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继续欢迎外国投资: 调整外国国有企业投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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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 加拿大政府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发布了外国国有企业投资加拿大的修订指南[1](简称"国有企业修订指南"）。
与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对此指南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而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则在同一天批准了二个极具重大意义的外国国有
企业对加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收购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对Nexen Inc.(Nexen)的收购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
司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马石油")对Progress Energy Ltd.(Progress)的收购。
加拿大投资法
加拿大认识到资本和技术对加的重要性，故而制定了《加拿大投资法》。 该法具有二方面的目的： （1）鼓励加拿大人或非加
拿大人在加投资，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2）为非加拿大人在加重大投资的审核提供法律依据，以此确保该投资
有利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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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投资法》适用于（1）非加拿大人收购现有加籍企业的控制权；或（2）非加拿大人在加设立新的企业。此两类商业活
动必须向加拿大工业部提交交割后通知 [2] ，或因投资金额超过一定限额，而必须进行加拿大"整体利益"的审核。审核金额的门
槛因投资者国籍，投资方式，或被收购公司业务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而言，若投资者来源于世贸组织 (WTO) 成员国，
而投资项目为非文化产业的直接投资，审核门槛为被收购公司的资产大于3.3亿加元。
2007年国有企业指南
2007年，加拿大工业部发布了国有企业指南。该指南以外国国有企业的公司管理和商业营运的评估作为是否满足加拿大"整体利
益"的主要依据。除了适用所有企业的"整体利益" 评估因素外，该指南还明确要求作为投资者的外国国有企业必须：
具备符合加拿大标准的公司管理模式；
遵守加拿大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以及
确保被收购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尤其是在出口，生产，确保就业机会， 持续创新，以及维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资本
支出等方面。
2012年国有企业修订指南
2012年的修订指南进一步强化并细分了2007年指南中的审核标准。修订指南继续强调了对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者在公开性， 信息
披露，公司管理模式，以及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之外，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明确希望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者对以下几
方面提出承诺函：
· 指定加拿大人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聘用加拿大人加入公司高级管理层；
· 公司在加拿大注册；以及
· 收购公司或被收购公司在加拿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相比2007年指南，修订指南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定义。修订前，国有企业只包括由外国国家所控制的企业，而修订指南将其定义
扩大到外国国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企业。此外，收购公司对被收购公司的控制程度，以及收购后对相关产业的影响程度，也将
是重要考虑因素。
国家安全审核
尽管修订指南中未特别规定，但加拿大总理明确地表达了修改《加拿大投资法》的意愿，以此给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更灵活的权
利， 即在特殊的情况下，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可以延长在外国国有企业投资案上的国家安全审核的审核期。
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加拿大工业部部长一旦认为一项投资可能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及可进入国家安全审核程序（但此类
审核迄今为止非常罕见）。此程序的开始不受交易金额大小，收购方国籍，或收购方是否收购被收购方公司控制权等方面的限
制。迄今为止，尚无指南规定哪类交易种类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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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投资法》的审核门槛
修订指南公布的同时, 加拿大政府的新闻稿中提到加拿大政府有意提高针对加籍公司控制权的收购案的审核金额门槛。在四年之
内，对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者，获取加籍公司控制权的直接投资，将从3.3亿加元的"资产价值"，逐步提高到10亿加元的"
企业价值"。然而，基于针对外国国有企业并购案的持续关注，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仍将适用现行的3.3亿加元的审核门槛（将根
据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作相应调整）。
马石油-Progress收购案，及中海油-Nexen收购案
在公布修订指南的同时，加拿大也宣布批准了二个颇具争议的外国国有企业对石油天然气项目的收购案：马石油以53亿加元收
购Progress和中海油以150亿加元收购Nexen。其中，中海油-Nexen收购案为迄今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最大投资。
马石油交易起初被加拿大工业部否决，但允许交易方重新提交申请。这是因为加拿大工业部部长要求延长审查期，但为马石油
拒绝。故此迫使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否决其交易。尽管马石油的申请资料没有对外公开，但据报道，重新提交的申请中包含了一
套新的拟定公司管理模式[3] 。
中海油交易的审查期被加拿大工业部推迟了二次，主要可能是因其交易的大小和范围，收购所涉及的石油天然气利益，以及在
美国同时进行的审查[4] 。据了解，中海油作了以下承诺：（1）Nexen总部仍设在卡尔加里， （2）寻求在多交所上市，以及（3）
同意约80亿加元的资产由在加的Nexen管理层控制 [5]。
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都是适用于2007年国有企业指南。尽管加拿大总理强调加拿大仍将保持公开的，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方式
对待外国投资，但今后外国国有企业针对油沙项目控制权的收购将在修订指南的"整体利益" 评估下进行，只有在个别特殊情况
下才会通过审核。而非国有的私人企业的投资仍可以通过"整体利益"审核标准。对非控制权的收购以及和加拿大企业的合营模式
进行投资仍将被加拿大欢迎，这些交易的审查会根据具体情况以个案进行。 由此可见, 加拿大政府不曾"半途改变规则"，并再次
体现了加拿大政府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
总结
2012年12月7日的公告强调了加拿大外商投资政策的三个重点。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加拿大政府保持了一贯的欢迎外商投资的政策。 绝大多数的对加投资都没有实质性的政府监
管。 自从加拿大投资法于1985年实施以来，加拿大政府批准了大约18,700个交易。 仅2011年一年, 就有649个直接和间接的
投资和收购在加发生，其中只有3.2%的交易需要提交审查和批准，而96.8%的交易都只需要提交交割后的备案[6]。 只有
绝少的交易被拒绝。 尽管难度大和敏感性高，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的批准再一次地说明了加拿大欢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
态度。
第二， 外国国有企业的对加投资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加拿大总理清楚指出加拿大所强调的市场原则和减少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的政策不能因外国国有企业的对加投资而消弱。 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修订指南是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这些国有企
业满足加拿大所要求的公开性，充分披露，公司治理，以及市场经济的审核标准。
第三，收购油沙项目控制权的外国投资需要由私人控股公司进行。当然， 外国国有企业对加油沙项目仍可以进行非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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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收购和以加拿大企业合营的方式进行投资。
总之，修订指南的公布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加强 "整体利益"审核程序的效率，故此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是好消息。 新的指
南以及获得批准的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都保持了加拿大政府在双边投资协议和加拿大投资法中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一贯
政策[7]，也再一次说明了加拿大欢迎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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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7日, 加拿大政府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发布了外国国有企业投资加拿大的修订指南(简称"国有企业修订指南"）。 与
此同时，加拿大总理对此指南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而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则在同一天批准了二个极具重大意义的外国国有企
业对加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收购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对Nexen Inc.(Nexen)的收购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
司Petroliam Nasional Berhad("马石油")对Progress Energy Ltd.(Progress)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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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投资法
加拿大认识到资本和技术对加的重要性，故而制定了《加拿大投资法》。 该法具有二方面的目的： （1）鼓励加拿大人或非加
拿大人在加投资，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2）为非加拿大人在加重大投资的审核提供法律依据，以此确保该投资
有利于加拿大的国家利益。
《加拿大投资法》适用于（1）非加拿大人收购现有加籍企业的控制权；或（2）非加拿大人在加设立新的企业。此两类商业活
动必须向加拿大工业部提交交割后通知 ，或因投资金额超过一定限额，而必须进行加拿大"整体利益"的审核。审核金额的门槛
因投资者国籍，投资方式，或被收购公司业务种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而言，若投资者来源于世贸组织 (WTO) 成员国，而
投资项目为非文化产业的直接投资，审核门槛为被收购公司的资产大于3.3亿加元。
2007年国有企业指南
2007年，加拿大工业部发布了国有企业指南。该指南以外国国有企业的公司管理和商业营运的评估作为是否满足加拿大"整体利
益"的主要依据。除了适用所有企业的"整体利益" 评估因素外，该指南还明确要求作为投资者的外国国有企业必须：
具备符合加拿大标准的公司管理模式；
遵守加拿大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以及
确保被收购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尤其是在出口，生产，确保就业机会， 持续创新，以及维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资本
支出等方面。
2012年国有企业修订指南
2012年的修订指南进一步强化并细分了2007年指南中的审核标准。修订指南继续强调了对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者在公开性， 信息
披露，公司管理模式，以及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之外，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明确希望外国国有企业投资者对以下几
方面提出承诺函：
· 指定加拿大人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聘用加拿大人加入公司高级管理层；
· 公司在加拿大注册；以及
· 收购公司或被收购公司在加拿大的证券交易所上市。
相比2007年指南，修订指南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定义。修订前，国有企业只包括由外国国家所控制的企业，而修订指南将其定义
扩大到外国国家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企业。此外，收购公司对被收购公司的控制程度，以及收购后对相关产业的影响程度，也将
是重要考虑因素。
国家安全审核
尽管修订指南中未特别规定，但加拿大总理明确地表达了修改《加拿大投资法》的意愿，以此给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更灵活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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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即在特殊的情况下，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可以延长在外国国有企业投资案上的国家安全审核的审核期。
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加拿大工业部部长一旦认为一项投资可能威胁加拿大国家安全，及可进入国家安全审核程序（但此类
审核迄今为止非常罕见）。此程序的开始不受交易金额大小，收购方国籍，或收购方是否收购被收购方公司控制权等方面的限
制。迄今为止，尚无指南规定哪类交易种类会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加拿大投资法》的审核门槛
修订指南公布的同时, 加拿大政府的新闻稿中提到加拿大政府有意提高针对加籍公司控制权的收购案的审核金额门槛。在四年之
内，对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者，获取加籍公司控制权的直接投资，将从3.3亿加元的"资产价值"，逐步提高到10亿加元的"
企业价值"。然而，基于针对外国国有企业并购案的持续关注，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仍将适用现行的3.3亿加元的审核门槛（将根
据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作相应调整）。
马石油-Progress收购案，及中海油-Nexen收购案
在公布修订指南的同时，加拿大也宣布批准了二个颇具争议的外国国有企业对石油天然气项目的收购案：马石油以53亿加元收
购Progress和中海油以150亿加元收购Nexen。其中，中海油-Nexen收购案为迄今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最大投资。
马石油交易起初被加拿大工业部否决，但允许交易方重新提交申请。这是因为加拿大工业部部长要求延长审查期，但为马石油
拒绝。故此迫使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否决其交易。尽管马石油的申请资料没有对外公开，但据报道，重新提交的申请中包含了一
套新的拟定公司管理模式 。
中海油交易的审查期被加拿大工业部推迟了二次，主要可能是因其交易的大小和范围，收购所涉及的石油天然气利益，以及在
美国同时进行的审查 。据了解，中海油作了以下承诺：（1）Nexen总部仍设在卡尔加里， （2）寻求在多交所上市，以及（3）同
意约80亿加元的资产由在加的Nexen管理层控制 。
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都是适用于2007年国有企业指南。尽管加拿大总理强调加拿大仍将保持公开的，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方式
对待外国投资，但今后外国国有企业针对油沙项目控制权的收购将在修订指南的"整体利益" 评估下进行，只有在个别特殊情况
下才会通过审核。而非国有的私人企业的投资仍可以通过"整体利益"审核标准。对非控制权的收购以及和加拿大企业的合营模式
进行投资仍将被加拿大欢迎，这些交易的审查会根据具体情况以个案进行。 由此可见, 加拿大政府不曾"半途改变规则"，并再次
体现了加拿大政府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
总结
2012年12月7日的公告强调了加拿大外商投资政策的三个重点。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加拿大政府保持了一贯的欢迎外商投资的政策。 绝大多数的对加投资都没有实质性的政府监
管。 自从加拿大投资法于1985年实施以来，加拿大政府批准了大约18,700个交易。 仅2011年一年, 就有649个直接和间接的
投资和收购在加发生，其中只有3.2%的交易需要提交审查和批准，而96.8%的交易都只需要提交交割后的备案。 只有绝少
的交易被拒绝。 尽管难度大和敏感性高，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的批准再一次地说明了加拿大欢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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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国国有企业的对加投资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加拿大总理清楚指出加拿大所强调的市场原则和减少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的政策不能因外国国有企业的对加投资而消弱。 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修订指南是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这些国有企
业满足加拿大所要求的公开性，充分披露，公司治理，以及市场经济的审核标准。
第三，收购油沙项目控制权的外国投资需要由私人控股公司进行。当然， 外国国有企业对加油沙项目仍可以进行非控制
权的收购和以加拿大企业合营的方式进行投资。
总之，修订指南的公布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加强 "整体利益"审核程序的效率，故此对国际投资者来说是好消息。 新的指
南以及获得批准的中海油和马石油交易都保持了加拿大政府在双边投资协议和加拿大投资法中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的一贯
政策，也再一次说明了加拿大欢迎外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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