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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俄罗斯法院维持了关于禁止限制分销商销
售价格及销售地域的决定 
2008 年 7 月 29 日，俄罗斯一上诉法院维持了俄罗

斯 联 邦 反 垄 断 部 门 做 出 的 决 定 ， 判 决 认 为 ，

Unimilk LLC（一家俄罗斯的奶制品公司）的分销

协议中的价格及销售区域条款构成了对贸易的非法

限制。在 Unimilk LLC 的分销协议中，分销商被要

求就其特定地域内的牛奶销售价格及销售条款和条

件与 Unimilk LLC 达成协议。作为判决的一部分，

反垄断部门向 Unimilk LLC 做出了 1617 万卢布

（约合 70 万美元）的罚款。 

该判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法院第一次维持

了反垄断部门的意见，肯定了分销协议中限制销售

价格、分销产品的销售条件以及销售地域的条款不

合法。虽然此前反垄断部门针对此类条款作出过回

应（如针对 Coca-Cola HBC Eurasia），但是在此之

前从经过法院的裁决。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部门

作出的罚款数额可观，为那些存在类似分销协议的

公司可能面临的处罚树立了标杆。 

在分销协议中包含限制分销商决定价格、销售条件

以及地域的规定的是非常普遍的。面对俄罗斯法院

作出的判决，我们建议在俄罗斯经营的企业检查现

有的分销协议是否符合反垄断法律。 

美国 

美出台新信贷举措，提振普通资产抵押证
券市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于 11 月 25 日

（周二）宣布推出“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安排”

（“新贷款安排”），旨在支撑有资产抵押的证券

（“资产抵押证券”）发行。上述资产包括学生贷

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以及小企业管理局

（“小企业管理局”）担保的贷款。 最近数月，这些

普通消费者和小型企业信贷工具要么举步维艰，要

么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负担。因此，美联储出台此

项安排，以期重振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并将成本抑制

到更为合理的水平。 

按照新贷款安排，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拟依据无追索

权原则，向某些 AAA 级资产抵押证券持有人提供

最高 2,000 亿美元贷款，这些资产抵押证券须有最

新取得的、合格担保类消费者和小企业贷款予以担

保。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提供的贷款金额相当于资

产抵押证券的市值减去依据相关资产抵押证券类型

的价格波动性而得出的“扣减额”。新贷款安排将始

终由资产抵押证券予以担保。美国财政部将依据

2008 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中的不良资产救助

计划，针对定期资产抵押贷款安排，向纽约联储行

提供 200 亿美元的信贷保护资金。通过新贷款安排

取得的贷款将不受市价评估或追缴保证金要求的约

束。针对定期资产抵押贷款的合格资产抵押证券担

保类型今后或将得到扩展，从而包含商业性不动产

抵押贷款证券等类型。美联储的《条款书》中载明

了此贷款安排的基本条款和操作程序。 

一年期贷款将按竞价式、密封式拍卖程序，逐月提

供给借款人。借款人须通过一级交易商参与新贷款

安排。优先于合格资产抵押证券的信用风险交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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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须已同意遵守救市计划中的资本购买方案的行

政补偿标准。该方案是美联储和财政部为提振消费

信贷市场而采取的直接举措。 

银行并购业的革命：“暂搁许可”制度将促
进对金融机构的私募股权投资 

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最近颁布了一项新规，旨在

推动通过私募股权投资，从处于困境的美国银行和

储蓄机构收购存款负债及其他业务。货币监理署出

台该程序，是为了有条件地批准向位于达拉斯的新

设福特集团银行颁发业务许可证。按照该程序，非

银行业投资人从此可以取得货币监理署对新设国家

银行许可证（暂搁许可）的附条件批准，从而可设

立称为“组建中国家银行”的法律实体。这样一来，

就有资格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获得邀请，对联邦存

款保险公司拟关闭的机构的存款和资产提出竞购。 

依据该新颁布的暂搁许可程序，投资人集团可提交

成立新国家银行的简易申请。申请中应列明管理团

队的名称和资质、可获得的资金金额和来源以及一

份简短的战略性商业计划。与买房者申请抵押贷款

时提出的初步资质类似，取得该“暂搁许可”后，投

资人集团的代表就可以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招标

文件进行审查，并以组建中新国家银行的名义进行

投标。如果投标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受，则该集

团应向货币监理署提交一份更加详尽的商业计划，

载明拟购买的存款和资产的机构的具体情况，并在

完成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收购的同时，从货币监理

署取得最终的国家银行许可证。暂搁许可有效期为

18 个月，期满可以续展。如与申请有关的基本信息

发生变化，则须提供月度报告。 

未处于困境的机构 

货币监理署颁布的此项新规，主要是为了推动对处

于困境或破产机构的存款负债和有效资产的收购。

通过“暂搁许可”制度，非银行业投资者（包括未经

美联储批准为银行控股公司的非美国银行）将获得

在并购谈判中与现有美国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平起

平坐的竞争机会。之所以有必要强调这种公平性，

是因为潜在的卖方以前一般不会接受非美国银行业

组织的要约，因为此类要约需要经过一个旷日持久

的审批程序，而且审批结果是个很大的未知数。况

且，买方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须接受美国

执法和情报部门的背景调查，这种调查往往是既繁

琐又耗时的，因此卖方一般会规避非银行业买方。

而通过“暂搁许可”程序，大多数情况下背景调查都

会顺利过关，因此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 

新投资者类型 

在过去，那些现有银行才可以竞购处于困境中机构

的存款负债，因为银行业务许可证是接受银行存款

的法定前提条件。货币监理署指出，其新颁布的暂

搁许可程序将极大地拓展为缓解银行困境所需的资

本来源，因为该程序将允许非银行投资者参与收

购。在过去，即将破产的本地银行的存款和有效贷

款一般由来自其他地方的较大型银行承担。暂搁许

可制度可望加强本地对社区银行的控制，因为拥有

暂搁许可的本地投资者集团可快速地介入，以收购

本地破产银行的存款和有效贷款。 

联邦储备银行控股公司事宜 

货币监理署在颁布新制度时指出，其希望获得暂搁

许可的投资机构同时向美联储申请批准其为新国家

银行 100%股东的空壳单一银行控股公司。按照所

涉及投资者的数目、规模和性质的不同，投资者还

可申请成为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尽管美联储并未

与货币监理署共同发布公告，但是预计美联储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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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将要重新审议其政策，不再仅受理已签署收购

具体金融机构协议的申请人的控股公司申请。此变

化将对货币监理署的“暂搁许可”制度产生推动作

用，并与美联储的近期行动一致。其近期行动旨在

加大非控股私人资本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规模

（2008 年 9 月 22 日）以及向私募股权公司授予向

美国银行机构进行最多 15%有表决权股权的投资的

某些总括性批准。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事宜 

货币监理署在其颁布新政时表示，希望获得“暂搁许

可”的机构同时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申请为新设国家

银行投保。 

鉴于“暂搁许可”制具备“最低办事成本”这个优势，联

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快速办理上述申请，如果在此之

前申请未予受理，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批准申

请，向获得“暂搁许可”的竞标者授予买受合同。 

翰宇提出的举措 

本律师事务所认为，鉴于“暂搁许可”制度可能带来

的各种好处，众多私募私人资本投资公司和个人将

纷纷看好此项新制度。有鉴于此，我们正在针对法

律和监管事项，制定价格相对固定的举措，以协助

相关投资机构向货币监理署申请“暂搁许可”、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的存款保险以及美联储对空壳单一银

行控股公司的批准。 

对并购协议中的风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的
判决 

通常在并购协议中都会包含这样的条款，规定协议

中的各项陈述及保证在交易结束后的一段期间内仍

然有效。交易双方通常针对此类条款反复磋商，因

为这对交易双方的风险分配至关重要。最近，由联 

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

做出了一项判决，该判决对于此类条款的解释具有

重要的影响，并且提醒在不同司法管辖区进行并购

交易的各方，在并购协议中存续条款需要注意具体

规则的设置。 

Western Filter Corp. v. Argan, Inc. 案 

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 2008 年 8 月 25 日 

在航空工业和汽车过滤器领域，Western Filter Corp.

与 Pureflow, Inc.是市场中的竞争对手。Western 

Filter Corp.决定从 Pureflow, Inc.的母公司 Argan, Inc.

手中收购 Pureflow, Inc.。根据惯例，Argan, Inc.就

有关 Pureflow, Inc.的情况在交易项下的股权购买协

议（SPA）中作了陈述以及保证。该股权购买协议

中包含有一条存续条款，规定部分陈述及保证在交

易结束后一年内仍然有效。 

完成对 Pureflow 的收购后，Western Filter Corp.发

现 Pureflow, Inc.的存货价值明显低于 Argan, Inc.在

股权购买协议中所陈述的价值。在交易结束后的第

十一个月，Western Filter Corp.给 Argan, Inc.发出了

一份书面通知，声称 Argan, Inc.关于 Pureflow, Inc.

的财务状况的陈述有“重大失实”，Western Filter 

Corp.在必要的情况下将会将该等主张诉诸法院。

在存续条款规定的一年有效期到期六个月后，

Western Filter Corp.将 Argan, Inc.告上法庭，主张其

违反了股权购买协议中的陈述及保证条款。联邦地

方法院给予了即决判决，认为 Western Filter Corp.

的主张受到股权购买协议存续条款一年有效期的阻

却。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在上诉过程中，股权购买协议中存续条款规定的一

年期限是否是为了对可适用的加州法律规定的更长

的期限的缩短而达成的合意，第九巡回法院对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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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心证。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

决，其认为根据股权购买协议中的存续条款的规

定，该条款并不是将期限缩短为一年。 

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在合同中缩短诉讼时效是

有效的。但是此案中的存续条款并未这样规定，因

为，该条款并未明确说明其旨在缩短诉讼时效。法

院认为，对该存续条款应作如下解释，“其仅就违

反陈述及保证的事由可能发生的期间做出限制，而

不是对于提出诉讼的时间作出限制”。该判决指

出，与其他许多州的法律一样，加州法律不赞成通

过订立合同缩短诉讼时效，并且要求对援用此类条

款的一方作严格的解释。 

一些评论家批评了第九巡回审判庭作出的判决，因

为关于存续条款的判决与许多从事并购业务的律师

的一般理解大相径庭。第九巡回审判庭的判决可能

会在未来的案件中被澄清或者推翻，但与此同时，

参与并购交易的双方在起草并购协议的时候应当注

意存续条款的设置。在大部分案例中，这意味着一

项并购协议须说明： 

• 卖方所作的陈述及保证仅就签署协议之日至交

易结束之时有效 

• 存续条款意在缩短对违反陈述和保证的行为提

起主张的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此等主张须在

规定的存续期限内提出，否则将被永远禁止 

• 规定就违反陈述和保证的行为提出主张应履行

的程序，例如，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或者向

法院提起诉讼 

• 赔偿是对违反陈述和保证唯一可行的救济措施 

德国 

德国修订外贸法，全球投资者信心受挫 

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经济技术部”）于 2008 年 7

月 11 日颁布一项法律修正案，对德国对外贸易法

以及相应的德国外贸法规进行修订。上述法案已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经德国内阁通过。 

按照该法案，应制定一套新的审批程序，规定经济

技术部有权禁止或限制非德国私人和公共投资者对

德国公司超过 25%的表决权股份进行投资。与现

行法律不同的是，该草案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对从事

武器或涉密技术的公司的投资，而是适用于各行各

业。 

除了 25%的投资限制外，联邦经济技术部禁止或

限制投资的唯一新增前提是：投资将危害德国联邦

共和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并且投资者被认定为：

(i) 非欧盟实体，或(ii) 欧盟实体，其表决权股份至

少有 25%被非欧盟实体持有。 

在签署相关股份购买协议，或者在发出与德国公司

至少 25%表决权股份有关的收购要约之后，将启

动为期三个月的审查期。如果经济技术部在此期间

决定进行正式审查，则其将向投资者告知相关情

况，并要求提供一整套详尽的交易文件。在收到上

述文件之后，经济贸易部将在两个月内决定是否对

交易进行限制或禁止。鉴于经济贸易部禁止投资将

导致整个交易无效，并具有追溯力，因此法案规

定，投资者可提前（即在启动三个月审查期之前）

申请取得有约束力的批准。如果经济贸易部决定开

始正式审查，则为期两个月的审查期在收到交易文

件时起算。 

在法律方面，法案给全球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

未知数。尽管经济贸易部估计，外贸法和外贸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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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每年仅会对大约 10 笔交易产生影响，但是

应当注意，颁布该草案的起因是，对外国资金可能

收购德国核心行业存在普遍担忧。 因此，新修订

的外贸法凭借“危害德国联邦共和国的公共秩序和

安全”这样模棱两可的法律用语，而在任何收购因

政治原因而遭排斥的情况下，成为预防非德国投资

者收购德国核心行业公司的政治手段。 

在此背景下，对于该法案是否符合欧盟法律项下资

本自由流通原则的问题，在德国国内引起争议。德

国贸易协会（比如工商会）对该法案是否符合欧盟

法律提出质疑。但是，尽管争论之声此起彼伏，德

国内阁仍然通过了该法案，因此下一步立法程序将

是由德国议会敲定该法案。如果德国议会批准法

案，则法案可望于 2008 年生效。 

有鉴于此，非德国投资者在准备对德国公司进行至

少 25%的表决权股份投资时，都要考虑一下：此

投资是否可能受到经济技术部的禁止或限制。如果

存在相应风险，投资者须提前申请对该交易的批

准，以规避不确定的法律风险。 

 



 
 

 

北美 
辛辛那提 
克里夫兰 
哥伦布 
休斯顿 
洛杉矶 
迈阿密 
纽约 
帕罗奥多 
凤凰城 
旧金山 
塔拉赫西 
坦帕 
泰森科纳 
华盛顿特区 
西棕榈滩 
 

拉丁美洲 
波哥大+ 
布宜诺斯艾利斯+ 
加拉加斯 
拉巴斯+ 
利马+ 
巴拿马+ 
里约日内卢 
圣地亚哥+ 
圣多明戈 
圣保罗 
 

欧洲 
伯拉第斯拉 
布鲁塞尔 
布加勒斯特+ 
布达佩斯 
都柏林+ 
法兰克福 
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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