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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坚律师 Partners of Duan & Duan Law Firm

主讲人介绍：

吴坚 事务所主任

专业领域：企业并购、竞争法、公司法、投资和融资、石油天然气能源领域、环保、知识产权、
金融、房地产、国际争议解决等现代高端法律业务。

工作经历：
1993年，加入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1990年至1991年，担任华东物价报编辑；
1991年至1993年担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物价局助理经济师；
1996年至1997年，担任美国麦当劳公司亚洲区公司法律顾问。
1990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获法学士；
2000至2001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法学硕士学位（LLM）；
1994年取得律师执业证。
现为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上海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律协外事委副主任、上海市律协港
澳台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律协律师职业考核委员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考核委员会主
任、上海市计算机2000年问题法律中心调解员、联合国下属环境与发展项目成员、上海市国资
委外部董事、上海市政法委专家顾问、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咨询工作委员会长、浦东新区
政府法律顾问、上海法治报法律顾问团成员。

荣誉称号：
上海市人大代表；东方大律师；上海市优秀律师；上海市十佳优秀青年律师；上海市新长征突
击手；“韩学章奖”获得者；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司法系统先进个人，
兼记司法部三等功；



主要内容提要

四 案例分享

一 “一带一路“政策解读

二 我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情况概览

三 “一带一路”投资中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一 “一带一路“政策解读



2013年金秋，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
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

Ø 沿途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
Ø 覆盖45亿人口、GDP总量23万亿美

元



—摘自一带一路网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支持和参与意愿

•联合国三次通过相关决议，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合作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经社会、世界卫生组织等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摘自一带一路网

•投资贸易便利化

•自贸区网络

•国际产能合作

•境外园区建设

•中欧班列

•铁路

•公路

•港口、航空、邮政

•能源

•信息基础设施

•质量技术体系衔接

•新型合作平台

•与多边银行合作

•与现有金融合作机制对接

•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

•央行推动

•文化交流

•旅游往来

•教育科技

•生态环保

•卫生健康

•援助减贫

从外资企业“引进来”转变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浪潮



二 我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情况概览



• 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
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
8.9%，占同期总额的13%。在“一带一路”沿线
的63个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52%。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 63%的受访国家中央银行认为“一带一路”倡议
极其重要，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过去10年
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参与各国92%的中央银行
预计，未来5年内，“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能
够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其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可
带动年增长近1个百分点。有25%的受访者态度更
加乐观，预计带动的年增长将介于2个～5个百分
点。

—《国际金融论坛（IFF）中国报告2018》



投资
方式

EP

(设计-采
购） EPC

(设计－
采购－
建设)

IPP

（独立
电站）

BOT

（建设
－运营
－移交）BOO

（建设
－拥有
－运营)

PPP

（公私
合营）

并购

租赁

中
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

对外投资降幅逐步收窄，行业结构更加优化。

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活跃，境外融资比例高。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多，带动出口作用明显。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促进我国与东道国共同发展。

对外投资主要特点



机遇
与

挑战

并存

“中国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的发展贷款
和金融援助领域的后来者，中国向国外市场
扩大信贷是把双刃剑。”

“使用自然资源作为贷款的替代方式或利用债务
偿还来赚取利润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债款陷阱外交政策”（Debt trap foreign policy）

“与现有国际信贷规则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 vs.中国无条件
贷款的承诺

备注：本页PPT部分观点引自《中越青年眼中的“一带一路”》一文



二 “一带一路”投资中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常见跨境投资的法律风险种类

EPC
•投标、融资、垫资
•合同谈判、订立、付款、争议解决、担保、保函
•工期、工程计量等

BOT

•特许经营授权许可、项目协议、争议解决
•政府兜底、征收征用、违约
•项目超支、延迟
•外汇管制、战争内乱

M&A

•投资环境、市场准入、反垄断、国家安全、政府审批、
外汇管制、进出就管制

•合同管理、债权债务、产权确认与转让
•劳动用工、股东权益
•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税收优化等

业务类型涉及的主要法律风险



政府既是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又是
交易的参与者

地区局势紧张、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等的高危地带

主权信用状况不佳（例如，
不少国家处于CCC-B级）

投资国政局不稳、政权更替、
腐败

第三国的影响

一、
政
治
风
险

风险应对：

• 从宏观层面，多边合作可以淡化地缘
意识，也能更好协调地区冲突，还能
降低单方面的风险成本。

• 建立政治风险预警机制，对东道国的
政治环境进行专业评估

• 购买境外投资保险，如通过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投政治险

• 在项目合同中设立保护机制
• 明确当地政府放弃主权豁免
• 项目协议覆盖具体义务
• 谨慎选择争议解决方式和地点



投资壁垒

• 特定领域内外资公司
的股权比例限制、股
权转让限制

• 产业“负面清单”

反垄断

• 提供商品或服务—达
成垄断协议、滥用市
场经济地位

• 并购、合资—经营者
集中

外汇管制

• 外汇储备不足—收汇风险
• 外汇储备、国际收支—资

产大幅缩水
• 管控严—利润难汇回国

税收政策

• 重要领域设置高标准的税
收政策

• 外来企业设置超额的利润
税

知识产权

• 保护程度不一
• 地域性、时效性

劳动用工

• 用工的 “当地”比例规则
• 外国员工的就业限制
• 工会规则
• 罢工风险

二、
政
策
法
规
类
风
险



Ø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不同，立法完善程度不一，为了降低投资过程中的法律风

险，建议应先了解当事国的法律政策，关注当事国的立法动态，以便随时调

整投资方向，避免或尽量减少因为法律调整所造成的损失。必要时，建议咨

询当地专业机构。

Ø其次，对于有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国家，投资前需要通过各类审查以及审批

手续，在项目投资前，深入了解相关的法律程序，确认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知己知彼”



Ø投资方应做好项目可行性论证和特定项目的法律风险评估。当项目尚处于论

证阶段时，应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同时对该具体投资项目的法律风险进

行评估，最终做出投资决策。

• 中国律所可以采取总包模式，与外国律所合作开展境外尽职调查工作。

“未雨筹谋”



三、
宗教
文化
差异
风险

• 宗教传统、禁忌及冲突

• 对当地种族关系与民俗缺乏了解

• 不熟悉当地语言、文化和交易习惯，交流和

谈判产生障碍

风险应对

Ø 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

Ø 加强工作人员对东道国宗教和文化的认知

Ø 公司管理本土化，引进东道国当地高管

Ø 与当地政府、媒体建立良好关系



四 案例分享



中石油：哈萨克斯坦石油项目

中海油：马来西亚液化天然气LNG项目

境内投资联合体：澳洲矿石项目

云南央企：印尼水电站项目

Nie można 
wyświetlić 
obrazu.

Nie można 
wyświetlić 
obrazu.

Nie można 
wyświetlić 
obrazu.

Nie można 
wyświetlić 
obrazu.

Nie można 
wyświetlić 
obrazu.

上市企业：印尼矿石项目



谢谢！
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DUAN&DUAN LAW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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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6219 1103
传真：+86 21 6275 2273
网站：www.duanduan.com
电邮：williamjackson@duanduan.com
地址：中国上海兴义路8号47楼
邮编：2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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