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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中国 

浅谈在美国法院起诉 

《走出中国》访Victor Genecin1 

问：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会怎

样？ 

答：在我从事法律工作的纽约和波士顿，两个地方

的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对处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事人

的案件都很熟悉。对于到这里提起诉讼或前来应诉

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期待我们的法院将

针对他们的诉求或辩护给予他们与美国企业同样完

整和公平的审理。我们法院的法官对公司法有非常

深入的理解，并且对处理国际以及非美国的法律事

务有着丰富的经验。 

问：以一个简单的合同违约之诉为例子，您能告诉

我们第一步将涉及什么问题吗？ 

答：如果当事人的商业交易是基于一份书面合同，

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合同当中是否包含有效的仲

裁条款。如果有的话，争议解决程序以仲裁条款为

准。仲裁条款中应当指明仲裁地。我们的法院将会

支持当事人的仲裁权利并执行相关的仲裁裁决。 

问：如果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呢？ 

答：在没有仲裁条款的情况下，您必须决定是否在

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在做决定的时候您必须权衡可

能产生的诉讼费用和您主张的金额。在开始阶段对

对方当事人进行调查是很重要的。对方是否已资不

抵债？是否有能力按判决付款？同时必须意识到的

 
1 Victor Genecin （链接: http://www.ssd.com/vgenecin/）是
翰宇纽约办公室的一名诉讼律师。 

风险是一旦您在我们的法院起诉，那么，由于您参

与您提起的诉讼可能使其他美国实体获得对您提起

诉讼的管辖权。  所以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在美国法

院提起诉讼的中国企业来说，他们需要与他们的美

国律师做的第一件事是分析是否存在以上的风险。

如果存在的话，需要决定是否在美提起诉讼。 

问：您能估算一下一个合同违约诉讼案的诉讼费用

吗？ 

答：这需要视个案而定：有些案件很快就可以解决

，但有些却可能经历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如果要

了解一个具体的合同违约案件可能需要的费用，您

应当向您的美国诉讼律师提供相关的合同文本、你

已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明文件、对方违约的证据和所

有与对方往来的通信。同时与您的律师就对方可能

援引的抗辩进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影响诉讼费用的主要因素是被称作“披露”

的诉讼程序阶段。在这个阶段各方当事人都会去探

寻关于对方诉求和抗辩的事实基础。美国民事诉讼

法要求各方当事人都必须对其文档进行彻底的搜索

，不仅要出示所有相关的文件，而且还须出示可能

有助于发现本案证据的所有文件。一个公司可能被

要求出示由参与涉案交易的各个员工（不论参与程

度如何）保存或为其保存的各种文档。 

       此外，每一方当事人会被要求提供其掌握的全

部证人。这意味着即使您只需通过您一两名员工的

证词即可达到证明目的，但对方却可能要求您提供

可能知晓案件任何情况的所有员工。只有在具备如

下两个条件时才可能对诉讼费用作出更精确的估算

：您清楚案件将涉及的文件数量多少；并且您清楚

哪些人将成为双方的证人。 

http://www.ssd.com/vgene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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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影响费用的因素是对专家证词的需要。针

对买方不支付货款而提起的案件，如果所涉货物具

有技术规范或受制于美国的相关法规，情况将更复

杂。此时您应当预计可能需要就产品是否满足相关

标准而提供专家证词。如果双方都请专家作证，则

可能产生其各种费用的不小开支。还有您的律师推

翻对方专家证词以及维护己方出庭作证专家的证词

所需的律师费。 

       还有一点您须牢记：启动一桩诉讼官司后，您

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终止官司就为各种费用画上句号

。被告可能会提出反诉（即使缺乏依据），迫使原

告继续诉讼程序。  

问：语言障碍会对诉讼程序造成怎样的影响？ 

答：毋庸置疑，对文件的笔译以及为证人提供的口

译都将增加跨境官司的诉讼成本。您打算用来作证

的非英文文件必须进行翻译。那些本身就配备了高

水准全职笔译人员的公司能为您节省大量的翻译费

。对不说英文的证人，则必须为其聘请法院认证的

口译人员。在诉讼中作证是颇具压力的工作。我跟

很多母语非英文的证人合作过，发现在非美国人作

证的情况下，即使其操一口相当不错的英文，一位

专业的口译人员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问：既然存在这么多变数，您如何为客户估算诉讼

费用呢？ 

答：客户想知道可能发生的法律费用的大概估算时

，我会做特定的假设，比如在纽约的州法院提起诉

讼（其他地点的律师考虑提起诉讼时则会首先想到

自己所在的州）。我还会假定该案将被分到州法院

体系中相对更具时间效率和商业经验的商事庭。而 

且我会假定将在纽约提供各文件和证人，再加上纽

约律师到中国的差旅需求。在每个案子中，当估算

可能费用时，明智的做法是假定你的对手相当厉害

。 

问：有没有任何费用是适用于全球范围的？ 

答：恐怕没有。对任何案子而言都不能简单地说一

个全球性费用。有的事项很快就解决了；有的则会

拖上数月甚至数年。对于纽约的法院审理的案子，

其各阶段会产生怎样的费用，我通常会采取一种中

间策略——不考虑最理想和最糟糕的情形。我不假

定各个阶段哪一方会赢，而是假定每个阶段输了的

一方都会行使其上诉权，只要纽约的法律允许其上

诉。 

问：法院也收费吗？  

答：在初始阶段我们的法院收费不高——在州法院

提起诉讼大约收费 300 美元，在联邦法院则为 350

美元。之后，联邦法院收取少量金额用于法院的官

方档案调取文件，当然，对上诉会收取相关的费用

。 

问：还有其他额外费用吗？ 

答：法院书记员的收费将是较大一块费用。法院书

记员是经法院认证的人员，其工作是采用速记方式

对程序过程进行记录，并制作一份逐字记录的证词

副本。书记员是按页收费的。取证程序中的证词笔

录要求逐字记录。一整天的证词笔录可能产生大约

2,000 美元的笔录费用。此外，如果以出庭形式举

行的会议或口头辩论要求记录在案，则需要法院书

记员到场并制作证词副本。在案件庭审前由于要求

记录在案的程序相对较少，因此这类记录费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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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高。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可能发生每天 3,000

到 5,000 美元的记录费用。 

      有关法庭程序的其他可能费用视案件性质而定

。例如，原告寻求初步禁令或其他判决前救济措施

，或者被告就付款判决提起上诉，均要求其缴纳保

证金。 

问：回到您先前的回答——您能再谈谈在美国的仲

裁程序吗？ 

答：仲裁中一般很少涉及披露，这使得案件的仲裁

费用远远低于诉讼费用。而且，仲裁程序一般不要

求记录在案，因此省去了笔录开支。但是，仲裁的

裁判费用却偏高。提供仲裁的机构往往会基于索赔

金额收取一笔立案费，然后随着案件的进展还会收

取管理费以及仲裁员费用。不过，即使存在这些相

对较高的费用，一般而言仲裁仍远不及诉讼昂贵，

因为通常不涉及披露程序。 

诉讼费用估算 

       在纽约的法院起诉合同违约，原告需支付的法

律费用以及各阶段所需的时间大致估算如下： 

 

第 1 阶段：起诉 

半个月 5,000 美元 调查 

半个月 15,000 - 
20,000 美元 

起草、提交以
及送达诉状 

1 - 1.5 个月  收到被告答辩
状 

 

第 2 阶段：驳回起诉动议 

这一阶段虽不常出现，但有时被告会基于管辖或其
他法律理由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该动议在被告按
要求送达其答辩状时提出。对此情况下的费用和所
需时间大致估算如下： 

1 个月 20,000 - 
25,000 美元 

起 草 并 提 交 对
驳 回 起 诉 动 议
的异议 

1 个月  收 到 被 告 的 回
应书  

1 - 3 个月 4,000 - 6,000
美元 

准备并出席针
对动议的口头
辩论 

2 - 6 个月  静候一审法院
的裁定 

 

第 3 阶段：驳回起诉动议后败诉方的上诉 

1 个月 0 - 1,500 美元 败诉方提交上
诉状 

3 - 4 个月 40,000 - 
45,000 美元 

准备并提交共
同记录及开案
陈述 

1 个月 15,000 - 
25,000 美元 

答辩理由书 

2 - 4 个月 6,000 - 8,000
美元 

准备并陈述有
关上诉的口头
辩论 

3 - 4 个月  等待上诉法院
的裁定 

如果上诉庭维持驳回起诉的裁定，则诉讼程序到此
结束。不存在进一步的上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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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阶段：取证 

在对方应诉之后，或者在原告就驳回起诉动议胜诉
后: 

6 - 9 个月 50,000 - 
250,000 美元 

就案件实质性
问题进行披露 

 

第 5 阶段：简易判决动议 

6 - 12 个月 50,000 - 
75,000 美元 

提出简易判决
动议；等待法
院裁定 

 

 
第 6 阶段：简易判决动议后败诉方的上诉， 

9 - 12 个月 75,000 - 
90,000 美元 

败诉方上诉；
等待法院裁定 

如果案件不适用简易判决，则进入庭审： 

 

第 7 阶段：庭审 

6 - 12 个月 100,000 - 
175,000 美元 

准备工作和出
庭 

 

第 8 阶段：庭审后的上诉  

12 个月 70,000 - 
100,000 美元 

就所有庭审记
录提出上诉；
等待判决 

 

中国贸易研讨会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与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共同主办的中美贸易研讨会于 11 月 12 日在翰宇上

海代表处举行。翰宇律师 David M. Spooner 发表

了主题演讲，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炜律

师担任会议主持。 

       关注中美之间当前贸易磋商对其业务影响的纺

织、汽车及其他行业中国企业的代表参加了本次研

讨会。 

       本次会议探讨了刚结束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

对各行业的影响，这些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品及服

装行业；同时，还探讨了信息技术及高新技术行业

的出口管制问题。 

       Spooner 律师在其发言中表示，尽管美国政府

正努力放松对从美国出口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

限制，但是在未来一年里，中国的服装公司仍可能

陷入贸易救济及保障纠纷案。同时，由于美国企业

以最近一年的利润缩水为由提出倾销主张，中国的

其他行业也可能面临出口方面的限制。 

       吴律师主持了与会人员就多个问题的讨论，包

括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对中国出口高

科技的限制以及中国企业为避免反倾销惩罚所能够

采取的法律措施。吴律师认为，在下半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里，除轮胎行业外，中美之间还可能在其他

行业发生贸易纠纷，而中国政府可能对美国企业开

展报复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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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David M. Spooner 律师和吴炜律师的介绍 

David M. Spooner 律师：在加盟

翰宇之前，Spooner 律师担任主

管进口管理的助理商务部部长，

负责管理美国外贸区系统、监管

美国商务部进口安全举措、监督

管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磋

商以及主持美中有关宏观经济改革及钢铁行业的会

谈。之前，他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纺织品及服

装贸易谈判员及过渡协调员。在此期间，他参与了

美中综合性服装贸易协议的谈判。有关 Spooner 

律师资质的详情请参见：http://www.ssd.com/dspooner/ 

。 

Squire, Sanders & Dempsey L.L.P.  

服装贸易政策、

吴炜律师：在加盟邦信阳律师事务

。 

       如有问题或欲向以上律师咨询，可联系：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代表处 

David. M. Spooner

所之前，吴律师在上海第一律师事

务所执业达八年。他于 1992 年取得

中国律师资格。吴律师还担任上海

仲裁委员会技术合同方面的仲裁员

 

美国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Amy L. Sommers

+1.202.626.6612 

 
 

Daniel F. Roules

+86.21.6103.6308

 

 +86.21.6103.6309

Rainer Burkardt 

+86.21.6103.6360 

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吴炜律师 

David W. Wu 
+86.21.6886.9666 

 

全球 

全球海运业面临金融风暴 

       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波及不动产行业，船运业

如今也危机四伏。近几个月船运业的利润持续下滑

，部分原因是由于船舶制造仍在增长以及商品需求

降低而引发的运能过剩。在本文中，我们将侧重于

新闻中有关船运业所面临问题的报道以及应对危机

的可行之道。 

       2009 年 11 月 13 日的《华尔街日报》有文章

评 述 了 马 士 基 集 团 (A.P. Moller-Maersk AS) 在

2009 年前 9 个月高达 7.78 亿美元的损失，以及

2009 年全年预计超过 10 亿美元的损失。文章认为

马士基的困境源于集装箱船运业务的运能过剩。

2009 年 9 月一个 40 英尺货柜的运输价格平均约

2000 美元，比上一年下降 17 个百分点。而运输量

并未大幅减少。1 

       2009 年 11 月 12 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讲述了银行对承运人破产的担忧，尤其是向船运业

放贷超过 3500 亿美元的欧洲各大银行。据该文所

                                                 
1 John W. Miller，《马士基预示船运业前景趋缓》，《华尔街
日报》，2009 年 11 月 13 日。 
 

http://www.ssd.com/rburkardt/
http://www.boss-young.com/english/wuwe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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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各银行尚未就其投资进行减记，如果预言可信

的话，这一情况在将来可能造成麻烦。由于两年前

船运业还处在狂热造船的风潮中，因此下滑的船运

价格开始影响公司偿还当初订购新船的贷款的能力

）。当借款人无法继续清偿其贷款时，那些船运业

投资占比较大的银行可能很快将面临另一轮危机。
2 

       《金融时报》的两篇文章指出经济低迷对德国

船东的影响。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东之一Peter 

Döhle Schiffahrts请求德国为帮助遭受全球经济危

机重创的公司而设立的基金给予资金援助。由于德

国的船东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集装箱船舶，因此

很多德国公司不久后都可能向柏林寻求各种形式的

紧急救助。此外，德国KG基金允许普通投资者购

买船舶的股权。随着船运业的持续低迷，投资于具

有节税效益的KG基金的德国专业投资者可能会被

强令提供有价值的资产以支持其投资。3 

      《劳埃德船舶日报》撰文建议船东运用第 11

章破产保护的机制来修改其贷款条款，同时与造船

厂议价。文章指出，在船东求助于破产保护来对付

贷款人以及造船合同违约之前，明智的造船厂和银

行将与船东协商以解决争议。4 

       本所在海事、诉讼、融资以及破产领域拥有经

验丰富的律师团队，将协助客户解决因船运和金融

市场的近期波动而引发的各种重要、紧迫的问题。

 
2 Landon Thomas Jr.，《船运业的趋缓令银行和承运人担忧贷
款拖欠》，《纽约时报》，2009 年 11 月 12 日。 
3 Robert Wright，《基金面临船运业危机》，《金融时报》，
2009 年 10 月 19 日；《救助请求凸显船运业危机》，《金融时
报》，2009 年 10 月 26 日。 

 
4 Rajesh Joshi，《警示：破产风潮即将来临》，《劳埃德
船舶日报》，2009 年 10 月 16 日。 

得益于这种团体经验，本所有信心帮助客户应对最

具挑战性的境况。我们已成功地运用破产法第 15

和 11 章规定使得针对客户的诉请在对客户更有利

的法院听审，并通过破产法庭驳回按“B 规则附件”

提出的财产扣押请求以及阻止提起诉讼。值得一提

的是，翰宇在全球的网络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国家提

供无缝式服务，从而协助海事类客户处理跨境破产

案件。欲了解本所更多海事或破产重组业务的信息

，请联络您在翰宇的负责律师或以下律师： 

Sandra E. Mayerson  
+1.212.872.9899 

Brian D. Starer  
+1.212.872.9844 
 

 

美国 

如何界定商标使用：Bose 公司案及欺诈
问题分析 

       在美国，对商标或服务商标拥有权利的前提条

件是为区分商标所有人的货物/服务与他人的货物/

服务而使用相关商标。向联邦机构提起商标注册申

请，可依据商标的实际使用，也可依据某人使用该

商标的善意意图。除非要考虑某些国际因素，如没

有实际使用商标，则不能办理注册，商标在注册后

也无法持有。在提出申请、办理注册直至注册后持

有的整个过程中，商标所有人须按要求证明其使用

商标的善意意图或者其对商标的实际使用，否则将

按照《美国法典》第 18 编第 1001 条以伪证罪论

处。在实践中，如使用意图申请顺利通过异议期，

有关部门将出具一份《核准通知》，提出下列指导

性意见： 

http://www.ssd.com/smayerson/
http://www.ssd.com/st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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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陈述是准

确无误的，不准确的陈述可能导致您的商

标注册被撤销。如果对于申请中涉及的所

有商品及/或服务，缺乏商标使用的善意

意图，或者并未在所有货物及/或服务上

实际使用商标，可能导致您注册的效力减

弱，并可能导致注册被撤销。 

       有关实际使用商标的声明、宣誓及证明常常被

作为提出欺诈主张的依据。2003 年，商标评审与

申诉委员会（“商标委”）在“Medinol 诉 Neuro Vasx

公司案”中认定：“如商标申请人在其声明中做出了

其知悉或者应当知悉错误或者具误导性的重大事实

陈述，则该商标申请人构成商标注册欺诈。”自

Medinol 案的裁定以来，我们了解到很多其他以欺

诈为由而提出的异议，同时，商标委在有关欺诈的

异议及撤销程序中采用了该“知悉或应当知悉”的标

准。 

       2009 年 8 月 31 日，商标委的审查法院——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在有关 Bose 公司一案中指出，商

标委错误地将欺诈标准降低到了简单的过失标准，

将“应当知悉”存在错误与主观故意混为一谈，从而

推翻了 Medinol 标准。在回顾其自己先前作出的裁

定时，特别是在涉及专利案中不公平行为的裁定

时，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解释说，仅仅是过失并不足

以推定欺诈或不实。即使是“重大过失”本身也不能

成为推定有欺诈意图的证据。相反，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确认：“认定有欺诈意图的标准比过失或重大

过失更为严格，此原则同样适用于商标欺诈案。”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重申此项原则，将使欺诈主张胜

诉的可能性降低。该法院同时认定：“只有在申请

人或注册人为了欺骗专利商标局的目的而故意做出 

虚 假 的 重 大 陈 述 ， 才 可 依 据 《 兰 哈 姆 法 》

（Lanham Act）裁定通过欺诈方式获得商标注

册。”法院提示，不应轻易认定欺诈，而欺骗的主

观意图应是分析案情时不可或缺的要素。要证明此

类意图，需要确凿可信的证据。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 Bose 一案的具体事实使

用了以上狭义标准，并驳回了商标委的裁定，同时

认定不存在故意欺骗意图，尽管法院承认 Bose 对

美国专利商标局作出了重大不实陈述。法院分析，

Bose 因善意误解或疏忽而做出错误陈述，并不构

成欺诈，因为其不存在作为必备要素的主观意图。

法院在结案时指出，其与商标委同样认为，Bose

商标已不再用于具体商品，因此商标注册应仅限于

反映该商业事实。在作出此最后陈述并承认完全撤

销某项商标注册不符合公共利益时，法院暗示：商

标注册不应完全被撤销或者被视为自始无效，但是

如果特定商品或服务不再使用或者如果在特定商品

及/或服务使用情况的声明中存在欺诈，则可将该

等商品或服务的商标注册予以撤销。 

欺诈“须有确凿可信证据予以‘充分证明’”，主张欺诈

的一方负有重大举证责任 

     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 Bose 公司一案中做出判

决以后，商标委已受理了数起适用该新标准的案

件 。 最 有 名 的 一 起 案 件 是 “ Enbridge 公 司 诉

Excelerate 能源合伙有限公司案”。商标委在此案

中驳回了一项简易审判申请，因为其认定，异议人

未能举证证明：对于申请人是否有意欺骗专利商标

局的问题，不存在须正式审理的实质性事实问题。

商标委指出：“申请人是否为了欺骗专利商标局而

故意做出此类陈述，这是有待通过审理认定的实质

性事实问题。”同样可以看出，商标委承诺对 Bose

案之前的提出欺诈主张的申请进行审查。在一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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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中 ， 如“ Societe Cooperative Vignerrone Des 

Grandes Caves Richon-Le-Zion 和 Zicro-Jacod 

Ltd.诉 Albrecht-Piazza, LLC 案”，商标委要求，如

果原先提出的申请未能按照 Bose 案中认定的标准

提出合法、充分的有关欺诈的主张，则提出申请的

一方应对其欺诈主张进行修改。在此程序中，商标

委还告知，诉状须包含有关构成欺诈的情形的明示

（而非默示）表述。“如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诉辩人

实际知悉支持欺诈主张的事实，仅‘依据信息和相

信’而提出的欺诈诉求”是不充分的。 

       最近，在“Asian & Western Classics 有限公司

诉 Lynne Selkow 案”中，商标委经要求审查了有关

对欺诈主张进行简易审理的申请，并作出具有判例

意义的裁定。对于该申请，在法庭上提供了完整案

情摘要。但是，鉴于其在 Bose 案中做出的裁定，

商标委对该案中的关键诉求进行了审查，并认定对

欺诈主张的诉求不充分。在本案中，由于主张是依

据“信息及相信”提出的，而未提出相信所合理依据

的具体事实，因此商标委认为诉求是不充分的。按

照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9(b)条，“对于任何以‘信息

和相信’为依据的主张，须同时提供该相信所依据

的事实陈述。”商标委通过引用 Bose 一案，还认

定：向专利商标局提出的诉状须包含有关意图的主

张。“意图”是欺诈主张中的具体要素，仅称有关申

报人‘应当知悉’某项重大陈述虚假并不是一项恰当

的诉请，并且申诉人有关“申报人知悉或应当知悉”

的诉请被认定为不足以认定被诉人有欺骗专利商标

局的意图。在结案时，商标委提出，欺诈主张“须

有确凿可信证据予以‘充分证明’”，并且指出，主张

欺诈的一方负有重大举证责任。考虑到欺诈主张中

有关意图的事实认定问题，商标委认为此类主张

“不适于通过简易审理程序审理。” 

       尽管我们仍然建议商标申请人及注册人继续准 

确地鉴别其有使用商标的善意意图或者已实际使用

的商标所涉及的商品及服务，特别是在有关商品及

/或服务非常多的情况下，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

Bose 一案的裁定以及商标委在 Bose 一案之后所

采取的行动可明确看出，必须有确凿可信的证据证

明商标注册人有欺骗意图，商标注册或注册的一部

分才可能因欺诈而被撤销。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商

标申请。适用“应当知悉”标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证明必备的故意欺诈意图所需的证据的证明力问

题，仍然是个未知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承认，要

证明欺诈的主观意图可能是相当困难的。有关此类

欺诈意图的直接证据很难获得，但可能有间接证据

和旁证来推定必要的意图。上述证据将采取何种形

式，仍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关于欺诈的诉请必

须具体。此外，依据商标委最近在 Enbridge 一案

中做出的裁定，如无确凿证据，主张欺诈的简易审

理申请可能不会获得支持。即使有确凿证据，从最

近在 Asian & Western Classics 一案中做出的裁定

可以看出，商标委的观点是不宜采用简易程序判

决。 

– Alisa C. Key （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泰森角代表
处律师） 

 

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临时规则修改证
券化交易安全港规定 

       在 2009 年 11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上，联邦存

款 保 险 公 司 （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通过了一项即日生效的临时规则，

即在其财产管理和接管规则中增加一项临时性安全

港规定，为那些因为公认会计准则的新修订（该等

修订适用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后的会计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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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不利影响的贷款份额或证券化交易提供保

护。该安全港规定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有效。 

       当市场参与者考虑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破

产存款机构的财产管理人和接管人可能会收回或者

重新定性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或贷款份额的风险时，

这些资产的评级可能下调。而该临时措施正是旨在

阻止这种评级下调。因此，该临时措施既有利于既

存证券化资产和贷款份额的持有者，也有利于联邦

存款保险公司所承保的那些向证券化市场出售贷款

或出售其贷款份额中份额的存款机构。 

       根据《联邦存款保险法》，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作为破产存款机构的财产管理人和接管人，具有与

破产财产管理人相似的权力，如果其认为某破产机

构履行其签订的任何合同或租约将会带来负面效

果，而撤销或者不履行这些合同或租约将促进破产

机构事务的有序管理，则其有权撤销或拒绝履行这

些合同或租约。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 2000 年通过的《证券化

规则》（12 C.F.R. § 360.6）规定，如果某金融机

构进行的与某项证券化或贷款份额交易相关的金融

资产转让能够满足公认会计原则中除“法律隔离”条

件之外有关出售的会计处理的所有条件，则可以适

用安全港的规定。在会计处理上，《证券化规则》

同时还要求被保险的存款机构在交易之时收取足额

的对价，并要求交易文件能够反映各交易方将交易

作为出售而非担保借款处理。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于 2009 年 6 月完成了对公认

会计原则的修改，该修改适用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后的会计报告期。这些修改主要规定银行及其它 

金融机构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是否必须在其资产负债

表中合并受让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产品发行主体（即

使该受让主体已在法律意义上进行了隔离）。这些

修改同时也可能要求上述机构将贷款份额交易作为

担保借款而非出售处理。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

证券化或贷款份额交易将无法适用《证券化规则》

中的安全港条款。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4 号通过

的临时规则针对证券化或贷款份额交易相关的资产

转让为《证券化规则》增加了一项有效期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的临时安全港规定。即使根据修改后

的适用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后会计报告期的公认

会计原则有关转让无法满足出售会计处理的全部条

件，只要这些转让能够满足修改前的公认会计原则

下出售会计处理的条件，便可以获得该项临时安全

港保护。 

       该临时规则既适用于业已交割的交易，也适用

于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前交割的交易。因此，

该规则为正在进行中、将在公认会计原则修改生效

后才交割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该规则同时也适

用 于 循 环 证 券 化 信 托 （ revolving securitization 

trusts） 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前分配的收益，从

而允许这些信托在这一短暂时间内继续正常运作。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就临时措施自措施公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众征求意见，以考虑在最终规则中做

出其他修改。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称其打算于 2009

年 12 月间公布进一步的规则来修改《证券化规

则》以适用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后的交易。 

       我们建议银行以及证券化及贷款份额市场的其

它参与者审查其交易文件，对于那些按照修改后的

公认会计准则不再满足不合并会计处理条件的交

易，力求满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该临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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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需了解更多关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临时规

则的信息或者需要审查交易文件的帮助，请联系您

在翰宇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或者下列律师：  

James J. Barresi 
+1.513.361.1260 

David C. Kenny 
+1.415.954.0252 

David L. Lapides 
+1.813.202.1319 

K. David Lindner 
+1.602.528.4050 

Aaron A. Seamon 
+1.614.365.2759 

Fred A. Summer 
+1.614.365.2743 

Alan N. Waxman 
+1.212.872.9831 
 

乌克兰 

乌克兰国家担保蕴含风险 —— 亟需防护
措施 

       2009 年，乌克兰政府公布了国家对一系列项

目提供的担保。政府通过了 19 项决议，决定由乌

克兰政府对国外贷款人融资的一系列投资项目提供

担保。最大的投资项目包括道路建设（80 亿格里

夫纳），用于 2012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基础建设

开发（24 亿格里夫纳），分别从奥地利公司（5 亿

欧元）、美国公司（13 亿美元）及中国公司（5 亿

美元）购买医疗设备及运输工具，从乌克兰（13

亿格里夫纳）及其他国家（10 亿美元）的供应商

购买农用及节能设备。在乌克兰政府列出的可能提

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中，包括中国、美国及韩国的进

出口银行、私人出口融资公司（美国），联合信贷

(UniCredit)，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出口中介机构出口

发展公司(EDC)，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及其他机构。 

国家担保为何会有风险 

       随着大量投资决议的通过，乌克兰政府公开表

示愿意提供最高达 538 亿格里夫纳（约合 65.6 亿

美元）的担保，而这还不包括为国家油气公司

Naftogaz 的债务重组提供的金额约为 164 亿格里

夫纳（约合 20 亿美元）的担保。同时，《2009 年

国家预算法》将政府可提供的国家担保额限制在

370 亿格里夫纳（约合 46.2 亿美元）。迄今为止

，政府具体已经提供了多少担保，尚不得而知，因

为投资决议仅涉及对某些项目的最高担保额，而本

身并非担保。 

       但是，如果在 2009 年提供的国家担保超过

46.2 亿美元，则下届政府（假设政府由反对现任总

理的政党组建）可能会拒绝贷款人依据上述国家担

保提出的偿还要求。此外，如果下届政府发生变化

，乌克兰法院也可能会找理由来拒绝强制执行支持

贷款实现担保权的仲裁裁决。 

       与任何其他政府决议一样，如果总统认为任何

投资决议“违宪”，则可能会暂时搁置决议。截至

2009 年 11 月，总统已经行使此项权利，搁置了七

项投资决议，涉及金额约 173 亿格里夫纳（21.1 

亿美元）。最近的两项投资决议是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被搁置的。从法律角度来考虑，这种搁置

做法值得商榷，并且解决此问题的最高权威机构—

—乌克兰宪法法院可能会对总统的行为提出异议，

并且支持投资决议的合法性。但是，随着总统竞选

的展开，总统已经否决或搁置现任总理提出的多项

立法建议，这意味着其他投资决议也可能被搁置。

http://www.ssd.com/jbarresi/
http://www.ssd.com/dkenny/
http://www.ssd.com/dlapides/
http://www.ssd.com/dlindner/
http://www.ssd.com/aseamon/
http://www.ssd.com/fsummer/
http://www.ssd.com/awax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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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上述行动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在 2010 年之

前恐怕无法得到解决。 

抗风险方案 

       在这种环境下，依赖于担保的潜在贷款人及供

应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他们是否应投入时

间和金钱，与政府就投资项目事宜进行谈判；二、 

如果应该投入，他们如何能保障自己免受相应投资

决议被搁置、取消或宣告无效的风险。 

       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时间因素。所有投资

决议都规定，贷款协议须在 2009 年底前签署并获

得国家担保。然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投资决议直

到 2009 年下半年才通过（7 月份通过四项决议、8

月份 2 项、9 月份 2 项、10 月份 4 项）。因此，如

果贷款人或供应商需要国家担保才能顺利开展其项

目，则应努力在年底前签署贷款协议并获得国家担

保。 

       认识到某项投资决议的搁置、取消或无效可能

导致整个投资项目中止或终止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的

关键。为了化解此类风险，应当将风险转嫁给国家

。就传统的项目融资计划而言，贷款人可将相关投

资决议搁置、取消及无效等作为违约事件纳入贷款

协议。对于商品供应商而言，也应当将相同的违约

事件纳入供货协议，作为中止或终止供货的依据。

此外，国家担保书应包括一项保证，保证该项国家

担保在《2009 年国家预算法》规定的限额（370

亿格里夫纳）范围内。 

       由于几乎所有投资决议都规定购买货物须预付

款，同样应密切注意在提前终止供货协议时应如何

支付该预付款。双方应牢记“180 天规定”，即货物 

须在预付款后 180 天内交付并进口至乌克兰。否则

，如果未退回预付款，位于乌克兰的买方将在该

180 天期限后，每天按预付款金额的 0.3%支付罚

金。 

乌克兰国家担保的基本要素 

       在争取国家担保过程中，在采纳上述意见的同

时，贷款人应牢记下列基本规则及原则，以确保得

到保障： 

• 国家担保是政府为保证履行乌克兰企业的

债务而提供的担保。 

• 由财政部代理政府提供国家担保。 

• 提供的国家担保仅限于《国家预算法》针

对特定日历年度规定的限额。 

• 国家担保并非无偿担保。国家担保其债务

的借款人须向国家支付利息，作为提供及

维持该担保的费用。 

• 国家担保一定是有期限的担保。不得无限

期提供国家担保。 

• 国家担保其债务的借款人须向国家提供银

行反担保。该担保应是不可撤销且是无条

件的，开证银行须遵守乌克兰国家银行制

定的 2007 年至 2009 年版经济规范。借款

人也可提供其他恰当的担保（如抵押、股

权质押等）。 

       如果您对投资决议、乌克兰国家担保或其它相

关事项有疑问，请与您的翰宇律师或者以下律师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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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Z. Teluk 
+380.44.220.1414 

Dmytro Sakharuk 
+380.44.220.1407 

 

阿根廷 

阿根廷新法规范广播及有线电视行业 

       今年十月，阿根廷通过第 26,522 号《视听通

讯服务法》，该项新法旨在规范广播及有线电视、

无线电广播及其他媒体服务。该法在阿根廷设立一

个新的广播监管机构——联邦视听通讯服务局，以

取代现有的广播监管机构联邦无线电通讯委员会。

主要的实施细则拟在联邦视听通讯服务局设立（可

能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颁

布。受新法影响的公司须要在一年内达到新法的要

求，其中包括强制出售超过新法允许限额的广播电

视及/或无线电广播许可证。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积极推动

这项新的媒体法，并指出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军事

独裁期间颁布的原有法律已经过时。很明显，新版

媒体法旨在通过鼓励更多的地方服务商并支持对阿

根廷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以实现媒体行业的“分散化

和民主化”。但是，新法也被视为一项政治报复措

施，因为该法限制了阿根廷最大的媒体集团 Grupo 

Clarín 的势力范围。费尔南德斯总统认为该公司在

最近几个月将矛头对准了其政权。新法还允许与现

任政府关系较近的某些公司取得广播执照。 

       主要法律条款包括： 

• 将用于广播服务的频率分为三块：三分之

一用于政府服务；三分之一用于非政府服

务，三分之一用于商业服务。此次变化导

致商业性广播电视服务商可获得的频率数

量显著减少。 

• 限制单一实体或网络可以持有的无线电及

电视台广播经营执照数目。这样一来，大

型商业性媒体集团，比如 Grupo Clarín，

将不得不出售无线电及电视广播执照，才

能符合该限制的要求。 

• 要求 70%的无线电广播内容及 60%的广播

电视内容在阿根廷制作。有线电视网络须

拥有一个其制作的节目频道，但不得超过

一个。 

• 要求有线电视网络将大学、各市及各省的

频道纳入其服务覆盖领域。此举旨在推动

地方艺术家、音乐家等的发展并支持阿根

廷的国家及地方文化。 

• 建立一个外国频道登记处，在某些情况

下，此类频道应取得制作阿根廷电影的权

利。 

• 将地方无线电及电视广播业中的外国所有

权比例限制在 30%，且非阿根廷的股东不

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 

• 仅允许两家现有的电话公司提供电话、有

线电视及互联网的三网合一服务。 

• Grupo Clarín 及其他媒体集团须要通过法

院对新版媒体法提出异议。 

       如需有关新版媒体法的更多信息，敬请联系翰

宇 国 际 律 师 事 务 所 华 盛 顿 特 区 代 表 处 律 师 ：

Shanker A. Singham（电话：+1.202.626.6860 ）

或 Mark D. Johnson （ 电 话 ：

http://www.ssd.com/pteluk/
http://www.ssd.com/dsakhar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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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626.6265）。在阿根廷，敬请联系 Estudio 

Bunge – Bunge, Smith & Luchía Puig – Abogados

（该律师事务所是翰宇全球法律顾问网络的会员）

的 Diego César Bunge 或 Cristian Pablo Lacoste

律师（电话：+54.11.5281.6000）。 



 
 

15 

走出中国 

2009 年 12 月 

Squire, Sanders & Dempsey L.L.P.  

媒体报道 

 

12 月 7 日的《洛杉矶时报》（LATimes.com）引述了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律师就中国商务部

及多家位于中国的贸易协会发起的“中国制造”推广活动所发表的观点。 

12 月 7 日，《华尔街日报》（WSJ.com）引述了李康熙（Charles R. McElwee）律师就中国某环境组织向

中国两个高级法院提起环境诉讼发表的观点。上述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只有自然人才

可起诉污染者。《华尔街日报》（WSJ.com）还于 11 月 25 日引述了李康熙律师对政府加大中国清洁能源

出口的支持力度的观点。他还接受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采访，就中国企业发现中国绿色技术项目机遇的问题发表看法。 

11 月，《亚洲轮胎》（Tyre Asia ）引述了大卫·斯普纳（David M. Spooner）律师就美国政府决定对从中

国进口的低成本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所发表的观点。 

翰宇 12 月期《中国快报》（China Alert ）发表了下列文章：《中国颁布管理办法，允许外商投资设立合伙
企业》。 

李康熙（Charlie R. McElwee II）律师于 9 月 29 日 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焦点”节目的采访，就中国

在发展清洁能源进程中的作用发表看法。 

陆大安（Daniel F. Roules） 律师在《21 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探讨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问题。 

9 月 16 日的《华盛顿邮报》引述了大卫·斯普纳（David M. Spooner）律师就近期美国数家工会对中国提起

的贸易诉讼所发表的看法。《纽约时报》、《德国金融时报》、彭博资讯（Bloomberg.com）、《华盛顿邮

报》、《商业周刊》（BusinessWeek.com）、路透社及《美中贸易内幕》（Inside US-China Trade ）等媒

体也刊登了斯普纳律师近期就美国政府对中国轮胎征收引起争议的惩罚性关税发表的意见。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 律师就美国政府上述决定对美国汽车及鸡肉产品出口所造成的影响发表了看法，引述于

《洛杉矶时报》（LATimes.com）的相关报道中。  

朱松律师在 Law360（9 月 17 日版）上发表《奥巴马总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所引起的

知识产权问题》。  

《世界报》（WELT ONLINE ）在 9 月 7 日有关对华投资的文章中引用了翰宇一项调查的结果。 

陆大安（Daniel F. Roules）律师于 10 月份在翰宇网站发表下列白皮书：《中国的对外投资：吸取以往教
训》。 

 

http://www.ssd.com/china_releases_rules_allowing_foreign-invested_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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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d.com/chinas_outbound_investment_lessons_from_the_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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