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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要求奥巴马政府 

对中国企业投资风电场遭外资委审查做出解释 

作者: SCOTT M. FLICKER 及 DANA M. STEPNOWSKY 

2014 年 7 月 15 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特区上诉法院”）一致认为，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外资

委”）和美国总统出于未披露的国家安全因素考虑，指令中国投资的美方公司 Ralls Corporation（“Ralls”）停止收购一家

风电场的交易，其做法已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保障，因此裁定撤销初审法院的判决1。尽管特区上诉法院撤销判决

的理由并不充分（即外资委和总统都未向 Ralls 提供他们做出该项指令所依据的非保密性证据，也未给予 Ralls 针对此类证

据做出回应的任何机会），但该案表明了对于美国外商投资活动的国家安全审查中常见的程序模糊情况提出的尖锐批评。 

外资委对 Ralls 的审查 

2012 年 3 月，Ralls 向俄勒冈州拥有开发风电场所需不动产和从业许可的四家美国公司分别购得其公司控股权。Ralls 的

股东是两位中国人，隶属同一家中资风力发动机制造商─三一重工集团。当时 Ralls 正在美国寻找商机，希望在当地建设几

家能够表明三一风力发动机品质优良且信用可嘉的风电厂。由于 Ralls 为中国主体所有，本案交易须受 1950 年的《美国国

防生产法》第 721 章2（即《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管辖，而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通过美国外资委对外国主体收购

美国公司 的活动进行审查，以决定相关收购会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3。由于该等风电场项目邻近美国俄勒冈州的

某处军事设施，美国国防部声称其有必要提请外资委对该交易进行审查。在收到国防部的通知后，Ralls 即时“主动”将该交

易提交外资委审查4。 

外资委第一阶段的审查期限为 30 天，某些情况下会进入下一个为期 45 天的调查。外资委在调查结束时如果认定存在不能

解决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可向总统提议中止或禁止交易。总统可以在随后的 15 天之内做出最终决定5。严格而论，上述法

律授 权美国总统决定中止或禁止该法设定范围内可能涉及的任何交易（或拒绝做出这种决定），而美国总统做出任何中止

或禁止交易的决定所涉及的各项裁决“一律不得经司法审查”6。 

在为期 30 天的初审阶段中，外资委认定 Ralls 的收购已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为此发布了一项临时缓解措施令，要求 
Ralls 停止其中某个项目工地的施工和运作，于 5 日内清除工地内堆积或存放的所有物品，并封闭所有出入工地的通道。外

资委接着启动了一个为期 45 天的调查，并颁布一项修正令进一步限定 Ralls 不得事先未经通报外资委而擅自结束任何项目

工地的出售交易。但这两项指令均不曾对该委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问题做出任何性质方面的说明，也未披露其据之做出此种

认定的证据。调查结束后，外资委向总统提交了建议和报告。2012 年 9 月 28 日，总统签发一项命令，声明有“可靠证

据”显示 Ralls 可能采取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据此，总统指令 Ralls 在 90 天之内放弃对其各项目公司以及他们的资产所

拥有的一切权益，清除工地上的一切附着物，关闭所有出入工地的通道，并停止各工地的风电场建设作业7。但无论外资委

还是总统都没有向 Ralls 说明他们颁布该项指令所依据的任何证据，也没有给予 Ralls 任何机会对这些证据做出辩驳。  

Ralls 对总统令提出异议 

Ralls 随后外资委和总统提起诉讼，其多项抗辩中包括指控他们没有给予己方任何机会对外资委所顾虑的问题做出解释或对

总统指令所依据的事实前提进行辩驳，因而已违反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因认定 Ralls 对外资委

的诉求缺少恰当法律依据而裁定驳回，并拒绝接受 Ralls 有关正当程序的异议，理由是 Ralls 明知存在《埃克森-弗罗里奥

修正案》赋予总统行使否决权的风险却仍自愿购买项目公司的权益，而且已放弃己方在完成交易前获得外资委和总统认定的

机会，因而不享有宪法保护的财产权益。特区联邦地方法院还认定外资委的审查程序已经给予 Ralls 充分的通知以及在指示

Ralls 弃权的总统令签发之前要求听证的机会。 

特区上诉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特区上诉法院首先认为，法律禁止对总统的行为和认定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的规定并不排除当

事人对政府据以做出该项行为或认定所适用的程序本身提出合宪性异议，但随即认定该程序缺失。尽管总统和外资委有权不

向 Ralls 公布他们所依据的任何保密信息，但特区上诉法院一致认为，“正当程序要求受影响的当事方（至少）应当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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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行动，并有权获取政府机构据以行事的非保密证据，同时还应有机会对这些证据进行抗辩8。上诉法院裁定将该案发

回地区法院重审，同时指令政府向 Ralls 提供官方据以做出决定的非保密性证据以及对此进行答辩的机会。”9 

如果 Ralls 的目标是改变总统的决定，那么赢得上诉对于 Ralls 而言可能就是一种得不偿失之举。毕竟，总统认为该交易威

胁国家安全并决定禁止交易以期缓和问题，Ralls 通过正当程序提出的诉求并不是对总统此项决定的异议。（的确，特区上

诉法院认为审查这些决定可能需要其未经许可而违规干涉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决定权）10。但与此相

反的是，特区上诉法院声明：Ralls 在诉求中只是主张“其根据正当程序条款有权收悉必要的通知并取得总统赖以做出相关决

定的证据，且在总统做出不可交由法院裁判（也不得依法交由法院审查）的认定之前有机会就这些证据做出辩驳11。可想而 
知，虽然 Ralls 在收悉政府据以做出原决定的非保密性证据后，有可能说服外资委和总统做出不同的决定，但更为可能的情

况却是结果维持不变，而目前这种结果不可能接受司法审查。此外，没人能够保证总统必然会按要求向 Ralls 提供任何非保

密性证据，特区上诉法院明确表示总统有可能动用其行政特权防止这些信息被公开12。 

Ralls 案的法院裁决不仅有可能切实影响外资委将来审查工作的透明度，而且，如果外资委审查交易会导致交易的各方当事

人有权获取该委据以做出决定的非保密性信息，则 Ralls 案的裁决还有可能影响外资委决定是否审查交易的意愿。即便奥巴

马政府仍可依据其行政特权防止此类信息被公开，但行使特权难免总会引发诉讼，而且还须受制于法院逐案做出的具体裁

决。曝光外资委审查程序所依据的各种操作基础可能导致惊人后果，也许这足以使奥巴马政府申请特区上诉法院的全体法官

共同审案，甚或请求最高法院签发调卷令对相关的法院裁决进行复审。 

外资委审查常给外国投资者造成障碍 

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对于美国外资委的审查程序并不陌生。尽管很多交易最终都能获批，但即便只是预期存在

这种审查的可能性，也往往会对外国投资者关于收购美国目标公司（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交易）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Ralls 项目中涉及的不动产邻近美国军事设施，需要建造的风塔可能会紧邻或进入空中禁区，这些情况都使“邻场”问题显得

非常突出，不仅成为美国外资委干涉的潜在依据（例如前文关于本案中美国国防部有意引发外资委审查的情形），而且显著

扩大了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行交易的范围。这也是提醒投资者有所警觉，知道各种未知情况或不明因素均有可能导致

交易无法获得外资委批准。 

去年，普衡律师事务所曾代表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万洲国际”）70 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交

易。与 Ralls 不同的是，双方当事人在完成交易之前都已自愿向美国外资委通报该项目并最终通过该委审查。不过，该项目

在交易期间曾遭遇强烈政治抨击，一些国会议员甚至声称此项收购可能危害美国的食品供应。彼时如果这种意见被采纳，很

有可能引发外资委对其内容日增的审查项目单做出新一轮的补充修订。 

其他大型中国投资企业的进展也不顺利，例如，根据近期报道，联想计划收购 IBM 服务器业务的项目就是因为美国外资委

的审查而搁浅。Ralls 案的终极作用也许是鼓励外资委在审查中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对待投资者顾虑的各种问题，并且在做出

任何限制或禁止交易的决定前，为交易方提供更多机会说明他们的顾虑。若非如此，奥巴马政府有可能会收到更多来自司法

机关对外资委审查程序（或审查内容）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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