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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主要國家管制外資併購之規定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章擬先就美國、英國及近來資

本市場發展迅速之中國大陸對外資併購之管制趨勢為一介紹，作為檢

討國內相關併購法制之借鏡。 

 

第一節 美國管制外資併購之規定 

 

第一項  背景 

    或許是受移民文化之影響使然，美國對外資併購其境內企業相較

於其他國家可謂抱持較開放之態度。故只要外資併購之對象不涉及國

家安全等相關產業，均未對該等併購行為設立特別之法律障礙或門

檻。 

    而面對其境內企業被外資併購時股東權益保障之監理態度，簡言

之，即在於資訊充分揭露。此外，美國特有利於民眾接近的司法制度

亦於併購程序中對董事義務之履行扮演事後監督的重要角色，這也是

外資併購其境內企業時均非常注重法律遵循之主要原因之ㄧ。 

 

第二項 管制外資併購規範之介紹 

ㄧ、凡在美國境內從事併購行為均應遵循之法令 

（一）反托拉斯法的規定 

  美國對併購的法律規範，最主要靠案例和成文法。成文法中涉及

併購之規範最早的是1896年的謝爾曼法(Sherman Act)和1914年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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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頓法(Clayton Act)。這二個聯邦法律都是美國的反托拉斯法。謝

爾曼法第二條規定禁止壟斷、意圖壟斷、聯合或共謀壟斷等。而克萊

頓法第七條則禁止可能嚴重減少競爭或產生壟斷的合併與收購。謝爾

曼法和克萊頓法的執行機構為美國司法部和聯邦貿易委員會，這兩個

機構在1970年運用上述法律阻止不合法的收購和合併活動時，發現其

執法能力由於缺乏必要的資訊而大受影響，從而導致了1976年哈特-

斯各特-羅迪諾反托拉斯改進法(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的通過。  

  1976年哈特-斯各特-羅迪諾法規定，進行大額交易的當事人，應

向美國司法部反托拉斯部門和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提出報告，並在規

定的時間內不得進行該交易。而在等待期間，上述兩機構的官員將審

查所交的報告並決定是否進行全面的調查
5
。  

（二）證券交易法之規定  

  1934年的美國證券交易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是美國規範收購要約和股份累積的主要法律。該法規定以股票為支付

對價之要約必須向美國證券交易委員會申報，但對以現金為收購對價

之收購則不要求有任何告知義務，甚至連收購者的身份也不要求告

知，致許多上市公司在不知不覺中，其控股權就以現金收購形式被轉

移。少數股東就其所持有公司之控制股東知之甚少，相對處較為不利

的地位。爰在社會公論一片撻伐之中，美國國會於1968年通過了威廉

法案(Williams Act)，對經由證券市場公開收購(tender offer)之收

購態樣為一完整詳盡之規定。威廉法案的立法精神在於資訊揭露，即
                                                 
5 王文宇，世界主要國家併購相關法律規定之比較，頁 6-7, 
http://www.moea.gov.tw/~ecobook/cynex/sab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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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收購方應即時揭露正確及完整之訊息，使廣大投資者得在充份知

悉之前提下，作出投資決策。  

（三）公司法之規定  

  在美國，公司法屬各州之立法權限，而各州之公司法，對於併購

之規定可謂千差萬別，在少數股東權益之保護部份，除賦予反對股東

股份收買請求權外，各州立法例可歸納為三種類型
6
，分別係控制股

份收購之立法例、公平價格加上絕對多數表決之立法例及禁止合併之

立法例。所謂控制股份收購，係指當收購者擬收購標的公司15%至20%

有表決權股份時，部分州公司法規定在此種收購完成前，或者在行使

表決權前，應經標的公司內其餘未被收購股份之股東同意；而公平價

格加上絕對數表決之立法則是為防止「二階段收購
7
」之情形而設，

使在公開收購期間內不出售股份的股東受到保護。此類型的法律一般

多定有絕對多數之規定，即要求取得標的公司10%以上股份的一方，

必須取得標的公司董事會及無利害關係之股東三分之二之同意，始得

與標的公司進行合併或其他業務聯合行為；至禁止合併之立法例之特

點在於，不直接干涉收購方取得標的公司股份並行使表決權之能力，

而是將規範重點放在收購方取得標的公司控制權後對於標的公司資

產之使用方面。例如某些州之公司法規定，持有一家公司10%到20%

股份的股東，自達到該百分比的一段時間以內，不得與該家公司進行

業務聯合行為，但在達到上述持股比例前，該公司董事會業對達到該

持股比例後之業務聯合行為決議通過許可者，不在此限。  

                                                 
6 劉澄清，公司併購法律實務，法律出版社（北京），1998 年 5 月第一版，頁 24。 
7 所謂二階段收購，係指標的公司之股東倘未於公開收購期間出售其股份，則其持股仍可能遭收

購者以第二階段之現金逐出合併收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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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資在美國境內從事併購行為應另行遵循之法令 

（一）外人投資負面表列限制法令  

  美國的聯邦法令，亦同於我國對於某些敏感事業採取限制或禁止

外人投資的規定。例如有關國防、通訊、空運、沿海運輸以及原子能

等相關事業，均屬於美國聯邦政府對於外人投資的「負面表列」事業。

除此之外，聯邦法律及州法亦對銀行及銀行控股公司的外人投資設有

限制規定
8
。 

（二）國家安全法令  

  如果併購行為或其併購結果有可能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時，則依

其分別案情以及可能侵害程度，依據不同的法律分別為不同的處置。

茲將外國人對美國企業併購行為可能牽涉的美國國家安全法律略述

如下。  

1. 輸出行政法 

    就某些屬於美國國家列屬控管限制輸出的科技技術(Controlled 

Technology)，外國併購者所擬併購之企業有從事生產或製造時，則

須注意所謂的「輸出行政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的有關

管制。這個問題尤其值得外國併購者預先加以評估，以便了解併購行

為的結果可否將擬取得的科技予以輸出。特別是某此併購的目的便在

取得該等高科技時，便須釐清有關該須科技是否被列管。 

 

2.國防有關之工業 

                                                 
8 武忠賢，國際購併，財團法人省屬行庫中小企業聯合輔導基金，民國八十年四月初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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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外國併購者所擬併購之美國企業係從事與國防有關物品或技

術之製造時，美國國防部可能參與日後該企業的所有輸出許可之決

定，以確保該企業之產品或技術在國際間之移轉，符合美國的外交政

策以及國家安全目的。此外，該等產品或技術若屬於國家安全的機密

時，則該美國企業倘遭外國人併購、控制或影響，則美國國防部可能

會中止該企業之有關國防業務並取回一切相關之資料。 

 

3.艾克森、芙羅瑞法 

    美國於1988年通過的綜合商業及競爭法(Omnibue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中有部份條文授權美國總統有權於特定情形

下阻止涉及外國人之某些交易行為的發生，而此一部份的條文，通常

稱之為艾克森、芙羅瑞修正法(Exon-Florio Amendment)。依據此一

法律的授權，美國總統若發現任何「可信的證據」足以懷疑外國人對

美國企業的控制，將威脅且削弱美國國家安全，而且沒有其他法律可

以提供保障或除去此項威脅時，美國總統可以在任何時間下令禁止或

擱置該交易。該交易若已完成時，則視該交易之進行過程有無違反依

法所規定的通知義務而可以要求剝奪該外國及投資人的權利
9
。 

 

第三項 近來管制趨勢 

 

    美國當前對於外資併購其上市公司之管理之趨勢，除了於併購開

始前，與併購過程中，對於股東會決議所要求資訊的揭露及事後的股

份收買請求權（Shareholder Appraisal Right）之外，其實仍回歸

                                                 
9 王文宇，前揭註 4，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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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併購公司之董事會是否善盡其受託人義務作為併購管理中重要的

指標。因為透過美國特別強而有力之訴訟制度及文化，如集團訴訟

（class action）之事後監督機制，將能轉換成監督經營階層為併購

決策之力量，實係能確保股東權益之極重要環節。 

 

    另就在美國司空見慣之私募基金併購之審查而言，美國政府的關

注重點，係放在私募基金所主導的融資併購案，而非私募基金本身，

並十分強調資訊公開。據Dealogic統計，2006年各大私募基金，一共

參與近九百家美國企業的併購案，許多知名企業如德州儀器、戴爾電

腦等，亦是私募基金可能的目標之一。美國司法部已開始調查數起併

購案中有無涉及不法獲利，與違反資訊揭露原則。「我們擔心資訊不

透明的俱樂部併購案(club deals)愈來愈多，會影響美國整體市場自

由競爭的秩序。」一名司法部官員對路透社披露，司法部已經發函給

包括KKR、銀湖、凱雷在內的數家私募基金公司，要求協助調查
10
。 

 

第四項 小結 

    綜上所述，美國對於外資併購的審查，亦同於我國對於某些敏感

事業採取限制或禁止外人投資的規定，如有關國防、通訊、空運、沿

海運輸以及原子能等相關事業，均屬於美國聯邦政府對於外人投資的

「負面表列」事業。故倘外資欲併購之標的公司非屬負面表列之事

業，則回歸一般的併購審查標準。而應與其國內企業一體適用1934

年證券交易法、反托拉斯法、威廉法案及所涉州之公司法等。 

                                                 
10 辜樹仁、張翔一，「各國政府向私募下戰書」，天下雜誌，第 363 期，2007 年 1 月 3 日，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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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管制外資併購之規定 

 

第一項 背景 

 

    英國對其境內企業併購之行為，向以被併購公司之股東是否被平

等對待、收購價格是否合理暨相關資訊是否已充分揭露為監理重點，

至收購方是否為外資則非所問。惟近來，因私募股權基金在英國境內

大行其道，未免其善用之併購模式損及英國之金融秩序，爰英國金融

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於2006年11月公佈對

私募基金之調查報告，報告中歸納了私募基金存在7個潛在性風險，

並對該等風險之控管提出相應措施。 

 

第二項 管制外資併購規範之介紹 

 

    企業在英國境內為併購行為之主要法源為英國2006年公司法

（Companies Act 2006）第1章的第28部分（Part 28 of Chapter 1）

及併購委員會（Takeover Panel）發布之收購與合併守則（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1
，以下稱「併購守則」）。故外資

在英國境內從事併購行為亦受上開規定之規範。 

    該併購守則於原則中首揭併購程序中所有股東應被平等對待

（treated fairly）
12
、併購程序之收購價格應具合理性、被收購公

                                                 
11 參見併購委員會網站，http://www.thetakeoverpanel.org.uk/new/codesars/DATA/code.pdf 
12 其原文如下：All holders of the securities of an offeree company of the same class must be afforded 

equivalent treatment; moreover, if a person acquires control of a company, the other holders of 

securities must be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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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會不得做出對公司整體不利之決定
13
暨併購之資訊應充分詳盡

之揭露。 

    首先，關於股東公平對待原則部分，併購守則要求收購人應以同

ㄧ條件對被收購公司之所有股東提出要約。此外所有股東所取得之併

購資訊必須相同，不得有不對稱之情形。同時為避免董事會為求自身

利益而濫權阻擋收購之進行，原則上併購守則並不允許董事會採取任

何使併購交易不成功之防禦措施
14
（defensive measure），除該等行

為已取得股東會之同意
15
。 

    再者，就收購價格之合理性部分，併購守則對收購價格之計算方

式訂有原則性規定。依英國收購與合併守則第9.1、9.2條及其附註之

規定，任何人自行或與他人共同（persons acting in concert）取

得標的公司百分三十有表決權股份；或超過百分之三十但未達百分之

五十有表決權股份，欲於十二個月內再取得超過百分之ㄧ有表決權股

份者，即須對「全部股東」為收購之要約
16
，並對所有應賣之股份全

數買下。而依併購條例之規定，收購者必須要向所有的股東為現金收

購之要約（cash offer），且該收購者對每股收購之金額必須為宣布

收購前12個月內之該公司股票最高價。而且倘若同一收購者對其他公

司有提出較高價格者，其對於前公司之收購價格亦應隨之提高
17
。 

    次就收購資訊揭露部分，併購條例要求被收購公司必須要指定獨

立顧問（Independent Advisor），而該顧問對於併購所為之任何建議

                                                 
13 其原文如下：The board of an offeree company must ac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s a whole 

and must not deny the holders of secur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decide on the merits of the bid. 
14 同上註。 
15 Supra note 10。 
16 See Weinberg, M.A., RABINOWITZ, LAURENCE, BLANK, M.V., WEINBERG AND BLANK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5thed, London:Sweet &Maxwel., at3395-3420（1989）。   
17 見併購委員會網站 http://www.thetakeoverpanel.org.u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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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董事會的意見都必須使所有股東知悉，且該等資訊均必須正確不

可有誤導之嫌。倘若有任何資訊上之錯誤，應立即公開予以更正。此

外對於任何加諸於該公司股權上之權利限制均必須予以充分揭露。任

何相關之財務等公司重要業務預測，均必須有專業人士予以簽證。 

 

第三項 近來管制趨勢 

 

    為避免近來在英國境內相當活躍之私募股權基金對該國可能產

生之金融秩序問題，英國金融服務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亦在2006年11月公佈了一份厚達94頁的私募基金調

查報告，歸納了私募基金的七個潛在風險
18
：（一）過度的槓桿融資

（Excessive Leverage ）、(二)所有權不明之經濟風險（Unclear 

Ownership of Economic Risk）、(三)降低總體資本市場效率

（Reduction of Overall Capital Market Efficiency）、(四)市場

濫用（Market Abuse）、(五)利益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s）、(六)

市場進入限制（Market Access Constraints）以及（七）市場不透

明化（Market Opacity）。惟該報告雖指出私募基金潛在之風險，然

其亦肯認私募基金對英國資本市場之效率具正面意義，並認私募基金

具有高度的流動性與國際性，若採高度監理行為致私募基金移轉至低

度管制的國家則對英國未必有利
19
，故該報告建議採風險導向

(risk-based approach)之監督方式，而非全面性之法律修正來因應

上開風險。茲將FSA針對各項風險提出目前已採用或是可為採用之對

應措施如下： 

                                                 
18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Private Equity: A Discussion of Risk and Regulator Engagement, Nov. 
2006, http://www.fsa.gov.uk/pubs/discussion/dp06_06.pdf 
19 Id, at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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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私募基金過度的槓桿融資（Excessive Leverage ）之風

險部份，茲因私募基金併購他公司，多以融資併購之方式為

之，所需併購資金中僅一至二成為其所自有之基金，其餘則

向銀行舉債取得，使借款予私募基金之英國國內銀行之債務

和扣除利息、稅收、折舊和攤銷之前的收益比率（Debt/ EBITDA 

Ratio）於2006年時，已高達6.41。 

FSA為因應此一狀況，除持續維持其對銀行之定期監理措施

外，並自2005年起，逐年針對英國國內銀行對私募基金借款情

形進行全面性調查，期能在例行之銀行監理外，了解銀行對私

募基金放款之情形。 

（二） 針對所有權不明之經濟風險（Unclear Ownership of Economic 

Risk）部分，由於私募基金之操作常使用大量的風險分散工

具，造成最終經濟風險擁有者（ultimate owner of the 

economic risk）難以辨認之情況。 

對此，FSA首先與產業以及其他管理機關合作針對LCDS市場予

以監視，並計畫以一年半的時間，透過與業界更直接的溝通以

促進對業界及其經營層的了解，以了解在此領域發展產業操作

守則（industry code of practice）之可能性。惟此之守則

將不會僅針對私募股權基金，而是更廣泛的針對所有具有大量

信用與債權交易之公司。 

（三） 造成總體資本市場效率降低（Reduction of Overall Capital 

Market Efficiency）之風險部份，因私募基金吸引了大量原

可流向公開市場之資金，同時提供許多有發展潛力公司所需

之資本，導致部分企業或因規避公開市場籌資之法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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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選擇不上市或下市。故私募基金顯然具排擠公開市場之資

金供給及需求面之效應，對於公開市場之資金及規模，存在

一程度之不利益，進而降低總體資本市場之效率。 

對此，FSA表示，除將持續對上市規定進行檢視，確定該等規

定不會不當地影響公司上市之意願或促其私有化，同時FSA也

會幫助上市公司認知私募基金市場可能帶來之問題與風險，藉

此協助上市公司面對私募股權基金之併購時，得採取適當之措

施。 

（四） 針對市場濫用（Market Abuse）之風險部份，FSA自與私募基

金市場參與者討論之後，認此一與資訊相關之風險主要在於

私募基金常伴隨大量參與者及不成功交易所產生之資訊洩

漏。 

就此，FSA認欲降低此風險，首應提醒市場參與者其負有避免

市場資訊濫用之義務。故FSA除進行例常之交易監視外，並將

開發更完善的交易監視系統，若發現私募基金公司或與私募基

金之交易有任何市場濫用之情形時，將會採取適當之行動。 

（五） 利益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s）之風險部份，私募基金 

在進行融資併購（Leverage buy-out, LBO）時，多於同一交

易中扮演多種角色，如投資顧問與融資提供者，故有利益衝

突發生之可能性。 

針對此風險，FSA除藉由各種與企業溝通管道提醒公司在非標

準交易（Non-standard Transactions）中公平處理利益衝突

之重要性外，亦將利益衝突列為其2006/07年之管理重點。 

（六）市場進入限制（Market Access Constraints）之風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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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募基金現行複雜之經營型態限制了散戶投資人對私募基

金之參與。故FSA擬修改現行之掛牌規則，解除部分限制，允

許私募股權基金在英國掛牌，以增加投資人在私募股權基金

之參與。 

（七）市場透明（Market Opacity）之風險部份，對一般投資大眾而 

      言，私募基金的透明性相當有限，且其透明性依評價、費用之

揭露之不同會有所變化。除使其基金績效之呈現解讀不易而

嚇阻其他專業投資人之投資外；亦可能導致使潛在投資者依

錯誤資訊做出投資決定。 

對此，FSA刻正觀察採用國際私募股權以及創業投資估價準則

（ International Private Equity and Venture Capital 

Valuations Guideline ）以及在私募股權之全球投資績效標

準（Glob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Standard）條款的發展。

惟FSA也特別提醒，即便其管理態度在提升散戶投資人對私募

基金之參與度，FSA並沒有將任何形式關於透明性要求之規定

加諸於私募基金市場之意圖。 

 

 儘管私募基金目前對英國整個金融體系尚未造成任何傷害，FSA

仍明白指出必須更密切監督私募基金與其金主。英國政府已經成立專

案小組，針對目前境內的十四家大型私募基金公司進行監督，並且加

強對銀行貸款給私募基金的審核作業
20
。 

 

第四項 小結 

                                                 
20 辜樹仁、張翔一，「各國政府向私募下戰書」，天下雜誌，第 363 期，2007 年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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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英國併購法制並未對外資併購其國內企業有任何特別規

定，亦即凡在其境內從事之併購行為均須遵循併購條例及相關法令之

規定。 

    而面對私募基金可能對金融秩序產生之風險，從英國FSA所列對

於該等風險所採行之因應措施觀之，其對外資以私募方式併購的管理

趨勢，總體來說還是相當開放的。簡言之，其欲藉由避免風險、避免

市場濫用以及擴大投資人參與之方式，達到使私募基金併購程序健全

化及透明化之目的，避免過度管理而扼殺其國內資本市場之發展。可

謂以較柔性之監理達到擴大英國資本市場之廣度與深度及活絡市場

資金流動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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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大陸管制外資併購之規定 

 

第一項 背景 

 

    中國大陸長期封閉之證券市場，於2001年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 

會員國後，有了重大改變。因為履行入會承諾，增加外資投資之誘因，

達到調整國內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並完善社會主義之市場經濟體

制等目標，中國共產黨於其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個五年計畫綱要」第五篇『改革開放』中宣示：「適應跨

國投資發展趨勢，積極探索採用收購、兼併、風險投資、投資基金等

各種方式，利用中長期國外投資和促進國有企業產權制度改革。」，

確認中國大陸當局逐步向外資開放之態度。而為因應外資憑藉併購中

國上市公司直接進入中國市場之趨勢，相關政策遂由限制轉為支持，

配套法規亦接連於2002年至2006年間頒布，引發大陸市場一波併購浪

潮，如2006年3月8日公告全球最大水泥製造商瑞士Holcim取得華新水

泥45%控制權，便是第一家根據合法借殼收購上市的外國投資者
21
。 

惟外資併購雖然對引進國外先進科技、管理經驗、整合市場資源及加

速國有企業改革等諸多方面具有積極正面的效益，但中國大陸當局亦

注意到，外資併購也存在市場力量過度集中以致產生壟斷危險之負面

效應。是以，中國商務部於2006年6月發佈了「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

告」，檢討數年來吸引外資投入中國的成效。該份報告做出「傾向於

認為中國產業已為外資控制，充滿經濟安全的憂慮」
22
之結論。此外，

                                                 
21 參見蔡鴻青，收購中國-初探中國購併市場，勤業眾信專題研究，see 
http://www.deloitte.com/dtt/article/0,1002,sid%253D136510%2526cid%253D122977,00.html 
22

 參照新華網， 商務部反思外資利用 外資並購新規可望年底出臺，2006 年 7 月 18 日，see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7/18/content_48479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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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當局經過近幾年外資併購之實踐，發現其在審批監管、資產

評估、防止國有資產流失、反壟斷等方面出現法規不夠細緻化和全面

之問題；另在外資併購上市公司之過程中，由於大股東掌握原公司之

控制權，往往會憑藉其交易地位和資訊優勢，選擇有利於自己之交易

條件出售公司股權（特別是在諸如協議收購、換股、融資收購、MBO

等方式中），以牟取自身利益，而消息閉塞、缺乏經驗之廣大中小股

東既缺乏與收購者討價還價之能力，目前立法中也並沒有明確、切實

地保護中小股東權益的相關規定
23
。爰中國政府為減少外資併購對中

國大陸的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帶來的衝擊，避免壟斷情形可能導致其

國內基礎工業之發展受到壓制，並加強保護上市公司遭外資併購時之

中小數股東權益，故試圖使外資併購境內企業之法制更趨於完善，爰

於2006年下半年，分別制定或修訂「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

規定」及「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以資因應。故中國大陸對外資

併購其境內企業之態度係由保守走向開放，再由開放到有效管理。 

 

第二項 管制外資併購規範之介紹 

 

    中國大陸自2002年迄今，就外資併購其境內企業，先後頒佈或修

正相關法令，對外資在在中國大陸之發展具重大影響，茲依其頒布時

間敘述如後。 

 

                                                 
23 依 2002 年公布之「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收購方式分為要約收購（即我國之公開收購）、

協議收購與間接收購，該辦法對要約收購規定較多（如欲收購股份達 30%以上即應採強制公開收

購方式，並透過較嚴格之管制規定，以保障小股東之權益與退場機制），而以往收購國內上市公

司主要係以協議收購為主，其原因在於國有股、法人股等非流通股在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中占

主導，儘管一些公司協議轉讓股份的比例在 30％以上，但基本上都獲准全面豁免要約收購義務，

由此導致協議收購所需之成本大大降低，且亦因協議收購部分之管制規定不多，對股東權益之保

障亦見漏洞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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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 

    中國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原國家經濟貿易委員會和原對外經濟

貿易部於2002年3月11日聯合頒布新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

大幅減少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資的項目，亦即擴大外資併購境內企業之

範圍，降低外資併購之門檻，相當程度地鼓勵外資併購中國境內企業。 

 

二、 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及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資訊披露管 

       理辦法 

    中國證監會於2002年9月28日增訂「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
24
及

「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資訊披露管理辦法」
25
（自同年12月1日起施

行），由於該等辦法之適用對象並未將外資排除，故外資於併購中國

上市公司時，如同內資般，均有該等辦法之適用。 

    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之重要內容包括對上市公司收購暨其得

為之方式為一明確定義、明定上市公司控制股東對該公司負有誠信義

務、確立協定收購之範圍、要約收購與資訊公開等事宜。堪謂中國大

陸歷年來對併購最詳盡且最具操作性之行為規範，亦對管理階層和員

                                                 
24 茲整理「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之主要內容如后： 

一、「上市公司收購」之定義：所謂上市公司收購係指投資者透過股份轉讓或股份控制關係獲

得對一個上市公司實際控制權之行為。 

二、「上市公司收購」之方式：投資者進行上市公司收購，可以採用要約收購、協議收購和證

券交易所的集中競價交易等多種方式進行，並允許依法以可轉讓證券和其他合法支付手段

作為上市公司收購之對價。 

三、誠信義務：明確規定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和其他實際控制人對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及該公司

其他股東負有誠信義務，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理人員對其所任職的上市公司及

其股東負有誠信義務。 

四、規範原控股股東或者其他實際控制人的行為：該法規定有關當事人如果未清償對上市公司

的債務、未解除上市公司為其提供的擔保或有其他損害上市公司利益的行為，必須提出切

實可行的解決措施，被收購公司應當就此聘請審計機構進行轉向核查、提交核查報告。 

五、將協定收購作為規範的重點：該法確立的協定收購包括對掛牌交易股份的協定收購、對非

掛牌交易股份的協定收購以及透過收購對上市公司股東的控制權的協議收購。 
25  該法透過對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一致行動人之界定，規定資訊揭露之主體、時點、內

容及格式，並加強上市公司大股東之資訊公開義務，避免在股權轉讓過程中產生內線交易，

以保護中小額投資者之權益。 



 27

工收購行為提供法制化之基礎。 

    而基於有效提高外資併購之效率，同時透過全面性、持續性之市

場監管與制度規劃，以達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東權益之考量，中國證

監會爰於2006年5月17日審議通過「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之修正，

並自同年9月1日起施行。茲將相關修正重點，臚列如后： 

 

（一）增訂部分要約收購成為法定公開收購態樣之ㄧ： 

 據修正前之管理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除符合規定，經中國證監

會豁免者外，收購人持有、控制一上市公司股份達到該公司已發行股

份之百分之三十時，收購人擬繼續增持股份，應以要約收購方式向該

公司的所有股東發出收購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約（即強制公開收

購制度）。惟考量歷來外資併購中國上市公司時，收購方為逃避強制

性公開收購之要求，或將被收購方分拆、或通過對主管機關申請豁

免、或採取對股價進行調控之辦法，導致出現一定暗箱操作之行為。

26
故修正管理辦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明訂收購方持有、控制一上市

公司股份達到該公司已發行股份之百分之三十時，除過去應向股東發

出全面要約（全部欲收購股份之強制公開收購）之情形外，亦可主動

選擇部分要約收購，透過此數量主動、比例主動和價格主動之要約收

購制度，給予收購人更多之自主選擇空間，以有效提高併購之效率，

活躍併購市場
27
；同時，管理辦法通過加強對收購人主體資格之要求

規範（管理辦法第6條）、強化資訊披露要求（管理辦法第二章）、要

約收購之程序要求
28
、對侵害上市公司利益的大股東和控股股東強化

                                                 
26 參照新華網，證監會就《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答記者問，2006 年 9 月 17 日，see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7/content_5100837.htm 
27全面要約方式，適合以退場（下市）為目的之上市公司收購；而部分要約收購，則可大大降低

收購成本，避免複雜之審批程序，有利於活躍上市公司收購活動。 
28為防止收購人惡意利用要約收購進行內幕交易和操縱市場，管理辦法第 25 條明確規定部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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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管理辦法第7條等）等，進一步加大了對廣大中小股東合法權

益之保護。
29
 

 

（二）監管方式之轉變 

    新修正之管理辦法，關於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收購活動之監管，

從過去的事前審批，轉變為適當的事前監管與強化的事後監管相結

合，加大了持續監管
30
的力度，以監督並防止收購人藉由收購上市公

司謀取非法利益，侵害中小股東的合法權益。 

 

     （三）建立財務顧問制度  

    該次管理辦法修訂之另一項重點，在確立財務顧問對收購人事前

把關、事後持續督導之市場約束機制。依該辦法第九條及第六十六條

至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收購人必須聘請經中國證監會認可之財務顧

問，由其負責對收購人之主體資格、收購目的及實力等事項為盡職調

查，以淘汰不誠信、無實力之收購人，積極防範收購人侵害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東的合法權益。  

 

（四）增訂「股份」得做為收購對價之方式之ㄧ  

                                                                                                                                            
約的收購底限為 5％（預定收購的股份比例均不得低於已發行股份的 5％），且依同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收購人在要約前須提供 20％的履約保證金；此外，管理辦法亦明確就不同之要約方

式明訂支付條件，如部分要約可以採用現金、證券及其他法律允許之方式，提供股東選擇，而

以退市（下市）為目的之全面要約或向中國證監會申請但未取得豁免而發出之全面要約，則應

當以現金支付收購價款（同辦法第 27 條參照）。 
29 參照范福春著，完善上市公司收購，新華網，2006 年 8 月 29 日，see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tock/2006-08/29/content_5021157.htm 
30 管理辦法單列第八章規定「持續監管」：如收購行為完成后 12 個月內，收購人與上市公司應

當在每月前 3 日內就上個月上市公司投資、購買或出售資產、關聯交易、主營業務調整、董

事、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的更換、職工安置、收購人履行承諾等情況向主管機關報告（管理

辦法第 72 條以下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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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中國長期以來收購方式單一、支付手段缺乏之問題，新修

訂之管理辦法明文允許收購人得以有價證券作為支付收購上市公司

之對價，藉此優化股權結構，改善資產品質，亦能充分發揮證券市場

優化配置資源之功能。
31
 

（五）對收購主體之限制：
32
 

    依收購辦法第六條之規定，收購人存在到期不能清償數額較大債

務且處於持續狀態、最近三年有重大違法行為、或嚴重的證券市場失

信行為的，禁止其收購上市公司。又於同辦法第八十三條，明確界定

一致行動人的範圍，並透過逐一列舉之方式，將舉證責任落在一致行

動嫌疑人身上，促使隱藏在背後之收購人無所遁形。
33
 

                                                 
31 參照岳敬飛、 何軍 、袁克成報導，上市公司收購辦法十大新看點（2），人民網，2006 年 5 月

23 日，see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8215/47796/4395342.html 
32 參前註。 
33 管理辦法第 83 條：本辦法所稱一致行動，是指投資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其他投資者共

同擴大其所能夠支配的一個上市公司股份表決權數量的行為或者事實。 
在上市公司的收購及相關股份權益變動活動中有一致行動情形的投資者，互為一致行動人。如無

相反證據，投資者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為一致行動人： 
（一）投資者之間有股權控制關係； 
（二）投資者受同一主體控制；  
（三）投資者的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理人員中的主要成員，同時在另一個投資者擔任董事、監

事或者高級管理人員； 
（四）投資者參股另一投資者，可以對參股公司的重大決策產生重大影響； 
（五）銀行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組織和自然人為投資者取得相關股份提供融資安排； 
（六）投資者之間存在合夥、合作、聯營等其他經濟利益關係； 
（七）持有投資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與投資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資者任職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與投資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資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資者任職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其父母、

配偶、子女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親屬，與投

資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職的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及其前項所述親屬同時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或者與其自己或者其前項所述親屬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企業同時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理人員和員工與其所控制或者委託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持

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資者之間具有其他關聯關係。 
一致行動人應當合併計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資者計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應當包括登記在其名下

的股份，也包括登記在其一致行動人名下的股份。 
投資者認為其與他人不應被視為一致行動人的，可以向中國證監會提供相反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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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被收購方得進行適當之反收購行動： 

    新修訂之管理辦法不再禁止董事會提出有關反收購策略之議案

（刪除舊管理辦法第三十三條所定禁止被收購公司董事會採取6種反

收購策略之規定），但管理辦法第八條仍規定，被收購公司董事會之

反收購措施，應有利於維護該公司及其股東之利益，不得濫用職權對

收購設置不適當之障礙，亦不得利用公司資源向收購人提供任何形式

的財務資助，而損害公司及其股東之合法權益。另，管理辦法第三十

三條亦規定，收購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後至要約收購完成前，被收購公

司除繼續從事正常的經營活動或者執行股東大會已經做出的決議

外，未經股東大會批准，被收購公司董事會不得通過處置公司資產、

對外投資、調整公司主要業務、擔保、貸款等方式，對公司的資產、

負債、權益或者經營成果造成重大影響。 

 

（七）明確規範管理階層併購之特別遵循事項 

    有鑒於管理階層收購對少數股東權益之影響，新修訂之管理辦法

在公司治理、批准程序、信息披露、公司估值等方面對管理階層收購

作了特別規定。 

    首先，在公司治理方面，要求上市公司應當具備健全及有效的內

部控制制度、獨立董事的比例應當達到董事會成員的1/2以上；其次，

就批准併購之程序上，除獨立董事應當聘請獨立財務顧問出具專業意

見外，於董事會決議階段，應有2/3以上的獨立董事贊成；至於股東

會決議部分，則須經出席股東大會之非關聯股東半數通過始可；第

三，增加信息披露之規定，要求董事和高管人員及其親屬就其最近24

個月內與上市公司業務往來情況、定期報告中就管理層還款計劃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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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等予以披露；第四，必須聘請會計師和評估師提供公司估值報

告；第五，要求財務顧問進行持續督導；第六，對於管理階層存在公

司法第147條、第149條規定不履行誠信義務情況的，禁止收購上市公

司。 

    綜上，可知管理辦法對於管理階層之規範較一般收購更為嚴謹。

其意不外乎鑒於管理階層收購，係由上市公司之管理層與收購公司共

同買下公司之併購行為，由於其本質上之利益衝突，對上市公司其他

股東可能造成之損害遠較一般收購為大，故特針對其可能之弊端訂定

相關規定，以維護上市公司之整體利益。
34
 

 

三、 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 

    中國證監會、財政部和原國家經貿委於2002年11月4日聯合頒布

「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
35
，除

明訂上市公司之國有股和法人股原則上得轉讓予外資，並對轉讓中應

遵循之原則、外資應符合之條件、受讓程序、外資行業政策、外匯管

理等各方面作出明確規定。 

 

四、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行規定 

                                                 
34 參照岳敬飛、 何軍、 袁克成報導，上市公司收購辦法十大新看點（1），人民網，2006 年 5 月

23 日，see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1041/4395314.html 
35 「關於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有關問題的通知」之主要內容包括： 

一、在收購主體的規定上有了重大突破，明確外資具有收購上市公司非流通股股權的基本權利。 

二、外商將憑藉實力、信譽和能力，按規定受讓上市公司股權。 

三、規定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法人股原則上採取公開競價方式。以往上市公司國有股、

法人股的轉讓，在保證國有資產不流失的前提下，主要由當事人雙方協商產生價格，使得價格的

合理性無法充分展現，採取公開競價的方式將可使出價機制更為市場化。 

四、鼓勵外商進行中長期投資，外商投資企業的最短期限規定為一年。 

五、外商成為上市公司股東後，上市公司並不享受外商投資企業的待遇，且部分行業有所限制。 

六、將各審核部門分別規定為：涉及產業政策和企業改組的，由原國家經貿委負責審核；涉及國

有股權管理的，由財政部負責審核；任何地方、部門不得擅自批准向外商轉讓上市公司國有股和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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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陸原外經貿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和國

家外匯管理局於2003年3月7日聯合頒布之「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

暫行規定」（自同年4月12日起實施），就投資方向、投資金額、國

有企業改組方式和程序、定價機制、職工安置及債權債務處理等面訂

定外資併購行為之遵循規範，大大提高外資進行併購之法規預見性和

實際操作性。又因該暫行規定可統一適用於外資併購不同性質的企

業，並使外資併購有較為直接完整之部門規章可供遵循，可說是中國

外資併購之基本法典。該暫行規定之主要內容包括： 

（一）對外資併購做出明確定義：所謂「外國投資者併購」係指外      

國公司、企業、經濟組織或個人直接透過購買股權或購買資產的方

式併購境內企業。 

（二）將外資併購之典型方式定為股權併購和資產併購二種。 

（三）放寬外資併購主體的限制，使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均

可以成為併購境內企業的主體。 

（四）由於該暫行規定指出「資產併購的目標企業包括境內任何形

式的企業」，亦即包括境內上市公司，從而，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

資企業不僅可依該規定併購中國境內未上市企業的股權和資產，對

於上市公司的收購行為亦同受規範。 

（五）原外經貿部和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如果認為併購可能造成壟

斷而有損消費者利益的情事，則可共同或經協商單獨召集有關部

門、機構、企業及其他利害關係方舉行聽證會，並依法決定是否批

准。 

（六）在審批方面，為了確保併購的快捷性，將外國投資者併購境

內企業成立外商投資企業的審批時限確定為三十日，明顯快於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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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企業的審批，顯示出政策在一定程度上鼓勵藉由外資併購

作為引資方式。 

 

    惟為加強保護上市公司於被外資併購時中小數股東之權益，同

時試 圖使外資併購境內企業之法制更趨於完善，爰商務部、國務院

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下稱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理局等6

部以「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暫行規定」相關規定為基礎，於2006

年8月8日修訂公布「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下稱

本規定）（自2006年9月8日起施行），謹摘述該規定之重要內容如

后
36
： 

（一）依本規定第三條，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應遵守中國的法

律、行政法規和規章，遵循公平合理、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

不得造成過度集中、排除或限制競爭，不得擾亂社會經濟秩序和損

害社會公共利益，不得導致國有資產流失。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

業，應符合中國法律、行政法規和規章對投資者資格的要求 及產

業、土地、環保等政策。  

 

（二）本規定第四條第二項，依照「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錄」不允

許外國投資者獨資經營的產業，併購不得導致外國投資者持有企業

的全部股權；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對控股的產業，該產業的企業被併

購後，仍應由中方在企業中佔控股或相對控股地位；禁止外國投資

者經營的產業，外國投資者不得併購從事該產業的企業。 

                                                 
36 參照香港文匯報，外資併購馳名國企須報中央，2006 年 8 月 11 日，see 

http://paper.wenweipo.com/2006/08/11/YO0608110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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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本規定第十二條，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並取得實際控制

權，涉及重點行業、存在影響或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因素或者導

致擁有馳名商標或中華老字號的境內企業實際控制權轉移的，當事

人應就此向商務部進行申報。當事人未予申報，但其併購行為對國

家經濟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商務部可以會同相關部門

要求當事人終止交易或採取轉讓相關股權、資產或其他有效措施，

以消除併購行為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 

 

（四）依本規定第二十七及三十條規定，明定外國投資者得以股份作

為支付併購境內公司之對價，並規範了申報文件與程序，突破了之

前單一的資金併購方式，填補了該部分之法制空白。此外，外國投

資者以股權併購境內公司，境內公司或其股東應當聘請在中國註冊

登記的中介機構擔任顧問。 

 

（五）本規定第十四條，明訂資產評估應採用國際通行之評估方法，

併購當事人得約定以在中國境內依法設立之資產評估機構任之。此

外，禁止以明顯低於評估結果之價格轉讓股權或出售資產，變相向

境外轉移資本。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導致以國有資產投資形

成的股權變更或國有資產產權轉移時，亦需符合國有資產管理的有

關規定。 

 

（六）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涉及本規定第五十一條所述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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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商務部和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認為可能造成過度集中，妨礙正

當競爭、損害消費者利益的，應自收到規定報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

90日內，共同或經協商單獨召集有關部門、機構、企業以及其他利

害關係方舉行聽證會，並依法決定批准或不批准。 

 

    綜上，該規則強化中國政府對外國資本干預力，相關部門可以相

當彈性的理由，如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影響等，拒絕外國投資的進

入，或強行終止未經申報的專案。由於該規定禁止以明顯低於評估結

果的價格轉讓股權或出售資產，外資併購中對價約定的靈活性也得到

了限制。同時，外國資本以併購形式擴展佔領中國市場達到壟斷地位

的方式將嚴重受阻
38
。 

 

五、 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略投資管理辦法 

    商務部、證監會、稅務總局、工商總局、國家外匯局於2006年1

月5日聯合發佈「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略投資管理辦法」（自同

年1月31日起施行），明訂國外投資者得對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以

下簡稱股改）
39
的上市公司和股改後新上市公司兩類對象進行戰略投

                                                 
37 本規定第 51 條：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有下列情形之一的，投資者應就所涉情形向商務部

和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報告：（一）併購一方當事人當年在中國市場營業額超過 15 億元人民

幣；（二）1 年內併購國內關聯行業的企業累計超過 10 個；（三）併購一方當事人在中國的市場

佔有率已經達到 20%；（四）併購導致併購一方當事人在中國的市場佔有率達到 25%。（第 1 項）

雖未達到前款所述條件，但是應有競爭關係的境內企業、有關職能部門或者行業協會的請求，商

務部或國家工商行政管理總局認為外國投資者併購涉及市場份額巨大，或者存在其他嚴重影響市

場競爭等重要因素的，也可以要求外國投資者作出報告。（第 2 項）上述併購一方當事人包括與

外國投資者有關聯關係的企業。（第 3 項） 
38 外國資本併購：支持還是限制，評《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 
39 所稱「股改」，係指「股權分置改革」。因股權分置是指 A 股市場的上市公司股份按能否在證

券交易所上市交易被區分為非流通股（如國有股）和流通股，這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形成

的特殊問題。股權分置扭曲資本市場定價機制，制約資源配置功能的有效發揮；公司股價難以對

大股東、管理層形成市場化的激勵和約束，公司治理缺乏共同的利益基礎；資本流動存在非流通

股協議轉讓和流通股競價交易兩種價格，資本運營缺乏市場化操作基礎。是以，因股權分置不能

適應當前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要求，爰有股權分置改革之議，以消除非流通股和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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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40
，考其訂定意旨，在為A股上市公司引進境外先進管理經驗、技術

和資金，以改善上市公司治理結構，保護上市公司和股東的合法權益。 

 

    依前揭辦法所示要件，只要是以協定轉讓或定向增發新股方式，

首次投資不低於10%，並取得上市公司之股權3年不得轉讓，投資人境

外資產不得低於一億美元，或管理資產不低於五億美元，外國投資人

即可直接投資甚至控股大陸A股，A股市場進一步走向開放。 

     

    另依前揭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投資者進行戰略投資應符合以 下

要求：（一）以協議轉讓、上市公司定向發行新股方式以及國家法律

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取得上市公司A股股份；（二）投資可分期進行，

首次投資完成後取得的股份比例不低於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的10%，但

特殊行業有特別規定或經相關主管部門批准的除外；（三）取得的上

市公司A股股份三年內不得轉讓；（四）法律法規對外商投資持股比

例有明確規定的行業，投資者持有上述行業股份比例應符合相關規

定；（五）屬法律法規禁止外商投資的領域，投資者不得對上述領域

的上市公司進行投資。 

 

第三項 近來管制趨勢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2006年11月9日對外發佈「中國利

                                                                                                                                            
股的流通制度差異。參見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會、財政部、

中國人民銀行、商務部於 2005 年 8 月 23 日聯合發佈之「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指導意見」。 
40 所稱戰略投資，依該管理辦法第 2 條之規定，係指外國投資者對已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之上市

公司及股權分置改革後新上市公司，通過具有一定規模之中長期戰略性併購投資，取得該公

司 A 股股份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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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資『十一五』規劃
41
」，明確提出今後五年利用外資的八大任務，

此為中國首次對外公佈利用外資之五年規劃（2006年至2010年）。此

八大任務包括：1.引導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2.促進建設資

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3.積極穩妥推進服務業對外開放；4.

促進建立更加開放的自主創新體系；5.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6.

實現利用外資方式多樣化；7.提高利用國外貸款的質量和效益；8.

加強對外債的宏觀監測和全口徑管理。謹就有關外資併購之管控原則

與法制改革面概述如后： 

 

一、中國將嚴格遵守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有關承諾，制定並發布促進

服務業利用外資的有關規定，擴大服務業利用外資的領域，並研究逐

步放寬服務領域對外商投資在地域、股權、業務範圍等方面限制的政

策，積極、穩妥推進壟斷性行業和領域對內外資統一及有序開放；此

外，亦將著力實現利用外資方式多樣化，引導外資以併購、參股、再

投資等多種形式參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除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領域

和重點企業外，逐步放鬆對外方控股其它企業和領域的限制。據該規

劃內容，中國於「十一五時期」將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繼續引入國

外投資者，促進證券經營機構改善公司治理結構，加強內部風險控制

和管理，提高經營管理水準；加快行業整合、產品和服務創新。   

  

二、 中國將加快建立包括外商投資（含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其它投

資）和借用國外貸款在內的全口徑的外資統計體系，全面監測、準確

反映外資動態。密切關注國際資本流動的動態和重點國家利用外資政

                                                 
41 所謂「十一五」規劃，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規劃，而「十

一五期間」係指 2006 年至 201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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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變化，積極科學應對，保持中國對高質量、高水平外資的吸引力。 

 

三、中國將加強對外資併購涉及國家安全重點企業之審查和監管，確

保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略行業、重點企業的控制力和發展

主導權。據此，中國於「十一五期間」將重視外商獨資企業對國內經

濟安全、特別是產業安全的影響，逐步建立合理的評估和預警體系，

並進一步細化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敏感性行業的政策，完善外

資產業准入制度；同時，亦加強稅收監管，遏制外資企業通過關聯交

易等手段轉移利潤。此外，根據本規劃，中國亦將逐步建立合理的、

符合國際慣例之企業資產價格評價機制，防止外資併購過程中國內資

產和權益受到損失，並擬於法制中明訂在合資企業增資過程中應維護

中方合理權益，保障被併購企業職工之合法權益。最後，中國將加快

訂定頒佈反壟斷法，加大反壟斷工作力度，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

序。 

 

第四項 小結 

    中國大陸對外資併購其境內企業監管之態度，從其頒布相關法令

之內容可知，係由早期保守到開放，再由開放到有效管理。亦即中國

政府目前對外資管理之重點在於其併購對象是否涉及其國內經濟安

全的敏感性行業政策，暨防止其國內企業之資產和股東權益受到不當

之戕害。至於法規適用上，雖應優先適用「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

企業的規定」等專為外資頒布之特別規定，惟經檢視其規範內容仍以

國家安全及市場競爭為規範重點，相較於內資企業之併購，並未訂定

差別待遇或不合理之法律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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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第一項 國際對對外資併購管制之趨勢 

 

    歸納上述美國、英國、中國大陸對於外資併購各該國內公司之管

制，可得以下兩點結論： 

 

一、外資併購各該國內公司與國內公司間之併購，除中國大陸外，原

則適用相同法規；而中國大陸對外資併購之特別規範亦未設定不合理

之差別待遇。 

 

    就前述美國、英國、中國大陸對於外資併購其國內公司之規範觀

之，除中國大陸以外，美國、英國均未針對外資併購其國內企業之併

購程序設有特別規定。亦即，美國及英國等對於外資併購其國內企業

所適用之併購程序，均適用其國內企業彼此間併購之相同法規，並無

單就外資併購另設法規規範。 

    至中國大陸制定「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作為外

資併購其境內企業之特別規範，惟究其主要內容，仍以國家安全、市

場競爭為管制重點，除對併購標的之產業及馳名商標等規定外，與內

國公司之併購規範大致相同，並未就外資併購內國企業設立法律障礙

或特別給予不合理之差別待遇。 

 

二、各國對外資併購國內企業之管制重點除反壟斷審查、國家安全

外，仍以股東權益之保障為重心；而保障股東權益之方式，與國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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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併購相同，主要在資訊揭露、公平對待所有股東及價格合理性等

面向。 

    就美國對於外資併購之審查而言，除係符合「外人投資負面表列

限制法令」或涉及國家安全等敏感行業，始於前併購階段即進行審查

外，一旦符合前述法令，進入併購程序，即回歸一般的併購審查標準。

換言之，美國對於外資併購其上市公司之管理，只要該外資所欲併購

之對象非屬依其法令限制或禁止者，則於併購程序中併購雙方所應履

行之權利義務均與國內企業間之併購無二致。 

    至於英國，除邇來，因考量私募基金之併購可能對其整體金融市

場帶來風險，故採取相對之措施外，原則上，對於外資併購其國內企

業所關心之管理核心與其國內間公司之併購相同，即著眼於股東權益

於併購程序中是否受到應有之保護。而其確保股東權益之方式主要在

價格、資訊揭露及公平對待股東上。在併購價格上，收購者提出之價

格必須符合法定之最佳合理價格；至資訊揭露，則要求股東在併購交

易中必須獲得充分且正確之資訊，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而公平對待股

東之原則，不但要求交易條件之平等，亦要求資訊取得之平等，並擴

大股東在併購交易中之參與，未得股東之同意，董事會並不得對併購

交易為任何防衛行為。 

    末就中國大陸方面，揆諸其頒布之「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

業的規定」內容，除對併購標的之產業及馳名商標等另有規定外，與

內國公司之併購規範大致相同。此外，於「上市公司收購管理辦法」

所修訂之收購主體及程序、資訊揭露、管理者收購、公司經營者反收

購措施之實施等強化股東權益保護之規定，亦對外資併購其國內企業

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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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管制外資併購之借鏡 

 

    我國現行對外資併購國內公司之管制規範，除外資進入我國之審

查程序外，相關併購程序與國內公司之併購相同，並無另外訂定特別

之規範。就此點而言，我國與大多數國家（除中國大陸以外）之管制

方式相同。而就前述國際管制外資併購之現狀、真假外資難以辨認及

活絡國內資本市場之角度而言，我國亦應無必要單就外資併購國內公

司進行特別之立法管制。是以，外資併購國內公司與國內公司間之併

購，適用相同之法規應為已足。 

 

    順應國際對外資併購其國內企業之管制趨勢，我國無另設專法以

為規範之必要，已如前述。惟現行國內併購之相關法制對外資併購國

內企業之程序，尤在股東權益之保護部份，是否業已周延，面對併購

行為方興未艾之際，實有對現行國內併購法規為一通盤檢視之必要。

另本文雖旨在探討外資併購國內上市公司之法制檢討，惟因外資併購

國內企業與國內企業間之併購均適用相同規定，故外資併購國內企業

所可能產生之問題，亦同樣會出現於國內企業間之併購。故本文之後

各章所為之探討或結論，對國內企業間之併購亦應有其適用，謹先敘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