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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内企业采用非股权控制模式绕开外资并购安全审查赴境外上市现象

商务部将研究防范协议控制投资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 证监会建议国

务院治理 “协议控制模式”

(

简称

VIE)

。 对此，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昨日在月度新闻发布上表示， 目前还不

知道这个

VIE

的报告， 但商务部准备

和相关部门研究如何规范相关的投资做

法和行为。

日前， 有报道称中国证监会已向国

务院提交了一份名为 《关于土豆网等互

联网企业境外上市情况的汇报》 的报

告， 报告针对国内企业用

VIE

模式在

境外上市的情况， 建议国务院采取行

动， 治理

VIE

这种有争议的公司结构。

报告还建议此类公司应该先获得商务

部的批准许可， 才能以此模式在境外

上市。

据披露， 在我国境外上市的

40

家

互联网公司中， 几乎都存在 “协议控

制” 现象。 近期， 其他非高科技领域的

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种非股权

控制模式。 截至目前， 上述协议控制模

式几乎完全规避了商务部、 发改委及证

监会的相关审批。

真正让

VIE

这种投资方式为公众

所知， 是不久前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

马云在支付宝分拆事件中捅破了 “协

议控制” 这层窗户纸， 引起了互联网

业、 投行界以及美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关

注。 但监管部门一直未就协议控制明确

表态。

有关报告指出， “协议控制” 实

质上规避了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的规定》 中对外资并购的规定。

如不明确制止， 将来外资企业均可以

“协议控制” 不属于并购为由， 规避国

家对外资并购的管理， 还可被用来逃

避外汇监管、 向境外逐步转移资产。 此

外， 这种模式还被指违背外资行业准入

政策。

对此， 已于

9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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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

将 “协议控制” 纳入监管范围 。

《规定》 称， 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

实际影响来判断是否属于并购安全

审查的范围。

虽然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

VIE

的报告”，

但他表示， 对于

VIE

模式， 目前还没

有法律规定， 也没有法规和专门政策加

以规范。 商务部和有关部门将研究如何

防范这种做法。

“协议控制模式” 也即市场所称的

“新浪模式”。 这种模式的实质是： 通

过合作协议的方式， 境外壳公司实际

控制境内牌照公司 （为保护境外壳公

司投资人的 “安全”， 通常牌照公司的

全部股权也被抵押给技术公司， 进而

由壳公司全权控制）， 将收入和利润转

移到境外壳公司， 规避了外资机构不能

拥有网络内容服务商牌照 （

ICP

） 的问

题 （即互联网络的外资行业禁入政

策）， 使外资机构得以大量进入原本对

其封闭的互联网行业， 并控股行业中

的龙头企业。

（更多报道见

A2

版）

A6

多地监管处罚加码 严控券商变相降佣

天宫一号将于本月底择机“飞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２０

日宣布， 天宫一号将于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３０

日在甘肃酒泉择机发射。 天宫一号目标

飞行器、 长征二

Ｆ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图为矗立在发射架上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 长征二

Ｆ

运载火

箭组合体。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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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铁矿石价格指数下月起按周发布

发改委称，此举有利于增强我国铁矿石国际议价能力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昨天联合中国

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和中国冶金矿山

企业协会在京宣布， 从

10

月份起， 中

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

CIOPI

） 将按周公

开发布。

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

这次由中钢协牵头编制发布的中国铁

矿石价格指数， 对于促进我国钢铁行

业发展， 打破国际市场垄断， 增强我

国铁矿石议价能力具有标志性的战略

性意义。

据介绍， 该指数由 “国产铁矿石

价格指数” 和 “进口铁矿石价格指

数” 两个分项指数组成， 均以

1994

年

4

月份价格为基数 （

100

点）。 国

产铁矿石价格指数数据采集为全国

主要产区的铁精矿市场成交含税价

格， 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数据采集

范围为钢协会员单位报送的干基粉

矿到岸价格。

中钢协会长朱继民表示，

8

月份

以来， 该指数已经试运行， 截至本

周， 已编制和发布了

8

期中国铁矿

石价格指数。 目前整体情况良好，

数据采集系统运行正常， 指数编制

及时、 数据校验符合市场走势， 已

具备对外发布条件。

据介绍， 国产铁矿石价格指数样

本采集铁精矿市场成交含税价格， 覆

盖全国铁矿石主要产区， 其

2010

年

产量占全国铁矿石产量的

93%

； 进口

铁矿石价格指数样本采集以钢铁协会

会员企业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会员企业报送的进口铁矿石数量和到

岸价格为依据，

8

月份试运行以来，

样本采集覆盖范围已达进口量的

95%

以上。

目前， 在铁矿石定价问题上， 国

际矿山主要参考的价格指数有三个：

环球钢讯的

TSI

指数 、 金属导报的

MBIO

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

数， 均为外资机构编制。 中国钢铁业

界一直呼吁制定 “中国版” 铁矿石价

格指数。

周望军指出， 世界三大矿山垄断了

市场， 抢占了铁矿石的定价话语权， 我

国因为没有有力的铁矿石价格成本和信

息依据， 议价能力不足， 导致钢材价格

攀升， 钢铁企业效益下降和巨额外汇支

出。 建立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 有利于

引导国内外铁矿石预期价格的形成， 引

导钢铁企业生产发展和降低成本， 有利

于打破国际铁矿石市场巨头垄断市场的

格局。 （更多报道见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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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私人银行联席会议成立

中国银行业私人银行联席会议昨

日在京成立。 联席会议是由工商银

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

行、 交通银行、 民生银行及招商银行

7

家成员单位共同倡议、 自愿发起的

私人银行业务交流沟通合作平台。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出席成立

大会时指出， 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内是

一项全新的业务， 具有广阔发展空

间， 需要依托行业交流合作， 加强与

监管部门沟通， 防范探索期的经营风

险。 联席会议要积极推进私人银行业

务有序发展， 发挥自律、 沟通、 协调、

服务、 引导作用， 推动国内财富管理

进一步践行社会责任， 实现财富管理

与社会发展长期信赖、 共存共荣的良

性互动。

（贾壮）

一行三会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内部巡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

书记、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贺

国强

９

月

２０

日在出席部分中央部门

和企业、 金融机构巡视工作座谈会时

强调， 要认真总结经验， 积极探索实

践， 扎实推进中央部门和企业、 金融

机构的内部巡视工作， 为党和国家事

业顺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贺国强强调， 要推动中央部门和

企业、 金融机构内部巡视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对其管

理的中央企业进行巡视， 并受中央巡

视领导小组委托对部分中央管理的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进行巡视。 中国人民

银行和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负责

对其直属机构、 派出机构及所管理的

金融机构进行巡视。 中央企业和金融

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其所属单位进

行巡视。

(

据新华社电

)

个别地区限定房地产信托规模占比

香港上调按揭利息 内企融资水涨船高

集体错判通胀形势 基金经理调仓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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