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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对美投资：准备充足，机遇自来 

前言 

具有全球眼光和长期战略的亚洲公司，尽管当下可能面临着经济、公共卫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挑

战，仍然可以通过内部自然成长以及与美国企业的合作来实现美国业务的扩张并从中受益。对于

亚洲公司来说，美国依然是一个诱人的市场，因其可以提供开发新合作伙伴、新市场、新产品和

新创意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公司在寻找亚洲合作伙伴来实现业务增长。尤其是那些能够

通过与亚洲伙伴的合作来发展其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或者实现其产品和服务在亚洲市场的扩张的美

国公司，会更加欢迎亚洲企业的投资与合作。 

亚洲企业要想成功完成在美国进行或与美国公司合作的跨境项目，必将面临许多障碍。但如果亚

洲企业有备而来，努力直面解决美国监管和其他法律问题，则其将有更大的机会觅得良机，在发

展其业务的同时也能控制交易执行风险。 

美国监管挑战 

亚洲公司在收购或投资美国企业和某些技术时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需要遵守美国国家安全法规。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获授权审查某些涉及“外国人”（包含外国企业）的交易。

随着《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FIRRMA”）的颁布，CFIUS 的授权已经扩大。

FIRRMA 于 2018 年被签署成为法律，而实施 FIRRMA 的最终规则和法规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生

效。CFIUS 传统上获授权审查“由或与任何外国人进行、可能导致外国人拥有对美国公司的控制

权”的交易（现称为“受辖控制权交易”）。现在，CFIUS 对以下交易拥有扩大的管辖权：

（一）位于特定港口以及敏感的政府和军事设施附近的房地产交易，及（二）外国人对涉及关键

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数据的美国企业（“科技、基础设施及数据类（TID）美国企

业”）的非控制权（但获得某些权利的）投资（称为“受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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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受辖控制权交易和受辖投资（统称为“受辖交易”）的当事方而言，是否对交易进行

申报是一个自愿性的问题。然而，若想合法地保证 CFIUS 或美国总统不会在交易交割后对其重新

评估并对交易强加某些变更以减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任何风险或强迫撤资，那么获得 CFIUS 批准

是唯一的措施。CFIUS 申报在下述情况下已不再是自愿性的（而是强制性的）：（一）对从事

“关键技术”的美国企业的投资，及（二）由某外国政府持有 49%或以上投票权的外国人收购一

家 TID 美国企业 25%或以上的投票权的交易i。除了较完整的提交“书面通知”的申报方式外，

CFIUS 现在也允许交易主体提交被称为“声明”的简易申报；近期，CFIUS 还规定对书面通知收

取基于以美元计交易规模的申报费。（可参见 CFIUS Institutes Filing Fees for Notices, 

Effective May 1, 2020。） 

 

除 FIRRMA 外，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也进一步限制了技术转让交易。举例来说，根据不迟

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生效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同意不支持或指使那些旨在获取外国技

术以达成中国产业政策的对美投资ii。如同 FIRRMA 下的规则一样，贸易限制和相关指导方针仍在

发展变化中。（例如可参见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和其他疑虑国家加强出口管制。） 

CFIUS 和美国技术转让限制规则是对在美业务扩张机会进行评估时的关键门槛问题。不过，若能

尽早处理这些问题，通常可以在产生重大成本或潜在交易被公开披露之前就让这些问题得到管

理，或至少在交易早期被发现。许多在美投资和扩张机会其实并不构成美国国家安全担忧，或者

来自于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担忧能够通过主动采取措施而得到解决。在这些情况下，扩张在美

业务和投资于美国公司可以受到美国各方和当地政府的欢迎，特别是如果项目有助于增加美国就

业和经济增长及/或为美国公司在亚洲扩张创造机会。 

对美国公司进行潜在投资的关键考量 

从美国公司或股东的角度来看，与外国企业而非美国国内企业进行一项交易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创造更多价值的潜力。这通常意味着外国合作方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美国合作方愿意支付的

价格。不过除了收购价格之外，美国公司若在合作之后仍是业务实体的一部分，则它也可能会考

虑其他创造价值的动因，例如与合作方结成战略联盟来共同开发新业务和新市场或共同承担风

险。鉴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公共卫生问题带来的各种商业挑战，美国公司和亚洲企业

之间的结盟式合作可能变得更加常见，例如采用战略（但非控制权）投资、建立合伙关系或者成

立合资企业。 

以下是亚洲公司或投资者在评估和实施美国扩张计划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I.规划阶段的考量 

以下因素可以帮助亚洲投资者决定是要收购一个新的美国企业，还是要以内部自然成长的方式进

一步发展一项已有的美国业务（即所谓的“外购还是自造”）。 

 监管事宜。确定在美国和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为拟议交易获取所需监管批准的可能性及成本，

尤其要考虑到美国和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法规的最新变化。除了进行初步的美国国家安全筛选

分析外，还要考虑到具体交易可能需要获得适用于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区的反垄断和其他方面的

监管批准。 

                                                   
i 参见“CFIUS Proposes Rule to Refine Mandatory Filing Requirements and Tie the Critical Technologies Requirement 

Solely to Export Control Authorizations” (Mayer Brown, 2020 年 2 月 22 日) ;  “Regulations Expanding Review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Are Now Effective” (Mayer Brown, 2020 年 2 月 14 日); “CFIUS Annual Report Further 

Demonstrates Scrutiny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s on the Rise” (Mayer Brown, 2019 年 12 月 3 日) 及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Security: The Modernization of CFIUS -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Global Investor?” (Mayer 

Brown, 2018 年 11 月 7 日)。 

ii 参见“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关键条款” (Mayer Brown, 2020 年 1 月 16 日)。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cfius-institutes-filing-fees-for-notices-effective-may-1-2020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cfius-institutes-filing-fees-for-notices-effective-may-1-2020
https://www.mayerbrown.com/zh-hans/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4/department-of-commerce-announces-rules-to-restrict-exports-to-china-and-other-countries-of-national-security-concern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cfius-proposes-rule-to-refine-mandatory-filing-requirements-and-tie-the-critical-technologies-requirement-solely-to-export-control-authorizations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cfius-proposes-rule-to-refine-mandatory-filing-requirements-and-tie-the-critical-technologies-requirement-solely-to-export-control-authorizations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2/regulations-expanding-review-of-foreign-investment-in-the-us-are-now-effective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2/regulations-expanding-review-of-foreign-investment-in-the-us-are-now-effective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19/12/cfius-annual-report-further-demonstrates-scrutiny-of-foreign-investments-is-on-the-rise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19/12/cfius-annual-report-further-demonstrates-scrutiny-of-foreign-investments-is-on-the-rise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18/11/technology-investment-and-security-the-modernizati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18/11/technology-investment-and-security-the-modernizati
https://www.mayerbrown.com/zh-hans/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1/us-china-phase-one-trade-deal-key-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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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挑战。评估业务整合过程中带来的任何运营挑战，包括与美国客户和员工的不同期望以及

如何最好地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雇员考量。尽早确定对业务至关重要的合适的美国或外籍雇员，以便更好地评估与雇佣相关的

成本以及遵守美国雇佣法（例如工资和工时、工作场所安全、员工补偿以及反歧视法律）。雇

佣关系通常受雇员工作所在州的法律管辖，而大多数州法律默认采用“自由雇佣（at-will）”原

则，即雇员或雇主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选择终止雇佣关系。有些州可能接受雇主对雇员施加的反

竞争或其他限制，而其他州并不接受此类限制。 

 税务事宜。分析美国和国际税务事宜，以确定对交易最佳的税务结构以及参与该交易的实体

（例如，确定应在哪个州成立哪种类型的美国实体）。潜在的亚洲投资者还应了解任何会影响

合并后企业的税收法律和法规，例如美国转让定价法规，该法规通常要求与美国之外的关联公

司的关联交易应基于公允市价进行公平的定价。请注意，根据地点、行业类型以及可能创造的

新职位数量，亚洲投资者可能获得联邦、州和地方的税收优惠。 

II.尽职调查考量 

如果亚洲投资者决定购买或投资美国企业，那么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对于确认估值和辨别交

易中存在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尽职调查方法，但若在交易早期优先考虑并重

点评估关键价值驱动因素和交易风险，可以增加尽职调查的效率并且降低成本。除了上面讨论的

“规划阶段的考量”之外，我们在下面列出了在美进行交易时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法律尽职调查

事宜： 

 分析目标公司的组织文件以及与股权和债务投资者和雇员的协议，以确定交易是否需要取得任

一方的同意，以及是否有任何特别支出或其他因交易而应作出支付的或有事项。 

 找出并查看目标公司与客户、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其他商务伙伴之间的重要合同，以确定是

否有任何异常条款或存在任何条件，可能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到该等合同在交易完成后的延

续。 

 评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对目标企业的影响，包括： 

 目标企业的远程工作能力、信息技术系统、数据隐私合规性以及网络安全风险。 

 目标企业的重要合同（是否存在任何一方不履约的风险）、诉讼风险和业务连续性或持续经

营计划。 

 目标企业获得美国联邦或州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提供财务援助的能力。 

 劳动法合规事宜，以及目标企业提供（或被要求提供）的员工福利。 

 评估最新的财务信息和预测。对于财务尽职调查而言，获取最新财务信息以及短期流动性和

现金流量预测尤为重要，因为过去两年的历史财务信息可能不足以反映近期疫情相关事件对

目标公司业务的影响，例如股市波动、供应商中断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偏好等方面的

事件。 

（参见 Novel Coronavirus (COVID-19): Considerations in M&A Due Diligence。）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4/novel-coronavirus-covid19-considerations-in-ma-due-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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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谈判考量 

我们在下面列出了美国主要交易文件中与亚洲投资者尤其相关的某些条款，重点关注与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和近期外商对美直接投资领域监管变化有关的问题。 

 或有支付架构。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目标公司的业务造成短期干扰，但对其长期价值的影

响尚不确定，则与其降低目标公司的估值，双方可选择在交割时仅支付收购价格的一部分，让

其余部分的支付取决于目标公司是否在未来达到某种商业或财务目标（通常称为“或有对价

（earn-outs）”）iii。 

 反向分手费及/或保证金。鉴于涉及亚洲买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收购方）的交易存在监管不确

定性，美国卖家可能会主张让亚洲买家支付协议终止赔偿金（又名“分手费”）及/或拿出保证

金，以将因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或其他监管因素而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转移给亚洲买家。是否纳

入这些费用或保证金条款以及具体金额一般是高度协商后的结果，且因监管风险分析和各方谈

判杠杆的不同而各异。 

 尽力而为的监管批准条款。这也称为“绝对责任（hell or high water）”条款，通常指买方同

意竭尽所能地努力获取必要的美国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批准，包括同意接受监管机构可能

施加的任何监管条件。该条款与反向分手费机制是分开的，因为若不遵守该条款，可能导致买

家支付额外的赔偿金，即使未能获得监管批准本身并不会触发买家支付反向分手费。随着监管

不确定性的增加，亚洲当事方应该重点分析获得政府批准以及监管机构施加令人难以负担、无

法接受的条件的可能性，并对条款做出相应的调整。 

 被动投资者条款及 CFIUS 合作条款。为了获得 CFIUS 的批准，各方可以规定一些合作的标准和

方式，或加入一些约定以帮助买家维持被动投资者身份，或以其他适用方式增加获得 CFIUS 批

准的可能性。 

 重大不利变更交割条件。这也称为重大不利影响（“MAE”）交割条件。除非购买合同的签署

与交易交割同时发生，如果目标公司业务在签署购买合同后、正式交易交割前出现实质性恶

化，那么依照合同的规定，此类恶化可能会给予买家放弃交易的权利。在协商的过程中，卖家

通常会争取将一些有可能负面影响目标公司业务的事件（如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疫情）排除

在 MAE 的定义之外。为防止这种广泛的排除迫使买家即使在目标公司不再具有预期中的价值或

其他利益的情况下都要完成交易，买家可以坚持保留因重大事件而放弃交易的权利，前提是与

其他类似公司相比，该事件给目标公司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要想确定是否发生了 MAE 或它

是否对目标公司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通常很难，美国法院的判决也往往对那些想要利用 MAE 条

款来放弃交易的买家十分严苛。相应地，买方还可以努力协商，争取纳入为目标公司的估值和

业务量身定制的具体交割条件，以便获得更加明确的在发生特定风险时放弃交易的权利。 

总结 

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并购/投资活动有所减少，这可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

爆发，其次可归因于对外资在美投资的持续监管限制。尽管如此，亚洲公司仍有机会与美国企业

合作，共同调整疫情结束后的商务策略。亚洲正在从此次全球性疫情中恢复，并已采取应对疫情

的新策略。借助对美国企业进行战略投资或与之结为联盟，或通过雇佣美国雇员开发新的美国业

务，这些新策略或许可以被移植到美国市场。虽然在这个特殊时期，地缘政治、经济和监管将继

续发展变化，若亚洲企业能够如本文所述认真规划并直面美国交易可能带来的挑战，那将有助于

增加其成功完成美国扩张项目的机会并减少交易风险。 
  

                                                   
iii 欲了解关于并购交易中非现金对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Bridging the Gap in the Post-COVID-19 World: Use of 

Contingent, Deferred and Non-Cash Consideration in M&A Transactions—A Practical Checklist” (Mayer Brown, 

2020 年 5 月 6 日) 或聆听我们的播客节目，网址为“Bridging the Gap: Non-Cash Consideration in Post COVID-19 

M&A” (Mayer Brown, 2020 年 5 月 4 日)。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bridging-the-gap-in-the-post-covid19-world-use-of-contingent--deferred-and-non-cash-consideration-in-ma-transactions-a-practical-checklist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ublications/2020/05/bridging-the-gap-in-the-post-covid19-world-use-of-contingent--deferred-and-non-cash-consideration-in-ma-transactions-a-practical-checklist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odcasts/2020/05/bridging-the-gap-noncash-consideration-in-post-covid19-ma
https://www.mayerbrown.com/en/perspectives-events/podcasts/2020/05/bridging-the-gap-noncash-consideration-in-post-covid19-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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