三、借助外脑的力量，实现从传统施工企业到投资人的转变

对传统施工企业而言，面临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不可

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最迅速而有效的途径就是借助外部资

源的力量，专业的事情交由专业的人来完成，企业做好项目

管理工作，协调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一个项目的成功

运作。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国际化的专业中介

服务机构在项目中的作用，聘请专业的机构，作为企业的“外

脑”，往往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专业中介机构如律师

事务所接触、参与的国际化项目种类繁多，对项目的各个流

程都有所了解，有了专业中介机构在具体项目中的指引，企

业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可以迅速的培养自身的国际化团队，

避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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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开展海外并购和项目投资的步伐

加快。相应地，中国企业的融资需求也逐渐增大，如何解决资金需求

成为中国企业开展跨境投资的重要环节。整体来看，在境内融资特

别是向境内银行申请借款在中国企业的跨境融资路径中一直占据着

重要地位，本文主要对中国企业开展“走出去”跨境交易所涉及的跨

境并购贷款和项目融资路径及相关问题加以简要介绍和分析。

一、中国企业从境内银行借款的路径

从境内银行借款是中国企业解决跨境交易融资资金问题最常见

的方式之一，也是境内银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以下分

别以并购贷款和项目融资为例介绍中国企业从境内银行借款用于海

外并购或项目投资的融资路径：

( 一 ) 并购贷款

根据 2008 年 12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

出台并于 2015 年 2 月修订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并

购贷款指引》”），商业银行可以向并购方或其子公司发放并购贷款

用于支付并购交易价款和费用（并购贷款占并购交易价款的比例不

超过 60%，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七年）。因此，对于欲实施海外并购

的中国企业来说，向中国境内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是解决其海外并购

资金的重要途径。

以笔者团队曾经办过的涉及某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并购贷款项目

为例，为隔离相关风险，中国某集团公司（“A 公司”）拟通过其在境

内设立的并购平台子公司（“B 公司”）和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

司（“SPV 公司”）而完成对于境外目标公司的并购交易。在本项目中，

对于 A 公司而言，在其向中国境内银行申请并购贷款时，可供选择的

融资路径包括以下两种：

1. 路径一：由境内 B 公司向境内贷款银行借款

即：由 B 公司向贷款银行借款，并以此借款用于对境外 SPV 进

行增资或提供股东借款，SPV 用增资 / 股东借款的资金收购境外目

标公司，具体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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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径二：由境外 SPV 向境内贷款银行借款

即：由 SPV 直接向境内贷款银行申请借款，并以此借

款而用于收购境外目标公司，具体图示如下： 二、中国企业从境外银行借款的路径

以上述某制造业企业的海外并购贷款项目为例，除可

向境内银行申请贷款外，还可以通过由境外 SPV 向境外银

行申请贷款的路径（“路径三”）获得融资，即：由 B 公司向

境内银行申请提供融资性保函并提供反担保后，境内银行

向境外贷款银行开立保函，境外贷款银行向 SPV 直接提供

贷款，具体融资结构图示如下：

( 二 ) 项目融资

除海外并购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另一重要形式是

参与涉及能源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领域项目的开

发建设和运营。由于此类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通常需要大量

的资金，且周期较长，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通过项目融资的

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的

银行通常作为贷款银行，向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公司提供贷

款。以笔者团队曾经办过的某海外项目融资为例，其项目融

资路径及结构图示如下：

三、不同融资路径涉及的关键考量及相关法律问题

以上简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及项目投资过程中的

不同融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具体融资路径的选择涉及各

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其中，除了贷款成本（包括不同融资

结构项下的税收成本）等商业上的考量外，涉及的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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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还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 ) 借款主体的选择

在跨境贷款交易中，以境内母公司还是境外 SPV 作为借

款人，首先需要解决借款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对此需要具体

项目所涉及的各法域的执业律师根据各自法域的法律规定分

别加以判断和确认。在合法性均无问题的前提下，对于贷款

银行而言，需要评估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以上述海外并购贷款项目为例，根据笔者的了解，国内的贷

款银行倾向性认为，由于 SPV 一般系为了并购需要而在海外

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其自身的还款能力很弱，因此国内的

贷款银行大都倾向于直接借贷给境内公司，例如境内集团公

司 A 公司或其境外并购平台 B 公司，而不大愿意直接贷款给

其境外 SPV。

( 二 ) 担保措施的设定

无论采用哪种融资方式，对于境内外的贷款银行而言，

其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即是贷款的担保是否充分，而这往往

也是决定借款人能否顺利获得贷款的关键因素。以上述海外

并购贷款项目为例，无论是在路径一还是路径二的融资结构

项下，国内贷款银行要求的担保措施均包括：（1）B 公司将

以其所持有的 SPV 的股权提供股权质押，以其重要资产提

供抵押；（2）SPV 以其在并购完成后对目标公司所持有的股

权提供股权质押；（3）A 公司将对贷款银行提供保证担保。

而对于项目融资，贷款的担保措施的设定则更加重要。

通常情况下，项目融资以项目产生的销售收入、补贴收入或

其他收入作为还款资金来源，以项目自身所有的资产和 / 或

项目预期收益等权利为贷款设定担保。但是，根据笔者的经验，

考虑到海外项目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别环境及其不确定风险，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贷款安全，中国的贷款银行一般不会完

全采纳传统的项目融资方式，而倾向将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

的担保特点相结合，在采纳项目融资的各类典型担保方式的

基础上，还非常看重海外项目公司的国内母公司所提供的各

类担保。以上述笔者团队曾经办的项目融资为例，该项目融

资贷款项下贷款银行要求的担保措施非常全面而详尽，包括：

（1）境外项目公司（借款人）以项目资产提供的抵押 / 应收

账款质押 / 权益转让等；（2）借款人的境内母公司（A 公司、

B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层层股权质押；（3）

借款人的境内外关联公司（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及境外 SPV）

提供的资产抵押、股权质押；以及（4）借款人向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公司（“中信保”）投保政治商业险并将贷款银行作为

保险赔偿金的第一顺位请求权人等。

( 三 ) 境内资金出境的路径

在境内主体作为借款人的情况下，由于借款资金最终用

于境外的并购或投资项目，涉及借款资金如何顺利出境的问

题，不仅涉及中国法的问题，还需要符合境外法域项下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以上述并购贷款项目为例，在路径一的情形

下，B 公司是通过增资还是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将来自贷款

银行的贷款资金注入境外 SPV，在两种方式的合法性都无

虞的情况下，系 B 公司和贷款银行从并购及融资成本考量而

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 A 公司和 B 公司将 SPV 设在了香港，

如果系通过境内借款人 B 公司向 SPV 提供股东贷款，随后

借款人 B 公司质押其在 SPV 的股权应属于可直接处理的事

项，该股权质押无需任何登记；如果系通过借款人 B 公司向

SPV 进行增资，则借款人 B 公司质押其在 SPV 的股权在香

港法下可能被视为对借款人 B 公司的一种财务协助行为，而

需要符合香港法的特定要求。

( 四 ) 外债额度及其登记

在境内主体作为借款人直接向境外银行申请贷款的情

况下，涉及外债额度及其登记的问题。详述如下：

1. 外债额度

根据《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及《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及

其操作指引等外债管理法规的规定：（1）如境内借款人为中

资企业，其举借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须经发改委批准境，举

借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由外汇管理局（“外

管局”）核定；（2）如境内借款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则其中

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余额之和应当控制在商务主

管部门批准的投资总额与其注册资本的差额 ( “投注差”) 以

内，投注差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举借外债，外商投资

企业实际可借用外债额度等于外方股东资本金到位比例乘以

“投注差”；并且，外商投资企业的中长期外债办理展期，

或借用新的中长期外债偿还过去借用的中长期和短期外债时，

在不增加该企业现有外债本金余额和不办理结汇的前提下，

不重复占用外商投资企业的“投注差”；（3）对于外商投资

租赁公司，其外债额度理论上可以达到其净资产的 10 倍，具

体为根据外商投资租赁公司提供的上年度经审计的报表计算

出上年度末风险资产总额 (A)，再计算净资产的 10 倍 (B)，

然后将 (B-A) 作为新年度期间该公司可新借外债的余额的最

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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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债登记

此外，根据《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及其操作指引的规定，

境内借款人（包括中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租赁

公司）应当在外债合同（贷款合同）签约后 15 个工作日内，

到所在地外管局办理外债签约登记手续。办理外债签约登记

后，外管局应发给债务人加盖资本项目业务印章的《境内机

构外债签约情况表》。

( 五 ) 跨境担保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跨境贷款融资项目中，往往涉及多方面多

种类的担保措施，包括境内及境外主体提供的担保，因此涉

及跨境担保的问题，需要遵守外管局有关跨境担保的规定。

根据 2014 年 6 月起实施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

发 [2014]29 号）及《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操作指引》等跨境担

保相关规定，按照担保当事方的注册地，外管局将跨境担保

分为内保外贷、外保内贷和其他形式跨境担保并分别适用不

同的管理措施（担保人为第三方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物权

担保，构成内保外贷或外保内贷的，应按照内保外贷或外保

内贷相关规定办理担保登记手续并遵守相关规定），具体详

述如下：

1. 内保外贷

根据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内保外贷是指担保人注册地

在境内、债务人和债权人注册地均在境外的跨境担保。上述

并购贷款融资路径三项下境内银行向境外贷款银行开立保

函、境外贷款银行向境外 SPV 提供贷款的模式即构成内保

外贷。按照外债管理及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外管局对境内

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实行余额管理，境内担保行向境

外贷款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应在外管局核定的余额范围

之内进行；并且，境内担保行应在保函出具后通过数据接口

程序或其他方式向外管局报送内保外贷业务相关数据（相比

之下，如果境内 A 公司或 B 公司直接向境外贷款行提供担保，

则应在签订担保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

内保外贷签约登记手续）；发生担保履约的，境内担保行可

自行办理担保履约项下对外支付（相比之下，如果境内 A 公

司或 B 公司直接向境外贷款行提供担保，可凭担保登记文

件直接到银行办理担保履约项下购汇及对外支付，但在境外

SPV 偿清因担保履约而对境内 A 公司或 B 公司承担的债务

之前，未经外管局批准，作为担保人的 A 公司或 B 公司须暂

停签订新的内保外贷合同），同时应当按规定办理对外债权

登记手续。

2. 外保内贷

根据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外保内贷是指担保人注册

地在境外、债务人和债权人注册地均在境内的跨境担保。在

上述并购贷款融资路径一项下，境外 SPV 向境内贷款行提

供担保、境内贷款行向境内 B 公司提供贷款的模式即构成

外保内贷。按照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境内 B 公司可与境内

贷款行和境外担保人 SPV 自行签署外保内贷合同，并由境

内贷款行向外管局集中报送外保内贷业务相关数据；发生

外保内贷项下担保履约的，在境内 B 公司偿清其对境外担

保人 SPV 的债务之前，未经外管局批准，境内 B 公司应暂

停签订新的外保内贷合同，已经签订外保内贷合同但尚未提

款或尚未全部提款的，未经所在地外管局批准，境内 B 公司

应暂停办理新的提款。此外，境内 B 公司因外保内贷项下担

保履约形成的对外负债，其未偿本金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度

末经审计的净资产数额，超出上述限额的，须占用其自身的

外债额度；外债额度仍然不够的，按未经批准擅自对外借款

进行处理。

3. 其他形式的跨境担保

根据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其他形式跨境担保是指除

前述内保外贷和外保内贷以外的其他跨境担保情形。在上述

项目融资的融资路径项下，境外借款人（项目公司）的境外

关联方（境外 SPV）向境内贷款行提供担保、境内贷款行向

境外项目公司提供贷款的模式即构成其他形式的跨境担保。

按照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担保人、借款人与贷款行可自行

签订跨境担保合同，不需要向外管局办理跨境担保的登记或

备案手续并可自行办理担保履约。

需要提示的是，根据跨境担保的相关规定，外管局对跨

境担保合同的核准、登记或备案情况以及其他管理事项与

管理要求，不构成跨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这意味着未办

理跨境担保的登记或备案等手续不影响跨境担保合同的效

力，但是，违反规定的担保人、贷款行等可能面临外管局的

行政处罚并可能影响担保履约资金的顺利出入境。

结束语

在“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或项目投资的过程中，中国

企业可以通过向境内及境外银行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得融资。

在具体融资路径或方案的选择上，应当综合考量借款主体、

担保措施、资金出境、外债及跨境担保管理等因素后加以确

定。同时，建议可以考虑和充分利用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商投

资租赁公司的外债额度优势及内保外贷等跨境担保措施获

得境外银行的贷款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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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姚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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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境并购中离岸基金

由于跨境并购交易额非常大，银团贷款经常是必须用的一个融

资手段。除了银团贷款外，我们在跨境并购中也越来越发现夹层融

资和 LBO 并购基金的身影。像 KKR、高盛等都有专门做杠杆收购

的基金。近几年来，中资背景的 LBO 基金也越来越多。这些基金规

模通常比普通专注 PE 投资的基金要大很多。虽然这些基金在风格、

投资策略、运营上差异很大，但是它们的法律基本架构很类似。

2. 离岸基金的类型和架构

理解和认识离岸基金可以从两个主要的角度进行，从基金的类

型上，基金可以分为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混合型基金（封闭式

但是含开放式因素的基金、开放式但是含封闭式因素的基金）；从基

金的架构上，基金可以分为平行基金、母子基金、伞形基金、封闭式

基金等。不同类型、不同架构的基金在受规管的法律、设立文件、设

立时间、设立费用上有很大的区别。跨境收购的都是封闭式基金，但

是很多在基金的中后期会有含有一定的开放因素，例如可以给投资

者有一定比例的定期赎回权。

3. 离岸基金的设立地

绝大多数的并购基金都在开曼群岛（“开曼”）设立。开曼的基

金业非常发达，是全球最大的离岸基金聚集地，在离岸基金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其规管基金的成文法、案例法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

指，吸引了流动性很强的国际资本在此择木而栖。在运行方面，国际

上通常做法是委托信誉卓著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基金的托管

人、行政管理人、审计师，以使得基金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

证。另外，即使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通常在开曼设立，若基金需要在

香港、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经过专业的税务策划，基金及基金管理公

司的在多个法域的总体税负也很轻。经过税务策划的跨境并购基金

通常不会是任何一个非避税法域的税务居民。

4. 离岸基金的法律主体

由于跨境并购基金一般是封闭式基金，其一般是采用有限合伙

的法律形式。从离岸基金的法律主体来说，一般而言，封闭式基金通

跨境并购和离岸基金、离岸设计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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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平平律师曾协助几十个国际、

国内知名的基金及香港、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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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218 0238



68    ／   跨境并购和离岸基金、离岸设计的设立

常采用开曼豁免有限合伙做法律主体，而开放式基金（对冲

基金）一般采用开曼豁免有限公司做法律主体。出于税务、

募资、管理、设立时间等考虑，这些基金除了采用独立基金外，

很多也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了平行基金、母子基金、伞形基

金等多个基金进行混合搭配的架构。封闭式基金以凯雷、黑

石、红杉、鼎晖等为代表，他们以 FDI 形式投资中国的 PE

和 Pre-IPO 项目已有二三十年历史了。开放式基金通常投资

于二级市场，有的以战略投资者、QFII、RQFII 方式等方式

投入中国证券市场，有的投资于美国、香港等地的证券市场。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需求越发旺盛和对资本项目逐步减少不

必要的外汇管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基金管理人走出国门，委

托我们在开曼帮其设立封闭式私募基金或开放式对冲基金，

通过全球路演募集资金后，或投资于外国公司的股权、资源、

能源、房地产等海外资产，或投资于与中国有关的海外的金

融资产，如投资于境外中国概念证券和与中国证券、人民币

汇率等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

5. 离岸基金的法律规管

由于跨境并购基金一般是封闭式基金，其不受开曼互

惠基金法管辖。如果并购基金希望保留些开放性因素，要及

早和律师讨论方案。从离岸基金的法律规管来说，开曼基金

的主要适用法律之一是开曼互惠基金法。受开曼互惠基金

法管辖的基金，其基金发起人要将基金销售文件、申请表（披

露基金的基本情况）、审计师和基金行政管理人同意信等文

件交开曼金融管理局备案。将上述这些文件备案是程序性要

求，开曼金融管理局没有法定义务做出实质性审查，例如通

常不会审查基金经理的资历和经验。开曼基金中封闭式股

权私募基金是豁免于受开曼互惠基金法监管规管的，其基

金的文件无须到开曼金融管理局备案。因此，任何第三方无

法从开曼金融管理局处查询到封闭式私募基金的任何信息。

一般而言，开曼开放式基金都受到开曼互惠基金法监管，有

个例外就是投资者数目不超过 15 人并且在多数投资者达成

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撤换基金管理人的开放式基金，这类基

金也不受开曼互惠基金法管辖。这种基金在行业里被称为

试水基金，就是说在成立对冲基金前可以成立这么个基金试

试水，在不受规管的自由里做好募资渠道和投资领域的调整。

我们有的客户设立的开曼基金是伞形基金，其下面既有封闭

式子基金也有开放式子基金，但是又不希望受开曼互惠基金

法的监管，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伞形基金下面只要有

一个子基金是开放式的，其所有的子基金的投资者人数按

照适用法需要以合计数目为准，这意味着其投资者肯定要超

过 15 人了，也因此必须受互惠基金法管辖。

6. 离岸基金的法律文件

并购基金的文件和并购的策略、基金期限、投资者的背

景、并购对象的行业特点、区域特点、退出路径等很有关系。

关于设立离岸基金需起草的文件，离岸基金的法律主体、投

资风格、投资方向、策略可以以千变万化的方式搭配，但其

成立的过程和需要的法律文件却基本一致，通常需要以下三

类文件： 基金销售性文件、基金宪法性文件和基金的各类

服务性合同。根据开曼法律，基金的销售性文件要包含足以

让投资者做出有充分知情的决定的所有重要信息。开曼基

金宪法性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基金的管理人团队及业绩介

绍、基金是开放式还是可封闭式的、基金的规模、投资方向（例

如投资于股权、证券、债券、期货、衍生品等）、投资策略、投

资限制 ( 例如单个项目投资不得超过基金资产的一定百分比

等 )、杠杆率、最低投资额、认购的方式和程序、净资产计算

的方法和频率、业绩提成的计算和分配、门槛利润率、绩效

收益追补、回拨条款、核心管理人事件发生、咨询委员会的权限、

新投资人加入、投资利益的转让、基金赎回的方式和程序、

基金利益冲突的披露、竞争基金的设立、基金的风险等。

7. 关于从事受香港 SFC 规管的活动

如果海外基金涉及在香港进行投资、资金募集、资产管理、

财务顾问、杠杆交易等，则其还应该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会（“SFC”）颁发的牌照。香港 SFC 共有十种牌照，

获得每种牌照都有特定的要求及流程。这些牌照对应的受

规管活动部分会相互交叉和包含，这是因为某类高级别的

受规管活动必然会涉及进行较基本的受规管活动。如果基

金管理人还没有持牌，则其在香港进行活动时应该尽量避

免涉及须持 SFC 牌照才能进行的受规管活动。

8. 离岸基金常使用特殊目的公司作为投资工具

离岸基金设立后进行投资亦需要设立离岸特殊目的公

司，其是跨国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介质和工具。离岸特殊

目的公司具有税务中性和活动自由的特点，使它特别适合担

任跨国资本流动的载体。例如在香港、BVI、开曼进行股权

投资都无须政府审批，没有外汇管制，股权转让亦无须缴纳

资本利得税，分红无需预提所得税等。做个形象一点比喻，

离岸特殊目的公司就像联系各国的一个管道系统，离岸层面

的资金可以在这些管道随意流动，各种法律关系可以任意重

组，不用担心税负。在交易完成、利润实现并且需将投资本

利汇入一个国家时，再按当地法律纳税。为了使总体税赋达

到最低，基金或其项目公司在发起、持有、投资和退出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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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均需聘请投资地的税务策划师进行专门的税务策划。举

一个粗浅的例子：如果在香港公司层面转让股权，会被征收

股权对价 0.2% 的印花税，但是若通过转让香港公司注册于

BVI 或开曼之母公司的股权的方式转让香港公司股份的实

益权和公司控制权，股权转让层面就避开了在香港的纳税义

务。

9. 香港 - 其他离岸地这样的架构受到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

和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的欢迎

根据前述的离岸基金的优点，再由于香港资本能够享受

其与中国大陆的税收优惠安排，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和境外

投资者投资境内都常使用香港 - 其他离岸地这样的架构（持

股方向根据情况或有变化）。在这种结构中，股权投资或转

让发生在哪个层面，对基金的股权交易的程序、时间表、尽

职调查过程也有影响。例如，转让设立在香港的特殊目的公

司的股权程序比较繁琐，需向香港公司注册处提交股权买卖

双方签署的转让文件（Instrument of Transfer）、买卖单

据（Bought and Sold Notes）、公司最新的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或最近六个月的公司管理账户，而转让开曼、BVI 特

殊目的公司的股权，只须向公司注册代理人提交一些格式文

件就可使股权转让在当天可完成。另外，在对特殊目的公

司尽职调查方面，香港公司（一般为私人公司，即 private 

company）比较透明，公司在设立时必须提交一系列的申请

表，公司周年日后的一定时间内必须向香港公司注册处进行

周年申报表登记，每年还需要向公司股东提交公司的年度财

务报表和董事报告。公众或一般债权人，在支付一小笔费用

之后，可以查看公司的相关登记信息（公司注册处的查询网

站为：www.icris.cr.gov.hk）。即对香港公司来说，任何人

都可以了解到公司某个历史阶段的股东、董事、秘书以及周

年申报表上记载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中不少是每年才法定

更新一次。而 BVI、开曼公司的股东名册和董事名册是完全

保密的，公众或一般债权人很难知道公司的股东或董事是谁。

因此，在转让开曼、BVI 股权的尽职调查方面，买方为确认

公司股东或董事的身份，通常的做法是要求公司的注册代理

人出具一份证书列明有关信息，这份证书被称为 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另外，开曼和 BVI 公司必须在其注册办公

室或注册代理人处保留一份担保登记表格，但是注册代理人

在出具 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 时并不会主动列明关于

公司资产被用于担保的情况，买方需要要求卖方与注册代理

人沟通将相关的担保信息列明在 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

中。另外，在考虑用哪个法域做基金投资的控股公司或者做

离岸公司的尽职调查时，也要特别注意注册在香港、BVI、

开曼等法域的公司在股权、资产质押登记及股权、资产质押

权人的优先权顺序和公示效力方面的差异非常大。这使得

整体买入资产的交易会有很大的法律风险，一定要聘请在跨

境交易方面已有建树的律师，对该类交易进行保驾护航。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壮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

加快。而中国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当仁不让成

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走出去主要形式就是海外收购。而如何

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包括法律、财务与商业）结合适用的境内外法

律设计合适的海外投资法律结构无意是决定海外收购成败的关键一

环。本文试图根据已有的上市公司海外收购案例对中国上市公司海

外收购的法律结构设计进行经验性的观察与总结。

（一）上市公司通过境外 SPV 全现金并购标的公司

先从此上市公司海外收购法律结构中最为简单的一种说起。

1. 方案操作

在此种结构中，上市公司通过现有自由资金或通过外部杠杆融

资以全现金方式收购。当然，即使在此结构中，直接以上市公司名义

收购境外标的资产的案例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通过其

设立在境外的控股子公司对境外标的资产进行并购。该结构的基本

思路是：由上市公司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 (SPV) 以全现金方式收购

境外标的资产（事实上，该设立 SPV 的间接收购方式在其余几种海

外收购法律结构中也均适用）。并购所需的资金一般来自上市公司的

自有资金、超募资金或者银行并购贷款，融资以及以上组合。境内银

行贷款融资成本较高，境外 SPV 可进行境外发债或过桥贷款。通常

而言，设立 SPV 的一般地域根据投资并购目的地不同而不尽相同，

比如非洲通常为毛里求斯、欧洲通常为比利时 / 荷兰 / 卢森堡、东南

亚通常为新加坡等，而且实践中出于避税或隔离法律风险目的会设

多层的 SPV 结构。该方案操作具体如下图：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的法律结构设计
 文  /   张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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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主要有下列优势：缩短境外审批部门对并购交易

审核的时间（该优势在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目前取消对上市公司

全现金重大收购的审批要求背景下尤为突出）；可利用控股

子公司 (SPV) 所在地政策享受税收上的优惠 , 节约税收成本；

可利用控股子公司（SPV）隔离风险并可方便退出；对于有资

产变现需求的出售方而言，全现金收购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在《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修订后，上市公

司使用现金收购即使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再需要中国证监

会上市部审批，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该方案本身的主要缺

点对收购方而言，对其资金实力或借贷能力要求较高，而且

也增加了收购方的资金风险、财务成本费用和债务压力 1 ；对

于欲共同分享中国概念升值的战略出售方而言，其可能更愿

意在出售后继续持有中国概念公司相关股权权益为对价而非

一次性套现走人，因此全现金收购反而更缺乏吸引力。因此，

更多的是采取现金和股权相结合的中庸之道。

2. 相关案例

（1）中金岭南参与收购澳大利亚先驱资源公司股权

2007 年的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较

早的全面要约方式海外收购境外上市公司案例。本次收购为

由中金岭南联合印度尼西亚安塔公司（简称“安塔公司”）

收购进行。中金岭南属铅锌行业采、选、冶一体化的大型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印度尼西亚安塔公司（简称“安塔公司”）

是一家印度尼西亚国有控股上市的金属矿业企业，持有多

个矿山经营和勘探项目。安塔公司是先驱公司主要资产印尼

达里项目公司的股东之一，持股比例 20%。澳大利亚先驱资

源公司（简称“先驱公司”）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的矿产资源勘探和开发企业。先驱公司的主要资产

为高品位的印尼达里铅锌项目（先驱公司占 80% 的权益）。

中金岭南通过与安塔公司（联合收购方）在新加坡合资设立

Tango 公司（特殊目的公司），中金岭南在 Tango 公司的出

资比例为 60%，安塔公司占 40%，以 Tango 公司为实施主

体收购先驱公司股权，向先驱公司发出有条件全面收购要约。

先驱公司的股权合计为 2.02 亿股，安塔公司为先驱公司在

达里项目的合作伙伴，持有 20% 的项目权益，达里项目其余

80% 的权益由先驱公司持有。中金岭南拟采取现金收购的

方式，本次收购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根据框架协议，安塔公司必须以双方同意的代价转让其所持

有先驱公司股份予 Tango 公司。双方同意与 Tango 公司达

成协议，向其提供债权和 / 或股权融资，以满足本要约所需

全部金额。

在此案中，在交易结构考虑上，根据聘请的海外并购律

师和税务机构的专业意见，联合要约将通过一家特殊目的公

司 (SPV) 以场外收购竞标形式实现，在新加坡设立 SPV 公

司（即 Tango 公司）能够较好地在税务上维护投资双方的

利益。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关于框架协议，中金岭南与安塔公司的联合要约受制于

多项要约先决条件。安塔公司和中金岭南签订框架协议，明

确双方协议设立 Tango 公司以提出对先驱公司的要约，并

明确了双方对 Tango 公司、先驱公司和达里公司的未来管

理层的意向。安塔公司必须以双方同意的代价转让其所持有

先驱股份予 Tango 公司；双方同意与 Tango 公司达成协议，

向其提供债权和 / 或股权融资，以满足本要约所需全部金额。

关于相关方批准，安塔公司股东就收购先驱公司股票

事宜通过所有所需的该等决议；中金岭南就收购先驱股票

事宜通过所有所需的该等决议；澳大利亚联邦财务部长根据

《外资收购与并购法案（第 C 稿）》同意收购方根据本要约

收购先驱股票。该案例操作具体如下图所示：

（2）海普瑞现金收购美国 SPL 公司

海 普 瑞 拟 通 过 在 美 国 设 立 的 全 资 子 公 司

HEPALINKUSAINC.（简称“美国海普瑞”）以现金方式向

交易对方收购 SPL Acquisition Corp.（简称“SPL”）全部

股权，并向 SPL 的债权人支付款项以偿还 SPL 的特定债务，

同时形成美国海普瑞对 SPL 的债权。海普瑞《关于公司以

现金方式实施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等内容已经获得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获得国家发改委备案，且公司对美

国海普瑞的增资已经获得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核准。

交易所涉及资金的来源如下：部分由海普瑞以其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超募资金对美国海普瑞增资；部分由海普

瑞以自有资金贷款给美国海普瑞；其余部分由境内银行出具

融资性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美国海普瑞凭借融资性保函或备

用信用证向境外银行 / 离岸银行申请贷款，海普瑞以连带责

 1 比如就成本费用而言�在全现金海外收购中�为本次收购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
如审计�评估�咨询费用�应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从而直接影响收购方净利润�
当然�为降低该等风险�成本费用和压力�现金对价通常并非在交易时一次性支
付给对方�可能设定为多笔�甚至在交割后一定期限内满足相关对赌



任保证的方式为此提供反担保。

（二）上市公司先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再并购标的公司

1. 方案操作

该方案的基本思路是：由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再通过设立境外子公司 (SPV) 以全现金方式收购境外标的

资产。并购所需的资金来自定向增发募集。具体操作如下图

所示：

显然，此种结构与第一种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多一层定

增募集资金的流程和程序，其好处在于避免动用现有资金的

财务成本费用 2 或外部杠杆融资的压力，而且理论上通过定

增可以进一步做大增厚上市公司资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

低后续进行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借壳规定适用的风险，

但定增额外增加了监管部门关于定增的专门审核流程，因此

可能增加上市公司海外收购的时间成本而且定增审核理论

上也存在不能通过审核的风险，当然，随着定增审核市场化

改革，上市公司通过定增进行海外收购的流程会大大加快。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以公开增发的方式进行海外收购

的案例较为罕见，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再融资相关办法规定并无募集资金用于海外收购的特定限

制，我们初步理解，不排除由于海外收购存在的较大法律风

险该规定在实际执行上监管部门出于保护公众投资者的目

的而予以特别限制，但是否会随着注册制的放开而予以放宽

尚待观察。

2. 相关案例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进行海外收购的案例如下：

（1）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用于收购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滨里海盆地的石油开

发企业马腾公司 95% 的股权。

（2）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

资金，以收购加拿大普康公司 60% 股权以及白俄纸浆厂工程

建设项目。

（3）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式募集资金（不超过 6.71 亿元），投入募集资金于以下

项目：通过上工欧洲投资德国百福公司和德国凯尔曼公司及

其关联公司项目，研发和生产自动缝制单元及电控系统项目，

发展现代家用多功能缝纫机项目，建立完善集团内企业信息

化管理系统（ERP）项目。

（4）国创能源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9.5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1、向帝普矿投增资，帝普矿投

向寻标公司收购 TPI 公司；2、补充流动资金。

（三）上市公司大股东 /PE 并购基金先收购标的公司，

而后上市公司通过定增收购标的公司

1. 方案操作

该方案可采用两步走的方式，即：第一步，由上市公司大

股东 / 母公司或并购基金收购境外资产；第二步，再由上市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该资产或定增融资并收购的方式将

境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具体交易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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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购方以发行股份作为收购的支付对价�与所发行股份相关的佣金和手续费可
冲减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从而不影响收购方的当期损益和净利润�

该方案优势为：由大股东先行收购避免上市公司复杂决

策流程和信息披露监管要求，避免贻误收购时机，缩短交易

时间；化解上市公司直接面对境外并购的风险；而后通过增

发增加了上市公司收购的资金实力，为上市公司提供多元化

的支付手段。该方案存在的弊端为：对控股股东的资金实力

具有较高的要求，并提高了其资金成本（因控股股东为非上

市公司难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存在被股东大会否决

的风险；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风险以及定增情况

下的发行风险。均胜电子的海外并购系采用由大股东先行收

购德国普瑞的方式。但在由控股股东先进行收购的结构方案

中，需注意由此产生的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由此设计此种

结构方案时，通常需由控股股东作出该等收购的境外资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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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会与上市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类文件而将相关资产

业务委托给公司运营管理并向上市公司支付委托管理费用。

2. 相关案例

（1）卧龙电气

上市公司卧龙电气向其控股股东卧龙控股的全资子公

司卧龙投资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香港卧龙

100% 的股权。其中，卧龙电气通过向卧龙投资发行股份购

买其持有的香港卧龙 85% 的股权，同时支付现金向卧龙投

资购买其持有的香港卧龙 15% 的股权。卧龙控股通过卧龙

投资透过若干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 ATB 驱动股份

98.926% 的股权。此次交易完成后，卧龙电气将通过香港卧

龙控制 ATB 驱动股份。本次交易前，ATB 驱动股份与卧龙

电气同受卧龙控股控制。在收购完成后，卧龙控股进行了一

系列整合措施，卧龙电气受托管理 ATB 驱动股份后，也对

其实施了有效管理。

（2）博盈投资

上市公司博盈投资向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

“英达钢构”）以及长沙泽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5 家创投机构发行 3.14 亿股，募集资金 15 亿元。其中 5

亿元用于购买武汉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武汉

梧桐”）100% 股权，3 亿元向武汉梧桐的全资子公司 Steyr 

Motors GmbH（简称“Steyr Motors”）增资，3 亿元投

向公司技术研发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收购完

成后，武汉梧桐成为博盈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增发将导

致博盈投资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英达钢构将以 15.21%

的持股份额成为博盈投资新的实际控制人。博盈投资此次募

资超出了自身的资产规模 (7.5 亿元 ) 和当时的市值水平 (12.53

亿元 )。硅谷天堂首先由其孙公司武汉梧桐斥资 2.84 亿元收

购 Steyr Motor 的 100% 股权，再将武汉梧桐整体以 5 亿

元出售给博盈投资，溢价 76%。同时其子公司天津恒丰以 2

亿元参与博盈投资增发认购，因而获得了重组后的博盈投资

7.61% 的股权。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且已经提前锁定

认购方，其审批环节及流程将大为缩减，方案推行的难度要

小得多。而由武汉梧桐先行收购 Steyr Motors 的 100% 股权，

扫除了海外收购的政策性障碍，博盈投资不再需要取得境内、

境外政府部门的其他同意、许可或核准。同时，博盈投资本

次非公开发行不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也不属于向同一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形。长沙泽

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 5 家创投机构入股博盈

投资，成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投资者，但不参与公司管理，预

期未来退出时获得十多倍甚至几十倍的投资收益。在这次交

易中，英达钢构一跃成为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硅谷天堂

也凭借着其过人的资本运作水平大赚一笔。本案例的交易设

计上，前端跨境并购海外资产、中间定向发行及控制权变更

和最后购买、处置标的资产之流程可谓一气呵成。具体如下

图所示：

100% 100% 98.626%

其他值得关注的案例还有天齐锂业收购澳洲泰利森锂

矿项目。天齐锂业通过以下三步实施该海外收购：第一步，

天齐锂业控股股东天齐集团通过子公司天齐集团香港收购

文菲尔德（系天齐锂业专为收购泰利森设置的持股公司）

的 65% 股权；第二步，天齐锂业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发行

对象全部为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31.29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占发行完成后的总股本

比例为 43.19%，上市公司 2012 年总资产额 15.69 亿元。第

三步，天齐锂业用募集的资金向控股股东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文菲尔德所有股权，完成整个交易。

3. 方案延伸 - 大股东或 PE 并购基金与上市公司先同

时收购境外公司部分权益，再将剩余境外公司剩余权益继

续注入上市公司

该方案为改进方案，采用两步走：第一步是由大股东或

并购基金与上市公司同时收购境外标的资产，通常上市公司

先参股，以保证上市公司的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第二

步是上市公司再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将境外标的

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该方案吸收了方案三的优点，并有

效地弥补了方案三当中收购方案在实施第二步时被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否决的风险的不足，也能相对缓解上市公司的并

购融资压力。[ 逐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解和磨合，待时机成

熟后再采取进一步收购，这样可以通过收购节奏灵活安排

来控制交易风险，同时又锁定交易 ]



而且，在上述并购基金中，上市公司也可能先参与设立

该并购基金，由该并购基金购买海外公司，而后上市公司再

接盘 PE 完成对海外公司的收购。该模式步骤为：第一步，由

上市公司参与共同发起设立 PE 作为“桥梁”，由该 PE 购买

海外资产；第二步，上市公司从 PE 手中接盘完成收购，从而

实现对海外目标资产的收购。“商 + 投”联动的成功案例较多，

例如蒙牛乳业在 IPO 之前就获得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和

英联投资三家 PE 的过桥投资，改善了其财务结构，从而顺

利地在香港上市。“PE+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模式主要指 PE

私募基金认购上市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共同设立并购基金

进行海外收购或 PE 联合上市公司进行海外收购。这一投资

模式有利于上市公司产业资本借助资本杠杆以小博大同时有

效控制自身投资风险，体现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效结

合。较早的案例有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 CIFA 项目。该项目

整体并购对价为 5.1 亿欧元；而中联重科只需动用自有资金

5000 万美元，其奥秘正在主要依赖于联合高盛公司和弘毅

投资进行的联合收购。

最近的案例是上市公司天保重装的海外收购案例。天保

重装于 2015 年 5 月 1 日发布定增预案，拟以 26.58 元每股

的发行价，向实际控制人邓亲华以及长城国融、光大资本、

天风证券、东海瑞京 - 瑞龙 11 号等发行不超过 3762.23 万

股，募资 10 亿元，其中 4.7 亿元用于收购美国环保设备制造

商圣骑士公司 80% 股权及圣骑士房地产公司 100% 股权，

剩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融资租赁款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本次交易，天保重装的本次海外收购将采取两步走的方

式：第一步，由上市公司与东证融成共同发起设立东证天圣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东证天圣”），

东证天圣还设立了圣骑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SPV1”），

SPV1 于 2015 年 4 月 2 日 在 美 国 独 资 设 立 Centrisys 

Capital, Inc（简 称“SPV2”），先由 SPV2 收 购 圣 骑 士公

司 80% 股权及圣骑士房地产公司 100% 股权；第二步，由天

保重装通过此次定增募集资金从东证天圣处受让 SPV1 的

100% 股份，从而实现对美国目标资产的收购。美国圣骑士

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应用于市政、石油石化、矿山、电力等领域

的污水污泥处理。圣骑士公司已签订在执行的产品制造订单

达 4000 万美元。此外，对圣骑士房地产公司的收购，则主要

是由于圣骑士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厂房产权归属

圣骑士房地产公司所有，收购可保证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目前，圣骑士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圣骑士公司一致，均

为德籍自然人 Michael Kopper 和瑞士企业 ABG Holding 

AG 各占 50%。天保重装采取“商 + 投”联动的模式。作为

本次海外并购的“桥梁”，东证天圣由东证融成作为普通合

伙人认缴 4.7 亿元，天保重装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3000 万

元共同设立。东证融成股东为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即东北证券旗下公司。东北证券的参与，使得海外并购的成

功率有所提升。该案例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四）非典型结构：跨境换股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跨境换股分为直接和间接的两种，直

接跨境换股是指上市公司直接对目标公司的出售方股东定向

增发股票并以此为对价收购境外目标公司，间接跨境换股指

上市公司间接通过（境外）SPV 子公司发行股份并以此为对

价收购境外目标公司。跨境换股最大特点是以股权作为支付

对价避免了现金支付的压力与税务成本，在一些涉及金额重

大交易中其优势就极为突出，但其缺点在于收购主体和目标

公司都需要相关股东大会审议，而且境内主体公司股权比例

在换股后也会被稀释。跨境换股由于需适用《关于外国投资

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跨境换股规定的较严格的适用条

件、审批和法律规管，因此类似案例市场上并不多见，目前上

市公司海外收购涉及的跨境换股主要为间接的跨境换股，比

较有代表性的有天津港集团与天津港发展，中石油与昆仑能

源等案例。以下试举前者为例。

天津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港集团”）是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港股份”）的控股股东。天

津港集团由天津市国资委持有 100% 股权和管理。天津港股

份于 1992 年底股份制试点成立，1996 年 6 月 14 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天津港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港

发展”）于 2005 年 8 月 26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控股股

东为天津发展。天津发展的控股股东及天津港发展的最终

控股股东为津联集团有限公司。津联集团有限公司为 1979

年 10 月 19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天津市

政 府控制并 持有 100% 股权。在该案中，天津 港发展通过

其全资子公司显创投资收购天津港集团持有的天津港股份

56.81% 的股份。天津港集团与天津港发展、显创投资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在收购对价方面，现金对价部分由天津港发展

以其自有现金资源、银行贷款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筹集；股

份对价部分，即人民币 6,196,397,649.115 元，由天津港发

展以单价 2.0916 港元 / 股，向天津港集团境外子公司发行

3,361,605,403 股普通股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完成后，天

津港集团将通过其境外子公司持有天津港发展不低于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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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成为天津港发展的控股股东；而天津港发展将通过

显创投资持有天津港股份 56.81% 的股份。天津港集团对天

津港股份的实际控制地位未变。通过该交易，天津港发展将

成为由香港上市国有红筹企业并购国内上市 A 股企业控股

权的“第一人”，实现了天津港港区内两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资

产整合。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当然，在此种跨境换股中，存在相互参股、混合并购的

情形，其最终结果是境内上市公司入股 / 收购了境外公司，

而境外公司也入股 / 收购了境内公司。但需要注意的是，类

似跨境换股操作需适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

定》（“10 号文”）第四章关于跨境换股的专门规定，根据

我们的观察和 10 号文的要求，该实践操作目前主要限于间

接的跨境换股并购，直接的跨境换股并购目前仍未发现，而

且该间接的跨境换股也主要局限于：（1）并购方为中央企

业（或其关联境外实体）；（2）并购方与被并购方为关联企业；

（3）境外被并购方为上市公司。

（五）内保外贷：收购结构中的融资结构安排

在全现金收购或部分现金收购情况下，在收购方自有可

调用现金不足以覆盖收购对价时，通常需要外部融资。其或

是以股权方式引进外部投资人（通常为 PE 机构）或是以债

权方式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融资，或是以上两种结构的结合。

在此仅以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收购运用的比较多的内保外

贷为例。内保外贷是指由企业内部的总公司给银行担保，银

行在外部给企业解决贷款问题。担保形式为：在额度内，由

境内的银行开出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为境内企业的境外公司提

供融资担保。内保外贷可以满足企业境外融资需求，降低融

资成本，操作简单便捷。具体如下图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2014 年 5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跨

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汇发 [2014]29 号），该规定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推动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从事前审批

转向事后监管。关于内保外贷的主要管理内容有：（1）取消

内保外贷额度管理监管方式，废止跨境担保的事前审批要求；

（2）取消不必要的资格条件限制。除普遍适用于所有机构

的一般性限制条款外，取消针对特定主体 ( 担保人、被担保

人资产负债比例或关联关系要求 ) 或特定交易的资格条件

限制；（3）取消担保履约核准。银行可自行办理对外担保履约，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凭担保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履

约；担保履约后形成对外债权的，应办理对外债权登记；（4）

境内个人可以从事内保外贷，参照非金融机构管理。

上市公司海外收购不仅因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本身而

涉及严格的证券法层面的法律和监管和审批程序（包括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以及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同时因海外投资收

购涉及至少 2 个以上司法辖区法律规管和（包括相关行业、

外资准入以及反垄断审查）审批部门的审批，因此，上市公

司海外收购可能是所有并购交易所需时间最长、难度最高、

法律风险最高，成功率也是最低的一种。一个完整的并购必

然经历从前期的准备（主要为确定标的公司、聘请中介机构）

到交易的执行（尽职调查、估值与收购结构方案设计以及收

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的谈判与签署）直至后续的交割以及交割

后的整合漫长的过程，本文根据已有案例选取交易结构法律

设计者其中一个环节进行经验性分析，但在实务操作中，上

市公司无疑应当坚持合法性和合目的性原则，在适用的境内

外法律法规框架之下，兼顾自身和目标公司（及其股东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方）实际情况和诉求，在专业顾问的协助下调查、

评估、设计选择法律风险最低和财务、税务成本最小的海外

收购结构。

因此，本文列举已有上市公司海外收购法律结构也并非

一成不变，可能继续演化，可能相互结合，在这其中，新的海

外收购交易的法律结构将不断产生。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

逐渐扩大。2013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371.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7.6%，新签合同额 171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6%。1

相应地，对外承包工程劳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并且向多元化发展，

除了包含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和对外劳务合作项下外派劳务在

内的国内劳务外，还包括项目所在国当地的劳务以及第三国劳务。笔

者将对上述四类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所涉及的合同的订立、法律适用以

及薪酬福利和保险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

一、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

1. 合同的订立

根据《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管理暂行办法》（商合发〔

2005〕726 号）的规定，“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是指具有对

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企业（下称“对外承包工程企业”2）向其在

境外签约实施的承包工程项目（含分包项目）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经

济活动，所派各类劳务人员（下称“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

受雇于该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而非外方雇主。

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外承包工

程企业已有的内部员工，主要被派往项目所在地负责项目管理工作；

二是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因项目需要直接或通过中介机构临时招用的人

员，如通过中介机构招用劳务人员，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必须选择依法

取得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且应当与中

介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不论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人员属于上述

何种类型，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均应根据《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527 号）的规定与外派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向

外派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和支付报酬，履行用人单位义务，负责保护外

派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且对外派人员进行安全防范教育和应急

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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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适用

由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与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及争议解决应适用中国法律，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作为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中国法律为外派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缴纳个人

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项目所在国（如欧盟国家）的劳工法

往往也同样适用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外派的中方员工，尤其

是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劳动

基准方面。如果中国和项目所在国在强制性的劳动标准方面

规定不一致，为避免纠纷和矛盾，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最稳妥

的做法是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适用最有利于外派人员

的规定。另外，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可能还需要按照

项目所在国的法律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中

国和项目所在国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或税收协定，则可以按

照该双边协定办理。3 

3. 薪酬福利和保险

为了调动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的积极性，且为其

在海外工作提供充分的保障，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制定完

善的薪酬福利计划，并依法为外派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和商

业保险。

在薪酬福利方面，除了基本工资、浮动奖金、年终奖等

常规项目以外，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根据工作岗位、工作地

区、工作环境以及赴境外连续工作时间等因素提供相应的外

派津贴和补贴，如岗位津贴、现场作业津贴、地区津贴、海

龄补贴和安全风险补贴等。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还需要为外派

人员提供住房和就餐补贴、探亲休假差旅费、随行子女教育

费、健康体检、安家费补贴等福利待遇，并应通过劳动合同

和企业相关的规章制度予以明确。此外，根据《商务部关于

切实做好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商合函 (2008)11 号】的规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在其

与外派劳务人员已签及新签劳动合同中充分考虑汇率因素，

并采取固定汇率等有效措施保证外派劳务工资不缩水。需要

注意的是，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国居民需

要就其全球收入纳税，因此，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在

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收入除了可能需要在项目所在地纳税之

外，还需要按照中国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根据中国和项目所在国的所得税规定为

外派人员进行税务筹划，避免双重征税，并降低整体税负。

在社会保险方面，由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与外派人员之

间存在中国法律项下的劳动关系，因此，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应当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为外派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同时，

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可能也需要根据项目所在国的

规定在当地参加社会保险，如果中国和项目所在国签署了双

边社保互免协定，外派人员社会保险的缴纳可以按照双边协

定执行。此外，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如果外派人员依据项目所在国的规定应当参加当地工伤保险

的，在参加当地工伤保险期间，其国内的工伤保险关系可以

中止；不能参加当地工伤保险的，其国内工伤保险关系不可

以中止。在商业保险方面，首先，根据《对外承包工程管理

条例》的规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再者，由于我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

条规定，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因此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需要为外派人员购买海外医

疗保险。另外，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按照项目所在国的规

定购买雇主责任保险，如果项目所在国不强制实施雇主责任

保险，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也可以自愿购买，以减轻其潜在的

赔偿责任。

二、对外劳务合作项下的劳务

1. 合同的订立

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0 号）

的规定，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下称“对外劳

务合作企业”）可以组织劳务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为国

外的企业或者机构（以下统称“国外雇主”，即“东道国雇主”）

工作。又根据商务部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加

强对外投资合作在外人员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国

外雇主包括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为了避免

承担雇主责任，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便通过对外劳务合作的

方式使用国内普通劳务人员，如建筑工人。在这种用工模式下，

实务中，各方通常按照以下方式建立合同关系、承担义务 4 ：

(1)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作为国外雇主

与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签订《劳务合作合同》，由对外劳务合

作企业向其派出劳务人员，人员招收和境外管理由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负责。《劳务合作合同》应载明与劳务人员权益保

障相关的事项，包括：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

息休假；合同期限；劳动报酬及其支付方式 ；社会保险费的

缴纳；劳动条件、劳动保护、职业培训和职业危害防护；福

利待遇和生活条件；劳务人员在国外居留、工作许可等手续

的办理；劳务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因国外雇主原

3  目前，中国和德国、韩国以及丹麦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7  在一定条件下，申报人也可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请提前
终止等待期。
4  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可以由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
员签订劳动合同，再将劳务人员派往境外，但是实务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对外
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签订服务合同，再由国外雇主与劳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或雇佣合同。



因解除与劳务人员的合同对劳务人员的经济补偿；发生突发

事件对劳务人员的协助、救助；违约责任等。

(2)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订立书面服务合同，载

明《劳务合作合同》中与劳务人员权益保障相关的事项，以

及服务项目、服务费及其收取方式、违约责任。对外劳务合

作企业应当安排劳务人员接受赴国外工作所需的职业技能、

安全防范知识、外语以及用工项目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相关法

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知识的培训。

(3)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按照项目所在

国当地的法律规定与劳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而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其境外企业承担相

应的雇主责任。

2. 法律适用

上述用工模式涉及多方主体且合同性质各异，因此，各

方权利义务关系及争议解决所适用的法律也不尽相同：

（1）劳务人员和国外雇主

对外劳务合作项下的劳务人员最终与国外雇主签订劳动

合同或雇佣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争议解决应适用项

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如果劳务人员与国外雇主发生矛盾，

劳务人员可以根据和国外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与

国外雇主进行交涉，也可以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或按照当地

法律规定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另外，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

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

益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务人员

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约定义务、赔偿损失；劳

务人员未得到应有赔偿的，有权要求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协助劳务人员向国外

雇主要求赔偿的，劳务人员可以直接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要

求赔偿；劳务人员在国外实际享有的权益不符合用工项目所

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规定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协助劳

务人员维护合法权益，要求国外雇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赔偿损失。

（2）劳务人员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

劳务人员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之间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签

订服务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争议解决适用中国法律。

双方产生纠纷的，可以根据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协商解决，

也可以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3）对外合作企业和国外雇主

对外合作企业和国外雇主之间订立的《劳务合作合同》

属于涉外民事合同，因此与该合同有关的法律问题可以适用

我国涉外合同的规定。我国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

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根据该规定，对外

劳务合作企业和国外雇主可以在《劳务合作合同》中选择适

用法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劳务合作合同》中涉及与劳

务人员权益保障相关的事项，一些国家对选择适用法律存在

限制，不允许通过选择法律剥夺劳务人员依照项目所在地法

律应当获得的强制性保护。另外，如果我国与项目所在国同

为有关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在处理对外合作企业与国外雇主

之间的劳务争议时，应优先适用公约的相关规定，以避免两

国的法律冲突。

3. 薪酬福利和保险

对外劳务合作项下劳务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由国外雇主

提供，除了工资和加班费以外，一般还包括伙食、住宿、煤

气和水电费、上下班交通费、出国和回国的机票、医疗保险等。

国外雇主还应当按照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规定为劳务人员

缴纳个人所得税、办理社会保险。例如，由于中国尚未与印

度签订双边社保协议，根据印度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ct (EPF&MP Act) 

1952（2008 年 10 月 1 日和 2010 年 9 月 11 日两次修订）的

规定，在印度工作的中国劳务人员须依法缴纳 PF，缴费数额

为劳务人员境内外全部收入的 25.61%（其中个人 12%，企

业 13.61%），企业延期缴纳的则根据延期时间按应缴纳额的

17-37% 处以罚款和罚息。另外，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

条例》的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为劳务人员购买在国

外工作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也可以与

国外雇主约定由国外雇主为劳务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项目所在国当地的劳务

1. 合同的订立

由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并且项目所在国出

于对其本国就业的保护，往往对劳务输入有严格的限制，因

此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考虑，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不得不充

分利用项目所在国当地的劳务。 使用项目所在国当地劳务的，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应严格按照当

地的法律规定与当地劳务人员订立合同。例如，在海地，劳

动合同期限包括固定期限和不固定期限，对于不固定期限的

合同，雇主和劳动者均有权随时解除；在土耳其，雇主与劳

动者建立一年或一年以上劳动关系的，应当在 2 个月内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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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劳动合同。在与当地劳务人员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应对

其资历进行严格的审查，并可根据需要安排相关的技能测试

和体检。与当地劳务人员签订的合同应采用统一的范本，尤

其应在工资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等方面约定统一的标

准，以避免纠纷。根据当地的规定，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

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可能还需要与工会就薪酬水平、加班

费率、休息休假、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劳动纪律以及合同终

止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集体合同。

部分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为

了确保当地劳务人员的质量，会在劳务人员进场后安排一定

期限的试用期，在适用期合格后才与其签订正式的合同，如

果没有通过试用期则为劳务人员办理退场手续。这个过程非

常容易产生争议和矛盾，也容易引发劳务人员的不满情绪，

因此，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应当事

先制定明确的录用条件、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并以书面方

式告知当地劳务人员。

2. 法律适用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在项目所

在国招用当地劳务人员，并按照当地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形

成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争议解决应

适用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项目所在国往往有严格的劳工

法和社会保障法以及强大的工会组织，而这些法律规定以及

工会状况与中国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其中，有些国家

和地区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风俗习惯来管理劳工工作的。

对当地劳务的管理不当不仅可能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处罚，

还可能引发集体劳资纠纷和罢工，甚至可能导致恶性群体性

事件，尤其在经济落后或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不但

会给对外承包工程项目造成巨大损失，也会损害中国及中国

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因此，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

企业和项目部应当熟悉并严格遵守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法

规及惯例，还需要了解、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避免潜在的

风险。

3. 薪酬福利和保险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为当地

劳务提供的薪酬福利首先要符合当地的法律规定，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其次，还要结合当地的劳动力状况和

市场薪资水平进行综合考虑。例如，在加纳，当地技能人才

比较缺乏，可能难以临时招募到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所以

通过津贴、奖金等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待遇激励并留住已有

的当地劳务人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确定合理的工资支付时间并确保工资按时发放至

关重要，拖欠工资极易引发纠纷、导致停工。而且，当地劳务

人员由于一开始并不信任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

企业或项目部，可能会要求每日结算工资，长此以往无疑会

大大增加中国企业和项目部的负担，也不利于劳务人员的稳

定。如果能确保按时发放工资，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与当地

劳务人员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并改为按月发放工资或遵照

当地的规定和惯例实行周薪制。若确实因账户冻结、资金高

度紧张等原因而导致无法及时发放工资，也应及时和当地

劳务人员进行沟通，防止发生纠纷。

在当地劳务人员因试用期不合格、被终止合同或辞职的

情况下，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需为

其办理工资结算和其他退场手续。其中，工资结算中因情况

不同所涉及的款项也不相同，除了正常工资以外，还需要结

清加班工资、未休年假折薪、离职补偿以及根据当地法律规

定与和劳务人员的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的其他费用。如果集体

合同中有相关的约定，还应严格按照集体合同执行，并向当

地劳务人员进行充分解释，必要时，可以请当地劳动律师或

管理人员参与沟通和协调。

    

在保险方面，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

目部应当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为当地劳务人员办理强制性

的社会保险，确保人力资源管理的合规，同时可根据当地法

律规定和自身需要购买雇主责任险，以及为员工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以分散其潜在的赔偿责任，保

障当地劳务人员的利益。

四、第三国劳务人员

1. 合同的订立

除了招用项目所在国当地的劳务人员外，我国对外承包

工程项目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三国劳务，以解决中国国内

劳动力紧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例如在麦加麦地那高

速铁路专线项目中，就使用了大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的劳务，保证了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顺

利实施。

在这种用工模式下，一般由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

立的企业和项目部通过第三国劳务所在国的中介公司招聘第

三国劳务。由于项目所在国往往对外国劳务设置了较高的准

入门槛，在招聘过程中，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

业和项目部应根据项目所在国劳工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对应

聘人员的年龄、工作经验、工作技能等相关资质进行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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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好聘用第三国劳务人员以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

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需按照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规定与

第三国劳务人员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对于来自同一国家的第

三国劳务人员，应采用统一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范本，并

对工资标准及其支付时间、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加班费的

计发、违纪处罚、辞职回国的路费承担、争议处理等进行统

一约定。合同订立以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

业和项目部需要为第三国劳务人员申请劳务许可、办理就业

手续，并提供相关培训。

2. 适用法律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在项目所

在国使用第三国劳务，并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与第三国劳务

人员订立劳务用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争议解决应

适用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项目所在

国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应当严格按照项目所在国的法律规定

使用和管理第三国劳务人员，并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缴

纳个人所得税。另外，第三国劳务人员本国与强制社会保险

和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法律规定也会适用于第三国劳务人员。

3. 薪酬福利和保险

由于第三国劳务人员收入水平通常较低，优厚的薪酬福

利待遇是激励第三国劳务人员高效工作的重要途径。为此，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除了应确保

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和加班费以外，还应制定多种激励方案，

提供绩效奖金、安全奖、全勤奖等奖励，并对第三国劳务人

员的食宿费用、交通费用、来往其本国的机票费用等做出妥

善安排。由于第三国劳务人员在项目所在国期间的收入除了

需要按照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规定纳税外还需要按照其

本国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

的企业和项目部可以根据第三国劳务本国和项目所在国的法

律规定及双边税收协定为第三国劳务人员进行税务筹划，避

免双重征税，并降低整体税负，以此更好地激励第三国劳务

人员。

在保险方面，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

目部应按照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规定为第三国劳务人员办

理社会保险，如果项目所在国和第三国劳务本国签署了双边

社保协定，则可按该双边协定执行。此外，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和项目部可以为第三国劳务人员购买境

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并购买雇主责任险，以保

障第三国劳务人员的权益，并减轻自身潜在的赔偿责任。

五、结束语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使用的劳务种类多样，关系复杂，

稍有不甚便可引发矛盾和纠纷。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严格

遵守中国和项目所在国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

惯，并通过合同明晰各方权利义务，严格执行合同条款，保障

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避免潜在的风险。必要时，可以聘请当

地劳工律师协助建立合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聘用当地熟

悉劳动人事法律法规及惯例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并建立定

期审计制度，为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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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斌，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90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

系，1993 年开始律师执业。现

任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四川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四

川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

曾任第五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委员会委员。2005 年 6 月被

评为全国优秀律师，2012 年至

2015 年连续被钱伯斯评为商事

法律服务领域第一等级的领先

律师。

樊斌（合伙人）

成都办公室
E-mail: fanbin@zhonglun.com

电话：86(28) 6208 8088

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

伦”）作为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业”或“公

司”）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天齐锂业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收购澳大利亚泰利森锂业有限公司（Talison Lithium Limited，后

更名为 Talison Lithium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项目提供

了全程法律服务。本项目于 2014 年 1 月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2014

年 2 月完成股票发行并募集资金 31 亿元，2014 年 5 月完成目标公司

的交割。

泰利森是一家股票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澳大利亚

公司，其拥有目前世界上正在开采的、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

矿——西澳州格林布什锂矿，是目前全球最大固体锂矿拥有者及供应

商，并拥有全球锂资源约 31% 的市场份额，供应了中国国内约 80%

的锂精矿。本次收购涉及的总金额高达 50 多亿元人民币，是四川省

企业迄今金额最大的海外并购案，它的完成确保了我国企业在国际锂

资源市场的话语权，同时使天齐锂业由一家单纯的锂加工企业升级转

型为掌握大量优质锂矿资源及拥有锂矿采选加工、锂系列产品深加工

及销售于一体的跨国锂业公司，跻身世界锂行业龙头，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2015 年 3 月 24 日，中伦亦凭借本项目荣获“首届中国并购 

金梧桐奖——并购重组最佳创新服务”大奖。

一、项目背景及过程

（一）项目背景

2012 年 8 月 23 日，美国洛克伍德公司（以下简称“洛克伍德”）

宣布全面收购泰利森普通股股权。在此之前，天齐锂业生产所需的几

乎全部锂精矿原料均来自于泰利森，如果泰利森被洛克伍德收购，包

括天齐锂业在内的国内锂矿加工企业都将带着镣铐跳舞。因此，为确

保公司原材料供应安全，并基于阻止措施突然性、融资便利、监管部

门审核及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因素，天齐锂业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决定首先以天齐集团境

外子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市场实施拦截式收购，当天齐集团直接

或间接持有泰利森股权达到 19.99% 时，再与泰利森谈判协商收购剩

余 80.01% 的股权；在天齐集团自筹资金完成收购后，再通过天齐锂

业自资本市场募集资金购买资产的方式将泰利森纳入上市公司。

天齐锂业海外并购泰利森项目案例
分析与总结

 文  /   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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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过程

1. 第一阶段：天齐集团实施拦截，成功阻止洛克伍德，

并与泰利森达成收购协议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9 日，天齐集团通过其在香港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Tianqi Group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天

齐集团香港”， 原名 DML Co.,Limited）在澳大利亚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

菲尔德”）采用二级市场收购及场外交易等方式合法持有泰

利森 19.99% 的普通股股份，对洛克伍德继续收购泰利森设

置了障碍。

2012 年 12 月 6 日， 文 菲 尔 德 与 泰 利 森 董 事 会 签 署

了《 协 议 安 排 实 施 协 议 》（Scheme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以每股现金价格7.5加元（约合47.56元人民币）

收购泰利森余下的80.01%的普通股股权。2012年12月12日，

泰利森公告终止其与洛克伍德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签署的《协

议安排实施协议》，其中洛克伍德拟以每股 6.5 加元的对价

（对应的收购总价为 7.24 亿加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的

2012 年 11 月 12 日的外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约 45.54 亿元）

全面收购泰利森。

2. 第二阶段：天齐集团和中投共同收购泰利森

由于收购泰利森全部股权的对价高达人民币 50 多亿元，

而截止 2012 年底天齐集团总资产仅 30 多亿元，靠自身能力

无法完成全部股份的收购，因此，天齐集团必须通过引入财

务投资人、银行过桥贷款等多种方式，解决收购资金问题。

经多方努力，成功引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投”）之全资子公司立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立

德”）对文菲尔德增资 273,318,685.57 澳元（约合人民币

17.88 亿元）。在经过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两次听证、泰利森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后，2013 年 3 月 26 日，《协议安排实施协

议》付诸实施，泰利森全部股份由天齐集团联合中投完成收

购，泰利森也自多伦多证券交易所退市。文菲尔德拥有泰利

森 100% 的权益，天齐集团通过天齐集团香港持有文菲尔德

65%，中投通过立德持有另外 35% 的权益。

3. 第三阶段：天齐锂业收购天齐集团持有的泰利森的

65% 股权

2013 年 6 月，天齐锂业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并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Tianqi HK CO. LIMITED（以下简称“天齐锂业香港”）

向天齐集团购买其全资子公司天齐集团香港持有的文菲尔德

65%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367,983.86 万元人民币（包括了

天齐集团先行收购而承担的融资利息、中介费等）。

4. 第四阶段：天齐锂业收购天齐集团持有的泰利森的

51% 股权

基于锂矿资源国际市场环境变化及泰利森的良好资源，

洛克伍德愿意溢价收购泰利森的部分股份，2013 年 11 月，

洛克伍德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RT 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

克伍德 RT”）以 5.243 亿美元受让了天齐集团香港和立德分

别持有的文菲尔德 14% 和 35%（合计 49%）的股权，天齐

集团通过天齐集团香港仍持有文菲尔德 51% 的股权，立德完

全退出文菲尔德。

2013 年 12 月，天齐锂业修订其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向天齐集团购买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天齐集团香港拥有的文菲

尔德 51% 的股权，募集资金总额也调整为不超过 33 亿元人

民 币， 交 易 价 格 为 304,119.89 万 元。2014 年 2 月， 天 齐

锂业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 111,760,000 股

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129,280,000 元人民币，扣除

发行费用 104,907,510.53 元人民币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24,372,489.47 元人民币。

2014 年 5 月，天齐锂业将收购主体由天齐锂业香港

变更为天齐锂业香港在英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Tianqi UK 

LIMITED （以下简称“天齐锂业英国”）。2014 年 5 月 28

日，天齐锂业通过天齐锂业英国完成对文菲尔德 51% 股权的

收购。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齐锂业通过天齐锂业英国持有文菲

尔德 51% 的股权，文菲尔德持有泰利森 100% 的股权，天齐

锂业实现了对泰利森的控股。

（三）完成收购后的情况

天齐锂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泰利森控制权项

目于 2014 年 5 月完成交割。2015 年 4 月，天齐锂业发布

2014 年年度报告，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2 亿元，

同比增长 3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1 亿元，

同比增长 168.31%；基本每股收益 0.54 元。2014 年文菲尔

德实现净利润 4.20 亿元，远高于预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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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更好地与泰利森优质锂精矿进行匹配，天齐

锂业于 2014 年 8 月发布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拟收购银河锂业

国际公司 100% 股权，以达到收购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

司的目的。银河锂业（江苏）有限公司为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银河资源公司通过银河锂业国际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 13,230 万美元，其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建立了中国首

个全自动化碳酸锂生产线，能够节省泰利森锂精矿运往天齐

锂业射洪基地的费用，凸显优质矿业资源与高效加工能力的

协同效应。2014 年，公司还出资 3.11 亿元收购了西藏日喀

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20% 的股权，该公司持有扎布

耶盐湖的相关矿业权利；再加天齐锂业前期与上海航天结盟

打造锂电池生产线，天齐锂业已经完成了“锂矿 - 锂电材料 -

锂电池”的全产业链布局，跻身全球锂巨头的行列。

二、为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简析

（一）交易的方案较为创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拦

截式收购先行实施，上市公司后续将标的资产纳入

本次交易采用由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拦截式”收

购先行实施，其存在商业考虑及法律考虑两种主要因素。

首先，在商业上，泰利森的固体锂矿资源禀赋冠绝全球，

天齐锂业董事长蒋卫平自 1996 年起即与泰利森开展合作，

早已萌生收购泰利森的想法。在过去 20 年间，也确实有众多

资本大鳄和矿业巨头出手争夺泰利森，但均未如愿。如果洛

克伍德收购成功，将加剧全球锂资源产业的寡头垄断，为避

免使作为上市公司的天齐锂业被竞争对手收购其唯一的原料

提供商的尴尬境地，避免对我国锂产业及锂行业产生极大的

影响和制约。因此，阻止洛克伍德收购在商业上势在必行。

其次，从法律上讲，天齐锂业 2012 年末总资产额为人

民币 15.69 亿元，如果由其直接收购泰利森，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构成借壳

上市，除涉及来自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重大资产重组的审

批与监管之外，跨境收购还涉及商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

理部门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收购完成的时间跨度、审批流程

将会大大拉长，不利于在存在国际锂业巨头兼竞争对手的洛

克伍德提出收购意愿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收购。

因此，为快速决策、阻止竞争对手的收购，并保证天齐

锂业最终收购成功，本次收购由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先行实

施，并采取了拦截式收购，中伦北京、成都、上海、香港律

师在收购前期即介入，亦为后续顺利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提

供了法律保障。

（二）项目为“蛇吞象”式收购，采取了多种方式融资，

分阶段支付款项，最终借助资本市场募资实现了控制资源的

目标

本次收购以前，天齐锂业当时的总资产仅为人民币

15.69 亿元，股票市值亦仅 35 亿元，而总收购价款高达 50

多亿元，属于典型的“蛇吞象”式收购。

当天齐锂业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将由天齐集团先

行收购泰利森并注入天齐锂业之时，相关方普遍认为天齐锂

业是在实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洛克伍德和泰利森

已经签订的协议，按照其规定的 3 个月期限，只要经泰利森

股东大会批准，交易就能很快完成。一家总资产仅约合 2 亿

多美元的公司，不可能在 3 个月内完成所有融资、审批流程，

收购比自己资产总量大几倍的公司。但是，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本次交易在融资方式上采取了包括引入外部财务投

资者、引入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及过桥资金、目标公司股权质

押等多种方式融资，同时，纳入上市公司的过程分两个阶段

进行，最终通过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使文菲尔德顺

利完成对泰利森 100% 股权的收购，最终实现天齐锂业控股

泰利森的目标。中伦成都、上海、香港律师就不同方式的融

资从融资方案设计、境内外审批、信息披露等方面提供了强

有力地支持，保证了天齐集团和天齐锂业融资过程的合法性；

纳入上市公司过程中，采取分阶段实施以便为控股股东尽可

能地筹集收购资金的方案也由上市公司律师确保在不违反上

市公司相关监管法规的前提下进行。

（三）重视跨境并购项目中的银行项目贷款

银行的资金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近几年跨境并购的

趋势。基于监管原因和较高的资金成本，银行资金较于券商

的并购基金成本更低，金额更大，可以快速参与到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的交易中。尤其是目前上市公司的跨境并购中，银

行的作用更为明显。例如，本项目的总交易价格约 45% 都

由境内外的银行提供，包括瑞士银行、工商银行、国家开发

银行等知名机构，这是一般规模较小的并购基金和产业投资

基金无法比拟的。

（四）跨境并购项目涉及多国法律和多方协调

在本项目中，泰利森系在加拿大上市的澳大利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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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同时还通过加拿大子公司持有在智利的资产，收购方为

境内公司，并将通过中国香港、英国公司实施收购，天齐

集团聘请了财务顾问红桥广盛、普华永道，澳洲法律顾问

Allens、加拿大、智利律师、年利达以及中伦香港、成都、

上海等地的律师。因此，我们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

注意区分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或相似的法律事实或问题的认

定及处理区别，还要协调各个国家律师的工作，甚至各个律

所的工作时间以及诸如办理签证等相关细节，以免对项目关

键时间节点的推进造成影响。

（五）交易文件谈判和政府部门审批

就本项目，律师为交易涉及的主要文件，包括股权转让

合同、债权人间协议、融资协议（包括借款、担保等）的起草者。

在明确了收购方的意图后，根据尽职调查得出的结论，律师

将风险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进行相应安排，同时，律师会协助

收购方或者代表收购方同出让方谈判，内容包括谈判后的股

权交割、价款支付、担保安排，以及谈判后需要处理的法律

问题。此外，除境外并购国内必须的发改委、商务、外管的

监管审批外，大型的并购交易还涉及较多国家的反垄断审查、

国家安全审查等程序，上市公司的并购也涉及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的监管。比如，中国证监会在天齐锂业非公开发行的

反馈意见中，关注了诸多关于泰利森在澳大利亚、智利的矿

业权的取得、股权的交割等问题。

三、结语

天齐锂业本次收购泰利森以后，控制了全球资源禀赋最

好的锂辉石矿资源，完善了锂产业链上游资源布局，为扩大

中游基础锂产品及高端锂产品的规模奠定坚实基础，并为天

齐锂业进一步向下游产业链延伸提供强大的资源储备，带来

显著的协同效应。

    

本项目交易结构复杂，涉及的交易方及参与的境内外中

介机构众多，法律专业领域包括境外上市公司收购、跨境收购、

财务投资、境内外金融机构融资、境内证券发行等，地域包

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智利、香港和中国大陆，中伦

北京、成都、上海、香港办公室律师在境外律师的配合下为

项目在方案设计、境内境外的政府审批、项目融资等方面提

供了法律支持。本项目为中伦处理类似的跨专业领域、跨多

国的大规模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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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航投”）

收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Cargolux Airlines International，

以下简称“卢森堡货航”）股权暨双方商业合作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

签约。中伦律师事务所在本次交易中担任河南航投的法律顾问，笔者

带领的律师工作团队为该项目提供了法律尽职调查、交易文件起草及

审阅、商业谈判以及政府审批、文件报备等全程法律服务。2014 年

6 月，郑州至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短短 5 个月货运量突破

1 万吨。截止 2014 年年底，航线共完成货运量 14401 吨，迅速提升

了郑州航空枢纽在全国航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事实说明，河南航投

收购卢森堡货航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海外收购案例。

一、项目背景情况

河南航投是河南省政府为建设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郑州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和发展民航投资目的而设立的平台公司。卢森堡货航是欧洲

最大、世界排名第九的全货运航空公司。成立于 1970 年，枢纽机场

位于卢森堡芬德尔国际机场。经营国际货运航线 90 多条、通航城市

90 多个，覆盖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卢森堡和海外拥有雇员

1100 多名。

2011 年 9 月，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购买卢森堡

货航 35% 的股份，成为卢森堡货航的主要股东。面对连续亏损，卡

塔尔航空计划追加投资，并大规模削减卢森堡当地业务。工会担心此

举将会使诸如维修工作外包至卡塔尔或中东，部分运营也会转移至多

哈，从而导致卢森堡国内工作岗位流失和工资收入下降。卡塔尔航空

与其他股东在经营战略上也产生分歧。2012 年 11 月，卡塔尔航空宣

布计划出售其持有的卢森堡货航股份。2012 年 12 月，卢森堡政府回

购了卡塔尔航空持有的卢森堡货航 35% 的股份。至 2013 年 1 月，

卡塔尔航空完全退出卢森堡货航，卢森堡政府随即展开了寻找新一轮

买家的招标。

2013 年 1 月，根据媒体报道，35% 股份潜在的竞购者至少有 8

家。2013 年 8 月中旬，进入第二轮竞标程序的买家减少到 4 家，包

括河南航投、海南航空、伏尔加第聂伯航空（Volga Dnepr）、迈阿

密 Centurion Air Cargo 公司。

2013 年 6 月，卢森堡政府委托瑞士银行向包括河南航投在内

中伦代表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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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竞购者发出《资格审查函》（Qualification Process 

Letter），邀请竞购者购买其持有的卢森堡货航 35% 股份以

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同时向竞购者公布了卢森堡货航的后续

增资计划。河南航投希望借助收购卢森堡货航股份的机会，

利用卢森堡货航的市场地位和管理经验为将来在中国河南省

开展民用航空领域的业务合作提供基础。随即，河南航投启

动了本次收购。

二、收购中的法律工作

一项海外收购项目的法律服务工作主要包括法律尽职调

查、交易方案设计、交易文件起草、商业谈判以及政府审批、

文件报备等环节。

（一）尽职调查

海外收购项目在做实质性谈判之前需要做法律和财务尽

职调查工作。法律尽职调查工作，既包括对投资地国及其他

相关国家的法律、政策等宏观方面进行调查，也包括对被收

购方、合作方的资产、财务、人员等微观方面进行调查。

1. 政府及相关组织

(1) 卢森堡政府

本次出售卢森堡货航 35% 股份的卖方是卢森堡大公国政

府，卢森堡政府需要履行相应的政府决策程序。出售卢森堡

政府持有的 35% 股份事宜进入协议谈判阶段时，该事宜将被

提交至卢森堡政府的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讨论，

部长会议将对股份出售事宜做出正式批准。随后，卢森堡政

府的财政部长和可持续发展及基础设施部长将作为卢森堡政

府的授权代表，代表卢森堡政府签署《股份及债券买卖协议》

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2) 卢森堡议会

项目谈判过程中正值卢森堡国内大选。2013 年 10 月，

卢森堡政府举行换届选举，议会随即将解散。但是，无论上

一任容克政府还是新当选的反对党政府对河南航投收购卢森

堡货航项目均持支持态度，所以卢森堡议会选举和政府更迭

未对本次交易造成不良影响。根据卢森堡法律，股份出售事

宜也无需提交卢森堡议会（Chamber of Deputies）审议或

批准。

(3) 工会

卢森堡货航有两大工会组织：独立工会联盟（OGBL）

和天主教工会联盟（LCGB）。工会反对曾经是上一轮卡塔

尔航空退出卢森堡货航的重大诱因之一。

在本次收购中，与卢森堡货航签订《集体工作协议》

（Collective Work Agreement, “CWA”）的员工可以

通过联合工作委员会（Comité Mixté）表达同意或反对

新股东加入公司的意见，但是员工无权反对或推迟股份买卖

交易，工会的意见也不会对股份交易产生影响。卢森堡货航

管理层没有就买卖股份事宜向工会进行咨询的义务。

卢森堡《劳动法》规定，在公司做出任何对企业结构或

雇员水平有实质影响的决定时，必须通知并咨询联合工作委

员会。原则上，通知和咨询应在决定做出之前。但通知和咨

询是公司董事会的义务，而非潜在收购者的义务。

因此，对于本次交易而言，员工的同意或反对并不会产

生法律上的影响。但是根据卢森堡法律和卢森堡货航公司章

程的规定，卢森堡货航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董事

为员工代表。职工董事对公司各项事宜的决策过程会有重要

影响。

(4) 欧盟

河南航投本次收购卢森堡货航 35% 股权事宜可能还会

涉及欧盟、卢森堡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关于履行反垄断申报或

其他竞争法申报审查程序的规定。河南航投收购卢森堡政府

持有的卢森堡货航 35% 股份需要在欧盟法律和欧盟成员国

法律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一问题。

在欧盟法律层面，仅当一项并购交易导致目标公司的控

制权发生持续性变化时，该项交易才会被通报给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在本次收购中，根据卢森堡

货航《股东协议》，河南航投 35% 的持股比例并不导致其

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多数席位，也不会赋予河南航投对卢森

堡货航战略决策的控制权。《股东协议》规定了董事会决议

以简单多数通过，另外进一步规定了某些保留事项将由全体

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一致决议通过。然而，这类保留事项并不

是对卢森堡货航具有“控制权”的事项。同样，卢森堡法律

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和赋予少数股东的权利也不能导致河南航

投对公司的战略决策享有控制权。所以，在不考虑卢森堡货

航在欧盟的市场份额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河南航投收购卢森

堡货航 35% 股份的拟议交易无须向欧盟委员会申报。

在欧盟成员国法律层面，卢森堡大公国实质上没有并购

控制制度，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目标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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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不要求进行并购申报。

(5) 公开竞标程序

由于本次收购涉及到卢森堡政府、政府官员以及卢森堡

货航管理层等多方决策主体，各个决策主体的商业道德也将

对此次收购的合法性和公平性产生某些影响。

在本次收购过程中，卢森堡政府采用了公开招标的方式，

委托瑞士银行担任财务顾问，面对全球多家潜在买方展开了两

轮公开招标。与上次卡塔尔航空公司入股卢森堡货航相比，本

次收购中卢森堡政府有意采取了更加公开和公平的交易方式。

2. 卢森堡货航

卢森堡政府通过其财务顾问瑞士银行，向中伦等中介机

构提供了进入卢森堡货航的网上资料库（Data Room）的权限，

中伦及与中伦合作的卢森堡当地律师事务随即开展了法律尽

职调查工作。

卢森堡律师针对卢森堡货航的卢森堡货航文件、管理情

况、索赔和诉讼、知识产权、许可与授权和保险等内容进行

了以发现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红旗”（red flag）法律尽职调

查。中伦针对卢森堡货航的基本情况、注册文件、治理结构、

对外投资和分支机构情况、关联交易、重大业务合同、资产

状况、反垄断审查和集团诉讼、税务、养老金、员工情况、

重大诉讼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并结合卢森堡律

师的报告形成了全面的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二）交易方案

河南航投此次收购卢森堡货航 35% 股份的目的是为了促

使卢森堡货航开通郑州新航线，与河南航投在河南省开展民

用航空领域的业务合作，推动郑州发展成为国际航空货运枢

纽和国际物流中心，并进一步推动以卢森堡机场为欧洲地区

枢纽，以郑州新郑机场为亚太地区枢纽的航空货运双枢纽战

略目标的实现。

因此，在交易方案的设计上，既需要有收购卢森堡货航

股份

1. 收购方案

在收购卢森堡货航股份和债券阶段，有三种交易方案可

供选择：

方案一，河南航投从中国直接收购卢森堡货航的股份和

债券；

方案二，河南航投通过设立卢森堡控股公司收购卢森堡

货航的股份和债券；

方案三，河南航投通过设立香港控股公司收购卢森堡货

航股份和债券。

在收购方案的选取上，主要考虑税务优惠和融资成本两

个因素。在税务方面，重点关注公司税和预提税这两类可能

享受免税优惠的税种。

如果采用上述第二种方案，即河南航投成立卢森堡控股

公司收购卢森堡货航股份的方案，根据卢森堡税法关于参股

免税的规定，卢森堡控股公司取得的卢森堡货航支付的股息

无需在卢森堡缴纳公司所得税和市政营业税。

另外，从银行融资角度考虑，采用上述第二种方案，以“内

保外贷”方式融资，即由河南航投在国内向境内银行提供担保，

再由境内银行的海外分行在境外向卢森堡控股公司提供贷款，

可以利用境外较低的利率支付利息。

因此，在收购卢森堡货航股份和债券阶段，采用了间接

收购方案，即河南航投通过设立卢森堡控股公司收购卢森堡

货航的股份和债券的方案。

2. 业务合作方案

根据中国政府与卢森堡政府签订的《民用航空协定》以

及中国民航总局关于《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的规定，作为

外国航空公司（外国服务提供者），卢森堡货航可以申请经

营航线和设立代表处，提供中国机场经停、上下货物或旅客

等服务（即“跨境提供”的服务提供模式），而无法提供诸

如地面服务、货运仓储、飞机维修等服务，也无法享有中国

航空公司所享有的航权。因此，卢森堡货航如果开展后续业

务必须同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进行合资合作，以中国法人的

身份开展相关业务（即“商业存在”的服务提供模式）。

在业务合作阶段，确定各方将以以下方式开展合作：

第一，卢森堡货航开通郑州航线。卢森堡货航向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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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总局申请经营郑州航线的经营许可，开设卢森堡货航驻郑

州代表处。

第二，合作各方在中国合资设立公共航空运输公司，以

中国郑州新郑机场作为基地机场，主要经营郑州新郑机场与

亚洲太平洋地区、美国、拉丁美洲地区以及其他地区机场之

间航线的航空货物运输。

第三，合作各方合资经营航空运输相关项目，进一步开

展货运仓储、地面服务、飞机维修和飞行员培训等业务。

（三）本次交易的交易文件

本次交易中需要签署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股东协议》、

《股份及债券买卖协议》以及《业务合作协议》。在修改和

起草本次交易法律文件的过程中，我们对卖方提供的协议文

本进行了反复讨论和研究，并从保护河南航投利益的角度出

发，采取相应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收购中河南航投面临的风险。

1. 股东协议

根据卢森堡货航现有《股东协议》中的要求，买方对现

有的《股东协议》不能进行变更，只能通过签署《加入协议》

的方式成为股东。但是，为了保障河南航投的利益，增加河

南航投的话语权，我们还是争取对《股东协议》中的一些条

款进行了修改，如增加需要全体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一致决议

通过的保留事项，增加董事会保留事项，将争议解决条款由

法院诉讼修改为国际商会仲裁。

2. 股份及债券买卖协议

河南航投购买卢森堡货航股份的目的，除了将成为卢森

堡货航的股东，另一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将来卢森堡货

航、卢森堡政府以及其他关系方在中国与河南航投开展民用

航空领域的合作。因此，在“走出去”之外，还要“引进来”，

有必要将未来各方在河南省开展业务合作与河南航投收购卢

森堡货航股份建立起联系。体现在交易协议中，就是要将《买

卖协议》与《业务合作协议》建立起关联关系。具体而言，

我们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

一方面在协议的签署和生效时间上，要求《买卖协议》

与《业务合作协议》同时签署、同时生效。与之相对应，《业

务合作协议》也规定在《买卖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生效。另

一方面，为了保障《业务合作协议》签署后卢森堡货航能够

顺利开通郑州航线，卢森堡政府赋予卢森堡货航相应的航权

并根据中卢两国政府双边民用航空协定的规定与中国民航总

局协商将郑州新郑机场列为通航点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

在《买卖协议》中将此项内容作为了股份和债券买卖交割的

条件之一。我们在《买卖协议》中将此项内容作为了股份和

债券买卖交割的条件之一。通过上述条款，将本次收购交易

与未来各方在河南省的业务合作相关联，以此促使卢森堡政

府尽快赋予卢森堡货航相应的航权以保障郑州新航线的开

通。

3.《业务合作协议》

为了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航在中国河南省进一步开展业

务合作，实现以卢森堡机场为欧洲地区枢纽，以郑州新郑机

场为亚太地区枢纽的航空货运双枢纽的战略目标，我们设计

并起草了河南航投与卢森堡货航之间的《业务合作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各方将在郑州开展民用航空领域的业务

合作，主要包括开通和经营卢森堡至郑州航线、在郑州合资

设立公共航空运输公司、合资经营航空运输相关项目，包括

但不限于货运仓储、地面服务、飞机维修和飞行员培训等内

容。

出于对现阶段投标灵活性的考虑，我们将《业务合作协

议》设定为在中国河南省开展业务合作的总体和框架性协议，

将来还要根据合作的具体事项，各方再另行协商、签署其他

更为详细的协议或合同。

2014 年 1 月，河南航投与卢森堡政府、卢森堡货航正

式签署购买卢森堡货航 35% 股份及可转换债券的合同以及

在郑州开展民航领域合作的协议。2014 年 4 月，卢森堡货

航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河南航投正式成为卢森堡货航的第

一大股东。2014 年 6 月，郑州至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

运营。

下一步双方还将推进本土合资货运航空公司成立、飞机

维修基地设立、卡车航班公司组建等工作。将郑州打造成为

“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支撑点，带动和促进中国与卢森堡

乃至欧亚各地经济、文化、旅游的交流和发展。 



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以来，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深

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指导思想之一，这一指导思想同样对中国企

业的海外并购影响颇深。我们近期在协助客户完成一起跨境并购项

目的过程中，恰恰也从法律制度革新和政府审批简化层面同步见证

了这一指导思想逐渐得到深入贯彻的过程。通过本文，我们结合该跨

境并购项目，就改革对海外并购项目的影响，以及我们关于进一步

深化改革方向的期待进行探讨。

一、项目背景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德国柏林总理府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郑昌泓与德

国采埃孚集团执行总裁 Dr. Stefan Sommer 签署《中国南车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德国采埃孚集团橡胶与塑料业务之合作备忘录》。根据备

忘录，中国南车集团下属子公司株洲时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A 股上市公司，“时代新材料”）将以现金形式收购采埃孚集团在全

球（主要包括德国、中国、法国、美国、斯洛伐克、澳大利亚以及巴西）

的 BOGE 橡胶与塑料业务全部资产，交易对价为 2.9 亿欧元。

本次交易中，中伦律师事务所与德国 Gleiss Lutz 律师事务所

分别担任卖方的境内律师与境外律师，方达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富尔

德律师事务所分别担任买方的境内律师与境外律师，项目的境内与

境外独立财务顾问则由西南证券与巴克莱分别担任。

二、项目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作为中国律师，除了协助客户起草、审阅交易文件、进行尽职调

查外、就项目所涉问题提供法律意见等法律工作外，我们还需要协助

交易双方办理中国法律所需的政府审批程序。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此类境外投资项目所需的政府审批程序包括发改委境外

投资核准、商务部门境外投资核准、商务部门反垄断审查、外汇主管

部门用汇核准等，而由于收购方株洲时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同时

是一家国有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还需分别取得证监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核准以及国资委的核准。此外，就项目所涉中国资产的转让取得相

关政府审批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环节。而在协助交易双方办理前述

政府审批程序的实践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可谓颇具挑战性的问题。

而其产生的原因多样，在某种程度上，或可归于当前政府审批程序及

政府职能转变助力中国企业海外扩张
——从一起跨境并购项目说起

 文  /   管云翔   罗 赟   方 科

管律师在下述领域具有丰富经

验：兼并收购、私募及资本市场、

复杂商业争议解决以及公司、合

同、知识产权和商业日常事务。 

管律师是 Chambers（钱伯斯）

在亚太地区重点推荐的知名律

师 并 连 续 多 年 被 包 括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Business Lawyers” 《 国 际

商业律师》等在内的专业刊物评

选为中国杰出商业律师。

管云翔（合伙人）

上海办公室
E-mail: scottguan@zhonglun.com     

电话：86(21) 6061 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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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办理过程的繁琐以及相关法规具体实施的技术瑕疵。

例如，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交易对方应当承诺保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基于证监会这一规章的表述，在过去的案例中，大

多数上市公司往往依葫芦画瓢地照搬该文件的描述，要求交

易对方做出该等承诺。但问题在于，这一描述并不适用于所

有的交易，特别是当涉及到境外的参与方时。在本项目中，

外方便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如此重大和复

杂的交易中，境外卖方事实上不可能对其提供的所有文件在

任何方面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供承诺。外方甚至还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专门安排将交易所涉及的所有资料和文件均翻译

成英文并进行了细致的审核，以确认能否做出该等承诺。就

此问题，我们作为卖方中国律师与买方律师进行了多轮的沟

通和磋商，最终达成的方案是，由卖方承诺“交易报告书以

及《主购买协议》中涉及卖方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

实和准确的，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虽然仅是寥寥数字之差， 但其准确性和严谨性却有鸿沟之别。

从中国律师的角度，我们期待，我们的政府能够在简政放权

的同时从严谨性和准确性出发进一步完善立法技术，这也会

在另一个层面上形成对企业的“减负”。

由于本项目交易标的的一部分系外方位于中国的一家公

司的股权，我们在协助客户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时，当地

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坚持要求交易双方就中国部分的股权转

让签订并提供单独的交易文件。事实上，由于本项目标的资

产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双方已就整体交易签署了《主购买协

议》，该协议对涉及中国部分的交易细节已有明确和可操作

的约定，再单独签订一份境内股权转让协议无疑显得画蛇添

足。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审批机关的人员的工作思

维仍显得过于僵化。我们建议，在此类大型跨国并购交易中，

审批机关可以在主协议内容已经足以涵盖交易中国部分时灵

活把握审批要求，在保证对交易内容进行严格实质审查的前

提下可对文件形式做适当放宽，会更有利于提高审批效率、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此外，本项目在交割完毕后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付汇时

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当地外管部门提出，由于商务部门颁发

的批文中未列明交易对价（而事实上交易文件中已载明了中

国部分交易的对价，商务部门的批准显然是建立在已审阅了

交易文件的基础上做出的），外管部门无法依此办理付汇。

由于外管部门的坚持，我们不得不组织了一次商务部门、外

管部门共同参加的协调会，对此问题予以澄清。我们在其他

项目中协助客户办理相关政府审批程序时，也常常能遇到类

似的情况。在现有审批体系下，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衔接并

不十分紧密，彼此的要求也常有不一致之处。但实际为这些

问题承担额外成本和风险的却往往是中国企业，在严重的

情况下甚至可能付出违约的代价。李克强总理在近期的讲

话中再次指出，新时期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同时推进。如果确实能将

讲话的精神落到实处，在从法律层面完善审批体系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审批机关的服务意识，例如在企业前期咨询阶段

就对这些问题做出详细和明确的指导，相信将能有效预防

此类问题的出现。

三、政府职能转变的助力

尽管遇到了不少问题和挑战，但在进行本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也恰逢其会地见证了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新规对项目所涉

及的政府审批程序予以调整和简化。具体包括：（1）国务

院与国家发改委分别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和 2014 年 4 月 8

日先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和《境

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将发改委关于境外投资

项目（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项目和涉及敏感国家和地

区、敏感行业的项目除外）由原先的核准制修改为备案制；

（2）根据 2014 年 10 月 6 日起开始实施的《境外投资管理

办法》，商务部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也相应由核准制修改

为备案制；以及（3）证监会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发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不构成

借壳上市的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行为取消审

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证监会取消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审批，但上市公司仍需就交易做必要的信息披露，因此我

们在前文中探讨的信息披露问题，对将来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仍具有参考意义）。

由于上述新规是在过去的一两年内陆续出台，本项目中

除了发改委审批环节是依据新规取得备案外，其余的政府审

批环节未能赶上新规实施的时点，仍是适用原先的审批制度，

这不得不说有些遗憾。根据我们的统计，自交易双方签署交

易文件至买方实际取得本项目所需的全部政府核准程序，实

际耗时为 29 周。而此前各方根据相关规定预测的时间进度

为 17 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原有的审批制度下交易双

方需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用于完成各项政府审批程序，更遑

论在这过程中所耗费的其他资源了。事实上，除了这些为办

理政府审批程序本身而需耗费的成本外，原本繁复的政府审

批程序的存在及其不确定性，同样也会极大增加交易双方尤

其是急切想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考虑到该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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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审批将交易完成所需时间拖长且带来不确定性，在境外投

资项目中，中国企业在同其他国家收购方的竞争中多居于弱

势，往往需要额外付出更高的收购价格才能够最终胜出；同

时，外方通常会就中方取得相应政府审批的义务设置额外的

担保义务，如果非因外方原因导致项目未能取得中国政府审

批的，外方有权没收相应的担保金。换言之，在境外投资项目中，

中国企业在为诸多政府审批程序的存在及其不确定性买单，

实际上极大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这个角度考虑，上述新规的

推行，在节约行政资源的同时，或也将成为切实降低中国企

业走出去交易成本的良药和福音。

我们有理由期待，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指导思想

的进一步实施贯彻，将能够提供更多的政策便利，为中国企

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更好更完善地保驾护航。但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除了完善健全现行的监管制度外，如何在操作

层面保证这些制度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和实施，相信也是政

府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总而言之，

在过去的监管体系下，更多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进

行管控，而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是时候收住“看得见的手”，

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多、更高效地发挥其调节经济

运行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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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三胞集团旗下的 A 股上市公司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新百”，股票代码：600682）在 2014 年 8 月 18 日之前获

得江苏省发改委、商务部以及证监会核准批文，获批以约 1.55 亿英

镑收购英国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公司弗雷泽百货商店集团 (House of 

Fraser) 约 89% 的股权。本项目为跨境并购并同时构成南京新百的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涉及分布于欧洲多个国家的几十个股东，交

易涉及多个国家的法律程序、境内外的披露要求以及各方的紧密配合，

项目下于签约后的约 4 个月时间内完成所有境内外程序，于 2014 年

9 月初顺利交割，交易完美收官。本项目被 CCTV 等多家媒体报道，

被称为“中国 A 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零售业上市公司境外直接收

购，同时也是中国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零售业境外投资”。（图为弗

雷泽百货牛津街旗舰店实景）

中伦助力南京新百收购英国弗雷泽百货
 文  /  李海容

李海容律师自 2002 年进入中

伦执业以来，主要专注于外商

投资、公司上市、私募股权投资、

企业并购重组、境外投资等业

务领域。李海容律师成功承办

了南京新百收购英国弗雷泽百

货公司项目、科瑞基金收购日本

HONMA 高尔夫项目、宁波韵

升收购日本日兴电机公司项目、

宏图高科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万

威国际公司项目等众多海外并

购项目，在海外投资领域拥有丰

富的经验。

李海容（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E-mail: lihairong@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138

中伦团队作为本项目的中国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本项目，多次到

伦敦实地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参与谈判、访谈、见证交易协议签署与

实施、并为本项目出具中国法律意见书。中伦由合伙人李海容律师、

李娜律师、徐昌荣律师，及团队成员张方伟律师、陈曌律师、程诚律

师等为本项目提供了全程法律服务。

总体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南京新百的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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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助力南京新百收购英国弗雷泽百货
 文  /  李海容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

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

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

情形；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

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理结构。

本次项目中，中伦作为项目的中国法律顾问，需要为本

次交易出具中国法律意见书。

本项目牵涉目标公司的资料均为英文资料且卷帙浩繁，

同时项目时间要求很紧，对项目团队律师来说是一大挑战，

中伦律师不仅需要独立核查目标公司提供的大量英国尽调资

料，还同时要和南京新百聘请的境外 2 个英国法律顾问、境

内外财务顾问、境内外会计师、境内评估师、以及目标公司、

30 多个遍布欧洲各国的交易对方及其聘请的英国律师等多

方机构进行沟通和协调，以便既达到兼顾并购项目本身的需

求，也满足中国境内各主管、审批机关的要求。尽管面临重重

困难和压力，中伦律师还是以高度的专业性，对目标公司及

交易对方进行了详实的法律尽调和实地考察，并为项目出具

了中国法律意见书，顺利配合南京新百获得了境内各个审批

机关对项目的核准和登记、备案。

内保外贷形式融资

本次交易所涉及资金的来源为南京新百的自有资金及银

行并购贷款。南京新百本项目中拟以内保外贷形式进行部分

项目融资，中伦对内保外贷的程序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谨慎细致的调研和论证，为项目实现内保外贷融资提供了很

好的保证。

内保外贷的交易结构为：由在境内企业（申请人）向中

国境内银行出具无条件、不可撤销反担保的前提下，由中国

境内银行为申请人的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具

体而言，通常由该银行的中国境内分行为申请人在境外注册

的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借款人）向该银行境外分行或

境外代理行等（受益人）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由境外分行

或境外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融资。内保外贷的通常操作流程

如下：

1. 境内企业（申请人）向中国境内银行申请开立保函；

（1） 根据外管局相关规定，此处的“中国境内银行”，

一般是指具有担保业务经营资格，并且经外管局核定，取得

了融资性对外担保余额指标的银行。

（2） 满足此条件的境内银行，即可在余额指标内自行

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无须逐笔向外汇局申请核准。

 2. 中国境内银行审查申请人资信情况、被担保人的基本

状况及反担保落实情况；

（1） 银行通常会对申请人（反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借

款人）的资质等提出一定要求， 比如：

要求申请人（反担保人）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充足的反担

保能力；符合融资类保函申请人的基本条件；愿意为借款人

融资向银行提供无条件且不可撤消的反担保等。

要求被担保人（借款人））已在境外依法注册；已向外汇

局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财务管

理制度等。

（2） 银行通常会要求申请人（反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借

款人）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财务报表、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境外投资项目的相关证明文件等。

 3. 中国境内银行向受益人（一般为其境外分行）开具保

函或备用信用证；

 4. 由中国境内银行向外管局办理对外担保定期备案手续；

（1） 根据外管局相关规定，中国境内银行应由总行或主

报告行汇总本行全部对外担保情况，并于每月初 5 个工作日

内向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对外担保定期备案手续。以银行境内

分支机构名义提供的对外担保，该分支机构也应当按上述要

求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相关数据。

（2） 银行在指标内提供的融资性对外担保，不以上述

外汇局备案为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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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银行的境外分行或境外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融资；

6. 中国境内银行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若发生对外履约，

可自行办理对外担保履约项下对外支付；中国境内银行的对

外担保履约资金可以来源于自身提供的外汇垫款、反担保人

以外汇或人民币形式交存的保证金，或者发生债务违约后反

担保人支付的款项。

除上述程序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根据外管局相关规

定，对融资性对外担保项下的融资资金的用途有一定的要求，

即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担保项下资金不

得以借贷、股权投资或证券投资等形式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间

接调回境内使用。境内担保人或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内的母公

司应当监督被担保人取得的资金用于被担保人在境外的生产

经营活动。

尽职调查

本项目负责人李海容律师带领团队律师两次飞往伦敦，

亲自见证了协议签署，与目标公司管理层以及境外律师就本

项目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轮访谈，实地考察了目标公司旗下的

费雷泽百货旗舰店、及位于维多利亚街的店铺等，现场实施

了对目标公司及交易对方的法律尽职调查及相关事项的独

立核查。

目标公司高管访谈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我们和目标公司及英国律师就目标

公司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沟通、核实，涉及

目标公司主体资格、股权是否存在抵押、劳动人事、股权激励、

知识产权、英美法上的跟随权（tag-along）行使、英美法上

的租赁物权是否可视为固定资产等问题。我们结合中英法律

上的要求，在尽调过程中关注目标公司及交易对方的重要问

题，从法律角度对本项目进行把关和保驾护航。如：

(1) 目标公司是否拥有有效地法人地位、是否是合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

(2) 交易对方的设立合法性及有效存续性。

(3) 交易对方的历史沿革（包括交易对方设立至今的历

次重大股权变动，例如股权转让及股份发行、增资等）。

(4) 交易对方目前的股权结构及基本情况（包括最近三

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主要财务指标，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

属企业名录等）。

(5) 交易对方各方的章程、营业证书及公司登记文件。

(6) 目标公司的重要资产的合法合规性及风险。包括在

英国注册的重要商标的权属及权利限制，包括商标名称、注

册号、商标权属证书号码、取得时间及方式、是否存在权利

限制、是否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以及目标公司的重要

租约的合法合规性以及潜在风险等。

股权质押

第一轮尽调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的两个交易对方已将

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进行了质押，但目标公司没有对此做出

说明，当时即将签约，而这个瑕疵将成为交易协议签署的障

碍。中伦律师临危不乱，迅速协调英国律师配合，详细确认

了英国法项下被质押股权进行转让的法定程序及可能存在的

风险。

中伦律师反复审阅、确认相关股权质押的托管协议、银

行和相关股东之间对交割时解除抵押的相关文件以及相关协

议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据此，中伦律师得出了该股权质押

的情形不会影响交割的结论，且后续交割时协议各方也履行

了其各自的义务，使得交割顺利完成。

店铺走访

最近发生了一起震惊业界的高标的额诉讼，起因就是

律师事务所在 IPO 业务中未实地走访目标公司，因而未发

现目标公司资产不实并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投资人因而向

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并主张高额赔偿金。证监会在审批中

尤其强调实地走访目标公司资产的重要性。

在李海容律师的带领下，团队律师们和评估机构一同

走访了位于伦敦的多家目标公司店铺，中伦律师在完成自己

独立核查的基础上，也协助评估机构与目标公司进行沟通，

帮助其顺利完成评估核验工作。

牛津街店铺（下图）为弗雷泽百货的旗舰店。牛津街

店铺最初建于 1936 年，目标公司于 1954 年购入该店铺，

1969 年该店铺被授予皇家奖章，获得为皇室提供商品的资

格及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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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雷泽百货维多利亚街分店（下图）所占营业额最大的

一项业务：Buy and Collect 业务，该业务也是费雷泽百货

为适应电商市场所做的改革，主要模式为客户在网站下单，

到店铺自提商品。由于维多利亚街上班族众多，白领顾客们

可以前一天晚上在家下班，第二天午休时间步行几分钟到公

司附近的弗雷泽百货取货，因其方便快捷而备受顾客青睐。

实地走访的同时，中伦律师同步紧锣密鼓地审阅了大量

现场获取的英文材料，和英国律师就每一个细节反复确认和

沟通，夜以继日地往赶进度，终于在项目时间表要求的时间

内完成中国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并协助南京新百在协议约定

的交割期内顺利完成了境内包括发改委、商务部门、证监会

以及外管局的审批和登记备案，项目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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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律师，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业务领域涉及股票、债券发

行上市；公司改制、并购重组；

基金设立 / 募集、私募投资等；

曾先后担任郑煤机、中弘股份、

冠城大通、蓝色光标、滨化股份、

天康生物、美都控股等项目律

师。

李娜（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E-mail: lina@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053

1. 交易过程概述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175，于 2014 年 10 月

公司更名为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美都股份”）在境外设

立四级子公司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各层级公司中，

下一级公司均为上一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以其第四级子公司 D

公司作为收购主体，收购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Eagle Ford 地区的

Woodbine 油田所属的项目公司 100% 股权。

美都股份 4 家境外子公司设立时的基本信息如下：

（1）境外一级子公司 A 公司

A 公司系于 2013 年 8 月 1 日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普通公司，授

权股本为 1,000 股普通股，面值为 0.01 美元；其唯一股东为美都股份。

（2）境外二级子公司 B 公司

MAEH 系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普通公司，

其唯一股东为 A 公司。

（3）境外三级子公司 C 公司

C 公司系于 2013 年 8 月 1 日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有限公司，其

唯一股东为 B 公司。

（4）境外四级子公司 D 公司

MAH 系于 2013 年 7 月 29 日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有限公司，

其唯一股东为 C 公司。

2013 年 8 月 15 日（美国时间），B 公司、D 公司与 Woodbine 

Holdings LLC（ 以 下 简 称“WHL”， 其 持 有 油 气 田 项 目 公

司 Woodbine Acquisition LLC 的 100% 股 权 ）、Woodbine 

Acquisition LLC（以下简称“WAL”）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即

“MIPA”）。

2013 年 12 月 3 日（美国时间），D 公司与 WAL 原股东 WHL

完成了收购 WAL100% 股权的交割，实现了美都股份对 WAL 的实

际控制，WAL 成为美都股份间接持有 100% 股权的子公司。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并购项目简介
 文  /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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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并购项目简介
 文  /   李娜

2. 本次交易合同约定的对价情况

根据 MIPA 约定，D 公司作为买方为购买 WAL 股权应

向 WHL 支付的总对价包括：

① 来自于买方的一定额度的现金（即“交割现金对价”）；

② 买方承继的 WAL 的债务或为该等债务进行的再融

资（实际仍由 WAL 作为借方、由 D 公司作为担保方）；

③新债务（“新债务”指 B 公司以额外债务的形式所募

集的现金）。

“现金对价”指交割现金对价与新债务之和。

除上述交割现金对价外，买方 D 公司在交割时应持有一

定数量的现金，用于满足因基于截至交割时的净流动资金而

对现金对价进行任何调整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如有）等。

根据美都股份说明，收购中引起的新债务将由收购后持

有的 WAL 资产或现金流量支持偿还。

3. 总结

此次境外收购 WAL100% 股权过程中，美都股份采取杠

杆收购方式，即通过境外子公司举债（以未来取得的标的公司

资产做抵押）向卖方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在收购中引起的负债

由标的公司的资产或现金流量支持偿还，美都股份支付的资金

只占其中一部分，以相对较小的资金规模撬动并完成了整个交

易。此外，美都控股由境外设立的子公司进行收购，而不是由

美都控股直接收购，有效隔离了上市公司的收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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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霁虹律师的业务领域主要为

基础设施、跨境投资、工程地产、

环境、资源和能源。在十多年中

先后为中外客户投资的超过千

亿的境内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全 过 程、过 程 法 律服 务，尤 其

对 BT、BOT 等特许经营项目、

PPP 项目具有深入研究和丰富

实践经验。

王霁虹（合伙人）

北京办公室
 E-mail: wangjihong@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063

近些年，蒙古得益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经济增长明显，但是国

内电力供应短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制约因素。2014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主席在杜尚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额勒

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蒙元首会晤时提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

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

廊”。因此，作为中国的邻国，蒙古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提高国内的电力供应能力以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下称“中核二二”）通过公开招投

标方式获得在乌拉巴托市巴格诺尔（Baganuur）地区以 BOT 方式

投资、建设、运营 2×350MW 坑口火电厂项目的特许经营权。该项

目特许经营期 25 年，项目总投资约 9 亿美元，为迄今为止蒙古国规

模最大的电力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使其发电量提高一倍。

项目交易架构介绍

火电厂 BOT 项目交易架构复杂，涉及主体众多，为实施该项目，

中核二二在蒙古国成立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具体实施本

项目，并与蒙古国外商投资局签订《特许权协议》，作为特许权人负

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完成融资，并在特

许经营期届满后将电厂移交给特许权授予人。本项目法律关系复杂，

以授予项目公司特许权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性文件，与构成《特

许权协议》附件的《购售电协议》《供煤协议》《供热协议》《土地

使用协议》《用水协议》《监督协议》《融资协议》等约二十个文件

共同组成本项目的合同文件。

本所组成以王霁虹、南锦林为主办律师的法律服务团队为投资人

提供服务，并且作为整个法律服务团队的总负责人和协调人，管理协

调蒙古律师的工作，通过蒙古律师了解掌握当地的法律环境和具体规

定，为客户提供统一的服务，避免客户需要在不同国家律师之间的沟

通协调。

项目法律风险及对策浅析

在巴格诺尔火电厂 BOT 项目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

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如当地政府部门的机构整合导致《特许权协议》

的签约主体一变再变、政府方谈判效率问题、语言沟通问题等，以下

选取其中一二与大家共同探讨：

蒙古国巴格诺尔（BAGANUUR）火电厂BOT
项目法律风险及对策浅析

 文  /   王霁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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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巴格诺尔（BAGANUUR）火电厂BOT
项目法律风险及对策浅析

 文  /   王霁虹

1. 购电方的唯一性

火电厂BOT 项目中投资人的主要收益来源即为出售电

力获得电费，因而与购电方的《购售电协议》显得尤为重要，

该协议也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融资事宜的关键因素之一。

蒙古国境内有权购买巴格诺尔电厂电力的只有蒙古国的国

家电网，并且也不存在巴格诺尔电厂将电力出售给邻国俄罗

斯或中国的可能，如果国家电网的需求不足或拒绝购买，则

巴格诺尔电厂无法将电力出售给其他第三方，无法实现收益

的目的，对投资人的风险极大。

为应对购电风险，在协议条款中设置要求国家电网对巴

格诺尔电厂所生产电量承担最低购电量义务的条款，从而保

障特许权人的利益。首先在《购售电协议》中，要求购电方承

担年最低购买电量的义务，同时设置了购电方未按照最低电

量购电时的赔偿条款。其次在《特许权协议》中进行了双重

保障，要求政府方即特许权授予人保证购电方按照购电协议

的约定足额购电，否则由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还在《特

许权协议》中规定了，购电方未足额购电或拒绝购电的情况

持续一定时期后，售电方有权终止《特许权协议》并要求政

府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多方面的安排最大限度的将因购电方

唯一而带来的市场需求风险和拒绝交易风险降到最低。

2. 燃料供应的稳定性

巴格诺尔电厂是紧邻巴格诺尔煤矿的坑口火电站项目，

但是目前巴格诺尔煤矿的产能并不能满足巴格诺尔电厂未来

的发电需要。为了防止燃料短缺对电厂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们首先在《特许权协议》中规定了政府保证煤矿扩大产能

以满足电厂需要、政府保证煤矿向售电方优先供煤，以及在

巴格诺尔煤矿不能满足电厂运营需求时的替代措施。同时在

《特许权协议》中规定了，煤矿未能如约供煤，售电方有权延

长或终止特许权协议，售电方终止特许权协议的，政府方应

承担加倍赔偿责任。在《供煤协议》中，也参照《特许权协议》

设置了在煤矿不能满足需求时的一系列救济措施。

3. 气候条件对项目的影响

在项目谈判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即使

是国内十分了解电厂建设、运营环节的专业人士，也无法

预见由于东道国不同的人文、天气条件，而给项目实施带来

的影响。比如，蒙古天气寒冷，冬季持续时间长，最低温可

至 -40℃，这会对项目建设的工期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冰冻

期开始之前和之后开始施工，会对整个工期造成至少相差半

年的影响。若在一年的 3、4 月份开始施工，则可能在进入冰

冻期之前完成部分土建工作，则冰冻期的开始不会对厂房内

部的设备安装工作造成过大的影响；若由于前期施工许可证

等手续的办理，导致工期的开始时间刚好介于冰冻期，则会

对工期的整个持续时间造成比较大的延误。尤其是在协议中

规定了特许权人的工期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将会对特许权人

造成不利影响。

4. 不同季节用电需求对项目试运行的影响

蒙古是一个不同季节不同月份用电需求区分非常明显的

国家，每年的 6-9 月份为蒙古用电需求低负荷的时期，11 月

中旬到 2 月中旬为用电需求高负荷的时期，在与当地电网调

度中心的谈判中获知，在这两个时期，都无法安排电厂的试

运行工作。这就意味着，电厂需要将其主体工程完成、试运

行开始的时间安排在 3-6 月、9-11 月之间，若时间未安排好，

开始一次试运行之后未成功而时间已到 6 月份，进入蒙古低

负荷用电时期无法安排试运行，则开始第二次试运行的时间

可能要等到好几个月之后，这将会对电厂造成非常大的经济

损失。

5. 争议解决机制及条款

作为跨境项目，其核心问题之一即是争议解决方式的确

定。因为投资人面对的通常是一国政府，无论多么实力雄厚

的企业在面对政府部门时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争议解决方

式就是投资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本项目中，特许权协

议中最初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蒙古当地的仲裁机构，经过

与蒙古政府方的谈判争取，最终选择了独立于蒙古和中国的

第三方仲裁机构。同时，本项目涉及协议众多，在各协议中还

要注意保持争议解决方式的一致性。

以上 撷 取的是巴格诺尔火电厂BOT 项目推进过程中

遇到的部分问题。事实上，本项目是客户实施的第一个境外

BOT 项目，作为投资人，除了面临传统施工环节的问题外，

还要协调各方处理项目立项、设计、环评、用地、融资、保险

各个方面的问题，因而对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律师

有全局的眼光统观整个项目，妥善做出法律安排，使项目各

交易环节前后照应，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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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境内企业对境外投资政策的不断放

宽，近年来国家对保险资金运用及境外投资的管控也逐渐放松。借

着政策改革及市场变革的东风，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依托自身雄厚

的资金实力，开始将投资的触角伸向海外多元化的投资平台，极大地

激发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活跃度。本文拟从实务角度对保险资金

境外投资涉及的主要法律框架进行分析，并结合近期主办的案例，作

相关探讨和总结。

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及监管政策演变

行业中公认的中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政策的开放始于 2004 年 1 。

从资金来源方面来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及政策经历了仅能通

过保险外汇资金对外投资到可购汇投资两个阶段；在投资渠道方面上

说，经历了从最早的仅允许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等货币市场工具逐

步拓宽到可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不动产及其他金融产品等各类产

品，可投资的品种、投资区域均不断细化。国家通过多种手段不断鼓

励保险企业“走出去”、推动保险资金积极开展境外的多元化投资。

以下为我国关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监管政策的演变历史：

2004 年 8 月 9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并实施了《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已失效），明确允许境内保险公司以其保险外汇资金投资于

中国境外，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债券、货币市场产品及其他投资

品种及工具。

2005 年 6 月 15 日，为进一步拓宽保险外汇资金境外投资的渠

道，中国保监会颁布并实施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外

汇资金投资境外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已失效），允许保险外汇资

金可投资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的股票。此后，中国保监会于 2005 年

9 月 1 日颁布并实施了《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

则》（已失效），将保险外汇资金在境外投资的股票限定于中国企业

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并且要求投资额度不得超过国家外汇局核准投资付汇额度的 10%。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分析与实践
 文  /   曾赞新、叶君

1  凌秀丽、姚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研究》，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
险 与 投 资 研 究 所，2014 年 10 月 24 日， 参 见 网 址 http://www.piccamc.com/news/
NewsAttachmentAction.do?method=downloadAttachment&attId=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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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分析与实践
 文  /   曾赞新、叶君

2006 年 4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公告 [2006] 第 5 号 - 调整部分外汇管理政策》，允许符合

条件的保险机构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

场工具。

2006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

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6]23 号，“老国十条”），明

确支持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并要求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

渠道和范围。据此，中国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

局联合于 2007 年 6 月 28 日发布并实施了《保险资金境外

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机构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做了

重大变革，即不仅允许保险机构可以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金

进行境外投资，还大大拓宽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渠道及方

向，并简化了资金出海的审批流程。

此后，国务院及中国保监会陆续颁布了《保险资金境外

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及

《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

等规定，不断地“松绑”保险资金“出海”的要求。

下文我们将对我国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及保险资金境外

投资的法律制度做相关分析及探讨。

二、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制度简述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法律制度，作为境外投资的一类行业

性的特殊规范体系，原则上应被纳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制度

的法律框架内进行探讨。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就我国境外企

业境外投资的现行法律制度做简要的系统性阐述。中国投资

者（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一般应经过发改委、商务部门和外

汇管理部门的核准、备案或登记。根据投资主体的企业类型、

境外投资项目的性质和投资额的不同，境外投资项目分别由

国家或省级发改部门和商务部门主管。

根据国务院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发布的《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2014 年目录”）以及国家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办法》2（“发改委 9 号令”）和商务部颁布的《境

外投资管理办法》3（“商务部 3 号令”），境内企业进行境外

投资的中国境内审批标准及流程均得到较大程度的放宽和

简化。以下我们将就各部门的审批程序进行简述：

1. 发改部门就境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根据发改委 9 号令第七条：“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

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中，中

方投资额 20 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审核

意见报国务院核准。”第八条规定：“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之外

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其中，中央管理企业实施的

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及以上

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地方企业实施的中

方投资额 3 亿美元以下境外投资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政府投资主管

部门备案。”据此，我们将发改部门的核准 / 备案权限主要

依据投资额及是否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划分，如下图 1 所示：

*“敏感国家和地区”包括：未建交和受国际制裁的国家，

发生战争、内乱等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包括：基础电

信运营，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大规模土地开发，输电干线、

电网，新闻传媒等行业。

根据上述权限划分，需报送国家发改委核准或备案的项

目，地方企业直接向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发改部门提交相关申

请材料，由省级发改部门报送国家发改委；中央管理企业由

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对于核准的项目，国

家发改委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向申报单位出具书面核准文件；

对于备案的项目，国家发改委将在受理备案申请表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备案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出具备案通知

书。就不予核准或不予备案的项目，将以书面决定的方式通

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投资主体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发改部门的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的有效期为一年（建

设类项目核准文件和备案通知书有效期二年）。

2  2014 年 4 月 8 日发改委 9 号令发布《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于
2014 年 5 月 8 日起施行，并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经发改委第 20 号令《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修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决定》修改。
3  2014 年 9 月 6 日商务部 3 号令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于 2014 年 10 月 6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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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务部门的法律程序

根据商务部 3 号令第六条规定：“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和核准

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

行核准管理。企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商

务部门的核准 / 备案权限划分如下图 2 所示：

* 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是指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

合国制裁的国家。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是指涉及出口我国限

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

行业。

对属于核准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向商务部提出申

请，地方企业通过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提出申

请。核准境外投资应当征求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

商务部应当在受理中央企业核准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包含

征求驻外使（领）馆（经商处室）意见的时间）做出是否予

以核准的决定。对予以核准的境外投资，商务部出具书面核

准决定并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均须

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填报，中央企业报商务部备案；

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对符合备案条件

的投资项目，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备案

表》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并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

商务部所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有效期为二年。

三、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相关规范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规范主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

面为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规范，主要有《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暂行办法》（自 2010 年 8 月 31 日开始实施）等，该等规定

主要从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及种类、投资方式、投资相关的

决策机制及投资股权进行规定，确立了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

法律框架。 第二个层面为针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框架，

主要包括《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自 2007 年 6 月 28 日起实施）及《保险资金

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保监发〔2012〕93 号，

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起实施，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主要针对保险资金投资于境外市场时，投资法律关系各方主

体的资格条件、投资时中国境内的审批和报告程序、风险管

理、财务指标等进行规范。第三个层面为关于保险资金投资

于境外不动产的行业性规范，主要参照《保险资金投资不动

产暂行办法》（保监发 [2010]80 号，自 2010 年 7 月 31 日

开始实施）进行规范。

1. 关于用于境外投资的保险资金的界定

所谓“保险资金”，是指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

公司以本外币计价的资本金、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各项准

备金及其他资金。4 而一般如果涉及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则相关投资资金在向境外汇出时须以外汇形式汇出，因此，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规范体系下的保险资金，是指在中国境内

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保险

机构的自有外汇资金、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金及上述资金

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52012 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

发 [2012]59 号，自 2012 年 7 月 16 日起实施）对用于境外

投资的保险资金的范围做了进一步扩展，即保险公司以外币

形式出资，投资中国境内未上市企业股权或者不动产，纳入

《实施细则》管理。

原 2004 年《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对

保险机构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有极为严格的限制，保险机构

仅限于使用其自有的保险外汇资金（即保险公司以外币计价

的资本金、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各项准备金和存入保证金

的总和）从事境外投资，而不得以人民币购汇进行投资。但

2007 年的《暂行办法》对可用于境外投资的保险资金的范

围做了较大程度的突破，即保险机构可以使用自有外汇资金、

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资金及上述资金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进

行投资。同时，国家外汇局对已获得“委托人”资格的保险

机构境外投资付汇事宜实行额度管理而非一事一议的管理制

度，即类似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国家

外汇管理局将对已获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委托人资格的保险

机构核准一个境外付汇额度，保险机构在该等额度内进行投

资可依据协议自行办理资金划转手续，而无需再另行取得外

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因此，实践中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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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QDII”来指代该等已取得外汇投资额度的保险

机构，尽管中国保监会未在其颁布的法律法规中使用“保险

QDII”或类似的用语，但实际上，国家外汇局已将获批境外

付汇额度的保险机构归入 QDII 进行管理。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已获批的

保险类 QDII 共计 40 家，获批额度共计 308.53 亿美元。6 

2.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各方法律主体及相关资格条件

《暂行办法》 明确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委托投资制度。

委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应当委托受托人和托管人，

由受托人、托管人根据协议约定，分别负责保险资金的境外

投资运作和托管监督。

此处，委托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

险公司、保险集团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保险机构。但并非

每一保险机构都可以从事保险资金的境外投资，《暂行办法》

从内部控制体系、投资管理能力、投资团队资历及相关财务

指标等方面对保险机构做了相关限制，只有符合《暂行办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保险机构才有资格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

请并获批委托人的资质。

受托人，包括境内受托人和境外受托人。境内受托人是

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符合中国

保监会规定条件的境内其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境外受托人

是指在中国境外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条件的专业

投资管理机构。

托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符合中国保监会规

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担任托管人的商业银行

包括中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实践中，受托人一般是具体从事投资项目开发、进行投

资谈判及投资管理的主体。因此，中国保监会对受托人的资

质做了更为细致及严格的要求：（1）受托人首先须具备从事

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相关资格；（2）受托人须具有健全的内

部控制制度，例如有法人治理结构、风险控制机制等；（3）

投资管理团队须具备丰富的投资从业经验，特别地，中国保

监会对其境外投资经验及受托管理资产规模有严格的要求。

此外，根据《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原来的规定，

境内受托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仅限于投资香港市场，即若

委托人计划投资于香港之外的境外市场的话，还需委托符合

《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要求的境外受托人。但是，

根据中国保监会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颁发并实施的《中国保

监会关于调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有关政策的通知》（保监发

〔2015〕33 号）第二条的规定，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

构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设立的资产管理机构受托管理

集团内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开展境外投资时，投资市场由香

港市场扩展至《实施细则》附件 1 所列的国家或者地区金融

市场 7。据此，我们理解，保监发〔2015〕33 号实质上扩大

了境内受托人受托管理集团内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开展境外

投资的范围，即从“仅限于香港市场”扩展到了《实施细则》

附件 1 所列的国家或者地区金融市场。

3.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2007 年《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大简化了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的政府审批程序。保险机构进行境外投资，除

了进行重大股权投资外，无需针对每次投资分别进行报批，

而仅须在保险机构取得中国保监会核准的委托人资格及国家

外汇局核准的境外投资付汇额度后、受托人及托管人的资格

获批后，即可进行境外投资，并于每次投资后，履行报告程序。

3.1 境外投资主体资格的审批

保险机构如需利用其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均须先向

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中国保监会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

以内，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经中国保监会审批同

意后，保险机构将取得境外投资的委托人资格。随后，保险

机构须在中国保监会批准的投资比例内向国家外汇局提出境

外投资付汇额度申请，国家外汇局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

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核准的，将书面

通知申请人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

境内外受托人从事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受托管理业务、托

管人开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托管业务，均须根据《暂行办法》

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中国保监会经审慎评估后应

自收到全部申报材料之日起 20 日内出具意见函。

因此，业内人士指出，《暂行办法》“改变了‘一事一批’

6  参见国家外汇局网站公布的数据，网址：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
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glxx/hgjnjgtzzmd/
node_glxx_jnjg_store/c84f5d004ce4176e89b78dfd3fd7c3dc/，访问日期：2015
年 5 月 19 日。
7   根据《实施细则》附件 1，保险资金在境外可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如下：（一）
发达市场，包括澳大利亚、香港、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新加坡、比利时、
以色列、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瑞士、芬兰、荷兰、英国、
法国、卢森堡、美国、德国、新西兰、希腊、挪威；（二）新兴市场，包括，巴西、
印度尼西亚、波兰、智利、韩国、俄罗斯、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南非、捷克共和国、
墨西哥、台湾、埃及、摩洛哥、泰国、匈牙利、秘鲁、土耳其、印度、菲律宾。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法律分析与实践   ／    103



的审批方式，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保监会对委托人、受托人

和托管人采取一次性形式审核，核准‘有关当事人’资质，‘有

关当事人’取得资格后，无需重复申请”8。

3.2 单笔投资须履行的审批程序

《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保险机构开展境外股

权和不动产投资，应当参照境内相关规定，履行核准或者报

告义务。” 根据《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保监发

[2010]79 号，自 2010 年 7 月 31 日起实施）第三十条及第

三十一条，保险公司进行重大股权投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

申请核准，进行非重大股权投资和投资基金投资的，应当在

签署投资协议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同时，

根据《暂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所称“重大股权投资”，

指对拟投资非保险类金融企业或者与保险业务相关企业实施

控制的投资行为。

据此，委托人在开展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时，首先需区分

其所从事的投资是否会导致委托人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

如果是，则须依据《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规定的程

序取得中国保监会的核准；如果不是，则只需在签署投资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投资协议、尽职调查报告、法律意见书等

材料提交中国保监会履行报告程序。实务中，如果中国保监

会对该等材料没有异议，则将不予答复，也不会就该等报告

程序出具相关备案或核准文件。同时，在签署协议后，委托

人即可依据投资协议等约定的付款方式和条件，直接使用自

有外汇或购汇向境外支付投资款，而无需再取得外汇管理部

门的核准。

此外，就保险机构进行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保险机构除

履行中国保监会的报告 / 核准程序之外，是否还需履行在发

改部门、商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手续？目前，法律法规对保

监会行业监管与发改、商务部门审批程序的衔接上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鉴于实践中大多数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均不涉及投

向须核准的敏感国家或敏感行业，因此在是否涉及备案程序

的问题上，根据我们的了解及操作经验，如果保险资金进行

境外投资已取得行业监管机关中国保监会的核准，且在国家

外汇局核准的境外投资付汇额度内进行，则存在发改部门及

商务部门可能不会受理保险机构关于境外投资项目的备案申

请的可能，虽然依据发改部门及商务部门各自颁布的法规，

从理论上来说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并未排除在需受发改部门

及商务部门监管的范围之外。

就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原因，我们理解，一方面，目前

我国政府部门对于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呈简政放权、放宽审

批权限的态度；另一方面，从资金流出的监管角度考虑，就

一般的境外投资项目，境外付汇程序均须待取得发改部门

及商务部门的核准 / 备案文件后才能得以完成，但就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而言，保险机构在获批取得境外投资委托人

资格后即可向国家外汇局申请境外投资付汇额度，在该等

额度内进行资金划转，资金流出境外并不会存在操作上的

障碍。

4.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投资方式、范围及其他监管要

求

根据《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划分，保险资金境

外投资的范围主要针对如下几大类产品：

（1） 货币市场类：商业票据、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

单、回购与逆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等货币市场产品；

（2） 固定收益类：银行存款、结构性存款、债券、可转债、

债券型基金、证券化产品、信托型产品等固定收益产品；

（3） 权益类：股票、股票型基金、股权（普通股、优先股）、

全球存托凭证、美国存托凭证、未上市企业股权等权益类工

具或者产品；

（4） 不动产；

（5） 境外基金：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房

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

（6）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或者投资品种。

除了投资方式及投资范围外，中国保监会还对委托人

的保险资金运用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例如境外投资余额合

计不得超过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15％、实际投资总额不

得超过国家外汇局核准的投资付汇额度等。

此外，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不得从事违法行为，例

如洗钱，也不得从事法律命令禁止的违规投资行为，例如以

境外投资的保险资金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投机

性外汇买卖、投资实物商品、贵重金属或者代表贵重金属的

凭证和商品类衍生工具等。在实务中，由于保险资金境外投

资的项目多为事后向中国保监会履行报告程序，因此在签署

协议时原则上保监会不会对上述禁止性行为进行实质审查，

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保险公司就投资范围事宜事先与保监

会进行沟通确认。

8  詹昊（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喻丹（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保监会
关于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相关规定的简要解读》，网址：http://www.anjielaw.com/
publications_detail/newsId=259.html，访问时间：2015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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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的特殊规范

中国保监会并未就保险资金投资境外不动产制定专门的

法律规范，实践中一般参照《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投资不

动产暂行办法》（保监发 [2010]80 号，自 2010 年 7 月 31

日开始实施）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资金投

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 [2012]59 号，自

2012 年 7 月 16 日起实施）等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保险资金投资的不动产，是指土地、建筑物及其它附着

于土地上的定着物，同时也可投资于相关不动产金融产品。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保险公司可以采用股权方式、债权

方式和物权方式投资不动产，也可采取上述集中方式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投资。法律实务中，我们会要求拟投资的目标物

业应基本符合《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的要求，即

产权清晰、无权属争议、坐落于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城市，

管理权属相对集中，能够满足保险资产配置和风险控制要求

等。同时，还应注意目标物业的用途及剩余使用年限不违反

相关规定。此外，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应当符合《暂行办法》

及《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规定的财务指标。

保险公司投资境外不动产时，也须在签署投资协议后向

中国保监会报告并履行定期报告义务。

四、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案例分析

随着近年来监管政策的不断放宽，保险资金“出海”也

日益普遍，同时律师及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

倾向于在项目较前期的阶段就聘请律师事务所，对项目的投

资架构及涉及到的中国境内审批事项进行论证、对所投资的

标的公司或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并会要求律师深度介入

投资的磋商谈判中。

在整个投资流程中，就保险资金的境外投资，一旦确定

了投资的项目或签署了投资条款清单（Term Sheet）或投资

意向书，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整个项目的投资架构该如何

安排。就投资架构设计而言，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与一般境外

投资的思路基本一致。保险机构可以直接以境内机构作为投

资主体并在国家外汇局核准的境外投资付汇额度内出资，境

内投资主体并应就该次投资履行向中国保监会的报告或核

准程序。在有的交易中，基于税务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可以在

境内机构与最终目标公司之间搭建中间层持股的特殊目的公

司。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在中国保监会的报告或核准手续外，

在搭建特殊目的公司平台时，是否需在发改部门及商务部门

进行境外投资的核准或备案，也需在具体投资项目中予以关

注。但如上所述，实践中有些地方的发改部门及商务部门并

不会对该等新设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过程予以备案。除上述

境内保险机构运用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外，保险集团也可

以使用其在境外的关联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并以该等实体的

境外资金直接进行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则不涉及境内保险

机构运用保险资金跨境投资的问题。

以上述搭建中间层特殊目的公司的投资架构为例，如下

图 3 所示，A 公司是一个香港公司，C、D 及 E 公司均为美国

特拉华州设立的公司，A 公司作为控股股东，与境外其他股

东持有 C 公司的股权；C 公司仍作为控股股东与境外其他股

东以其持有 D 公司的股权；并且，D 公司作为目标公司 E 公

司的普通股股东，持有 E 公司已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份。

中国境内 B 保险公司作为委托人，拟收购 E 公司的部分

股权。为进行本次投资，B 公司聘请了中国境内律师事务所

及境外律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和直接及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

权的一系列公司进行了完备的法律尽职调查，主要包括：（1）

目标公司 E 公司的股权及债权状况、公司治理结构、业务状

况及诉讼情况等；（2）直接及间接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 C、

D 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在此需提请注意的是，

如果拟投资的标的为境外不动产，则委托人还须对目标物业

的所有权权属、剩余使用年限及权属负担（包括目标物业上

存在的抵押权、地役权）等情况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如果

拟投资的标的为境外的股权投资基金，则还须对目标基金的

合伙协议、基金管理人等进行尽职调查。

委托人最初计划由委托人作为投资主体直接收购 C 公

司的相关股权从而间接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但根据尽职调

查的结果，由于 C 公司在美国、香港等地还存在很多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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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若委托人直接收购 C 公司的股权则涉及在交易时处

理其他小股东的同意权及交易完成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

因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及便于投资人与 A 公司之间建立一

系列商业安排，将交易架构调整为：（1）由 A 公司在英属维

尔京群岛新设立一个 F 公司，由该 F 公司收购 A 公司持有

的美国 C 公司的股权；（2）由中国境内的 B 公司在香港设立

一个特殊目的公司 G 公司作为收购主体；（3）G 公司收购 A

公司持有的 F 公司部分股权，从而间接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F 公司成为 G 公司与 A 公司之间建立商业安排的共同持股

平台。投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如所示：

在确定投资意向之前，A 公司与 B 公司就本次投资签署

了《投资意向书》，就本次投资涉及的主要条款和条件达成

初步意向，包括投资方案、收益支付、退出安排、收益分配、

公司治理、 反稀释权、共同出售、强制出售、排他期等主要

条款。

在双方就交易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后，A 公司、G 公司与

F 公司同时签署了《投资协议》及《股东协议》。《投资协议》

确定了本次投资的最终条件，包括投资价格及其调整、交割

支付安排、交割支付的前提条件、买卖双方及目标公司的陈

述与保证、交易税费、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

《股东协议》则是对公司治理及权力机构的决策、股权转让、

利润分配等进行了约定。此外，为满足境外目标公司所在地

的相关监管规定，委托人及投资主体还需配合目标公司履行

相关调查及程序，例如海外反腐败调查（OFAC）、“了解

你的客户”（KYC）调查及相关税务程序。

由于本次投资并非重大股权投资，因此在签署协议后，

委托人履行了向中国保监会报告的义务。

除了保险资金投资于境外股权及房地产之外，近年来，

我们也参与了一些保险资金投资境外知名股权投资基金的法

律实务。在投资境外股权投资基金的情况下，一般由委托人

或其境外关联公司认购目标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份额并享受

有限合伙人权利及权力，例如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在咨询

委员会中委派代表的权利、特殊情况下可免于投资的权利、

知情权等。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或其指定的投资主体一般

须与目标基金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关于认购目标基金有

限合伙人份额的《认购协议》，此外，为了保障委托人或其

指定的投资主体的某些特殊权利及需求，委托人或其指定

的投资主体还会与目标基金签署相关的《附加协议》（Side 

Letter）。

综上所述，本文并未全面详尽地阐述保险资金境外投资

的全部法律问题，仅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政府监管的变革及

投资中法律实务操作的角度，对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框架、案

例及笔者的相关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希冀能抛砖引玉、对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实务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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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近两年来在

世界范围内并购交易开始活跃。中国公司在这场并购浪潮中，已然成

为引人注目的买家。仅 2014 年一年，来自中国的公司在并购外国公

司的交易额达到 460 亿美元（约合 2810 亿元人民币）。这个交易额

基本是 10 年前的 10 倍。自 2010 年起，中国的跨境并购已经实现连

续四年增长。交易额和交易数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原油价

格下跌，投资人对所投资公司增长速度的要求 , 中国消费者日益增

长的投资需求等。

如果将视野从全球聚焦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会发现随着英

国经济复苏强劲，英国和欧元区的并购交易也呈现上升势头。根据

UBS 欧 洲并购主管 Severin Brizay 的介 绍，到 2015 年 3 月底 欧

洲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10%，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国的买家。

UBS 预计这次欧洲并购浪潮方兴未艾。

作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伦敦经常是跨国公司在欧洲的

总部，因此称伦敦为中国公司欧洲并购的第一站和核心环节毫不为过。

此外，在跨国并购交易中，并购法律文件惯常选择适用英国法管辖即

使交易与英国没有联系，因此从英国法角度来对并购交易有清晰认

识显得非常重要。

作为中伦律师事务所伦敦分所的律师，我们主导过多起中国企

业并购英国及欧洲大陆公司的交易。本文尝试从并购交易要点以及

流程两个方面给中国投资者提供法律建议（本文的法律分析限于并

购私有公司，不涉及并购上市公司）；接下来结合我们伦敦办公室的

并购案例分析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最后

是关于中伦伦敦办公室提供的独具优势的法律服务。

一、并购过程中的要点分析

每个并购交易各不相同，比如买方的关注点不同、交易架构不

同和并购对象不同（股权或资产）等。但就并购项目来说，尤其是跨

国并购，还是有相对成熟的市场惯例以及法律要点是适用于所有并

购交易的。根据我们的并购经验，以下问题是并购交易中的重点：

1. 并购类型；

2. 交易价格；

中国公司海外并购的法律要点和经验分享
文  /   伦敦办公室

中伦律师事务所伦敦办公室

中伦伦敦办公室位于伦敦金融城，主要业务领域集

中在中英两国公司法领域以及与公司相关各种投

融资活动（包括中国公司海外并购和伦敦证券交易

所上市，英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全面法律建议等），商

业地产以及居住物业的融资及交易、私人财富以

及移民相关法律建议等。伦敦办公室的合伙人薛海

滨、王筱倩和李林娜在中国和英国法领域均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可以用流利的中英文从不同视角深刻

理解客户需求并为客户提供综合法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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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结构和税务规划；

4. 融资需求；

5. 时间表。

就并购类型而言，在跨国并购当中，一般分为股权并购

和资产并购。两种并购各有千秋，买家根据不同需求决定并

购类型。

股权并购的交易标的是目标公司股权，买家和卖家在目

标公司股东层面进行交易，基本不会对目标公司产生很大影

响。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等基

本会保持不变。对于买家来说，股权并购最大的好处是对目

标公司的正常业务影响较小；但另一方面，在股权交易完成

以后，买家成为目标公司股东，继承了目标公司的法律责任

以及潜在法律责任。因此，股权并购一般都会对目标公司做

详细的法律尽职调查。

资产并购与股权并购不同，买家是就资产进行交易，例

如土地、厂房、设备和知识产权等。从买家角度来看，资产

交易类型中对拟并购资产可以精挑细选，避免购买不需要的

资产和负债。和收购股权相比，购买资产可以规避目标公司

的潜在风险。

在交易价格方面，买家的初期会有一个预算范围，对潜

在并购对象也有一个粗略的价格估算。但是价格会根据各项

尽职调查的结果进行调整，有时价格的调整会很大。比如，

在法律尽职调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并购对象和其服务客户签

署的供应 / 服务合同存在重大问题，例如条款包含如果出现

公司控制变化，合同将立即终止，这显然影响并购对象的持

续交易能力，因此并购价格会下调。

交易结构是整个并购的核心，也需要在并购初期就开始

筹划。交易结构和税务规划紧密联系，尤其在涉及土地和房

产的资产并购中尤为明显。简单来说，在股权转让交易中，

在英国，如果是个人卖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获得收益，需要

缴纳资本利得税及通常为交易价格的 0.5% 的印花税；如果

卖家是公司且转让目标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在满足一定条件

的情形下，如收购离岸公司且适用英国法管辖，公司卖家从

转让收益所负有的资本利得税可能会被豁免。在资产转让的

交易中，一般来说有两个时点会触发税收：当资产所属的公

司出售资产之后，所获收益需缴纳公司税；当所获收益通过

股息派发给股东时，股东可能产生缴税义务，这时公司股东

和个人股东又有区别。税务规划的内容比较复杂，限于本文

篇幅所限暂不赘述。

设计交易结构的另一目的是提高交易效率。一种常见的

结构安排是：卖家设立一家全新的特殊目的公司，并将拟并

购资产全部转移至特殊目的公司，买家收购卖家持有特殊目

的公司的股权。这样的交易结构避免了买家对卖家潜藏风险

的担忧，也可以拣选所购买的资产。这个架构只是一个简单

的例子，在实际并购交易中，存在很多商业考量，包括买方和

卖方的议价能力等，这会使交易结构的设计变得复杂。

从买家角度来说，支付并购对价一般需要融资支持，因

此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是并购交易中的重要考虑因素。股权

融资和债权融资是常见的两种融资方法。在设计交易结构时，

需要将融资方式考虑进去，因为涉及到并购架构和设立并购

公司执行并购任务。例如在债权融资中，优先级不同的贷款

方将和不同层级的并购公司签署融资文件，这样是为了从架

构上保证优先偿还顺序。

并购时间可以因每个交易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如果不包

括买家决策层的初始调查和决策时间，从尽职调查到完成交

割，对于中型和架构简单的并购项目大概在两到三个月可以

完成；复杂的项目可以从半年持续到更长时间。在项目进行

期间，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致使整个进展延后。例如在尽职

调查过程中发现目标公司存在重大法律瑕疵，需要各方讨论

是否有解决方案以及对整个收购的影响做实际评估。

二、并购流程简析

在大致分析完以上几个重点考虑内容后，接下来对并购

流程做简单介绍。

如果以交易中两个重要事件作为里程碑——签署并购协

议和完成并购交易，那么整个并购交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签署并购协议之前，签署并购协议之后至完成交割和交割

之后。

在正式签署并购协议前，双方一般会签署一个框架性 /

意向性协议就并购协议中的关键条款进行约定。但是通常这

份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协议中的

保密条款、 排他性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通常具有法律约束力。

保密条款和争议解决条款不言自明，排他性条款是约定双方

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在与其他方协商并购事宜。

在正式签署并购协议之前，对律师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

是尽职调查。尽职调查就是对目标公司的摸底，对法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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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认或提出质疑以及发现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大型收购项

目中，尽职调查可能会发现目标公司存在潜在责任，比如知

识产权是否存在权属争议；或者公司交易能力的可持续性存

在质疑，比如交易合约均为一年以内的短期供应合同并且条

款对目标公司较为苛刻。尽职调查是起草股权 / 资产转让协

议的基础，没有尽职调查，就谈不到谈判议价和对条款的修

改方法。

通常并购协议不止是一份股权 / 资产转让条款，在非整

体购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还包括对目标公司章程的修改和

股东协议的修改；在资产转让协议中，一般会有资产交割方

面的具体文件，比如涉及土地房产需要由契约完成交割。

最近的并购交易中，买方律师倾向于将 《过渡期服务协

议》（Transactional Services Agreement）详细化和长篇化。

过渡期服务协议主要是约定在交割完成后，卖方在一段时间

内有义务持续向买方提供相关服务（有时是买方向卖方提供

服务），因为这关系到并购后的磨合和交接，对于成功并购

有重要意义。以往《过渡期服务协议》在交易尾声才会涉及

并且是主要并购协议的摘要。但是近年的趋势是过渡期服务

协议成为并购交易一系列文件中的主要文件，篇幅也有大幅

增长。这是因为买家越来越关心交割后的并购效果，而不仅

仅是完成法律上的手续。

并购协议一般需要双方律师几轮的修改才能定稿，在双

方对价格和条款的不断博弈中，并购文件最终尘埃落定。签

署一系列并购文件标志着文件起草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双

方要按照协议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在签署协议和交割完成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时间差，比如

股权需要完成法律上转让程序，资产需要完成资产交割手续，

有时在并购协议中还会规定交割条件，即要求买方或卖房（通

常是卖方）在交割时要满足一些条件。

交割是并购交易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并购的

并购交易的结尾。在交割之后需要完成的，法律方面一般都

是形式要件， 比如更新公司内部记录，例如股东和董事的变

更；在商业方面，双方按照过渡期协议完成并购之后的磨合。

三、伦敦办公室并购案例分析

中伦伦敦办公室的并购交易在当前并购浪潮下显著增

长。自 2015 年初到本文发稿之日，已经完成两笔和正在进

行一笔中国公司在英国和欧洲购买资产或股权的交易，跨越

食品、医疗和高科技行业。

在 2015 年初，一家大型中国企业以数亿美金收购英国

著名品牌（目前该项目仍在保密阶段）。我们以英文及中文

向客户提供英国法律支持——出具双语尽职调查报告、备忘

录、法律意见书，并用英文和中文参与邮件沟通和电话会议。

此项目中，中伦伦敦办公室合伙人负责英国法项下的并购业

务，同时管理英属开曼群岛和维珍群岛的法律顾问；上海办

公室向客户提供重要支持；交割由香港办公室出色完成。这

个并购项目是多个法域协调完成跨境并购的典型案例。

中伦伦敦办公室近期还协助一家中国上市公司对一家英

国医疗科技公司进行了数量在 5000 万美元到 8000 万美元

的战略投资。投资包括中国公司收购一家英国公司的少数股

权，该公司股东结构复杂，包括众多机构投资者。对于收购

少数股权项目，目标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谈判是交易要点之

一，涉及到不同方面的股东权益。另外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中国买家和目标公司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以实现目标公

司的技术在中国商业化。 

目前伦敦办公室正在进行的一个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项目

涉及全球十几个法域（主要并购对象集中在欧洲），交易金

额达到上亿美元。这家中国企业为国内高科技企业，期望通

过海外并购完成技术升级。伦敦办公室负责尽职调查和起草

相关法律文件，同时负责协调不同法域的律师协同工作，大

大降低客户的沟通成本并高效推进项目进展。

在并购项目中我们总结出以下经验：

1 . 充分准备。买家在并购之前需要对行业和目标公司

进行充分了解。这在西方成熟市场的经验丰富的买家来看是

不言而喻的，但是有些来自中国的买家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

工作，导致对行业的目标公司都不够熟悉，造成并购交易当

中的障碍以及并购后整合的巨大问题。根据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的研究表明，目前大部分并购失败的案例都是因为缺

乏对行业、市场和对象的清晰充分的认识。买家如果不具备

市场研究能力，通常会聘请外部的专业机构完成市场调研。

这必定会产生费用，但是中国有句谚语：磨刀不误砍柴工，

充分的准备是成功并购的先决条件。

2 . 需要有一个专业的项目团队全程协助买家进行项目

管理、财务建议和法律支持。虽然中国企业越来越融入国际

商业活动，但是还处于初期，有些方面需要适当引导。在我

们接触一些中国企业中，有些企业到海外开展商业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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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大使馆，而不是市场上的专业服务机构，

比如并购顾问，律师。固然中国大使馆会提供一些支持，但

仅限于一些商务信息，并不能对市场提供专业分析。成熟的

国际企业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先集合专业机构充分

分析和听取意见，再做相关部署。

3 . 好的律师提供增值服务，提供并购效率以及避免重

大损失。中国买家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强。在 10 年

以前在跨国并购中，有中国买家没有指定外国法律顾问就进

行交易，这样冒险行为不值得推荐，最终承担巨大损失的还

是买家。这在近些年的并购案例中这些的事例已经鲜见，但

是新的问题是，买家应该如何选择并购律师？我们认为，好

的律师可以充分和客户沟通大方向和细节，有好的项目管理

经验以及收费合理。本文将在以下部分说明中伦伦敦办公室

可以提供的独具优势的法律服务。

4 . 中国买家需要在并购中提高决策速度。在伦敦并购

市场中，尽管经常可以看到中国买家的身影，但是并购的最

终买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家的决策速度和效率。如果做

好一切准备，却因为决策速度太慢失去良好的机会未免得不

偿失。我们建议一旦买家公司的管理层需要提供反应速度。

在做出并购决定后，需要指定一位负责人总体负责，这样可

以做到快速反映、高效决策。

四、中伦可以提供的独具优势的服务

聘请并购律师是买家在并购开始之前需要做的一项准

备工作。如何选择并购律师？中国买家在跨国并购交易中，

由于对外国法律和法律市场不熟悉，有可能会请最贵的律师

（最贵就是最好？），也有可能随便指定一家律师事务所，实

际上这样的做法都不够成熟。一个经验丰富的公司会将律所

的并购经验、律师的沟通能力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程度作为

重要参考因素。

作为中国顶尖律师事务所的伦敦分所，中伦伦敦办公室

有其他律师事务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我们办公室的中外律师都精通中文和英语。不论

在书面还是口头沟通，两种语言都毫无障碍，这可以给中国

客户带来极大便利。相比一个外国律所，反映在交易中就是

大幅提高沟通效率，最直观的反映是花在沟通方面的时间减

少，费用降低。

其次，语言便利、文化共通带来的还有对交易各方面

的正确理解和执行效率的提高。在英国法项下，通常有很多

法律术语是较难理解的，有些法律概念并不能直接找到中

国法下对应的词语，在融资和并购领域尤为突出。作为英

国律师，他们在和客户谈到相关术语的时候，认为这些术语

概念不需要解释，即使想解释，也很难说明白，因为他们无

法从中国客户角度理解问题。我们合作的法律顾问曾经提

到过和英国律师的沟通需要花很大精力，例如英国法下的

representation, warranty, indemnity 有不同含义以及法

律后果也各不相同，这在英国是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但是

中国法下却没有直接对应的概念，这需要律师从客户的角度

做出直观明了的解释。作为有中国法律背景的律师，我们的

优势这时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我们熟知这些英国法概念，

也完全可以用中文给客户阐释，让客户豁然开朗。

第三，可以提供无缝衔接的中国法和英国法服务。我们

有些律师持有中国和英国律师牌照且熟悉中国和英国两个

市场，因此我们可以为中国客户提供中国和英国两个法域的

法律服务。比如在中国投资对外投资时，我们可以协助中国

投资者向商务部门和外汇部门申请《企业对外投资证书》和《境

外投资外汇登记证》等批准文件，同时也可以高效地帮助企

业完成英国的公司注册和相关投资活动。

第四，依托中伦国内的强大团队，中国客户可以得到全

方位的支持。中国客户可以得到国内团队的全力支持。我们

最近正在进行的一项并购就涉及一家国内上市公司的海外并

购，伦敦办公室和国内的办公室配合，国内办公室完成国内

上市公司的合规审查，伦敦办公室完成海外尽职调查和并购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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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的投资步伐开始迈向国外。日本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年来制定了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并

且在法律层面也多次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创造有助外资进入的制度环

境。这对中国企业来说，应是较有吸引力的。然而，由于信息的缺乏，

众多的中国企业对于日本投资的基本法律环境无法有效的掌控和把

握。为此，本文将从对日投资的法律实务角度，对于日本投资的基本

法律制度予以介绍，以期对国内企业对日投资有所帮助。

一、日本投资基本法律体系及投资途径

日本有关外资合作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商

法》《公司法》《商业登记法》《防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各种税法、

会计制度等，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日本投资的基本法律体系。

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海外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在日本开展投

资经营活动的途径可分为两种：1. 设立外国公司的营业所（设立分支

机构）。2. 设立子公司（设立现地法人）。而设立现地法人主要有两

种途径，第一种是新设公司，另一种则为 M&A 形式，包括受让既存

法人转让的股权、股份或者业务等。

本文将就分支机构的设立、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设立及股份

发行、M&A 等方面，在下文予以概括介绍。

二、日本投资的日本政府审批程序

日本企业并购中国企业时，需要在中国国内履行一系列政府审

批程序。与之相比，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时需要在日本国内履行的

政府审批程序较为简单。

根据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规定，在日本设立公司或并购

日本企业属于“对内直接投资”行为的一种，原则上不需要事前取得

日本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仅需履行事后备案手续即可。

但是，对内直接投资对象涉及到以下行业的，通常需要事前申请，

获取相关部门审批。

1) 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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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系到公共秩序的行业。

3) 关系到公众安全的行业。

4) 依日本国情受限制的行业。

三、在日分支机构的设立

设立分支机构是外国企业在日本设立营业网点的最简

便的方法。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的流程大致如下：

1) 选定分支机构的场所和在日代表人。

2) 制作分支机构的印章并取得在日代表人的印章证明

书或签字证明书。

3) 到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法务局申请登记。

4) 完成登记。

完成法务局的登记手续便可以取得分支机构的登记事

项证明书以及印章证明书。从登记申请开始至完成登记，通

常需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完成后，再凭上述证明文件开设

银行账户、办理税务相关手续和社会保险相关手续等。

然而，根据日本法律分支机构并没有法人资格，一般情

况下分支机构的活动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最终将直接归属于

外国企业。因此，海外企业进入日本市场，采用分支机构方

式的比较少见，多数情况下采取设立株式会社的形式。

四、在日株式会社的设立及股份发行

（一）株式会社的设立

根据日本公司法，公司可分为：株式会社和持份会社。持

份会社又可分为合名会社、合资会社、合同会社（类似于中国

的有限责任公司）等。因合名会社的全体出资人、合资会社

的部分出资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这两种公司形

式并不常见。外国企业在日本设立现地法人，一般选择株式

会社或合同会社作为法人的形式，较为常见的设立株式会社。

如前所述，不同于中国的行政许可主义，在日本，设立株

式会社采取的是准则主义，即设立株式会社无需取得批准。

只需履行一定手续，株式会社便可以成立。

株式会社的设立方法与中国类似，即存在发起设立和募

集设立两种形式。由于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具有手续便利等

优势，很多株式会社采用发起设立的方式设立。发起设立方

式的流程大致如下：

1) 发起人制作章程，由公证人进行认证；

2) 发起人认购股份，缴纳出资额；

3) 发起人选任设立时的董事；

4) 设立时的董事对于设立手续合法性等进行审查；

5) 公司代表进行设立登记。

另外，外国投资人设立日本法人后，原则上需要根据外

汇及外国贸易法向日本银行进行事后备案，并需要向主管税

务署提交税务相关文件，并向社会保险厅提交健康保险、厚

生年金保险相关的文件等。

（二）股份的发行

在中国不管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都没有明确地界

定优先股，而日本则明确地将股票划分为普通股与种类股。

株式会社根据章程，可以发行以下方面与普通股内容不

同的种类股：

1）盈余分配；

2）剩余财产分配；

3）股东大会表决权；

4）股份转让受限制与否；

5）股东可否向公司请求取得该股份；

6）公司能否以一定事由的发生为条件取得该股份；

7）公司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取得该股份；

8）对于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事项外，是否需要种类股

股东大会同意；

9）种类股股东是否有高管选任权等。

 

五、M&A 概要

中国企业并购日本企业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种：1）取得目

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2）接受目标公司的业务转让。

（一）目标公司股份收购

在日本，收购目标公司的股份是并购中最普遍的做法。

收购股份时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法大致可分为 2 种：1）以协

议交易方式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2）认购目标公司定向

增发的新股。此外，理论上，中国企业亦可以通过吸收合并、

股份交换、要约收购等方式并购日本企业。但由于中国的相

关法律法规对此等并购方式规定并不明确，在通过中国政府

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时有诸多不便，因此实践中并不多见。

根据日本法，股份转让原则上无需取得批准。作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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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上的外资限制规定，要收购某一限制

行业的公司股份时，或者根据日本反垄断法的规定，并购当

事人公司具有一定的规模时，需要事先向主管政府机关备案，

并且原则上要求满足 30 天的等待时间。此外应注意的是，

与中国不同，除非在章程中另有约定，在日本转让股份时并

不当然产生其他股东对于转让标的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二）目标公司的业务转让

前（一）说明的股份收购的方法，一般是对公司的整体

收购。与此相对，仅收购公司的一个部门的情形下，在日本

一般是进行业务转让。

业务转让即转让公司业务的交易，该方式有些类似于我

国的资产收购。但是，在日本中国企业受让的资产不仅包括

目标公司的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如客户资源等，仅转

让不动产等用于相关业务的财产不构成业务转让。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采取这一方式时，除了与业务相

关的资产被转让之外，与该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

关系等也会一并转移于并购方。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并购

方除了要与目标公司达成业务转让协议之外，还要取得该业

务相关的各个债权债务关系及合同关系所涉及的第三方当事

人的同意，并将相关权利义务一并继承。

（三）并购的流程概述

在日本进行并购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1 对 1 交涉的“协

议方式”和数个买方投标的“竞价方式”。

（1）协议方式的程序

采用协议方式并购时，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1）签订保密合同

2）基本条件的交涉与合意（视情形签署书面意向书，亦

可不签）

3）进行尽职调查（包括商业、法务、财务、税务 DD 等）

4）最终合同的交涉和签署

5）交割（交易执行）

（2）竞价方式的程序

除了需要竞标之外，采取竞价方式并购的程序与协议方

式基本一致，其大致流程如下：

1）签署保密合同

2）卖方向买方提供目标公司的基本信息（比如：信息备

忘录）

3）实施第一次投标，通知结果

4）通过第一次投标的候选买方实施尽职调查，卖方向

候选买方提供最终合同书方案

5）实施第二次投标（候选买方提供最终合同修订方案），

通知结果

6）与通过第二轮投标的候选买方就最终合同进行交涉

并签订

7）交割（交易执行）

虽然采取竞价方式可以从数个候选买方中优中择优，

但同时给卖方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其次采取竞价方式与数

个候选买方进行交涉必须采取投标手续，其耗时较长。另外，

较协议方式，竞价方式对于目标公司来说，其业务等有关信

息泄露的风险较高。

六、结语

在“走出去”战略的政策鼓舞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开始全球并购的步伐。日本企业具有世界顶尖的技术和市

场开发能力以及连续创造利润的能力，这正是日本企业的

魅力所在。中国企业如能成功并购日本企业，将显著提升中

国企业的实力和地位。

本文因篇幅所限，没有对日本投资的各个法律问题一一

进行详述，仅就基本法律环境做了简要介绍。我们期待，国

内法律实务界能够及时研究和总结日本投资政策及法规，为

今后的中国企业赴日投资并购提供更加完备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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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这为中国投资者赴

韩国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尤其在 2014 年受到中韩之间达成自由

贸易框架协议的影响，中国对韩国的投资规模大幅攀升。据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14 年度中国对韩直接投资（FDI）额

为 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另外，中国资本的投资领域也变得多

样化，从房地产逐渐扩展到金融、IT、文化、服贸等产业。如 2013 年

迪尚集团以 1200 万美元收购了韩国上市服装企业 AVISTA38.96%

的股权；2014 年腾讯向韩国 CJ 公司旗下的游戏公司投资 5 亿美元；

2015 年安邦保险以近 1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东洋人寿保险公

司。本文简要介绍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及法律规定，旨在

为对韩直接投资提供参考。

一、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韩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1997 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带动本国经济，

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作为其中重要一环，1998 年

制定了《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是规制外商直

接投资的基本法律，经过多次修订，这部法律逐步完善了外商直接投

资制度。现行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形式、

程序、支援、投资地域、事后管理、技术引进合同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与《外国人投资促进法》配套的有行政法规性质的《外国人投资促进

法施行令》和部门规章性质的《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实施规则》。

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立法采取了内外资统一立法模式，除了《外

国人投资促进法》及其施行令、实施规则上规定的一些特殊规定之外，

外资与内资一样依照有关法律来调整。即外资中有关公司、外汇、税

务、关税、劳务、土地管理等问题可直接适用《商法》《外汇交易法》

《关于资本市场和金融投资业的法律》《关于外商投资与技术引进的

规定》《外国人投资综合公告》《税收特例限制法》等法律法规。例

如外资企业的设立程序依照《商法》的规定，与外汇有关的问题依照

《外汇交易法》来处理。

二、韩国法上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概念

根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包

韩国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及法律介绍
 文  /   姜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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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外国企业、经济组织和个人）通过参与经营等方式，以与

韩国境内开办的法人或者企业建立持续的经济关系为目的

而进行的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意在干预投资对象的具体运营

及经营管理决策，在这一点上外商直接投资区别于为获取短

期利益而进行的间接投资，如股票投资。

（二）投资类型

《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了以下 3 种外商直接投资形

式：（1）取得内资法人或者企业的股份或者股权（即“持股

投资”）；（2）向出资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 5 年以上长期

贷款（“长期贷款投资”）；（3）向非营利法人捐资（“捐

资”）等。其中，持股投资是最主要的投资形式，包括取得

旧股或新股的方式，以及合并等方式。

要被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投资金额必须在在 1 亿韩元

以上，同时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达到 10% 以上，即投资额

占有表决权的股票总数或者出资总额的 10% 以上。作为例外

情形，签署以下合同之一的，即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低

于 10%，也被认定为外商直接投资：(1) 委派或者选任任员（如

董事、监事等）的合同；（2）一年以上的供货或者购销原材

料或产品的合同；（3）提供、引进技术或者共同研发合同。

需要注意的是，对投资金额的要求是硬性标准，不存在例外。

如果外国投资者为 2 人以上，则每个投资者均应具备上

述要件。另外，投资比例按外国投资者完成投资之后的出资

比例来计算。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后，因转让部分股权、减

资等原因导致未能满足外商直接投资要件的，也被视为外商

直接投资。

（三）投资范围

对市场准入，韩国采取自由化政策，除法律特别规定外，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受任何限制。《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

定了以下 3 种限制情形：（1）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

（2）损害国民健康或环境，或者明显违反善良风俗的；（3）

违反韩国法律法规的。属于上述情形的具体限制内容在《外

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令》中予以规定。

外商投资项目可分为禁止类、限制类和允许类。根据《韩

国标准产业分类》，共有 1,145 个行业，其中，涉及公共服务

和行政的行业，如中央银行、行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

共 60 个行业属于禁止类；渔农业、发电业、运输业、报刊业、

通讯业等 29 个行业属于限制类，其余行业属于允许类。禁

止类的行业不属于外商投资对象，因此外国投资者无法对其

进行投资。对于限制类的行业，主要是通过限制外商投资比

例以及实行审批制的方式进行规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汇总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后在每年的 《外商投资综合公告》

中予以公告。

三、韩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保护措施

韩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保护措施主要体现在给予国民

待遇和保障对外汇款。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外国投资者

和外商投资企业享有国民待遇。比如，适用于韩国国民或法

人的有关税收减免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和外商

投资企业。外汇可以自由兑换，对外国投资者的股息及红利、

股权转让所得、长期贷款合同的本息及手续费、技术引进合

同的对价等不加以限制，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外汇交易。

（二）优惠政策

1. 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优惠政策之一。韩国

政府为了提高韩国国内产业竞争力，鼓励外国投资者向高

新技术产业及产业支援服务业 投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外

商投资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等规定，

外商投资可减免法人税、地方税（如购置税、登记税、财产税）、

关税等税收。税收减免对象，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

业支援服务业。另外，外国人投资区和经济自由区内的外商

投资企业也可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2. 现金支援

《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引入了现金支援制度，即向外国

投资者现金返还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外国人投资促进法》

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综合考虑高新技术水平、技术转移效

果、劳动者雇佣规模、与国内投资的重复、选址的合理性等

问题，可以现金补贴的方式支援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外商

投资企业获得的现金补贴只能用于新建或增建工程设施所

需的土地、建筑物等的购买费，建设费，设备器材的采购费，

电、通信设施等的基础设施费，以及雇佣补助金或教育培训

补助金。

3. 国有、公有财产租金的减免

对于国有、公有的土地、工厂以及其他财产，中央和地

方政府通过与外国投资者签订特别合同，可以租赁给外商

投资企业使用，租赁期限最长达 50 年，期满后可以延长。

外商投资企业根据其规模和行业性质以及所处地区，可获

得减免 50%~100% 租金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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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对中国企业而言，投资韩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首先，

韩国政府通过《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采取各种

措施进一步加大对外商投资的保护及支援力度。其次，韩国

在显示器、半导体、信息通信、汽车、造船等制造业领域具有

技术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投资环境优越等综合优势。除

传统的优势产业外，影视、音乐、漫画、游戏、服装、出版、广

告等在内的“韩流文化产业”也在迅速发展，这些新兴文化

产业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最后，韩国已与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签署自贸协定，也是唯一一个同时与美国和欧盟签订自贸

协定的国家。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中国目前对韩国投资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毫无疑问，中韩自贸协定的正式签订和生效将更加促

进中韩贸易及投资， 预计今后中国对韩国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企业通过对韩国投资，结合韩国的优势，增强自身的竞

争力。 另外，可将韩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桥头堡”，进军

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市场。

116    ／  韩国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及法律介绍

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法律实务分析
 文  /   吕立山



吕立山（Robert Lewis）律师主

要执业领域为跨境公司和商业

交易法律事务，特别是在公司并

购、电信、IT、基础设施、战略伙

伴安排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

具有近 30 年法律从业经验。在

中国工作生活 20 余年。曾在路

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现霍金路

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担任管理合伙人 9 年。此前，任

加拿大北电网络公司亚洲区公

司总法律顾问。

吕立山（高级国际顾问）

北京办公室
E-mail: Robertlewis@zhonglun.com

电话：86(10) 5957 2097

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

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迅速，企

业实力不断壮大。这其中，南非成为了包括中钢集团、中国工商银行、

金川集团等在内的众多中国投资者热衷投资的东道国之一。本文将

简要介绍南非基本情况、经商环境和关键风险因素，并详细介绍拟

赴南非投资的企业必须了解的一项特殊政策——黑人经济振兴政策

（BEE）。

一、南非基本情况

南非国土面积达 12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5300 万。就人口种

族构成而言，非洲黑人占据 80%，白种人占据 8.5%，有色人种占据 9%，

印第安人 / 亚洲人占据 2.5%。语言方面，英语是南非的商业语言，非

洲语和部落语的使用也非常广泛。

 

矿业是南非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是世界上铂矿最大生产国，

钯矿第二大生产国和金矿第三大生产国。此外，南非的制造业，农业，

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也表现卓越，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投资者。

二、南非经商环境

(1) 经商便利程度

根据世界银行 / 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经商环境报告》（World 

Bank/IFC Doing Business Report），2013 年，南非经商便 利程

度在 185 个国家排名第 39 位；2014 年，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37

位；2015 年，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43 位（远远高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平均排名（第 142 位））。

(2) 腐败

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全球廉

洁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对各国公共部门廉洁程度

的排名，2013 年，南非得分 42 分（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公共部

门腐败程度越低），在 177 个国家中排名第 72 位；2014 年，南非得

分 44 分，在 174 个国家中排名第 6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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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 / 安全风险

根据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2015 风险地图（Risk 

Map 2015），南非的政治和安全风险评级为中等风险（约翰

内斯堡和缺少食物的城市地区的安全风险评级为“高风险”）。

中等政治风险表示，在南非尽管企业运营总体环境良好，但

是仍是存在显著挑战；而中等安全风险表示，南非部分环境

安全因素会对公司营业造成影响，且这些影响可能是严重的。

三、在南非投资的关键风险因素

对于拟赴南非投资中国投资者来说，如下关键风险因素

需要提前考虑：第一，南非货币兰特汇率波动频繁；第二，南

非工人罢工非常普遍；第三，电力短缺，停电情况普遍，且不

同地区电力供应水平差异巨大。大型制造业企业需要确定其

工厂所在区域供电是否稳定；第四，一些城市（例如，约翰内

斯堡）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四、黑人经济振兴政策（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BEE））

1. 概述

BEE 政策是自 1994 年起，南非政府针对历史上因种族

隔离造成的遗留问题而出台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黑人经济

地位过低、在企业中股权太少的问题，该政策对各企业的黑

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七个方面设定

硬性目标，以期全面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

在私有领域，尽管黑人经济振兴政策不是强制性的，企

业在黑人经济振兴方面的评价等级仍将作为政府和公共企业

在采购、执照发放、优惠政策倾斜、公私合作、国有资产出

售等过程中的重要参数，直接影响企业竞标政府项目的结果。

此外，在个别行业，如达不到行业最低的 BEE 要求（例如矿

业要求企业最低由黑人持有 26% 的股权），企业将无法申请

获准相应的经营牌照。

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对所有赴南非投资的外国企业均有

深远影响。对中国企业投资南非而言，无论是参与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还是收购南非目标公司或其资产，均涉及 BEE 政

策合规问题。以收购为例，根据 BEE 政策要求，中国收购方

通常需要在南非当地寻找黑人组建的 BEE 合作伙伴组成联

合体开展收购。这就要求中国投资者吃透 BEE 法案的各项

细则，了解 BEE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和相关案例；同时，

对待合作伙伴的挑选要慎之又慎，要尽量选择实力强、信誉

好的企业作为 BEE 合伙人，避免在未来合作中出现不必要

的纠纷和麻烦。

2.BEE 法律框架简述

2007 年，南非贸易和工业部颁布了《广泛的黑人经济

振 兴（Broad-Based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B-BBEE））良好行为规范》（“《规范》”）。该《规范》是

南非政府为施行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制定的具体行为准则和

标准，是各企业贯彻黑人经济振兴政策的行为指南。《规范》

广泛适用于各个行业的企业，同时，部分行业领域的政府部

门也制定了各自的行业规范，如矿业、交通运输业、农业、金

融业、信息科技产业、房地产业、建筑行业的行为规范等。相

关行业的企业应当优先适用本行业的行为规范。

根据《规范》，总共有 7 项因素用以衡量南非企业对广

泛黑人振兴计划的承诺，并且每一项因素都占据一定评分比

例，包括持股比例（20%），参与管理程度（10%）和优先采购

（20%）。每个企业将在每一项因素下面打分，并根据最终的

得分，其会被认定为不合规企业或 8 种不同级别的合规企业，

而这会对企业的优先采购，公共招投标或许可有一定影响。

以持股比例因素为例，依据 2007 年《规范》，合规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黑人在被评级的企业里至少拥有 25% 的经

济利益，并且拥有 25%+1 的投票权。具体来讲，根据该《规范》

规定在法人中，只有黑人自然人的持股比例才可以用以作为

衡量标准。如果是多级公司持股结构，为了方便计算，允许在

多级公司持股结构中采用一次性穿透原则，即选择一级由黑

人控股（超过 50%）的公司，将该公司黑人持股比例视为达

到 100% 黑人全资持股。

以矿业为例，BEE 投资结构可采用下图所示的两种形式。

在结构 2 中，中方可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权。

结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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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的要求也适用于在南非有业务经营的外国跨国公

司。除了通过传统的方式直接在外国实体结构中引入 BEE 合

作伙伴，该《规范》也允许外国实体通过利用“股本等价项目”，

即通过衡量外国实体在南非的总收入或价值而非直接持股比

例。然而，该项目在实践中很少被使用。

3.BEE 政策近期重大修订

2013 年 10 月 11 日，南非贸易与工业部颁布了《规范》

的修正案，对 2007 年制定的《规范》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正式生效。

本次《规范》的修订主要涵盖以下方面的内容：

(1) 对 BEE 评分等级系统做出调整，达标分数要求显著

提高，使得所有企业的 BEE 等级标准几乎全部“自动降级”。

例如，一家获得 65 分的企业在原评分系统中可达到 4 级，

而在新系统中仅为 7 级 。这对企业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受

影响企业有必要评估其 BEE 策略，进行相应政策调整，以便

维持现有评级。

(2) 对 BEE 评分所考量的因素进行调整，将原来的七项

因素简化为五项，即持股比例（25 分）、参与管理程度（19 分）、

接受技能培训（25 分）、带动企业及供应商发展（44 分）、带

动社会经济发展（5 分），总计 118 分满分。

(3) 将持股比例、接受技能培训和带动企业及供应商发

展列为“优先考量的因素”，企业在这三项因素上均不能达

标的，将被自动降低一级；这将对 BEE 相关的收购及融资

交易。

(4) BEE 豁免企业的范围扩大。根据 BEE《规范》，小

型企业（EME）及当年新开办企业无需适用《规范》，直接

享受 4 级企业待遇。按照修订，EXE 的门槛由原来的年营

业额 500 万兰特以下提升至 1000 万兰特以下，这对中小企

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5) 本次修订涉及的其他重要内容还包括调整了 BEE

分数的计算规则，明确行业规范优先于本《规范》的一般规

定等等，对相关企业的影响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综上，此次南非政府对《广泛的黑人经济振兴良好行

为规范》的修订，既加强了广泛的黑人经济振兴政策的实施

力度，也对中小企业提供了激励政策，对南非企业及在南非

投资的外国企业均有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南非投资的企

业及潜在外国投资者有必要理解政策的变化，调整或评估

其黑人经济振兴策略，最大程度地降低政策变化带来的不

利影响。

结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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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逐渐升温，中国富裕个人赴澳购房

增长迅猛。与之对应，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机构投资者赴澳投资

也日趋活跃，成为中国对澳投资的新热点。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外国

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以下简称

“FIRB”) 发布的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年度报告，中国首次

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房地产已经成为中

国对澳投资金额最多的行业。该年中国赴澳房地产投资达到 124.06

亿澳元，按年同比增长 110%，约相当于中国对澳矿产勘探及开发行

业投资额（约 56.56 亿澳元）的 2.2 倍，约占该年中国对澳全部投资

总额的 45%。

越来越多中国房地产企业抢滩澳洲的新闻见诸报端。例如，

2014 年，中国远洋地产获得澳大利亚维州政府批准建造五个高层住

宅项目，包括 2000 套公寓，项目总价值超过 10 亿澳元。此外，绿地

集团、碧桂园、颐和地产、苏宁集团和福星惠誉等企业相继赴澳投资

开发房地产。 除了住宅项目，中国企业也开始赴澳投资商业地产项

目。例如 2014 年万达集团宣布并购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珠宝三塔项目，

项目计划投资 9 亿美元，建设超五星级酒店和酒店式公寓。 然而，

由于中澳法律体系、文化背景、市场条件截然不同，中国企业赴澳房

地产投资也面临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需要对澳大利亚相关法律

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做好周全准备，下文将对三个方面的

常见法律问题做简要分析。 

 

一、政府审批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的《 外 国 投 资 与 并 购 法（1975）》（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 Act 1975) 以及政府的外国投资政策，

外国企业和个人在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项一般都需要获得 FIRB 的

事先批准。如果投资者没有申请并获得依法本应获得的 FIRB 批准，

就可能被视为非法投资，面临行政处罚乃至于刑事责任指控。

1、什么是 FIRB ？

FIRB 成立于 1976 年，其职责是就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政策向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提供建议，以及审核具体的外国投资申请并提出

审核意见。理论上，FIRB 只有建议权，最终是否批准应由澳大利亚

财政部长决定。但实践中，FIRB 的建议通常都会得到财政部长采纳。 

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房地产若干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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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房地产若干法律问题
 文  /   王 勇

2、谁是“外国投资者”？

根据澳大利亚相关法规，外国投资者指： 

（a）非澳大利亚经常居民的自然人； 

（b) 由非澳大利亚经常居民或海外企业持有“控制权”

的公司 ; 或

（c）由非澳大利亚经常居民持有“重大权益”的房地产

信托的受托人。 

上述“控制权”及“重大权益”指单个外国个人或企业

或其关联方持有 15%，或多个外国企业或个人合计持有 40%

以上的股份、投票权或信托收益权。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上述定义，外国企业或个人通过其

关联方在澳大利亚设立子公司，并不能规避 FIRB 的审批要

求。如果因此违规购买了澳大利亚房地产，可能会被澳大利

亚政府要求限期强制出售，从而可能在有限时间内找不到出

价理想的买家而蒙受重大损失。 

3、何种外国投资需要审批？

外国投资者收购或投资以下澳大利亚房地产“权益” 

需要经过 FIRB 审批：

●  用于开发商业地产的闲置土地 ; 

●  所有住宅地产（特定情况除外，例如外国投资者可以

购买某些经澳大利亚政府预先批准可以向海外投资者销售

的一手住房，就无需再申请 FIRB 审批）； 

●  购买拥有澳大利亚城市土地权益的公司或者信托的

股份或资产（特定情况除外）； 

●  价值 500 万澳元或以上的涉及文化遗产（例如历史

建筑）的已开发的商业地产 ; 

●  价值 5500 万澳元或以上的不涉及文化遗产的已开发

的商业地产 ; 

●  价值 2.52 亿澳元或以上的澳大利亚企业或在澳大利

亚持有超过 2.52 亿澳元的海外企业 ; 

●  合计价值达到 1500 万澳元或以上的农村土地 ; 以及

●  由外国主权基金或其他外国政府投资者（包括外国国

有企业）进行的投资。 

4、中国投资者可以买什么？

澳大利亚法律将房地产分为住宅地产、商业地产以及农

村土地。

原则上，中国投资者（包括中国个人及房地产企业）可以

赴澳购买经批准的期房、一手新房或有待开发的闲置土地，但

不得购买二手房（除非是为了拆除重建之目的并通过了审批）。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赴澳购买闲置土地用于开发

住宅，但需要通过 FIRB 的审批。实践中，FIRB 通常都会做

出批准，但会要求企业在获批后的 24 个月内开始工程建设。

建成后，上述房地产企业可以将物业出租、出售或留下自用。

 

另外，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可以购买澳大利亚二手旧

房用于拆除重建，但同样要经过 FIRB 审批。实践中，企业

需要证明其重建后将可以增加住宅数量或者原有旧房已经

陈旧不堪、不宜居住，后者需要提供房地产评估师或建筑师

的报告。同样，企业通常被要求在获批后的 24 个月内开展

拆除重建工程。 

5、政策风险 

由于中国企业赴澳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主要购买客户群

体是国内个人，因此澳大利亚对于海外投资者在澳购房的任

何法律或政策的变更，都可能对上述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

中国企业应当予以关注和重视。 

一方面，由于海外买家持续涌入，使得部分澳大利亚居

民无力购房印发担忧。近期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分别出台

了一些举措。例如，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将执行《海外人士物业投资法》。海外投资者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将要额外缴纳 3% 的印花税，从 2016 年将要缴

纳 0.5% 的土地税。澳大利亚财政部也对部分外国投资者违

法购买二手房发起了调查和处罚行动。

另一方面，总体上澳大利亚政府对于海外投资仍然持欢

迎态度。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引导外国投资者购买期房、一手

新房，从而增加新房的建造量和供应量，一方面满足当地居

民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带动当地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迄今为止，上述所谓的“限制”举措对于遵守法律在澳

进行的房地产投资影响不大。例如维多利亚州对于海外投资

者购买期房仍然有印花税特别优惠。上述 3% 的额外印花税，

对于海外期房投资者而言，由于购买期房本来就有印花税优

惠，期房税基非常低，因此实质影响非常小。 

二、尽职调查

按照惯例，澳大利亚房地产是按照签署合同时候的状态

被出售的。因此投资者在签署合同前必须进行细致全面的尽

职调查，并准确理解澳大利亚土地产权、城市规划等相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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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否则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对后续项目带来严重不

利影响。

1、尽职调查应包括什么？

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项目的尽职调查内容取决于房地产

项目的性质、位置及开发用途，通常来讲尽职调查至少应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主要问题：

●  土地权属：于土地注册处进行土地权属调查，以确认

土地的所有权人及有没有任何登记的抵押权、通行权或其他

权利限制；

●  税务：向税务部门申请调查，以确定涉及该房地产项

目的有关政府税费、纳税责任和税务申报；

●  规划：向规划相关部门申请调查，以确定涉及该房地

产项目的有关规划事宜 ;

●  环保：调查环保登记册和环保责任，聘请环境顾问出

具环境评估报告；

●  租约：审阅任何拟投资房地产的的现行租约（如果是

二手房地产）；

●  公司调查：调查收购对象的公司登记、股权、经营证照 ;

●  土地、建筑物估值、测量、技术评估：聘请评估师对土

地、建筑物进行估值及实地测量，以及评估建筑物维护状况、

是否符合建筑法规；及诉讼调查：调查收购对象有没有诉讼、

政府调查。

下文将对部分重点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2、澳大利亚土地权属制度

澳大利亚的土地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一种是永久所

有权，也是受投资者所欢迎的的形式，另外一种是向政府进

行长期租赁的权利，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澳大利亚各州及地

区的土地法的不同规定。土地的永久所有权给予所有权人于

土地上的最大权利，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土地权属体现形式。

另外部分土地的权属是以向政府长期租赁的形式体现，这种

情况主要存在于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北部地区的农业土地。

除了以上两种土地权利之外，澳大利亚亦承认土著人在

特定土地上的传统权利，这被称为原住民土地权。实践中，

如果土地涉及原住民土地权，则该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和用途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被附加额外义务，例如必须保

留某个土著人的文化遗址。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开展进一步

的尽职调查并取得针对此问题的法律意见。

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土地采用托伦斯不动产登记制（the 

Torrens System)。这种登记制是指将土地权属在相关的房

地产登记处登记，完成登记即意味着对土地持有人法定权利

的确认，除非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例如欺诈、地界描

述错误等。因此，买方一般可以依赖产权登记来证明产权，

而不必在登记册之外另行调查产权。

3、规划事宜

澳大利亚的每个州都有其各自的规划法律体系，每一块

土地都会注明允许的用途、相关批准及禁止的用途。在进行

规划审批时，相关地方的市政府会与各政府、公用事业机构，

包括供水、电力、燃气、道路等部门进行沟通。如果涉及大

型房地产项目，州政府也将参与相关的行政规划工作。另外，

房地产项目的相关利益方，产权共有人、邻居、地方组织等，

也有权参与到房地产项目的规划审批当中，并陈述各自的意

见。对于市政府拒绝给予批准的决定，投资者可以申请复议。

4、环保事宜

澳大利亚对于房地产所有人和开发商有严格的环保要

求，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环保法律，开展某些活动需要取得环

保部门的批准或特定的执照。违反这些法律的企业可能需

承担刑事责任，其董事也将承担个人责任。

环保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污染者赔偿”。然而在具体执

行个案中，相关部门也可能会追究土地所有权人的责任（例

如无法找到污染者）。因此在开发房地产项目时，投资方通

常都会聘请环保顾问就该项目出具环保方面的尽职调查报

告，或者审阅房地产项目已有的资料以确保该项目是否存在

任何未决的环保争议。

三、交易结构

作为高税收的福利国家，澳大利亚有一套复杂、完备的

税务法律体系，税务执法也非常严格。因此，设立一个合法、

合适的交易架构，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税费成本，又能有

效地防范违反税法的风险。

投资澳大利亚房地产项目可以通过多种交易构架进行。

总体上，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投资主体、所以类型项目的普

遍适用的“最优架构”，需要根据每个项目的特定情况“度

身订造”最适合该项目的交易架构。与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主

要税种和常见交易结构简介如下。

1、相关税种

（a）商品及服务税（GST): 税率为 10%，税基为在澳

大利亚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购买权利或其他相关应税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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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得税：居民企业与在澳营业或获得收入的非居

民企业的税率都为 30%，而非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率可高达

47%；

（c） 预提税：向非澳大利亚税法居民支付利息、分红需

要缴纳此税，其中支付利息的税率是 10%，分红是 30%（如

有双重纳税协定可以减为 15%）；

（d）资本利得税：非居民出售澳大利亚房地产会被征收

此税；

（e）印花税：按交易对价或土地市价（以最高者为准）

的一定比例支付，每个州的税率各不相同，最高达 5.75%，

通常由买家承担；

（f）土地税：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持有者每年要缴纳土地

税，按照土地的未开发价值以累进税率征收，但各州的起征

点和税率都不一样。作为房产持有人的主要居住场所的房产

可以免缴土地税。 

2、澳大利亚子公司

投资者可以在澳大利亚设立有限责任的子公司，作为投

资主体直接购买土地、项目公司及开发项目。

公司结构通常更适合非澳大利亚居民的投资者。如果非

澳大利亚居民投资者直接持有澳大利亚子公司的股份，该子

公司在缴纳 30% 的企业所得税后可以将税后收益（出售或

出租收益）分配给投资者，而无需再缴纳其他澳大利亚税收（包

括预提税）。

3、信托

信托是指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代持房地产的权益。如

果非澳大利亚居民的投资者设立澳大利亚信托持有房地产，

分配应税信托收益时的纳税事宜由信托的受托人负责。税率

取决于信托单位持有人的身份。例如，向非居民企业分配信

托利润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为 30%，而向非居民个人分配利润

的所得税率最高可达 47%（目前适用于个人的最高税率）。

信托结构通常更适合准备长期持有房地产的符合税法

定义的澳大利亚居民个人，因为其长期持有的房地产通常会

被视为“资本账户”，其出售房地产的收益将缴纳资本利得

税而非企业所得税。如果信托持有房地产超过 12 个月，受

益人还可以享受 50% 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此项优惠不适用

于非澳大利亚居民。

 

4、管理投资信托（Managed Investment Trust)

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以及增强本国基金管理行业的竞

争力，澳大利亚于 2008 年改革了税收系统，使用管理投资

信托的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只需就其获得的澳大

利亚房地产出租或出售收益缴纳 15% 的预提税，而无需缴纳

30%-47% 的所得税。管理投资信托通常更适合准备长期持

有房地产的非澳大利亚居民，且常被用于投资商业、工业地

产以及基础设施项目。

如果要取得管理信托资格并因此而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必须符合某些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托管人必须是澳大利亚居民，或者核心管理层 / 信托

控制方在澳大利亚；

●  投资管理活动的绝大部分必须在澳大利亚开展；

●  必须满足信托最低成员人数的要求；

●  信托通常由持有澳大利亚金融服务执照的实体来经

营；及投资者必须是与澳大利亚有税务信息交换安排的国家

的税法意义上的居民。

 

总结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13-2014 财政年

度，以悉尼为例，平均住房价格增幅达 16.5%，到 2020 年还

存在 50 万套住房的缺口，主要原因是是因为留学生的增加、

新移民赴澳定居、以及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随着中国企

业走出去和中国富裕阶层全球配置资产的大潮，可以预见，今

后中国房地产企业、机构投资者、富裕个人赴澳大利亚的房地

产投资仍将继续增长。

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赴澳投资房地产十分复杂，

其中的法律风险不容小觑。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进一步讨论

在澳大利亚开发房地产与在国内不同的法律问题和市场惯例。

例如期房预售款托管制度、项目公司出资方式、银行融资安

排及抵押、建筑承包商费用的支付、劳动法和员工待遇等等。

企业应当在投资前做足功课，聘请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

全程保驾护航，才能有效管控各方面的法律风险，适应澳大

利亚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惯例，确保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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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有稳定的投资环境，丰富的自然资

源， 技术先进，基础设施完善，一直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热门之地。

2014 年中国到美国的投资达 120 亿美元，超过 2013 年的 100 亿美元，

这是连续两年创新高。同时，由于小额投资和融资入股交易的增加，

并购交易的数量也创了新高，2015 年增长的势头也是强劲的。我相

信中国公司一定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越做越好。

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 (Committe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下面简称“CFIUS”或”委员会”) 是外国投资

进入美国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机构，所以，在投资美国之时，对其了解

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简介

CFIUS 是由美国财政部部长领导的，由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和

国土安全部在内的九个政府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跨部门的委员会，具体

负责审查可能引起国家安全问题的外国投资并购美国业务的交易，并

为总统提供意见。总统在有可靠证据显示外国投资可能危害到美国的

国家安全，就可以暂停或禁止该项交易。

1975 年以来， 美国就通过 CFIUS 以监管外商直接投资，而且

CFIUS 的权力和责任已经极大增强。2007 年，《外商投资和国家国

家 安 全 法》（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下

面简称“FINSA”）通过，CFIUS 的授权被大幅扩大。FINSA 也成

为有效监管和清理 CFIUS 程序的工具。确定交易是否“受规范”是

CFIUS 审查关键的第一步。“受规范”外商投资交易是指任何可能

造成外国控制任何在美国境内从事州际商务的人的并购，当然就要分

析外国人是否会对该美国业务有“控制权”。一旦确定某交易可能“受

规范”，CFIUS 分析的第二项是确定该交易是否会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影响，和此相关联另两个概念是“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

在过去的 10 年里，好多中国公司的美国投资，就是因为这方面

直接或间接的原因，没有成功， 令人难以释怀。这包括中国海洋石

油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试图收购美国

服务器公司三叶，以及三一重工属下罗尔斯公司在俄勒冈州投资风力

发电厂项目等。但是，在最近的两三年里，中国公司也有了长足的进

步，有了好多成功的例子，这包括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万向以二亿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和美国并购的相关问题
 文  /   张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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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和美国并购的相关问题
 文  /   张 宣

五千七百万美元成功收购破产中的锂电子制造商A123 公司，

中国再生能源公司汉能控股集团收购美国生产高效薄膜太

阳能电池的阿尔塔设备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双汇国际控股

公司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这些案例是中

国公司了解 CFIUS 运作的最好教材。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

CFIUS 有权启动几乎任何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影响的，

对美国公司或资产进行外商投资的初步调查。交易的 各方

可以自愿申请 CFIUS 审查，对此并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

CFIUS也可以主动审查任何交易，甚至包括已经完成的交易。

CFIUS 的初次审查是 30 天，如果 CFIUS 觉得这项交易有

国家安全的问题，CFIUS 就可以从此开始为期 45 天的补充

调查。一旦完成，CFIUS 就可以选择要么批准该交易，要么

建议总统暂停或禁止该交易，要么要求交易方采取措施减轻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作为批准该项交易的前提。如果一项交

易经过了 CFIUS 的审查，那就合法了；如果没有经过 CFIUS

审查，那随时有可能被认定是非法的。虽然 CFIUS 的审查

是自愿的，但在交易可能引起 CFIUS 关注的情况下，交易方

通常会把 CFIUS 审查作为交易交割的前提条件。

有趣的是相关法案里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有定义，而

只是说明了国家安全包括与国土安全有关的问题。另外，法

案里也为 CFIUS 和总统评估国家安全列出了一系列要考虑

到因素。外国政府的控制是个要考虑到因素，但是其本身并

不意味着这种控制当然会有国家安全的风险，CFIUS 还要

考虑其它多方的因素，包括投资是否基于商业目的，经营决

策是否独立于政府，以及投资者的透明度等。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最新年度报告

2015 年 2 月，CFIUS 发 布 了 其 最 新 的 年 度 报 告，对

2013 年度的工作做了归纳和总结。有趣的是，其报告承认了

两大趋势：一个是中国继续成为接受 CFIUS 审查最多的国

家，另外一个是进入调查阶段的交易数量增加。报告还同时

指出，外国政府有可能和其企业协调作战，收购有领先技术

的美国公司。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接受 CFIUS 审查最多的国家。

2013 年，CFIUS 共审查了 97 个交易，其中中国的 21 个； 

相比之下，2012 年，CFIUS 共审查了 114 个交易，其中中国

的 23 个。而且，近三年的小计，中国被审查的交易也是最多的。

2013 年，日本受审的交易 18 个，列第二； 加拿大 12 个，列

第三；英国 7 个，列第三。

值得注意到是，2013 年共有 48 个交易进入调查阶段，

几乎近半，百分比比前两年高。由此可见，CFIUS 有可能对

更多交易进行了调查。2013 年，CFIUS 的调查主要集中在

制造业，金融信息和服务业，以及采矿，公共设施和建筑业，

而正巧，中国目前在美国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三个领域。该年

度报告也列出了 CFIUS 在审查时会考虑的一些因素：外国

投资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投资公司是否对一些美国政府设施

距离太近，是否生产研究或出售美国出口管制的产品等等。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攻略

由于媒体对中国公司美国并购失败的广泛报道，使得中

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因为 CFIUS 而却步。这没有必要，但事

先的充分准备是必须的，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

首先，如果该交易被调查的可能性比较高，那比较谨慎

的办法还是要主动提交 CFIUS 审查。特别是在有竞标对手的

情况下，中国公司会由于 CFIUS 的审查而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在 CFIUS 审查的初期，尽快采纳建议的减轻办法，

这样准备补救措施，就可避免批准被拖延或者可能的不批准。

最后，在提交 CFIUS 审查前，特别是在交易公开前，先

和 CFIUS 私下接触。一般来讲，CFIUS 的专家会提供一些

初步意见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雇用这方面的专家是绝对

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修改和准备上报材料，直

到最后公开该并购交易。

除了 CFIUS 之外， 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还应该注意下列

这些问题。由于每一个跨境交易都有其特殊性，下面每一个

问题对每一个交易的重要程度可能不一样，最关键还是要有

专家的具体指导。

政治和合规的考虑

尽管美国对外国的投资是欢迎的，一般也不会把商业交

易政治化，但中国公司在收购某些敏感行业时一定要事先做

周密的计划，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受中国政府融资的企业

更要在这方面注意。如果真的要行动，那也要和美国的联邦，

州和地方的政府，以及和被并购公司的方方面面有全面的沟

通，最好雇用熟悉当地或该行业情况的公关公司做前期探路

和疏通的工作。一般尽量在时机全部成熟的情况下，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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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的计划。相同地，合规也需要事前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除了需要解决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的问题外，一般还要做行业

性的合规，特别是在下列行业：能源、电信、传媒、金融机构、

保险、运输、游戏等等。这些领域的合规工作都是复杂的， 

不情愿的被收购方或者竞标方都会给并购带来麻烦。另外，

在某些地区和行业，工会也是会影响交易的进程的。

交易的结构

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时，要多考虑可能有的交易结构，

特别是在敏感的行业。例如，只占小股或建立合资企业，随着

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加股权，和美国公司，管理层，或资金提

供方（比如 PE 公司）形成合伙关系，利用全面或部分控制的

美国收购实体，建立一个有大部分美国人构成的董事会并让

某个有名的美国人当没有执行权的主席，用优先股和结构债

的方式来完成并购等等。另外的一些事也要注意，包括用公

司的旧名字，以及确定公司的新地址等等、

并购的技巧

熟悉美国并购业务中的习惯和手筋也是非常重要的。知

道在什么价位进场和如何进场，有可能决定交易的成功和失

败。有的时候，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谨慎地报个低价，有的时候，

应该在开始的时候故意报个高价，这样可以吓退竞争对手，

特别是有可能对中国买家采用下三滥盘外招的。在有些敏感

的行业，用高压敌对方法是不合适的；而在一般行业，合理

的压力会变成动力并促成交易的完成。另外，卖方的出卖程序，

买家们有时要尊重，有时完全可以挑战。美国的公司治理有

其规定，公司的管理层有义务保护股东的权益，应该追求合

理的高价位。另外，美国的并购规则也有其特殊性，只有熟

悉它，才有可能到时候用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清算收购 

美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跨国公司的破产重组之地，即使该

跨国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不很多。美国这方面法律的规定是

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中国投资者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方法，收购这些公开的性价比好的资产，这些包括美国破产

法“第五章”，“第 11 章”以及受法庭指导的“363 条款”拍

卖等，这些也需要有很周密的事先计划。

诉讼

美国的上市公司的并购经常会有股东发起的诉讼，这倒

是一个不必要过分担心的事，而且这一般不会阻止交易的进

行，也不会实质性地增加交易的成本。一般来讲，只要交易

双方是预先计划好的，这些诉讼会以较小成本或让步而到达

撤诉或和解，而且，这也等于消除了将来可能有的麻烦。一

般有经验的律师能估计出诉讼的结果和和解的范围，这无非

就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诉讼当成是不能解决

的麻烦；不过，一定要理解美国诉讼中有关调查取证的广泛

规定。即使是和解，对方律师也有权利要求出示相关的敏感

文件，甚至是相关电邮。

税务

美国的税法非常复杂，中国的买方一般在收购前就要做

好全面的税务计划。一方面，要做好中国的母公司和被收购

的美国子公司的税务结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美国的被

收购方的税务安排。不同的交易结构，会使得美国的被收购

方有不同的税务结果， 或者是免税的交易，或者税基用得不

同，或者要全部缴税。这些不同，到最后都会反应到并购的

成本中去。因此，详尽的跨境税务规划是不可缺少的。

披露的责任

如果要收购美国的上市公司，按照美国的法律，收购方

应该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披露其拥有的被收购公司

的股份。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上市公司有此类重大交易

的情况，也有披露的义务。这些是涉及到各方证券法的敏感

复杂的问题，而且规定都是有区别的，一定要有各方专家步

步把关才行。特别要提出的是，美国的证券法以及相关的合

规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涉及到范围也是非常广的，一定要听

专家意见。

整合计划

并购交易完成后，好的整合是一个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

跨境交易涉及到不同的文化，语言，商业习惯等等，非常容

易引起冲突。在可能的情况下，负责整合的公司高管应该在

早期就介入，这样他们就能事先形成其自己的整合方案，并

随时实施该方案。经常发生的是，收购团队和整合团队是两

套人马，并没有相互沟通衔接，这会使得整合团队的工作不

能按部就班，不能按计划到位，最后影响交易。

尽责调查和事先合作

尽责调查不能以中国的标准进行，而一定要以当地的标

126    ／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和美国并购的相关问题



准进行。如果提出的要求被收购公司认为不合理， 会引起

被收购方对收购方的不信任。而漏掉了一项当地非常重要的

东西，会让交易成本增加，并引起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和当

地的人事先就有很好的合作关系，那就会避免后面出现的不

利情况。如果和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有很硬的关系，那双方

可事先订好规划，并步调一致地对外处理相关的政治问题，

合规问题以及潜在竞争者的问题。

房地产交易

房地产和一般的并购相比，有着其明显的特殊性。首先，

前面好多涉及到的问题和房地产交易没有关系。一般不太会

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也不太会有政治和合规方面

的问题。但是，交易的结构和税务的安排也还是重要的。如

果是房地产的开发，涉及到问题会多一些；而房地产的买卖，

所要考虑到问题各地还是很相似的。不过最关键的还是房地

产的市场状况和房地产的地点，相比较而言，这对中国公司

比较容易理解和入门。这也是最近中国公司在美国做房地产

交易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但是 70 年代日本公司投资美国房

地产却是吃了大亏，所以做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还会继续增长，不仅中国

公司本身有这个能力和需求，而且近来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

鼓励。美国的并购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很难在这么短

的篇幅中说透。虽然中国公司在这方面走过一点弯路，但现

在从各方面讲都越来越成熟。如何好好准备，抓住机会，是

我们要不断探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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