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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贸法及其对国际并购交易的影响 
作者：REGINA ENGELSTAEDTER 及 JAN GERNOTH 

德国政府近期批准通过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German Federal Act on Foreign Trade） 以及 

《德国对外贸易条例》（German Foreign Trade Ordinance）（统称 “德国外贸法”)，两法同于 2013 年 9 
月 1 日生效。该等新颁法规旨在简化现有法律，使之符合欧洲的当地法规。 

根据新颁行的德国外贸法，任何不是位于欧洲联盟1境内的个人或实体 （下称 “外国购买人”） 如果直接或间接地 

收购一家德国境内的公司， 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公司的持股， 则该项并购交易可能成为德意志联邦经济技术部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下称 “主管部委”）的审查和禁止对象。 

审查期届满前，对任何一家德国境内公司（或该公司达 25%的权益）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的交易均应由主管部委 

决定是否予以禁止或批准。如果主管部委禁止该交易，则交易各方必须反向进行该交易。为强制执行一项交易禁止

令，主管部委有权禁止外国购买人或其下属子公司基于各自在被购公司中的持股而行使其投票权，或指定一名受托

人负责反向交易。 

虽然只有某些特定类型属于主管部委认为有可能危害公共秩序或安全的交易可能会受德国外贸法的影响，但凡任何

涉及一家德国实体的交易都应当给予留意。 

一、 可能禁止交易的要求 

无论一项收购交易的架构以及被购公司所营业务的隶属领域如何，只要满足下列要求，对该交易的审查和禁止恐怕

都在所难免： 

A. 对一家德国境内公司进行收购或参股 

这是指任何外国购买人收购或直接参与持有一家德国境内公司（即该公司的注册地址或管理层所在地位于德国的经 

济区域之内）至少 25%附带投票权的股份。此外，如欲收购一家德国境内公司至少 25%附带投票权的间接参股 

权，则须对可能需要遵行外贸立法要求的情况做出更为详尽的审查。因此，若被购公司在德国境内直接或间接地拥

有任何子公司，则收购一家非德国公司也可能需要遵守德国外贸法。 

如果一家外国购买人收购任何第三方对相关公司持有的 25%附带投票权股份，则该等投票权都将归属外国购买人

所有。外国购买人与另一家持股人签订任何投票权汇集合同（voting rights pooling contract）时，同样也适用 

该原则。 

如果一家已持有任何德国境内公司至少 25%直接或间接参股权的外国购买人，直接或间接地收购该德国境内公司

的额外参股权， 也应适用德国外贸法。 

B. 危及公共秩序或安全的情况 

任何交易只有在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时方须接受审查和禁止。 “危及公共秩序或安全”一词在

很大程度上受欧洲法律影响，并应被理解为实际上已对德国社会的基本利益构成重大的危害。这表明相关交易必须

足以在下列特定方面产生影响， 即诸如德国人口的存在、功能和供给等重大法律权益， 或是涉及国家和国际安全 

（尤其是德国经济、德国机构、重要公共服务系统的运作以及德国人口的生存）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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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经济领域是指电讯、电力、能源和供水以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服务行业。但是，除这些对于德国社会的

功能性具有明显举足轻重作用的领域外，人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一家德国境内公司出产或开发的产品也可用于

其原定用途之外的其他目的（尤其是军事目的），则公共安全尤有可能遭受威胁。 

二、 审查程序 

主管部委基于任何可能应予禁止交易的情形而决定适用的审查程序分为两个部分： (i) 一部分是最长为期三个月 

的期限，自签署启动审查程序的相关协议之日开始，和 (ii) 另一部分是最长为期两个月的期限，自主管部委收悉

外国购买人要求提供的所有信息资料之日开始。 

至于是否需要开始审查程序， 各方并无义务向主管部委通报相关交易。但是， 主管部委一旦发现涉及交易的情况 

（例如通过卡特尔监管机构或公共传媒的刊物）并决定对交易启动审查程序，则其必须通知身为其决定对象的购买

人， 而该购买人也必须向主管部委提呈交易文件。 

主管部委一旦认为交易会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即有权经德国政府同意后，于两个月内对交易

予以禁止或下发有关交易的命令。 

三、 通过外国投资批准证获知法律确定性 

如果各方希望有充足的把握确定交易是否对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威胁，则购买人可能需要申请一项批准证（“外国

投资批准证”）。主管部委如果在收到关于外国投资批准证的书面申请后一个月之内签发该批准证或没有启动任何

审查程序，则无权再对交易是否与德国外贸法的规定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的问题做出审查。 

四、交割条件 

交易各方可能并不希望冒任何风险令其交易在完成之后遭遇德国主管部委下令禁止。 

避免遭禁风险的方法之一是在签署有约束力的交易文件之前申请外国投资批准证。但是，这种情况下，预期进行的

交易将会对外公开。另一种方法是在购买协议的一项交割条件中纳入德国外贸法的默示要求，规定交易必须按该等

要求经主管部委确认不会遭遇禁止（例如已获发外国投资批准证）之后方可进行。 

   

您对本文报道事项的进展情况如有疑问，敬请垂询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法兰克福办事处 

的下列各位律师。具体联络方式如下： 

Dr. Regina Engelstaedter 
49.69.907485.110 
reginaengelstaedter@paulhastings.com  

 Dr. Jan Gernoth 
49.69.907485.101 
jangernoth@paulhastings.com  

 
 
1
例外情况是 根据外贸立法，凡属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即欧洲自贸联盟）员国境内的购买人，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 挪威 
或瑞士境内的买方，均不应视作外国购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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