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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通讯录
姓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Email

首席顾问

栾少湖

直线85219887，分机807

13301123887（京）、13905326887（青）

luanshaohu@deheng.com

主任室

蒋 琪

直线85219991，分机801

18910170278（京）、13808980248（青）

jiangqi@deheng.com

房立棠

分机860

15801692500（京）、13606427800（青）

fanglitang@deheng.com

邱榆霞

直线85219993，分机810

13910196831

qiuyuxia@deheng.com

赵 霞

分机809

13706429958

zhaoxia@deheng.com

王海军

分机811

13911339858

wanghaijun@deheng.com

李泳澜

分机812

13501235800（京）、18653235366（青）

liyonglan@deheng.com

丁 旭

分机838

13810517738

dingxu@deheng.com

国际业务总监

刘吉庆

直线85219761，总机转802

13911502261

liujiqing@deheng.com

亚太首席法律顾问

刘阳明

直线85219369，分机865

15221644081

lym@deheng.com

集团市场总监

马晓萍

分机835

13718211181

maxiaoping@deheng.com

涉外业务部一部

刘吉庆

分机802

13911502261

liujiqing@deheng.com

李泳澜

分机812

13501235800（京）、18653235366（青）

liyonglan@deheng.com

梁 睿

分机831

18611167109

liangrui@deheng.com

葛 亮

分机826

15010353633

geliang@deheng.com

张雨彦妍

分机821

15801330848

zhangyuyanyan@deheng.com

马嘉黛

分机808

13683632884

majiadai@deheng.com

邱榆霞

直线85219993，分机810

13910196831

qiuyuxia@deheng.com

刘红娜

分机818

13717594769

liuhongna@deheng.com

刘 森

分机852

13391917186

liusen@deheng.com

刘 静

分机832

13810767812

liujing@deheng.com

房立棠

分机860

15801692500（京）、13606427800（青）

fanglitang@deheng.com

郭芳晋

分机800

13869845979

guofangjin@deheng.com

郭恩颖

分机800

18611172699（京）、13969716229（青）

guoenying@deheng.com

季向峰

分机800

18953278269

jixiangfeng@deheng.com

张义乾

分机853

13488801383

zhangyiqian@deheng.com

丁 旭

分机838

13810517738

dingxu@deheng.com

姚 远

分机839

13811942657

yaoyuan@deheng.com

阿 贞

分机857

15910909537

azhen@deheng.com

高森传

分机822

13811876246

gaosenchuan@deheng.com

王晓芳

分机816

13910283125

wangxiaofang@deheng.com

刘东亮

分机825

13811148086

liudongliang@deheng.com

赵 霞

分机809

18660270092

zhaoxia@deheng.com

张 颖

分机809

13791914904（青）、15106908448（济）

zhangying@deheng.com

张美萍

分机809

13863900969

zhangmeiping@deheng.com

王海军

分机811

13911339858

wanghaijun@deheng.com

姚克枫

分机874

13910681213

yaokefeng@deheng.com

陈浩

分机876

13910886858

chenhao@deheng.com

张淑君

分机874

13801327268

zhangshujun@deheng.com

张诗琼

分机874

13801211786

zhangshiqiong@deheng.com

高树勋

分机850

13552697865

gaoshuxun@deheng.com

季

成

分机813

13811856919

jicheng@deheng.com

金云峰

分机833

13911663162

jinyunfeng@deheng.com

韩 波

分机835

13910958831

hanbo@deheng.com

张兴宽

分机817

13439725460

zhangxingkuan@deheng.com

李建新

分机837

13911628096

lijianxin@deheng.com

薛学文

分机837

18901050312

xuexuewen@deheng.com

蒋 琪

直线85219991，分机801

18910170278（京）、13808980248（青）

jiangqi@deheng.com

王雪虹

分机800

13678882569

wangxuehong@deheng.com

孙书佳

分机800

13884966857

sunshujia@deheng.com

秦增光

分机851

18901297932

qinzengguang@deheng.com

孙丕旭

分机815

13910822387

sunpixu@deheng.com

蒋 超

分机819

13717910115

jiangchao@deheng.com

孟庆君

分机836

13381303642

mengqingjun@deheng.com

贾晨晨

分机820

13381371904

jiachenchen@deheng.com

尹丽琼

分机858

15910771729

yinliqiong@deheng.com

黄桂云

分机828

13126889584

huangguiyun@deheng.com

杜

彬

分机827

13501135887

dubin@deheng.com

温超群

分机872

13681471557

wenchaoqun@deheng.com

闵德银

分机830

15801291539

mindeyin@deheng.com

涉外业务部二部

证券业务一部

证券业务二部

证券业务三部
投资法部

知识产权部

保险与劳动法部
刑事业务部
公司业务部
争议解决一部

争议解决二部

财务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

CBD国际大厦德和衡电话：总机（010）85219100/85219200/85219111/8521922;

传真:（010）85219992或分机805

CBD国际大厦德和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1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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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快 递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签署法律顾问合同

春天里
——迎接北京德和衡的第一个春天

2011年1月6日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签署 《 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法律顾问合
同》。据此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正式聘请我所邱榆霞律师及其团队为“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相关项目提供全
程法律顾问服务，进行法律咨询、合同审查、决策风险分析、内部规章审查、法制宣传和培训等相关法律工作。
“中欧青年交流年”是中欧建交35年以来第一个主题年，是中国政府与欧盟首次合作开展的大规模青年交流
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中欧伙伴关系，增进中欧青年友谊以及鼓励青年关注中欧关系发展。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春，悄然降临，唤出葳蕤的生机，极致的美好！春，永远是欣欣向

此次与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的合作将对德和衡涉外业务开拓和品牌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荣的，我把希望寄托于春天。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沐浴在习习春风中，这是她的第一个春天。值此佳季，要献
上对她的些许寄语。

中粮集团法律部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合出版《典型案件汇编——国际贸易专辑》
[2011.1.10]

精准定位，打造中国高端法律服务品牌。
一流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稳定、庞大的客户群体和良好的市场口碑是德和衡丰富的资源；“专业专心、专才

2010年12月 ， 中粮集团法律部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合出版了 《 典型

专注、追求卓越”是德和衡的文化；“礼贤下士和三顾茅庐”的精神造就了德和衡的人才济济；“全心全意”是

案件汇编——国际贸易专辑》一书。该书从蒋琪主任执业15年来代理的百余件国

德和衡的服务态度。资源、文化、人和态度让德和衡自信地定位于中国高端法律服务品牌。

际贸易案件中精选经典案例20余个，并结合中粮部分案例实践，分十个板块深入
浅出地介绍和总结了国际贸易中应当预防的法律风险及应对措施。该书总共印刷

开拓视角，培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的全局观。
德和衡已经在全国法律市场的至高点-北京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其法律业务规模也开始逐步向全国拓展，凭借
自强不息的精神，德和衡必将在国内市场上大有作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德和衡也将目光投向世界，其日
韩、欧美业务团队高质量的服务为其在世界法律服务市场上打响了漂亮的一枪。“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德和

5000册，分发于中粮集团业务及法务人员人手一册进行学习。案例选取的实用，
编排体例的科学，使得该书受到了中粮集团法律部及广大中粮集团员工的好评，
也增加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社会美誉度。

衡将以多元化的战略模式成长。

互惠合作，建立有效双赢机制。

德和衡律师所蒋琪主任荣获 《方圆律政》第二届“年度10大精英律师”大奖

众人拾柴火焰高，德和衡一直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在所内，业务团队内部和跨团队间的频频合作建立起互

[2011.1.16]

信互惠的行事作风，德和衡将用更加流畅的合作模式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同时，德和衡在国内外也要努力搭建
各种合作平台和网络，建立有效的双赢机制，将法律服务市场做大做强。

1月16日，“2010律政年会暨年度精英律师揭晓酒会”在北京中国大饭
店隆重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全

孜孜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

国律协、中央统战部、新闻出版总署、清华大学等国内主要法学院、相关

创新是德和衡高速发展的驱动力。德和衡要在稳健中求变通，追求业务类型创新、工作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创新、市场营销创新。相信德和衡的孜孜创新精神定能成就一番宏图伟业。

相信，德和衡在浩荡春风中大展宏图，也将在金色秋天喜撷盈盈硕果！

行业协会的领导和嘉宾、北京及全国各地知名律所代表、以及国内30多家
主流媒体等近200位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蒋琪主任，市场
总监马晓萍应邀参加。大会探讨了“十二五”规划下中国律师业新格局，
并隆重揭晓第二届 “ 年度十大精英律师 ” 大奖 。 蒋琪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徐建院长共同获得大会压轴

（作者系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总监刘吉庆）

大奖——“年度创新律师”奖项，并由大会贵宾，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检察官协会常务副会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及常务副检察长——张耕检察长颁奖。
2010年，德和衡开创了外地律所进京发展的全新模式并取得骄人业绩，成为业界楷模，蒋琪主任获得“年度
创新律师”这一荣誉可谓实至名归。《方圆律政》杂志组织的“年度十大精英律师” 自2009年开评以来，引发中
国律师圈巨大反响，可谓是中国律师界的“奥斯卡”，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律师无疑是得到了业界最广泛的褒奖
和认同。2009年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律师曾获选 “首届年度十大精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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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入选ALB年度最值得关注10家律所名单

[2011.2.11]

新 闻 快 递

“钱伯斯”评级：德衡列商事法-华东区第一等律师事务所首位

自2010年底正式对外宣布，“德衡”与“德和衡”双品牌运营模式引发市场和媒体高度关注。2011新年第一

最新出版的《钱伯斯亚太法律指南》（Chambers Asia Paciﬁc 2011）对中国大陆的律所进行了专业和地区

期ALB杂志相关专题中，北京德和衡入选“年度最值得关注的10家中外律所”名单，同时和德和衡获选的律所还

的分类评级，德衡律师集团被评为商事法-华东区第一等律师事务所，位列该等级首位。其给出的评语为：“该律

包括英国CMS, Norton Rose、美国Davis Polk、Milbank Tweed、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 天睿、和

所拥有极好的声誉和强大的客户群，在山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团队擅长不同的金融服务，在企业并购和上市

华利盛、华利及奋迅等中外新锐商事律所。ALB本期专题，还以“德和衡——德衡子品牌加速发展”为题专文报

方面得到极高的评价。”

道了德和衡的业务优势和市场潜质。

《钱伯斯法律指南》自1990年出版以来广受世界知名国际律师事务所及全球企业（即行政总裁、财务总监、
法律顾问）参考使用。并在2007年最新推出《钱伯斯亚洲》，其主要提供在亚太地区运营业务的客户。《钱伯斯

台湾律师刘阳明加盟北京德和衡

亚洲》不是简单地收录律师事务所地址及电话号码，而是经过充分尽职研究，客观地对所有在亚洲市场领先商业
[2011.3.9]

律师作出独立的评选及评估，并经由研究专家强烈推荐才被收录其内。

ALB年度法律大奖在北京盛大宣布德衡与德和衡斩获两项大奖
台湾著名律师刘阳明近日加盟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 ， 担任该所 “ 亚太区首席法律顾问 ” 一职 。 3月9日下

2011年4月12日 ， 亚太地区权威

午 ，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北京CBD国际大厦举行刘

杂志 《 亚洲法律事务 》 (ALB)主办的

阳明律师加盟德和衡签约暨欢迎仪式，并邀请刘阳明律师

“2011年ALB中国法律大奖”颁奖典

就 “ ECFA下的两岸经贸发展--两岸律师业共同的机会 ”

礼在北京隆重举行。德衡律师事务所

为题发表演讲。

和子品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凭借
出色的法律服务质量和业绩获得广大
客户及业界的认可 ， 连续第四次荣获
年度“中国东北部律师事务所大奖”，并同时荣获“企业公民律师事务所大奖”。同时，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律师受聘担任中国港中旅资产运营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还获得“最具潜力律师事务所大奖”提名。 德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德和衡首席顾问栾少湖律师，及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律师参加颁奖典礼并领取奖杯。

日前，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中国港中旅资产运营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季成、律师金云峰组成法律服务团队为该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
中国港中旅资产经营公司（China CTS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CTSAMC）是中国港中旅集团公
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于2006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

自2006年以来 ， 德衡律师事务所连续被ALB评为 “ 亚太地区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三十家律师事务所 ”
（2006年）、“中国内地十大律师事务所”（2007年）和“发展最迅速的十家中国律师事务所”（2008年）。三
次获得“中国东北部律师事务所大奖”（2008年、2009年、2010年）、两次获得“最佳雇主奖”（2009年、2010
年）。德衡与德和衡必将以此为荣，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成为更加优秀和更受关注的律师事务所。

成立，作为港中旅集团的“七大板块公司”之一，受港中旅集团委托从事集团非核心、非主业资产的整合、权益
管理、置业管理、资产处置以及新产业开发培育经营。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为：资产的投资经营、管理、收购、
处置、置换、转让、销售、租赁、托管、及其他类业务的受托业务；资本运作、对外合作、法律及与资产经营相

山东德衡证券业绩全国排名第13名

关的业务咨询等项服务。
公司拥有产权及受集团委托管理的项目，包括旅行社、酒店、贸易、旅游景区、石化、轻工、物业管理、杂

日前，中国证监会法律部根据证监会2009年度有关数据，对全国从事公司上市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进行前
40位业绩排名，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被赫然列为第13名。盘点本所证券团队业务情况，预计2010年中国证监会法

志社等多种类别的全资、控、参股企业共35家。

律业绩排名，山东德衡将无可争议地进入前1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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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事业重心在大陆
——刘阳明律师访谈

律 师 访 谈

纠纷仲裁、判决是否能得到承认，判决能不能执行

地的律所和律师在专业水准 、 经验条件等方面都是全

等 ， 都需要律师全程参与 。 台湾律师也非常希望能为

国最优秀的 。 那么 ， 其他地区的台资企业的台湾律师

大陆台企提供全面照顾。

服务 ， 如何保障呢 ？ 我们相信 ， 也非常期待 ， 大陆法

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 ， 两岸律所能够实现 “ 一

律对台所开设分所的地域和专业范围会一步步扩大。

份合约 ， 两岸服务 ” 的直接延伸服务 ， 那将为两岸企
业提供很多便利，节省很大成本。

我没有选择在福建设分支机构 ， 而是通过了大陆
的司法考试 ， 加入大陆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 直

此外 ， 从全球经验来看 ， 引导及规范企业投资的

接成为大陆律师 。 我选择的是融入大陆所 、 和大陆律

方圆律政：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台资在大陆已经有近

问题后，才去找台湾律师解决。在这种状况下，台湾

政府机构 ， 通常都需要专业法律顾问 ， 以便为企业投

师密切合作的方式 。 我认为 ， 这种方式无论是对赴陆

30年的发展，最近陆资赴台又成为热点。对于两岸越

律师其实也不了解大陆法律及各种情况，台湾律师所

资提供切实可行的引导意见 ， 希望未来有机会为大陆

台资 ， 还是给赴台陆资所提供的服务都是最好的 。 毕

来越频繁的经济、法律等交往，您有何建言？

能做的，也仅仅是帮企业找大陆律师代理。台湾律师

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协助 。 到了我这个年龄段 ， 家庭和

竟 ， 台湾律师对大陆法律及各种经济形势的了解到底

刘阳明：

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只起到了一种类似中介的作用，他

事业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 ， 追求个人财富已经不是生

还是有限的 。 到大陆开家律所其实不难 ， 但律师能不

在过去的30年里 ， 大陆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 ，

们并没有实际参与到企业事务中去。这是个很可惜的

活目的 。 从职业社会价值角度 ， 个人希望今后为两岸

能胜任 ， 能不能帮助企业切实解决问题 ， 做出高品质

取得了很大成就，这其中台资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象，台湾律师对在大陆的台湾企业家实际上没有什

经贸合作乃至进一步的融合提供专业参考。

的法律服务，才是问题的重点。

做出很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至少有千亿

么帮助。我本人在过去的20多年，经常扮演这样的角

美金台资投资大陆。事实上，大陆经济的起飞时期，

色。从89年开始，我就经常和客户来大陆，但我能做

两岸律所合作：深度和广度比方式重要

两岸需要进一步的双向司法交流

刚好也是台湾经济的转型期，所以两岸经济实际上是

的事情也仅此而已。所以，多年来，台湾律师对大陆

方圆律政 ： 福建省司法厅2010年9月颁布 《 台湾地区

方圆律政：您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共同发展的。两岸先从文化和经济交流开始，现在不

经济的参与是很浅的，很有限的，两岸律师间合作也

律师事务所在福州厦门设立代表机构试点工作实施办

的签订将会给两岸律师业带来怎样的新契机？

断加强法律的交流与合作，这是符合交流发展的规律

是一种点对点的简单模式。

法 》， 12月 ， 7家台湾律所在福建设分所 。 台湾律师在

刘阳明：

大陆开展业务的方式有哪些 ？ 您对两岸律师的合作方

相比台资在大陆的发展 ， 台湾经济对于大陆的开

的。海峡两岸同胞皆为华人，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

当然 ， 形成这种状况有很多原因 ， 比如 ， 两岸

背景，这是两岸合作的最好基础。我们相信两岸的深

的法律和政策。另外，这与大陆企业当时的法治观念

式有何建议？

放非常有限 。 近年来 ， 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 世界

入合作是必然的。

不强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多变

刘阳明：

各国家和地区都在台湾投资设点 ， 唯有同根生的大陆

交流与学习都是双向的 ， 在大陆改革开放的初

化，我们看到大陆的法治观念迅速增强，立法也越来

两岸律所的合作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 但程度

同胞没有来台合作 ， 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 但是现在

期，大陆向台湾学习法律的情况可能会多一些，但是

越完善。尤其是今年，大陆的七大法律体系建立已完

比较浅 ， 方式也很单一 。 往往是两家律所签定一个备

ECFA的签订，让我们看到了陆资来台的美好愿景。当

现在，台湾的法制建设也非常重视对大陆法律制度的

成，这是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忘录而已 ， 这种合作如果没有具体的项目展开 ， 实际

然 ， 政策和法律的出台总需要一点时间 ， 我们要有耐

上是起不到实际作用的。

心和信心。

研究和学习；大陆法律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经

另一方面，台资企业业务的发展也需要律师更加

验，一步步总结、提升来的，很有自己的特色。我们

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台企投资大陆所需要的法律服

目前 ， 台湾律师在大陆开展业务可采取的方式主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律师都非常期待两岸投资保障

看到，两岸法律实际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两岸今后

务，最初主要是涉及劳动、合同等比较一般的问题，

要有 ： 台湾律师加入大陆所 ， 或成为大陆所合伙人 ；

协议尽快出台 ， 我们相信 ， 该协议将对两岸企业提供

的合作发展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包括律师在内的两

但是现在发展迅猛的台企遇到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高

台湾律所在大陆成立分所 ； 台湾所和大陆所共建律所

双向保障 。 与已有制度和协议相比 ， 它是两岸投资制

岸法律人、企业家共同观察、思考、努力。

端，比如，公司上市、并购、私募、设立分公司子公

联盟。

度更全面的保障 ， 它保护的层次和位阶也更高 。 它的

司等事务。所以，最初的台湾律师对在大陆台商的服
大陆台企法律需求刚刚升级

务仅限于末端，即出现纠纷才介入的方式，已经远远

陆资入台从前端服务开始

不能满足台企目前发展的需要。

根据2010年大陆新颁法规 ， 台湾律所可在大陆设
立分支机构，但地点只能在福州厦门两地。
允许台湾律所在大陆设分所是一项突破性的进

出台必定对两岸的经济和各方面合作打开全新局面 。
两岸的律师合作乃至司法合作 ， 将会出现全新模式 ，
这种模式探索对全世界都会是一个创新和贡献。

而且，我们都知道，现代律师对企业事务的参

步 ， 这项突破让我们看到了两岸对于加强法律和律师

与大陆律师在法律服务上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与 ， 都是从一开始就介入的 。 企业从产生投资意向 、

合作的期望和努力 。 但从全国来讲 ， 福建经济发展或

刘阳明：

着手调研开始 ， 到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 ： 企业对于

者台企发展都不是排名最前的 ， 所以福建对台湾律师

赴台投资要做好很多的准备工作，才能实现投资本

合作伙伴的选择 ， 合作方资质的审核 ， 项目在法律上

的需求也不是最强的 。 而且 ， 即便是福建省内的大企

土化。赴台企业很多是央企、大型民企，这些企业对台

是否站得住脚，投资环境如何，以及合作后一旦发生

业 、 大项目 ， 如果需要律师服务 ， 他们也往往习惯于

投资是非常慎重的，必然要经过政府或者台办的审核和

找北京上海的律师提供 。 对于高端业务 ， 北京上海等

咨询，有明确的投资意向。

方圆律政：台商赴大陆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台湾律师

台资30年前就来到大陆发展，现在，在大陆各地
都能看到台资、台企、台商活跃的身影。但台湾律师
却一直没有跟着走过来。台企往往是在出现了纠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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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政府、台办还是企业，甚至商务部、国资

展，拥有两岸优秀律师资源的综合性律所也会更有能力

委，在做出投资决议时，其实都需要涉台法律专家的意

为在台陆资提供高水准的法律服务。随着德和衡律所各

见。有涉台实务经验的律师

地分所工作的展开，我们两岸律师携手对台商服务也将

作为企业，赴台投资者首先一定找到一位好律师，
这非常重要：台湾的法制比较健全，法治观念很强，律
师提供的意见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和风险。

延伸开去。再进一步，随着两岸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们

律 师 视 角

简析两岸内幕交易罪之构成要件

也考虑两所融合或合并的发展意向。
在我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 我非常希望在两岸的法

另外，对于大陆的律师同仁，我的建议是，中国企

律合作和和平事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贡献自己的心

业要走出去，中国律师就一定要跟着走出去，全面地参

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当今世界是

笔者在台湾曾参与陈水扁女婿赵建铭涉嫌内幕交

期间 。 然当时台北地方法院判决确认为 1 「 内部人于

与这一过程。中国律师必须要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这

没有国界的全新时代，两岸很多理念更是日趋一致；相

易案件之辩护，并持续关注台湾内幕交易罪之立法修

获悉有在于某特定时间内势必成为事实重大影响其股

不仅仅是赴台投资，中国企业走向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

互关怀，共同发展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正及实务见解。希望借由本文简析两岸差异，以期更

票价格之消息时，在该消息公开前，为买卖股票之行

健全相关立法，从而促进证券市场健全发展。

为，即足构成该罪。不须待此讯息在特定时点成立或

如此；这无论对于企业的发展、整体经济的发展还是律

并不为罪，消息成立时点之后，始为禁止股票买卖之

一、前言：

确定为事实后，方认内部人始有独悉之可能性。易言

师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之，认定行为人是否获悉发行公司内部消息，应就相

二、比较两岸内幕交易罪之构成要件：

另外，我建议，在大陆允许台湾律师考取律师资格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一及

关事实之整体及结果以作观察，不应仅机械性地固执

之后，台湾方面也应针对陆资入台及时调整相关法律盲

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内部人实际知悉发行股票公司

于某特定且具体确定之事实发生时点而已，否则将无

区，并为陆资入台提供更宽松的法制环境。如同意大陆

有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时，在该消息明确后，

法把握该立法精神」，该判决创造出高度可能发生事

未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小时内，对该公司之上市或在

实之见解，却也产生不确定法律概念；乃至于之后实

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之有

务见解亦认为 2 「 发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响股票价格

价证券，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入或卖出，构成内线交

之消息，系指在某特定期间内相当可能成为事实之信

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

息或讯息而言，故公司内部人于获悉在某特定期间内

今后的事业重点在大陆，并致力建构两岸法律服务平台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

有相当可能成为事实之消息时，在该消息未公开前，

方圆律政：您在台湾有22年的律师执业经历，办理了许

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

即不得为买入或卖出股票之行为。」

人士到台湾开办律所，或鼓励台湾的法律服务机构为赴
台投资的大陆企业提供服务等。

多影响很大的案件。现在，你通过了大陆的司法考试，
并成为了大陆律所的律师，您今后在律师事业发展方面
有何打算？
刘阳明：
为建构两岸法律服务平台，我今后的工作重心由台
湾延伸至大陆，让台湾名阳法律事务所及北京德和衡律

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

该判决认为签约日虽为消息成立时点 ， 但签约

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构

日之前经过相当期间之协商，应有成立可能之预期，

成内幕交易罪。

乃进一步扩张禁止买卖期间。结果，证券市场人人自

比较两条文构成要件可知 ， 相同之处在于均规

危，盖内部人每日都有可能接触或处理预期将成为重

定：一、内部人知悉重大影响股价之消息；二、重大

大影响股票价格之消息，则内部人是否永远都不能买

消息未公开前，不得对该股票买入或卖出。而台湾法

卖股票？由于争议不断，台湾“立法院”乃修法明确

律与大陆规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重大消息之时点，此可见其立法理由「另为将内线交
易重大消息明确化，俾使司法关于个案办理时有所参

师事务所彼此成为跨越海峡两岸法律服务的前沿，首先
锁定在大陆发展的台资企业及有意愿赴台投资的陆资企
业。
加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后，我会花很多时间在
北京、上海等台商密集的地方考察学习。第一年，我打

刘阳明律师

（一） 要求“实际知悉”重大影响股价之消息

考，并鉴于重大消息内容及其成立时点涉及刑事处罚

内部人固然较容易获悉内幕消息，然知悉与否仍

之法律构成要件如明定于本法 ， 恐过于琐碎且较僵

须以证据证明之，不得仅因其为内部人即“推论”或

化，同时难以因应未来市场之变化。为及时检讨重大

“猜测”其知悉内幕消息，此举证责任应由检察官承

消息内容，以维持弹性，并符合市场管理需要，授权

担，而实际知悉须有相当之证据证明，如此更符合犯

主管机关订定重大消息之范围。」此后，主管机关进

罪构成要件明确性原则。

而公布《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 该

算主要在北京学习,从宏观上全面了解 、 学习大陆的法

办法第五条就消息成立时点明确定义，「所谓消息成

律、政策、经济形式等。第二年，我打算在上海工作，

（二） 重大影响股价之消息必须明确

立时点，为事实发生日、协议日、签约日、付款日、

因为上海有超过30万的台商，30万台商的背后是30万个

重大影响股价之消息是否必须明确，向来引发争

委托日、成交日、过户日、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决议

家庭以及无法计数的员工。再进一步，我们还会到这台

议。而消息是否明确，消息成立时点往往是关键，亦

日或其他依具体事证可得明确之日，以日期在前者为

为罪与非罪之界线。

准。」至此，立法趋于明确，有助内线交易罪之定罪

摘自《方圆律政》2011年4月刊

商聚集的省市考察学习。沿海经济区一直是大陆经济发

笔者于承办赵建铭涉及内幕交易罪之过程中曾提

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相信大陆台商也非常期待拥有两岸

出辩护，主张法院有必要就消息成立时点做出界定，

律师执照的法律人才为其提供服务 。 今后陆资赴台发

北京德和衡通讯2011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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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内不得买卖「公开消息否则禁止买卖」，可知消

特定或特定多数人可共见共闻之情形时，应属消息已

息公开后即可进行股票交易 。 但如何公开 ？ 何时公

公开，而不以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上

开 ？ 公开后证券市场是否能够充分反映该消息对股

办法为唯一之公开方式。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规定，

价之影响？在在均是疑问。大陆法律规定消息公开后

仅有输入公开。奇摩网站为国内外知名之网站，依网

即可买卖(部分特定人除外) 。 此外 ， 公开之形式依据

络无远弗届之特性，……，已置于不特定多数人可共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十一条之

见共闻之状态，…，该等消息已为公众周知，已堪认

规定，“在股票公开发行期间，与发行有关的、应当

定。」3

律 师 视 角

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简评

公开的信息，应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
上及时公告”即可。反观，台湾法律规定更为细致：

（四） 主观犯意

首先 ， 消息公开后十八小时内不得买卖 ， 考其

台湾法律并不论述行为人主观犯意 ， 只要 「 具

立法意旨谓「按消息公开后，应保留一段合理期间，

备『获悉发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明确

使投资人得消化理解该消息并做出适当之反应，援参

消息』，以及『在该消息未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小时

酌美国、日本之规定（美国为公开后二十四小时，日

内 ， 对该公司之上市或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股

本为公开后十二小时）及台湾之现况，并考虑市场资

票，买入或卖出』此二形式要件即足当之，并未规定

讯之对称性与限制公司内部人买卖时点之合理性。由
于台湾不如美国辽源广阔，加上现今网络盛行，资讯

2011年3月18日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IBM公

在当事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反海外贿赂法》

司1998年至2009年在华多起商业贿赂行为向其开出高

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现代绝大多数国家均有反商

达1000万美金的罚单。而此前，2004年4月6日，美国

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可以说禁止向政府官员行贿的做

行为人主观目的之要件。故内部人于知悉消息后，并

电信设备制造巨头朗讯公司宣布解雇其中国首席执行

法并不是美国的专利。但是，美国《反海外贿赂法》

买卖股票，是否有藉该交易获利或避免损失之主观意

官 、 首席营运官 、 一名财务主管以及一名市场部经

的独特之处在于 ， 它不仅仅针对美国本土的贿赂现

理 ， 从而爆出了 “ 贿赂门 ” 事件 ； 2005年3月16日 ，

象，而且扩展到了对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的抵制，这一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点使其有别于其他各国的反商业贿赂法。

4

传播快速，如公司已于当日晚上公布重大消息，投资

图 ， 均不影响其犯罪之成立 」 ， 是以 「 无论基于个

人即可于隔日开盘前得知讯息并做出适当反应，市场

人理财之因素，亦无论主观上有获利或避免损失之意

资讯之对称性已可得以维持，另考虑如定为二十四小

图，均不影响犯罪成立」5 。

时，则在市场资讯已充分反应下，内部人仍须承担一
日不得买卖之限制，恐造成过度限制，反而对公司内
部人造成不公平。因此修订为公开后十八小时内」。

公司董事长张恩照申请辞职 ； 2008年底的 “ 西门子

三、结论：

案”；2009年2月的“大摩高管贿赂案”。这一系列震

一、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主要内容

台湾在过去几年曾被讥为“内线交易天堂”，经

惊国内外的商业贿赂事件把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

美国《反海外贿赂法》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即

其次 ， 公开方式依据 《 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

过近年来对多起内线交易犯罪的惩治以及不断修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不断地曝露在

对政府官员行贿的处理和公司账目的管理。这两方面

方式管理办法》之规定，「两家以上每日于全国发行

内线交易案件现已减少，证券市场的运行更为合法有

报纸之非地方性版面、全国性电视新闻或前开媒体所

序 ， 但在此过程中投资人已付出惨痛代价 。 有鉴于

国人的视野当中。该法案不仅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商业

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在过去，美国企业对政府官员的

发行之电子报报导。另，十八小时之计算系以派报或

此，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蓬勃的地方，证

行为具有巨大的约束作用，同时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贿赂金通常是不记入公司账目的，即便是记录于公司

电视新闻首次播出或输入电子网站时点在后者起算。

券市场规模日益庞大，或可借鉴台湾经验，就内幕交

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其已经对全

账目之上也均汇报不实。因此，《反海外贿赂法》不

派报时间早报以上午六时起算 ， 晚报以下午三时起

易罪之构成要件进行法律修订工作，并进一步完善相

球的商业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仅把向海外政府官员行贿行为认定为犯罪，而且也把

算。」

关司法解释及相关体制建设，进而保护投资人的合法

进程不断加快，该法案将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

以任何目的对公司账目的谎报虚报认定为犯罪。

最后 ， 未免挂一漏万 ， 实务上尚认为重要网站
之公告亦符合公开之要件 ， 此可见 「 所谓公开 ， 其

利益,增强投资人信心，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
运行。

海外贿赂法》的有关内容加以简要评价。

含意应与刑法中之公然情形相当，即该消息已置于不
1.台湾台北地方法院95瞩重诉字第一号
2.台湾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015号
3.台湾台北地方法院99年金上诉字第34号

围内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对美国《反

理、企业并购及投资、不良债权
处理、刑事辩护
手机/Mobile：15221644081
E-mail： lym@deheng.com

主体：依美国《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反海外贿赂法》诞生于1977年，它是水门事件

Act）第十二部分登记设立的股票发行者（issuers of

之后对非法政治捐献和洗钱活动进行调查的产物。在

securities ） 即上市公司 ， 依 《 证券交易法 》 第十五

该调查中，发现不少美国公司为了获取有利于自己的

部分需要定期通报的公司，其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和

待遇，曾经对某些外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各州法律设立的合法实体和主要经营场所在美国的实

官员大量行贿。该调查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效应，随后

体，以及自然人（美国的公民、国民、居民）。包括

作者简介： 张兴宽
业务领域：公司, 房地产与建筑工程, 争

即出台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该法在引起国人的

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也是该法适用

关注之前，已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美国著

的主体。以上主体所从事的触犯反贿赂条款的行为的

议解决

名的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被控利用40个银

构成要件包括：

手机/Mobile：13439725460
E-mail：zhangxingkuan@deheng.com

行账号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美国的国防工程承包商

4.台湾台北地方法院99年金上更（一）字第5号
5.台湾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606号

作者简介： 刘阳明
业务领域 ： 证券金融 、 公司治

《反海外贿赂法》的反贿赂条款主要适用于以下

和军火商巨人公司被控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并

1． 行贿者运用邮政方式或者其他媒介进行各州
间的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过程中行贿，被迫缴纳通过行贿获取的利润1200万美

2． 行贿者以贿赂作为寻求援助的主要手段。

元，并且支付罚金1300万美元。这些案件既在美国也

北京德和衡通讯2011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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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贿赂物是金钱或者其他贵重物品(things of
value)。
4． 贿赂对象是外国政府官员或者第三人 ， 并且
贿赂者明知该第三人可能将与外国政府官员分享贿
赂。
5． 贿赂的目的是为了求得受贿官员的帮助 ， 以
获得或者保持业务。
《反海外贿赂法》的反贿赂条款也对相关重要概
念进行了具体定义：

2011春 季 刊

律 师 视 角

府官员受贿行为的相关规定，所以这条规定基本形同

的美国公司将面临其他国企业的不平等竞争，这必将

适用《反海外贿赂法》对行贿企业进行严厉制裁的同

虚设。第二，这笔款项与推广产品或执行合同直接相

使美国企业蒙受巨大的损失。美国也在积极推动别国

时，中国有关部门对美国企业的贿赂对象却一直保持

关，如为推广、展示、介绍产品和服务所必须花费的

建立相关法规 。 欧盟和经合组织已经完成了相应立

沉默，我国并非没有对商业受贿行为做出相关规定，

差旅费、住宿费等等。

法 ，《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 也将 “ 贿赂外国公职人

但却迟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我国《刑法》规定

《 反海外贿赂法 》 的另一部分是关于公司账目

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

行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

管理的相关规定 。 该法要求公司设立明晰的账目 ，

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引渡等具体条款。国际贸易

无期徒刑，如果执法者能够不折不扣的执行该规定，

对本公司财产进行精确的登记和严格的管理 。 该法

公平竞争机制的实现是大势所趋。随着各国法律和国

足以对行贿者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治

明令禁止公司留有 “ 贿赂基金 ”（ slush fund ） ,以

家间条约的不断建立，国际贸易竞争机制必将趋于完

理商业贿赂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者追究的

及虚报收入支出 。《 反海外贿赂法 》 账目管理部分

善。

力度往往不足，从而使一部分行贿者仍旧抱有侥幸心

1 ． 外国官员 （ foreign official ）： 是指外国政

的规定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 Security Exchange

府或其任何部门或者机构、或公共国际组织的任何官

Commission ） 施行 。 尽管 《 反海外贿赂法 》 对违

三、《反海外贿赂法》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赂，而且将严重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我国经济发

员或职员，或以公务职位代表任何外国政府或其部门

规者仅处以罚款 （ monetary fines ） 并不处以刑罚

该法是一部约束美国公司和个人行为的法律 ，

展的质量和速度，同时也将损害我们国家的形象。

或者机构，或代表任何公共国际组织行事的任何人。

（criminal penalties），但是这些违法企业和个人还

却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我国产生了巨大的撞击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国际

《反海外贿赂法》对“外国官员”的定义并不局限于

将面临多项民事处罚 ， 损失数千万美元乃至更多也

这一撞击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观念的冲击和对现有规则

间经济交往不断加强，必然要求我国要有一个公平、

在外国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也包括被企业以及私人

属寻常 。 这几乎就是对违法企业和个人判处了 “ 死

的碰撞上。《反海外贿赂法》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公平

公开的市场竞争机制，禁止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雇佣的，从事同政府官员类似工作的人员，如：政府

刑”，因此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使得美国的企业决

的观念而不是为了谋求利益。与公平的交易观念相对

从而使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商业贿赂这种危害

部门为建造隶属于政府的建筑，而雇佣的从事设计、

不敢轻易触犯《反海外贿赂法》的相关规定。

应的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在维护公平交易秩序的

最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各国已经纷纷通过专门立法

过程中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譬如为了抵制垄断维护公

加以限制，以维护良好的竞争秩序，其中最典型的就

二、美国制定《反海外贿赂法》的意义

平，美国政府不惜把为美国创造巨大利润的比尔盖茨

是美国《反海外贿赂法》。从商业贿赂的危害性以及

parties）：尽管行贿者并不一定能确定其所支付的全

美国制定《反海外贿赂法》的意义何在？难道是

和他的微软公司送上法庭，足见美国维护公平竞争秩

现行相关法律的局限性上看，我国《反商业贿赂法》

部或者部分贿赂金是否会被给予外国官员，《反海外

担心美国公司在海外竞争实力太强冲击了当地民族产

序的决心。而我国目前所暴露出来的商业贿赂案件可

的出台迫在眉睫，否则商业贿赂行为危害的将不仅仅

贿赂法》仍然禁止行贿者对第三方给付贿赂金。不论

业、压制了竞争对手么？国内很多人认为美国制定这

以说只是冰山一角，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已经成

是国内的某一企业，而是我国整个的民族经济，这也

行贿者确实知道该贿赂金流转到了外国官员手中，还

部法律是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这部法律尽管在

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

是国人所不愿看到的。当然仅靠完善立法是不够的，

是行贿者对第三人行为的结果持故意放任的态度（act

具体定单上让美国企业陷入困境，但是对于美国树立

破坏作用。针对商业贿赂的严重危害性，我国已经制

加强日常的管理监督，确保经营者严格守法也是非常

with“willing blindness”），只要行贿者由于其对第

良好形象有许多好处。笔者认为也许美国不乏道德观

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相

必要的。同时执法部门也应当加大打击力度，严惩商

三人支付贿赂金，从而取得了一定的利益，这就被反

念与国际形象的考虑，但是根本上还是为了维系资本

关规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6年制定的《关

业贿赂行为，以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

贿赂条款认定为犯罪。

主义自由竞争机制下的公平交易观念，保持企业的竞

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但是这些打击商

能使我们的经济活动安全、公平、富有活力，进而建

3 ． 获得或者保持业务 （ obtaining or retaining

争压力和创新动力。其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

业贿赂的规范性文件远远不够而且规定滞后，已经无

立起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

business）：这一概念并不仅指给付贿赂的目的是获

断推进下，海外贿赂行为不仅仅损害了当地企业和居

法满足目前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需要。例如，在美国

得一项政府合同，其目的也可能是为获得一项优惠政

民以及竞争对手的利益，往往也间接损害了美国企业

策。

和美国公民的利益。譬如朗讯的贿赂事件，不仅损害

监督工作的私人建筑师和设计师等等。
2．

对第三方的支付（payment to third

《 反海外贿赂法 》 的贿赂条款也有例外规定 ，

了中国当地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竞争对手，同时也损害

例如所谓的 “ 疏通费 ”（ facilitating payments ） ,即

了美国其他企业的利益。中国并没有以合理的价格采

允许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 ， 用于协调常规的政府行

购朗讯的设备，蒙受损害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国民，同

为，如寻求政府部门的协助以加快执照的办理速度或

时也有美国国民，因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电信企

海关通关检查的效率，获得当地警察的保护等等。被

业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指控触犯《反海外贿赂法》的主体拥有两条肯定性抗
辩（affirmative defenses）：第一，证明其贿赂行为

里心理 。 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 不仅不能杜绝商业贿

作者简介： 梁睿
业务领域：公司法、并购、外商直接投资
手机/Mobile：18611167109
E-mail：liangrui@deheng.com

当然美国也很清楚，如果只有美国执行《反海外
贿赂败法》而其他国家并无同类法规，那么受到约束

在受贿官员本国是合法行为 。 由于各国均有针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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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根据客户的金融安排和投资需要所设定
的硬性要求，在大方向上排除不合要求的地点，并在

如何选择“离岸公司注册地”

律 师 视 角

与美国的关系显而易见，双方将来签署限制保密性相
关条约的风险亦较小。

可供选择的注册地中寻找性价比较高或有其他特殊优

税收

势的几个离岸地提供给客户，对各个地点的选择做利

从税收上看 ， 文莱的国际商业公司没有任何税

弊分析，供客户最终选定符合其各方面要求和个人偏

负，不需要提交账册，不需要审计。而塞舌尔与中国

好的离岸公司注册地。这样我们迈出了最优离岸架构

的关系独特，中国进入非洲的出口产品都是在塞舌尔

中的第一步，为此后配合客户战略安排的各项法律服

进行转口。中国和塞舌尔曾经在1999年签署了避免双

务的开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重税收的协定，这意味着双方不会再签署对塞舌尔不
利的税收信息交换协定。所以使用塞舌尔国际商业公

信息交换协议，并频繁修改公司法的保密规定以缓解

变则通，通则久

案例分析

司进行避税的公司只要操作得当，则因为属地本身的

国际社会的指责。基于以上事实，离岸方案应稳中求

下面以笔者在实际业务中代理的一个案子为例

问题而造成的风险为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客户没

一直被国际投资者追捧。但是近年来对离岸注册地的

变，使用较新的、鲜为人知的属地，例如文莱等新兴

就离岸公司的选定做简要介绍。客户是一个美国自然

有提出保密性要求，从税收的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离

非议却越来越多 。 G20峰会针对离岸地问题已经达成

离岸注册地，从而更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

人，拟通过一定的法律架构收购国内一家内资企业。

岸地，包括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等在内，也已被欧盟国

由于与被收购企业之间存在潜在竞争关系，客户的首

家 、 美国和经合组织 （ OECD ） 国家列入了黑名单 ，

要要求是对其本人身份绝对保密，同时又不得影响其

因此上述离岸地设立的离岸公司很可能被征税。

离岸公司作为国际金融与投资强健有力的跳板，

一致性原则，决定对不合作的离岸地进行制裁，这表

作为高端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律师应当铭记“变

明国际社会对离岸地的监管力度将越来越强。离岸的

则通 ， 通则久 ” 的古训 ， 与时俱进 ， 不拘泥于耳熟

优势面临种种挑战，但这并不会阻挡离岸金融与投资

能详的离岸地区 ， 全面考察各离岸注册地的特性 ，

的发展，也不会减少国际投资者对离岸公司的使用。

选择最合适的离岸注册地，在创新中达到事半功倍的

经与客户进行深入沟通，我们为客户设计了架构

由于离岸公司的本质根植于对金融和投资的创新，因

效果。自备一份详尽的、实时更新的离岸注册地信息

离岸公司完成收购的策略，即由客户在符合其要求的

此只要存在利益需求，离岸地将为适应各种需求而不

汇总，以便灵活运用离岸架构，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

最优离岸地设立母子离岸公司，由该子离岸公司在境

通过上例，我们知道作为律师应当熟练掌握各个

断进行完善和发展。

法。

内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然后通过该外商独资企业完成

离岸注册地的属性和特点，可以从客户的战略安排和

对境内企业收购。该架构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最优

具体需求出发，在离岸地的选择上扬长避短，为客户

的离岸地。

量身定做最合理的离岸架构，而非简单选择常用离岸

保密性

地应付了事。我们要利用专业的知识和勤勉尽责的态

客户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对其身份保密。据此，我

度为客户提供人性化的法律服务。

曾几何时 ， 只要一提及注册离岸公司 ， 中国律
师就会脱口而出 ： 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 BVI ）。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对整个收购过程的实际控制权，另外要求尽可能做出

最终选定

合理的税务安排。

经过上述分析和比较，我们向客户推荐了文莱和
塞舌尔。而客户考虑到宗教和成本的问题，最终确定
选择塞舌尔作为其本次收购战略的离岸公司注册地。

由于香港有着语言、地域和政策上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树立了创新性地选择离岸公司注册地的理念

而且似乎更容易被控制，因此吸引了大量关注；而众

后 ， 具体怎么做出选择 ， 要根据客户的宏观战略安

们首先排除了大部分位于欧洲、美国和加勒比岛屿地

希望本文对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有所启示，

多离岸方案中鼎力推荐的BVI ， 更被视为避税天堂 。

排、具体的现实要求和一定程度的个人偏好而定。我

区的离岸注册地 ， 原因是在911事件和国际反洗钱合

在风云多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与时俱进，以

尽管香港和BVI有诸多优势但也并非完美 。 香港是一

们的做法是把所有离岸注册地按区域分为四大部分，

作的双重压力下，美国与上述地区多数国家已经签署

自身的创造性去满足客户多元化和多样化的需求。

个低税区 ， 而非免税区 ； BVI由于被过度使用 ， 也开

即亚太地区 、 欧洲地区 、 美国地区和加勒比岛屿地

或正在准备签署相关协议，这些协议突破了传统离岸

下附我们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总结和整理的全球主

始被国际社会视为逃税者的工具 ， 并且BVI政府迫于

区。

地的公司保密制度，使公司的商业信息有了暴露的可

要离岸属地特征一览表，仅供参考。表格中包含的信

能。从安全和保密的角度上，这些注册地已经无法满

息需要根据各离岸地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请在有注

足客户的要求。经过简单排除，我们把目光投向了亚

册离岸公司需要时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以便得到及

太地区的新兴离岸地，如文莱和塞舌尔等。在保密方

时和专业的意见。

世界贸易组织的压力已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税务
具体分布如下图：
亚太地区

欧洲地区

美国地区

加勒比岛屿地区

1. 香港公司

1. 英国公司

1. 特拉华州公司

1. 开曼公司

2. 萨摩亚公司

2. 卢森堡公司

2. 内华达州公司

2. 英属维尔京公司

3. 马绍尔公司

3. 塞浦路斯公司

3. 俄勒冈州公司

3. 尼维斯公司

4. 文莱公司

4. 法国公司

4. 其他

4. SVG公司

5. 塞舌尔公司

5. 列支敦士登公司

5. 伯利兹公司

6. 毛里求斯公司

6. 耿西岛公司

6. 安圭 拉公司

7. 库克公司

7. 泽西岛公司

7. 特克斯和凯科斯公司

8. 新西兰公司

8. 瑞士公司

8. 巴拿马公司

9. 迪拜阿联酋公司

9. 荷兰公司

9. 巴巴多斯公司

10. 新加坡公司

10. 马恩岛公司

面，文莱和塞舌尔对公司的商业资料完全保密，其与
美国之间不存在有关保密限制的协议。此外，文莱是
伊斯兰教国家，而塞舌尔坐落在非洲印度洋上，两者

11. 纳闽公司
12. 瓦努阿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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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离岸注册地特征一览表
安圭
拉

巴哈
马

巴巴
多斯

伯利
兹

英属
维尔
京

开曼
群岛

文莱

香港

公司类型

国际
商业

国际
商业

国际
商业

国际
商业

商业

免除

国际
商业

私人
有限

私人
有限

混合

NBCO

有限
责任
公司

非居
民

国际
商业

CSL

私人
有限

适用法律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普通
法

民法

混合

混合

普通
法

现成公司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无

有

注册时间

1
小时

2-5
天

10-14
天

1
天

2
天

2
天

5
天

10
天

1-5
天

1-5
天

1-5
天

1-5
天

2
天

2
天

2
周

5
天

政府费用

200
美金

350
美金

425
美金

100
美金

350
美金

600
美金

1100
美金

450
美金

250
英镑

250
英镑

220
美金

220
美金

300
美金

100
美金

1100
美金

365
新币

马恩岛

巴拿
马

尼维斯

新加
坡

塞舌尔

海外收入
纳税要求

无

无

1-1.25%

无

无

无

无

免

0-10%

0-10%

无

无

无

无

1.5
%

根据
实际
经营
情况

数据透明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仅限
英国

仅限英
国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最少实付
股本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港币

1
英镑

1
英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美金

1
新币

常用
授权股本

五万
美金

五万
美金

一千
美金

五万
美金

五万
美金

五万
美金

十万
美金

一万
港币

两千
英镑

两千
英镑

一千
美金

一千
美金

一万
美金

十万
美金

五千
美金

-

最少董事
数量

1

1

1

1

1

1

1

1

2

2

1

1

3

1

2

1

需要本地
董事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董事信息
透明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董事会议
地点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
何

任何

任
何

任何

任何

股东信息
透明

否

否

否

否

可
选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可选

否

否

是

股东开会
地点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任何

本地秘书
要求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审计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无

是

账目信息
披露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否可以
迁册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无

否

中国
使馆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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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Standards of Review over Anti-dumping Cases under WTO

简述WTO制度下反倾销案件中的审查制度
On March 17, 2011,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C)
released a preliminary ruling to impose up to 73 percent
import anti-dumping duties on Chinese ceramic tile
enterprises. The interim duties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March 17, 2011 and remain effective until September
17, 2011 when the final ruling will be released. This
preliminary ruling was made based on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gainst imported ceramic tiles from China
launched in June, 2010. It argued that European
tile manufacturers were injured by imports of lowpriced Chinese ceramic tiles. This is the largest antidumping case in the ceramic tile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impact on the industry
will be tremendous. This is not a particular case in
this field. On February 17, the trial court of European
Union made a ruling on the anti-dumping case filed
by Hubei (Yichang) New Century Food Company
and Zhejiang New Century Food Company against
European Commission which revoked the antidumping measures imposed on another two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final ruling by the EU Commission
on December 30, 2008. Although the ruling would be
subject to appeal, review and re-investigation, this is a
victory encouraging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hina ’ s
export to the world increased by 31.3% in the year of
2010.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the WTO Secretariat
Report, 19 WTO Members reported initiating a total
of 69 new investigations while China was the most
frequent subject of the new investigations and a total
of 14 Members reported applying 59 new anti-dumping
measures1 .
Through review of WTO rules, anti-dumping measures,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to protect domestic companies which
suffered damages from imports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cases, the injured
importing country always applies to the Panel and
Appellate Body of WTO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dumping from the exporting country and there raises
the question of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review. In
some cases, the issue is clear and uncontroversial, but
in other cases, it would be controversial whether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dopted by panels is appropriate or
not. This article will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i-dumping Agreement ( “ ADA ” ) and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 and analyze
standards of review on both ADA and SCM in dumping

cases by comparing standards of review when
considering a complaint under each agre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VI of GATT 1994 and SCM

Relationship between SCM and Article VI of GATT
Both the SCM and ADA are the rules for anti-dumping,
the question the panel facing is whether Article VI
creates rules which are separate and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SCM Agreement, and which can be applie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at Agreement, or whether Article
VI of GATT 1994 and the SCM Agreement represent
an inseparable package of rights and discipline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2 . In phrasing this
issue, the panel on 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 made
clear that the SCM Agreement did not supersede Article
VI of the GATT 1994 as the basis for the regulation of
the WTO Agreement of Countervailing measures3 . In
making this finding, the panel relied on the general
interpretive note to Annex 1A of the WTO Agreement
and the fact that certain provisions of Article VI are not
4
“replicated or elaborated” in the SCM Agreement .
The Appellate Report of 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5
also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the provisions of the
GATT 1947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GATT 19946, they are not the total sum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WTO Members concerning
a particular matter. The general interpretative note to
Annex 1A was added to reflect that the other goods
agreements in Annex 1A, represent a substantial
elabor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GATT 1994 in
many ways, an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e
other goods agreements conflic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GATT 1994, the provisions of the other goods
agreements prevail, which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the other goods agreements, such as SCM
Agreement, supersede the GATT 1994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M Agreement and
Article VI of GATT 1994 is set out in Articles 10 and
32.1 of the SCM Agreement7 . In Appellate Body on
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 the panel indicated that
Article VI of the GATT 1994 and the SCM Agreement
represent a new and different packag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among WTO Members, regarding the
use of countervailing duties. Thus, Article VI and the
SCM Agreement respectively impose obligations on a
potential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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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tervailing duties, in the form of conditions
that have to be fulﬁlled in order to impose a duty, but
they also confer the right to impose a countervailing
duty when those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The SCM
Agreement and Article VI together defin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obligations on a potential user of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and clarify and in some cases
modify the whole packag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pon a potential user of countervailing measures8 . From
the Appellate Report of 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 it
indicated that the fact that Article VI of the GATT 1947
could be invoked independently of the Tokyo Round
SCM Code under the previous GATT system does not
mean that Article VI of the GATT 1994 can be applied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CM Agre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WTO, because the new WTO regime intends to
put an end to the fragmentation that characterized the
previous system9 .

Relationship between SCM and ADA
Anti-dumping Agreement applies only to “reviews of
existing measures” initiated pursuant to applications
made on or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for the Member concerned10 . The panel
on US DRAWS stated that when compared with the
ﬁndings of the panel on Brazil – Desiccated Coconut,
the approach is in line with that adopted by the panel
on Desiccated Coconut in respect of Article 32.3 of the
SCM Agreement, which is virtually identical to Article
18.3 of the ADA11 . The panel stated that Article 32.3
defines comprehensively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SCM Agreement applies to measures which were
imposed pursuant to investigations not subject to that
Agreement. Speciﬁcally, the SCM Agreement applies to
“reviews of existing measures” initiated pursuant to
applications made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entry into of
the WTO Agreement. It is thus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reviews provided by the SCM Agreement, and
only through that mechanism, that the ADA becomes
effective with respect to imposed measures pursuant to
investigations to which the SCM Agreement does not
apply12 .
Standard of Review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DSU 13 (SCM)
Article 30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SCM) provides that the DSU
applies to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under the SCM
Agreement. Thus, the provisions of DSU should be
the applicable law to solve these disputes when panels
consider a complaint under the SCM. Focusing on
standard of review,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DSU
are elaborated in Article 1114 :

2011春 季 刊
“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assis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 in discharg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ccordingly,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and make such
other findings as will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Panels should consult
regularly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nd give them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e Appellate Body, in US – Cotton Yarn, indicated
its Reports on Argentina – Footwear (EC), concerning
disputes under the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spell
out key elements of a panel’s standards of review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DSU in assessing wheth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omplied with their obligations
in making their determinations ” 15 . The Appellate
Body also stated the summary of the standard that
panels must examine wheth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has evaluated all relevant factors; they must assess
wheth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has examined all the
pertinent facts and assessed whether an adequate
explanation has been provided as to how those facts
support the determination; and they must also consider
whethe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s explanation fully
addresses the nature and complexities of the data and
responds to other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ata.
However, panels must not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or substitute their judgment for that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16 . Thus, when considering
a complaint under DSU or SCM of anti-dumping or
countervailing cases, panels should adopt all the
standards which have been mentioned above.
S p e c i f i c a l l y, t h e f i r s t s t a n d a r d i s “ o b j e c t i v 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which means
that the claim should be made by the complainant. In
the case Chile – Price Band System, the Appellate
Body pointed out that the panel made a finding on
a claim that was not made by Argentina, and having
determined that the duties resulting from Chile’s price
band system could not be assessed under the first
sentence of Article 11.1 (b) of the GATT 1994, the panel
then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measure under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at provision. The Appellate Body
also indicated that with their ﬁnding in US – Certain EC
Products, the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11.1 (b) was
not the subject of a claim before the panel, because,
it made a ﬁnding on a provision that was not before it,
thus, the panel did not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as required by Article 11 of
DSU17 . Therefore, the Appellate Body consider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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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el had exceeded its mandate and ﬁnally acted
inconsistently with Article 11 of DSU.
The second standard is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 which involves panels ’ duty and discretion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Panels have the duty to
examine all evidence which is first presented in case
EC – Hormones, the Appellate Body stressed that the
duty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was, among other things, an obligation to consider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a panel and to make factual
findings on the basis of that evidence; the deliberate
disregard of, or refusal to consider, the evidence
submitted to a panel is incompatible with a panel’s
duty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18 . With
respect to th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in case Australia
Salmon, the Appellate Body considered that panels
were not required to accord to factual evidences of
the parties the same meaning and weight as do the
parties19 . Panels also have the discretion as trier and
weight the facts. In EC Hormones, the Appellate Body
stressed the role of the panel as the trier of the facts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edibility
and weight properly to be ascribed to a given piece of
evidence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fact ﬁnding process
and is, in principl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a panel as the
trier of facts20 and it is generally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panel to decide which evidence it chooses to utilize
in making findings21 . The Appellate Body also said
that the panel cannot realistically refer to all statements
made by the experts advising it and should be allowed a
substantial margin of discretion as to which statements
are useful to refer to explicitly22 .
The third standard is “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y’s explanation is
rational and adequate: not a ‘de novo’ review”. In
case Argentina Footwear (EC), Argentina alleged that
the panel erred in applying that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by conducting a “de facto de novo review” of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Argentine authorities.
But the Appellate Body rejected Argentina’s argument
to state that the panel examined whether, as required
by Article 4 of the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the
Argentine authorities had considered all the relevant
facts and had adequately explained how the facts
supported the determinations that were made23 . Thus,
the Appellate Body thought the panel was simply
fulﬁlling its responsibility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DSU in
taking the approach it did and the resulting safeguard
measure applied by Argentina were consistent with
Article 4 of the Agreement on Safeguards24 .
The final standard is “ make such other findings ”
which is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ability of panels to
exercise judicial economy identifying in the case US
– Wool Shirts and Blouses.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of DSU, nothing in this provision or in previous G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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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requires a panel to examine all legal claims
made by the complaining party. Thus, if a panel found
that a measure was inconsistent with a particular
provision of the GATT 1947, it generally did not go on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easure was also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GATT provisions that a complaining party
may have argued were violated25 . The Appellate Body
on US – Wool Shirts and Blouses also referred to Article
3.7 of the DSU and emphasized that a requirement to
address all legal claims raised by a part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basic aim of dispute settlement26 .

Standard of Review in ADA
Article 17.6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ADA),
sets out a special standard of review, which is the only
precise guideline in the WTO law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nd it is specifically applicable
in anti-dumping proceedings 27 . Article 17.6 ADA is
concerned with two aspects of standards of review:
the review of the factual determinations made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rticle 17.6 (i) requires the
panel to establish proper determinations of national
authorities which was unbiased and objective. Article
17.6 (i) read as follows:
“… [I] n its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the panel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
establishment of those facts was proper and whether
the evaluation of those facts was unbiased and
objective.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s was proper
and the evaluation was unbiased an objective, even
though the panel might have reached a different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will not be overturned.”28
Meanwhile, in case Guatemala – Cement II, the
panel defined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pplicable by
virtue of Article 17.6 (i) that in panel’s review of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evaluation of the facts, the
panel will ﬁrst need to examine evidence considered by
the investigation authority, and second, this examination
is limited by Article 17.5 (ii) to the facts before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which means, the panel is not
to examine any new evidence that was not part of the
record of the investigation29 .
The First standard of Article 17.6 (i) is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s was proper ” . In case Guatemala –
Cement I,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claim that the
initi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Article 5, the panel “ scrutinized all the information
which was on the record before the Ministry at the
time of initiation in examining whether an unbiased
and objective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could properly
have made the determination that was reached by the
Ministry.”30 The Appellate Body found that the dispute
was not proper before the panel and therefore did not
reach a conclus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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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 by the panel. Accordingly, the Panel Report
on Guatemala – Cement I was adopted as reversed
by the Appellate Body.31 The second standard is “the
evaluation of facts was unbiased and objective”. In
case US – Stainless Steel, the panel examined the
determin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ties on the
issue of whether certain local sales were in dollars
or won.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the panel must
check not merely whether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have
properly established the relevant facts but also the
value or weight attached to those facts and whether
this was done in an unbiased and objective manner,
this concerns the according of a certain weight to the
facts in their relation to each other; it is not a legal
evaluation 32.While in case Thailand – H-Beams, the
Appellate Body stated that “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he words ‘ unbiased ’ and ‘ objective ’ also
appears to have no logical link to whether those facts
are disclosed to , or discernible by, the parties to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final
determination.”33
The second issue is whether an anti-dumping measure
is leg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DA, which is dealt with
under Article 17.6 (ii) in two steps. Firstly, the panel h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 permits
different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Secondly, the measure
will be upheld if national authorities acted according to
34
“one of thos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s” .Article
17.6 (ii) reads as follows:
“The panel shall interpre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here the
panel ﬁnds that a 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Agreement
admits of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the panel shall ﬁnd the authorities’ measure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greement if it rests upon one of
thos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s.”35
The first sentence,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had been looked into in case US – Hot-Rolled Steel
in which the Appellate Body stated that the panel
shall interpret the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considered that it echoed closely
Article 3.2 of the DSU. While the Appellate Body also
stated that this aspect of Article 17.6 (ii) involves no
‘ conflict ’ with the DSU but, rather, confirms that
the usual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DSU also apply to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The second sentence,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deals with the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of a provision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36 . In case US – HotRolled Steel, the Appellate Body defined the term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indicated that panel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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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g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measure rests up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which is permissible under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Article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37 .

Relationship of standard of review in Article 17.6 ADA
and Article 11 DSU (SCM)
It seems that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Article 11 DSU
and Article 17.6 are of different natures and to some
degre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gives an
impression as Article 17.6 is an exception to Article
11 DSU. In case United States Hot-rolled Steel, the
Appellate Body ruled that Article 17.6 of the ADA is
supplementary to Article 11 of the DSU in relation to
anti-dumping matters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substitute of Article 11 of the DSU. As a
matter of fact Article 11 DSU is a guiding principle
and Article 17.6 ADA on the other hand is simply an
elaboration and elucidation of Article 11 in the speciﬁc
circumstance of anti-dumping cases38.The Appellate
Body then focused on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both
provisions and indicated that Article 11 of the DSU
imposes upon panels a comprehensive obligation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an
obligation which embraces all aspects of a panel’s
examination of the ‘matter’, both factual and legal.
Article 17.6 is divided into two separate sub-paragraphs,
each applying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panel ’ s
examination of the matter, while the ﬁst sub-paragraph
covers the panel’s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whereas the second covers its ‘interpre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
17.6 involv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a panel’s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and its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39 .
The panel on US Softwood Lumber VI pointed out
that under Article 17.6 of ADA, with respect to claims
involving questions of fact whether the measures at
issue are consistent with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DA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properly
established the facts, and evaluated the facts in an
unbiased manner. Similarly, the Appellate Body has
explained tha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DSU, a panel’
s role is not to substitute its analysis for that of the
investigating authority40.The Appellate Body has also
stated that although panels are not entitled to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or to substitute their
own conclusions for thos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panels must simply accep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41.The Appellate
Body stated that,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review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DSU and Article 17.6 of the ADA,it is either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to conduct separate analyses of the USI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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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under the two Agreements and they
consider this result appropriate in view of the guidance
in the Declaration of Ministers relating 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 the AD and SCM Agreements 42 .
While the Appellate Body stated that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does not requi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ticle 17.6 standard of review in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it nonetheless seems that the case
involving a single injury determination with respect to
both subsidized and dumped imports, and where the
claims involved identical or almost identical provisions
of the AD and SCM Agreements, it should seek to avoid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43 .
Conclusion
Both the ADA and SCM can be deemed as supplements
o f G AT T 1 9 9 4 i n a n t i - d u m p i n g a r e a . W i t h t h 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ecomes m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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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requent, which may cause more disputes. China,
as one of the largest exporting countries, has been and
still might be subject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more frequently. Therefor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 and SCM Agreements
becomes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the most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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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reviews provided in the SCM Agreement,
can the ADA become effective with respect to measures
imposed pursuant to investigations to which the 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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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when adopting the Agreement.
Thus, the purpose to analyze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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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will help Chinese
exporters to know the rules of the Panel to avoid the
uncontroversial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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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kel Buying Real Estate in Germany

去德国投资不动产吧！
一、市场概况

发公司购买这些房子，然后将其分割为单独的共管式

虽然世界某些地区的不动产价格已经超过了人们

公寓，如此一来，这些公寓就可以作为独立的单元出

能够承受的最高限度，然而德国的不动产却保持着相

售。该公寓每平方米的价格在1000-4000欧元之间，大

对较低的价格水平，因此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明显

约15%的净利润将不得不计算在销售成本中 。 选择这

增多。整体而言，德国经济正以飞快的速度复苏。这

样的房子用作出租的房屋，一般情况下，每年的投资

一点可以通过办公区域租赁业务的回暖以及住宅需求

回报将在6%-8%之间。

的增长等方面体现出来。2010年是利好的一年，不动

2、 超市和购物市场

产的价格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几

一般情况下，超市是一个很难获利的投资领域。

乎没有什么新建建筑——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房

那些著名的超市连锁店往往在一个地方经营得好，在

源供应短缺的情形。

另一个地方经营得却不好。所以，出租一个超市给这

但是，这也意味着那些从事租赁业务的投资者必

样的一个超市连锁店，在今天看来并不能决定一切。

须集中精力关注这些租赁需求最大的城市和地区。通

现实情况变化迅速。如果超市位于商业中心的话，就

过观察得知，某些特殊的城市，诸如法兰克福、慕尼

可以连续多年持续盈利，那就是一项很好的投资。每

黑、斯图加特、杜塞尔多夫、汉堡、科隆等，始终保

年资本投资的回报率预计将达到8.5%-12%。但是这样

持着最强的吸引力和最高的租金水平，也仍将继续保

的机会毕竟是不可多得的。所以，不论市场被出租给

持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柏林早已被外国投资

哪一个连锁店，在购买德国东部的不动产时，投资者

者看中 ， 它的不动产价格已经上涨了25% 。 像法兰克

都要认真做好调查，以确定购买哪里的不动产，以及

福、慕尼黑、斯图加特等这样的城市，租金水平较为

何时购买等事宜。

平稳，尤其是在非常好的城市地段。考虑到过去的7年

3、混合型不动产

来，新建建筑物的数量持续减少，以致达到了历史低

由商店和公寓组合的房子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尤

水平。如此一来，在不动产如此短缺的市场上，租金

其是当它坐落于商业中心的时候，那将是最好的投资

就会抬升。

选择。它的价格预计将是非常高的。如果不动产的地

考虑到新建的房屋极为有限，因此重新装修老建
筑，然后将其出租以赚取租金收入，或者以共管式公
寓的方式将其一户一户地卖出去，都是很有价值的。

理位置优越的话 ， 它每年的投资回报将在6%-10%之
间。
4、建造新公寓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建议 ， 仅仅提供给有经验

二、不同类型不动产的市场评估

的建筑公司，而且这些公司需要与一家在处理与德国

1、用于租赁的住宅

市政府的关系方面有经验的德国房屋建筑公司合作。

Zinshaeuser （ 带有8-20间公寓 ， 用于出租的房

此外，这些公司应当对房屋销售预期有相当程度的了

子）现在成为德国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它在法兰

解，否则，这笔投资将以失败而告终。

克福很难操作，但是，在杜塞尔多夫、汉诺威、和柏
林，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这种用于出租的房子

三、购买（不动产）的步骤

更加受到Aufteiler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青睐 。 这些开

根据投资规模的大小进行周密的调研，首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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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地点。不动产的价格需要完全核实清楚，该项工

额应与上述差额款项保持一致），或者储存在融资银

作最好由一位检验员或者评估人进行。这笔用于价格

行的金融有价证券等。有时，个人或者公司也会仅仅

评估的费用通常由不动产的购买方承担，但并非硬性

以自身的资产来购买，但是这样的案例实属少见。

要求。仔细检查房子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是亲自

在德国没有居留权，也没有收入的外国人，在一

检查，也要由一位业内人士进行，他可能是一个经纪

定条件下，也有可能筹措到资金，但是，筹措到的资

人，或者是清楚哪些是关键点的人。

金不会超过购买价格的60%。

如果投资时需要融资。购买方应在签订公证合同

在购买合同签订之前 ， 融资事项应该是有保证

之前，提供一份由资质良好的银行出具的、表明该银

的。但是有时人们往往会签订预定合同（约定在一定

行不可撤销地受理贷款融资的证明，或者，他拥有现

的时期内签订正式合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有足够

金存款，用以证明资金的存在。

的时间来融资。然而，唯一有效力的文件是购买契约

签署该销售契约的公证日期应经各方同意。在公

本身。

证时，公证员须在双方当事人面前朗读公证协议，必
要的情况下需要翻译在场。对契约进行了任何更改或

五、其他

补充之后，双方当事人和公证人员应在契约上签字。

拥有德国住所并非是在德国购买不动产的必要条

这份协议是不可撤销的，不同于那些两周内可以撤回

件。只要有有效的护照和足够的资金，任何人都能在

的销售合同。契约的内容是双方同意房屋的买卖以及

德国购买不动产。不论如何，在德国拥有不动产，并

所列的全部条件，诸如付款日期、房屋交付日期、任

不意味着，你有权利移民德国。

何必要的修缮或者出卖方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以及
其他的必要性条款。

在德国，对不动产的管理是很容易的。任何房屋
都可委托不动产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根据目前德国的

之后 ， 由公证处办理下一步手续 ， 即参照 “ 地

规定，如果公寓附属于一个分区的公寓楼的一部分，

籍登记簿”中的其他所有申请，对其进行登记造册。

那么，该公寓必须由不动产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每套

没有这一步的登记造册，任何不动产的买卖都不能进

公寓的管理费用是每月25-35欧元。租金的管理和不动

行。

产的一般管理分离，因此在合同双方同意的前提下，
在公证日 ， 需要支付不动产代理人或者经纪人

可将租金管理服务委托给收费的代理机构。

佣金。这笔费用的数额因购买的不动产位于德国不同

鉴于我们并非税务专家 ， 而且在相对独立的任

地区而有所不同，大致会在购买价格的3.5%-6%之间

何情形下，都应当对税务事宜进行仔细研究。任何从

（（包括增值税）。

德国取得租金收入的个人，即便不居住在德国，也要

在购买合同签订后的2-4周内，需要缴纳不动产购

填写自己每年度的“steuererklaruing fur beschrankt

置税，它是合同约定的购买价格的3.5%。公证费和登

steuerpﬂichige”，这是那些未在德国缴纳正常收入所

记费也应于同一期间支付。这些加起来约占不动产购

得税的人应当填报的税务申报表格。该制度对当事人

买价格的2%-2.3%。

在中国境内的税收义务将产生何种影响，有必要向中
国的税务咨询师确认。如果在德国没有住所的外国公

四、融资

司在该国购买和出租不动产，所适用的税收政策略有

德国的不动产融资，要么是通过抵押银行，要么

不同，但是你有必要咨询税务师。

通过一般银行，要么是通过融资机构来进行。一般情
况下，购买价款的60%-70%是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筹

免责声明

措的。所有高于这个数额且不超过100%购买价格的差

本文信息仅仅是对那些拟投资德国不动产的投资

额款项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进行担保，例如保险（保险

者提供的辅助性指导，在此不对本文信息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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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以及约束力作出保证 。 出版商对于当事人依照这些信息所做出的行为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 比起这些建
议，还是要咨询德国的代理人、公证机构、税务咨询师和不动产领域内的其他专业人员。

中国企业境外收购的机会与方式
作者简介：Dr. YorkGero von Amsberg
Amsberg
业务领域：国际并购、
业务领域：国际并购、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电话/Tel:+ 49 30 81820030;
电话/Tel:+ 49 30
E-mail:berlin@deheng.com
81820030;
E-mail:berlin@deheng.com

全球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兑换西方国家主要货币

Blue公司以往每店每年10万美元左右的净利润情况，

业务领域 ： 公司法 、 外商

（如美元、欧元、英镑）的比例升到了历史最高。也

如果投资者第1年对每个门店分别再投入30万美元的经

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同样是金融危机，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优质资产的价

营资金，且从第2年起继续利用这30万美元经营，依据

手机/Mobile：13810767812

值被严重低估，这正是中国企业收购境外资产，开拓

这样的情况预估，这种“择店而开”的投资形式可以

E-mail ： liujing@deheng.

海外市场的大好时机。作为涉外律师，笔者多年来与

给投资企业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企业在购得该公司

com

国外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模式往往是，他们的客户想到

的相关知识产权后，就可以在国内以该品牌零售了。

中国来买地建厂或者收购企业，中国律师给予相应的

由于Anchor Blue长期以来在中国由代工企业生产相

法律协助。然而，近年来，方向有所转变。国外律师

关产品后运到美国市场销售，国内的服装企业在取得

发给我们的信息多是，其所在国有相应的资产或者企

了该品牌的相关知识产权后，产、供、销环节缩短，

业出售，询问中国律师是否可以推荐中国买家，这其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国内上市的服装企

中不乏好的项目。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发达

业中，拥有国际知名品牌的服装企业尚在少数，即便

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消费者购买意愿降低，加之发

如此其在证券市场的市盈率都不低于40倍。假如一家

达国家的破产法比较严厉（企业欠款几百美金就有可

缺乏自有品牌的代工企业能够积极购买该品牌，在整

能被宣告破产），然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增速很快，

合自有资产后上市，可以实现在短期内快速增长的目

国内的消费也在不断地增长，同样的资产从国外收购

标。

译者简介： 刘静

作 者 简 介 ： D r. Yo r k - G e r o v o n

待售房产简介：

过来以3-4倍的市盈率即可成交（破产企业则更低），

然而 ， 由于该项目组织时间比较短 ， 我所接触

但是经过中国企业整合后再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发

的个别客户纠结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相关审批程序

行，其市盈率可高达五六十倍，其中的的商机不容小

和时间，而没能及时出手，导致该品牌以50万美元的

觑。

价格被一家美国公司竞拍获得。笔者在惋惜之余，希
下文通过前一段时间接触到的一个项目，引出笔

者对中国企业境外资产收购的思考：

望通过本文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相关程序的分析，消
除中国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疑虑，以期在下一次商机来
临之际，可以协助中国企业很快的抓住商机，走向世

关于Anchor Blue

界。

2011年1月11日 ， 美国加州服饰连锁店Anchor
Blue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宣布破产。3月3日，Anchor

购买境外资产相关问题分析

Blue公开拍卖旗下现有的117家品牌服装零售连锁店

资产收购中，目标企业的债权债务状况一般比较

的全部资产。我们分析认为：虽然Anchor Blue旗下门

清晰,收购公司只要关注资产本身的债权债务情况就基

店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销售业绩不良，但这一品

本可以控制收购风险。与股权并购方式相比，资产收

牌潜藏的商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Anchor Blue品牌服

购可以有效规避目标企业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如债权

装零售连锁店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具有近40年的历

债务、劳资关系等。与资产投资相比，资产收购产生

史，拥有117家分店，分布于美国各大购物中心。该服

的效益能够当年收购，当年见效。它的这些优势使其

饰连锁店专门经营15岁至25岁青少年的时尚服装，侧

成为企业投资和拓展海外业务的好选择。

该房产位于西欧的乡村地带，是一座历史悠久但

个性化需求以及私人装备，另有现代化客房以及宫殿

极具现代建筑风格的宫殿。该宫殿曾于2006年进行大

区域的健身场所。会场方便客人交流，类型多样的房

重于牛仔裤和套装。2010年，Anchor Blue还开辟了网

规模翻修，在保留宫殿独特风格的前提下，使其设施

间保证客人的工作不受干扰，另外提供普通饮食、有

上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宽了市场。

条件符合当代最高标准。该房产的内部装修现正处于

利身心放松的桑拿浴等。

计划阶段，装修工作完成后将为您的员工或客人提供
大型会议所需的一切条件。
我们秉承的理念是：“多位一体”会场，并融合

中国企业往往缺乏过硬的品牌和成熟的销售渠
道，从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进出

我们搜集 、 分析了Anchor Blue有待拍卖的117

口商的需求及其盈利空间将大幅度缩小，制造商到另

家连锁店的全部资产的相关信息，向本所个别客户介

一国直销的尝试将日益增多。很多优质境外资产实际

绍与此项拍卖相关的全部法律事宜。我们认为，如果

上掌握着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品牌和成熟的销售网络。

程。该宫殿目前正处于建设之中，因此可以进行变通

先竞拍Anchor Blue的全部资产 （ 起标价在30万美元

因此，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些境外资产中的有利资

性规划。其会议性用途将于2012年完成。

左右），然后选择其过去两个年度持续盈利的部分门

源，尽早掌握客户群和销售网络，抢占在国际市场中

店 （ 例如2家至20家 ） 承继营运 。 这样 ， 依据Anchor

的优势地位。

该区域交通条件便利，，距离机场不足50分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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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下，可以高效地完成对境外破产企业的资产收购。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步骤
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时，基本审批部门主要包

企业发现潜在的资产收购机会后，应尽早聘请熟悉国

括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基本报批流程主要分为

外破产企业业务的国内外律师，积极参与到资产收购

筹备、正式审批和境外投资运行。

的竞购中去。因为，境外收购资产工作具有极高的复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杂性和专业性，选择一个专业团队，处理收购过程中

对企业境外投资实行核准，中央企业直接向商务部申

的相关法律问题，防控法律风险，对收购成功起着关

请 ， 地方企业开展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的

键性的作用。

美国近期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信息
序号

1

公司名称及相关网站

Aerial Lift, Inc.
http://www.aeriallift.com/

境外投资或者能源、矿产类境外投资，报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审批。国家对境外投资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

购买境外资产过程中，律师的作用

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在北京、天津、上海、山东、青

国内企业在收购资产前要对目标公司的合法性、

岛、江苏、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

资产权利范围、负债情况等进行深入、准确的了解。

12个省市进行境外加工贸易以外的境外投资项目，由

律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法律服务经验和对相关领域的深

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准境外投资项目后报商务部备

度了解，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法律建议、提示法律风

案；沿海及四川、重庆、黑龙江等省市各有2亿美元的

险，从国内企业角度出发，拟定法律文本，保障国内

用汇规模，额度内外汇来源由地方外汇分局审查。我

企业的现有和预期利益。此外，各国法律制度不尽相

国目前已取消了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的规定。

同，企业在正式开展海外投资时有必要聘请律师对东

对于申请的投资项目 ， 主管部门5日内决定是否

道国的外资准入制度、公司法律框架、税务体制、外

受理，受理后15日内决定是否批准。需要征求驻外使

汇管制要求等法律法规做详尽的调研。若确认存在一

领馆意见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得到回复。一般投

定的瑕疵 ， 不但可以增加国内企业投资时的谈判资

资受理后3日内即可获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其他

本，还可提前对该等瑕疵做相应安排，为未来股权资

投资则需要2个月左右。

产转让或者资本运作设计好相应构架。

2

3

4

境内机构可以使用自有外汇资金、符合规定的国
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汇或实物、无形资产及经外汇

借力境外收购基金，巧妙抓住商业机会

局核准的其他外汇资本来源等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直

笔者近来了解到已有一些独具慧眼的基金开始收

接投资所得利润也可留存境外用于其境外直接投资。

购境外的房产、资产、企业股权等相关被低估值的资

开展境外投资，需购外汇或从境外汇出外汇的，应事

产。其中与笔者密切合作的两只基金采取的方式是首

先报所辖地外汇分局进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全部以

先在境外搜寻国内需求较大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境外

实物投资的项目，援外项目和经国务院批准的战略性

公司，然后与国内的某家实体经济组成联合竞购的实

投资项目免除该项目审查。境内机构可以向境外直接

体，共同与境外公司洽谈收购事宜。这些基金由懂得

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或融资性对外担保，也可以在

财务、法律以及管理的资深投资人进行管理，结合国

其境外项目的筹建阶段汇出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但

内的实体企业的目的是能够整合国内市场经验，共同

此笔费用一般不超过境内机构已向境外直接投资主管

收购成功后再在国内以恰当的方式实现双方利益最大

部门申请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

化 ， 往往以基金将相关股权转给国内专门作Pre-IPO

国外的不良资产市场相对稳定，其破产企业的收

也就是上市前融资的私募基金，实体公司经过整合变

购程序也十分规范，一般会在90天内完成审查。如果

成了拥有国际资产的公司，在上市后能够实现资产的

针对某一项目投资，走完国内审批程序后再投时间有

价值最大化。此种打法对于有境外拓展意向的中国企

些来不急。但是，有准备的中国企业在专业机构的帮

业也是可以快速平稳增长的方式之一。

5

6

7

作者简介： 邱榆霞
业务领域：公司法、并购、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项目融资
手机/Mobile：13910196831
E-mail：qiuyuxia@d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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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ngiotech America, Inc.
http://www.angiotech.com/

公司简介
Aerial Lift公司是一家生产登高装置的企业。如今，该公司制作并服
务于拥有自有品牌的产品，康涅狄格斗式铲车。该公司现在拥有能
够提供全天候道路服务的几款机型，所有零配件都有库存，随时准
备隔夜交货。一经要求，还可向美国境内的任何区域提供24小时服
务。
Angitech是一家生产医药和医疗设备的公司。公司在多伦多证券交
易市场上市。公司与波士顿科技集团共同开发并由其销售的TAXUS
® 是公司的主打产品，全球已经有伍佰万患者服用这个系列的药
品。自从2006年收购美国医疗设备公司后，该公司继续拓展研发能
力并且具备了生产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尤其是在医疗设备市场包
括外科手术设备，OEM市场。Angitech目前正在研究下一代产品包
括公司自主研发的Quill™ Knotless Tissue-Closure Device，这是一
套创伤愈合设备。今天Angitech已经是一家拥有自己的直销公司，
营销范围覆盖北美和欧洲，并且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医药公司。

Architectural Specialties
Trading Company
http://astcinc.com/

AST是美国国内领先的家具制造商。公司凭借快速的发展被INC杂志评
选为美国成长最迅速的私营企业之一。

B.G. Sulzle, Inc.
http://www.bgsulzle.com/
about.cfm

B.G. Sulzle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生产医用针的企业，该公司的
产品销往全球并且符合最严格的跟踪制度，保证其产品符合当地的
卫生标准。

Blue Water Services Ltd.
http://www.bluewater.com/
company.asp?refID=12&ID=1
2&contentID=12

自从1978年设立至今，该公司建成了一套以科技为导向的海上炼油的设
计、发展、出租和运行系统和单点系泊系统，该公司目前拥有完整的海
上浮式生产储油船系统，分布在英国、挪威、南非、中国等地。公司研
发并且为全球多家客户提供先进的泊船转化系统。

Capital Cargo, Inc.
http://www.capitalcargo.com/
about.asp

Cargo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Inc.
http://www.cargotsi.com/
aboutus.html

Eagle One Golf Products, Inc.
http://www.eogp.com/

Capital Cargo公司是一家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附属航空公司，向国内
国际的客户提供机场间的航空运输服务，并提供湿租赁，也即提供
航空器，员工，维修和保险服务。该公司能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保
证员工和飞行器的投入使用，并且可以适应客户行程的临时改变。
该公司的主要飞机型号有B727-200和B757-200，可以满足客户的个
性化要求和特殊的时间安排。
CTS针对全国客户的不同需求制定综合运输方案，包括个性化的集
中托运、分配、物流和仓储服务。CTS被认为是提供卡车零担，整
车运输服务的领先的服务商。该公司位于森赖斯，在洛杉矶、迈阿
密、纳什维尔等地都有办公室或者场站。该公司的卡车零担服务不
仅快捷，而且是免费的。该公司的冷冻冷藏运输部门仍然在向全美
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服务。
该公司致力于设计和生产环保的、耐用的并且美观的用于高尔夫球课
程、度假胜地、宾馆、餐厅的产品。该公司不仅生产高尔夫球相关产
品，同样生产其他产品，包括Klaw牌球位标记修理器、刷洗器、挖洞、
粘合塑料标识等。同时，该公司向高尔夫球爱好者提供教学课程，现在
该公司的教学部编写了640页的目录册，并且提供15000项的课程。该公
司是USGA赛事指定的几家标指旗供应商之一，包括在加利福尼亚的美
国公开赛。2004年该公司业务拓展到其他室外活动的器械。家具方面，
该公司提供Adirondack牌椅子，各种桌子，睡椅，庭院设备，播种筒，
窗槛花箱，野餐桌等。建筑方面，公司提供三种林园包括，正常型、结
构型还有起伏型。OEm业务方面，该公司向各种工业提供零件，比如
为动物园、油轮公司、娱乐公司提供台阶或者篱笆墙。该公司的产品都
是使用高密度塑料制作的，是由牛奶塑料瓶加工而来的，不会出现在木
头、金属等其他材料上出现过的问题，这种材料有很好的防渗透性、防
腐蚀性，也不掉色，也不会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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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s Fiberglass, Inc.
http://www.edwardsﬁberglass.
com/aboutus.html

Fiber Art, Inc.
w w w. f i b e r a r t i n c . c o m /
aboutus.asp

IIndustrial Fabrication
Corporation
http://www.indfabco.com/index.html

Javo Beverage Company, Inc.
http://www.javobeverage.
com/aboutjavo/about_javo.
cfm

2011春 季 刊

该公司的主打产品是玻璃纤维材质的容器，餐具，医疗用具，特殊程
序和政府产品。该公司的生产车间覆盖45000平方英尺，在密苏里州
sedalia一个20英亩的校园。该公司供应多种型号的纤维玻璃容器，包括
从25加仑到40000加仑的不同型号。根据所储内容的不同该公司还会研
究向纤维内加入松脂。并且该公司获得地下油罐生产的许可。

Fiber Art, Inc.是一家创建于1996年11月的私有公司，主营用于飞机
内外部的定制式复合部[元]件的设计、规划、制造业务，主要客户为
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组装中心、固定基地运营者（FOB)以及
军事承包商等。该公司提供多种类型的复合部[元]件，诸如飞机内
部顶棚、机舱侧壁、窗户、帷幔、涂盖层、前板部件、椅子部件以
及定制的淋浴器、盥洗设备等。该公司还制造空气动力减阻装置、
行李分离仓、监视或通讯天线外壳装置；复式生产装置之外，该公
司还制造计算机数控装备及母片。这些部件根据客户图纸、原有部
件、构想草图或者通过放样技术制造。Fiber Art是一家拥有执照的
FAA维修站。该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商业飞机的所有者、负责翻修
其拥有或预期拥有的飞机的组装中心、新型商用飞机的制造商。
Fiber Art占据独特的市场地位，这是因为该公司拥有破解复杂工程
的人才及能力，能够研究并开发从未面世的设计及理念。

Industrial Fabrication公司位于大西雅图地区，交通十分便利。该公司
承接定做不锈钢、铝型材、生铁、耐磨合金材料来满足各行业对于该类
产品制作和焊接的需要。该公司拥有完整的生产线，和值得信赖的运输
服务，您可以选择包括汽车和货车在内的各种运输工具。

Javo拥有专有的浓缩技术以及有关咖啡和茶饮料的专业化知识，在食品
服务及食品生产领域占据独特的地位。在食品服务领域，Javo通过便捷
的自动售货机系统，提供了口味独特、具有高附加值的冷热咖啡及茶类
饮料。Javo为食品饮料的加工者开发并提供特别订制的配料，并将其应
用于袋装食品以及即饮饮料中。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食品服务商、特种咖
啡零售商、餐馆连锁以及食品生产商信赖Javo及其提供的产品设计、设
施服务、物流运作等服务。

备注：以上信息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美国合作律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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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路之新加坡
据新加坡 《 联合早报 》 报道 ， 自2011年1月1日

新加坡投资移民优势

起，新加坡再度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这是继新加坡经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中国人选择移民新

济发展局提高通过“联系新加坡，全球投资者计划”

加坡呢？在传统的观念下，移民总是意味着迁徙和动

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的门槛之后，另一更高净值投资移

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人而言，移民尤其是移民到西

民计划──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属下的“金融投资者计

方国家就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生活方式的开始，在移

划”，也把申请者的本地资产额下限从原先的500万新

民后的最初时期可能因文化、语言等差异难以适应当

元升至1000万新元。这意味着新加坡政府已在收紧移

地生活。而移民新加坡，移民者遇到的麻烦会相对较

民政策。

少。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导的国家，华人占国民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的南

人口的70%左右 ， 大多数的华人都会讲中文 ， 而英文

端。其国土面积仅为700多平方公里，可以说是个弹丸

是工作语言就更不用说了 ， 所以在你乘坐5个多小时

小国。但是凭借其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社会治安，更

的飞机来到新加坡后不会因语言不通而无所适从。新

重要的是其完善的经济、金融体系，新加坡近年来吸

加坡投资移民项目申请成功后，立即获得永久居留权

引了更多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华人投资者的眼球。对中

即绿卡，真正没有移民限制。2年内住满一年就可以申

国人来说，新加坡已经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的又

请入籍，无需立刻放弃国内的工作。新加坡的投资移

一个投资移民热门国家。

民优势还有很多，如环境清洁、优美，被誉为花园国
家，也是联合国推荐的“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或是

新加坡投资移民计划

永久居民可获150多个国家的免签待遇包括美国、加拿

新加坡投资移民计划，旨有兴趣到新加坡创业、

大、日本及欧盟国家，可随时在新加坡创业或就业，

投资的投资者 ， 皆有资格按相关规定申请新加坡永

无须先申请工作或就业准证等等。上述虽然都是新加

久居留权 。 目前 ， 投资移民计划主要有两个方面 ，

坡投资移民优势，但真正优势不仅如此，更体现在：

包括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 EDB)推出的全球投资者计

一、双语教育

划(GIP)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FIS)推出的金融投资者

许多人移民新加坡是看中那里的小学和中学推行

计划 。 FIS金融投资者计划对拟申请者无特别资格限

双语教育。简单的说，无论你选择华校或是英校，英

制，仅要求其个人资产总额在2000万新元以上。

文都要学习，因为英文是将来的工作语言。这个制度

在金融投资者计划项目下 ， 拟申请者有两种选

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虽然香港也实行类似的

择：第一，投资1000万新元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属下

制度，但比较偏重母语，新加坡则偏重英文。新加坡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的金融机构指定账户内；第二，投资不低于1000万新

的教育水准非常高，在亚洲国家中首屈一指，但教育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1607、1608A单元

元于金融产品投资组合，可包括物业和金融产品，但

费用却是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的，而小学教育则是完

邮编：100022

总额不得低于1000万新元，其中金融产品不少于800万

全免费的。新加坡有几所名校，像中国一样，都是家

邱榆霞律师：电话/TEL：86 10 85219993

新元，投资者计划，其投资款相对较低，仅要求250万

长挤破头想让孩子进去的。在新加坡，不用权势和金

邮箱/EMAIL：qiuyuxia@deheng.com

新元，但其却只适用于成功的企业家。申请人需要有

钱，只要孩子成绩好，就会进入名校。

手机：13910196831

至少3年

二、房地产市场投资

的从商记录，申请人公司上一年营业额应至少为3000

新加坡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价值的房地

万新元，最近三年的平均营业额应至少为3000万新元

产投资市场，加上近年来新加坡多次被评为“最适于

邮箱/EMAIL：liujing@deheng.com

/年，利润达200万新元/年。全球投资者计划要求的投

亚洲籍外国人生活的国家”，一度使其房地产市场再

传真/FAX：86 10 85219992

资期限为至少5年，中途不允许撤回投资，而金融投资

次升温。

如您对这些公司感兴趣，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络：

或
刘静：电话：86 10 85219222-832

者计划在申请者成为新加坡公民后可以选择将投入资
金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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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房产分为三类 ， 分别是政府组屋 、 公

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最大的石油提炼中心，同

寓和别墅 。 其中 ， 政府组屋是一种政府建造的社会

时也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元件供应商及亚洲金融中心。

保障性质住房，契约为99年，有80%的新加坡公民居

此外 ， 新加坡还着眼于未来发展 ， 大力推动生物医

住在政府组屋中；别墅主要是数量不多的带地皮的花

学、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据世界银行2010年度《全

园洋房，只对当地高收入人群出售。而这两种房产是

球营商环境报告》，新加坡已连续五年是全世界经商

国外投资买房者所不能涉及的。中国新移民和其他海

最便利的国家。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和新加坡已签署

外买家成为公寓项目的最大外籍买家，而买家中有不

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进一步全面推进中新双边

少已成了本地永久居民或公民。据相关报道，在新加

经贸关系的发展，大大降低中国商人去新加坡经商和

坡买房产的外国买家统计中，中国买家占四分之一，

创业的成本。

律 师 视 角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
“与时俱进”

而且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 尤其是在国内限购令实施
律师在投资移民中提供的服务

一、引言

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领域也有意思自治的空间，

较传统的移民中介机构，律师在投资移民中可以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留学、旅游、定

可见，法律给予当事人的自由。但是，有自由就会有

提供更加完善 、 专业的服务 。 如 ， 有些人选择FIS金

居和经商投资，国内外的空间移动很是频繁，涉外民

限制，第4条规定，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该强制性

有权法令，不限制外国人在当地拥有私宅和公寓，无

融投资者计划中的投资不低于1000万新元的物业和金

事活动也是有增无减。

规定，可以说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另外，

货币管制，无资本收益税，房产出售后无需缴纳预扣

融产品项目，在新加坡当地购买房产过程中，律师就

涉外民事往来的频繁必然会带来涉外民事法律关

税 ， 这些制度都非常适合外国人在新加坡投资房地

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从审核买房文件到帮助委托

系的复杂。一个案件可能含有多个涉外因素，与多个

产。

人查询所购房屋的合法性，从买卖合同的签署到确保

国家的法律有关系，那么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适用

新加坡房产租赁市场发展同样给力。根据《联合

房屋交割时的安全性，这些服务是普通的移民中介机

哪个国家的法律，中国法还是外国法，适用哪个外国

早报》报道，新加坡去年私宅租约创11年纪录，2010

构所无法比拟的。又如，有些人选择全球投资者计划

的法律呢？

免全年共签4万1573项私宅租约 ， 创下过去11年来的

下的投资移民方式，投资250万新元在新加坡设立公司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起，第十一届全国人

定的限制。这些原则显示了中国国际私法接轨国际，

最高纪录。高档非有地私宅的平均月租已连续第四个

或投资现有的新加坡公司，来避免未来的风险，关于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2011

充满现代化和先进性的一面。该法在吸取国际先进理

季度上升，去年第四季的季比涨幅是2.7%，达每平方

新公司的设立或是拟投入项目的考察和尽职调查都需

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

念的同时，也注重中国的国情。在外国法的查明问题

英尺5.39新元。若与2009比较，2010年的租金上涨了

要律师的介入。

律适用法》。它第一次将冲突规则集中规定在了一部

上，法律采取了，以法院职权查明为原则，只有在当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新加坡投资移民业务团队

单行法中。尽管在这之前中国也有相关的冲突规范，

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时，才由当事人提供的方式。

是一个由来自新加坡的资深移民律师、会计师、投资

但是他们大多分散在许多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三、宜居亦宜商

专家、银行家、教育人士及本地律师等组成的专家团

当中，不系统、不全面、不周延。而这部《中国涉外

新加坡不仅宜居，那里优良的商业环境更吸引着

队。专家团队致力于在您的移民之路上提供优质且增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涉外

值的服务，让您的投资移民之路走的更顺畅！

民事审判经验，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采各家之长

的情况下。2010年新加坡住宅价格涨幅达到了惊人的
38.1% ， 涨幅居全球之首 。 投资者看好新加坡的房地
产发展，而新加坡的有关条例也明确了外国人房产拥

14.4% 。 这样蓬勃的房屋租赁市场 ， 也会让许多投资
者在其中受益。

众多投资者。作为全世界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新

则当中，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时候适用，体现了法律在
确定性之外的灵活性。第41条将“特征履行说”作为
评判最密切联系的标准，对法官的自由裁量做出了一

于一部。

加坡政府制定了完善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制造业、服

该法第2条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补充性原则规定在总

在属人法问题上 ， 中国既不像大陆法系那样采
用国籍国法，也不像普通法系那样采用住所地法，而
是紧随二战后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采用经常居住地
法，作为确定民事主体的身份、能力、婚姻家庭和继
承等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时的主要连接点，使中国的法

务业和研发领域吸引了大量高增值的投资。新加坡不

作者简介 ： 刘红娜
业务领域 ： 公司法 、 劳动法 、 争议解决
手机/Mobile ： 13717594769

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新”

律适用更有灵活性。这样规定主要是由于国内外的人

该法共有8章52条 ， 在民事主体 、 婚姻家庭 、 继

口流动增加，人们的国籍、住所和经常居住地更多的

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

不一致，人的位置更加的不确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律适用方面作出了规定，较之前的法律更加系统。除

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即使你不是中国公民，但是

此之外 ， 还填补了国际私法在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

在中国有经常居住地，那么，你的人身关系的问题也

力、委托代理、信托、夫妻财产关系、遗嘱继承、动

能适用中国的法律来解决 。 除此之外 ， 法律更加注

产物权、网络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空白。这使得解决很多涉外民事争议的法
律冲突问题在中国开始有法可依。

E-mail ： liuhongna@deheng.com

这部法律的冲突规则大多是开放式的双边冲突规
则，充分表明中国平等对待内外国法律的开放态度。
总则第3条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 ， 表明了中国法律尊

重保护弱势一方的权益，在第25、29、30、42、43、
45、46条中都有所体现。如果，国外的一家网站未经
你的允许将你的照片挂在网上用于营利，侵害了你的
肖像权，那么你就可以在中国的法院，适用中国的法
律进行维权，这是何等的便利。
虽然它的理论上的框架是这样，但是，当它被应

重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而且，除了在传统的民
事合同领域之外，在代理、信托、夫妻财产关系、协
议离婚、动产物权、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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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实际生活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通
过下面的几个案例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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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

士即向中国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A公司承担产品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自身权益的难题。以后，中

本文仅在《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之

责任。

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国人在涉外人身或涉外财产纠纷中受到了损失，再也

在这部《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之

按照这一条的规定 ， 法院就可以适用中国法作为准

不用担心，权益得不到维护了。

前，中国法律对涉外产品责任没有规定，实践中的做

据法来审理案件了 ， 省去了法官和当事人的很多麻

法是 ， 适用 《 民法通则 》 第146条关于一般侵权的规

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

四、结语

（一）涉外继承

定，以侵权行为地为连接点，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

例有很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通过网络、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王先生是当年流亡美国的美籍华人，终于找到了

中国的法律语境中，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

报刊、传媒等方式，侵犯当事人（在中国有经常居所

同样，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法

在中国走失的孩子小王，于是搬来和小王一起在中国

和侵权结果地，那么在该案中，应适用德国法。这就

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格权的，都可以

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这部《中国涉

居住，两年后，王先生突发心脏病死亡。王先生在美

遇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宋女士是中国公民，熟悉的

在中国的法院，依照中国的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体现了中国的开放

国的孩子不同意让小王继承财产，于是，小王向中国

是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诉讼，突然间适用自己完全不

不仅可以扩大中国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降低当事人

和腾飞，对于中外当事人进一步运用该法维护自己的

法院提起了诉讼。

了解的外国法，要想维护自己的权益，获得赔偿，实

的诉讼成本，使当事人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权益，法官和仲裁机关运用该法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

前的法律进行了修改的部分，列举几例。看看它是如
何具体发挥作用的。

在这部 《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 出台

在是难上加难。然而，《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从以上这些简单的案例就可以看出，《中国涉外

系的准据法，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促进中外的合

之前，《民法通则》对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法》的出台后，该法第45条规定“产品责任适用被侵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后，中国法得到了更广泛

是，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

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被侵权人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

的适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事人，通过诉讼

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我们姑且不

业地法律、损害发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权人在被侵权

论不动产的继承。在审理王先生的动产继承案时，按

人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侵权人

照该法的规定，应适用美国法，因为虽然王先生在中

主营业地法律 。”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 ， A公司为跨国

国连续居住满2年，但是中国只是他的经常居住地，而

公司，在中国有它的经营活动，而且被侵权人是中国

作者简介： 邱榆霞

作者简介： 刘迪

他的住所地在美国，应适用美国法。适用美国法？小

公民，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国，那么，本案就可以适

业务领域 ： 公司法 、 并购 、 外商直

业务领域：公司法、国际争

王不知道美国法关于遗产法定继承的规定是什么，他

用中国法，如此规定，宋女士就不用跑到国外，适用

接投资 、 国际贸易 、 项目融资 、 国

议解决

也不知道如何利用美国法保护自己继承财产的权利。

外国的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在中国的法院，适用

际争议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小王想要继承他应当继承的财产，但

中国的法律就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宋女士遇到同

手机/Mobile：13436450599

是却不知如何去做。中国的法官也会很苦恼，因为适

样问题的人，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了，这就

用一个外国法，而且是与中国法不同法系的法律，这

为大家省去了不少麻烦啊。

作和交流，发展中国经济，也必将有着莫大的助益。

手机/Mobile：13910196831

E-mail:liudi@deheng.com

E-mail:qiuyuxia@deheng.com

让法官也犯了难，合理的解决民事争议就更加困难。
然而，在这部《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

（三）涉外网络侵权关系

之后，该法对于动产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是，适

如上文提到的例子，张先生是一位中国公民，在

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在本案中王先生

一次到韩国出差时，发现某韩国网站将他的照片挂在

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国，

自己的网站上，作体形的对比，销售减肥药物。回国

所以，应适用中国法，这样既解决了法官的法律适用

后，张先生即向中国法院提起了侵权之诉。

问题，也使小王能够通过诉讼争取自己应当继承的财

这是一个涉外侵权的案件。《中国涉外民事关系

产。不仅在继承领域，在婚姻家庭等民事领域都存在

法律适用法 》 出台前 ， 按照 《 民法通则 》 第146条关

着这样的便利，更多的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可

于侵权的规定，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在本案中，侵权

以在中国法院，适用中国的法律来解决。

行为地为韩国，应适用韩国法。张先生遇到的问题同
样是，要一位中国公民，适用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韩国

（二）涉外产品责任关系

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何等的困难，即使是聘请

宋女士在一次去欧洲旅游的过程中，在英国购买

一位熟悉韩国法律业务的律师，那么律师费用将会有

了A公司 （ 跨国公司 ， 在欧洲 、 美洲 、 和亚洲 ， 包括

多高，就可以想象了。如此一来，张先生维护自己权

中国，都有它的业务）的电热水器，在德国暂时逗留

益得到的钱，可能还不够他支出的成本，真是得不偿

时，电热水器发生了爆炸，给宋女士的身体造成了伤

失。但是，《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以

害，使宋女士花去了巨额医药费。回到中国后，宋女

后，这种境况将会改变。该法第46条规定“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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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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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队 业 务

团队业务简介

德和衡
您

招 聘 启事

正为合伙人利益纷争苦恼吗？
正为找不到事业归属苦恼吗？
正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苦恼吗？
加入德和衡——全国优秀律所德衡的高端商事业务子所

您 的律所
正为律所管理无序烦恼吗？
正为区域律所发展瓶颈烦恼吗？
正为留不住高端人才烦恼吗？
加盟德和衡——具国际律所管理水准的中国律所之一
详情，请联络：beijing@deheng.com
www.deheng.com

As a Lawyer Are you tired of the quarrels among partners on proﬁt sharing?
Are you struggling with your career development?
Are you seeking the opportunity to spread your wings?
Join DHH - ALB Employer of Choice!

As a Law Firm -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ﬁrm management disorder?
Are you facing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s a regional ﬁrm?
Are you struggling with retaining high-end?
Join DHH - A Firm Listed on the ALB Watchlist!
Fo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by email at beijing@deheng.com.
www.d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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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我们的境外投资业务团队由原美国贝克 丹尼尔斯
律师事务所中国首席代表及其团队主理，团队律师熟
谙境外市场规则。同时，我们与霍金、路伟等几十家
境外一流律所长期保持紧密合作关系，使我们有能力
为中国企业跨境投资提供高性价比的国际化服务和相
关解决方案。
我们该领域的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对投资地法律监管环境提供法律意见
- 对境外投资项目结构、法律、劳工等风险提
供法律意见
- 与境外同行合作，就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 对相关投融资安排、结构等进行分析，并出
具调整意见
- 协助挑选境外律师及其他中介机构
- 协助项目相关监管机构的沟通（商务部、发
改委、国资委、外管局等）
- 起草、审阅和修改交易不同阶段的法律文
件，或对交易对方起草的法律文件进行分析、审阅
和提供意见
- 参加交易的法律和商务谈判
- 协助进行项目交割以及交割后的整合
- 其他客户需要的法律咨询
●

◇外商投资：
外商投资业务是我们的主要优势业务，由资深美
国执业律师担任业务总监，团队律师大部分具有海外
留学和工作背景，能为客户提供高度专业化和综合性
的法律服务。我们该领域的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各类外商投资法律实体的设立和相关法律服务
- 参与相关投资结构设计和各阶段法律审慎调
查和谈判
-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书等文件的起草
- 公司设立文件（合伙协议，章程等）和技术许可协
议等文件的起草、修改及相关谈判
- 就政府审批、登记、备案等提供咨询意见并协助办
理相关手续
各类外商投资企业日常经营合规性审查和监督，包括
但不限于
- 劳资关系处理
- 知识产权事宜
- 税收事宜
- 外汇事宜

- 海关手续、设备及产品进出口
- 信托投资相关法律事务
- 房地产开发、买卖、使用权转让、租赁相关
法律事务
- 企业承包经营相关法律事务
-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相关法律事务
- 外商投资企业资金借贷、担保相关法律事务
外商投资企业兼并及收购中国企业
德和衡律师曾办理多起知名外资企业投资并购中
国企业项目，尤其擅长国内企业的改制重组，相
关实践经验丰富，并出版了多本法律专著。
我们在该领域可提供的法律服务包括：
- 参与设计并购投资方案
- 进行法律审慎调查
- 草拟、谈判资产交易文件
- 代办政府审批许可登记手续
- 协助办理交割事宜
- 出具法律意见书
- 出售、剥离资产
- 风险投资
- 合资企业和战略合作
外商投资企业的重组、解散和清算
外商投资企业反垄断调查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外商投资相关诉讼及仲裁
◇ 国际贸易
我们的国际贸易团队律师大都具有海外留学或
工作背景，通晓国内外相关法律和文化背景，使得我
们能和客户快速达成沟通，并有效协助客户维护相关
权益及减少损失。我们该领域的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
- 国际贸易
- 国际货物与技术贸易
- 服务贸易与货物和加工贸易
- 涉外贸易合同谈判、法律审查
- 信用证，票据业务结算纠纷
- 海关、商检及检疫、及保税区专项服务
-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及贸易救济
- 协助中外企业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调
查程序
- WTO争端咨询

北京德和衡通讯2011春季刊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