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商务部于2011年8月25日发布第53号公告（以下简称“53号公告”），
在公众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8号（以下简称“8
号公告”）进行了完善。至此，商务部为实施安全审查的具体程序及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文件要求提供了正式的指引。8号公告已
于2011年8月31日到期， 53号公告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有关8号公告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毕马威中国快讯2011年第9期。 
 
53号公告对8号公告所做的主要修改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讨论如下： 
 
1. 对并购交易实质内容的审查 

 
53号公告新增了对并购交易实质内容进行审查的相关规定。根据第九
条的规定， 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
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
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
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中国快讯 
 

第三十五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看重交易实质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
定，商务部公告 2011年第 53
号，2011年 8月 25日发布， 自
2011年 9月 1日起实施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
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
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
[2011]6号，国务院办公厅 2
月 3日发布，自 2011年 3月 5
日起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11年第 8号， 2011年 3月
4日发布，2011年 3月 5日起
实施，有效期至 2011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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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号公告新增上述条款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在中国快讯2011年第9期
中提出，进行安全审查的相关政府部门可能会对外国投资者以代持或
信托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的安排提出质疑。具体请参阅该期快讯问题
二中所做的讨论。 
 
2.预约商谈的法律效力 

 
根据8号公告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正式
申请前，可就其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
53号公告进一步明确该预约商谈并非提交正式申请的必经程序，商谈
情况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不作为提交正式申请的依据。 

 
3.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53号公告在这一方面沿袭了8号公告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认
为需要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可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建
议。上述各方需向审批机关提交包括并购交易基本情况、对国家安全
的具体影响等情况的说明。 

 
除此之外，53号公告还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商务部可要求利益相关方
提交有关说明。但是53号公告并未对“利益相关方”的范围以及所需
提交说明的内容予以明确。 

 
4.审批机关的保密义务 

 
53号公告新增加了对审批机关保密义务的规定。根据第十一条的规
定，参与并购安全审查的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对并购安
全审查中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承担保密义
务。 

 
毕马威观察 
 
53号公告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要求审查机关从交易的实质
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因
此，外国投资者在评估其潜在并购交易适用安全审查的风险时需对交
易实质加以考虑。例如：如果外国投资者采用协议控制模式以规避《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进入某些行业的限制，相关审批部门可
能会对其进行安全审查。 

 
此外，据媒体报道，商务部门正内部制定约60种应受到“安全审查”
的行业名单，但尚未向社会公众公布。我们期待商务主管部门能够就
53号公告下对外国投资者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执行层面的问
题出台更加详细的指引。除了前文所讨论的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相
关部门可能会就安全审查过程中所使用的标准、基金投资模式下国家
安全审查制度适用性等问题出台书面指引，进一步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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