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坤律师事务所北京上海深圳 

www.hankunlaw.com 

 

 

 

 

 
1、 国家发改委发文进一步加强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 

 

 

1、 商务部附条件批准嘉能可收购斯特拉塔 

2、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新规出台 

 

2013 年第 3 期 (总第 73 期)                                

 

专论 

新法评述 



 

 

汉坤律师事务所北京上海深圳 

www.hankunlaw.com 

 1 

 2 

国家发改委发文进一步加强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作者：张平、王斐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4 

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3]694 号）（以下简称“《通知》”），继 20115 

年下发《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2864 号）（以下简称“2864 号6 

文”）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关于印发全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会议纪要和股权投资企业备7 

案文件指引/标准文本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2]1595 号）后，进一步加强对股权投资企业的备案管8 

理。《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9 

1. 要求尽快出台地方备案管理规则 10 

《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出台地方性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规则，最迟于 2013 年 6 月底并以地方11 

政府规章或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 12 

2. 要求股权投资企业“应备尽备” 13 

《通知》要求股权投资企业“应备尽备”，即，但凡以股权投资作为主营业务的，就须督促其按14 

照有关规定将应该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尽快予以备案。《通知》进一步提出以下几项具体要求： 15 

(1) 要求未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限期备案。重申股权投资企业必须按照 2864 号文要求，规模在16 

1 亿元人民币至 5 亿元人民币的，到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备案；规模在 5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17 

通过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向国家发改委备案。 18 

(2) 要求投资运作不规范的股权投资企业限期整改。未按规定整改的列为“不规范运作股权投资19 

企业”，在国家发改委或省级备案管理部门网站公布。 20 

(3) 规范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投资运营。《通知》特别指出，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和21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发放贷款等22 

违规行为的，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未按规定整改的列为“运作管理不合规股权投资企业、运23 

作管理不合规受托管理机构”，在国家发改委或省级备案管理部门网站公布。 24 

(4) 经多次书面通知仍不备案的，将被列为“规避监管股权投资企业”，在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 25 

3. 其他 26 

除上述要求外，《通知》还提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选择相关专业征信机构并向市27 

场推荐，以便开展股权投资基金法人、法定代表人信用记录征集工作。此外，国家发改委还要求各28 

地加强组织体系、信息系统、信息披露等备案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筹备地方性股权和创业投资协会，29 

完善备案管理服务工作。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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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部附条件批准嘉能可收购斯特拉塔（作者：李卓蔚、吴楷莹） 34 

2013 年 4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决定附加限35 

制性条件批准嘉能可国际公司（Glencore International plc，以下简称“嘉能可”）收购斯特拉塔公司36 

（Xstrata plc，以下简称“斯特拉塔”）此项经营者集中，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现就上述公告37 

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38 

1) 立案和审查程序 39 

2012 年 4 月 1 日，商务部收到嘉能可收购斯特拉塔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5 月 17 日，商务部40 

确认经补充的申报文件、资料符合《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的要求，对此项经营者集中申报予以立41 

案并开始初步审查，6 月 15 日，商务部决定对此项经营者集中实施进一步审查。经进一步审查，商42 

务部认为此项经营者集中对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9 月 1443 

日，经申报方同意，商务部决定延长进一步审查期限，截止时间为 11 月 13 日。在上述审查期间，44 

申报方就商务部提出的竞争问题提交了两轮解决方案，经审查均不能有效解决该案竞争问题。11 月45 

6 日，申报方申请撤回案件并于 11 月 23 日重新申报。11 月 29 日，商务部予以立案。12 月 28 日，46 

商务部决定对此项经营者集中实施进一步审查。2013 年 3 月 29 日，经申报方同意，商务部决定延长47 

进一步审查期限。 48 

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对申报方提交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审核，向政49 

府有关部门、相关行业协会、下游客户、同业竞争者以及行业专家征求了意见，多次召开座谈会，50 

核实了相关数据信息。 51 

2) 竞争分析 52 

(1) 交易概况 53 

收购方嘉能可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及矿产品供货商，拥有成熟的全球营运经验和营销网络，54 

在全球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第三方贸易市场具有较强控制力；而被收购方斯特拉塔是全球第五55 

大多元化矿业集团及金属公司、全球第四大铜生产商。嘉能可目前持有斯特拉塔 33.65%的股权，并56 

将通过本交易收购其未持有的斯特拉塔全部已发行在外的股份，从而在交易完成后持有斯特拉塔57 

100%的股份。 58 

(2) 相关市场 59 

商务部认为，中国市场是嘉能可矿产品的最大市场，也是斯特拉塔矿产品的主要市场，此项经60 

营者集中对中国市场将产生较大影响。此项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商品中，中国是铜精矿、铅精矿61 

和锌精矿的主要进口国，铜精矿、锌精矿、铅精矿进口量占总供应量比例较高，集中双方在全球和62 

中国铜精矿、铅精矿和锌精矿生产、供应市场份额也较高，其他商品进口量占总供应量比例较低，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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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集中双方在相关市场的份额较低。因此，本案重点审查此项经营者集中对铜精矿、铅精矿和锌精64 

矿市场的影响。 65 

(3) 审查结论 66 

经过审查，商务部认定此项经营者集中将消除中国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的重要竞争者67 

或潜在竞争者斯特拉塔，显著增加嘉能可掌握的相应矿产资源量，进一步强化嘉能可在相关产业的68 

纵向整合程度，提高其对铜精矿、铅精矿和锌精矿等大宗商品市场的控制力。此项经营者集中对铜69 

精矿、铅精矿和锌精矿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70 

3) 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商谈 71 

审查期间，商务部向申报方指出了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就如72 

何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了多轮商谈。嘉能可先后提出多个解决方案。经评估，商务73 

部认为，嘉能可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向商务部提交的《嘉能可国际公司收购斯特拉塔公司全部已发74 

行股份的交易救济承诺方案》能够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 75 

4) 审查决定 76 

商务部经审查认为，嘉能可收购斯特拉塔对中国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可能具有排除、77 

限制竞争的效果，并决定基于嘉能可最终救济方案的承诺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经营者集中，嘉78 

能可和斯特拉塔应履行如下义务：1）针对铜精矿市场：剥离拉斯邦巴斯项目（位于秘鲁的铜矿项目）79 

且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此项剥离的交割；在 2013 年至 2020 年底期间，对中国客户维持集中80 

前铜精矿的交易条件。2）针对锌精矿和铅精矿市场，2013 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能可应当继81 

续向中国客户提供锌精矿和铅精矿长期合同和现货合同报盘，其报盘条件（包括与价格相关的条件）82 

应公平、合理，并在考虑产品质量、数量、交货期、付款条件、买方信誉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83 

下与当时通行的国际市场条款一致。 84 

此外，关于限制性条件的监督执行，商务部要求：嘉能可应当委托独立的监督受托人对其履行85 

公告义务及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嘉能可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每季度结束后的 15 天内，向商务部86 

和监督受托人书面报告拉斯邦巴斯项目剥离义务履行情况。嘉能可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每日历87 

年度结束后 45 天内，向商务部和监督受托人书面报告长期供应义务履行的情况。 88 

 89 

2、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新规出台（作者：张平、崔相伟） 90 

2013 年 4 月 2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91 

共同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下称“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92 

同时废止了 2004 年 11 月 29 日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下称“2004 年托管管理93 

办法”）。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与 2004 年托管管理办法相比，确定了“高标准、宽准入、重服务、严94 

监管”的修订思路，主要内容包括：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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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托管人不再限于中资商业银行，增加了外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96 

2004 年托管管理办法仅允许境内中资商业银行担任基金托管人，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将基金托97 

管人的申请资格放宽至境内法人商业银行及境内依法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 98 

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同时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基金托管资格的条件与程序由证监会另行99 

规定。证监会已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发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暂行规定》，100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基金托管资格的条件和许可程序进行了具体规范。 101 

2) 基金托管人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 102 

与 2004 年托管管理办法相比，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要求申请人拟从事基金清算、核算、投资监103 

督、信息披露、内部稽核监控等业务的执业人员由原来的不少于 5 人提高至不少于 8 人，且核算、104 

监督等核心业务岗位人员应当具备 2 年以上托管业务从业经验。 105 

除继续要求申请人要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条件外，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还新增加申请人要“有106 

确保基金财产完整与独立的条件”。 107 

3) 进一步细化了基金托管人的各项法定职责，强化托管业务的内部控制体系 108 

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要求基金托管人应当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角度，对基金文件涉及投资范109 

围与投资限制、基金费用、收益分配、会计估值、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条款进行评估，确保相关约定110 

合规清晰、风险揭示充分、会计估值科学公允；要求基金托管人为所托管的基金分别设置资金账户111 

和证券账户、建立与基金管理人的对账机制、对基金财产投资信息和相关资料负保密义务。 112 

要求基金托管人建立科学合理、控制严密、运行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开展审查与评估工作、113 

建立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制度、健全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实现托管业务与其他业务之间的独立。 114 

4) 鼓励基金托管人拓宽服务内容，在法定托管职责之外依法开展基金服务外包等增值业务 115 

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明确认可并鼓励基金托管人在法定托管职责之外依法开展基金服务外包等116 

增值业务，但要求基金托管人应当设立专门的团队与业务系统，与原有基金托管业务团队之间建立117 

必要的业务隔离，有效防范潜在的利益冲突。 118 

5) 严格监管托管资格，明确法律责任 119 

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对基金托管人违规申请基金托管资格、违规开展基金托管业务规定了相应120 

的处罚措施，并规定了基金托管人向证监会的报告制度。对长期不开展基金托管业务，或者出现严121 

重违规的托管银行，将依法取消托管资格。 122 

另外，2013 年托管管理办法不再将监管部门对申请人的现场检查作为申请基金托管资格的必经123 

程序；基金托管人因业务发展需要的，可委托境外资产托管人开展境外资产托管业务，但应当对其124 

进行尽职调查，制定遴选标准与程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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