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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研究 

——以国家安全审查为视角 
 
 
 

葛 敏*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SWFs）与私人投资基金相对而

言，是指一国拥有的以宏观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投资基金或投资协议。1  主权财

富基金的资金来源多样，可以来源于一国政府的税收、预算分配或者国家保障

系统，也可以来源于资源收入、国际收支盈余等领域。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通

常由股票、债券、房地产、或其他相关外汇金融工具等金融资产组成。2 主权财

富基金的所有者、资金来源、投资策略、投资宗旨和目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

私人投资基金的特征。 
 
主权财富基金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诞生迄今已有近六十年历史。3 但长期

以来，主权财富基金并未受到太多关注。近十年来，由于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扩

张迅速，4 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一些意识形态与西方迥异的国家，如俄罗

斯、中国等国先后设立了较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才引起了多方关注。其

中，关注和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投资透明度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两大方面。 
 

                                                              
*  葛敏博士，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作者

衷心感谢仝月婷博士、曾蕙逸博士、王璐瑶博士的修改意见和热情帮助，并特别感谢梁斌博士

在百忙中多次认真而细致地评阅全文，提出详细而严谨的完善建议，也感谢东亚所良好的工作

环境与博学而友善的同事们。 
 
1  IWG，IMF 的国际工作小组，《普遍接受原则和实践》的附录 1，主权财富基金的定

义。 
 
2  SWFI，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定义，主权财富基金是国家所拥有的投资基金，由股票、

债券、房地产、其他基于外汇资产的金融工具等金融资产组成。http://www.swfinstitute.org/what-
is-a-swf （2011 年 11 月 3 日访问）。 
 
3  1953 年，科威特利用其石油出口收入成立科威特投资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
KIA），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这被认为是第一个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其后，阿联酋、沙特、

卡塔尔等石油输出国都纷纷运用国际收支盈余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截止 2011 年底，KIA 管理的

基金排名世界第六，市值约为 2960 亿美元。数据来源：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
（2012 年 2 月 3 日访问）。 
 
4  根据主权财富研究机构统计，截止 2011 年 12 月，共有四十余个国家设立了近六十只主

权财富基金，整体规模约为 4.772 万亿美元，而这一数据在 2007 年 12 月仅为 3.259 万亿。4 年

间增长了 46.43%。数据来源：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2012 年 2 月 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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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立足主权财富基金的特征，从国家安全审查角度着手对相关主权

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新近颁布的《关于建立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

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进行讨论，以找出中国现行制度

的缺陷，探寻进一步完善的路径。本文第一部分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梳理，

勾勒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监管的法律框架；第二部分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入手，比较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在各国的运

行情况；第三部分总结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分析制度

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框架分析 
 

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的法律监管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内法，二

是国际法。在国内法层面，又可以分为母国法律监管和东道国法律监管两个部

分。国际法层面包括相关国际组织的条约或协定，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

边或多边协定等。 
 

（一）国内法监管构架 
 

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法监管，主要包括母国法律监管制度和东道国法律

监管制度两个部分。母国法律监管制度是指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国对主权财富基

金作为本国市场主体在设立、经营、退出、对外投资等方面进行监管的法律制

度的总称；东道国法律监管制度则是指投资接受国对已经或即将进入本国市场

的主权财富基金相关投资与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 母国法律监管制度 
 

母国法律监管制度通常包括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两个层次。一般规则主

要是指主权财富基金对基于其组织形式、资金来源、投资行为等在设立、治

理、经营活动等方面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普遍遵守；特别规则是指针对主权

财富基金的投资目的、投资限制、安全审查、信息披露、风险控制等特殊性而

专门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一般监管规则与特别监管规则只是相对而言，两者

共同调整本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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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主权财富基金较多采用公司等独立法人组织形式。5 因此，主权财富

基金设立时，就会受到本国公司法的调整，需要满足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数

量、资本形式、资本结构、缴纳方式、缴纳时间、组织机构、办公场所以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等各方面的要求。同时，主权财富基金也需

要履行公司登记注册等法定程序。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无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在

外汇收入快速增加时稳定宏观经济，还是管理养老基金、管理部分外汇储备，

或是实现代际转移财富，都愿意弱化自身的政府参与色彩，6 因此，多数国家的

主权财富基金倾向于宣称自己是严格按照本国公司法设立，依照商业规则运

作，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投资公司。7  
 
除了基于组织形式需普遍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外，主权财富基金因其资

金来源、投资行业的不同还受到相应资金运行与风险管理等方面法律的约束。

由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来源较为多样，其需遵守的相应母国监管法律也会因

此而有所不同。如其资金来源于外汇储备，则会受到有关外汇管理和投资相关

法律法规的调整；如其资金来源于养老或保险资金，就要受到社会保障或保险

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如其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则会相应受到国有资产管理

以及财政预结算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如其资金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等相关

自然资源，则还会受到自然资源开采所得盈利分配、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

整。此外，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豁免的话，还会受

到其母国有关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的调整。8 
 

                                                              
5   除了公司组织形式外，主权财富基金也可采用其他多种组织形式。比如，挪威政府养

老基金（全球）（Government Pension Fund – Global，GPF Global），就不是独立的公司法人，而

是通过协议，委托挪威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投资。 
 
6   这从其名称的选择也可见一斑。在名称中，主权财富基金极力避开“投资”这一较为敏感

的称谓，而选择“财富”这一中性词，显示出持有者更希望突出其财富特征，弱化其政治色彩。 
 
7  2008 年 5 月 9 日，首届陆家嘴论坛在浦东开幕。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C）董事长楼继伟在演讲中特别强调，CIC 是严格按照中国《公司

法》设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在设立时，温家宝总理曾对他讲了三条原则：第一，公司因

商业目的而设立，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第二，公司以商业模式运作，自主决策，政府不加

干预；第三，公司在保证商业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透明度。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80509/16064851355.shtml（2011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8  比如，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行为需要遵守各级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

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对确需报批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等，这些监管规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在不断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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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采用同一种组织形式的主权财富基金，也会因不同资本结构、经

营管理、公司治理、投资范围等方面的不同，而接受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例

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和新加坡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GIC）都是依据新加坡《宪法》第 22A 和第

22C 设立的，9 因此，根据新加坡《公司法》的规定成为豁免有限公司（Exempt 
Private Company）。虽然有此共性，但是，GIC 和淡马锡性质却有所差异，GIC
对所管理资产并没有所有权，而是基于政府及金融管理局的资产管理委托协议

进行投资管理，属于国有基金公司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淡马锡则对管理的

资产有所有权，属于投资公司性质的主权财富基金。相应地，两个公司有关决

策程序、信息披露、董事等管理层任免等方面就要遵守不同的法律规定。 
 
母国法律监管的特别规则是指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目的、投资限制、

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特殊性而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通常

以特别法规的形式出现，有较强针对性。特别规则主要规定主权财富基金的融

资方式、董事会和监事会结构与组成、投资决策权行使范围与方式、投资决策

机构与程序、投资限制与豁免、投资组合与回报率、风险管理与防范、信息披

露与豁免等，以便保证这些来源于财政盈余、贸易盈余的公有资金在对外投资

时被有效地、负责任地运用。 
 

在母国监管法律制度方面，堪称典范的是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全球）

（Government Pension Fund–Global，GPF Global）。10 为了防止因北海油气田的

开采带来的大量财富短期内对本国经济的冲击，也为了让财富在国民间合理地

代际分配和传递，挪威政府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专门对外投资。11 在已有

《挪威银行法》、《政府石油基金法》等规范基金设立、公司治理、资本形式、

资本结构、投资组合、信息披露的基础上，挪威政府又颁行了《外汇储备投资

指引》和《货币市场投资组合指引》等法规，对投资方式、投资伦理等方面作

出更明确的规定。同时，还专门针对该主权财富基金，制定和实施了《政府石

                                                              
9  新加坡宪法（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Singapore）: 22A: Appointment of member of 
statutory boards; 22C: Appointment of directors of Government Companies. 
 
10  该基金前身是挪威石油基金，成立于 1990 年。2006 年，更名为“政府养老基金（全

球）”。该基金与前身为“国家保险计划基金”的“政府养老基金（挪威）”共同构成挪威“政府养

老基金”。根据莫立特（Monitor）研究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截止 2011 年 7 月，该基金已首次

超过阿布扎比投资局基金，成为全球第一大主权财富基金。 http://www.monitor.com/ 
Portals/0/MonitorContent/imported/MonitorUnitedStates/Articles/PDFs/Monitor_SWF_AUM_Assets_
Table_07_07_2011.pdf。 
 
11  挪威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挪威像上世纪 60 年代的荷兰那样。那时，荷兰因资源产业

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工、农、商业部门的衰落， 终导致通货膨胀、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

增加和经济衰退。W.M.Corden 和 J.Peter Neary 于 1982 年总结荷兰这段经济发展的遭遇时，称

之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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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基金（全球）管理规定》、《建立伦理委员会的命令》、《政府养老基金（全

球）伦理投资指引》、《政府养老基金（全球）环境投资指引》等特别法规更细

化具体操作规范。此外，挪威财政部还和负责资产管理的挪威银行签订了《财

政部和挪威银行资产管理协议》，通过该协议来进一步明确与配置双方的具体权

利、义务与责任。在此基础上，挪威政府还加强了监管机构和国民对基金多维

度的监督。依法设立的投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过程中的环

保、伦理等问题进行监管；而本国国民可以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及时、全面披露

的信息，来行使自己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监管法律

制度权责明确、层次清晰、结构完整，被誉为目前世界上 完善的主权财富基

金监管法律制度。 
 

2、 东道国法律监管制度 
 

如果说母国法律监管是为了解决主权财富基金如何合法设立、运行和走

出去的问题，那么，东道国的法律监管就是要解决投资接受国如何规范主权财

富基金进入本国市场，共同参与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一部分法律法规因各国对

待外资态度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或者投

资不同行业相关监管制度也会有较大差异。 
 
（1） 管辖权豁免问题  

 
由于主权财富基金所有人的特殊性，东道国首先要对其作出是否有管辖

权以及是否适用国家主权豁免的判断。国家主权豁免，是指除非在特定情形

下，国家作为特殊的所有权主体，通常享有司法豁免权，即，不得在一个国家

法院对另一个国家提起诉讼或将该国家财产作为诉讼标的。国家主权豁免体现

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国家的行为及其财产免受他国

司法管辖。 
 
长期以来，对于国家主权豁免一直存在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的争议。前

者主张基于行为性质判断，只要属于国家主权行为，就适用豁免规则；后者主

张基于行为目的判断，只要是商业目的行为，不论谁所为都不能享有豁免。12 
早期各国较多采用绝对豁免的主张，后来，限制豁免的观点被更广泛接受。但

是，在具体国家主权豁免适用的范围上，目前仍存在较多争议。根据联合国

                                                              
12  李虹，《主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及其监管》，载于《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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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规定，13 可以采用“先判

断性质，后判断目的”两个步骤来确定是否构成“国家机关或工具”，从而决定是

否适用司法管辖豁免。但是，各国的规定有所不同，争议仍然较大。14  
 
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虽然其国家所有财产的性质毋庸置疑，但是，

由于其公司、基金等商业组织形式，追求资本收益的商业目的，以及在东道国

境内从事的商业活动等特征，通常适用国家主权豁免保护的例外情形，即，东

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在本国的商业投资行为及其投资对象在一般情况下享有司

法管辖权。15  
 
（2） 市场监管与风险防范 

 
在确定管辖权的基础上，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主要从吸引资本

和防范危害国家安全两方面，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市场准入、持续运行、市场退

出等全过程进行监督与管理。 
 
在市场准入制度方面，东道国要求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一方面，

要符合一般外国投资者法令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主权财富基金的

                                                              
13  联合国于 1977 年 12 月 19 日通过第 32/151 号决议起草《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

约》，后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到 2004 年 3 月形成 终草案，并于同年 12 月 2 日在第 59 届联

合国大会获得通过。中国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签署该公约。但是，目前公约没有满足生效条

件，故尚未生效。该公约第 30（1）条规定，“本公约自第 30 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者

加入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后第 30 天生效”。但是，截至 2010 年底，仅有 28 个国家签署，

提交批准书的只有 6 个国家。根据联合国《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的规定，公约的签署只

表示签署国初步同意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经过进一步审查，提交批准书，才 终决定是

否作为成员国，接受公约的约束。因此，该公约离生效目标还很远。从漫长的制定与生效的难

产过程中，也可见各国对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意见分歧较大。 
 
14  参见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1976）、英国《国家豁免法》（1978）、加拿大《国家豁

免法》（1982）、澳大利亚《国家豁免法》（1985）等规定。事实上，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态度

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张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早期倾向于绝对豁免，在

“交易号帆船”案中法官马歇尔提出“一个君主不受另一个君主管束”的主张就是典型的绝对主义

观点。从美国的判例看，美国的观点以后长期摇摆于两种观点之间，后逐渐倾向于限制豁免。

1976 年，美国颁布了《外国主权豁免法》，具体规定了外国国家司法豁免的五种例外情形：放

弃豁免、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没收在美国的财产、涉及在美国的不动产、在美国发生的侵权

行为等。2003 年，美国联邦 高法院又通过对“Dole 食品公司上诉案”的裁决，进一步缩小了国

家主权豁免的范围。案例资料参见美国休斯顿洛克律师事务所网页：Locke Liddell & Sapp 
LLP，http://www.lockeliddell.com。 
 
15  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主席 Cox 先生在美国企业法律研究中心的 Gauer 政治与

法律杰出演讲中重申：“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外国主权豁免法都没有提供这些（主权财富）基金在

美国从事商业活动的豁免 ” The Rise of Sovereign Business, by Christopher Cox, Gauer 
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Law and Policy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Legal Center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http://sec.gov/news/speech/2007/spch120507cc.htm ( 2011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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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业投资目的，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强化对其进行国家安全审

查，并针对性地在审核条件、审核程序方面作出了一些特殊规定。 
 
在持续运行监管方面，着重从公司治理、商业运作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连

续监管主权财富基金在东道国的行为，特别是对其投资对象经营过程中的治理

行为等进行法律调整。 
 
在市场退出监管方面，主要致力于防范资金大规模转移和退出对本国经

济的负面影响。为此，首先，要督促主权财富基金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健全；

其次，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对象的风险进行监控；

第三，通过设置一定的审核程序和审核条件等为资本任意的大规模转移设置一

定的障碍。从而保障东道国经济及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市场准入监管、持续运行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是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

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整体性、协作性和连续性。 
 
（3） 法律沿革及原因分析 

 
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态度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兴衰、保护主义的

枯荣有密切联系。在本世纪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

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各国对外国资本大多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

纷纷废止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使得资本在各国的流动更为便捷、顺畅。但是，

频发的金融危机以及“9.11”等事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资本的巨大破坏力，特别

是其经济之外的多种影响。于是，东道国纷纷开始对外国资本的进入设置更多

门槛。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或政府背景、急速膨胀的规模，尤其是其投资方

式的转型等，更进一步激起了东道国政府与人民的警惕和担忧。 
 
东道国面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巨额资本，监管心态复杂。既想享受资本输

入带来的优惠，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又担心这些资本的政治色彩会对本国经济

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等产生不良影响。纵观各国不同时期的外资监管

制度，均可见其在其间的摇摆与挣扎。 
 
近年来，东道国面对来自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迅速崛起，

担忧和恐惧占了上风。因此，一些主要主权财富基金东道国纷纷通过立法与司

法设置障碍，限制资本的自由进出。东道国或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或

为了保护“战略性”产业的需要，或因保障“公共安全或秩序”的需要，纷纷颁行

了越来越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禁止或限制主权财富基金进入某些产

业或领域，或者对其进入设置更多的障碍。这一方面强化了东道国对主权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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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投资行为的法律调整，另一方面，部分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也授予了执法者

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也

相对增加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东道国相关监管法律制度的

发展显示，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限制和禁止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国际监管规则及其发展趋势 

 
主权财富基金长期以来集中于投资定息债券等金融工具，没有引起广泛

关注。所以，直接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监管规则尚处于形成阶段。世界货

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有关国际组织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制订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国际行为准则，但仍需更多时日取得各

国以及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目前，真正发挥国际监管效力的，除了 WTO 框架

下有关投资的一般贸易规则外，双边或多边的协议是主要表现形式。 
 

1、 WTO 框架下的监管规则 
 
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活动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在

WTO 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GAT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等规范性文件的框架下进

行。这种国际组织的多边谈判形式可以减少个别国家单方面行动带来的风险，

对协调东道国和主权财富基金母国之间愈演愈烈的争端有所帮助，并能有效缓

解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目的及投资行动的担心。16  
 
WTO 框架下的国际监管规则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一般性规定的法律

调整，如 GATS，TRIMs，TRIPs 和 GATT 等有关投资与贸易协定的调整；二是

有关直接投资（FDI）与贸易特别协议的调整，如《补贴与反补贴的协议》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SCM 协议）等；三是针

对某一成员国的特别调整，即，某些成员国需要遵守的特别规定，如《中国入

世工作组报告》中的相关特别条款等。17  
 

                                                              
16  Aaditya Mattoo，Arvind Subramanian, 《从多哈达到下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载于《外

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 88: 1，Jan.–Feb. 2009。 
 
17  毛 骁 骁 ，《 论 WTO 体 系 下 的 主 权 基 金 法 律 定 位 问 题 》， 经 济 法 网 ，

http://www.cel.cn/show.asp?c_id=123&c_upid=7&c_grade=2&a_id=12279（2011 年 11 月 11 日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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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及关贸总协定等规范性文件对主权财富

基金的监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这些国际监管规则只是对贸易投资活

动的一般性事务作出了原则性安排，并没有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特性作出

具体监管规定；另一方面，在这些法规中，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等关键

性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与解释，因此，在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监管的实际操作中

易引起争议，削弱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2、 IMF 的《圣地亚哥原则》 
 
面对每年以数千亿速度增长、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主权财富基金市场，18 

尤其是当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方式从定息债券类工具，扩展到采用包括股票、

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风险性资产的全球性多元化资

产组合后，仅仅依靠 WTO 规则下的一般性监管显然无法有效调整主权财富基

金的对外投资行为，也无法消除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影响本国以及区域经济

安全的担忧。因此，一些主权财富基金的东道国开始不断敦促相关国际组织着

手制订更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则。IMF、OECD、欧盟（EU）等纷纷响应，展开

了广泛的磋商与协调工作，以缓解东道国对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不信任与担

忧。虽然尚未 终形成产生效力的国际条约，但是，经过各方多次积极磋商，

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2007 年 6 月 G8 （ G7 加俄罗斯）领导人在德国海利根达姆

（Heiligendamm）举行首脑会，就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限制问题进行磋商，会后

发布《海利根达姆宣言》（G8 Summit Declaration Heiligendamm），主张对主权

财富基金的限制应当只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极其有限的部门。19 同年 10
月，G7 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后发布《华盛顿宣言》

（Declaration of  Washington DC），呼吁努力找出参与各方的“可接受行为准

则”，以缓解各国间的误解与不信任，并敦促 IMF 和 OECD 从主权财富基金持

有国和东道国的角度分别着手制定相关国际监管规则。20 
 
随后，IMF 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WG），与 20 多个主权财富基金拟定并讨论监管规则。这些讨论侧重于主权财

富基金的结构与独立性、管理投资的方法、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标准等多方

                                                              
18  参见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发布的，近期主权财富基金市场规模季报，资料来源：

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2011 年 11 月 10 日访问）。 
 
19  《 G8 峰会宣言：世界经济的成长与责任》， Summit Declaration, Growth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Economy，Heiligendamm, Germany, 7 June 2007。 
 
20  《华盛顿宣言：G7 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声明》，Statement of the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Washington DC, 29 Oc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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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008 年 10 月，IMF 出台了目前有关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监管的核心原则—
—《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实践》（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GAPP）。因 GAPP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订，故又被称为《圣地亚哥原则》。

GAPP 共有 24 项原则，用以指引主权财富基金进行正确治理、规范投资行为和

恰当责任安排等，从而减轻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多重目的的担忧。21 但
是，目前《圣地亚哥原则》只是由成员国自愿遵守，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3、 OECD 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接受国准则》 

 
经济合作组织（OECD）曾从公司治理角度发布过针对外资管理的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强调对待外国投资的国民待遇、尊重商业运作等。这些规则主

要包括《跨国公司行为指导原则》（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1976 年制定，2001 年修订）、《OECD 公司治理原则》（1999）、《OECD 国有企

业公司治理指引》（2005）等。2008 年，随着 OECD 成员国作为“富国俱乐部”
的会员，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乐土，OECD 开始着手从东道国

的角度，制订更有针对性的国际监管规则，以有效调整主权财富基金母国与东

道国的关系。 
 
OECD 下属的投资委员会为此启动了名为“自由投资、国家安全以及战略

性产业”的项目，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22 在此基础上，2008 年４月，OECD
发布了《主权财富基金和接受国准则》（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Recipient 
Country Policies，以下简称《OECD 准则》）以重申非歧视待遇、抑制金融保护

主义等主张，倡导成员国遵守该准则。23  
 
需要重申的是，《OECD 准则》和《圣地亚哥原则》目前都不具有强制约

束力，只是倡导各成员国自愿遵守。目前，主权财富基金或东道国的行为如果

违反了上述国际非约束性规范的要求时，一般会被对方要求作出额外说明，但

是，不会受到 IMF 或 OECD 的相应惩罚。24 
 

                                                              
21  《圣地亚哥准则》，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Sovereign 
wealth funds: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Santiago Principles，Washington DC, Oct. 
2008。 
 
22  项 目 有 关 资 料 见 OECD 网 站 ， OECD Investment Committee ， London. 
http://www.oecd.org/dataoecd.（ 2011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23  《主权财富基金和接受国准则》，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Recipient Country Policies，Paris，4 Apr. 2008。 
 
24  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IMF 政策指引》，International Monetary & Financial Committee, 
IMF’s Policy-guiding, http://www.imf.org/external/（2011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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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边或多边协定 
 
目前，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监管规则中， 具约束力的还是双边或

多边的协议。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对主权财富基金

投资削弱本国国家安全保障的担忧，正积极致力于同参与本国投资的主权财富

基金持有国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两国或多国间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签订

有效协议，协议中确定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这些协

议依法对签署国各方具有约束力。 
 
2008 年，美国财政部就通过三方协议的形式，与两个当时 大的主权财

富基金持有国—新加坡、阿联酋成功签订了规范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的国际

协议。25 该协议包括两个部分，共 9 项原则。分别从主权财富基金母国与东道

国两个方面原则性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双边或多边协议与《圣地亚哥原则》和《OECD 准则》的效力不同，对

于签约各方具有强制执行力，较之上述规则的自愿遵守具有更强的约束力。但

是，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与《圣地亚哥原则》、《OECD 准则》以及其他国际条

约和协定类似的是，协议内容也多为原则性规定，并且，同样缺少对关键概念

的具体界定。 
 

5、 国际监管规则的发展趋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初，大部分国家对资本流动都处于持续放松

管制状态。2003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TAD）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被

监测的 150 个国家中，只有三个国家进行限制而不是放松外资的流入；但是，

2006 年，UNTAD 的数据显示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国家比例已经上升到 20%。而

2011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涉及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国家比例已经超过一

半。26 引起此变化的主要原因，除了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的极具膨胀外，其投资

方式的重大变动、投资透明度缺失等也是重要因素。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从定

息债券转为对金融、能源、制造业等多个部门的直接投资，甚至是对一些关键

经济部门的控股收购。这使得东道国，即资本接受国的担忧不断升温。 

                                                              
25  《新加坡、阿联酋和美国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原则协议》Agreement on Principles for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vestment with Singapore and Abu Dhabi，20 Mar. 2008，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http://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hp881.htm（2011 年 11 月 1 日访问）。 
 
26  Stephen S. Golub, Measures of Restrictions on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 Studies 36, 2003；World Investment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 UNTAD 网站：  http://www.unctad-
do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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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监管规则的发展趋势看，一套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

正在形成。2007-2008 年间，G8 财长会议、OECD、IMF 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国

际组织都积极开展了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与研究工作。美国、德

国、澳大利亚、法国等资本接受国对此积极附和并不遗余力地加快制订进程。

正当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国际监管不断强化之际，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使得

主权财富基金似乎成了灾难的救世主。次债、欧债等产生的资金渴望，部分化

解了投资东道国的恐惧，一定程度上软化了其对主权财富基金严格防范的强硬

态度。但是，从长远来看，国际金融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主

导国际金融及贸易话语权和立法权的政治力量依旧。因此，主权财富基金投资

监管规则的出台以及更多的双边和多边协议的签订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 
 
目前，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监管的重点集中在两

个相关的方面：一是东道国如何加强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查；二是如

何提高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来缓解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危害国家安全的忧

虑。透明度监管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调整了主权财富基金

的对外投资行为。由于透明度规则内容庞杂，故另撰文讨论，以下针对主权财

富基金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 
 

二、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限度 
 

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限度是指一国为了实现其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而实

施保护措施的适用范围。该适用范围与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密切相关。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主权财富基金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平衡的结果，也是所谓国

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冲突的产物。27 基于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

全、公共秩序、战略性产业等方面的需要，各国在原有外商投资监管政策基础

上，建立或加强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尤其强调对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主权

财富基金等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监管。但是，由于各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中有关“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秩序”、“战略性产业”等关键概念缺少必

要的界定与解释，国际社会也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因此，部分国家或

政府出于对主权财富基金背后政治力量的怀疑和恐惧，或者只是假借此名义，

就可以合法地对概念作扩张解释，从而任意扩大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给主权

财富基金的投资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巨大的投资成本与投资风险。另

一方面，这也给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成为他们逃避承诺开

放投资与公平对待的国际义务所依据的免责条款。 
 

                                                              
27  罗纳德吉尔森（Ronald J. Gibson）、屈尔蒂斯米约普（Gurtis J. Milhamp），《主权财富基

金和公司治理：对新重商主义的 小干预主义应对策略》，载于《比较》，第 36 期，pp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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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安全及其解释 
 
国家安全的概念常常在各国法律中被当做约定俗成的概念加以使用，但

却鲜有对其含义进行明确界定或解释的。立法者与司法者似乎都倾向于放任这

种模糊概念下自由裁量权任意扩张的状态。 
 
关于国家，可以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进行不

同的定义，其中不乏伟人的名言断语。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主

张，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结合起来

的集合体。28 韦伯在其巨作《经济与社会》中认为，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

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29 而马克思、恩格斯乃

至列宁的国家是暴力统治工具的理论更是中国学者所耳熟能详的。30 但是，这

些定义大多是从国家起源角度的归纳和总结，对于国家安全审查来说，国家概

念的界定，则应更多地着眼于其构成要素的分析。 
 
传统国际公法理论认为，国家是指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

组织起来并且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体，是由居民、领土、主权和政府等要素

构成的公法法人。31 国家的法律标准常常会被政治所左右。1933 年，《蒙特维多

国家权利义务公约》（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首次将主权国家的定义写入国际条约，成为联合国有关主权国家的宣言和公约

的蓝本。根据该公约，主权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永久的人口、固定的领土、

有效的政府和与他国交往的能力等。32 随着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大，国家作为一

个联合体的构成要素也在发展，相应地国家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 
 

                                                              
28  西塞罗著，《论共和国 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 年第一版，P39。 
 
29  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 年第一版，P731。 
 
30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国家是替资产阶级管理一般事务的执政机构；恩格

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主张，国家是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

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

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

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则更激进地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

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 
 
31  吴庆荣，《法律上国家安全概念探析》，载于《中国法学》，2006 年第 4 期 P62-68。 
 
32  1933 年 12 月 26 日，美国及中南美国家共 19 国在乌拉圭蒙的特维多签订该公约。该公

约首次将主权国家的定义写入国际条约，此后，联合国有关主权国家的定义均源自该公约的有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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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全更是一个使用领域广泛的概念。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安是指平

静，稳定；全是指完备、齐备、完整，不缺少；安全是指系统没有危险，不受

威胁的状态。33 安全具有主客观统一性和相对性。安全既是一种可以依据一定

客观标准进行比较的状态，又是一种主体主观的感受和判断，具有一定的主客

观矛盾统一性；同时，主体对于安全状态的感知和判断，是相对于不同主体之

间或者相对于自身以往状态的一种比较结果，具有相对性。对于法律领域而

言，安全则意味着主体的利益不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威胁以及任何其

他危害性影响的状态。34 因此，对安全的维护范围与主体利益的内涵与外延有

直接相关性。 
 
国家及安全概念的多样性、相对性、历史性与主客观统一性，必然导致

国家安全也是个十分宽泛且较难界定的概念。国家安全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处于

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利益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

和疾患的客观状态。35 根据国家利益内容的不同，国家安全可以选择政治、经

济、军事、社会等若干状态参数进行考察。 
 
在国际法上，国家安全概念的提出，与冷战思维的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

治学理论密切相关。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国际

社会本质上是冲突的，而国际社会缺少能够将国际法律规则强加给各国政府的

世界力量，那么，必然导致由武力决定政治的结果，因此，基于一国国防安全

与军事安全的保障，提出了国家安全维护的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国际新秩序的建立，36 国家安全的概念随着国家利

益含义的丰富而不断拓宽，从原来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拓展到了政治安

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传统生活方式保

持等诸多领域，而且，仍在进一步发展中。 
 

                                                              
33  在线新华字典，http://xh.5156edu.com/html5/1329.html，2011 年 11 月 12 日访问。 
 
34  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新国家安全观》，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年第 6 期，P14-18。 
 
35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36  在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国家的积极推动下，1974 年 4 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前者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应遵守的 20 条基本原则，后者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 10 项基本目标。同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又

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一系列彰显各国对其一切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拥有充分主

权，主张改革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的文件，标志着国际新秩序的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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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安全概念本身及其发展来看，在法律上明确定义国家安全概念也

很难。目前，各国在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行为进行的有关国家安全审查中，基

本上缺乏对国家安全涉及范围的界定，较广泛地存在对国家安全作扩大解释的

现象。 
 
（二）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在实践中的扩张 

 
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在主权财富基

金国家安全审查的国际法层面主要包括强调各方遵守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

对等原则、保护投资自由化、商业运作等一般贸易与投资的原则性规定，但

是，缺少更有针对性且有约束力的具体审查规则。与主权财富基金国际监管直

接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如 OECD 的《OECD 准则》及 IMF 的《圣地亚哥原则》

等尚处于各国自愿执行阶段，不具备强制约束力。而美、新、阿等三方协议也

仅限于三国内部适用，所以，各国国内法目前仍是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的主要

法律依据。 
 
为了对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中有关国家安全审查的限度有个较为全面

的理解，以下分别选取欧洲（法国、德国）、大洋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美

国）等主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接受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虽然

各国具体制度发展路径不同，但从总体而言，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限度都是随

着国家安全概念的不断拓展而扩张，从以国防及相关产业的局部保护，发展到

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诸多领域的全面保护。 
 

1、 法德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法、德等作为欧洲发达经济体，是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之一。法、德两国的国家安全保护除了需要遵守欧盟法规以及 OECD 成员国相

关规定外，主要通过国内法监管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来保障本国国家安

全。 
 
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包括了一般审查和特殊审查两方面。一方

面，主权财富基金需要与法国企业共同遵守 《商业法》、 《公司法》、 《劳动

法》等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还需要遵守一系列专门的法

规。37  

                                                              
37  这些法规包括：2005 年 12 月 30 日颁布的 2005-1739 号法令，2004 年 12 月 9 日颁布的

2004-1343 号法令，1996 年 2 月 14 日颁布的第 96-117 号政令，1989 年 12 月 29 日第 89-938 号

政令、1966 年 12 月 28 日颁布的 66-1008 号法令等。从这些法令中可以看到法国近年来对待外

资态度的转变，以及对政府背景的外国投资主体限制的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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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法国对于私人资本的进入持开放态度，这一点从其不断缩小

的预申报范围和外资进入手续的简化可见一斑；38 但是，法国对国家安全审查

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张。为了消除或减少主权财富基金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

胁，法国采用列举方式说明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产业和企业，而这些受保护

的行业和企业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被保护的产业具体包括：博彩业、保险业、

生物技术业、解毒药生产部门、交通和拦截装置部门、信息系统安全行业、军

民双重工艺行业、密码学部门、涉及国防机密的部门以及军火部门等 11 个产

业。2006 年，法国又将家乐福等 20 家法国大公司作为需特别保护企业列入与

国家安全审查相关的名单，以限制外国投资者对其直接收购。 
 
主权财富基金如果投资这些被保护的产业或企业，需要履行特别审批程

序。首先，外国投资人必须向法国财政局申请预先审批。财政局收到相关申请

后，有两个月的审核期，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主权财富基金只有在取得

政府的批准后，才能实施相应投资行为，未取得批准则不得开展投资收购行

为；其次，外国投资人获得许可后，在具体投资过程中，还必须接受持续监

管。投资合约双方任何有关合同签订、买卖或交换报价的公布、资产的收购等

活动，都必须及时向财政部作进一步申报说明。39 由此可见，法国对国家安全

审查范围的扩大与延伸。 
 
德国也同样对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作了非常广泛而弹性的规定。德国国

家安全审查的强化体现在监管授权、明细法制和扩大审查范围三个方面。 
 
首先，德国于 2008 年 4 月通过特别授权，给予监管机构选定外国投资进

行预先审查的权力，从而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潜在风险的事前防范制度；

其次，德国于同年 8 月又颁布了《对外经济法》与《对外经济条例》的修正

案，禁止对“公共安全和秩序”可能构成威胁的任何投资收购行为，授权政府监

管机关对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投资行为行使否决权，开始实施更为严格的东道

国监管措施；第三，德国将国家安全审查范围也由原来的军工装备延伸到电

信、能源、邮政、港口、机场、铁路及其他可能的战略性产业。 
 
德国在扩大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的同时，对政府监管机构选定预先审查对

象的条件，判断威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标准等关键问题都规定模糊，这进

一步加大了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的几率，也易对来自非欧盟国

家和非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造成歧视待遇。 
 

                                                              
38  2005-1739 号、2004-1343 号等法令先后废止了一些预先申报条款，并提高了预先申报

项目的投资总额，简化了相关申报手续。 
 
39  引自法国中资企业协会网站：http://www.aecf-france.org/france_investissem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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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澳大利亚政府也曾经积极鼓励外资进入，但随着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外

资审查制度也日趋严格化。40 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由《外国收购和接

管法》（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 Act 1975, FATA）、《外国收购与接管规

则》（Foreign Acquisition and Takeovers Regulations 1989）、《公司法》（2001）等

法律以及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构成。通过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确立了对敏感行

业和投资金额巨大的外资项目实行项目申报和预先审批的审查体系。2008 年 2
月，澳财政部又发布了主要针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监管的《规范和审查外国政

府对澳投资的六项原则》（以下简称《六项原则》），进一步加强了涉及外国政府

及其机构投资、并购行为的监管。41  
 
根据该《六项原则》的规定，主权财富基金在澳大利亚投资需要事先向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申请并取得核

准才能实施。澳大利亚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以个案审查为基础，进行是否符

合国家利益的评估。因为主权财富基金系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不排除其会追

求更大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而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因此，必须进行更严

格的监管以减少可能存在的危害。但是，对其他外国私人投资者而言，只有涉

及单个投资人收购 15% 及以上或数个外国投资者(或投资合伙人)合计持有 40% 
及以上的公司、商业或信托所有权的投资项目才需要递交申请，履行审核程

序。而对于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外国政府及其经济实体的投资而言，依现

行法律，则无论投资规模大小，收购股份比例多少，均须进行申报及审核。相

对私人投资而言，这无疑增加了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周期、投资风险和投资成

本。 
 
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负责对此类投资申请进行审核。

FIRB 依据《六项原则》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就相关主权财富基金的申请是否符

合法律规定与政府外国投资政策，是否应当予以批准等向财政部长提供意见。

                                                              
40  这一趋势除了国际环境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本身规模和投资组合的变化外，与澳大利亚

民众对于外国投资者持有本国公司股份的反对态度也有较大关系。这也是所谓经济爱国主义兴

起的一个侧影。国际政策智库 LOWY 在 2008 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在 1100 名澳大利亚受访

者中，90%的人对外资持股澳大利亚本土企业持反对态度，其中，78%受访者反对中国国有企

业、银行或者投资基金对澳大利亚本土企业控股式收购。The 2008 Lowy Institute Poll: Australia 
and the world，by Fergus Hanson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asp?pid=895（ 2011 年 12 月

12 日访问）。 
 
41  这六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第一，投资者的运作是否独立于相关外国政府；第二，

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是否按一般商业行为标准运作；第三，投资是否阻碍竞争或导致有关产

业或行业不正当集中或控制；第四，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政府财政收入或其他政策带来影

响；第五，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第六，投资是否会对澳大利亚公司运

营、发展方向及其对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贡献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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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财政部长作出是否批准的 终审核决定。审核的结果有三种，批准、

不予批准和有条件批准等。42 
 

3、 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美国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为复杂的国家，并且，随着保护主义声势的

壮大，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仍在进一步扩张。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美国，不但必须与其他私人资本（例如股权基金、对

冲基金等）一样遵守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以及相关反欺诈、反不诚信、信息披

露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还需要满足更为严格的审查条件，经过更加复杂

的审批程序。43  这些特别调整的法律规范包括：《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

《1992 拜德修正案》、《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外国投资者并购、收购和接

管条例》、《关于外国投资委员会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指南》等。几乎每个法案

的通过，背后都有一个或数个引起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广泛争议或关注的外资

并购案。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为了阻止日本收购拥有“敏感技术”的一家美国

半导体公司就通过修正《国防产品法》（Defense Productions Act，1950）第 721
条制定了《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Exon—Florio Statute，1988）。44 该法案从

国防工业和技术转让角度规定了判断外资国家安全影响的参考标准，建立起了

外国投资者国家安全审查制度。45 为了应对敏感技术被收购的危机，该法案授

权总统可以暂停或终止任何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并购、合并和接

管。同时，为了制衡总统的权力，法案设置了两个权力行使的前提条件：一是

有可信证据表明，控制美国企业的外国实体可能会采取威胁国家安全的行动；

                                                              
42  如中国国有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其澳大利亚全资子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澳思

达煤矿有限公司在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资源公司 100％股权时，就先后向 FIRB 递交了三次并

购申请，且在接受附带条件的情况下，才获得澳大利亚政府有条件批准。 
 
43  根据§13(d)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规定，其他外国投资人只有购买上市公司 5%
以上的股权时，才需要进行信息披露等监管。但是，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即使远低于此比例也会

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甚至会被要求放弃该股份的投票权。 
 
44   该法案以《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的修正案通过，构成《国防产品法》第 721 条。由于

法案草案由参议员埃克森和众议员佛罗里奥提出，故通常称之为《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立

法背景源于八十年代，日资对美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尤其是 1987 年日本富士通公司（Fujitsu 
Ltd.）对美国军用电脑芯片生产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 Co.）的收购，直

接催生了该法案的颁行。 
 
45  《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的判断参考标准主要还是从国防工业和相关技术转让角度出

发，如：考察外资投资或并购是否直接涉及国防生产，是否与国防需要的国家产能和设施相

关、是否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商业活动及产能和设施等构成潜在威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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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除《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1977）外，46 其他法律规定都不能向总统提供足够且适当的途径来维护国家安

全。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随即将此权利授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of US，CFIUS）代理行使。47 但是，该法案对于如何判断外

资对美国企业的控制、如何理解国家安全、如何确定审查范围等重要问题并没

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该法案的条款规定较为原则，1991 年，美国财政部颁行

了《外国投资者并购、收购和接管条例》（CFIUS Covering Merges,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by Foreign Persons）作为《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的实施细则，

对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补充了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具体规定。 
 
如果说《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及其实施细则是对所有外国投资者适用

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那么，此后的《拜德修正案》（Byrd Amendment，
1992）则是在此基础上专门建立的，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等政府背景的外国投资

者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拜德修正案》是对《国防授权法》第 837
（a）条的修订，也是对《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补充。该法案规定，CFIUS
有权审查任何外国政府控制或代表外国政府的外国投资人的并购、兼并、购买

等行为，以防止该投资的结果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48  
 
2007 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2007，FINSA）更是进一步完善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该法

案的出台与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2005）、阿联酋政府控制的迪拜世界港口公

司收购英国一家航运公司在美国的港口业务（2006）等事件直接相关。《外国投

资和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对审查机构、审查对象、

审查程序等都作出修订，是对《埃克森-佛罗里奥法案》的修改与扩充，细化了

申报、审批、期限等审查程序，明确了外资收购控股股权的构成等。 
 
相应地，财政部于 2008 年修订了《外国投资者并购、收购和接管条例》

（Final CFIUS Covering Merges, Acquisitions and Takeovers by Foreign Persons），
并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委员会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指南》（Guidance on 
Transactions Presenting CFIUS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Considerations ）
等作为新法的实施细则。 
                                                              
46  《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于 1977 年颁布，是美国联邦法。法案主要授权总统在宣布国

家紧急状态后可以管理商业，以应对美国受到的任何源自外国的、非同寻常的、非凡的威胁。 
 
47  CFIUS 隶属于财政部，但是却跨部门运作，由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防部、司法

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等十多个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 
 
48  因该提案由参议员罗伯特•拜德（Robert•Byrd）提出，通常称之为《拜德修正案》

（1992）。James K. Jackson，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
July 29, 2010 资料来源：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L33388.pdf（2012 年 2 月 13 日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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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国家安全审查范围，除了涵盖国防工业和相关技术外，还要对

是否有关美国重要基础设施，是否有关长期能源供应，是否有与军事应用有关

的潜在技术转移等方面进行考量，甚至还要对主权财富基金所属国是否在反恐

问题上与美国积极合作、是否在地区范围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威胁等相关政治问

题进行审查。同时，该法案还增设了向国会报告的制度，强化了国会对主权财

富基金外资并购的监督。 
 
根据以上法案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相关规定，主权财富基金

在美国的投资必须依法向 CFIUS 申报。委员会接到申报后将于 30 天内进行初

步审查，判断该投资是否危害美国国家安全。CFIUS 内部设置了一个国家安全

领导机构，负责对每个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经 CFIUS 授权与交易方磋商有

关风险控制的缓冲协议等，以通过具体协议条文的安排，尽可能降低影响国家

安全的潜在风险。如果财政部长确定，同时，交易领导人申明，该交易不会损

害美国国家安全，则可以批准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项目；如果 30 天到期，仍无

法确定该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则 CIFUS 会继续展开不超过 45 天的调

查；在此期间允许申请人撤回、修改并重新提出投资申请，但审查期限将重新

计算。CFIUS 调查结束后，要作出调查决定，并将结果报告总统。总统接到报

告后，15 天内公布是否批准投资的 终决定，并将该决定报告国会。 
 

FINSA 法案在扩大国家安全审查范围，进一步强化审查程序等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的进展。FINSA 的另一个突出成绩在于建立了对获得批准项目的持续

审查制度。该法案规定，对于那些已经获得批准的项目，一旦发现可能存在危

害美国国家安全或者违反先期磋商确定的缓冲协议的情况，CFIUS 或者总统都

可以重新启动强制介入调查与审核程序，进行重新评估，从而实现了对主权财

富基金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持续性监管。 
 
（三）国家安全审查与保护主义 

 
从法、德、澳、美等国有关国家安全审查的制度规定及其发展来看，虽

然具体执行机关各异，审查范围有所不同，审查目的与审查方式表述方式不

一，审查权限及行使程序繁简有别，但是，各国有关国家安全审查的立法模式

却惊人地相似。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原则而模糊的规定来实施广泛而有弹性

的国家安全审查。在这种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之下，资本接受国政府或授权审查

机关可以合法地获得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便他们假借国家安全审查之名行贸

易保护之实，事实上可能违反了相关国际协定的义务，也会因其一方面符合本

国法律规定，另一方面难以举证其违反国际法，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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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与司法模式或许是行政机关 青睐的：尽量大地拥有权

力，尽量少地责任承担，弹性充足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位的权力监督与制衡。 
 
目前，在相关国际条约与协定中，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基本概念的

确缺乏明确的界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东道国政府就拥有任意解释的权力，可

以在其上任意附加任何含义，作过于扩张的解释。但是，在目前相关国际法律

制度下，除了宣言式地劝导外，缺乏有效措施来制约各国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的

任意扩张。 
 
那些主张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不断附加更多审查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即所谓资本的政治色彩或者投资的政治目的等。

事实上，从古到今，资本流动与政治都是天然不可分的。49 因此，没有必要对

资本的所谓政治色彩过分恐惧。而以此作为制度基础实施歧视性待遇，行保护

主义之实则更不可取。 
 
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日渐繁荣，与现行货币金融体系有着密切联系。布

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为了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相对稳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领导下形成了所谓“牙买加体系”。50 该体系适应了国际和各国经济发展的需

求，摆脱了原有体系下各国货币间的僵硬关系，解决了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

盾，提高了国际收支清算效率，形成了以某些主权国家的货币为 主要交易货

币和储备货币，其他国家货币采取钉住、浮动或者某种中间形态汇率的国际金

融格局。 
 
在此体系下，外汇储备主要表现为外国政府债券或其它高质量债券。这

类资产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收益率相对较低，储备持有国会付出大量机会成

本。如果那些主要储备货币国家不基于国际责任，而仅仅从本国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出发来决定和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话，储备持有国将会面临更大的风

险。事实上，各主要储备货币国政府作为民选政府，在制定财政货币政策时，

                                                              
49  拜伦·德·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早在 18 世纪就观察到贸易和政治的关系：

“两个国家交通往来，互相依赖，一个有兴趣买，另一个有兴趣卖，他们就会在互相需要的基础

上建立起统一体。和平是贸易的必然结果。”摘自《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p 
316。 
 
50  1972 年 7 月，IMF 组织 11 个主要工业国家和 9 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成立一个专门委员

会。该委员会于 1974 年 6 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

际收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在此基础上，1976 年 1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

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 终达成了包

括黄金退出国际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强化特别提款权、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扩大信贷

额度等内容的“牙买加协议”。同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IMF 协定第二修正

案》，从而形成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资料引自：http://wiki.mbalib.com/wiki/Jamaica_System
（2011 年 11 月 1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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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首先考虑本国人民的利益，基于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来制定国家政策，

决不可能将维护币值稳定，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放在首位。因此，自该金融体系

形成以来，其内生的利益冲突始终存在，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演愈烈。51 在
此背景下，非主要货币国家的外汇储备必然产生寻求降低机会成本、避免储备

货币贬值风险的强烈冲动，这也是主权财富基金自 70 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主要

原因之一。52  
 
从主权财富基金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其应对风险、保值增值的目的具有

典型的商业性。主权财富基金与生俱来的政治色彩与滥用该政治优势力量危害

别国国家安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纵观所有主权财富基金诞生以来一

贯良好的商业投资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

查，更多的应当关注和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而不是仅仅关注于是否具有政治

色彩或者色彩浓厚与否本身。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张的国家安全审查对维护东道国本身的

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未必有利。太多的经济学研究及实践已经表明：自由贸易

可以加强合作、减少冲突，金融市场一体化、经济自由化更有利于在全球范围

内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53 目前，各国形态各异、严厉有加的国家安全审查

制度对现有资本投资和贸易体系是一种不同程度的破坏，也与国际条约、双边

及多边协定等国际规则要求的东道国公平对待外国投资者的基本要求相悖，是

一种人为的国际贸易壁垒。 
 
目前，由于政客的过分渲染、长期的隔阂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等多种原

因，主权财富基金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影响国家安全的担忧和恐惧仍与

日俱增，从政府到民众都倾向于扩大与强化国家安全审查。因此，从现状及未

来发展趋势来看，这类以国家安全审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短期

内难以遏制。主权财富基金持有国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与东道国利益间寻求有

效的平衡仍是各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尚需共同努力，加

强协作与沟通，寻找更有效的监管方法，实现互利共赢。 

                                                              
51  例如，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美元危机，90 年代的金融危机，本世纪初的美国国债危机

等，无不直接导致储备国资产的损失。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在为美国

经济纾困的同时，却给各国储备资产造成巨额损失。 
 
52  楼继伟，《主权财富基金：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必然产物》，载于《比较》37 期，p146-
148。 
 
53  亚当·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者，他认为，自由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 佳选择，

不同国家生产同样的商品成本不同，应选择成本低的生产后进行交换，这有利于双方国家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其后，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选择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有利于促进资本、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根据这些理论，GATT、
WTO 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得到了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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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贯对外资采取积极、鼓励态度。近年来，随

着引进外资数量的激增，外资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外资投资监管的相关法律制

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有关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却始终缺乏有针对性的规定，

直到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才逐步建立起综合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由于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从审查主体、审查范围、审查标准还是审查

程序等方面都有些混乱或疏漏，还需要结合本国实践、借鉴别国经验，尽快予

以完善。 
 

（一）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招商引资而逐步发展起来

的，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政策联系较为紧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为主要特征，主要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第二

阶段以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为主要特征，主要由反垄断审查和行业管

理等规范性文件组成；第三阶段开始区分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初步建

立起综合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1、 《国家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 
 

中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从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犯罪行为开始建立

的。1993 年，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

《国家安全法》），次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为配套的实施规则。54 《国家安全法》第 4 条第

二款明确定义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本法所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是指境外

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

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下列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一）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二）参加间谍组织或

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三）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的；（四）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五）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

其他破坏活动的。而根据国务院《实施细则》第 8 条规定，所谓“危害国家安全

的其他破坏活动”是指：（一）组织、策划或者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活动的；

（二）捏造、歪曲事实，发表、散布文字或者言论，或者制作、传播音像制

品，危害国家安全的；（三）利用设立社会团体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进行危害国

                                                              
54  1993 年 2 月 22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公布之日

起实施。1994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第十九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

细则》，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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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活动的；（四）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五）制造民族纠

纷，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的；（六）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

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重大嫌疑的人

员的。由此可见，《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了主权统一、政权稳定

等政治安全的内容。 
 
1997 年，我国刑法分则的第一章规定了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具体表现

形式。从第 102 条到 113 条，分别规定了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

国家罪、武装叛乱罪、武装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叛逃罪、投敌叛变罪、间谍罪、资敌罪以及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供国家秘密、情报罪等犯罪及其刑罚。相应地，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危

害国家安全案件的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些法律条文中，对各种具体破

坏国家安全的行为进行了列举和定义，但并未与《国家安全法》中的相关内容

一一对应。 
 

此后，在《宪法修正案（1999）》第 17 条中也规定，要“镇压危害国家安

全的犯罪活动”。第一次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55 
在该修正案中，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所替代的是除叛国外的反革命活动。  

 
这些法律中的“国家安全” 虽然在内涵和外延上彼此有明显差异，但主要

都是从维护政治体制、政权稳定、打击犯罪的角度，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作出了相应规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通过打击犯罪维护政治安

全，而对有关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鲜有涉及。 
 

2、 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审查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中外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

视。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国家有关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这一时期发布了

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初步建立了国家国防和经济安全审查制度体系。 
           

1997 年，在原有《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及相关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即，后来的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工商总局）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

（【1997】外经贸法发第 267 号）；2000 年，发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

                                                              
55  该修正案第 17 条将原宪法第 28 条：“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

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修改

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

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25

资的暂行规定》，以规范外商境内投资行为，使之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

求，保障国防相关产业的安全。2002 年，国务院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

定》（第 346 号令），指导外商投资方向，使外商投资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相适应。 
  

2003 年，外经贸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外国

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3】第 3 号令，以下简称《并购暂行规

定》）。56  该《并购暂行规定》第 1 条就明确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目

的，规定外国投资者的并购行为不得造成过度集中、排除或限制竞争，不得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规定外经贸部或省级对外贸

易经济主管部门为审批机关，工商总局或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登

记机关。该法规已经明确将经济安全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并提出不得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但相关经济安全保护的措施较为全面，而有关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

措施则相对缺漏。 
 

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需要向审批机关报送申请材料，取得批

准。审批机关通常自收到全部报送文件之日起，30 日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但

是，当并购数量或市场占有率等达到一定规模时，必须向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

总局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继续进行并购。57 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审核

的，自收到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 90 日内作出决定。 
 

审批机关主要在经济集中和行业管理两方面进行审查：经济集中方面，

主要审查是否存在过度集中，是否妨害境内正当竞争，是否损害境内消费者及

相关利益者利益等；行业管理方面，主要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

                                                              
56  《并购暂行规定》共 26 条，2003 年 4 月 12 日起施行；2006 年，包括国资委、证监会

等在内的六部委对规定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并购暂行规定》共 61 条，同年 9 月 8 日

起施行；2009 年，为了与 2008 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保持一致，再次进行小幅修订，修订后

的名称改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简称《并购规定》），共 58 条，同年 6 月

22 日起施行。 
 
57  根据《并购暂行规定》（2003）第 19 条、22 条的规定，如果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出现下列情形，就必须向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报告审核：第一种情形是，并购当事人当年

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 15 亿人民币；第二种情形是，一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超过 10
个；第三种情形是，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20%；第四种情形是，并购

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25%；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没有达到前面所述

条件，但是，应有竞争关系的境内企业、行业协会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请求，外经贸部或国家

工商总局认为外国投资者并购涉及市场份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竞争或国计民生

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因素的，也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作出报告。如果并购一方能够向外经贸

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提供证据证明，该外资并购可以改善市场公平竞争，或者属于重组亏损企业

有利于保障就业，或者属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并能够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或者可以改

善当地环境的，则可向外经贸部申请审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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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外资产业目录》）的要求执行，禁止外商进入某些涉及国防等敏感技术的

行业。58 《并购暂行规定》和《外资产业目录》构建了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审

查制度的基本框架。此后，该并购审查规定虽经两次修订，但有关国家经济安

全审查制度的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59  
 
随着外资并购我国重要行业、核心企业案例的增多，企业界首先在竞争

中意识到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2006 年两会期间，全国工

商联提交了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提案。提议增强维护经济领域国家

安全的意识，尽快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同年 9 月，商务部修订了《并

购暂行规定》，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并

购规定》），确立了对国家经济安全及著名商标的保护。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

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

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

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

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

响。 
 
这一阶段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主要从产业安全和反垄断角度对国防和经

济安全提供保障。在以上法律条文中，国家安全审查仍然是个模糊的概念，有

时涵义包括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时又仅指经济安全或者国防安

全。在国家安全具体审查措施方面，又割裂为产业安全审查和经济集中审查两

块，缺少整体审查标准与程序，国家安全综合审查制度尚有待建立。 
 

                                                              
58  《外资产业目录》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制定。通常每隔四、五年会作出一定的

修订， 新修订的《外资产业目录》（【2011】第 12 号令）是 2011 年 12 月 24 日发布，2012 年

1 月 30 日起施行。该目录由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禁止外商投资产

业目录三部分组成。禁止投资产业主要包括稀土、放射性等部分矿产的勘察、开采，大地、海

洋、航空等地质测绘和勘探业，新闻、出版、广播等部分文化和娱乐业，武器弹药等专用设备

制造业，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功效的行业等等，这些领域是禁止所有外国投资者投资的；

限制投资产业包括主要农副产品加工业等部分制造业，选育等种子生产的农林牧渔业，部分采

矿业，铁路运输等部分交通运输业，粮食购销等部分批发和零售业，银行、信托、财务公司等

部分金融业，土地成片开发等部分房地产业以及部分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等，这些行

业的投资限制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要求外国投资者从事该行业经营活动时必须由中方

控股，另一种是限制外方独资，即可以采取合资、合作方式，对股权结构不作要求，但是，不

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公司。 
 
59  2009 年 6 月修订后的《并购规定》在关于并购审查制度方面，只是在具体审批材料报

送、以及向上级审批机关移送等方面作了一定程序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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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综合建立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实施，该法首次在法律条文中明确提出，对外资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将反

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区分开。该法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建立国家安全综合

审查制度的直接法律依据。60 此后，国务院、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

改委根据《反垄断法》的授权，分别发布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规范性文件，以

协助《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促进了经济安全审查措施的完善。 
  
2008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2008】第 529 号国务院令）等行政法规；2009 年 11 月，商务部发布了《经

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等部门规章；61 同年 12 月，国家

工商总局发布了《工商行政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此后，国家发改委

也同时发布了《反价格垄断规定》。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加强了反

垄断审查的操作性与规范性，促进了反垄断审查制度的完善。 
 
但是，有关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所要依据的“国家有关规定”却迟迟没有出

台，直到 2011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才以通知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

并购安全审查范围、内容、工作机制、程序等作了简要规定，62 2011 年 3 月，

商务部根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出台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

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安全审查暂行规定》，商

                                                              
60  《反垄断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经 2007 年第 68 号主席令颁布。2008 年 8 月 1 日实施。该法第 31 条

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

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61  所谓“经营者集中”是指三种情形：一是指经营者作为法人实体的合并；二是指经营者通

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实现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三是指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对

其他经营实体实际拥有控制权或能够施加决定性影响。出现经营者集中的情形并不必然产生申

报义务。只有达到一定的标准，经营者才需要事先向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申报，未经申报的不

得实施集中。国务院根据《反垄断法》第 21 条授权，从营业额角度，制定了两项经营者集中的

申报标准：一是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

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二

是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

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2011 年 12 月 30 日，

商务部又颁布了《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2011】第六号令），作为上述两

个法规的配套规范，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实施。 
 
62  这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关键性文件之一，由国务院办公厅制定。《通知》（国办发

【2011】第 6 号）2011 年 2 月 3 日发布，发布后 30 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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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公告 2011 第 8 号），同年 8 月又颁布了《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

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安全审查规定》，商务部公告 2011 第

53 号，2011 年 9 月 1 日实施），取代五个月前刚出台的《安全审查暂行规定》。

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紧锣密鼓地出台，说明中国建立国家安全综合审查制度的

紧迫性，而基本规范的频繁更替也说明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尚

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实践积累与经验借鉴。 
 

《国家安全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以及《安全审查规定》等各

级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再加上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国家安全

审查的规定，构成了内容庞杂、逻辑模糊、体系欠缺的中国国家安全审查制

度。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不同的是，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外国投资主

体在中国并没有因其持有者或代表者的特殊性而受到区别对待，主权财富基金

投资与一般外国商业投资者适用共同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 
 

（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中国现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查主体、申请人、审查内

容、审查范围、审查程序等方面。该审查制度主要由部门规章构建，在完整

性、操作性及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1、 审查机构与审查内容 
 

按照《通知》的规定，具体承担并购安全审查工作的机构是部际联席会

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发改委和商务部牵

头，根据并购交易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同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

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质检等相关部门开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

的安全审查工作。 
 
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分析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

业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第二，研究协调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第三，对需要进行安全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交易进

行安全审查并作出决定。 
 
作为审批机构的部际联席会议不是常设机构，且组成人员不定。目前，

主要由商务部负责日常事务处理，接受外国投资者并购安全审查申请，如果认

为属于安全审查范围的，则自受理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要提交联席会议，由

联席会议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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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知》规定，联席会议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首先，考察该并购交易对国防安全的影响，包括对国防需要的国内产品

生产能力、国内服务提供能力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影响；其次，考察并购交易对

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影响；第三，考察并购交易对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影响；

第四，考察并购交易对涉及国家安全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影响。 
 
在安全审查内容方面，目前的规则并没有明确提出对包括主权财富基金

在内的有外国政府背景的外国投资者作区别对待。唯一涉及与政府关系的情形

是，该外国投资者的并购行为属于安全审查范围，需要依法说明与实际控制

人、一致行动人等关联企业的情况时，也要同时说明其与相关国家政府的关

系。但是，目前法规中并无进一步明确与政府关系的亲疏有别而可能导致的不

同法律后果。 
 

2、 审查范围 
 

中国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主要依据国务院《通知》的有关规定确定。主

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关国防安全的并购，另一类是外国投资者在一些重要经

济领域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并购。 
 
对于有关国防安全并购的安全审查，不仅包括并购涉及的境内军工企业

本身以及军工相关配套企业，而且，还包括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的其他企

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等。外国投资者如果并购境内上述国防及相

关企业，则无论投资规模大小，持股比例多少，均属于国家安全审查范围。 
 
对于重要经济领域的审查范围主要包括境内重要农产品企业、重要能源

和资源企业、重要基础设施企业、重要运输服务企业、关键技术企业、重大设

备制造企业等。但是，并非所有涉及重要经济领域的并购均需接受国家安全审

查，只有当该并购结果导致外国投资者取得被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时，才需

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 
 
根据《通知》规定，外国投资者实施的并购行为包括 4 种类型：第一，

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或认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增资，使该境内企

业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第二，购买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股东的

股权，或认购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第三，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外

商投资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且运营该资产，或通过该外商投资企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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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境内企业股权；第四，直接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运营该资产。当外国投资者在属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范围实施以上并购行

为时，应当主动向商务部申报。 
 
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取得实际控制权是指其成为并购企业的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两种状态。63 《通知》将《公司法》有关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规定具体化，描述了 4 种取得控制权的具体情形：第一，是指外国投资者及其

控股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在 50%以上；第二，是指数

个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在 50%以上；第三，是指外国投资

者在并购后所持有的股份总额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第四，是指其他导致

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情

形。 
 
关于实际控制权取得与否的判断，从商务部《安全审查规定》的内容

看，采用的是实质性判断标准，即，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该交

易是否属于取得控制权的国家安全审查范围。同时，还规定外国投资者不得以

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采用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

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诸多控制方式，采用上述方式取得的

控制权一并被纳入审查范围。64 
 

3、 审查启动申请人 
 

在国家安全审查启动中，依法行使申请权的人包括四类：并购境内企业

的外国投资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

等。 

                                                              
6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附则第 217 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

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 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50%以

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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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

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64  近期，支付宝、新浪等引发的外资协议控制模式之争，或许是商务部修订《安全审查

暂行规定》时，特别通过列举协议控制、代持等控股方式，说明采用实质性判断标准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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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如果出现需要申请审查的情况，应当依法主动

向商务部提交并购安全审查申请，并提交有关文件；65 如果地方商务部门在依

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

若干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受理并购交

易申请时，发现交易属于安全审查范围而申请人未向商务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

的，则应当暂停办理，并在 5 个工作日内书面要求该外国投资者向商务部提交

并购安全审查申请，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商务部。 
 
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并购安全审查的情形，是指商务部在审查经济集

中，或者发改委在批准产业投资方向时，如果发现该外商投资属于国家安全审

查范围的，也要在 5 个工作日内提请联席会议进行审查。其他国务院有关部门

是否有权启动以及如何启动并购安全审查等问题目前尚无明确规定。 
 
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如果认为需要对外商投资进行

并购安全审查的，可以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并提交包括并购交易基

本情况、对国家安全的具体影响等有关情况的说明。商务部也可以要求利益相

关方提交有关说明。如果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商务部应在 5 个工作日内

将建议提交联席会议。 
 

4、 审查程序 
 
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审查启动、一般性审查、特别审查和审查决定四个环

节。 
 
有申请权的审查启动主体可以向商务部提交申请，商务部认为属于国家

安全审查范围的则启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外国投资者在提交正式申请前，可

以就其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提前沟通有关情

                                                              
65  在向商务部提交并购安全审查正式申请时，外国投资申请人需要提交的文件包括：

（一）经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的并购安全申请书和交易情况说明；（二）经公

证和依法认证的外国投资者身份证明或注册登记证明及资信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外国投资者的授权代表委托书、授权代表身份证明；（三）外国投资者及关联企业（包括其实际

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情况说明，与相关国家政府的关系说明；（四）被并购境内企业的情况

说明、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购前后组织构架图、所投资

企业的情况说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五）并购后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或合

伙协议以及拟由股东各方委任的董事会成员、聘用的总经理或合伙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六）为股权并购交易的，应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企业增资的协议、被

并购境内企业股东协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相应资产评估报告；（七）为资产并购交易的，应

提交境内企业的权力机构或产权持有人同意出售资产的决议、资产购买协议（包括拟购买清

单、状况）、协议各方情况，以及相应资产评估报告；（八）关于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享有的

表决权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合伙事务执行的影响说明，其他导致境内企业的境

遇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时机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或者其境外关联企业的情况说明，

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关的协议或文件；（九）商务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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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尽量避免启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但该商谈程序并非提交正式申请必经程

序，商谈情况也不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提交正式申请的依据。 
 
如外国投资者所提交的并购安全审查申请符合法定要求，商务部会书面

通知申请人受理该申请，否则，会通知申请人补交或修改有关文件。商务部在

受理后 5 个工作日内要将有关材料提请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联席会议的审查分为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两个阶段。一般性审查采取

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进行。联席会议就并购安全申请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有

关部门在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如果被征求

意见的有关部门均认为该并购交易不影响国家安全，则不再进行特别审查。而

由联席会议在收到全部书面意见书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审查意见，并书

面通知商务部。商务部在收到联席会议书面审查意见后，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

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以及负责并购交易管理的地方商务部门，该并购交易可以

按其提交的方案继续进行。 
 
在一般性审查阶段中，被书面征求意见的部门只要有一个认为该并购交

易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联席会议就要在收到全部书面意见后 5 个工作日

内启动特别审查程序，对并购交易进行综合审查。联席会议要结合一般审查的

评估意见，自特别程序启动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特别审查。如果联席会议

各方意见基本一致，则由联席会议提出审查意见，交由商务部通知申请人；如

果意见存在重大分歧，则由联席会议报请国务院 终决定。国务院作出 终决

定后再由联席会议书面通知商务部告知申请人。在此期间，允许外国投资者申

请撤回或修改并购文件，并允许其重新申请审查。审查期限依照行政法的有关

规定将重新计算。 
 

终形成的审查决定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不影响国家安全的，申请人可

以继续按照有关规定，到有相应管理权限的部门办理并购交易手续；另一种是

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则处理措施较为复杂。对于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

影响的外国投资，区分该交易是否实施而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尚未实施的，要

求其终止交易；对于已经实施并对国家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并购交

易，根据联席会议的审查决定，商务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转让相关股权、

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来消除该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三）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分析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成熟，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下滑中逆势上扬的强劲发

展势头，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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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年来也逐渐成为外国主权基金的重要投资目标国之一。66 不断增长的外资

并购在技术更新、提高管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

是，外资对一些重要行业或龙头企业的斩首式并购、对军工相关企业的控股收

购等也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伴随着引进外资和改革开放，经历了从打击犯

罪，到维护产业安全，重视国家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继而扩展到综合维护国

家安全的复杂过程。中国政府从早期的效率优先，经济发展至上，逐步转向努

力在引进外资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逐步在产业安全审查，市场集中

审查的基础上，建立了综合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是，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主权

财富基金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制度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

出现疏漏与空白；另一方面，组成现有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各项规范性文件是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不同时期出台的，常常带有应急性立法的烙印，易出现内容

矛盾、冲突，多头控制，重复监管等情况，严重阻碍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效力

的有效发挥。 
 
1、 部分规定的法律效力模糊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缺陷，首先体现在对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的效力

认定上。该《通知》目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

《通知》即不属于行政法规，也无法纳入部门规章的行列，法律效力模糊。 
 
首先，《立法法》第三章第 56 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

政法规。”而国务院办公厅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内部管理机构，显然不能等同于国

务院。67 因此，该《通知》无法作为行政法规产生约束力。其次，《立法法》第

四章第 71 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

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

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而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的机

构设置与编制规定，国务院的组成部门（部委加人民银行和审计署）共有 27

                                                              
66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和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数据的增长，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市场对外国

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2003 年，QFII 只有 12 家，投资额度 17 亿美元，截止 2012 年１月 10
日，QFII 数量增长了近十倍，上升到 117 家，投资额度已经达到 222.4 亿美元，并仍在加速扩

张 。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网 站 ：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glxx/glxx_detail.jsp? 
ID=120700000000000000。 
 
67  国务院办公厅是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 号）设立的，是为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

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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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直属机构 16 个，直属特设机构 1 个，国务院办公厅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

因此，国务院办公厅依法不具有制定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办公厅主要职

责是负责处理国务院内部的日常工作，不具有对外行政管理职能。因此，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国家安全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是有待推敲的。相应地，该

《通知》的法律效力同样令人质疑。一纸通知就可以替代立法，在国内并非个

案，也非首例，这或许是行政权力肆意扩张与人们对权力惯性服从的双重结

果。 
 
此后，商务部虽紧急出台了《安全审查暂行规定》，通过部门规章确认

《通知》的所有内容，来弥补《通知》的效力瑕疵。但是，该规定出台过于局

促，仅仅运行了 5 个多月后，就被商务部颁布的《安全审查规定》取而代之。

如此频繁地变更与维护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极易造成实践中的混

乱，并对外资合法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人为障碍。 
 

2、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调整对象有限 
 

在若干组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中，对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的调整对象规定并不一致。《反垄断法》、《外资产业目录》等规范性文件中，对

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调整对象确定为所有外国投资者，如果其投资行为或结果危

害或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皆予以调整。而作为具体实施措施的《通知》中

却只针对四类并购行为予以国家安全审查的调整。68  事实上，主权财富基金的

投资行为既有并购行为，也包括直接投资行为，只调整其中某一类投资行为，

使得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调整对象受到了局限，削弱了对国家安全的有效维

护。 
 

3、 外国投资申请人救济途径缺失 
 

在目前的审查制度中，对于外国投资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未予以充分保

护。 
 
首先，在国家安全审查启动环节，由于可以启动国家安全审查的主体除

了投资者本身和商务行政管理机关外，其他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

会、同业企业、上下游企业都可以提出申请。而规则在赋予更多主体国家安全

                                                              
68  见国务院《通知》中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安全审查规定》第一条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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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启动申请权时，却缺少相应的监督与制约规定。一方面，缺少对这些权利

予以制约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些主体行权时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

方面，外国投资申请人在面临更多受到审查的可能时，法律也没有给予其相应

的说明和解释的权利。这样的权责配置极易造成申请权的滥用，损害公平竞争

的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在审查过程中，申请人需要递交的材料可能涉及商业秘密或技术

秘密等内容，而国家安全审查过程中，审查、移送环节较多，因此，如果不通

过专门制度加强保护的话，一旦出现不当泄露，就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

或者会引起市场不必要的波动。 
 
第三，对于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作出的终止交易等决定，外国投资申请人

如果不服，是否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取得救济，目前没有明确规定。 
 
4、 国家安全审查机构规则不明 

 
作为国家安全审查机构，部际联席会议只是个非常设机构。在需要进行

安全审查时，才由商务部、发改委根据并购项目需要，选择不同部门组成这样

一个临时性机构。但是，无论是国办的《通知》还是商务部的《安全审查规

定》，对有关审查机构的组织规则、成员资格、议事方式、表决方式等都语焉不

详。而根据目前的规定，商务部如果发现并购申请属于国家安全审查范围的，

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就要提交联席会议，而此时联席会议不但没有组成，

连如何组成都无法可依。虽然，国办《通知》中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树立

全局观念，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工作效率等等，但这种近乎劝诫或宣言式的规

定，很难对各大部委产生实质约束力。而联席会议及时、合理的组成、部委间

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等却是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基础条件。 
 
如果联席会议的规则不明，有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无章可循，则一方面安

全审查工作的效率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易出现有利益一起上，担责任互相推

的局面， 终导致投资申请人、企业、国家等多方利益受损。 
  

5、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针对性不足 
         

主权财富基金在中国的投资与一般商业投资者享有一样的待遇。并没有

因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引起国家安全审查部门的区别对待。虽然，在审查

中，要求外国投资者说明与政府的关系，但并未明确与政府关系的远近差异而

采取的不同措施。而近年来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主要是围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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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有、控制或操作的投资主体进行的。这一方面出于对所谓非商业目的的

防范，另一方面出于对竞争秩序的维护。 
 
虽然不应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府色彩过多强调，但是，也不应对主权财

富基金的政府背景完全忽视。否则，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不够完整的，对国家

安全的维护也是不够充分的；另一方面，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外国投资时，常

常受到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的困扰，作为对等与制衡措施，中国相关安全审查

制度也不应该空白或模糊，否则，难以通过合法手段制衡其他对中国主权财富

基金实施严格国家安全审查的国家。 
 

6、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存在冲突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除了本身不够全面外，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矛盾与

冲突也较多，有待进一步协调。 
 
第一，有关行政机构的审查权限、程序等需要与相关行政法、行政诉讼

法等进一步协调，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设置、审查监督等都尚属空白，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的适用及例外情形都没有明确界定。 
 
第二，国家安全审查的规定与产业安全审查、经济集中审查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存在矛盾与冲突。某些依据《安全审查规定》需要纳入国家安全审

查范围的行业，在《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却属于鼓励投资行业之列。 
 
第三，没有注意国家安全审查和吸引外资之间的平衡。在加强国家安全

审查的同时，没有相应简化其他不涉及国家安全审查投资项目的审查手续与审

批程序，外资审查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 
 

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

只有在完善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基础上，才能结合主权财富基金的

特征，对其投资实施更有效的国家安全审查。如果基础制度欠缺，那么，主权

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查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

查制度需要与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建设相结合，理顺相关执法部门间的关

系、弥补欠缺和不足，共同完善。同时，还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起草与

制订，以实现对国家安全更有效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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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快建立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涉及市场准入，不但与国内法相关，也需要遵守相关

国际法的规定。要建立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至少要从以下四方面着

手： 
 
第一，国家安全审查法律制度本身内容的补充、修订与法律体系的完

善。针对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应当尽快由人大立法，完善国家安全

审查法律的内容，在法律层面上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核心，再辅以实施细则、操

作指引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构建出层次清晰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对外资

国家安全审查的规范化、透明化和统一化。 
 
第二，相关国际条约和规则的遵守与新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在修订有

关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与中国参加的相关国际条约的协调。而

对于目前正在起草或已经形成草案但尚未正式实施的国际规则，作为主权财富

基金持有国和东道国都要积极参与，主张话语权，参与游戏规则制定阶段的利

益分配，在共同遵守的规则中更好地体现和维护本国利益。为此，还应尽量联

合其他利益一致的国家，共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注意协调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国家安

全审查法律制度必须与相关产业管理法、企业法、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相

关法律规范及其实施细则相协调，尽量减少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

起一套系统严密的制度体系，以共同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 
 
第四，要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稳定与公开工作。根据 WTO 多边协定要

求，各成员国涉及或影响贸易的国内法要符合三个重要原则，透明度原则、贸

易自由化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各成员国要将其可能涉及或影响贸易的国内法

律、法规、判例、与别国签订的条约等予以公开，这些公开的制度要符合贸易

自由化的要求，并具有稳定性。因此，作为与国际投资与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

安全审查制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规则透明度，将审查机构、条件、程序、判断

标准等予以公开；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短期立法行为，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

从，不但无法真正维护国家安全，而且还损害了国家、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等多

方利益，同时，也践踏了法律的尊严。 
 

2、 完善有关审查机构规则 
 

部际联席会议作为国家安全审查机构，曾被认为是美国 CFIUS 的中国版

本。其实，这两者有很大区别。首先，联席会议是非常设机构，其组成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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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而 CFIUS 则属于组成固定的机构，主要成员固定之外，可以根据并

购案具体情况聘请专家；其次，联席会议的议事方式、召开程序等都没有规

定，而 CFIUS 的投票权分配、行使方式等却非常明确；第三，对于联席会议的

国家安全审查工作缺乏监督与权力制约，而对于 CFIUS 的审查工作，总统和国

会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性。 
 
国家安全审查机构，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执行者。不但对维护国家安

全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国对外资态度的具体体现。为了保证国家安全

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应当尽快建立类似外国投资者审查委员会之类组织明确

的审查机构。一方面，这便于进一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明晰有关审查机

构的组织规则、成员任职资格、议事规则、表决方式、召集人与主持人、会议

程序等；另一方面，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也便于加强对安全审查工作的检查

和监督。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授权的专业委员会等负责对安全审查机

构的工作进行检查和监督，以防止怠于行使职权和滥用职权的情况。 
 
3、 谨慎控制国家安全审查启动程序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外资市场进入的壁垒。如何恰当使用这一壁垒，使

其既能阻挡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外资进入，又不对善意的资本进入形成障碍，

关键就在于国家安全审查启动的控制。因此，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必须细化启动

的相关条件，严格规定相关程序和责任等，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谨慎

启动国家审查程序，以免对市场自由贸易与竞争秩序造成不必要的破坏。 
 
现行国家安全审查规定中，安全审查程序启动的申请人范围较为广泛，

包括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等，但是，

相关制度在赋予这些主体安全审查启动权时，却没有相应规定其需要履行的义

务以及依法承担的责任等。为了防止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被误用、滥用，也为了

吸引更多的外资合法进入中国市场，需要严格规定国家安全审查启动条件及程

序，合理配置审查程序启动申请人权利、义务与责任，平衡维护各方主体的合

法权益。 
 
4、 加强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安全审查的针对性 

 
在完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主权财富基金投资

的特殊性在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具体表现。主权财富基金的持有主体、规模、

目的、竞争力等方面与一般商业投资主体不同，相应地，对其可能产生国家安

全威胁的防范重点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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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而言，更需要重视其在并购中的规模优势地位、防止

主权地位的滥用以及竞争中的谈判优势等。同时，要贯彻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

中的对等原则，综合考察其他国家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特别审查制度，尽快

建立健全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尽量减少可能削弱国家安全

保护的各种因素，在积极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切

实维护好本国的国家安全。 
 
5、 提供外国投资申请人更多的救济途径 
 

现有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无论在审查启动环节、一般审查环节、特殊

审查环节还是审查决定环节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外国投资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维

护。 
 
在审查启动环节，当外国投资申请人因行政机关或行业协会、同业企

业、上下游企业提出要求而被动接受安全审查时，如果该外国投资人申请人有

异议的，应当给予其提供相应证据并说明理由的权利，然后，再由商务部决定

是否启动安全审查程序。 
           

在一般审查和特殊审查环节，联席会议下可设专门机构，负责与外国投

资申请人的信息沟通与协商，并通过签订安全缓和协议等方式对个案灵活控制

交易风险性，尽量减少对外资启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69 同时，允许外国投资

申请人根据需要撤改并购方案，如果修改后的并购已经不属于审查范围或对国

家安全不构成威胁，则应及时终止审查程序，以降低外国投资申请人的投资成

本。 
           

在审查决定环节，外国投资申请人如果对审查决定不服，是否可以获得

行政救济或司法救济，目前没有具体规定。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外国投资申请人

的合法权益。对此问题的解决存在一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事关国家安

全维护，因此，不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对相关行政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部际联席会议作出审查决定后，如果申请人不服的，

应该允许其向国务院提出行政复议，由国务院作出 终决定；如果由于部际联

席会议意见分歧而报请国务院，由国务院作出决定的，则不可再提起行政复议

或行政诉讼。70  

                                                              
69  安全缓和协议，是指国家安全审查机构与外国投资申请人签订的关于投资过程中保证

遵守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东道国国家安全的协议。国家安全审查机构可根据收购案的具

体情况，灵活调整国家安全防范条款，投资申请人需要作出遵守的承诺。 
 
70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也持类似主张，该法规定，总统作出中止或禁止外国

实体对美国企业并购的决定是不受司法审查的，法院没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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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不论是联席会议的决定还是国务院的决定，申请人如果不

服，都应当允许其提请国务院行政复议或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理由

有三：首先，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权

和诉讼权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能剥夺；其次，

虽然事关国家安全，具有一定特殊性，但是，法院同样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

力量之一，合理运用司法审查力量只会加强对国家安全的维护；第三，提供外

国投资申请人更多的行政与司法救济，也便于行政监督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

制衡。 
 

结论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也与国防安

全、社会稳定、市场秩序等密切相关，是国家整体利益与意志的反映，对保护

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

处于起步阶段，条文简陋、权责不明，与其他国内法律法规及国际法的内容也

有一定冲突，急待进一步修订与完善。为了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应尽快建立层

次清晰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完善相关审查主体的组织规范，给予外国投

资申请人足够的行政和司法救济，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要谨慎启动国家

安全审查程序，努力平衡好各方权益，进一步完善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监管整

体法律制度，促进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