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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视点

跨国并购的交易结构简析

 文 /  郭芳①、李倩欣②

【摘要】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国内经济、日益宽松的政府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蔓延的经济危机等都大

力助推了国内企业进入跨国并购的浪潮。作为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跨国并购本身对并购企业

的资金结构、组织架构等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同时，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法律、文化、政策等

各方面差异，更加大了跨国并购的难度。因此，如何设计最优的交易结构以减少并购过程中存在的

种种阻力成为跨国并购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不仅是并购各方利益协调的一个过程，还是并购企业

设计融资结构、风险控制机制、并购后经营管理模式以及退出机制的起点。本文将从影响交易结构

设计的重要要素出发，论证交易结构的基本模式及优势，并用实际案例说明如何搭建交易结构，希

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跨国并购  交易结构  案例

一、概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G. J.施蒂格勒说过：“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

式的兼并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③根据普华永道于

2017年1月12日发布的《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报告，2016年是中国大陆企

业跨国并购的高潮年，其交易量增加了142%，交易金额增加了246％，达到2210亿美元，超过前四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总和。报告称，虽然2017年受到所谓“史上最严外汇管制”的外汇新

规影响，跨国并购的金额及数量预计会等于或低于2016年，但从中长期来看，跨国并购的驱动因素

依然存在，因此2018的数据可能会继续创下新高。④ 面对这一趋势，许多中国企业跃跃欲试，希望

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优质的资源以实现企业的扩张或转型。

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一般都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前期意向阶段。并购双方先初步接触，

了解有限的信息，确有兴趣的，可以提出意向性的报价，并签署保密协议及意向性协议；第二，尽

职调查阶段。此时，并购方可以对并购标的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包括标的企业的市场份额、股权

结构、财务状况、劳动人事、诉讼仲裁等信息以及标的企业所在地的法律、政策、文化、宗教、行

会、社会团体等状况。第三，谈判签约阶段。在进行全面调查之后，并购双方根据尽调的情况对交

①  郭芳，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②  李倩欣，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③  乔治·施蒂格勒：《通向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3。

④  普华永道,《2016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2017年展望》。■ 蒲甘的早晨  蒋恒律师 / 摄

据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并购数量上升21％，达11409宗，交易金额上升11％达到7700

亿美元；我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量增加142％，交易金额增加246％，达到2210亿美元，超

过前四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金额总和。并购浪潮如火如荼地在海内外展开。通过并购，将优化

调整企业要素配置，促进企业加快战略转型，也有利于促进全社会要素优化配置。

有鉴于此，加大对并购领域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并购市场持续、健康、良

好发展。本期内容将围绕上市公司并购、跨国并购两个方面，在《六和视点》栏目中以专题形

式对相关问题着重进行分析和研究。另在《六和论坛》栏目中对涉税法律服务、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备案、《民法总则》中的捐助法人制度、监察体制改革等其他热点议题，从内在涵义、

办理流程、风险防范、解决途径等角度切入，通过全面、专业、审慎地比较和研究，以法律视

角探析它们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供借鉴的意见，助力企业发展，推动法治建设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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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件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达成合意后定稿并签署。第

四，交割阶段。待交割条件实现后，并购双方依据合同约

定和法律规定进行各项交割工作，完成交割手续。最后，

并购方接管被并购企业，进行收购后的整合和经营。

交易结构指并购方为实现并购交易对并购路径所作

的一系列安排。设计交易结构的及时性非常重要。在上述

各阶段中，并购方往往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交易文件的谈判

和签署。因此一些并购企业在尽职调查完成后会全身心地

投入到交易文件的谈判工作中，尤其是会对价格条款和交

割条款进行反复磋商。等到交易文件正式签署后，并购方

才会开始考虑交易结构的设计。但此时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交易文件已经确定了交割时间和交割条件，并购方可能

没有足够的时间设计或实施最有效的交易结构；二是在设

计交易结构的过程中可能需要推翻已经签署的交易文件条

款，如对价支付条款。此时，并购方会十分被动。因此，

在跨国并购中，并购企业应该具有宏观的、整体的思维，

在并购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就应该开始考虑到交易结构。

二、设计交易结构的影响要素

不同并购项目中，并购双方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

法律环境、社会环境也一直是在变化着的，因此在设计交

易结构时要尤其注意其独特性和专业性。设计交易结构的

影响要素很多，比如并购方的企业性质、股权结构、资金

情况、支付方式，并购标的的性质、市场状况，并购环境

的政府政策、法律规定等。但从众多交易结构来看，其最

基本的影响要素是并购主体、并购标的和支付方式。大部

分的交易结构都是以上因素的排列组合。

（一）并购主体

根据并购主体的不同，跨国并购的交易结构大致可

分为直接交易结构和间接交易结构。直接交易结构指并购

方直接以自己或者控股子公司的名义收购境外标的资产或

者标的企业。但由于成本高、风险大以及国内严格的监管

政策，实践中直接进行并购的案例并不多。尤其对于上市

公司而言，上市公司是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主力军，但是

上市公司进行跨国并购除了受到商务部、发改委、外管局

的层层审批外，还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劵交易所的监管。

在跨国并购中，上市公司应严格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披露要求，如果构成重大资产并购重组的，还要

经过中国证监会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等规定进行审查。因此，上市公司一般都采用间接交易结

构。

间接交易结构指并购方或者并购方的子公司先设立中

间控股层，由中间控股层作为并购主体进行并购交易。中

间控股层通常体现为特殊目的载体（即“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为 “SPV”）,跨国并购大多采取该基本

模式，但根据个案不同，这个基本模式可以演变出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几种不同的结构，包括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直

接在境外设立SPV，由SPV直接收购并购标的；公司的控

股股东收购标的企业，之后公司通过定增的方式收购标的

公司；公司设立或参与并购基金，由并购基金作为收购主

体；其他结构。

（二）并购标的

根据并购标的的不同，跨国并购也可以分为股权并购

或资产并购。两种方式均无优劣之分，主要是看并购方的

需要。但是这两种方式在法律、财务、税务上具有较大差

异。

股权并购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实质是将一个企业的

权利义务全部承接下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扩

张和发展。股权收购的税务较轻，一般只需要缴纳所得税

和印花税等。但是，在股权并购中，买方需要承担收购后

的经营风险，风险较大，因此在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全面审

查公司的经营业务、债权债务、劳动人事、法律诉讼等情

况，其目的就是为了审核风险并能根据需要设计出可以有

效隔离风险的交易结构。

资产收购的法律关系较为简单，实质就是对资产的一

次性买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卖方持有的优质资源。

买方直接购买卖方的固定资产、专利技术、市场营销、国

外市场渠道等，通常只涉及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权利负

担等情况。这种方式对买方来说，更加便利，风险更小。

但是，相对于股权收购，在资产收购中，并购双方需要承

担更重的税负。不仅卖方要面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的双重征税，而且买卖双方还可能需要缴纳除所得税、印

花税之外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资产收购比较

典型的案例是吉利收购福特旗下的沃尔沃业务，在此不作

赘述。

并购标的不同，选择的交易结构当然有所差异，其主

要体现的就是并购方的战略计划。在股权并购中，交易结

构的设计还需要考虑到日后的经营风险；在资产并购中，

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可能节省成本地把购买的资产注入到并

购企业。因此，在设计交易结构时，要依托于战略计划，

通过设计不同的融资结构、股权结构、支付对价等搭建出

适合的交易结构。

（三）支付方式

跨国并购中可以使用的支付方式有现金支付、股权支

付、资产支付、承债式支付、混合支付等 。⑤

1. 现金支付

现金支付是跨国并购中比较常用的支付方式。其资

金来源可以是自有资金、超募资金、并购贷款、并购基

金、定增融资、境外贷款、过桥贷款等。现金支付的优点

是简单、便利、快捷。根据修订后的《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使用现金收购的，即使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也不需要通过证监会的审批。因此现金支付可以简化

审批流程，提高并购效率。但采用现金支付的前提是并购

方的资金较为充裕或者有较好的融资渠道，而且现金支付

会给并购方带来较大的融资压力和债务压力，导致并购成

本的增加，从而为并购方带来较大的资金风险。对于卖方

来说，除非在收购协议中约定后续价值的分享机制，现金

支付意味着完全退出标的企业，无法享受标的企业整合后

的战略升值，因此相较于纯现金支付，可能更愿意采用现

金支付和股权支付相结合的方式。

2. 股权支付

股权支付分为直接股权支付和间接股权支付。直接

股权支付指并购方直接向标的企业的出售方股东定向增发

股票，以此为对价收购目标公司。间接股权支付，指通过

SPV向标的企业的出售方定向增发股票，以此为对价收购

目标公司。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的股票对卖方来说更具有

吸引力。但是上市公司境外定向增发需要严格遵守《外国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中关于投资主体、

内部审批、政府审批、政府监管等规定,如外国投资者持

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三年内不得转让。这导致国内上市公

司的股票流动性不强并且审批时间长、审批困难。因此，

选择直接股权支付的跨国并购案例并不多见。此外，通过

股权支付方式进行并购交易可能会稀释境内并购企业的股

权，这也是在选择股权支付方式时需要考虑到的风险之

一。

3. 资产支付

资产支付是以经过评估的资产为支付对价，借以取得

标的企业的股权或资产。在实践中比较典型的资产支付并

购项目是借壳上市，即通过将资产注入市值较低的上市企

业，实现将母公司资产上市的目的。

4. 承债式支付

承债式支付是以承接标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作为

对价的全部和部分。这种支付方式主要适用于收购资产丰

富但因缺少资金而陷入债务危机的企业，如房地产企业的

破产重整。

5. 混合支付

混合支付是现金、股权、债券、资产等各种支付方式

的组合，是跨国并购中最常用的使用方式。因为现金支付

或者股权支付都各有其优缺点，将不同的支付方式结合起

来使用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比如说现金支付和

股权支付的组合方式，既可以通过股权支付方式降低融资

成本，减少资金压力；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方式阻止并购

企业股权的稀释和控制权的转移。

三、间接交易结构及其优势

（一）间接交易结构

在实践中，交易结构的基本模式就是间接交易结构，

即“投资层架构＋中间控股层架构＋东道国境内架构”三

层结构模式。但根据不同影响要素的影响，投资层、中间

控股层、东道国境内架构又都可以分别搭建出不同的结

构，从而演变出多种交易结构。

投资层指中国境内的实体公司，在投资层，并购方可

以根据需求设计不同的架构。比如，并购方可以根据融资

需求吸收共同投资者组成并购主体；可以多设计一层定增

⑤  和君咨询.“并购交易结构解析及典型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6yqIzaLlJYCbeZzDQxSm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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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流程和程序以增强自有资金实力；可以由并购

方先设立并购基金作为并购主体或以并购方的控股股东作

为并购主体。

中间控股层一般表现为特殊目的载体公司（即SPV公

司），并购方也可以根据风控、税务等需求在境外不同地

区设置多层架构。对于中间控股层，选择在哪些国家和地

区设立控股公司非常重要，其判断依据是标的公司的所在

地。如果标的公司在美国，设立中间控股层较多的国家是

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国家，因为这些国

家与美国和香港都有较为成熟的双边税务协定，境内企业

可以选择先在香港设立控股公司，然后通过香港控股公司

在爱尔兰等国设立控股公司，此时在美利润的汇出可以享

受税务优惠。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等

公认的“避税天堂”设立中间控股层，因为不涉及美国税

收。如果标的公司所在地是非洲，则一般选择在毛里求斯

设立中间控股层；如果在东南亚地区则可以选择在新加坡

设立中间控股层。

东道国境内架构就指在标的公司所在国境内的结构设

计。该层架构并不是必须的，如果选择由境外控股公司直

接收购标的公司或者标的资产的，则可以不用在东道国境

内设立公司或者搭建架构。但是设计东道国境内架构可以

较为有效地减少当地政府或人民对外国企业并购本地企业

的阻力。

间接交易结构的基本架构图示如下：

 

（二）间接交易结构的优势

跨国并购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好的交易结构可以有

效地减少并购阻力以及并购后的经营整合风险；反之，则

会导致项目失败或者虽然成功了但是耗费的时间、精力、

成本远远高于预算。相比而言，间接交易结构具有以下优

势： 

1. 规避法律障碍，提高交易的可行性

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境外企

业并购其国内企业设置了严格的审查程序。由于中国与西

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种

审查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更为严格，尤其是对国有企业

的独自全额收购。因此，通过对交易主体的设计可有效弱

化并购方的国资性质。

2. 隔离风险，增强保密性

在交易组织机构中，并购方可通过在开曼群岛等合适

的境外地区设置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控股公司，在一定程度

上将风险隔离在母公司之外。另外，这些境外地区的政府

往往会为当地企业提供隐私保护，董事、股东资料可以享

有高度的隐秘性。

3. 建立融资平台，提供融资便利

并购方可以在交易结构中设置融资机制，包括发行

债券、进行定向增发、引入并购基金等，从而利用金融杠

杆，以较小的投资成本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4. 实现资源整合，锁定风险

母国和东道国之间不同的法律、政策、意识形态、社

会环境等会给并购的过程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但通过设

计间接交易结构可以尽可能将这些不稳定因素提前剔除出

去。

5. 降低并购成本

一方面，并购方可以选择在与其所在国有税收协定

的国家或地区设立中间控股公司，避免双重征税；另一方

面，中间控股公司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和其他鼓励政

策。如：开曼公司没有外汇管制而且离岸经营所得利润不

需要缴纳利得税。

6. 为后续的管理创造条件

并购方可以通过设立多层架构，既可以引进资金雄厚

的投资者，又可以稀释其他投资方的股权，从而为并购方

保留控制权，为后续的管理创造前提条件。

7. 为股权转让提供便利

通过在交易结构中设置中间控股层，并购方想要退出

时，可以直接将中间控股层的股权转让出去，这样一方面

可以避免境内外资投资的监管，另一方面避免了将被并购

的股权或资产从自身剥离出去的繁琐流程。

四、案例分析

（一）公司通过境外SPV全现金收购——海尔收购通

用家电

2016年，海尔集团控股41%的青岛海尔以55.8亿美元

收购了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气公司，以下简

GE”)的家电业务资产，这是中国家电业迄今为止最大的

一笔海外并购，也是国内上市公司通过境外SPV直接收购

标的公司的典型案例。

2016年1月15日，海尔集团与GE 达成合作谅解备忘

录，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战略性合作，通过优势互补提

高双方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当日，青岛海尔与 GE 签署

了《购买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青岛海尔拟通过现金方式

向 GE 购买标的资产,基础交易价格为 54 亿美元，交易标

的是与 GE 家电业务相关的资产，包括10家全资子公司股

权、3家合资公司股权、3家公司中的少数股权及其他非股

权资产以及负债。本次并购的支付方式为全现金支付，资

金来源为青岛海尔的自有资金及并购贷款。根据青岛海尔

与国家开发银行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签署的《承诺函》, 

国家开发银行向青岛海尔设立的作为本次收购买方的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33 亿美元的

并购贷款,用于本次向 GE 收购其下属家电业务相关的资

产。并购贷款期限为 5 年，青岛海尔和青岛海尔的实际控

制人海尔集团作为担保方为本次并购贷款提供全额担保。

本次收购的交易结构较为复杂。鉴于标的公司和标

的股权分别分布于百慕大、波多黎各、美国、墨西哥等

地，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中，青岛海尔在境外设立了多个多

层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层架构中只有青岛

海尔，因为青岛海尔在本次交易中并未联合并购基金或其

他投资者。但是在中间控股层，青岛海尔搭建了多层控

股公司。首先，青岛海尔在香港设立了全资子公司Haier 

Share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通过该公司在BVI设

立全资子公司Wonder Global (BVI) Investment Limited，

然后通过BVI公司分别在美国、新加坡、荷兰、印度、韩

国、墨西哥等地设立控股公司用于承接标的资产。在东

道国境内架构中，青岛海尔在美国先后设立了Haier US 

Appliance Holdings Inc.，Haier US Appliance Solutions 

Inc.，Haier US Appliance Operation, LLC 用于承接美国的

标的资产。该案例操作具体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青岛海尔（600690）于2017年1月12日发布的《青岛海尔重大资

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青岛海尔设立上述如此复杂的交易结构达成了以下目

的：缩短境外国家或地区的审批时间，提高交易效率；通

过SPV公司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节省税收成本；设

立多层架构增强交易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帮助隔离风险。

因此，即使并购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也不会直接以自身名

义进行收购，以SPV公司作为收购主体是最为安全有效的

收购方式。另一方面，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100%现金支付的并购无需证监会审核。因此，

青岛海尔在收购过程中采用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进行收购

成功避开了证监会上市组的审批，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

但是使用全现金收购会产生大量的财务费用，给公司造成

较大的财务压力。

（二）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资收购——正和实业收购

哈萨克斯坦马腾石油

2013年12月3日，正和实业（现名为“洲际油气”）

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计划发行5.2亿股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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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额 31.2 亿元人民币用于收购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开发

企业马腾石油95%的股权。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该投

资项目的，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超过项目需求的，

则用于补充公司股份流动资金。2013年12月30日，正和

实业境外全资子公司中科荷兰（SPV）与马腾石油的股东

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以中科荷兰为主体承接标的股

权。2014年4月25日，洲际油气发布公告称，鉴于非公开

发行股份审批的时间较长，为如期完成收购，正和实业计

划以自筹资金包括自有资金、银行借贷资金、股东借贷资

金等先期收购标的股权，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完

成后，用该笔资金替换已投入的股权收购资金。2014年6

月，马腾石油成为中科荷兰能源的控股子公司,正和公司

间接控制马腾公司 95%的股份并间接取得马腾公司所享

有的Matin 油田、Kara-Arna 油田和 East Kokarna 油田的

矿业权。其后，中国证监会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

批，完成了资金置换。该案例操作具体如下图所示：

正和实业当时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租赁

业务，但这两个业务受到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影响，盈利缓

慢，正和实业急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把目光投向

了能源市场。而马腾石油拥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三个

产油田区块的100%的开采权益。

在交易结构设计中，正和实业采用先定向增发募集资

金，再通过境外子公司收购标的公司的结构。该交易结构

与上述结构相比较，差异就是资金来源不同。后者全部是

自筹资金，前者的资金来源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该方案有下列优势：保持公司的资金流动性，维持

公司正常经营；减少公司的财务成本和外部融资导致的财

务压力；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从而降低该项交易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的可能性。但是，非公开发行股票需有经过证监

会的复杂的审批过程，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市场上很可

能会贻误收购时机。此外，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用于海外

收购在审批上困难较大。虽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限制募集资金用于海外并购。

但由于海外并购风险较大，管理部门出于考虑保护投资者

的目的可能会对此进行限制。因此，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收购资金在政策上的风险较大。

正和实业收购马腾石油的过程中，由于《股份购买

协议》中约定了收购的最后期限日，为避免非公开发行股

票审批时间过长导致募集资金无法按时到位，正和实业采

取了用自筹资金先行收购的策略，借此加快收购进度。

但其承担的重大风险就是，假设非公开发行股票无法通过

审批，该交易就完全演变成了用自筹资金进行全现金收购

的交易结构，正和实业需要承担巨额的债务压力。但正和

实业以承担审批失败风险为代价，成功收购了马腾石油。

不得不说，正和实业成功避开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的劣

势。

（三）并购基金助力公司跨国并购——博盈投资收购

Steyr Motors

Steyr Motors是奥地利高端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其研

发能力十分强劲，具有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但由于销售

能力不尽如人意，导致经营利润逐年下降。而硅谷天堂

看重了Steyr Motors的技术研发能力，因此专门注册了全

资孙公司武汉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武汉梧

桐”)于2012年以2.6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跨境收购了Steyr 

Motors的100%股份。收购完成以后，武汉梧桐全资持有

了Steyr Motors的股份，打算转卖给上市公司博盈投资。

但博盈投资的资金实力不足，而直接向武汉梧桐定

向增发再购买股权的话会被认定为重大资产重组。因为依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特定对象以现金

或者资产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上市公司

用同一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向该特定对象购买资产

的，视同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是，博盈投资

向东营市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简称“英达钢构”）以

及五家创投机构长沙泽瑞、长沙泽洺、宁波贝鑫、宁波

理瑞、天津恒丰（硅谷天堂的孙公司）定向增发了3.14亿

股份，募得资金15亿元，其中5亿元用于收购武汉梧桐持

有的Steyr Motors的100%股份，3亿元用于向Steyr Motors

的增资扩产项目，3亿元用于公司技术研发，其余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因为天津恒丰投资金额仅占募得资金

的13.33%，其募得资金仅有33.33%用于收购标的，硅谷

天堂通过天津恒丰实际用于投资收购标的金额比例只有

4.44%，因此该项目不构成重大资产并购重组，从而成功

逃避了证监会对重大资产并购重组的审查。重组后，博盈

投资原控制人的股份被稀释，英达钢构通过持有15.21%

的股份比例成为了控股股东。

本次收购中，由境内并购基金武汉梧桐先购买境外标

的公司100%的股权有两个优势。第一，快速锁定境外标

的，排除竞争对手；第二，博盈投资收购武汉梧桐持有的

标的公司股权不属于境外并购，不需要经过境内外各政府

部门的相关审批，大大加快了并购效率。

■ 江之岛   李筱璇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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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破产法对公司破产规定了清算程序和重整程序。在重整程序中，美国破产法第 363 条

赋予了破产公司或托管人（Trustee）极大的权利，可以对破产公司的资产进行出售、出租和“使用”，

从而为中国企业迅速、方便地购买境外公司提供了一条捷径。虽然第 363 条存在许多优势，例如时

间短、资产无负担、出售终局性等，但就 363 条的立法以及运作程序而言，仍然存在一定风险，中

国企业需要进行充分尽调以控制交易的风险。

【关键词】跨国收购  美国破产法 363 条  风险控制

一、美国破产程序简介

美国破产法典的破产程序主要包括第7章-清算案件、第9章-对市政当局债务进行调整的案

件、第11章-重整案件、第12章-有固定收入的个体农场主债务的调整案件和第13章-有股东收入

的个人债务的调整案件。③其中，公司的破产主要适用于第7章清算程序和第11章重整程序。

第7章清算程序，又称直接破产，既适用于公司也适用于个人。主要包括五个阶段：一为启动

破产程序，二为收集债务人的财产，三为出售破产财产，四为将出售所得分配给债权人，五为确

定债务人是否对剩余债务获得破产免责。④ 

第11章重整程序，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仅适用于公司，但实践中大多数都为公司而非个人。

而该章中的363条则直接授权经管债务人或托管人可以出售、出租和“使用”债务人的资产⑤，从

而使得破产企业拥有资金维持企业运作。通过第363条出售破产企业的资产，可以使得一些潜在的

买家及时迅速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一些资产，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购买美国破产企业资产的风险控制

——美国破产法363条分析

 文 /   王红燕①、金莲②

①  王红燕，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②  金莲，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③  USC11 Bankruptcy

④  韩长印，《美国破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  USC11 Bankruptcy，§363. Use, sale, or lease of property（详细条文见下列附件）

通过该交易结构，各方都满足了其利益需求。博盈

投资成功收购Steyr Motors，获得了优质的技术资源，加

快了国际化发展进程；硅谷天堂3亿元买入5亿元卖出，

获得了极高的投资收益；英达钢构从一家名不见传的钢

构企业，转而成为一家汽车零配、发动机行业的控股股

东；长沙泽瑞、长沙泽洺、宁波贝鑫、宁波理瑞、天津

恒丰预计在退出时能获得十多倍甚至几十倍的投资收

益。

五、律师在设计交易结构中的作用

根据证监会的要求，上市公司在做并购重组时必须

聘请有资格的中介机构，包括法律顾问、审计顾问和财

务顾问等。当然，非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中也不能忽视

律师的角色。实践中，律师的作用贯穿于跨国并购的整

个流程，从项目的识别、尽职调查、交易结构的设计到

收购协议的起草和谈判以及最后的交割。跨国并购的交

易结构实质上是一个法律和税务相结合的结构设计，因

此律师的协助必不可少。 

第一，律师熟悉境内外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

际条约。跨国并购至少涉及2个以上的司法管辖区。在境

内要经过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的层层审批，在境外要受到相关行业、安全审查、外

资准入以及反垄断部分的审查。而律师较为了解如何设

计交易架构以扫除境内外的政策障碍。

第二，律师可以帮助客户确定设立SPV公司的国家或

地区。在设计间接交易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哪些

国家设立SPV公司。正确的选择可以起到节约税收成本、

提高并购效率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并购项目中，由于交

易双方的实际情况、并购需求以及客观的时间点不同，

SPV设立地的选择要因项目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而专业的涉外律师十分了解与中国有双边税务协定、在

政策上有优惠或者在管理上更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因

此能就SPV公司的设立地提供有建设性的建议。

第三，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提供专业的

服务。一方面，一般企业并不会频繁地进行跨国并购，

可以提供的经验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在跨国并

购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有

时候甚至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但涉外律师一直在不

断地为各种类型、各个阶段的企业实施跨国并购交易提

供专业化的服务。因此，律师可以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

帮助企业找到高效、便捷的海外并购之路。

第四，律师可以和审计顾问、财务顾问、税务顾

问等共同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形成专业的团队提供全

方面的服务。甚至在这个并购团队中承担总协调人的角

色，主导整个并购过程。

六、结语

虽然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严格的外汇管制，

跨国并购的数量和交易额有所下降，但是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不断深入，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走出

去”战略的深入人心，跨国并购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不

论是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或是国有企业为实现产业转

型或者谋求进一步发展，都需要通过跨国并购争取境外

优质的原料、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国际经营模式，跨国并购由于

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企业、市场和法律制度，语言、地

域以及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员工的重新配置与合作，风险

性往往高于其他形式的国际经营，如: 政治、人文、决策

经营、人力资源、社会责任和商业管理风险等 。因此，

跨国并购是所有并购交易中风险最大的交易形式。

然而，正是由于跨国并购风险重重，企业才需要在

并购前设计交易结构以减少风险。众所周知，并没有哪

种交易结构是可以完全复制的。因此，律师在协助企业

设计交易结构时，应从企业的战略目标出发，根据各方

的利益诉求，并购双方的企业状况，在境内外的法律框

架内设计低风险、低成本的交易结构。

⑥  杜晓君，刘赫：《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关键风险的识别研究》，《管理评论》，2012年第24期，第1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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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363条

（一）正常业务项目vs非正常业务项目

第363条核心的实体条款是（c）（1）与（b）

（1）。（c）（1）规定了正常业务项目的出售、出租和

“使用”无需获得法院批准可直接进行，而（b）（1）

则规定了非正常业务项目需要得到法院的批准才可以进

行出售、出租和使用。

那么，如何区分正常业务项目和非正常业务项目？

正常业务项目和非正常业务项目没有清晰界限。目

前，依据美国相关判决，有如下方式：1.“横向的”和

“纵向的”标准⑥。横向标准包括企业常规业务，纵向

标准为根据横向标准扩大，即企业的行为与其常规业务

相联系；2.直觉标准⑦。该标准是指如果此项买卖或者交

易提交给法官并告知债权人，是否会得到近乎一致的答

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该笔交易不能认定为正常

项目；3.库存标准⑧。库存商品的出售被认为是正常业务

范围，而非库存商品的出售，只要与债务人提起第11章

申请之前所具有的相关特性相符合，也需被认为是正常

业务。总体而言，除去上面因一些美国判例而产生的标

准，美国法院也会遵守“个案标准”（case by case）来

判断是否属于正常业务项目。

当然，第363条的立法对于正常业务项目的出售、出

租和“使用”也有诸多限制，例如第363条的（c）（2）

禁止了“现金担保物”在正常业务范围的使用，除非债

权人同意或法院批准。相对于经过法院批准的资产的出

售，未经过法院程序的资产出售也会存在更大的风险，

在本文第三节会进行详细的描述。

（二）非正常业务项目的一般程序

一般而言，破产公司或者托管人会寻找一位潜在的

买方（Stalking-horse），与其签订资产购买协议（Asset 

Purchase Agreement），双方设定此次交易的最低值。

双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之后，潜在的买方需要支付一笔

订金（通常是资产额的10%）。然后，破产公司或托管

人作为卖方，会根据363条向法院申请两个单独的听证和

两个单独的法院裁决。如果，潜在的买方最终未能够在

拍卖会上购得该出售的资产，往往资产购买协议中会约

定对潜在卖方的补偿（俗称“分手费”），该补偿金额

可以由协议进行约定，也可以由法院进行最终确定。

1. 提交申请

当破产公司或者托管人达成协议之后，破产公司或

者托管人会就该协议向法院提出出售申请，请求法院批

准该资产的出售。

2. 通知——提出异议

根据363条出售非正常业务项目，当破产公司或者托

管人提出申请后，通知是必不可少的。通知必须向所有

利益相关者以及那些提前告知要求获得通知的人在21天

前送达。一般而言，包括下列人员⑨：

（1）对任何出售资产有兴趣的担保债权人;

（2）资助破产案件的一方（DIP）;

（3）政府机构和税务机关;

（4）任何出售资产涉及的合同、租赁及许可的非债

权人缔约方;

（5）破产案件中形成的所有官方委员会;

（6）有意购买任何资产和/或所有可能有竞争力的投

标人有兴趣参加拍卖的人员或实体;

（7）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及那些提前告知要求获得通

知的人。

3. 要求出售的听证会与法院批准

法院通过考虑听证会上各方提出的意见，最终做出

裁决决定是否将托管人或破产公司要求出售的资产进行

⑥  56 B.R.31(Bankr. D. Minn. 1985) Waterfront Companies, Inc v. Johnston

⑦  85 B.R.235(Bankr. E.D.N.Y. 1988) Selgar Realty Corp.

⑧  74 B.R.5(W. D. Ark. 1986) Hilyard Drilling Co., Inc.

⑨  Neil E. Herman, “Key Elements Of The Section 363 Sale Process”, August 20,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law360.com/articles/465264/key-elements-of-

the-section-363-sale-process

出售。 

4. 拍卖⑩ 

为了确保出售获得更好的价格，一般托管人或破产公

司在请求法院批准出售的时候，会请求使用拍卖程序。

破产拍卖通常在破产公司律师律所的会议室（或法院

以外的其他地点）举行。由于大多数拍卖持续时间长而又

很少需要司法干预，并且法官对拍卖的流程并不精通，所

以很少在法庭上进行拍卖。

出席拍卖会的有卖方（即破产公司或托管人）和卖方

的律师，投资银行家和/或财务顾问，担保债权人，任何

官方委员会，每个“合格的买方”和转录整个拍卖的法庭

记者。

托管人或破产公司在拍卖开始之前会宣布目前最高或

最好的出价，并宣布拍卖时每次加价的最低数额。

买方将会有多次机会提高出价。如果需要，买方也可

以有多次“休息”，他们可以在单独的房间中进行会议和

/或致电其委托人进行商讨。

在拍卖结束时，破产公司或托管人在与其律所，破产

委员会和有担保债权人商量后，选择符合其业务范围的最

高或最高出价，宣布后此次拍卖将正式结束。

5. 最终交易的听证会和法院批准

在上述拍卖程序结束后，破产公司或托管人将向法庭

申请第二次听证会，即交易听证会，获取批准最终交易的

裁决。在交易听证会上，卖方将向破产法庭对拍卖过程和

交易作出陈述。法院最终做出是否批准该项交易的裁决，

那么，裁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通常而言，法院会要求一个非正常业务项目的出售必

须具备“业务正当性”，并且该出售是符合债权人的“最

大利益”或者出于“善意”，而且出售资产的价值和价格

必须公平。⑪另外，该资产的出售对于破产公司整个重组

程序起到的作用，以及该资产的价值在出售后是上升还是

下降也是法院会考虑的重要因素。⑫

若出售资产上设有担保，如果托管人或破产公司提交

的购买价格不足以支付所有债权并且债权人反对该交易，

那么法院也不会批准该资产的出售。⑬

该批准交易的裁决对于买方而言，是最重要的文件，

是保证买方获得资产之后免受债权人索赔等其他任何第三

方的主张的保证。

（三）优点

根据第363条购买资产，相比于普通的跨国并购而

言，存在更大的优势。首先，时间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363条下面的资产出售基本在两三个月内可以完成。其

次，出售具有终局性。第363条（m）项规定，若法院批

准某项资产出售，该批准法令不能够通过上诉进行撤销或

者修改或者无效。再者，经法院批准出售的资产不会存在

任何产权负担，但是可能根据法律要求买方承担破产公司

业务的全部或部分责任。⑭最后，性价比高。通过第363条

出售的资产一般是破产公司运营比较成熟的资产，破产公

司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进行破产重组，而破产资产的出售

价格往往比较合理，不会像普通资产在出售时价格较高甚

至出现“中国溢价”。

三、第363条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正常业务项目下的资产购买

本文已经在上文讨论了第363条区分正常业务项目和

非正常业务项目，正常业务项目的出售无需得到法院的批

准，破产公司或托管人可以直接进行出售，但是因为没有

法院的监管，这种出售往往会比法院批准的交易存在更大

的风险。

⑩  Neil E. Herman, 同上

⑪  韩长印，同尾注2，第179页

⑫  Andrew Rosenblatt, “Asset Sales  in Bankruptcy”, February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chadbourne.com/Shedding_Assets_Quickly_in_Bankruptcy_

projectfinance

⑬  杨萍，利用美国破产法第363条收购美国破产企业

⑭  杨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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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为正常业务项目的界限不明，在破产公司或

托管人和买方达成买卖协议后，债权人可能向法院进行起

诉，提出该资产并非属于正常业务项目从而要求法院取消

该交易，命令买方交出该资产。 

第二，第363条（c）（2）明确提出，正常业务项目

的出售不包括“现金担保物”，除非获得相应授权。第

363条（a）将“现金担保物”（cash collateral）界定为

“现金、可流通票据、所有权凭证、担保权益、存款账户

或其他现金等价物……”。但是，破产公司或托管人现实

操作往往与法条相违背。在买方不精通美国破产法的情况

下，往往会遭遇“滑铁卢”。

所以，对于不清楚美国破产法流程和买卖资产性质的

中国买方而言，不经过法院批准的交易会存在着极大的风

险，因此需要在和卖方的买卖协议中进行更多的约定以保

护自身的利益，并且要特别注意协议中是否存在“现金担

保物”。另外，本文第二节中，提到了法院区分正常业务

项目和非正常业务项目的标准，买方在购买资产时，也可

以进行参照，从而判断准备进行的交易是否是正常业务项

目的出售。

（二）非正常业务项目下的资产购买协议

一般而言，资产购买协议包括出售资产的定义、资产

的售价、买方需要支付的押金、交割日、卖方和买方单独

的声明与保证、双方对交割前后一些事项的同意、买方的

义务以及其他杂项。对于出售资产，一般会以穷尽的方式

列在资产购买协议后作为附件。除了一开始潜在的买方，

参与拍卖的其他买方一般也都需要与卖方签订类似的资产

购买协议（或条款清单）。该资产购买协议是对买方和卖

方的双重保障。

作为买方而言，在签署协议时应注意以下部分：

第一，资产及购买价格。

资产购买协议会对出售的资产进行详细的描述，并且

对于交易价格由什么组成进行详细的描述。买方对于这两

个内容必须进行详细的了解，确保资产的状况以及交易价

格所包括的支出。

第二，订金和“分手费”的约定。

订金在资产购买协议中不是必须的，但是一般为了

保证买方的稳定性，会要求其支付资产总价的5%-10%左

右。一个典型的资产购买程序中，该笔金额需在拍卖程序

开始之前交付给指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若拍卖失败，该

笔订金会被返还。

“分手费”不同于其他普通的跨国收购，此处的“分

手费”是支付给部分买方的费用，如果资产购买协议的买

方最终没有成功在拍卖程序中获得该资产，可以获得合同

约定的“分手费”或者由法院确定最终的合理数额的“分

手费”。“分手费”一般由拍卖成功的买方支付。

第三，时间节点及国内审批问题。

随着外汇管理局2016年年底政策⑮的进一步紧缩，目

前中国企业资金汇出受到外汇局的严格管控，这也直接

导致很多企业境外收购项目的“流产”。例如，万达收

购DCP失败，并被诉需支付高昂的“分手费”。在目前很

多资产购买协议中，也会有条款涉及中国政府机构的审批

并约定时限，若在约定时限内没有获得批准，则该购买协

议终止。虽然破产法下的资产购买协议一般没有像普通跨

国收购中约定的需要买方支付给卖方的高额“分手费”，

但该协议下也有一定数额的订金，以及买方为此付出的人

力物力。所以在签订购买协议时，需要着重关注政府审批

时间，以及超出审批时间或审批未通过时会带来的法律后

果，把握时间流程。

第四，尽职调查。

法律尽职调查是收并购尤其是海外收购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一般而言，如果是卖方寻找到的潜在买家，在签

订资产购买协议后，会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进行尽职调查，

但如果是后续才加入参与拍卖的买方，相对而言不会有太

多的时间进行尽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如果不能完成全

部的尽调，则需要挑选此次交易买方最看重的资产进行调

查。笔者曾经为山东XK集团根据美国破产法第363条收购

美国一家破产医药企业提供了法律服务。笔者团队与美国

律师合作，调查了资产购买协议中所列明的资产状况。因

为时间因素并根据买方需求，笔者团队与美国律师就知识

产权进行了重点调查，例如，资产协议中列明全球的专利

及许可情况，一一对其进行检索并要求卖方提供专利证书

及许可协议进行核对。

（三）承担破产公司业务的全部或部分责任

破产公司或者托管人出售的资产会在最终双方的协议

上写明该资产的相应状态，当资产是一家公司时，会列明

该公司的资产及债务。收购后的整合是目前跨国收购的难

点之一，很多企业顺利购得目标公司后，最终可能因为公

司治理而导致整个项目失败。

根据第363条的资产购买也会存在这个问题，若买方

购买了破产公司的相应子公司，该子公司的公司治理，以

及该公司存在的所有责任，例如员工责任等，都需要买方

负责。因此，建议买方在确定需要购买某一资产时，制定

管理方案，并在最终双方的资产协议中对于相关责任进行

明确的约定。

四、结语

相较于普通的跨国收购程序，美国破产法第363条无

疑为中国企业购买资产提供了一条捷径。但是，破产资产

的购买程序可能是非常简单和基础的，也可能是非常复杂

的。如果中国企业希望通过美国破产第363条购买资产，

但又从未接触过该等业务，可以从小型的项目入手且尽量

选择通过法院批准的交易，仔细地阅读资产购买协议等文

件，并且进行充分的尽调，对出售的资产进行充分了解。

同时，买方需要明确自身的需求，并制定相应管理计划。

⑮  汇发［2017］3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 蜜（安徽歙县）  张林利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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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上市公司并购中的或有支付

 文 /  张琦①、吕荣②

【摘要】交易对价的支付系上市公司并购的重要问题，合理有效的支付机制既是促成交易的要求，

又是维护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双方利益的要求，同时也能满足维护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诉求。本文通过对或有支付的基本理论解读，对或有支付的概念进行阐述，并采用对比论述的

方法从基本模式、定价机制、衡量指标和风险控制能力等四个方面对或有支付和传统的支付模式进

行对比，了解或有支付之优势。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上市公司并购中运用或有支付的典型案例，对

或有支付周期、支付主体、支付条件、支付的调整等主要问题进行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并购  或有支付  业绩承诺

2014年7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52次会议审议通过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并购重组的门槛

降低，催化了上市公司纷纷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但是，并购潮涌之后，不少上市公司出现了并

购资产业绩不达标甚至利润亏损的情形，拖累了上市公司业绩。即使标的公司均对未来作出了

业绩补偿承诺，但是在交易价款已经全额支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处于被动状态，希望承诺方

履行业绩补偿承诺，谈何容易？正是基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在并购中或许可以逐步

运用或有支付。

一、概述 

或有支付是指在资产并购中，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就标的资产的价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弥

补双方价值预测的分歧，双方约定对标的资产的总价不作固定，约定以未来期间标的资产的表现

为基准来确定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③即在被并购方完成特定指标或达到特定条件之时并购方才支

付特定金额的价款。或有支付具备以下主要特点：

1. 基本模式

目前并购操作普遍采用“先付+后返”的支付模式，即并购方在标的资产完成最终交割后即

完成100%交易对价的支付，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期内未完成业绩承诺的，由相关承诺主体（通常为

被并购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再向上市公司提供业绩补偿，其实质上是被并购方建立在未

①  张琦，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②  吕荣，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

③  雷霆：《资本交易法律文书精要详解及实务指南》，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

来业绩之上的卖出期权。而或有支付一般采用“预付+追

加”的分期支付模式，即并购标的交割之时，并购方仅向

被并购方支付首付款，后续分期支付义务根据被并购方未

来业绩完成情况而定，其实质是并购方的建立在未来业绩

上的买入期权。

2. 定价机制

目前普遍采用的支付模式下，并购方和被并购方通过

并购主协议约定固定对价；或有支付模式下，并购方和被

并购方通常约定价款总额上限，在支付上限内确定首付款

（固定价款）和后期支付对价。

3. 衡量指标

目前衡量并购标的业绩的指标通常系财务指标，且多

采用净利润、营业收入等指标。或有支付中，衡量并购标

的业绩的指标除采用基本财务指标之外，亦采用非财务指

标如特定客户关系、特定监管许可、特定业务资质、外部

市场环境等。

4. 风险控制能力

现行通常的支付模式主要功能系防止并购标的预期内

的内部经营风险，业绩承诺主体赖账则业绩补偿难以完全

执行，业绩补偿可能沦为“空头支票”。或有支付除可以

预防内部经营风险外，通过多样化的指标设置具备降低不

可预期风险及外部风险之功能，例如监管政策风险、特定

客户关系变化风险等。 

鉴于或有支付具备的上述特点，已有上市公司在并购

实践中采用此种支付方式。下文结合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泰诺”）跨境并购Blackbird 

Hypersonic Investments Ltd.（以下简称“BBHI”）的案

例就或有支付实际操作加以分析。

二、梅泰诺并购BBHI中的或有支付

（一）案例简述④

梅泰诺并购BBHI的实质是上市公司通过控股股东过

桥收购的方式收购海外资产。本次收购可以分解为两次交

易，前次收购：梅泰诺控股股东张志勇控制的并购基金上

海诺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诺牧“）

利用旗下的SPV收购BBHI；后续收购：梅泰诺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诺牧旗下SPV的股权。或有支付主要

在前次收购中运用。前次收购中，上海诺牧搭建了境内-

境外双层平行的SPV结构，境内的SPV宁波诺鑫信德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宁波诺信睿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香

港成立100%持股的诺祥投资有限公司、诺睿投资有限公

司，并通过两个香港SPV收购了BBHI100%的股权。股权

对价在BBHI100%股权交割之时由诺睿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首付款4.27亿美元现金，剩余款项分四期分别在2016年、

2017年、2018年、2019年每年度审计后由诺祥投资有限

公司分向BBHI原股东Starbuster支付，价款是否足额支付

取决于BBHI业绩完成情况。

同时，Starbuster就BBHI的业绩作出承诺：第一，

BBHI于2016年、2017年、2018年扣非后归属母公司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5,965.6万美元、7,158.7 万美元、8,590.5

万美元。第二， BBHI应维持Yahoo业务合同，否则在无

法获取同等替代者的情况下，Starbuster向上海诺牧及其

关联方补偿不超过2亿美元现金。同时，为保证上海诺牧

履约，上海诺牧以其后续收购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提供

质押担保，若质押股份市值不足的，上海诺牧就差额部分

提供银行保函；若上海诺牧未足额质押股份或提供保函

的，则提前支付下期价款或全部价款。

（二）案例分析

笔者认为，梅泰诺并购BBHI的交易巧妙地运用了或

有支付来完成对并购标的的购买，交易过程主要有以下内

容需要关注：

1. 支付周期

根据上市公司并购中披露的主要交易协议的价格支

付条款来看，一般在并购主要协议签署后支付部分价款；

满足先决条件（例如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等）后支付部分价款；标的公司管理权交割完毕后付

清全部对价。此种模式下，全部或绝大部分对价在交割之

④  梅泰诺于2017年2月10日公告的《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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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完成支付，资金支付周期止于并购标的完成交割。

在梅泰诺并购BBHI的前次收购股中，并购标的交割时首

付款仅为4.27亿美元，但BBHI的100%股权已完成过户，

后续支付的共设置了四个支付时点，分别为业绩承诺期

BBHI的业绩经审计达标之后，按约定比例分期支付相应

价款。从前次收购来看，整个支付周期至少四个年度。

笔者认为，采用或有支付可以为并购方争取较长的

资金支付周期，减轻了并购方的资金压力，同时也保证

了并购方在整个并购中始终有效地控制并购资金、掌握

交易主动权。

2. 支付主体

商业交易中支付主体的所持权益和支付对价基本

匹配。而梅泰诺本次并购案中，诺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

直接付款主体向Starbuster支付4.27亿美元首付款购买

BBHI49,999股股权；诺祥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直接付款主

体承担后续4.62亿美元的分期付款义务并获得BBHI的1股

股权，该等股权同股同权。后续收购中，上市公司收购

获得宁波诺信睿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诺睿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BBHI的49,999股股权；而宁波诺鑫信德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诺祥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1股股权

暂不收购，待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后赠与梅泰诺。

从持股和付款比例看，两个香港SPV承担的权利和

义务并不匹配，笔者认为，这一特殊安排主要出于风险

隔离之考量。在境内-境外双层平行的SPV架构下，梅泰

诺在后续收购中顺利实现了仅收购宁波诺信睿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诺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BBHI49,999股

股权，而将宁波诺鑫信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诺祥投

资有限公间接持有的1股股权排除在收购之列，从而实现

后续价款支付主体诺祥投资有限公间仍在上市公司体外

的目的。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后续发生支付问题仍可以

实现风险隔离于上市公司体外，同时后续的股权赠与安

排，最终实现了上市公司100%持股BBHI之目的。

3. 支付条件

梅泰诺并购BBHI的前次收购中，Starbuster除作出净

利润指标的业绩承诺外，还作了Yahoo合同补偿承诺，而

诺祥投资有限公司后续每期的支付条件的决定条件即为

BBHI完成前述两个承诺。

笔者认为，特别作出Yahoo合同补偿承诺的主要原因

系BBHI的销售收入的80%来源于Yahoo，BBHI对Yahoo存

在重大依赖，能否维持Yahoo的业务直接影响BBHI的持

续经营能力。且梅泰诺收购BBHI的一个重要原因系取得

BBHI拥有的Yahoo这块业务资源，实现自身业务资源整

合。据此，上市公司并购中在运用或有支付进行对价支

付之时可以相应设置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支付条件以

实现并购特定目的。

4. 或有支付的调整

关于或有支付的调整，一般在并购方和被并购方出

现并购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和赔偿事项实施，包括但不

限于支付节点和支付金额的调整。

支付节点的调整包括收购人的延期支付及加速

支付。梅泰诺并购BBHI的前次交易中，上海诺牧和

Starbuster约定上海诺牧违反担保义务的，加速向

Starbuster支付后续交易价款，即上海诺牧作为保证金质

押的上市公司股份市值低于约定值、且银行保函金额不

足的情况下，前述情况下，如差额部分小于或等于下一

期应付款10%的，加速向Starbuster支付下一期对价；若

差额部分大于10%的，支付剩余全部对价。

支付金额的调整主要系根据被并购方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调减或调增每一期对价或总价款。梅泰诺并购BBHI

的前次交易中，鉴于上海诺牧采四年分期付款之模式，

交易对价是否足额支付取决于BBHI上年度的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若BBHI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不达标，扣减

对应期间应支付的交易对价；丧失Yahoo业务合同的则

现金补偿2亿美元。该约定产生的实际效果相当于扣减了

Starbuster获得的最终交易价。而上海诺牧和Starbuster约

定的超额奖励实际上相当于Starbuster最终获得了超过预

计的交易价。

笔者认为，采用或有对价，并购对价具有不确定

性，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根据业绩情况灵活调整最终

对价，能切实体现并购标的的价值。从并购方角度看，

能有效防范并购标的业绩不达标的情况下付出过高对

价的风险；从被并购方角度看，若设置超额业绩奖励机

制，则能够获得超额回报。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或有支付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市场博弈的

创新支付方式，为上市公司并购的支付机制设计提供新

的选择视角和风险防范手段。但是目前境内上市公司的

并购实践并未普遍采用该支付机制，其是否具备普适性

尚待并购实际操作层面的检验。

■ 格桑花韵   俞琳琼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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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背景下的涉税法律服务创新研究

 文 /  陈嗣云①、王敏志②

【摘要】OECD 共同申报准则（CRS）自颁行以来，已渐成为全球多数国家共同打击腐败、洗钱

和逃避税的重要工具。2017 年 5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其官网发布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

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③为了帮助金融机构和公众理解《办法》，总局前

期同步发布了相关问题的 23 个解答。④业界也对该办法高度重视，尤其是从事银行、证券、保险、

基金、信托等私人财富管理项目经营机构，已不同程度开展业务研讨和学习。本文结合相关背景资

料开展研究，对相关办理流程等注意要点作出提示，并对 CRS 背景下的涉税法律服务进行创新研究。

【关键词】CRS  尽职调查  涉税法律服务

一、CRS背景解读及涉税法律服务契机

（一）国际社会情况

2014年7月，OECD对外发布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情报交换标准》（以下简称“《标

准》”）。⑤《标准》由“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和“统一报告标准”两部分组成。前者规范了

各辖区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如何按年交换对方税收居民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后者规定了金融机构

应执行的信息报送和尽职调查程序。同年11月，G20领导人在布里斯班峰会上背书通过。2016年

9月，G20杭州峰会公报第20项声明称，“金融透明度和所有国家对透明度标准的有效落实，特别

是落实法人和法律安排的受益所有权方面的透明度标准，对保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防止将

这些实体用于腐败、逃税、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至关重要。”⑥ 

①  陈嗣云，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②  王敏志，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国际法律业务部成员。

③《办法》此前征求意见稿已于2016年10月14日至10月28日进行。详见：http://hd.chinatax.gov.cn/hudong/noticedetail.

do?noticeid=921021

④  详见：（1）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23078/content.html；（2）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60/c2620533/content.html；（3）http://hd.chinatax.gov.cn/hudong/noticedetail.do?noticeid=921021。OECD有

关CRS手册也随同编辑了有关“一般报告要求”（第一节）、“尽职调查要求”（第二至七节）、“定义”（第八节）等

问答。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crs-implementation-and-assistance/tax-residency/#d.en.347760。

⑤  详见：OECD,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published on 13 Feb.2014,available at http://

www.oecd.org/ctp/exchange-of-tax-information/automatic-exchange-financial-account-information-common-reporting-

standard.pdf, 2014-7-8.

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载http://www.g20.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06_3392.html。

（二）各国（地区）行动情况

截至2017年4月，已有100个税收管辖区承诺将于

2017年9月或2018年9月开始实施。比如，中国香港税务

局在2014年9月曾表示，香港可于2017年或之前通过所

需的本地法例的大前提下，支持根据互惠原则，与合适

伙伴实施自动交换资料，以期在2018年年底前进行首次

自动交换财务账户资料。同样备受国人关注的新加坡地

区也将同步启动并参与该行动计划。⑦为此，如果一个账

户信息涉及多国别管辖，这给金融机构的运作带来了挑

战；账户持有人也将重点规划下一步应对方案。

表1：100个税收管辖区承诺情况表

首次交
换信息

税收管辖区域

2017年
9月

安圭拉、阿根廷、比利时、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
岛、保加利亚、开曼群岛、哥伦比亚、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法罗群岛、芬
兰、法国、德国、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根西
岛、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马恩岛、意大
利、泽西岛、韩国、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蒙特塞拉特、荷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马力诺、
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

瑞典、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国

2018年
9月

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澳大利亚、奥
地利、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伯利兹、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库克群
岛、哥斯达黎加、库拉索岛、多米尼克、加纳、格
林纳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
科威特、黎巴嫩、马绍尔群岛、中国澳门、马来西
亚、毛里求斯、摩纳哥、瑙鲁、新西兰、纽埃、巴
拿马、卡塔尔、俄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萨摩
亚、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
伯、新加坡、圣马丁、瑞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瓦努阿图

（注：以上涉及国税总局网站上披露的100个税收管辖区信
息。）

（三）我国对CRS规则相关立法配套情况

2015年7月，《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由第12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已于2016年2月对我国生

效，为实施《标准》奠定了多边法律基础。⑧2015年12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税务总局签署了《金融账户涉

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为我国与其他

国家（地区）间相互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提供了操作

层面的多边法律工具。⑨按照时间表，我国境内金融机构

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照《标准》履行尽职调查程序，

识别在本机构开立的非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收集并报

送账户相关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定期与其他国家（地

区）税务主管当局相互交换信息。我国首次对外交换非

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

（四）国际税收领域的涉税法律服务契机

从国际税法遵从以及税务机关、金融机构、纳税人

等角度看，涉税法律服务在国际税收领域面临重大历史机

遇和挑战。我国现行自动情报交换标准和程序表明，⑩现

有情报交换规则在各国税务机关间根据情报交换协定或

税收协定进行协调安排。出于对打击逃避税的税收透明

化要求，G20杭州峰会公报指出，“（我们）也欢迎在有

效和广泛落实国际公认的税收透明度标准方面取得的进

展，呼吁所有尚未承诺采纳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标准的相

关国家，包括所有金融中心和辖区，尽快作出承诺，最

迟在2018年前实施自动情报交换标准，签署并批准多边

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为此，涉税法律环境已经进入全

球化视角，需要律所及其从业人员紧跟形势，对客户的

⑦  中国香港详见：http://www.ird.gov.hk/chs/tax/dta_aeoi.htm；新加坡详见：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pecialreports/parliament/singapore-to-

implement/1452040.html。其他税收管辖区情况：List of CRS MCAA signatories，，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international-framework-

for-the-crs/。

⑧  详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1990035/n1990067/c2188384/content.html。

⑨  详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024255/content.html。

⑩  根据现行《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国税发〔2006〕70号）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总局向缔约国主管当局请求、提供或者总局收到缔约国主管

当局提供、请求的专项情报、自动情报或自发情报，应按登记建档、登记建档、转发查证、请求（提供）情报等程序办理。并在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对

缔约国主管当局提出的同期税务检查、授权代表访问或行业范围情报交换请求等，由总局决定并组织、指导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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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遵从安排不能再停留在避税地结构、关联业务往来

安排等方面。

二、CRS相关《标准》及我国《办法》相关主旨

（一）办法概要

《办法》共七章44条，包括3个附表，主要规定了我

国境内金融机构识别非居民账户并收集相关信息的原则

和程序，包括：

表2：《办法》主旨和框架

章节 主要内容 重点关注
第一章 总则 金融机构和客户主要义务。

第二章 基本定义

金融机构的范围；
账户的范围
消极非金融机构的概念；
控制人；
账户加总余额；
非居民标识；
证明材料。

第三章
个人账户
尽职调查

新开账户与存量账户的尽职调查程序；
金融机构需收集和报送的信息范围。
识别存量机构账户持有人是否为消极非
金融机构。第四章

机构账户
尽职调查

第五章
其他合规
要求

代销、第三方受托尽职调查；
建立客户信息变化监控机制；
无需开展尽职调查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账
户的范围。

第六章 监督管理
建立实施监控机制；
金融机构和高管责任；
客户遵从风险。

第七章 附则
建立涉税信息共享机制；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核心条件

《标准》设定了实施信息交换的“尽职调查列入国

内立法及其有效性”、“建立健全自动情报交换的法律

基础”、“提升信息技术和整合基础设施资源”、“保

障信息保密和数据安全”四大条件。⑪《办法》部分条款

与上述条件相对应。

表3：OECD《标准》对《办法》的要求

序号 《标准》核心条件 执行要点

1 尽职调查列入国内
立法及其有效性

税务机关可以与实施自动信息交
换的合作伙伴相互交换信息；
金融机构应收集并向所在管辖区
的税务机关报送指定信息；
指定信息至少包括：报送信息的
金融机构；需报送的账户；为确
定需报送账户而应履行的尽职调
查程序；需报送的信息；
将《标准》要求转化为国内法的
法律层级问题：基本法律、次级
法律和指南；
报送要求、尽职调查程序；
各种定义等。

2
建立健全自动情报
交换的法律基础

OECD范本第26条的双边税收协
定；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第6
条；
《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
《税收信息交换协议》等。

3
提升信息技术和整
合基础设施资源

技术和管理能力；
收发信息标准；
交换数据的格式等。 

4
保障信息保密和数
据安全

不当披露风险；
传输限制和清理问题；
违反后的补救措施。

 

（三）《办法》明确的金融机构尽职调查基本流程

《办法》明确，税收信息交换首先由一国（地区）

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收居

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

在国（地区）主管部门报送上述账户的名称、纳税人识

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

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与账

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最终实

现各国（地区）对跨境税源的有效监管。详见图示⑫：

（四）时间进度

《办法》将账户分为个人和机构两类账户，每类账

户又分为新开账户和存量账户。不同类别账户的尽职调

查要求和程序有所不同。根据《办法》，依法在我国境

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存款机构、托管机构、投资机

构和特定保险机构，应按照以下时间和要求，⑬对在本机

构开立的金融账户开展尽职调查，识别非居民账户，并

收集账户相关信息：

表4：非居民账户信息尽职调查开展信息进度表（一）

时间进度 工作内容

2017年1月1日开始 对新开立的个人和机构账户开展尽职调查。

2017年12月31日前
完成对存量个人高净值账户（截至2016
年12月31日金融账户加总余额超过600
万元）的尽职调查。

2018年12月31日前
完成对存量个人低净值账户和全部存量
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

同时，《办法》明确，新开账户尽职调查要求相对

严格，需要开户人提供其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金融

机构根据开户资料进行合理性审核。存量账户尽职调查

程序相对简易，金融机构主要依据留存资料进行检索。

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将新开账户尽职调查要求适

用于存量账户。

表5：非居民账户信息尽职调查开展信息进度表（二）

账户类别 描述 尽职调查程序 时间要求

个
人

新开
2017年7月1日以后

开立
声明文件+合

理性审核
2017年

7月1日开始

存
量

低
净
值

截至2017年6月30日
账户加总余额
≤100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电子）

2018年
12月31日完成

高
净
值

截至2017年6月30日
账户加总余额
＞100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
料（电子+纸
质）+询问客

户经理

2017年
12月31日完成

机
构

新开
2017年7月1日

以后开立
声明文件+合

理性审核
2017年

7月1日开始

存
量

小
额

截至2017年6月30日
账户加总余额
≤25万美元

无需处理 无

其
他

截至2017年6月30日
账户加总余额
＞25万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部分账户声

明文件

2018年
12月31日完成

（五）交换对象

根据《办法》，非居民个人和企业在中国境内金融

机构开立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账户信息将被报送和交换

给税收居民国主管当局。⑭对于外籍华人、外国永久居留

权取得者，或者在境外停留超过一定时间的华侨，如果

根据所在国（地区）法律已经构成当地税收居民，即属

于《办法》所定义的非居民个人，中国金融机构将按照

《办法》的规定识别其在中国境内开立的账户，收集并

报送账户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交换给所在国（地区）

税务主管当局。

（六）身份声明

《标准》作为各国（地区）之间加强跨境税源管

理的一种手段，所约束和打击的对象是利用境外账户逃

避税的个人和企业。就信息交换对象而言，确认为中国

税收居民的，金融机构不会收集和报送相关账户信息，

⑪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S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 See http://www.oecd.org/tax/exchange-of-tax-information/

implementation-handbook-standard-for-automatic-exchange-of-financial-account-information-in-tax-matters.htm。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See http://www.oecd-ilibrary.org/taxation/standard-for-automatic-exchange-of-financial-account-information-

for-tax-matters_9789264216525-en。

⑫  参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285504/content.html。

⑬  有关后续信息报送的具体时间和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将会同金融主管部门另行制定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办法。

⑭  根据我国税法，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是指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

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中国税收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符合上

述条件的个人和企业即构成中国税收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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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会将账户信息交换给其他国家（地区）。但如果是

“控制人”，作为对消极非金融机构实施控制的个人，

也要申明其税收居民身份信息，《办法》都一一进行了

规定。

表6：个人和企业作为非居民身份识别要素进行披露的规定

类别 声明内容 条款依据

个人 是否为中国税收居民或者非居民。 第三章 个人账户

企业
是否为中国税收居民、非居民或者
消极非金融机构。

第四章 机构账户

（七）适用机构

《办法》用正列举、反列举两种方法规定了我国境

内金融机构的范围。

表7：《办法》适用和除外适用的机构信息

条款 适用 不适用
情形 存款机构；

托管机构；
投资机构；
特定的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
货币经纪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其他。

序号 账户类别 条件（未说明则须同时具备）

1 退休金账户

1.受政府监管；
2.享受税收优惠；
3.向税务机关申报账户相关信息；
4.达到规定的退休年龄等条件时才可取款；
5.每年缴款不超过五万美元，或者终身缴款不超过一百万美元。

2 社会保障类账户

1.受政府监管；
2.享受税收优惠；
3.取款应当与账户设立的目的相关，包括医疗等；
4.每年缴款不超过五万美元。

3 定期人寿保险合同

1.在合同存续期内或者在被保险人年满九十岁之前（以较短者为准），至少按年度支
付保费，且保费不随时间递减；
2.在不终止合同的情况下，任何人均无法获取保险价值；
3.合同解除或者终止时，应付金额（不包括死亡抚恤金）在扣除合同存续期间相关支
出后，不得超过为该合同累计支付的保费总额；
4.合同不得通过有价方式转让。

4 特定事项开立账户（任一条件）

1.法院裁定或者判决；
2.不动产或者动产的销售、交易或者租赁；
3.不动产抵押贷款情况下，预留部分款项便于支付与不动产相关的税款或者保险；
4.专为支付税款。

5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存款账户
因信用卡超额还款或者其他还款而形成，且超额款项不会立即返还账户持有人；
禁止账户持有人超额还款五万美元以上，或者账户持有人超额还款五万美元以上的
款项应当在六十日内返还账户持有人。

6
上一公历年度余额不超过一千美
元的休眠账户。（任一条件）

1.过去三个公历年度中，账户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发起任何与账户相关的交易；
2.过去六个公历年度中，账户持有人未与金融机构沟通任何与账户相关的事宜；
3.对于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在过去六个公历年度中，账户持有人未与金融机构
沟通任何与账户相关的事宜。

7 政府性账户（任一条件）
由我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军队、武警部队、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
员会、社会团体等单位持有的账户；
由军人（武装警察）持军人（武装警察）身份证件开立的账户。

8 政策性银行账户 政策性银行为执行政府决定开立的账户。

9 保险公司之间的补偿再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之间的补偿再保险合同。

表8：9种符合条件情况下的无需尽职调查的账户信息对照表

（八）除外适用

《办法》第33条还归纳了9种符合条件情况下的无需尽职调查的账户类别。

■ 乌鲁瓦图情人崖   邓宏超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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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国家、金融机构、客户以及从业人员的应对策略

类别 应对策略

国家层面

政策法律层级问题；
根据征求意见修订《管理办法》及其表单；
布局情报交换的软硬件设施；
税务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有关实际操作
的法规指引、风险提示；
基层监管机构的调查摸底情况及报告。

金融机构

准备期任务；
自上而下建立识别体系和数据清分方案；
系统更新和软件维护；
业务宣传；
责任分解和倒排时间表。

金融机构客户

了解《管理办法》背景及其重点监管内容、
法律责任、风险等；
了解操作要领和声明文件意义；
了解日常身份证明和税务居民身份关系；
制定遵从方案和合规布局。

从业人员
金融机构高管及客户经理业务要领；
财务、税务、法务人员的业务素养等。

（二）政策消化，实务检验

一是《办法》重点将符合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合

伙企业、开展有现金价值的保险或者年金业务的保险公

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纳入监管范围。但

责任如何分解，后续仍待跟进。

二是需要尽职调查的账户信息专门延伸至实际控

制人层面，并规定了上述机构的“识别”责任和实际控

制人的“声明”责任。就整套识别体系而言，《办法》

明确金融机构可以要求“个人”、“机构”递交证明

材料。为此，所提交的资料如何在柜面环节增强可验证

性，又将是监管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业务绩效、厘清

责任的一项系统性工程。为此，实务操作中的形式审查

和实质审查冲突、政策性和技术性矛盾、实体性和程序

性协调也将备受考验，尤其是披露信息和非居民个人或

企业有关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

等协定规范的消极所得的衔接等，需要实务部门密切关

注。

表11：金融账户信息识别难点和应对措施

难点类别 应对措施

识别内容

身份信息测试，居住地址测试，注册地和居住地
识别，多国别要求；
编号信息采集，纳税识别号，统一编号等；
新设账户和存量账户。

报告内容

细分、汇总、除外、归类账户余值；
余值净值动态反映；
账户持有人信息描述；
区分托管账户；
报告时点。

证明文件

电子文档和纸质文档；
自动审核和人工审核；
自证证明和他证证明；
书面证明和口头证明；
第三方资料和委托关系资料；
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

审核责任

消极、积极金融账户测试；
客户经理测试；
金融机构类别测试，比如控股机构；
规避措施，比如拆分交易、分步交易、间接控制
等与之对应的反滥用条款问题；
信息采集通道测试；
法律适用，税收管辖区的时间冲突、规则冲突；
伪证处罚；
救济途径。

信息应用

信息比对和清分；
申报责任；
监管主体和调查程序；
责任依据等。

（九）法律责任

《办法》第六章专门规定了监督管理内容，包括监管关系、监管方式、责任内容等。

类别 项目1 项目2 项目3 项目4

监管关系
第37条：金融机构的
监督管理责任

第38条：国家税务总局对金融机构的监
管要求。

第39条：金融监管方对金融机构
的监管要求。

第40条：客户法
律责任方面。

监管方式

按年度评估本办法执
行情况；并向行业主
管和国家税务总局报
告情况。

1.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尽职调查的；
2. 未按照本办法建立实施监控机制的；
3. 故意错报、漏报客户信息的；
4. 存在违规行为且拒绝纠正的；
5. 以规避本办法规定为目的，帮助客户
隐藏真实信息或者伪造信息的；
6.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1. 责令金融机构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其经营许可证；
2. 取消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董
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
有关金融行业的工作；
3. 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对于账户持有人
的严重违规行
为，有关金融主
管部门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
关进行处理。

责任内容
及时发现问题、进行
整改。

1. 责令限改和通报；
2. 记录相关纳税信用信息，并且纳税信
用级别管理；
3. 对严重违规行为建议金融主管部门采
取措施。区分机构和责任高管等。

有关金融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上述
措施

1. 建议金融机构
处罚；
2 . 移送司法部
门。

表9：《办法》所明确的法律责任内容

综上，OECD共同申报准则（CRS）以及我国《办法》对金融机构从事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提出了从时间要求

到法律责任，从账户信息到身份识别，从适用范围、除外适用范围到账户披露信息基本条件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对涉税

从业服务中介而言，其主要服务领域表现在分别对于税务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客户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三、当前CRS背景下律师从事涉税法律服务的挑战

（一）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办法》所要求的法规指引、准备期任务、识别体系、系统更新、业务宣传以及责任落实等均需要税务主管部门

层面、金融监管层面、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以及相关从业人员高度重视。以金融机构为例，其应建立完整的非居民

金融账户尽职调查管理制度和客户信息变化监控机制，合理设计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并完成相关信息系统的开发和改

造。及时检验非居民标识要素，对系统资料进行穿行测试和数据分析。此外，金融机构还需加强对本机构相关岗位工作

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开展非居民金融账户尽职调查的意识和能力。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印制宣传资料等形式对客户进

行宣传，使其了解《办法》的相关背景，配合金融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工作。且为应对《标准》落地后的一系列遵从安

排，金融机构还应及时预判和梳理合规审查和交换风险，尤其是针对已有的有关交易安排、财富管理计划、金融账户管

理规范中有明显逃避税安排的筹划等，要求客户以及第三方提供尽职调查声明材料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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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近动向，合规准备

据了解，近期，国税总局也将“做好情报交换基础

工作”、“履行《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义务”、

“积极应对FATCA”⑮、“制定金融机构合规指引和信

息报送管理办法”、“升级改造我国税收征管信息系

统”、“建立对内对外协调机制”等深化国际税收征管

协作工作。⑯基于上述情况，涉外律师应当尽快整合律所

和同行资源，对家族财富传承、税法遵从合规、境外投

融资处理等领域的相关事项进行梳理，符合CRS框架要

求和《办法》对客户的监管需求。

⑮  2010年，美国颁布FATCA，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向美国税务部门报告美国人账户的信息，否则外国金融机构在接收来源于美国的付款时将被扣缴30%的惩

罚性预提税。详见：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tax-policy/treaties/Pages/FATCA.aspx。《办

法》第39条还规定，“美国税收居民账户的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事项按有关规定执行。”

⑯  2016年10月13日上海IBFD第七次国际税收年会资料。

■ 乱花渐欲迷人眼   潘靓超律师 / 摄

【摘要】自我国进入私募 3.0 时代，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出台了各类行

政规范文件，主要从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两个方面，加强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的监管。然而，

除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中的十四项硬性指标外，自 2016 年底，基金业协会通

过相关问题解答和内部反馈回复，在软性层面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新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的要求。鉴于相关法律意见书的非公开性和反馈回复的单一针对性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导

致私募基金管理人与律师无法了解基金业协会综合判断的标准，故本文将结合基金业协会的行政文

件、反馈回复及笔者的实务经验，就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

进行概括分析。

【关键词】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基金从业资格  反馈回复

2016年5月2日，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这标志着我国跨入私募3.0的时代，私募基金将从之前的自由

化、市场化向行业自治管理与政府部门监控结合的模式发展，从而促生了律师在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备案的新型业务。然而，2017年1月发生的个别律师事务所涉嫌未能勤勉尽责出具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备案的法律意见书一事，严重警醒了律师应当高度关注基金业协会对于律师出具私募基金管理

人登记备案法律意见书的更高的规范性要求。因此，在法律意见书中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况进

行全面正确的说明，成了律师在撰写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法律意见书的重中之重。

一、基金业协会要求的“高管”与公司法中的“高管”之异同

在我国，“高级管理人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根据最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

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据此可以看出，除了《公

探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中对高级管
理人员的要求

——依据基金业协会的行政文件及反馈回复

 文 /   张敏①、彭雨诗②

①  张敏，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②  彭雨诗，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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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明确列举的特定行政管理职务外，公司可以通过

章程额外设定自身的高级管理人员。 

2014年2月7日出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首次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界定说明，即：私募基金管理人的

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合规风控负责人以及实际履行上述职务的其他人

员。此后，在2016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中，基金业协会修

改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范畴，改为：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

控负责人等。此处同样通过列举的形式概括了“高级管

理人员”的概念，且给了开放性窗口，给了私募基金管

理人另外认定自身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

表一：基金业协会要求的与公司法中的“高管”之异同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
干事项的公告》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

× √

总经理 √ √
副总经理 √ √
财务负责人 √ ×

合规\风控负责人 × √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 ×
其他（自行设定） √ √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公司法》中的“高级管理人

员”为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能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而《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中的“高级管理人员”除了需要具

备行政管理的职务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基金运作和

管理的职责，因此不具有基金相关职责的职务如财务负

责人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就被排除在外，而是另外追

加了合规\风控负责人。同时，经笔者查询基金业协会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备案的除基金业协会明确列

举的高管职务外，由私募基金管理人自主设立的高管职

务还包括有投资顾问、投资经理等，这也从侧面透露出

基金业协会要求高管具有基金管理职能的倾向。此外，

鉴于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在职务活

动中代表私募基金管理人行动，故基金业协会也将其划

入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范畴。

为了便于后续说明，本文将基金业协会对于私募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

基金业协会有明确的行政文件或是公告公示的必须符合

的条件，即硬性规定；另一类是基金业协会并未对外公

示，而是通过反馈回复提炼出的对不同的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不同情况进行综合判断的相应指标，即软性要求。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硬性

规定

（一）基金从业资格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

项的公告》，“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

基金管理人，其高管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

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控负责

人等）均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事非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2名高管人员应当

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合规\风控负责人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由此可知，基金业协会对于从事证券业务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合法合规性有着更高的要求，故规定其所有的高

级管理人员均需具有基金从业资格，而对于从事股权业

务或其他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仅需高级管理人员中

的两人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即可。为进一步明确相关要求,

笔者于2017年5月23日咨询基金业协会的热线电话，被告

知:从事股权业务或其他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中，法定代表人和合规风控负责人必须要有基金

从业资格，如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或董事长，总经理

非法定代表人,则法定代表人必须要有基金从业资格,总经

理可以没有基金从业资格。

同时，《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

事项的公告》还进一步对基金从业资格的取得方式进行

了规定，主要分为三种形式：考试取得、认定+科目一、

认定取得。

1. 考试取得

考试取得并非只有通过基金从业考试，具体还可以

细分到以下几种：

（1）参加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参加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一组织的科目一

《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科目二《证

券投资基金基础知识》和科目三《股权投资基金基础知

识》。参加考试的人员通过科目一和科目二考试，或通

过科目一和科目三考试成绩合格的，均可申请注册基金

从业资格。

（2）参加特定的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根据基金业协会2015年6月17日公布的《关于基金

从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私募基金登记备

案相关问题解答（九）》，符合下列条件的，考试合格

后可以通过所在机构向基金业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

格：

已于2015年12月份之前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

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基础》考试，或通过《证券市

场基础》和《证券发行与承销》考试的。

须注意的是，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高管，必须在考

试通过后的四年内通过所在机构向基金业协会申请注册

基金从业资格，逾期申请注册的，需要重新参加基金从

业资格考试或补齐近两年的后续培训30个学时的证明材

料。

2. 认定+科目一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

项的公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员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二）最近三年

从事投资管理相关业务并符合相关资格认定条件。此类

情形主要指最近三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且管理资

产年均规模1000万元以上。（三）已通过证券从业资

格考试、期货从业资格考试、银行从业资格考试并符合

相关资格认定条件；或者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法

律职业资格考试、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等金融相关

资格考试并符合相关资格认定条件。……拟通过上述第

（二）、（三）情形的认定方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员，还应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科目一《基金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与业务规范》考试，

方可认定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1）最近三年从事投资管理相关业务

最近三年从事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且管理资产年均

规模1000万元以上。根据《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

解答（九）》，符合该类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应由所在机构或个人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提交基金托管人（的托管部门）或基金服务机构出具

的最近三年的资产管理规模证明，或相关资格证书或证

明。

（2）拥有其他特定资格

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不含《证券投资基金》和

《证券发行与承销》科目）、期货从业资格、银行从业

资格、特许金融分析师（CFA）等金融相关资格考试，

或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资产评估师资

格，或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不

含《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科目）”与

考试取得的“参加特定的证券从业考试”有所不同。考

试取得的“参加特定的证券从业考试”所依据的《关于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5年6月17日公

布的，而此处的“已通过证券从业资格（不含《证券投

资基金》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科目）”所依据的《私

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九）》是2016年5月17日

公布的。此外，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中国证券业协

会于2015年7月9日公布了《关于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

试测试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相关科目进行了调整。因此，此处的“已通过证券从业

资格（不含《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科

目）”需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①按新的考试测试制度，同时拥有《证券市场基本

法律法规》和《金融市场基础知识》两个科目有效合格

成绩的；

②2015年12月份之前按旧的考试测试制度通过基础

科目《证券市场基础知识》的。

3. 认定取得

根据《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九）》，

认定取得现暂时仅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含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并须符合下列任

一项条件：

（1）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含创业投资）6年及以

上，且参与并成功退出至少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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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担任过上市公司或实收资本不低于10亿元人民

币的大中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且从业12年及以上；

（3）从事经济社会管理工作12年及以上的高级管理

人员；

（4）在大专院校、研究机构从事经济、金融等相

关专业教学研究12年及以上，并获得教授或研究员职称

的。

符合上述条件（1）的，需提交参与项目成功退出证

明和两份行业知名人士署名的推荐信，推荐信中应附有

推荐人职务及联系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2）的，需提交企业和个人的相关证

明和两份行业知名人士署名的推荐信，推荐信中应附有

推荐人职务及联系方式。

符合上述条件（3）的，需提交有关组织部门出具的

任职证明。

符合上述条件（4）的，需要提交相关资格证书和两

份行业知名人士署名的推荐信，推荐信中应附有推荐人

职务及联系方式。

（二）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

首先，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

引》，法律意见书需要对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下列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说明，“高管人员是否受到行业协会的

纪律处分；是否在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中存在负面信

息；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是否在‘信用中

国’网站上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等”。

其次，尽管根据前文所述，基金业协会要求的“高

管”与公司法中的“高管”存在着差异性，但是两者相

互重叠的职务仍应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限制的要求，同时由

于法定代表人必须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

因此也属于必须符合要求的人员范围内。具体的限制要

求为，不得符合下列情形中的任意一种：

1.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

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

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另外，在基金业协会的“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

台”中，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填报部分，要求确认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包括：“①最近

三年是否受到刑事处罚；②被市场禁入；③最近三年是

否受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④最近三年是否受到其他监

管部门的行政处罚；⑤最近三年是否被基金业协会采取

自律措施；⑥最近三年是否被其他自律组织采取措施；

⑦最近三年是否涉及诉讼或仲裁”。其中①④项即为

《公司法》的要求，②③⑤⑥⑦即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的要求，这也侧面验证了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合法合规与诚信方面，除了

满足基金业协会相关文件的要求外，还需要符合《公司

法》的规定。尽管“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认定

此处的“三年”为“最近三年指机构自提交表格之日起

最近36个月，机构成立不满36个月的，自成立之日起

计算”，但是在律师操作实务中，还是应该趋严核查，

按照《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和《公司

法》规定要求的期限，建议申请登记机构对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整改后再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软

性要求

（一）高管的设置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

管和《公司法》的高管在总经理、副总经理的职务上是

重合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

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

员”，因此必须注意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职务设置要

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一致。举个简单的例子，较多公司

因对于法律法规的生疏以及管理不规范的缘故，存在很

多所谓的高管在对外名片上习惯标注“董事长”、“副

总经理”的情形，但一经查询公司章程，该公司根本就

不设董事会制度，也没有设置副总经理。如在法律意见

书中披露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时，存在多报或是漏报公

司章程所设置的高管职务，就有可能接到基金业协会

的反馈回复，要求“高管设置应与管理人的公司章程一

致”。

（二）高管兼职

基金业协会第一次提到高管兼职问题是在2016年3月

17日于北京召开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宣讲会上，在回答

私募基金管理人对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进行整改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疑

问的时候，提到了协会对于高管兼职的观点是，“协会

不限制高管的兼职，但是应该是合理兼职”。但是此处

的“合理兼职”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基金业协会并没有

进行详细的说明。

此后，2016年3月31日基金业协会就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备案的相关事项在杭州召开培训和答疑会。会上，

基金业协会再次就高管兼职的问题进行了回答，认为关

联机构中兼职的情况较多，在评价时应该去评估是否能

够做到对所管理基金公平对待。在这里，基金业协会也

并未对北京宣讲会所提到的“合理兼职”进行说明，而

是对关联方高管兼职提出了公平对待所有基金项目的要

求。

除了前述的两个会议上口头提到外，基金业协会

在行政文件上对高管兼职做出限制是2016年11月23日

公布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二）》。

根据该文件，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非

关联的私募机构兼职，在关联私募机构兼职的，基金业

协会可以要求其说明在关联机构兼职的合理性、胜任能

力、如何公平对待服务对象等，基金业协会将重点关注

在多家关联机构兼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此处，

基金业协会明确禁止了高管在非关联“私募机构”进行

兼职。关于“私募机构”的定义，虽然经笔者询问基金

业协会的热线电话及窗口时被告知为“私募基金管理

人”，但建议律师在进行审查的时候应将所有开展私募

业务的关联方都计算在内。

综上，基金业协会关于高管兼职的观点可以总结

为：限制高管在非关联私募机构兼职，不限制高管在非

私募机构兼职或是在关联私募机构兼职。但事实上，基

金业协会的要求并非只有这些。

通过整理从网络及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办理私募基

金登记备案事项所得到的反馈回复，在存在高管兼职的

情况下，协会通常会出具两类反馈回复：

1. 所有高管均对外兼职

由于符合基金业协会要求的高管人数并不多，因

此大多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职务设置多是按照最低

标准来进行——即两个人，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和合规

风控负责人。如该两位高管都存在对外兼职的情况，基

金业协会将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整体的部门设置和员工

数量进行判断。如员工人数并不十分充足的，则反馈通

常要求“根据一般行业从业规范，法人和风控总监不能

都为兼职”或是“高管兼职过多，建议进行整改”；如

员工人数较多的情况，则反馈通常要求“高管均在别的

企业担任职务，请说明高管和员工具体兼职情况，并解

释说明若存在员工兼职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业务正常开

展、内部制度有效落实”。

2. 部分高管对外兼职

发生部分高管对外兼职情况时，基金业协会通

常会要求律师按照《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

（十二）》的要求，说明高管兼职的合理性、胜任能

力、如何公平对待服务对象等。此外，笔者也看见过反

馈回复，明确说明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建议兼职。

因此，在实务操作中，笔者建议私募基金管理人

的高管尽量不要对外兼职，如对外兼职且无法整改处理

的，最低限度也要保证不能在非关联的私募机构兼职，

且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得对外兼职。

（三）高管投资决策能力

2016年上半年，基金业协会对于申请备案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的高管并没有关于学历、经历的高度要求。但

是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收

到了要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投资决策能力、投资经历、

展业能力、如何开展公司业务等问题进行说明的反馈回

复。最初，此类反馈回复多见于申请证券业务的私募基

金管理人，但是截至2017年5月，笔者已获知有多家申请

股权业务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亦收到该类反馈回复。

基金业协会要求对高管投资决策能力进行说明，其

主要关注点实际并非高管本身，而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能

否正常管理运营。然而，所谓的投资决策能力是一个相

对抽象化的概念，故律师只能从相关的文件及访谈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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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佐证，尽量从各个角度来说明高管具有足以管理运营

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能力。鉴于高级管理人员自身的投

资决策能力是取决于特定个体的，因此笔者仅在此就如

何对该能力进行说明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在披露高管从业经历的同时披露单位的私募属

性

之所以出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决策能力的反馈

回复的情况，多是因为在披露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以及

工作经历的时候，没有明确表示出其曾经参与过私募相

关的投资管理的工作经历。因此在披露工作经历时，如

其曾在私募机构任职的，可以详细说明该私募机构是否

已经登记备案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在任职的时候是

否有参与过基金产品的投资管理。

2. 详细说明高管的展业能力

如高管没有明显的私募相关的从业经历的，则需要

从其他角度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展业能力进行说明。可以

重点描述其在别的企业担任高管时对于该企业的管理运

营业绩，或将其的学历或是实业从业经历与私募基金管

理人拟投资的行业类型相结合，以突出高管在选择行业

进行投资及相关风险控制方面的丰富经验。此外，还可

以强调高管所参与的与私募相关的培训与考试，并就其

在私募领域、金融领域所获得的奖项进行罗列，同时可

视情况附上相关照片。

3. 员工分工以及与专业机构的合作

为弥补高级管理人员从业经验的短板，律师可以

从员工分工以及与专业机构的合作方面来补充私募基金

管理人的专业性。在员工分工上，可以从在开展业务时

的投研决策、合规风控、募集销售、估值清算等一系列

投资业务相关的前中后台的人力支持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说明。在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上，可以从共同计划参与投

资项目、跟投项目、组织经验交流研讨会等多个往来事

项，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列举延伸，同时可视情况附上相

关照片。

在资本溢出的时代，人们对于实现资本的再积累和

增长的渴望，促生了私募基金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也

造就了市场上各机构鱼龙混杂的局面。在私募3.0时代之

大监管背景下，律师在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业

务时，应当重点关注基金业协会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硬

性规定，以避免出现类似于个别律所核查不严的错误。

同时，鉴于高管职务的设置、变更与工商变更登记相挂

钩，而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且如高管

的经历与能力披露不到位，根据基金业协会的反馈回复

提交补充法律意见书再收到新的回复亦需要近半个月的

时间，故律师应当提前考虑基金业协会的软性要求，在

私募基金管理人整改的初期就将不合规范的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调换或完善披露相关事项。只有做到全面详尽的

掌握基金业协会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

软硬性要求并体现在法律意见书中，才能在避免自身执

业风险的同时为客户节省登记备案所需的时间，以更好

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法律服务。

【摘要】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公有制的最主要实现形式，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全面深化改革，混合所有制公司的规模、经营实力不断提升。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经常会显现国

有资本一股独大，而民营资本作为中小股东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本文通过一则民营中小股东知

情权和表决权受到侵害的案例，展开分析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必要性和现实表

现及原因，从而提出股东权利平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知情权等建议以保障混合所有制经济

下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关键词】股东知情权  参与权（表决权）  中小股东权益  混合所有制

一、一则案例看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小股东权益的侵害

（一）案情简介

L公司系一家国有资本（Z公司）和民营资本（H公司）共同出资建立的企业，其中，Z公司

占62%股权，H公司占38%股权。同时，L公司系G公司控股股东，直接/间接持有G公司55.45%股

权，Z公司为G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G公司45.55%股权。

G公司某地块进行挂牌拍卖，进入招拍挂程序。至G公司在报纸上公告该地块的拍卖信息时，

H公司方才知晓该事件。H公司根据我国《公司法》及L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立即致函给L公司

及其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长，请求、提议L公司对于G公司该地块挂牌、拍卖等事项召开股东会

和董事会，并要求立即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有关G公司该地块储备、转让、拍卖等所有事项的操

作。但是，L公司及其股东会、董事会、董事长均未理睬H公司。G公司该地块亦继续挂牌拍卖。

同时，该地块拍卖后的其中一方项目方系Z公司控股股东的境外上市公司。

为此，H公司向某法院提起了L公司侵犯知情权诉讼，要求L公司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股

东会会议记录、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年度和月度财务会计报告

供H公司查阅和复制，同时，H公司向L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及高管提起了损害股东利益责任之诉

讼。

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以股东知情权和表决权参与权为视角

 文 /   徐子越①、岑丽②

■ 酒劫   潘靓超律师 / 摄

①  徐子越，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②  岑丽，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助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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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范健、王建文：《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2 页。

④  石纪虎：《股东平等原则的政治学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笫10期，第24页。

⑤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

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案例评析

上述案例，可以说是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下大股东

（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民营股东）的矛盾、中小股

东权益受到侵害情形一一表现出来。H公司作为中小股

东，由于中小股东先天弱势地位决定其在公司中获得信

息范围和程度远远低于大股东从而导致在公司处置重大

资产时无法及时知晓该信息，更不可能参与表决，其股

东知情权和参与权被严重侵害。

该案例中，L公司不仅侵害H公司的股东知情权，更

加侵害了H公司的参与权。虽然G公司认为，其拍卖土地

的事项只需要经过G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同意，但是

我们认为，该事项属于L公司和Z公司的重大事项，亦应

当通过L公司和Z公司内部股东会和董事会表决同意。H公

司持有L公司38%股权，其享有知悉任何与L公司相关的

真实信息的权利。L公司间接持有G公司55.45%股权，G

公司地块出让、处置事项与L公司存在直接的关联，其关

系到L公司的经营情况以及财务情况，H公司作为L公司的

股东，对G公司地块出让、处置事项享有绝对的知情权和

表决权。如此重大事项，L公司未经内部审议，直接在G

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同意，严重剥夺、侵害了H公司

的知情权和表决权。

股东作为公司中的一员，只要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事

项，每一股东均应具有被告知的权利和提起质询和表决

的权利，在L公司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L公

司的大股东、董事长、高管违反《公司法》和L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但不将土地拍卖事项告知H公司，并

且在应由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而不议，同时可能涉及关

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擅自处置L公司重

大资产，无视中小股东的存在，严重侵害了中小民营股

东的合法权益。该案件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由于Z公司的

地块已经被政府收储且已被第三方竞买，基于业已形成

的事实若再进行重新审议没有意义为由，法院驳回了H公

司的诉讼请求，但是，在判决书中，法院确认了对于Z公

司地块收储、挂牌、出让等事项系公司重大事项，L公司

未召开股东会审议是不妥的。

H公司提起的知情权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H公司

作为L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股东知情权。根据公司法以

及章程的规定，H公司有权查阅和复制股东会会议记录、

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财务会计报告等，H公司要求提供的年度和月度财务报告

也符合公司法要求。

二、中小股东权益的定义及分类

（一）中小股东定义

股东是指基于对公司的出资或其他合法原因，持有

公司资本一定份额，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的人。③

对于中小股东的定义，有学者按照股东持股比例

的多少定义，认为只要其投资额未达到企业注册资本的

30%，即可视为中小股东；也有学者认为中小股东是指

那些在公司中出资额在公司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较小，

持股较少而无法掌控公司业务行为和董事会的组成，无

法有效参与并影响公司事务的决策，对公司无实际控制

力的股东。”④我国《公司法》第216条第（二）款⑤对大

股东（控制股东）的规定，其仍是基于对公司产生实质

影响力、对公司的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的那些人，因此，

我们认为中小股东其实是与大股东相对应的概念，并不

能单纯地看固定的持股比例数字，而是股东对公司的控

制力和操纵力。

（二）中小股东权益的分类、范围

股东权益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对有限责任公

司的出资额或对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而对公司享有的

权利和利益。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均享有股东权益，两者

区别主要在于出资额或所持股份大小不同，致使他们对

公司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多寡及程度不一样。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根据行使权利的动机和

目的不同为标准，将股东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依据

对股东的限制性条件不同为标准，股东权益分为普通股

股东权和特别股股东权；依据权利来源不同为标准，股

东权益分为固有权和非固有权；根据权利主体的范围不

同，股东权益分为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股东

权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股东知情权，即股东

了解公司相关信息的权利，它是股东行使分红权和参与

权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公司法》第33条的规定，股东

享有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

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权利。第二

类是股东分红请求权，获取投资收益是股东进行投资、

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我国《公司

法》第34条对分红请求权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第三类是

股东参与权，即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参与公司

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参加股东

（大）会、依法行使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投票表决

权、提案权、监督权等。第四类是股东诉讼权利，主要

包括股东有权提起公司侵犯其股东知情权诉讼、有权以

自己名义提起直接诉讼或者派生诉讼、请求公司回购股

份的权利及诉讼、请求公司解散诉讼。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理

论基础和必要性

（一）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

法理学基础。

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投资数额、信息占有、事务

决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对于这些人的保

护，更体现了法律公平的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制的

高度完善与发展。

股东间的平等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股东

在公司法律关系中平等地享有权利，无论股东出资或者

所持股份的多少，在基于股东身份而发生关系的场合，

都应当给予股东以平等的对待。⑥股东平等原则，也称为

股权平等原则，是指股东在出资持有额或股份持有额基

础上的平等，而不是说所有的股东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

义务，所有股东在资本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股东可以

按照其所持有股份的比例，也可以按照其出资额的比例

实际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⑦

资本多数决原则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现实理论基

础。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被规定为基

本的原则之一，所谓资本多数决，是指在符合法定人数

或者表决权数的股东大会上，决议将以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表决权的多数通过，才能生效，而法律将持有多数股

份或者持有股份比较高的股东的意志视为公司的意思，

从而使多数股东的意志对少数股东产生足够拘束力。大

股东通过资本的表决取得对公司的控制权，这种现象本

身并不违反社会所认可的公平正义的理念。中小股东在

公司中处于劣势地位，其权利更易受到侵害。因此，对

中小股东权益予以特别保护，有助于更好地体现法律的

公平、正义功能，达到股东在实质上的平等。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必

要性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

有资本(民营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

济。我国的股权特点往往是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现

象颇为严重。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下，由于有关政策

强调国企混改中国有资本的控制地位，尤其注重防止国

资流失，于是，民营资本股东如果参与国企混改，基本

只能做中小股东。现实中，由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法

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程序法方面严重缺失，大股东侵

⑥  史文静 韩金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措施的完善》，载于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11/id/789674.shtml，2017年5月

10日访问。

⑦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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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中小

投资者参与国企混改的积极性无疑会受严重影响，最终

国有资本非但不能实现增值，甚至出现价值下降，这其

实是国资的更大流失。⑧因此，必须加强保护中小股东的

权利。

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

必然要求。中小股东无论是代表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

本，在企业经营中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会直接影

响到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也是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必然要求。 

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国有企业稳定健康发展的保

证。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其稳定健康发展是各种利

益主体利益得以实现和权利得到保护的最根本保障。

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是体现法律公正性、平等性的

需要，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和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本质含义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的混合，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混合过程中国有资本和民营

资本的权利是否平等问题。

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本，

提高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决定》不仅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

而且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

企与民企的融合组建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将会成为我国国

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平等保障不同性质投资主体的权利,

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才能提高中小股东进入国有企

业的积极性，才能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民营或外资资本

具有吸引力。

四、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具体表现

（一）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

股东的知情权是股东各项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前

提，股东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根据《公司

法》第33条的规定，股东知情权主要是股东享有查阅、

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

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权

利。但是，我们认为股东知情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它

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应当包括股东为了维护公司和

自身的利益，所享有的对影响公司经营、决策、管理的

记录文件及财务资料等内容的查阅权、质询权、复制

权等一系列权利，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

权、质询权、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四个方面的内容。⑨

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享有查阅、复制公

司相关信息以及在被拒绝查阅、复制情况下的诉讼救济权

利，股东依此行使和保障自身的知情权；但现实情况下，

由于中小股东持股处于劣势，依据“资本多数决”原则，

他们难以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自然难以直接、及

时知悉公司相关信息，尤其是那些不利于大股东以及公

司利益的信息，中小股东知情权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二）股东参与权（表决权）受到侵害

参与权是指，公司股东依照法律的规定参与公司的

的经营管理的权利，即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参

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参

加股东（大）会、依法行使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投

票表决权、提案权、监督权等，其中，表决权是最具影

响力的一项权利，这项权利可以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以

及公司的未来发展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现行公司治

理结构中，大股东往往掌握着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公司

的各个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中小股东信息来

源滞后，在表决中没有充分的话语权，而大股东缺乏诚

信，信用机制缺失，方便了其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进行关

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侵害中小股东的参与权往往是通过侵害股东

表决权的形式表现出来。

（三）股东分红权受到侵害

股东分红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

⑧  高明华：《国企混改中的民资忧虑》，载于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c/2015-09-29/589876.shtml，访问于2017年5月20日。

⑨  王燕莉:《论股东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建议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第 20 页。

所享有的请求公司向自己分红的权利，它是股东的核心

权利。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诉讼权等所有的股东权

利都是为了维护股东的经济利益，最终都体现在分红权

上。如果股东分红权得不到保障，那么股东的投资动机

及意义将不再存在。⑩

股东分红权虽然有法律规定予以保护，但侵犯股

东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

则，掌控董事会和股东会，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操纵

股东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分配的决议，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情况：企业有能力分配利润，却做出不分配利润的方

案；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使大量利润落入自己手中；把

众多的利润通过以奖金的方式发放给自己请的高级管理

人员等。这些都侵害中小股东的分红权。

此外，大股东还通过关联交易，在关联企业之间转

移利润，侵害中小股东权益。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16条第（四）项的规定，可

以将关联关系理解为，公司的大股东或是公司管理层与

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导致转移公司利益的关

系。虽然我国立法对关联交易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如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或未经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同意，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

行交易等规定，但是在现实情况中仍然存在较多利用关

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

经营管理者的优势地位和便捷途径，与关联公司恶意串

通，进行不正当的交易；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利

益，同时损害了其他股东的权益。

第二，大股东利用其持股比例上的优势进行不正当

的资产买卖，具体表现为可能会出于恶意以不正当的价

格进行资产的出让，或者高于正常价格购入关联公司的

资产，亦或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自身工作便利在

不当资产买卖之中收取佣金或者回扣，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权益。

五、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思

考和建议

大股东和经营者对中小投资者施以侵害，从根本上

说，是没有树立起投资者平等行使权利的意识，而这种

意识的树立一方面需要法律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相

应的治理机制的设计。⑪

（一）妥善处理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关

系，充分尊重各类股东的平等权利，构建相互尊重、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有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关

键就是平等。只有权利平等，实现大股东和小股东、国

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双方的公平，不论股东的身份性质其

所持股份应当同股同利，同股同权。

（二）完善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的权利体系中，最核心的就是股东有权

查阅复制公司相关文件的权利。《公司法》第33条规定

了知情权的一般内容以及股东在无法行使权利后的救济

措施，但是，对于某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

关于原始会计凭证查阅的问题：虽然《公司法》第

33条并未将原始会计凭证列入可供股东查阅复制的范

围，但是，会计凭证作为公司反映财务支出的最真实资

料，与会计账簿相比，有着更强的真实性，会计凭证一

般不容易造假。制作会计凭证要依据原始会计凭证。不

查原始会计凭证，查账等于白查。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

章程中，应当明确规定中小股东对公司的查询、查阅、

复制等知情权的内容，扩大知情权的范围，建立知情

权实施的保障机制以使中小股东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

况。

（三）优化、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

结构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主要包括以

⑩  王志：《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3月。

⑪  高明华、蔡卫星：《混合所有制下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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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方面：

1. 健全股东会和股东大会制度

在混合所有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股东（大）

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股东

（大）会制度的健全决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

东会制度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健全混合所

有制企业的股东会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定期召开股东

会，规范股东会召集、召开、授权表决的程序。二是形

成机制制约内部人控制⑫，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三是要通

过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增加中小股东的话语权，防止资

本多数决原则下国有股一股独大和控股股东滥用股权的

优势控制股东会，作出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 强化监事会职能，提高监事会的监督实效

监事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公司的日常经

营，列席董事会，主动地进行监督工作，在了解掌握混

合所有制公司具体的运行和管理信息的情况之下，独立

地进行监督活动，全面履行监事会对董事、经理人员罢

免提案权，对董事的质询权。

此外，可以参照《山东省国资委关于省属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中小股东作用的指导意见》（鲁国

资〔2017〕1号）中第三条第（十）充分发挥中小股东

在监事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的规定，中小股东依照投资比

例或协议约定，按分配席位推选监事。经股东协商可以

约定，在中小股东提名董事未当选的情况下，充分考虑

其所提名监事。中小股东在董事会、监事会中没有席位

的，监事会可以建立与中小股东日常沟通协调机制，定

期与中小股东交换意见、听取建议。中小股东认为股东

会、董事会决议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行为违

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存在重大风险的，可向监事会

反映或提交请求核查的书面文件，监事会应及时给予答

复。

3. 合理利用关联股东表决权回避制度

当股东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所做的决

议事项有利害关系时，该股东及其代理人均不得就该事

项行使表决权，必须予以回避或放弃。表决权的回避制

度体现在《公司法》第16条第三款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

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

定事项的表决；第124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所作的决

议事项对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不得行使表决权或代理行

使表决权。可以看出，表决权回避制度不仅要适用于股

东大会，而且在董事会中同样适用。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一般公司中，该制度只适

用于为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而在上市公

司中，该制度则适用于有关关联交易事项。上市公司对

表决的结果要求严格，需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更具有

公开性和透明性，要受到公众监督，所以侵害中小股东

权益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反，一般公司决议侵害中小

股东的可能性却更大。所以，要将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权纳入一般公司的适用范围。

（四）利用公司章程明确双方利益平衡的内容，充

分发挥章程自治的功能

公司章程，从实质意义上来说，是公司内部的基本

自治规则，用来规范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及经营行为；从

形式意义上说，它是专门用来记载公司组织及行为的基

本自治规则的书面文件。⑬在制定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

时不得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并对章程作出

个性化的设计来规范公司的内部关系。因此，某种意义

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章程可以明确不同所有制股

东的利益、权利义务、必须有股东会、董事会审议的内

容以及股东会、董事会表决规则、分配股利事项包括股

利分配时间、分配范围、分配程序等内容，从而发挥章

程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作用。

⑫  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是指现代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由此导致了经

营者控制公司，即“内部人控制”的现象。

⑬  周芳芳：《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东权利法律保护研究》，广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9月。

如发生本文所述的案例情况，我们认为，对于重

大资产出售的界定也可以约定在公司章程中，可以参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2条第1

款规定。⑭

（五）将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公司的不

良行为纳入社会诚信体系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被民法而且也被商法确定为指

导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行为的指导原则。在混合所有制

公司中控股股东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股权操纵股东（大）

会，再加上自身利益的驱动，就会作出侵犯混合所有制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非法行为。公司董监高的违规

事件频频发生，但是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对股

东、董事和监事的各类违法行为的规定倾向于行政及刑

事处罚，忽略了对民事责任制度的合理构建。在混合所

有制企业里国有股权和非国有股权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为了保护股东股权，除了健全法制之外，将股东、董事

和监事的违规不良行为纳入社会的诚信体系也不失为一

种重要的选择，利用诚信体系对其进行威慑，从而达到

规制其不良行为的目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非国

有股东权益的保护。

（六）完善股东退出制度

我国《公司法》规定在股东转让股份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却未对何为同等条件作出规

定。一般来讲，同等条件是从价格角度来定义的，价格

相同会被认为是同等条件，当然也包括支付方式、支付

时间等方面的问题。《公司法》并没有设置特定的规则

以制约股权转让的价格，当事人就有可能利用这项法律

上的空白而进行不公平的交易。如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

串通以髙价对外转让股权，迫使其他股东高价购进或因

无力购买而放弃优先购买权，造成损失。因此，对于同

等条件的判断应该要有合适的标准，既要保护股东的利

益，又要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异议股东股份回购也是股东退出的一种方式。异

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指当股东（大）会作出的决

议对股东利害关系产生实质的影响时，那么对该决议持

有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公平的价格回购他们手中

所持有的股份，从而能退出该公司的权利。异议股东股

权回购请求权是股东享有的一项重要救济性权利。我国

《公司法》在该规定制度上过于狭窄，适用情形仅局限

在股东大会上对决议持异议的情形，在实践中关于股权

价格的确定也有很多难以操作的地方，例如依据的标准

问题，都有可能对股东的权利产生侵害，最为不完善的

地方是我国对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行使程序的缺失，

以至于在实践中，异议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行使此

权利时有很多障碍。⑮建议进一步扩大股权回购请求权的

适用情形以及股东行使该救济权利的前置程序。

综上，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保护中下股东的合法权

益，关键在于努力营造国有股东和中小股东平等行使权

利，只有实现权利平等，实现双方权利行使的公平，国

资和民资才能有效地混合。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混

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利用公司章程的意思自治作

用，充分发挥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

事会建设方面的作用，保障中小股东包括知情权、表决

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合法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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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法总则》中的捐助法人制度

 文 /  林德平①、王雪韵②赵箭冰  俞琳琼

【摘要】本文探讨了《民法总则》新设立的捐助法人制度。以《民法总则》中对该制度的相关内容为

切入点，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先进法学学术论著，并采用与日本财团法人制度的对比分析方式，

从捐助法人的概念涵义、制度特点、治理结构、外部监管等方面对捐助法人这一新制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捐助法人  非营利法人  民法总则  财团法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将

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法总则》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我国民事法治经验，完善了《民法通

则》的不足，同时设立了诸多新制度，以适应我国当下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是我国编纂统一民法典

进程中的里程碑。过去，捐助法人制度较少被民法学界及法学实务重视，此次《民法总则》赋予此

类非营利民间组织以法人人格后，立即引起了学界、律师界及社会公众的关注。各类关于捐助法人

制度的学术论著、法学论文开始涌现，也有不少机构还为此举办了法律研讨会，如2017年4月6日，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就协助杭州灵隐寺举办了“宗教活动场所与捐助法人资格法律研讨会”，该研

讨会议围绕《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关于“具备法人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依法申请法

人登记”的最新规定，就有关佛教寺庙取得捐助法人资格的条件、程序及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本文以《民法总则》中设立的捐助法人制度为基础，参考其他现行法律法规和学术论著，并结

合日本民法典有关财团法人制度的相关规定，浅要分析《民法总则》新设立的捐助法人制度，意在

抛砖引玉。

一、《民法总则》对于法人的分类

法人的分类是构建法人制度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法人制度规范的实施效果，甚至会对国家

的经济发展以及市场交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将法人进行合理的分类，立法者需要在切实了解

本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平衡各方的利益，妥当分类，以实现法人制度规范价值的

最大化。

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

以及社会团体法人，其中后面的三类法人又统称为非企业法人，与企业法人在同一规范位阶上相区

分。而即将生效的《民法总则》则摒弃了旧《民法通则》中对法人的分类方式，极具创新性地采用

■ 草原晨曲   俞琳琼律师 / 摄
①  林德平，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②  王雪韵，女，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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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分法”，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

别法人。同时，《民法总则》还进一步明确了营利法人

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分标准。根据《民法总则》第七十六

条和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最核心

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其成员为目的

而成立。营利法人以向其股东等出资人分配既得利润为

目的，典型的营利法人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和其他企业法人，而例如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以公

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的法人，不将所取得利

润分配给其成员，在《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规定下均

属于非营利法人。

二、捐助法人的概念

捐助法人在《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制度下属于非

营利法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捐助

法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具备法人条件，为

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法人，法条明确列举的典型

法人有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第二类是依法设立的宗

教活动场所，前述两类法人经依法登记即可获得捐助法

人资格。

三、捐助法人的特点

捐助法人作为非营利法人中的一种，自然与其他

非营利法人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独

特性。具体而言：一方面，捐助法人具有与其他非营利

法人共同的特点，即以非营利目的成立，以及不向其成

员分配所取得利润；另一方面，捐助法人又因设立财产

的特性以及无成员的两大特征，而区别于其他非营利法

人。

捐助法人的设立财产来源于捐助人无偿、自愿的

捐助，这种来源上的特性决定了捐助人所捐赠给捐助法

人的财产与捐助人互相独立，无内在关联性。一旦捐助

人将财产交付给捐助法人，该财产就脱离了捐助人的控

制，捐助人也不能因其的捐助行为当然获得对捐助法人

的管理控制权。同时，因为捐助法人也不存在成员或会

员，所以需要在遵循法人章程的基础上，依靠设立时的

资产、内部治理机构的协调以及外部的监管确保其有序

地运作与健康发展，以实现其设立的目的。

四、从与日本财团法人制度对比的角度出发，

分析我国的捐助法人制度

（一）内在涵义与判断标准

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对法人的分类采取“二

分法”，即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以人为

基础，成立后其设立人或成员可以取得相应的社员权，

有自己的意思机关，在章程范围内既可以从事公益事业

也可以参与营利活动；而财团法人以财产为基础，大多

以基金为表现形式，只能遵循捐赠人的意思从事公益事

业，不得开展营利活动。此种分类方式与民法追求的意

思自治原则相匹配，有利于明确不同法人在成立基础、

治理结构、意思形成等方面的差异，亦便于区分监管。

我国《民法总则》在修订过程中，也有学者主张采用此

种传统大陆法系中的分类方法。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

社会的进步，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界限日趋模糊，

以财产为基础的财团法人需要有人员参与日常的管理与

运作，渐渐体现出“人”的属性；而以社员为基础的社

团法人也同样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与支持，慢慢露出其

“财”的特征。因此，回归到我国的国情以及民法的价

值取向，这种传统的二分法已然不能与我国目前的经济

形势相匹配。故，采用三分法可以有效避免中间法人，

更好地体现法人分类的周延性和整体性。

日本民法典确立的法人制度极具独创性，在法人的

分类方面与我国《民法总则》采用的三分法不同，其以

二分法的思路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公益法

人又进一步分为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可见，

日本民法典规定的财团法人在设立时就被赋予公益性的

特征，且类似于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捐助法人，也同

样以捐助的财产为设立基础。然，这种分类方式并不能

囊括那些既非营利且非公益的团体组织，例如学校法

人、NPO等。所以日本针对这类特殊团体采取特别立法

形式进行监管，如《农业协同组合法》、《非营利活动

促进法》等。虽然用特别立法方式使得特殊团体的行为

有法可依，但不少日本学者仍然呼吁能采取更为周延性

的法人分类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内部治理结构

1. 法人章程及三权分立的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民法总则》明确规定捐助法人应当制定自

己的法人章程（第九十三条），在捐助法人内部的治理

方面，《民法总则》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即决

策机构（如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执行机构与监

督机构（如监事会等）相互制约与平衡。同时规定其法

定代表人由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

（《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第二款）。

日本财团法人制度设立的治理机构包括理事会（及

理事）、评议会（及评议员）和监事。理事会是财团法

人必设的机构，负责业务的执行，同时理事的代表权不

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评议会享有监督理事的职能，并有

选任和解任理事的权限；监事是选设机构。

2. 财产的来源、运作以及剩余财产的分配

我国《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

设立捐助法人的财产必须来源于捐助人的自愿捐赠，以

确保其设立目的公益性。对于财产的具体运作，还未细

化，但在《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宗教事务条例

（2004）》等其他法律规范中有更为细致的规定。以

《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为

了保证基金会的财产能全部用于特定的公益目的，《条

例》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了严密的框架，对基金会的财

产运作和管理使用进行了约束：（1）需保证基金会财产

来源的合法性；（2）在基金的保值与增值方面，需要明

确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3）在内部治理

结构的设立上，规定了理事、监事各自的职责，明确基

金会的决策不得与理事、监事的利益相关，同时要求在

开展涉及重大资金募集与投资活动的，需要理事会以特

殊程序通过；（4）明确要求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比

例，确保其从事公益活动的核心属性，同时规定一旦基

金会无力从事公益活动，则必须注销；（5）在剩余财产

的处理方面，明确指出剩余财产仍需用于公益目的，这

一点也符合与《民法总则》第九十五条中捐助法人剩余

财产分配制度的精神。为了适应捐助法人的发展实际，

进一步落实新修订的《民法总则》以及引导社会公众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目前前述的这三部《条例》皆有修订

稿草案（或征求意见稿），相信新法颁布后，捐助法人

的实体运作会真正实现“有法可依、良法善治”。

日本民法典与实务都不强制公益法人只能从事公

益活动，同时为了确保公益法人的公益性，主管官署在

允许公益法人从事适度营利活动的基础上，设立一定的

限制，以逐步引导和促使这类与营利企业竞合的公益法

人向营利法人转型。对公益法人的名称，日本民法典采

取强制主义（民法典第三十四条之二），规定非公益法

人不得在名称中使用“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字

样，也不得使用让人误认为是公益法人的字样。在剩余

财产的归属方面，日本民法典第七十二条规定了三种方

式：第一种是原则性的处理方式，即解散后的法人财

产在原则上，应当归属于法人章程或捐助章程所指定的

人；第二种是承接第一种的补救措施，即若没有明确归

属权利人，经主管官署认可，理事可以按照法人目的或

类似目的来处分法人剩余财产；最后一种是没有按照上

述两种方式处分财产的兜底措施，即直接将剩余财产归

属于国库。可见，这种剩余财产分配方式较之我国《民

法总则》的规定而言，并不能充分体现出公益法人的公

益性，也无法最终确保公益法人的全部财产能全部用于

公益事业。此外，日本民法典还确立了法人财产的归属

时期（民法典第四十二条）。

（三）外部监管

1. 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相应

配套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都不健全，所以对捐助法人

等这类民间组织采用双重管理体制。以《基金会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在登记环节上，由

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基金会及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审

批登记。在业务管理环节上，则是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

主管机关相互配合开展工作：由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日常

的监督管理、开展年检以及对违反条例行为进行处罚；

业务主管机关则负责指导与监督，年度检查的初审以及

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处罚工作的执行，以确保基金会等机

构其能够依法按照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日本民法对公益法人的监管，依照各公益法人的目

的和活动领域的不同，采取了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主

导，法院监管为辅助的监管模式。为了切实保障管理监

督的效果，同时还存在着机构委托或权限委托的监管形

式。

对比来看，中日两国都会依照公益机构实际运行的

特点，采取相对灵活变通的监管模式，如此一来，既可

以确保机构能合法且高效地运作，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

其公益性和保障法人财产的安全。

2. 捐助人的监督：知情权与撤销权

与日本民法相比，我国《民法总则》更开创性地

从制度上确保了捐助人对捐助法人的外部监督，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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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形式体现在对捐助人知情权和撤销权的保障。虽

然，捐助法人无会员，捐助人也不享有社员权，但《民

法总则》第九十四条规定，捐助人仍有权查询捐助财产

的使用及管理情况。如果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

构或法定代表人所做决定或其决定程序，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或法人章程的，捐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

五、结语

《民法总则》确立的捐助法人制度，针对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等公益性民间组织的特殊

性质，结合我国国情与实际需要，为这类捐助法人的日

常运作和业务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和指引。

然，为了对捐助法人进行更为高效、高质的监督管理，

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立法，建立起更为严密的法

律体系，来细化各类捐助法人的运作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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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辩护权问题研究

 文 /  高振华①、章百益②赵箭冰  俞琳琼

【摘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开始后，监察调查程序同时具备行政监察、刑事侦查两种属性，是两者

的有机结合。监察调查程序在手段和目的上，与刑事侦查程序并无区别。因此，应当赋予被调查对

象辩护权，允许被调查对象在被采取留置措施之日起委托辩护人。辩护人在监察调查期间的辩护权，

应当在沿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争取废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经批准会见的规定，使我

国反腐败中的嫌疑人权利保障符合国际最低标准。

【关键词】监察体制改革  辩护权  监察调查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年12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决定在

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将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

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

会，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监察调查程序。

经过几个月的部署，各地的监察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基本完成了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

部分监察工作已经开始。然而，除了前述文件，国家层面对于监察的具体规则并未予以明确，反

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了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在监

察调查程序中，被调查对象是否享有辩护权？是否可以获得律师辩护？律师辩护应当受到哪些限

制？这些问题，都是监察体制改革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实务界对于前述问题已经逐步开展了讨论，但是多集中于监察立法问题，未

直接触及律师辩护问题。纵然监察体制的改革是一个涉及宪法层面的全面改革，但既然监察体制

改革整合了行政监察、刑事侦查程序，加之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在对程序的探讨中就

都不应缺席。

基于此，本文拟从刑事诉讼的角度，从监察调查程序的定性出发，探讨监察程序中的辩护权

问题。

■ 东极蓝   邓宏超律师 / 摄

①  高振华，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②章百益，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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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察调查的程序属性分析

监察委员会设立以后，监察合并了行政监察、职务

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加之党内的执纪程序，形成了三合

一的职能。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刑事案件侦查程

序属性有没有发生改变？发生了何种改变？该种三合一的

调查程序究竟属性为何？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 两性区分说

陈光中教授在2017年4月1日召开的“国家监察与

审计法治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主旨报告中认为：“监

察调查工作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涉嫌一般性违纪违规

的调查和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而涉嫌职务犯罪（包括

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失职犯罪）的监察调查，我认为，

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其性质相当于刑事诉讼中的侦

查。”③

陈教授的观点，将监察调查程序区分为一般性违

纪调查和涉嫌职务犯罪的违纪调查两大部分，这一区分

方式实质上是保留了原有的行政监察、刑事侦查两种程

序的区分，使得监察调查程序符合原有的法律体系。但

是，该种区分方式显然不符合全国人大通过的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决定，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

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的决定》规定：“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

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

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调查涉嫌贪污贿

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

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

出处置决定。”该规定并没有区分陈教授提出的一般性

违纪和职务犯罪。相反，不论是职务违法还是职务犯罪

均属于调查的对象，只是需要根据调查的结论，区分进

行处置，“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

起公诉”。因此，该决定区分的只是后续处置，是程序

结果，而非调查程序本身。

其次，案件事实需要通过调查程序查清，案件性

质需要根据查明的事实加以判断，在调查未得出结论以

前，监察委员会无法区分案件的情况，更无从区分究竟

属于一般的违纪还是职务犯罪。因此，硬性区分一般违

纪的调查和职务犯罪的调查，既不符合客观实践，也与

监察体制改革的“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

系”的目标背道而驰。

2. 侦查属性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调查权直接源于检察机关侦查权

的转隶，其性质并未发生改变，③故在性质上还是侦查。

笔者认为，该观点亦存在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在法律层

面监察调查整合了行政监察和刑事侦查，加之与党的纪

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还可能涉及党的纪律检查程序，

简单地将调查定性为侦查，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新生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

会已经在《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明确了其“调查”的名

③  陈光中：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法制化的三个问题，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TAyODUzOA==&mid=2247483663&idx=1&sn=4a07a0e0c73b4

7db387001ab5c8dedd5&chksm=fb3178dacc46f1cc2b4a20b503c7502621dc803a39d20a07198ab40ecee0ef7b3e458f8ec6bd&mpshare=1&scene=1&srcid=0410VtO2bk

ZBpeWWWHcQYEMi&key=c1228b9e698b67bc1a036b48fed2ac064c49b4f9bfe8a1117160154869487eb364a962932c3dca51dbb4cd69fa5568880b5d00af4d7a1d48e0

678e74ef2591902097970b7cf7accffc63a900e2f86267&ascene=0&uin=MTMxNzE3NjI4MA%3D%3D&devicetype=iMac+MacBookAir6%2C1+OSX+OSX+10.12.

4+build(16E195)&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fontScale=100&pass_ticket=C5KO%2F3RLOYfsqIL6wEIMFC7A4tfMDIMbuXZKs%2B9PxriFZQ8GyNbG

YKqv%2FBbpSmiw，访问时间2017年4月16日。

④  周佑勇：监察委调查权本质是侦查权需受批捕公诉权制约，处置权仅限过程性，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UyMDA0Mg==&mid=26519

38271&idx=1&sn=75528753e5ab2ff786e4ce4aa1482d7c&chksm=8067259ab710ac8ccba207478d91734437bca985ef0062bd473910d0e8ef9cb2db048255e966&mpshar

e=1&scene=1&srcid=0416bWJkh8SjjEywMpObiBDx&key=3433ad7132a8f2e065399abf27e86bc01cf76307f16a8dc1665c2344bf2a5503454c353d1f2cb8112469285e6

4300b10b70a2b5619d5a7a47ef636d68792d3b4548975634ae31a81c62cdb6dc7ab084d&ascene=0&uin=MTMxNzE3NjI4MA%3D%3D&devicetype=iMac+MacBook

Air6%2C1+OSX+OSX+10.12.4+build(16E195)&version=12020110&nettype=WIFI&fontScale=100&pass_ticket=C5KO%2F3RLOYfsqIL6wEIMFC7A4tfMDIMb

uXZKs%2B9PxriFZQ8GyNbGYKqv%2FBbpSmiw，访问时间2017年4月16日。

称，学理上对此无需过多争论。在监察体制改革后，

监察调查将替代行政监察和职务犯罪案件的刑事侦查程

序，因此兼具两者的属性。

但是在理解该程序的属性时，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应当区分党纪与国法，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

和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⑤是党依法执政的两种方

式，不应当予以混淆。对于党的纪律检查程序，并没有

因为党的机构与国家机构合署办公就改变了性质，不应

与监察程序相互混淆；其二，应当注意监察调查程序的

两种属性，即行政监察中的行政权属性和刑事司法中的

侦查属性，两者是有机统一的“监察调查”，而非因为

具有两种属性而强行分为两类。

在前述基础上，真正需要探讨的，是进一步试点和

将来的监察法立法中，应当如何科学设立监察调查程序

的问题，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即被调查对象是否享有辩

护权？被调查对象享有什么样的辩护权？

二、被调查对象辩护权之存否

对于监察调查程序中，是否应当赋予被调查对象辩护

权，特别是委托辩护的权利，实务界多有否定意见。该观

点的主要理由，是监察调查程序并非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

序，认为被调查对象有权委托辩护没有法律依据。

该种观点忽略的是，监察体制改革仍在试点中，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仍仅仅是原则性的，具体的细节需

要在试点中予以明确，因此被调查对象是否享有辩护权

的问题，应当是一个是否“应然”的问题，应在试点中

逐步成熟，并暂时通过一定的形式予以固定，为将来的

监察法立法提供实践经验，仅仅以“没有依据”为由就

否定被调查对象委托辩护的权利，显然没有理解监察体

制改革的“试点”属性。就此问题，应当从辩护权的源

起予以分析。

（一）行为而非程序——对“侦查”理解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侦查”程序，但

是对“侦查”并没有给出法定的概念。比较各国刑事诉

讼制度，“侦查程序”并非刑事诉讼程序的必备阶段，如

普通法系的美国，对侦查的规定只是基于宪法修正案对

搜查、扣押、逮捕等进行规范；又如大陆法系的德国，

只有审前程序⑥而并没有侦查程序。相对而言，各国刑事

诉讼制度都规定了讯问、扣押、羁押等“侦查行为”。

在设立了单独侦查程序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

所谓侦查，就是保全犯罪的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人

身。⑦在未设立单独侦查程序的德国刑事诉讼制度中，

审前程序有双重目的：将不需要进入审判的案件筛选出

来，同时为那些需要审判的案件搜集证据。⑧对应我国刑

事诉讼法，讯问、询问、搜查、扣押等均是为了保全犯

罪的证据，而刑事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则

是为了保全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我国侦查程序的目的还

在于决定案件是否需要移送审查起诉。

根据《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监察调查程序中可以

采取的措施包括：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

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其中

询问、讯问、查询、冻结、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

查、鉴定均属于《刑事诉讼法》中已经规定的侦查措

施，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全犯罪的证据。对于留置，尽

管如何操作尚无文件明确，但目前实务界一般认为可以

羁押被调查对象3个月，经批准还可以再延长3个月，且

应移送看守所羁押。显然，不论留置的定性如何，其均

是对被调查对象人身之保全。

从监察调查程序的程序结果看，对经调查认为涉嫌

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也说明，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⑥  在德国，侦查与审查起诉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被视为是审判前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审查起诉并不是独立的程序，而是侦查活动的延续。见卞建林、刘

玫：《外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⑦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⑧  ［德］托马斯· 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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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调查程序的目的，在于筛选需要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的案件，其程序目的与原刑事侦查程序并无二致。

因此，监察调查程序在目的与手段上均与现有的刑

事侦查一致，如最终实践操作中可以留置被调查对象6个

月，则其人身保全措施甚至远强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中的

刑事拘留，而与逮捕基本相当。

（二）辩护权——对侦查行为相适应的防御权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充的历史。⑨我国刑事

诉讼制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辩护权在波折中逐步扩充

的历史：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被告人享有

委托辩护的权利，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

并不能得到律师的帮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则明

确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

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

申诉、控告，并且可以与之会见，只是侦查机关可以视

情况派员在场；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更进一步，既明确

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也废除了会见时侦查机

关派员在场的制度，并强调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受限制。从新中国刑事诉

讼制度的发展史看，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仍然在逐步现

代化的过程之中，辩护权仍然在扩充发展期，并仍有一

定扩充的空间，譬如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普遍的不

合理要求辩护人经批准会见的情况。

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指控人在程序的任何阶段

都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尽管在德国宪法中并没

有提及这一权利，但却是法治国家一般性的宪法观念的

组成部分。⑩在国际上，这一标准同样被确立，如1957

年第一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

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未经审讯的囚犯为了准

备辩护、而社会上又有义务法律援助，应准申请此项援

助，并准会见律师，以便商讨辩护，写出机密指示，交

给律师。为此，囚犯如需文具，应照数供应。警察或监

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

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又如1990年第八届联

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

基本原则》列数了被调查对象几大基本权利：所有的人

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

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各国政府应确保由

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

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

协助；任何没有律师的人在司法需要情况下，均有权获

得按犯罪性质指派给他的一名有经验和能力的律师以便

得到有效的法律协助，如果他无足够力量为此种服务支

付费用，可不交费；各国政府还应确保，被逮捕或拘留

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应迅速得到机

会与一名律师联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自

逮捕或拘留之时起的四十八小时；遭逮捕、拘留或监禁

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

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

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

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综上分析，在监察调查程序中，赋予被调查对象辩

护权，不仅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现代

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是国际上所认可的人权保障的最

低限度。

三、监察调查程序中辩护权的规制

（一）辩护权的开始

根据目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

辩护人的时间节点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这种规定的方式与国际惯例基本一致。

但考虑到监察调查程序不同于纯粹的刑事侦查程序，糅

合了行政监察和刑事侦查两种程序，甚至涉及到党内纪

律检查的内容，因此应当有所区别。

⑨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⑩  BVerfGE 38, 105 at 111(1974); BverfGE 39, 156 at 163(1975); BverfGE 39, 238 at 243(1975); BverfGE 66, 313at 31 8-319(1984)。转引自［德］托马斯· 魏根

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笔者认为，将监察调查程序中的辩护权起始时间定

为被留置之日起较为合理，理由有二：

其一，赋予辩护权的缘由，是为了提高刑事诉讼法

水平而采取的必要、适当的措施，如果在法律上以及事

实上犯罪嫌疑人处于无权利状态的话，就会增大毫无事

实根据地把犯罪嫌疑人作为真正犯罪人对待的危险；就

会出现不问是否存在事实根据，是否为真正的犯罪人，

不当侵害人权的危险。⑪可见辩护权是与调查强度相适应

的防御权。在监察调查中，可能是因为涉嫌违反党的纪

律的调查，可能是基于行政监察的调查，也可能是因涉

嫌犯罪的调查。如仅仅是谈话甚至讯问，被调查对象所

受到的人身强制、心理压力相对较小，赋予辩护权的必

要性相对较小。但是，一旦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被调查

对象即面临较长时间的羁押，强度比较严重；同时，监

察委员会行使的留置权力也并不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的个

案监督，无需检察机关或法院予以批准，存在权力滥用

的风险。因此，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赋予被调查对象

辩护权，既合理也必要。

其二，在被留置之日起，允许被调查对象委托辩

护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和反腐败制度发展的趋势。本次监

察体制的改革，除了整合反腐败力量以外，还带有将党

的纪律检查程序法律化的意图，长久存在于法律之外的

“双规”有望被纳入法治轨道，这无疑是我国法治发展

的一大里程碑。对于被羁押的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法自

1997年1月1日之后就赋予了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如

果在被留置后仍不允许被调查对象委托辩护，则显然退

回到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阶段，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

发展的趋势。

（二）辩护权的行使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主要

包括：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代为申请变更

强制措施、了解涉案的罪名和基本情况、会见和通信。

其中的重中之重，是保障辩护人的会见和通信权，而职

务犯罪案件中的会见难也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被

诟病最多的一处。因此，在本次监察体制改革中，应当

考虑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辩护人在监察调查程序中的

权利，应当在沿用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考虑取消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经批准会见的规定，使之符合国际

最低准则。

⑪  ［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

■ 西湖一角  李筱璇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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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去年10月，我第一次来到六和，与老师陈嗣云律师的初次见面：当时，他上身穿一件

天蓝色的衬衫，外搭一件灰色的毛衣背心，下身是黑色的西装裤搭配皮鞋，不急不缓地走进律所

的贵宾室。面带笑意的他亲切询问了我之前的学习、实习经历及其他相关情况，我初次踏入律所

的紧张感在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中逐渐消解。

与陈老师的一番交谈，让我对律师这个职业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他的谈吐与举止更是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确认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方向正是成为一名有专业素养的律师以后，陈

老师带领我前往人事处办理了实习手续。我与六和的缘分从那天开始。

2017年1月3日，我正式入职成为了一名律师助理，陈老师对我也有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不同

于实习期时主要负责的整理案卷归档及法律法规整理工作，我接手了更多陈老师承办的诉讼案件

事项以及常年法律顾问单位的相关工作。在我起草起诉状、答辩状、律师函、法律意见书等各式

法律文书，翻译、审核各类英文合同，接待形形色色的当事人以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后，

可以真正签订代理合同并办理律师业务的过程中，陈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着有效沟通，及时指出我

工作中存在的瑕疵。作为一名老师，他的敦敦教诲，让我时刻铭感于心。

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老师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通过言传身教，使我领会到在工

作中如何抓住问题的核心，并条理清晰地进行陈述。每当我面对一个未曾碰到过的情况而感到手

足无措时，他总是耐心地点拨我的思路，让我得以自行思考后明白关键点，从而在以后解决类似

情况时能够做到得心应手，逐步提升专业素养。

生活中的陈老师则更多表现出儒雅谦和、体贴顾家的一面。他会与我一起去食堂共进午餐，

关心我的日常生活状况，也会讲述自己当年的从业故事，激励我不断奋发向上。平日里，他总是

上午9时就来事务所报到，忙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家陪伴妻女、共享天伦之乐，生活作息十分

规律。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于我而言，陈老师正是一位指引我在律师职业道路上不断行进

的引路人，如同熠熠生辉的灯塔，矗立在前方。感谢师恩，让我的职业生涯有如此美妙的开端，

不至于跌跌撞撞、碰壁无数；感谢师恩，在教会我专业知识重要性的同时，不忘时刻提醒我做人

的操守；感谢师恩，愿老师万事顺心、幸福安康！

（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凡在外提及蒋政村律师，皆言其儒雅、宽以容众；相

处已久的，不论同事还是客户，形容其为人豁达、从容，

在谈论专业技能或社会问题时，皆可娓娓道来，令人钦佩

之余更愿倾心交谈。

2016年3月，我遇到了蒋政村律师，我职业生涯中的

第一位指导老师。

蒋律师执业二十余年，作为资深的资本市场领域专

家，擅长包括上市、并购、重组、新三板等各个方面的业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 记吾师陈嗣云律师

 文 /  韩莹琪

师说
—— 记吾师蒋政村律师

 文 /  李筱璇

■ 新疆巴音布鲁克   赵箭冰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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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我入所的第一天，蒋律师就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

会——参与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项目。我

初次接触这方面业务，新奇之余，更多感受到非诉讼业务

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领域业务的广度与深度。时值该重

组项目协议即将正式签订，我们与被收购方代表，就协议

中的部分细节进行最后的修改协商，一直从下午会谈到第

二天凌晨。

我至今仍记得当天凌晨从公司出来，看着泛着白光的

天空，内心不禁暗暗感慨，一份看似薄薄的协议，从起草

到最终签订，经过双方不断的谈判磨合，由律师修改完善

几十遍乃至上百遍，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随后，在四月正式入职的第二天，我继续奔赴项目现

场，参与该重组项目法律意见书的定稿工作。初涉法律意

见书，虽然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校对修改、整理底稿以及

登录官方网站对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进行核查等，但那却

是我第一次了解和学习非诉讼业务，初步掌握了这类项目

会涉及的方面以及不断修改完善的工作方法。

对律师工作应抱有一百二十分更严谨的态度，早在与

蒋律师的第一次见面中就已明确。

初次见面，场景并没有朝我预设的面试方向发展。

面试中，蒋律师与我更多的是在沟通交流，向我指出今后

面对律师职业应当保持的态度：“既然选择了律师这份职

业，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要静下心来，脚踏实地。”

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对我的鼓励和职业态度的树立具

有莫大的力量。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律师的职业生涯如同

德肖维茨的经典诘问，在法庭上旁征博引、滔滔不绝——

而作为一名从事非诉讼业务的律师，如何学会坐在写字楼

里，对文书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结论反复推敲琢磨、谨

慎研究，最终得出一份反馈，才是真正的考验和磨砺。

若无法静心、做不到踏实审慎，又如何能够成为一名优

秀的非诉讼律师？“田野调查”，会被称为“due diligence 

investigation ”，大抵就是如此吧。

从入职至今，蒋律师仍会不间断地推荐有利于提升专

业技能或与当前涉及业务领域有关的文章让我不断学习。

而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曾经在课堂上看得见摸

不着的法学理论，当它们真实融入实践中时，变得鲜活又

丰满。曾经，我只知道《公司法》中关于股东权利的表述

和罗列，而当起草、修改一份《投资协议》时，如何在法

律法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权益、避免风险，除

了知道理论，还需要对《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所涉及的

条文包含的意思做到了如指掌。谈何容易？因此，蒋律师

在工作中时刻提醒我，在执业道路上，要始终保持一颗不

断学习的心。面对一个项目，如何“穷尽”办法，一路

“刨根问底”，为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法律意见，是律

师在成长初期就应当树立的良好习惯。

苏力老师认为，法律是一个“只有前方，不会有达到

的跋涉 ”。他曾试图站在他者的角度提出发问：“什么

是你——中国的贡献？ ”即为，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我们在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道路上，应该做些什么？ 

从入所至完成此文，我已跟随蒋律师一年零一个月

了。在这一年多的职业道路上，我看到的是律师所能并应

当尽心尽职去完成工作的态度。这个态度让我明白，虽然

我们并非法学家，也不是在司法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但

在律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仍然正在努力通过提供专业化

的法律服务，努力推进社会法治道路的建设。哪怕仅仅是

起草一份协议，完成一份尽职调查报告，那也是律师一路

朝着那个“前方”走去的见证。

（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世间情
 文 /  张敏

很多年以后

你以怎样的姿势想起我，

又有什么要紧

但此刻

天空再蓝草地再绿花朵再盛

都是我想你的姿势

很多年以后

你以怎样的速度想起我，

又有什么要紧

但此刻

溪水潺潺河流悠悠海浪涌涌

都是我想你的速度

再很多年以后

尘归于尘，土归于土

深雪覆盖一切痕迹

我仍然盼望

人类的感情可以余音袅袅

佛曰:真乃痴儿

（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 高跷钓鱼   蒋恒律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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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后一醉
 文 /  夏亮

两年离乱，三番顾，讼人运筹。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扪心自问，不弃，铁证如山。

巧舌乱战，六寸惊堂。

机锋难辨，九曲回肠。

傲眉，冷目，怒发冲霄汉。

红玉，青瓦，十指动琳琅。

何却美意负佳醴，且捐尊心罢头功，一盅。

鼓风执牛耳，撩焰卷青龙。

百刃剔鳞甲，千刀斩翱翔。

胜负，甘苦，一樽清浊，诉倥偬。

南风漫漫绕梳妆，

红颜倾城，丝竹声乱，

青梅入鼎，案牍且慢，

结诉难，理还乱，举杯溢，瑜亮系。

公私心怀日月长，

浓淡腹纳乾坤大，

不论成败，化阿难，相逢一涕笑，

恩仇泯作伴夏酒，唱与谁听。

纵一宿，试看庭燎醉未央。

（作者系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神山圣湖的呼唤  俞琳琼律师 / 摄

霞浦渔景图    许河律师 / 摄

■
秋
日
西
湖
  
俞
琳
琼
律
师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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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霞浦    沈蓉律师 / 摄 远山    曹真颖律师 / 摄

六和大事记
（2017年1-6月）

● 美国时间2017年5月2日和4日，本所分别在美国硅谷和纽约成立办事处。

● 1月3日，本所童斌律师、叶乃涛律师、陈皆喜律师助力杭州至海宁城际铁路PPP项目成功落地。

● 1月5日，本所蒋政村律师、张琦律师、蒋赟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

● 1月10日，本所朱亚元律师、李昊律师、孙芸律师、林超律师承办的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成

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 1月10日，本所陈皆喜律师、傅康律师承办的浙江华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

获得成功。

● 1月14日，本所举行2017年新春团拜会，并颁发六和十年服务奖、六和（2012-2016）十大影响力案例。

● 1月16日，本所召开2016年度总结与表彰大会。

● 1月19日，本所受聘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及其在杭厅属单位常年法律顾问。

● 1月23日，本所受聘担任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常年法律顾问。

● 2月27日，本所被浙江省律师协会认定为首批“浙江著名律师事务所”。

● 3月9日，由本所罗嫣律师、傅忠彬律师承办的江苏威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项目

获得成功。

● 3月17日，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蔺瑸一行在杭州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余素珍的陪同下莅临本所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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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为庆祝六和丽人节,本所妇工委特组织开展“美人美学美食美景”活动。

● 3月21-27日，本所郭芳律师参加全国律协主办的第二期“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并作主题演讲。

● 3月27日，本所王红燕律师通过全国律协选拔将作为被资助对象参加国际律师联盟组织的活动。

● 3月3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聘请本所为台湾同胞权益保护法律顾问单位，陈皆喜律师、叶乃涛律师为法律

顾问。

● 4月，由本所柴善明律师、刘珂律师担任项目律师的2017年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券成功获批。

● 4月6日，由杭州灵隐寺主办、本所协办的“宗教活动场所与捐助法人资格法律研讨会”在杭州灵隐寺成功举行。

● 4月12日，本所黄伟源律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杭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舟山分所李伟律师当选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 4月14日，湖南省律师协会会长李德文、秘书长周爱梧等一行八人莅临本所考察交流。

● 4月20日，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王伟一行莅临本所舟山分所视察工作。

● 4月20日，本所荣获ALB2017 “年度最佳中国中东部律师事务所大奖”提名奖。

● 4月24日，本所律师承办的湖州中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和解协议草案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

● 5月5日，本所柴善明律师受邀出席2017·智汇钱塘私募基金高峰论坛并作“私募基金管理人法律风险及防范”主题演讲。

● 6月17-18日，本所成功举办2017年第一期新员工综合培训。

● 6月20日，本所党总支被杭州市司法局党委授予“党建示范点”荣誉称号。

●  美国时间6月19日，本所郭芳律师作为中国律师代表应邀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四届“选择美国”全球投资峰会。

● 6月24日，本所郭芳律师、王红燕律师入选“一带一路”跨境律师人才库，其参与编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

境国别报告》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