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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 年，美国颁布《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加强了其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2008 年
11 月，该法授权颁布的新执行条例出台，进一步修改了国家安全审查的细则使其更加严格。以上对美国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改革加大了该制度对外资并购的影响力。我国已开始发展对外投资事业，美国
企业是我国重要的投资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改革使我国企业今后的对外投资面临更多阻
力，对我国影响深远。我们应注意基本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外国投资委员会；执行条例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2007 年 7 月，美国总统签署《外国投资与国
（ 1）
家安全法》
（以下简称 FINSA）
，该法极大改革了
美国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授权相关部
门颁布配套的新执行条例。2008 年 11 月，在经历
各界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后，新执行条例出台，该
执行条例修改了旧条例的一些重要规则，配合
FINSA 并与其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的最新改革。国家安全审查是各国外资法中的基
本制度，美国、欧盟成员等许多国家对外资的管
理都基于该制度。[1]它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而审查
外资并购并对其相应限制，是对外资并购最具威
力的法律屏障。美国对该制度的最新改革大大加
强了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
的程序力度，对于并购美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将产
生重大影响。
我国已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各类企业对
外投资。[2]而美国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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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刚建立不
久就先后斥巨资收购美国黑石集团与摩根斯坦
利的股份。[3]尽管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对外投
资带来巨大风险，但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企业资产
大幅缩水恰恰也是投资的巨大机遇，跨国收购接
近触底的美国的优质资产应是将来的趋势，对我
国而言也只是时机问题。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审
查制度的最新改革对我国影响深远。另一方面，
虽然金融危机使美国迫切需要外资的注入，但这
绝不代表美国将放松对外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
其考虑到美国向来对来自我国的投资戒备十足，
美国相关立法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十分值得
重视。
一、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建立与改革历程
1. “埃克森 - 弗洛里奥修正案”与“721 条
款”：
基本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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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美国总统福特通过一份行政令设立
了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以下简称外资委员
会），授权其监控外资对国家利益的影响。[4]但根
据该行政令，总统及委员会都无审查并限制外资
并购的实际权力。由于缺乏对外资采取强制措施
的权力，国会在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
引入了一份“埃克森 - 弗洛里奥修正案”
（Exon-Florio Amendment），其构成对 《国防生产
法》第 721 条的修正。[5]经修正的 721 条款赋予总
统对外资完整的审查与限制权力，全面的国家安
全审查制度至此正式建立。
该条款标题为“审查特定并购的权力”，规定
总统有权调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若
有可靠证据表明取得控制权的外国实体可能采
取威胁损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总统有权中止或禁
止该并购。条款还规定了调查时可考虑的因素，
包括被并购产业的重要性等。此外，该程序的决
定可免于司法审查。[5]
里根总统以行政令将以上调查权授权给外
资委员会，并规定了该程序的具体规则。由此，外
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实际分为初步审
查与调查两个步骤。（ 2）初步审查是调查的前置程
序，通常由并购方向外资委员会自愿提交通知主
动申请，外资委员会也可自行启动该程序；在 30
天期限内，若初步审查认定并购威胁损害国家安
全才进入调查程序；调查期限为 45 天，决定是否
采取措施并向总统提交建议。总统在 15 天内最
终决定是否采取措施。外资委员会是跨部门机
构，其成员由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部门负
责人组成。[6]至此，外资委员会演变为具有实质审
查权并能初步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国家安全审
查主管机构，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判断外
资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以及是否应采取强制措
施。
2.“伯德修正案”：特别程序的建立
1992 年，国会通过一份伯德修正案（Byrd
Amendment），其构成对 721 条款的新修正。[7]该修
正案主要作了两大修改，首先是设立了对外国政
府投资的准强制调查规则。修正案规定，只要“代
表外国政府或受其控制的实体”可能对相关公司
取得控制，且“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则必须进入
调查程序。对比同样涉及控制权的私人投资，只

有委员会先初步审查认为其“威胁损害”国家安
全时才进行调查。显然“可能影响”这一启动调查
的条件远低于“威胁损害”，从而使涉及外国政府
的并购只要对国家安全有丝毫可能的影响就要
受强制性调查。修正案由此建立了对外国政府投
资特别的准强制调查程序。其次，修正案增加了
国会对审查的监督程序。修正案要求外资委员会
在做出是否应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后立即向国
会报告，并就特定事项每四年提交一份报告。[7]
3.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改革：FINSA 及
其执行条例
2007 年，国会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FINSA）。[8] 该法对 721 条款做了诸多修改与补
充，包括明确外资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运行程
序；细化初步审查与调查的程序；增加审查时要
考虑的因素；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政府投资的审查
规则；加强国会对程序的监管等。这一立法改革
细化了许多审查规则，进一步加强了整个国家安
全审查的严格程度。
2008 年 11 月，财政部根据 FINSA 及布什政
府行政令[9]的授权颁布了 721 条款的最新执行条
例。[10]该执行条例修改了之前实行了十几年的旧
条例，细化了一些重要规则，是 FINSA 所确立的
审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审
查制度改革的最新动态。FINSA 及其授权颁布的
721 条款新执行条例共同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制度的最新改革，对整个美国外资法制影响重
大。
二、FINSA 的主要改革内容及其评价
作为对国家安全审查规则的改革，FINSA 并
未脱离 721 条款建立新的制度，其全部内容仍直
接纳入 721 条款作为其修改与补充。FINSA 对
721 条款的修改是全方位的，例如第一次在法律
中确立外资委员会的地位，将实践中形成的规则
成文化，增设更严格的审查规则等，以下针对其
中最重要的几点分别评述。
1. 外资委员会审查职能的全方位加强
FINSA 从各方面加强了外资委员会在国家
安全审查程序中的职能。首先，明确规定了外资
委员会与并购方签订“缓冲协议”并监督其执行
的职权。FINSA 第 5 条为 721 条款增加了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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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定，即对于被认为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并
时判定是否损害国家安全的标准。FINSA 对这此
购，外资委员会或其指定的负责机构有权与并购
做了两大改革：第一，要求外资委员会及总统在
方签订缓冲协议并监督其执行。
审查时“须”逐一考虑前述因素。第二，增加多个
所谓缓冲协议，即在外资委员会认为某并购
须“考虑的因素”，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
“关键
（ 3）
会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时，通过与并购方协议令
技术”的影响等。
以上修改大大加强了审查的严格度。由“可
并购方牺牲特定利益，以换取审查程序的终止。
以考虑”到“须考虑”，FINSA 增列的因素成为强
FINSA 赋予外资委员会商定并持续监督此协议
制性考虑因素，委员会与总统在审查与决定时对
执行的重要职权，使其得以利用其对国家安全审
这些因素失去取舍自由，而必须将它们逐一作为
查的主导作用干预甚至改造进程中的并购计划。
衡量标准。此外，修改前的“考虑因素”多限于军
其次，
FINSA 增 设 了 重 新 审 查 程 序 。 根 据
工产品等国防设施；[11]而新增的“关键基础设施”、
FINSA 第 2 条，在以下两类情形下外资委员会可
对以往已审查结案的并购重新启动审查：第一， “关键技术”等因素不仅与国家安全并无必然联
系，且范围不确定。（ 3）大多数工业都可划入其范
并购方在审查时提交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或隐
围。由此，国家安全审查纳入了产业等并非纯粹
瞒主要信息；第二，并购方故意实质性违反前述
国家安全问题的因素，增加了很多威胁国家安全
缓冲协议，且外资委员会认为没有其它方法补
的警戒点。
“关键”
与否的判断实际常会掺杂对美
救。
国各方面影响的衡量，这就使国家安全审查的判
FINSA 之前，外资委员会并无展开重新审查
断标准的范围大大扩大且不确定，远远超越“国
的权力，即一项并购一旦通过委员会的审查就进
家安全”严格解释时主要针对军事领域的本来之
入了“安全区域”。而重新审查意味着即使某并购
义，从而增加了并购被认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可能
通过审查且新实体已开始经营，其仍处于外资委
性。跨国投资的对象大多涉及重要资产与技术，
员会的监管之下，完全有可能再次被审查以致被
而只要其能称为“关键”，都必将加重审查机关对
解散以撤消之前的并购。启动重新审查条件中包
国家安全风险的认定。
括“缓冲协议”执行情况，意味着外资委员会可通
3. 国会干预能力的极大增强
过对协议的监督权实现对并购企业的持续监控
FINSA 用极大篇幅加强了外资委员会向国
能力。
会的汇报程序，从而极大加强了国会对审查程序
第三，
FINSA 还新增了一项准强制性调查的
的监控能力。汇报涉及审查各环节：若外资委员
情形，即若取得控制权的并购涉及“属于”或“位
会在初步审查后决定不需进入调查，或进入调查
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且外资委员会认为
后建议不需采取强制措施，都须向国会提交证明
其“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则不需初步审查就必须
书，阐明委员会审查时“考虑的因素”并保证“不
进入调查程序。
存在未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
。此外，
若相关议员
该程序类似于对外国政府投资的准强制性
要求，外资委员会须及时汇报任一并购的情况。
调查，属于更严格的特别调查程序。FINSA 将“关
外资委员会还须向议会提交年度汇报，报告当年
键基础设施”解释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有形或
其审查的所有并购案的详细信息。（ 3）
无形资产，其失效或毁坏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削
这一修改大大加强了国会向审查程序施加
弱影响”
，显然这一灵活的界定可将很多行业的
影响的能力，而美国国会代表其国内各利益集
企业并购都涵盖在内。此外，
“属于”或“位于”的
团，是政治博弈激烈而多变的机构。国会对于外
措辞使美国在海外的资产或是其他国家在美国
资并购的政治考虑远远大于外资委员会，国会曾
的资产都被纳入该程序。
多次基于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原因阻挠并购，包
2. 审查采用的判断标准：强制考虑的因素及
括先后阻挠我国两家国有公司并购美国企业（相
其范围
关案例在下文介绍）。FINSA 增加的众多汇报程
FINSA 之前的 721 条款列举了审查机关审
序，尤其是向国会书面保证“不存在未解决的国
查时“可以考虑”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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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问题”这种义务，给了外资委员会极大压
721 条款的最新执行条例，[10] 修改了之前实行 17
力，将促使其倾向于遵循国会的利益标准以避免
年的执行条例。（ 4）[12]虽然该条例仅为财政部颁布
的规则，法律阶位似乎不高，但其法律授权直接
自己对国会的保证将来出现问题。再加上委员会
来源于 FINSA 这部法律，FINSA 专门对该条例的
应议员要求随时汇报的义务，国会得以深深影响
颁布及职能进行了规定，因此其法律阶位不同于
本由外资委员会独立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从而
简单的某部门自行颁布的规章，其实际是国家安
使该程序更政治化。
全审查的具体操作规则，意义重大。新执行条例
4. 对外国政府投资的监管的加强
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诸多改革，其
FINSA 对原 721 条款中涉及外国政府投资
中有一条尤为重要，即对“免于审查”的交易附加
的特别规则进行了重大修改。FINSA 专门规定了
了更严格的条件。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这一概念，主要指“可能
FINSA 明确规定，并购受国家安全审查的前
控制美国企业的外国政府、代表外国政府或受其
提是其为“应受审查交易”。FINSA 前的 721 条款
控制的实体”
。FINSA 对此类并购的特别规则在
与 FINSA 的新规则都规定只有外国主体对美国
原 721 条款基础上做了两大改革：第一，只要经
外资委员会初步审查属“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 相关商人可能取得“控制”的并购才应受审查。（ 5）
然而它们都未规定判断“控制”与否的具体标准，
则必须进入调查。FINSA 之前的伯德修正案已在
而由其执行条例对此界定。旧执行条例对应受审
721 条款中纳入对外国政府投资强制调查的特别
查的“控制”规定了灵活的判断标准，其中包括以
程序，但当时仍保留一个条件即“可能影响国家
少数股权影响企业决策等并非取得绝对控制权
安全”，因而只能说是“准强制”，而 FINSA 取消了
的行为。但旧条例同时明确规定了一些不需受审
这一条件，即只要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不论
查的并购，根据其 302 条（d）款，若并购“仅以投
是否“可能影响”国家安全都必须调查，从而使强
资为目的”，且取得“低于 10%”的普通股，则不需
制成为真正的强制。但 FINSA 也新规定了一个例
受审查。旧条例对“仅以投资为目的”
的解释较含
外，即财政部与某审查程序中的负责机构共同认
（ 3）
糊，即“并购者未打算控制或指示并购对象的基
定该交易不会损害国家安全。 这一修改使外国
本商业决策”。（ 6） 新条例专门对此进行了修改，其
政府投资受到比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外资更
严格的强制调查。当然新规定的例外似乎给特定
在原 302 条“仅以投资为目的”中加了“消极”一
政府投资以避开此特别调查的机会，但实际该机
词，并明确规定同时满足“仅以消极投资为目的”
制却也为歧视待遇提供了基础，即基于意识形态
与所购权益“低于 10%”这两个标准才不受审查。
只对关系好的国家的政府投资允许例外。
此外，新条例还特地对“仅以消极投资为目的”详
第二，在“审查考虑的因素”中专门将外国政
细解释，明确举例表明若通过合同安排获得重要
府的相关情况列入。FINSA 新增的五个实质因素
事项决定权，或取得董事会一个席位，都不属于
中有两个与外国政府相关。其一，直接将
“是否属 “消极投资”。（ 6）
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列为考虑因素；其二，对外
这一修改实际使免受审查的适用条件更为
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将该国家与美国在反恐领域
严苛而不确定。旧条例规定的免受审查的前提条
（ 3）
的合作关系列为考虑因素。 这一修改表明外资
件中，
“ 仅以投资为目的”的含义及其与“低于
10%”之间的关系存在混淆，有学者甚至认为后者
的政府背景本身将被作为对国家安全极为敏感
是对前者的解释，[13] 据此理解只要满足低于 10%
的因素受到强制性的考察，尤其其中相关外国政
府与美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关系是一个非常不
一个条件就可免于审查。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仅
确定而政治化的因素。
以投资为目的”的解释在“同义反复”
，[14]这也表明
三、721 条款最新执行条例中的
重大改革及其评价
2008 年 11 月，美国财政部根据授权颁布了

该条件未得到真正界定从而使其等于未规定，也
即仅剩 10%一个条件。由此，很多人认为旧条例
的此规定存在漏洞，因为即使低于 10%的并购也
可能取得实际控制。为此美国众议院一些资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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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专门向财政部发送公开信函提出此问题，认为
旧条例中 10%的条件规定不清晰，会使人误解只
要将收购控制在 10%以下就可避免审查。[15]而实
际上很多并购案，包括我国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先后对黑石以及摩根斯坦利的收购都将股权刚
好控制在 10%以下，[3] 这从实践上印证的确存在
以上理解。在此背景下，为回应立法机关的担忧，
新条例明确指出仅股权低于 10%仍不满足条件，
还要同时满足
“消极投资”
的条件。且加上“消极”
的限定使其比之前的“投资”概念狭窄许多，哪怕
只是取得董事会一个席位也不符合该条件从而
仍需审查。这些修改将交易免受审查的条件变得
更严格，强调即使控股 10%以下的并购也可能因
不是“消极投资”而受审查，这使 FINSA 体制下的
并购无法仅通过压低股权就避免审查，投资方的
投资目的、资产管理将受更多监控，给其带来更
多不确定性。
四、美国相关立法改革对我国海外投资的
影响及基本应对之策
我国正努力发展对外投资的战略，鼓励国内
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我国还建立了专门的国有投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资公司——
投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亿美元，主要用外汇进
行海外投资。[16]以中投公司为例，其对外投资已在
居世界同类国有投资公司前列，且其投资对象以
美国公司为主。[3]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
重大改革对我国各类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影响
巨大，我国企业今后的对美投资将在各方面受更
严格的审查规则约束。
首先，国家安全审查管辖的范围扩大，我们
的投资将更容易被纳入审查。仅如中投投资黑石与
摩根时那样将持股控制在 10%以下已不代表免受
审查，
我们对被投资企业经营上的任何建议、影响
或合同安排，都将意味着取得对该企业取得“控
制”
，
从而不管收购股权多少也要受审查。
第二，
FINSA 关于缓冲协议及重新审查的新
规定将使我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商业计划可
能受到美审查机关的基于不确定因素的干预。在
审查结果不明朗时，外资委员可能“适时”提出与
我国企业签订缓冲协议作为结束对我们审查的
条件，由于委员会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可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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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方案被总统的强制措施禁止，为避免此情况
我国企业通常只能慑于其威力而谈判缓冲协议。
而缓冲协议是为规避所谓“国家安全受到的风
险”
，这是极含混的概念，比“国家安全”这一未明
确定义而已经不清晰的概念更加模糊。
“风险”可
任由外资委员会自行解释，而外资委员会成员包
括诸多政府部门，这使得各利益集团可能出于对
纯粹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外的不确定考虑，干涉
我们的并购方案，并为其向并购施加不合理的限
制性条件提供了很大空间。而增设重新审查程序
可与缓冲协议结合发挥作用，使以上来自审查机
关的干涉具备了持续性。在引起重新审查的两类
情形中专门提到了违反缓冲协议的情形，而缓冲
协议的解释以及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都以外资
委员会为权威，因此哪怕在并购顺利通过并已经
完成后，我们投资的相关企业的活动仍处于外资
委员会监控之下，其可以通过威胁重新启动审查
程序在我们通过审查后继续干预我们并购的企
业的行为，
也即持续性的监督与干预能力。
对此，我们必须首先充分重视缓冲协议这一
机制，了解其制定的具体程序，包括在前述 721
条款的新执行条例中的相关规则。此外，我国企
业如决定签订缓冲协议，应对其条款及解释原则
十分关注，尤其是涉及我方义务与外资委员会相
关执行机构的条款。缓冲协议通常会由作为委员
会成员的某部门主导谈判并监督执行，我们应在
谈判时充分了解该部门最关注的问题，尽量避免
订入会使自己在将来陷入被动的条款。
第三，我国企业的投资领域将受更大限制。
我们也应主动回避对明显是美国
“关键基础设施”
或
“关键技术”的资产大量投资，
否则必然作为“必
须考虑的因素”引发国家安全审查中的特别顾虑，
再加上我国政治上与美国的敏感关系本身也将在
审查中被考虑，
此类投资可说难以通过。因此我们
应更注意自己的投资策略与规划，充分考虑美国
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弄清其认为与国家安全密切
相关的产业。例如根据 FINSA，
所有重要能源类资
（3）
我们还应
产都被认为是当然的
“关键基础设施”
。
关注外资审查委员会的成员机构的相关政策，例
如国防部、
国土安全部，只要与它们有合作关系的
企业，
都极为敏感，
应避免对其投资。
第四，国会中复杂的政治诉求将对我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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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投资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目前国有企业
是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中的绝对主力军，而美国国
会对外国国有企业向来有特别的国家安全顾虑。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历史中国会出面阻挠的几起
并购案几乎都针对外国国有企业：1992 年，法国
国有企业 Thomson 拟收购美国 LTV 钢铁公司且
双方已达成协议，但国会担忧该企业的国有背景
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威胁，并通过其立法权对外
资委员会施压迫使其准备否决该并购，法国企业
只能自动放弃；2006 年，阿联酋国有企业迪拜世
界港口公司（DPW）拟收购英国 P&O 公司，后者
在美国经营数个港口。尽管外资委员会审查批准
并购，国会再次由于并购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国有
企业而对其国家安全威胁反应强烈，并最终迫使
DPW 退出收购。[17][18]而美国国会对来自我国国有
企业的投资担忧更大：2005 年，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中海油）拟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并在
价格上超过其他竞争者，但国会随即反应强烈，
多名议员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政府控制美国重要
石油公司”带来极大的国家安全问题，并准备为
阻止该并购专门立法。中海油迫于压力主动退
出。[17][18]可以说，美国国会对我国国有企业投资的
态度受根深蒂固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冷战思
维影响，还有议员在相关听证会中明确我国政府
可能借助国家资本损害到美国国家安全。[19]前文
已述，如今美国国会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干预能力
大大增强，这将使其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
具备更直接的限制能力，国会在阻挠中海油并购
案时尚无现在的影响力都迫使我国企业放弃，今
后我们面临的国会的阻力可想而知。
在这方面，增加我国国企与美国国会的沟通
十分重要。例如，在一个关于外国政府投资的听
证会上美国议员将我国中投公司直接描述为“极
缺乏透明度，带有极大的战略目的”，[20]其它听证
会也常对我国国有企业有类似指责，[13] 但从不见
我们企业的代表对国会直接回应、辩护，而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类似听证会中加拿大、新加坡专
门派其国有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做主题发言介绍
其国有投资公司。[21]如果我国重要的国企能加强
与美国国会的沟通，可为将来的对美投资减少很
多实质阻碍因素。
第五，我国国有企业将受特别审查规则更严

的监管。首先，FINSA 对外国政府投资施加了真
正的强制调查规则，此类投资被定义为“代表外
国政府或受其控制的实体”
，而这一界定很宽泛，
不仅外国政府利用外汇储备进行的投资，我国的
各国有企业都将被包括在内。因此只要是国有企
业就要受强制调查程序约束。而前述特别程序向
审查机关表明，国有企业这一身份本身就意味着
更大的国家安全风险。此外，FINSA 虽规定财政
部与其指定的某负责机构可通过特别决定使某
并购豁免强制调查，但这恰恰为审查程序歧视性
对待不同国家的企业提供了机会，此趋势已现端
倪，在前述众院议员致财政部的公开信函中，多
名议员要求外资委员会区别对待来自不同政府
的投资，只有“基于商业目标的”
、
“运作透明的”、
来自“民主政府”的政府才能享受例外。[15]这对我
国中投公司影响深远，鉴于国会对该程序的影响
力，
“运作透明”可成为美国向我们提出的任其解
释的条件从而干预中投公司的管理，而“民主政
府”与否也取决于美国主观决断，这种歧视对待
不同国家政府投资的倾向对我国这样一个与美
国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尤其不利，这种歧视
态度将延伸到中投以外的更多中国国企。
对此，我国企业在并购美国企业时应充分注
意对自己管理方式及相关信息透明度的论证，尤
其是如何向审查机关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管理
上独立于政府的特点，及其商业运做的方式。在
准备提交审查程序相关材料时就应预先注意这
方面的问题，以避免审查程序中此类问题突然被
质疑而措手不及。
其次，
“是否属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成了审
查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该规则清楚
表明，国有企业的身份本身就构成立法要求特别
关注的因素，即只要投资方是国有企业就默认对
国家安全存在更大威胁。而“相关国家与美国在
反恐领域的合作关系”也列为必须考虑的因素，
意味着中国企业被审查时，我国与美国的反恐合
作关系将必然被特别考察。该因素具有很强的政
治色彩，美国可结合其外交政策任意解释，由此
对与其政治关系紧张的国家的企业施加更多负
面论证。这一问题对我国企业将来的并购影响程
度如何仍难以估计。
总之，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改革对我国

员圆猿

2009论坛字 .tif
not e xist!

圆园园9.5

各类企业将来的对美投资都将产生多方面的影
响，我们不仅应重视其中具体申请规则等程序性
的改革，更应重视前文提到的实质性加强审查力
度的各规则，并注意到其不仅将影响我国将来对
其投资的企业，甚至对已投资美国的我国企业也
将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Pub.
L. No. 110-49, 121 Stat.246, 以下简称 FINSA。
（2）国家安全审查一词中的“审查”为广义用法，实际
包含审查（狭义用法）与调查两个步骤，以下为区
别将狭义的审查称为初步审查。
（3）参见 FINSA 第 2、4、6、7 条。
（4）1991 年，作为外资委员会主席的财政部长就曾根
据 721 条款以及相关行政令的授权颁布该法条的
执行条例。
（5）FINSA 专门规定了“应受审查的交易”概念，将其
界定为外国主体对美国从事跨州业务的商人可能
取得“控制”，参见 FINSA 第 1 条。
（6）See 31 C.F.R. Part 800, 1991, Part 800.302, Part
800.21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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