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既 SGX-ASX 裁决之后的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制度 

2011 年 5 月 27 日 

摘要：联邦财政部长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于近期驳回了 SGX-ASX 的合并提案。本所合伙人

Jeremy Low 和资深律师 Andrew Wong 在此阐述此项裁决是如何适用澳大利亚政府的外国投资政策

及其对未来外国投资审批的深远影响。 

对您有何影响？ 

• 尽管财政部长驳回 SGX-ASX 提案的裁决是出于在一系列罕见的客观情形下对国家

利益之考虑，但我们仍能透视此决定看到澳洲政府对外国投资申请的决策程序。 

• 下列原因使该项裁决意义重大： 

• 它表明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简称 FIRB）及财政部长在决定一项被申请

的交易是否违反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可以考虑该项交易给国家利益带来的好

处。这意味着在起草 FIRB 申请，若能同时说明所提议的交易能带来益处，

且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消极影响将会非常有帮助。 

• 它也表明联邦政府的外国投资政策中涉及的五项“国家利益”因素并非面面

俱到，因此需对此政策进行拓展解释。 

• 它还揭示了 FIRB 除了对外国国有收购方及国家安全的顾虑之外，还集中对

外资并购（从政府之角度考虑）能否对澳洲经济起重大作用进行详细的审

查。 

背景 

2010 年 10 月 25 日，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简称 ASX）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简称 SGX）宣布合

并提案，根据该提案 SGX 将获取 ASX 的全部股份，对价为向 ASX 股东支付现金并配发 SGX 股

份。 

该提案受限于多项前提条件，其中包括： 

• 联邦财政部长 Wayne Swan 先生根据 1975 年《外国收购和接管法案》（简称

FATA）作出的外国投资批准；及 

• 议会对 2001 年《公司法案》作出修订，免去对 ASX 单个股东持股 15%的上限。 

2011 年 4 月 5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宣布的观点倾向于驳回该项合并提案，原因是根据 FATA 的规

定该提案违背了国家利益。2011 年 4 月 8 日，财政部长向媒体宣布声明其已经根据 FATA 作出命令

阻止该项提案。1   

                                                      

1
见新闻稿 

http://www.treasurer.gov.au/DisplayDocs.aspx?doc=pressreleases/2011/030.htm&pageID=003&min=wms&Year=&DocType

=0.  



 

 

 

 

在财政部长作出裁定后，SGX 和 ASX 同意终止合并提案，同时不再向议会提出拟对《公司法案》进

行修订免去对 ASX 单个股东持股 15%的上限。 

裁决原因 

财政部长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向媒体发布的新闻表明了他驳回 SGX-ASX 提案的原因。这是第二次依

据 FATA 驳回提案的书面原因被公布。2   

财政部长声明他的裁决是“基于 FIRB 明确且一致的意见，认定此提案违背了国家利益”。 

他的理由总结如下： 

• 作为澳大利亚首要的股票及金融衍生商品交易场所及股票、金融衍生商品和债券的

唯一票据交换所，ASX 起着一个中心作用； 

• ASX 也同时经营着对澳大利亚资本市场有序且稳定运作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构； 

• 该项交易将造成联邦政府失去对 ASX-SGX 控股公司的充分监管主权，这对有效管

理 ASX 的运营尤其是清算与结算等方面引发重大风险和监管问题；并且 

• 仅在能够证明该交易对澳大利亚有充分的实质性好处时（例如：更好地参与全球资

本市场）才有理由降低对 ASX 的监管主权――在这一点上财政部长的结论是：鉴于

SGX 的规模，以及其拥有的股票市场比 ASX 小，该合并的潜在好处不能够弥补监管

主权的丧失。 

对“国家利益”有益的相关性 

在裁定 SGX-ASX 合并违背国家利益时，财政部长考虑到了该合并对国家利益的潜在益处和弊端。他

声明如果 SGX-ASX 的合并对澳大利亚有非常可观的益处（即能够大范围地加强澳大利亚企业和投资

者参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机会），那么合并的消极后果（即削弱了对 ASX 的完全监管主权）应该是能

被忽略的。但是财政部长的结论是：鉴于 SGX 的规模及性质（它的规模和股票市场均比 ASX

小），该提案能够带来的机会及好处不能充分弥补监管主权的丧失。 

需注意的是，FATA 衡量“国家利益”的方式是否定性的；即，如一项提案可能“违背国家利益”，

财政部长有权驳回。基于这种方式，通常的理解是评估外国投资申请的焦点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案

的潜在弊端上。然而，SGX-ASX 的裁决证明这并非是必然的。它表明一项交易的潜在益处同样与

“国家利益”有关。事实上，2010 年 6 月 30 日政府修订的外国投资政策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利益

进行评估，政府能够在潜在的敏感投资领域和外国投资带来的利益之间作出权衡”。 

从实用角度而言，本裁决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向 FIRB 提出的申请不仅分析交易为何不会给澳

大利亚造成消极后果，而且说明它能如何带来有利结果，那么该申请将更具说服力。 

                                                      

2
第一次是在 2011 年 4 月，时任联邦财政部长的 Peter Costello 拒绝了 Royal Dutch Shell 收购 Woodside Petroleum 的提

案。见新闻稿

http://www.treasurer.gov.au/DisplayDocs.aspx?doc=pressreleases/2001/025.htm&pageID=003&min=phc&Year=2001&Doc

Type=0  



 

 

 

 

“国家利益”因素并非没有遗漏并应予以扩展解释 

正如本所前期《聚焦〉所解释的，澳州政府的外国投资政策目前列出了在评估外国投资计划时普遍

会考虑的下列五项国家利益因素： 

• 国家安全 – 外国投资影响澳大利亚保护其战略和安全利益能力的程度； 

• 竞争 – 在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简称 ACCC）的审查之上，FIRB 会审查外

国投资对澳大利亚行业和商业领域所有权的多样性的影响，以促进良性竞争； 

• 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 – 包括对澳大利亚税收和环境目标的影响 

• 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 对经济的普遍影响，包括：目标公司的重组计划、投资融资

安排的性质、交易后目标实体中澳大利亚的参与水平以及为澳大利亚人民获得公平

回报；和 

• 外国投资者的性质 –  外国投资者基于透明商业基础运作及受限于充分且透明的监管

的程度，包括对外国政府及其相关实体进行特殊的考量。 

鉴于财政部长作出此裁定的理由，SGX-ASX 合并计划没有引起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也不存在任何

竞争方面的顾虑，因为 ACCC 已经在财政部长宣告裁定前批准了该计划。关于“外国投资者的性

质”因素，财政部长对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持有 SGX23%的股份并未表示出顾虑。 

针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其他政策”和“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SGX 已提出了各种让步。SGX 和

ASX 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宣布的让步包括： 

• 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和重组目标实体的计划 – SGX 承诺 ASX 业务营运所需的所有实

体资产将继续放置于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公司拥有并运作； 

• 澳大利亚参与目标实体的程度 – SGX 已承诺确保每一个 ASX 集团公司（包括 ASX

自身）的董事会的大部分董事成员将由澳大利亚公民担任，董事长为澳大利亚公

民，且 ASX 的高级管理层继续常驻澳大利亚；和 

• 为澳大利亚人民获得公平回报： 

• SGX 承诺确保 ASX 将继续满足澳大利亚市场上市、交易、执行、清算与结

算和澳大利亚初级市场、二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市场信息产品和服务的需

要；和 

• SGX 承诺确保在澳大利亚产生的年度资本支出将至少为澳大利亚年运营收

入（利息收入除外）的 5%，在前五年内该等年度资本支出最低额为 3000

万澳元，以保持近年投资水准。 

从表面上看，因上述五项国家利益的考虑所产生的任何顾虑均可由 SGX 做出的承诺而解决。但是，

该等条件最终都不足以解决财政部长的顾虑，因为他的顾虑严格来讲并未被纳入政策中所列出的国

家利益因素。 

外国投资政策并没有规定该五项国家利益因素就是政府将考虑的所有因素。事实上，政策清楚的表

示，国家利益问题是按照个案进行确定的。 



 

 

 

 

此提案的特色和可能的监管改革 

尽管财政部长提到拒绝此提案的主要原因是避免丧失对 ASX 的充分监管权，他也强烈表明这并不意

味着所有未来涉及 ASX 和全球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计划或其他商业安排都将被永久禁止。 

财政部长表示，他已请金融监管理事会考虑潜在的监管改革以消除联邦政府丧失对 ASX 充分监管权

的风险。虽然财政部长并未披露改革内容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如 ASX 能剥离其清算与结算的功

能，则就应该可以实质性地解决任何未来交易中监管主权方面的问题。 

因此从一方面来讲，本交易因其特殊之处（即 ASX 是澳大利亚唯一执行证券交易结算的机构）而不

同于其他被 FIRB 审查的提案。但该裁决仍显示 FIRB 在对外国国有收购方和国家安全的顾虑之外，

还会仔细审查任何联邦政府认为将会对澳大利亚经济作出决定性作用的外资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