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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投资项目审核体制变革 
 

作者：刘成伟 

 

 

 

 

 

 

 

 

 

 

 

 

2013 年 12 月 2 日，新版《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 年本）》（简称《目录》）颁

布实施。新版《目录》不仅在特定行业的项目审核方面进行了相当程度地简政放权，在境

外投资和外商投资这类跨境投资事项方面也进行了重大变革。 

  

一、境外投资审核 

  

（一）发改委系统境外投资项目审核 

  

就跨境投资来看，变革力度最大的是境外投资的审核由核准制向备案制的变更。就发改委

系统有关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核来看，按照新版《目录》，国家发改委今后将仅要求如下项

目向其提交审核： 

  

 中方投资 10 亿美元及以上的项目；或 

 

 涉及敏感国家/地区/行业的项目（无论投资金额大小）。 

  

而在此之前，按照现行有效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2004）以及国家发改

委的其他相关通知，对于境外投资项目，除了央企投资的部分项目实行备案制以外，其他

投资项目则统一实行核准制，并且根据中方投资额大小对审核权限进行了相应划分：国家

发改委负责中方投资额 1 亿美元（或资源类的 3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核准，前述金额以下

的由省级发改委核准。而且，对于 1000 万美元（或资源类的 3000 万美元）以上的地方审

核项目，还要求地方审核后作为地方重大投资项目向国家发改委进行登记。对于该等地方

重大项目，按照外管局的有关规定（汇资函[2011]9 号），只有在取得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

和境外投资司出具并盖章的《地方重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登记单》后，方可去外管局办理

有关资金手续。 

  

而按照最新版《目录》，对于中方投资额 10 亿美元以下的项目，都改为实行备案制。就具

体备案程序来看，下列项目应提交国家发改委备案： 

  

 央企投资项目；或 

 地方企业投资 3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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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地方企业 3 亿美元以下的项目如何实行备案监管，《目录》未有明确。这方面

的政策还有待通过修订《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以及各地方的境外投资项目核

准规则来予以明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根据之前的政策还是按照新版《目录》，对于涉及敏感国家/地

区/行业的特殊项目，都始终是实行核准制，而且要求是提交国家发改委进行核准。按照国

家发改委《关于做好境外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发改外资[2011]235 号）以

及 2012 年 8 月曾发布的《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敏感国家/地区包括：

未建交、受国际制裁国家；发生战争、动乱等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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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媒等。除此以外，国家

发改委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将其他国家/地区/行业列入敏感范围。 

  

（二）商务部系统境外企业设立审核 

  

就商务部系统针对境外企业设立变更的监管来看，其审核体系这次也由原先的核准制调整

为了备案制。按照《目录》的规定，国内企业境外投资开办企业的，只有涉及敏感国家/地

区/行业的特殊项目才需要由商务部核准，而其他项目（无论中方投资金额大小）则一律改

为备案制。具体而言，其备案体系为： 

  

 商务部备案：央企投资非敏感的；或 

 

 省级备案：地方企业投资非敏感的。 

  

而按照商务部 2009 年颁布的现行《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除了涉及敏感国家/地区或设立

特殊目的公司等特殊项目以外，其他境外投资企业的设立按照也是执行核准制。只不过，

具体核准时是按照中方投资金额大小对核准权限进行了划分：1 亿美元以上的商务部审核，

金额以下的省级商务厅审核。虽然《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于中方投资额 1000 万美元以

下的或非能源类境外投资的审核，也规定了通过商务部在线系统提交申请的简易程序，但

其实质仍是一种核准制。 

  

而按照最新版的《目录》要求，除了涉及敏感国家/地区/行业的特殊项目以外，其他项目所

要求的都是实行备案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等备案制政策的具体贯彻实施还有待通过

修订商务部 2009 年颁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及各地方的有关境外投资办法来进一步

明确。 

  

二、外商投资审核 

  

与境外投资相比较而言，外商投资方面的放权力度则相对有限。在新版《目录》中，对于

商务部系统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审核规则未作任何变更，仍沿袭现有审核体系。

而在发改委系统的有关外商投资项目立项审核方面，则是进行了有限度的放权。 

  

（一）发改委系统外商投资项目立项审核 

  

在新版《目录》中，下列外商投资项目仍需要不同层级的发改委进行项目的立项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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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改委核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中的鼓励类中投资/增资额

3 亿美元以上且要求“中方控股”或“中方相对控股”的项目，或限制类 5000 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 

 

 省级核准：限制类中的房地产项目，以及限制类中 5000 万美元以下项目；以及 

 

 地方核准：鼓励类中 3 亿美元以下且要求“中方控股”或“中方相对控股”的项目。 

 

而这次在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度的有限度放宽松则主要体现在，从《目录》有关“企业投资

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明确规定来看，如果外商投资项目属于鼓励类中未

要求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应实行备案制，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都要求发改委事先项目核

准。但是，对于鼓励类中未要求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项目如何实行备案制，以及对于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未列明的（即属于允许类的项目）是否不区分投资额（即使

3 亿美元以上）都实行备案制，则仍有待后续有关规则修订时予以明确。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某一外商投资项目属于鼓励类中未要求中方控股（或相对控

股）的或属于允许类的，如果该项目涉及《目录》中明确规定的特定行业（农业水利、能

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等），则还要按照《目录》中相应条

目的具体要求确定是否属于应报送主管机关核准，以及应报送哪一层级的项目审核机关核

准（包括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或国务院行业主管机关、省级发改委、地方发改委（或地方

确定的其他相应投资主管机构）。 

  

（二）商务部系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审核 

  

针对商务部系统负责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核，本次《目录》未作任何变更。按照

现有的审核体系，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审核权限是按照投资总额、所涉行业、企业性

质或交易行为特点等多种因素确定的。一般而言，现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审核权限

大致区分如下： 

  

 商务部：投资总额 3 亿美元以上的鼓励类、允许类；或限制类 5000 万美元以上；

上市公司外资战投；外资关联并购；直销等特定行业； 

 

 省级商务厅：外资并购；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企业涉

及限制类领域；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性公司；限制类 5000 万美元以

下；外资商业、道路运输、城市规划、国际船舶运输代理、认证培训等特定行业；

以及 

 

 地方商务局：额度以下其他项目。 

  

整体来看，这次新修订的《目录》对于包括跨境投资在内的投资领域的管制放松力度还是

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境外投资的审核方面。这对促进投资便利化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

不过，毕竟《目录》只是一个相对原则性的指导性规定，对于有关政策的落实及具体执行，

还有待相关部委（尤其是发改委和商务部系统）以及各地具体规则的修订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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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伟律师为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合伙人，其主要执业领域为上市公司收购重组、

跨境并购、境内外上市、债券融资、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境外投资、

反垄断及交易税务。 

  

电话：(86 10) 6584 6599 

传真：(86 10) 6584 6666 

邮箱：alliu@globallawoffi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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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上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垄断 
 

作者：陈幻中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其攻防游戏规则 

 

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各种垄断行为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中国经济体系和市场上，特点

最为突出，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从实务上看，中国从 2008 年反垄断法实施之后

的最初几个案件，均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 

 

中国反垄断法中，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相关的最重要游戏规则，是市场支配地位推定及其

法定辩护。这部分属于反垄断法第 19 条。这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反垄断法规则同国际反垄

断法惯例最相近的部分，反映了中国反垄断法在国际上的较大承袭性和共性。 

   

（一）市场支配地位推定 

 

（1）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 

 

（2）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  

 

（3）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 

 

（二）市场支配地位有效抗辩 

 

（1）十分之一市场份额辩护.  如果其中有的经营者市场份额不足十分之一的，不应当推定

该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2）相反证据辩护.  被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能够证明其在相关市场内不具有

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不具有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

市场的能力，则不应当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三）反垄断法定豁免  

 

反垄断法第七条豁免：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

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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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

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二、中国国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的特点和应对策略 

 

（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院诉讼案件及其普遍特点 

 

（1）案件在网络和 IT 相关产业相对集中、突出； 

 

（2）关键争议几乎全集中于对相关市场（相关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概念和界定； 

 

这也成为法庭案件最具争议最不可预测的一环。从中国反垄断法自 2008 年实施以来，无

论是法院受理的诉讼还是行政当局执法的最初几个案子，都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截

至今日，绝大多数原告都没能在各地法院跨越相关市场界定这一关。反垄断法的相关市场

概念和界定，介绍进中国时日尚短。这是一个高度跨学科、而且同经济学、统计学、前沿

技术等领域高度融合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是中国法官们的木桶短板，也是广大当事人和律

师专业人士的短板或新领域。在涉及网络等新技术和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中，其不确定性

和争议性尤其突出。可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中，相关市场界定和概念，将继续成为滥用市

场支配诉讼的争议焦点和胜负关键。 

 

伴随着法院系统和政府执法部门对反垄断法执法经验的增加和成熟，将来在相关市场界定

程序中，政策性和公共利益方面的考量将增加。这也是反垄断法的国际发展经验。 

 

（3）典型法庭案例 

 

（a）以百度为被告的多起反垄断案； 

 

（b）奇虎 360 诉腾讯滥用支配地位一审法院程序。 

 

在以上案件中，不同的原告们，基本上均兵败于相关市场这一关。 

 

（二）政府执法部门调查案 

 

（1）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垄断调查案； 

 

（2）国家发改委液晶面板价格操纵调查案； 

 

（3）国家发改委液晶面板价格操纵调查案茅台五粮液调查案 ； 

 

其中，后两个政府执法部门调查案，同时兼具垄断（纵向）价格协议性质和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特点。这预示着中国市场上此类垄断案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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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行政垄断 

 

（一）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行政垄断现象 

 

行政垄断，被公认为对中国市场竞争影响最大的垄断形态。除了传统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之垄断，中国从古至今能量最大效率最高的垄断是行政垄断，其在中国独具几项特色。首

先是广泛性和广义性，由于行政性市场限入因素所导致的各种垄断，均属行政垄断。而中

国政府的诸权组成中，行政权最吃重甚至一枝独大。这是行政垄断在中国盛行的结构原因。

另一特色，是重要行政垄断同国企垄断密不可分，经常等同。 

 

如果继续上溯一步，这一切是由中国经济当前的过渡性质所决定的。过渡阶段的价格双轨

制，是一种老式计划经济制度同新兴市场经济制度持续并存的今古奇观。其中，计划经济

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营企业的特殊地位。需要看到，虽然当今西方经济体中也多多少

少地存在国营或者公共企业，然而中国的国企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企，无论是其属

性、历史、文化、法律环境、还是规模和影响，均大不同。 

 

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中国法律，作为上

层建筑的一部分，无法超脱中国现阶段的双轨制经济基础。 

 

这不是一种宿命论，将目前中国反垄断法中对于行政垄断的无能为力状态合法化。相反，

只有准确地洞察到问题根源和实质，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完善、和发展。 

 

传统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基础观点，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或者相互促进、或者

相互反动。根据这个原理，社会和政府应该主动调整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经济基础，而不是

消极地甚至人为地让两者发生冲突矛盾。后者常常成为人类社会爆发革命的原因。 

 

那么今日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截至 2012 年底，非公经

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论数量，非公企业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0%以上；

论就业，非公经济吸纳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 80%以上；论贡献，全国工业企业

利润总额的 75%由非公经济创造；论规模，51.9 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经济约占

60%；。 

 

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应该如何制定和修改，反垄断的屁股应

该坐到哪一边、反映谁的利益这类问题，不答自明。对一个公民社会来说，政策制定须反

映社会大多数的利益和诉求。这同传统宪法的原理相反。在公民社会中的成熟宪法，是为

保护少数人制定的。因为，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政治程序加以保护和反映。 

 

（二）滥用支配地位对消费者/社会的损害后果 

 

以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尚忽略了反垄断法的主角和服务对象，即消费者。 

 

事实上，中国亿万消费者才是行政垄断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最大受害群体和买单群体。

以下为当前行政垄断对消费者日常生活造成高成本的实例： 

 

例一：中国移动香港分公司在香港推出的一款 68 港元套餐，包含 1600 分钟通话时间。而

同一价格的套餐在中国大陆，只包含 350 分钟通话时间。大陆消费者为同样的产品服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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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价格，是香港的 4-5 倍。这里的区别是，无线通讯服务在香港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

而在大陆却是一个严格行政限入的垄断性行业。 

 

例二：宽带服务价格横向对比。在 2012 年，中国大陆消费者购买每个兆位/秒带宽的价格，

是美国的 4 倍，韩国的 29 倍，香港的 469 倍，而同时宽带速度却慢很多。  

 

例三：中国消费者所支付的汽油价格，高于美国等可对比国家和地区，尽管中国的人均收

入要低许多倍。 

  

例四：北京等地的严重超标的 PM2.5 浓度，被证明同汽油品质关联度最大。由于市场所供

应的汽油在其生产过程中，省却了脱硫等重要除害工序，导致成品汽油不环保。 

 

例五：2013 年 3 月，中国媒体广泛披露和报道说，中石油直属的兰州石化公司，2012 年

经营亏损 48 亿人民币，但同时其管理层却滥发各种名目的高福利收入，其中有人仅房屋基

金收入每月平均达 1 万元人民币，甚至超过其工资部分。 

 

这一事实引发了全国新一轮对垄断国企价格机制的讨论和质疑。国人注意到，垄断国企不

合理的甚至是违法的高人力成本，是导致中国消费者被迫为其生计支付超高价格的重要根

源。 

 

（三）国企行政垄断背后的利益关系和运作机理 

 

以上最新的垄断国企实例，达到了一滴水见太阳的出乎意料效果。因为它生动地揭示了垄

断国企同中国市场价格扭曲之间的内幕关系： 

 

第一：权益转化 

 

国家利益可能被转化为垄断行业的小集团利益，并进一步缩小和分化成管理层既得利益。

其既定路线图是化国为企、以及化公为私。 

 

第二：行业垄断导致的价格恶性循环 

 

垄断国企的一个常用辩护，是中国基础产品和服务价格多由政府制定和监督。但是，政府

对产品和服务定价的重要依据是其成本。鉴于垄断国企人为地、不当地抬高了成本尤其包

括其账面人力成本（尚不讨论其他诸多灰色成本），发改委必然地将价格相应抬高。这里

的三段论逻辑是：垄断国企高人力成本--发改委根据企业/行业成本核定产品价格--产品/服

务高价格。 

 

第三：行政垄断/国企垄断的关键词：利益 

 

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在其就职答记者招待会上叹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这解释

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词：利益，以及对既得利益的拼死维护。 

 

同其他传统法律不同，反垄断法具有政治经济学属性，其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再分

配，近乎不流血革命。岂有不遇抗争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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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反垄断法任重道远 

 

从法律角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只有正确地修改和实施中国反垄断法，才能有效调整和规

制垄断国企难题，才能保障改革的深入和持续，才能保障中国消费者权益，才有可能实现

平等社会，包括机会平等和分配平等，实现和谐社会。 

 

四、垄断性国企及其特殊身份在反垄断调查中的影响 

 

（一）行政垄断在中国古称官营，已经有 2 千多年传统。从汉武帝时代，朝廷就实行了盐

铁官营。可见中国官营情节和文化之深厚。 

 

在今日中国市场上，广义的行政垄断，是因制度规则上的市场准入障碍而形成的垄断。拥

有这类垄断权的企业称为行政垄断企业，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以公权力排除竞争所形成的垄

断。其传统领域集中在石油、电信、发电输电、铁路、银行、烟草、盐业、等等，混合了

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中国历代历朝，通常以国计民生之类含糊概念概括重要行

业，甚至包括新的反垄断法。根据反垄断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

以保护。 

 

（二）国企的来世今生，及其同反垄断执法的关系 

 

（1）垄断国企行政权力渊源：多数关键行业的垄断国企，同行政垄断伴生，经常由政府部

门转化挂牌产生。 

 

（2）行政体制/官本位：主要行政垄断企业，体制性保留行政级别，并同政府级别直接挂

钩。 

 

（3）对反垄断执法的潜在影响： 中国古人总结出的一条经验定理，叫“官官相护”。当政府

调查当局面对被调查的政府企业，能否打破这条定理？ 

 

五、制度设计：用反垄断法调整垄断行业的利益难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财富分化加深，随着不时曝光的垄断国企相关的惊人浪费和腐败案

件，全民舆论似乎将垄断行业国企置于火炉之上。但需要清醒的是，国企行政垄断是制度

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国家相关部门在定价方面的责任，也难以全部推卸到企业身上。 

 

国企在中国常被被称为共和国长子。但事实证明，长子们一旦实施不正当竞争，则其破坏

力超大，万不可放松规制。自然界中许多种鸟类的长子，为了垄断食物资源，出生后会本

能地将后生的、较幼的弟妹们顶出鸟巢置于死地，以增加自己的生存率。人物一理，富可

敌国的垄断企业们，集巨大的钱权财于一体，在中国这种充斥着灰色经济因素的市场上几

乎是不可阻挡的。唯有法律方能制约。 

 

六、行政垄断是非论及其历史经验教训 

 

在许多国家发展进程中，高度的行政垄断扮演了不同脚色。其基本规律是在特定社会发展

初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其效率。但到了社会发达阶段，多沦为社会负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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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器变国难。例如，一般认为，前苏联如果没有早期的高度国家垄断，是无法战胜法西

斯德国的。但是如果不是高度行政垄断和同其伴生的体制腐败，前苏联也不会垮台肢解。

国家体制的制度弹性，决定行政垄断能否成功自身进化。 

 

（一）促进和维护竞争，是国际反垄断法的基本立法意图 

 

（二）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市场竞争并非万能。由于农业社会的小农基因，中国仍然不

善长于有序竞争。例如，中国加工业和外贸出口业竞争度，全球第一。但是这并没有令任

何中国社会阶层受益，反而招引了全球性贸易制裁和报复，深陷国际反倾销重灾区。又例

如，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主要因为过度内部竞争，几乎全军覆没。 

 

（三）市场竞争在中国的悖论：一拢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最头

疼制度设计难题，没有之一。中国反垄断法，甚至专门为此规定了对外贸易事业价格垄断

的例外。那么，反垄断法或进一步完善的反垄断法，能否为此顽疾提供新的药方？经济民

主化的外来理念，是否有助于解决此两难抉择？ 

 

七、反垄断法及其执法在中国的制度性局限和阶段局限性 

 

（一）反垄断法纯系市场经济产物，适用于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仍处于双轨制阶段，因此

无缝衔接存在结构性矛盾。 

 

（二）反垄断执法的复杂性及其原因。第一，豁免条款宽泛模糊第二，政府角色冲突：当

前政府在定价过程中的作用，同调查当局责任冲突。 

 

（三）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出路只有一条，即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并应时检讨、

修改、和完善《反垄断法》。 

 

******************************************* 

 

陈幻中律师为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合伙人，其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公司法、贸易法

（包括贸易纠纷，反倾销）、竞争法（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破产法、知识

产权法、航空法、国际诉讼和仲裁等。 

 

直线：(86 10) 6584 6616 

传真：(86 10) 6584 6666 

邮箱：chenhuan@globallawoffi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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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办公厅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的新规定 
 

作者：于淼｜刘杰 

 

 

 

 

 

 

 

 

 

 

 

2013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颁布并实施了《关于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

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厅发产权[2013]78 号）（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适用

于中央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但同时亦规定，各地国资监管机构可参照《通知》制定地

方企业相关制度。 

  

在《通知》颁布实施前，规范中央企业资产转让进场交易的有关法律法规主要有： 

  

(1) 2004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 号）； 

  

(2) 2006 年 12 月 31 日实施的《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

【2006】306 号）；以及 

  

(3) 2009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国资发产权【2009】120

号）。 

  

与以往规定相比，《通知》主要明确了进场交易资产的范围、信息公告期的时间、资产受

让方的资格条件、交易价款的支付四个方面内容。 

 

1.    进场交易资产的范围 

  

旧规.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仅说明，企业国有产权，是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

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

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新规. 《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并完善企业生产设备、房产、在建工程以及土地使用权、

债权、知识产权等各类资产转让的管理制度，并要求中央企业对其中应当进场交易的资产

种类、金额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解读.  该条规定实际上要求中央企业资产交易管理工作必须实行全覆盖，暗含了须进场交

易的资产包括“企业生产设备、房产、在建工程以及土地使用权、债权、知识产权”。这将逐

步改变当前进场交易资产主要集中在股权的现状，大大提高其它种类资产的进场交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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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公告期的时间 

  

旧规.  信息公告期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 

  

新规.  如挂牌价格高于 100 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信息公告期应当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挂

牌价格高于 1000 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信息公告期应当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 

  

解读. 《通知》的规定更具灵活性。尤其对于金额较小（≤1000 万元）的资产转让项目，将

有效缩短交易时间，并且减少国有企业安排相关资产进场交易的时间成本。 

  

3.    资产受让方的资格条件 

 

旧规.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之前惯例表明，转让方可以对受让方的

资质、商业信誉、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等提出必要的受让条件。 

  

新规. 《通知》规定，除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有明确要求的，资产转让不得对受让方的

资格条件做出限制。 

  

解读.  我们理解，该条新规定将使得资产交易更加阳光透明，有效避免针对受让方“量身定

做”的交易。 

  

4.    交易价款的支付 

 

旧规.  转让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付清。如金额较大、一次付清确有困难的，可以采取分期

付款的方式。采取分期付款方式的，受让方首期付款不得低于总价款的 30%，并在合同生

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款项应当提供合法的担保，并应当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付款期限不得超过 1 年。 

  

新规.   全部交易价款原则上应当一次性支付。 

  

解读. 《通知》再次强调一次性付清全部转让价款，中央企业和国资委可能对分期支付持有

更加审慎和保守的态度。 

 

 ******************************************* 

 

于淼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合伙人，其专业领域主要涵盖兼并和收购、私人股

权投资、风险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融资以及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 

 

直线：(86 10) 6584 6566 

传真：(86 10) 6584 6666 

邮箱：michael.yu@globallawoffice.com.cn 

 

刘杰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律师，其专业领域主要涵盖兼并和收购、私人股权

投资、风险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融资以及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 

 

直线：(86 10) 6584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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