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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森鹰窗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project of Sayyas,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d legal services,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2022 年 9月 26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哈尔滨森鹰窗业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森鹰窗业，股票代码：301227）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森鹰窗业本次发行股票 2,370万股，发行价格为 38.25元/股，股票代码为

“301227”。 

森鹰窗业成立于 1999年，是一家专注于定制化节能铝包木窗研发、设计、生

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森鹰窗业秉承“质量为根、服务为本”的经营理

念，专注于节能铝包木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通过不断的研发和设计

创新、营销模式的完善以及服务水平的改进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品牌卓

越、产品丰富和管理高效的竞争优势，最终成为国内节能铝包木窗领域重要参与

者。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宁波韵升非公开发行项目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

过 

The non-public share offering project of Ningbo Yunsheng 

Co.,Ltd.,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approved by CSRC 

2022 年 9月 26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全程提供法律服务的宁波韵升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宁波韵升，股票代码：600366）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中国

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2年第 111次会议审核无条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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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韵升是国内领先的稀土永磁材料制造企业，其主营业务为稀土永磁材料的

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具有高剩磁密

度、高矫顽力和高磁能积的特点，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信息储存、移动智

能、工业电机、伺服电机、医疗保健、白色家电、高级音响等领域。 

宁波韵升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4,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宁波韵升子公司包头韵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产 15,000吨高性能稀土永

磁材料智能制造项目。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增强宁波韵升的整体盈利能力，完善

经营布局，巩固和加强宁波韵升在高性能烧结钕铁硼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影响

力。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蓝黛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中国证监会审

核通过 

The non-public share offering project of Landai Technology Group 

Corp., Ltd. ,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d legal services, 

was approved by CSRC 

2022 年 9月 26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全程提供法律服务的蓝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蓝黛科技，股票代码：002765）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

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2年第 111次会议审核无条件通过。 

蓝黛科技是一家主营动力传动业务和触控显示业务的企业，双主业协同发展。

在动力传动业务方面，蓝黛科技主营动力传动总成、传动零部件及压铸产品的研

发、设计、制造与销售，主导产品包括变速器总成及齿轮轴等零部件、新能源减速

器总成及新能源传动系统零部件、汽车发动机平衡轴总成及齿轮轴零部件、汽车发

动机缸体、汽车转向器壳体以及机械压铸零部件等相关产品，涵盖乘用车、商用

车、新能源汽车行业三大门类。在触控显示业务方面，蓝黛科技主营触摸屏、触控

显示模组及触控显示一体化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电容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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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触控显示模组、盖板玻璃、触控感应器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平板电脑、笔记本

电脑、工控终端、汽车电子、智能物联网设备等电子终端领域。 

蓝黛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8,643.00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拟用于新能源汽车高精密传动齿轮及电机轴制造项目、车载、工控触控屏盖板

玻璃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蓝黛

科技主业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蓝黛科技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有利于蓝

黛科技长期可持续发展。 

 

 国枫提供法律服务的基康仪器 IPO 项目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project of Sayyas, which Grandway 

Law Offices provided legal services,Was Successfully Listed on 

Beijing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9月 28 日，基康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0879，以下简称

“基康仪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项目获

得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年第 48 次会议审核通过。 

基康仪器成立于 1998年，主营业务为智能监测终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同

时提供安全监测物联网解决方案及服务。基康仪器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的安全监测

物联网服务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在水电站、核电站、风电场、

油气储运、水利工程、地铁、高铁、桥梁、隧洞、港口码头、市政建筑、文物、矿

山、地质灾害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包括三峡、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山

东沂蒙、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辽宁红沿河、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江西如东、广

西兴安风电场，西气东输、中俄中缅油气管道，南水北调、小浪底水利工程，京

沪、兰新高铁，浦东、大兴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合肥、重庆

智慧城市，贵州、云南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中国天眼、布达拉宫等项目。 

基康仪器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300 万股，拟募集资金 8,455.42万

元，用于智能监测终端产能扩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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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助力零跑汽车首次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

上市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f H-shares of Zhejiang Leapmotor 

Technology Co., Ltd. and its successful listing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2022 年 9月 29 日，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浙江零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跑汽车”）首次公开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

功上市（股票代码：09863）。 

零跑汽车创立于 2015年，聚焦中国中高端主流新能源汽车市场，是一家具备

全域自研自造能力的科技型智能电动汽车企业，业务范围涵盖智能电动汽车整车设

计、研发制造、智能驾驶，电机电控、电池系统开发以及基于云计算的车联网解决

方案。零跑汽车致力于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持续为用户提供一

流的智能出行体验。 

零跑汽车系首家以 H股形式登陆港股上市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国枫律师事务所

作为发行人境内法律顾问，秉承“珍视信任、不负所托”的核心理念，克服疫情等

不利因素影响，为本次发行提供专业、高效、细致的全方位法律服务，协同境内外

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助力零跑汽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联交所上市。本项目由合

伙人马哲律师和臧欣律师负责，签字律师为臧欣律师、成威律师，项目组成员还包

括曹梦倩律师、张雨虹律师。合伙人方啸中律师和张莹律师全程参与并为项目提供

了有力支持和重要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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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

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 

Opin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s to the Handling 

of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Information Networks 

 

2022 年 8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信

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 

《意见》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范围、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信息网络犯罪

案件的调查核实、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取证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意见》自

2022年 9 月 1日起实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

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Circula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on Relevant Matters Concerning Further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for Provisional Postpon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Payments" 

 

2022 年 9月 22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

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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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提出，自 2022年 9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统称地区）可根据本地区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社会保险基金状况，进一步扩大缓缴政

策实施范围，覆盖本地区所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

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使

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惠及更多市场主体。《通知》强调，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询、出具缴费证明时，对企业按照政策规定缓缴、补缴期间认定

为正常缴费状态，不得作欠费处理。 

 

 上海通过首部人工智能省级法规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First Provincial Regul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9 月 22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

（以下称“《条例》”），将于 2022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共六章七十二条，立足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明确将根据

人工智能的特点调整相关监管规则、标准，建立人工智能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

单，为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创新解绑减负。《条例》将促进基础要素的流通、使用和

运营，推动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保障中小企业获得普惠的公共算力。此外，《条例》

特别提出，将设立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委员会，在鼓励创新之余为人工智能划定应用边

界。 

 

 财政部印发《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 号》 

MOF Issu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System No. 5 

近日，财政部发布《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 5号》（下称《解释》），自 2022

年 09月 21 日起施行。 

 

《解释》明确了预算管理一体化相关会计处理、从结余中提取的专用基金的会计

处理等两方面问题，前者又包括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使用、账务处理规定、新旧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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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根据《解释》，中央预算单位在转为预算管理一体化资金支付方式时，应

当注销原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按照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的金额，在财务会计下借记

“财政拨款收入”科目（本年度预算指标）或“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以前年度预

算指标），贷记“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同时，在预算会计下借记“财政拨款

预算收入”科目（本年度预算指标）或“资金结存——财政应返还额度”科目（以前

年度预算指标），贷记“资金结存——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关于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研究 

Research on the Transfer of Control of Hong Kong-listed 

Companies 

应知、谢翊杰 

无论是 A 股上市公司亦或是港股上市公司，优质上市公司资产向来是各方资本

竞相追寻的目标，而近年来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通过取得港股上市控制权的方式已

达到实现资产资本化的目的热度提升，本文尝试通过解析相关案例及常规程序，以分

析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要点。 

 

一、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时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 

（一）香港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让方式的相关法律法规 

1、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相关法律法规 

（1）《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是指企业国有产权在政府机构、

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之间的无偿转移。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划入或

划出一方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划转双方应当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

形成书面决议。划入方（划出方）为国有独资企业的，应当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

已设立董事会的，由董事会审议。划入方（划出方）为国有独资公司的，应当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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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议；尚未设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所涉及的职工分流安置事项，

应当经被划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第十二条 企业国有产权在同一国资监管机构所出资企业之间无偿划转的，由所

出资企业共同报国资监管机构批准。企业国有产权在不同国资监管机构所出资企业

之间无偿划转的，依据划转双方的产权归属关系，由所出资企业分别报同级国资监

管机构批准。” 

 

（2）《关于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手续的规定》 

“第四条 企业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由各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办理。 

第六条 按照国有资产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企业国有资产办理无偿划转

应按照下列情况分别进行申报： 

１、属于地方管理的国有资产，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所辖范围

内划转的，由划入及划出双方的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母公司向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属跨地、市、县划转的，还应由双方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分别向同一上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２、属于地方管理的国有资产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进行划转的，

由划入及划出双方企业主管部门或集团母公司向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逐级上报财政部。 

３、属于地方管理的国有资产与中央管理的国有资产之间划转的，地方由企业的

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母公司向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逐级上报财

政部。中央由企业集团母公司、重点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４、属于中央管理的国有资产在企业集团、重点企业及中央各部门之间进行划

转的，由划入与划出双方向财政部提出申请。” 

 

3、香港上市公司部分要约相关法律法规 

（1）《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 

“1. 控制权。若要检定某人是否控制另一人、受另一人控制或所受控制与另一

人一样，通常的方法是参照控制权的定义，即视乎该人是否持有公司 30%或以上的投

票权而定。如有疑问，应谘询执行人员的意见。 

2. 如果公司的控制权有所改变、被取得或受到巩固，有关人士通常必须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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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作出全面要约。如有计划取得证券，以致有人可能会招致作出全面要约的

责任，则该人必须在进行该项证券取得前，确保其有能力和持续有能力落实有关要

约。 

28.1 须获得执行人员的同意。所有部分要约，必须获得执行人员（执行人员

(Executive)：执行人员指证监会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或任何获其转授权力的人。）

同意。就一项要约而言，(a)如果该项要约不可能引致有关要约人及与其一致行动的

人持有一间公司 30%或以上的投票权；或(b)如果要约人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人持有一

间公司 50%以上的投票权，而该项要约涉及的股份数目最多只会令所持有的投票权达

至不超过该公司投票权的 75%或《上市规则》可允许的较高百分比，则该项要约通常

会获得同意。 

28.2 在要约前取得投票权。如果部分要约可引致要约人以规则 26.1 所描述的

方式取得或巩固控制权，假如该要约人或与其一致行动的人在要约期开始前 6 个月

内已取得受要约公司的投票权，则通常不会获得执行人员根据规则 28.1 所给予的同

意。 

28.5 就 30%或以上的投票权作出要约须经独立股东批准。任何要约如果可引致

要约人持有一间公司 30%或以上的投票权，通常必须达到以下条件：除收到的要约接

纳书要达到指定数目外，要约本身亦须经持有超过 50%投票权（该等投票权并非由要

约人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人持有）的股东，透过在接纳表格的独立方格明示予以批准并

指明要约是就哪个数目的股份而获得批准。如果受要约公司超过 50% 投票权是由一

名已根据本规则 28.5 指明予以批准的独立股东持有，这项规定可能准予宽免。 

28.6 控制局面的提示。如果部分要约可引致要约人持有受要约公司 50%以上的

投票权，要约文件必须以明确文字显著地提出这点，并且指出如果该项要约成功，除

规则 28.3 另有规定外，要约人将可随意取得更多股份而不会产生作出全面要约的责

任。” 

 

（二）香港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涉及其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 

（1）《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 

“3.1 由要约人或有意要约人作出的公布。在有关方面接触受要约公司的董事

局之前，发表公布的责任通常由要约人或有意要约人承担。… 

3.2 由受要约公司作出的公布。在受要约公司的董事局被接触后（不论会否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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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要约），发出公布的主要责任通常由受要约公司的董事局承担。因此，受要约公司

必须密切留意其股价及成交量。 

3.7 可能要约的公布。在就有意要约的确实意图发出通知之前，如果有意要约

人或有关受要约公司发出简单公布，表明正在进行洽商或某名有意要约人正在考虑

作出要约，则该公布通常已符合本规则 3 所指的责任。假如在发出可能要约的公布

的一个月内，有关方面仍未就有关要约或可能要约发出进一步的公布，则必须发出公

布，列明就该可能要约进行的洽商或有关考虑的进展。该项责任（及须每月发出公布

的规定）将一直维持至根据规则 3.5 公布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或决定不继续进行有

关要约的时候为止。若有关磋商终止或有意要约人决定不继续进行有关要约，有关方

面便须发出有关该等情况的公布。” 

（2）《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3A. 停牌的原因。一般而言，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提出停牌要求（短暂停牌除

外），方会获得批准：（1）发行人接获某项需要约，但只在原则上就有关的条款达

成协议，而需与一名或多名主要股东商议并获得其同意。一般而言，只有在事前未作

出公告的情况下，方可採取停牌措施。在其他情况下，应公布要约的详情，不然（如

不能公布要约详情）则应发出一份“警告”公告，说明发行人正与有关方面进行商议，

并且他人可能因此而发出收购要约，而不应要求停牌；…（3）须予公布的交易达到

某个程度，例如发行人的性质、控制权或结构出现重大的改变，以致发行人必须公

布所有有关资料，以便投资者实际评估有关证券的价值，或该项交易需要股东予以批

准；…” 

 

（三）受让方对外投资事项的相关法律法规 

（1）《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以下称“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以投入资

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

关权益的投资活动。前款所称投资活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四） 获

得境外企业或资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六） 新建境外企业或向既有境

外企业增加投资；…本办法所称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本办

法所称控制，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或虽不拥有半数以上表决

权，但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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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也即涉及

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项

目中，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构直

接管理的企业，下同）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

方投资额 3亿美元及以上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

中方投资额 3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第三十二条 属于核准、备案管理范围的项目，投资主体应当在项目实施前取得

项目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本办法所称项目实施前，是指投资主体或其控制的境

外企业为项目投入资产、权益（已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办理核准、备案的项目前期费

用除外）或提供融资、担保之前。” 

（2）《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

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 

第六条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按照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

案和核准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企

业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资，实行备案管理。 

第九条 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所在

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通过"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并打印

《境外投资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样式见附件 2），加盖印章后，连同企

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分别报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备案表》填写如实、完

整、符合法定形式，且企业在《备案表》中声明其境外投资无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情形

的，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表》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予以备案

并颁发《证书》。企业不如实、完整填报《备案表》的，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不予备案。”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一、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两项

行政审批事项。改由银行按照本通知及所附《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见附件）

直接审核办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和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以下合称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通过银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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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 

 

二、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方案 

根据香港证监会《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的规定以及现案例情况，港

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让方案主要包括：控制权协议转让、部分要约收购取得控制

权、同一国资全资控制下的无偿划转。而各种方案的具体情形，需分别关注不同要点

如下： 

（一）协议转让 

就取得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方式而言，需要综合考量：该时刻港股上市公司股权

结构、拟取得港股控制权的目标收购比例、港股上市公司对应的境内主体的经营质量

及港股上市公司的当时估值等。就核心要点之股权比例而言，根据香港证监会《公司

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的相关规定，收购人于取得上市公司 30%以上投票权或

原本持有 30-50%投票权，并在 12 个月内增持超过 2%时，“必须向所有其它股东做

出收购要约”。 

鉴于上述规定，出于交易的时效性（要约收购有规定的要约时间要求）以及交易

资金筹备成本的考量（联交所要求实施要约收购主体应提供相应比例的保证金至其

监管的专户），在持投票权低于 30%仍足以取得港股控制权的情况下，一般受让方可

酌情采用与港股上市公司原大股东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该协

议转让的上市公司投票权比例低于 30%。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根据《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第 26.7 规定，在

上述协议转让控制权的过程中，对于仅略低于 30%转让的收购，尽管字面上不会触发

强制要约，但监管机构将密切关注此类交易实质，尤其是对于卖方余下投票权是否有

相应安排。如果双方对余下投票权的股份商议期权，则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有意规避，

而被要求进行要约收购。即：香港证监会不禁止协议转让控制权的交易安排，但是交

易中实质取得了 30%及以上的投票权的交易安排，则会被香港证监会按照“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予以认定应当实施要约收购。 

（二）部分要约收购取得控制权 

如前所述，根据不同港股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特点以及原股东的股权是否均能够

无限制全部协议转出等因素，在协议转让仅能取得 30%以下投票权且无法保障稳定控

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可以单项或综合考虑使用部分要约收购或协议转让+



15 

部分要约方式取得港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就部分要约收购而言，其整个流程需按照《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相

关规定流程及时间展开，主要有：首先资金方面，需要提供必要的保证金存入专户用

于要约收购；其次交易对手方面，需要原大股东配合出具相应的《不可撤销承诺函》，

承诺以其可以参与的投票权部分，全额参与要约；第三监管审核方面，需要香港证监

会根据《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第 28.1条就部分要约发出同意意见。 

基于上述，在控制权取得存在原股东部分股权无法全部转出、低于 30%的投票权

比例无法取得稳定控制上市公司时，可以斟酌考虑采用部分要约的方式，按照《公司

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的规定，通过要约从二级市场收购部分上市公司投票权，

进而取得对上市公司的稳定控制。 

（三）同一国资全资控制下的无偿划转 

除了上述市场化的协议转让或规则化的要约收购外，当港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存在自身国资特点时，可结合考虑国资全资控制下的无偿划转方式，即在交易双方均

为同一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时对港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进行变更。一般而言，该类无

偿划转不涉及港股上市公司股票的直接划转，而是其直接股东 100%股权被同一控制

下的整体转让，在此种情况下港股上市公司仅限于履行相应的公告披露义务及问询

回复义务，但不涉及相应的要约程序或其他香港证监会的核准程序。 

同一国资全资控制下的划转方式，相对于前述协议转让及部分要约方式而言具

有时间较短、仅涉及信息披露而不涉及香港证监会审批等优点，但受限于需要港股上

市公司具备特殊的股权结构及国资背景，在方案普遍适用上受限。 

 

三、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涉及的相关程序 

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程序事项主要涉及三方，即转让方、受让方（以下合

称交易双方）及香港上市公司。如上文所述，对于交易双方，香港上市公司控制权的

转让方式主要将涉及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转让或部分要约的相关规定；对于受让

方，除了取得香港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事项还可能涉及对外投资事项的相关规定；而对

于香港上市公司，其控制权变更将主要涉及香港证监会及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规

定。 

根据各方案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及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各个方案将分别涉及需

履行如下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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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转让所需履行程序 

1、转让方、受让方分别履行审议有关协议转让的内部程序； 

2、履行审计、资产评估程序，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关于协议转让的审批及备案程

序； 

3、履行产权市场信息披露及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等产权转让工作程序（参照《企

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下列两种情形下国有产权可协议转让：涉及

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企业的重组整合，对受

让方有特殊要求，企业产权需要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间转让的，经国资监管机构

批准，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

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产权转让的，经该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

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4、受让方履行发改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关于对外投资

的备案程序； 

5、香港上市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相关公告； 

6、转让方、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的相关公司登记手续。 

 

（二）通过部分要约方式所需履行程序 

1、受让方履行审议有关部分要约的内部程序； 

2、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关于部分要约的审批及备案程序（如涉及）； 

3、受让方履行发改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关于对外投资

的备案程序； 

4、香港上市公司披露部分要约的相关公告； 

5、香港证监会根据《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回购守则》第 28.1 条就部分要约发

出同意意见； 

6、受让方实施部分要约程序； 

7、香港上市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相关公告。 

 

（三）无偿划转方案中所需履行程序 

1、转让方、受让方分别履行审议有关无偿划转的内部程序； 

2、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关于无偿划转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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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让方履行发改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关于对外投资

的备案程序； 

4、香港上市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相关公告； 

5、转让方、受让方及标的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的相关公司登记手续。 

 

四、港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案例 

 

序号 交易方式 案例 简述 

1 协议转让 

兰州庄园

牧场股份

有限公司

（01533） 

马红富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控制庄园投资、福牛投资而实际支

配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78,09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42%，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马红富等人与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

农垦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后，马红富

直接、间接持有公司共计47,197,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比的

20.20%，不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甘肃农垦集团合

计持有公司的股份为68,826,36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45%。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甘肃农垦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

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部分要约 

亚美能源

控股有限

公司

（02686）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603393）通过全资孙公司香港

利明，待先决条件达成后，发出自愿有条件现金部分要约，向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亚美能源合资格股东收购不超过

50.5%的已发行股份，此外将根据香港《收购守则》第13.1条延

长适当要约，注销或收购(如适用)不超过50.5%的未行使购股权

及受限制股份单位。 

亚美能源的主要股东华平中国、霸菱亚洲已与香港利明签署

《不可撤销承诺函》，承诺将接受或促使接受部分要约，并将

会以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批准部分要约。 

3 无偿划转 

大连港股

份有限公

司

（02880）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大连

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港集团”）《关于大连港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根据辽宁

省国资委作出的《关于同意接收大连港集团、营口港务集团

100%股权的批复》，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连市国资委将本公司控

股股东大连港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港航发展（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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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集团股权无偿划转”）；同时，营口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营口市国资委”）将其持有

的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营口港集团”）100%

股权无偿划转至港航发展（以下简称“营口港集团股权无偿划

转”，与“大连港集团股权无偿划转”合称“本次无偿划

转”）。港航发展系辽宁省国资委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前，大连港集团持有本公司46.78%股份；营口港

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港湾金融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0.53%股份。本次无

偿划转完成后，港航发展将合计间接持有本公司47.31%股权。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大连港集团，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大连市国资委变更为辽宁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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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 

Should I Spy on Partner's Mobile Phone? 

                                                              

KnowYourself 

我朋友最近因为一个“历史难题”陷入了困境： 

女朋友突然说要看我的手机，我该怎么办？ 

他解释道，事情也不是一上来就是这样的： 

“我刚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跟她说过，我很看重隐私，我不会看她的手机，

希望她也一样。我们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最近，我们认识的另一对伴侣中，有一方出

轨了。也不知道这事怎么就激起了她的不安全感，突然提出要看我手机。 

我很为难，如果给她看了，我就觉得隐私被侵犯了，不给她看吧，她又觉得我不

够坦诚。现在我们僵持不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说真的，他的困扰并不罕见。有时，在亲密关系中，一方对坦诚的要求，可能会

和另一方对隐私的需求产生冲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真的爱一个人，一定要百分百的、彻底的坦诚吗？如何

才能兼顾亲密关系中的坦诚和隐私呢？ 

 

01. 

在亲密关系中，坦诚，就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不一定。 

不可否认，坦诚在亲密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在进入亲密关系的初期，坦诚能够

增进双方互相了解，也能促进关系中的信任。 

可是，坦诚并不等于真诚。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的坦诚，有可能只是因为非常不

在乎另一半的感受，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谈论这些事的需求，ta 并不在意自己的坦诚

是否有利于对方的感受和利益。 

举例来说，当一个女生在男朋友手机中发现他前任的联系方式并质问他，男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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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坦诚地表示，自己就是觉得没必要删，所以就留着了。他做到了完全的坦诚，但他

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这会导致他展现的诚实是残酷的、不体贴的，女生很难体验

到亲密感。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一个人对伴侣的感受不做考虑、不加关心，而表现出过分彻

底的坦诚，这时信息接收者感受到的是对方的不体贴、不亲密、甚至是冷酷无情

（LaFollette & Graham, 1986）。 

 

02. 

尽管坦诚不一定是爱一个人的表现，但是有的人仍然需要伴侣坦诚来证明对自

己的爱，与此同时，ta们往往很难接受伴侣以隐私为由拒绝坦诚。 

比如，在看手机这回事上，很多人会问，如果没什么，为什么不能看？Ta 们相

信，如果伴侣极力阻止自己看 ta手机，反应异常，那么 ta不是在维护所谓的隐私，

而是有什么向 ta们隐瞒的秘密。 

有人怕自己的秘密被戳穿，而拿隐私作为借口，见多了这种行为，人们难免把隐

私和秘密等同起来。需要明确的是，隐私不等于秘密，秘密会损害关系中的信任，阻

碍亲密，而隐私不会；相反地，隐私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研究隐私的心理学家 Darhl M. Pedersen 把隐私定义为由个人自主决定与谁联

系、联系多少，以及联系的类型的一种边界控制过程（boundary control process）。 

正确地理解隐私，需要强调定义中的“个人自主决定”和“边界控制”两个要素。

“个人自主决定”突出了个人的自治权（personal autonomy），也就是说，即使一

个人手机里“没什么”，凭什么就要给别人看？如果 ta 不愿意，ta 就有权利拒绝；

Ta维护自己的隐私的权利和对方提出看手机的权利是平等的。 

“边界控制”包括有时候限制对方靠近自己、有时候鼓励对方靠近自己，以实现

他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接近自我的理想程度。 

如果他人与我们的互动过度，我们就会感到被侵犯了边界，而互动太少，我们又

会觉得孤独和疏远。隐私就是在调节和他人的互动程度，以达到让自己最舒服的状

态。 

心理学家 Winnicott 认为，对隐私的需要与婴幼儿时期独处的能力（capacity 

to be alone）紧密相关。当孩子内化依恋与分离的能力，能够在母亲不在场的时候

独自玩耍，拥有了私人空间和思想，才会发展出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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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成年后，在亲密关系中，我们仍然需要不同程度的隐私来培养和保持自我意

识。我们希望在某些方面保持分离，但同时在其他方面融为一体。比如有人想保有自

己的财务隐私，但愿意和伴侣共享交友情况和社交圈子。 

因此，隐私也不代表孤立、隔离或拒绝。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需要隐私空间，但

仍然想和伴侣保持亲密，这两种需要是不冲突的。 

 

03. 

Sykes（1999）研究发现，当人们的隐私受到侵犯时，ta 们感到自己被侵犯了，

觉得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剥夺了。 

侵犯隐私也可能会扼杀亲密关系中必不可少的自发性和真实性（spontaneity 

and authenticity）。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对隐私的界限会发生变化。我们愿意和伴侣分享自己脆弱不

堪的一面，选择让最亲密的人知道那些不希望被外人了解的方面。这一切都是在自愿

的前提下发生，才会有积极的意义。 

当未征得伴侣的同意，你偷偷地去看 ta 的手机，或强行要求对方给你看，都会

让 ta受到非自愿的侵犯。 

研究显示，强行突破隐私，会遏制伴侣向你开放边界的自发性，这样的情况越多，

对方会有越大的概率不再愿意和你敞开心扉——只有当一个人的隐私空间被允许安

全地存在时，ta才有可能主动愿意与他人共享。 

另外，如果 ta感到自己的隐私被侵犯，ta可能“符合”你的期望，但你看到的

可能不是真实的 ta。 

例如，ta可能会提高“反侦察能力”， 在你看到手机之前就已经清理得天衣无

缝，刻意删除一些不能让你看到的聊天记录，你自然看不到 ta真实的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侵犯隐私的行为让隐私变成了秘密。当你的伴侣在有意

识地保守秘密时，你和 ta之间，才真正失去了真实的连接。 

 

04. 

现代哲学家 Ferdinand Schoeman（1992）指出，隐私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研究人员招募了 108 名志愿者，分别通过开放式问题和有关隐私的问卷收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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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日常隐私体验的详细描述（Lombardi & Ciceri, 2016）。 

结果对隐私的功能有了两个重要发现。第一种功能与达到隐私状态后的安全感

有关，很多受试者说，当 ta们体验到隐私，ta 们“感到对环境的控制”“感到安全”。 

在这段体验隐私的时间里，隐私提供了给人们认知、情绪和身体再生的机会，ta

们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调节自己的情绪并释放压力，能感受到隐私赋予的“治愈价值

（therapeutic value to privacy）”。 

这样来说，允许亲密关系中的人体验到隐私状态，会让 ta 们对关系感到安全。

而人们只有在感到安全的前提下，才会敢于在关系中和伴侣分享自己的感受，展现真

实自我。 

在缺乏隐私的亲密关系中，比起亲密感，人们更常感觉到负面的情感体验，例如

不被信任、焦虑、紧张的窒息感。 

如果一个人连短暂的独处时间都没有，比如伴侣夺命连环 call、无时无刻不在

查岗，ta 不会对关系感到舒适和满意，而 ta 的伴侣获得的也只是虚假的亲密感。 

 

05. 

那么，在亲密关系中，我们要如何兼顾坦诚和隐私呢？ 

答案是：我们要根据关系的亲密度来看待坦诚和隐私。 

如果关系不太亲密，我们建议： 

先让渡自己的边界，尝试重新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后，再谈隐私。 

关系亲密度的下降可能与缺乏信任有关（Arikewuyo et al., 2020)，如果在这

个时候，你还在坚持自己的隐私，不给对方看手机，会让你更无法获得伴侣的信任，

也达不到你想要的情感亲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选择并不是要拥有完全或部分的隐私，而是我们愿

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自己的隐私，以换取伴侣的信任和情感上的亲密。 

比如，原来你不肯给 ta看自己的手机，此时你主动让对方检查自己的社交账号，

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了隐私，而是暂时选择放下部分的隐私，让对方考核关系中的信

任。 

在建立起基本的信任之后，你可以真诚具体地表达对隐私的需要。  

如果你想让关系更亲密，我们建议：  

更多地尊重彼此的隐私，关注真诚的态度而非坦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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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而始终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保持这种个性需要一定程度的隐私。 

当我们更多地去关注伴侣的真诚态度，而不是以自己对坦诚的期望去要求对方，

伴侣也会感受到你的体贴和共情。 

而尊重隐私，相当于在告诉对方，你看到了对方的真诚，相信 ta 对自己没有隐

瞒，所以你们都可以有私人空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希望对方继续发展自己的兴

趣和个性，也珍视这段关系。 

由此可见，真正重要的，是坦诚或隐私背后，那些为对方和双方共同利益所做出

的考虑，以及能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