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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贸易合规/经济制裁 

(一) 又有 12 家中国企业被加入实体清单
i
 

当地时间 11 月 26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以“从事违

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为由将包括 12 家中国

企业在内的 27 个实体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涉及 12 家中

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的理由如下： 

 

• Hangzhou Zhongke Microelectronics Co., Ltd.(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

公司)、Hunan Goke Microelectronics（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New H3C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Co., Ltd. (新华三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 Xi'an Aerospace Huaxun Technology(西安航天

华迅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Yunchip Microelectronics(苏州云芯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军工项目协助解放军现代化； 

• Hefei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Physical Sciences at Microscale （合肥

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QuantumCTek Co. （科大国盾

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Shanghai QuantumCTeck Co., Ltd. 

（上海国盾量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获得的美国物项（包括用

量子技术解码）协助军事应用； 

• Shaanxi Zhi En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陕西智恩机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Poly Asia Pacific Ltd. (PAPL，宝利亚太有

限公司)和 Peaktek Company Ltd.协助巴基斯坦核项目； 

• BIS 曾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将香港的嘉兆科技列列入实体清单，其

理由是参与了伊朗军事和空间项目。此次，再将嘉兆科技三家分

公司同时列入实体清单，包括：嘉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Co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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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henzhen) Ltd.)，嘉兆科技有限公司新加坡（Corad 

Technology Pte Ltd.）和嘉兆科技有限公司日本（Corad Technology 

JapanK.K.），其理由是向伊朗的军事和太空计划、朝鲜的名义公

司以及中国政府和国防工业下属实体出售来自美国和西方的技

术。 

 

(二) 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致国会年度报告

ii
 

当地时间 11 月 17 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其

年度报告（2021 Report to Congress）。该报告建议对美国商务

部实施出口管制的方式以及美国各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技术限制

措施的方式进行制度化的改革。同时，该报告呼吁对美国在中

国的投资施加限制，并限制投资者投资中概股。 

 

这份报告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在美国行政机构中新增一个

加强对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控制的工作小组，监督外国投资审

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进行出口管制，加强对被列入实体清单

的中国企业的制裁力度，例如采取措施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

业自动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和涉军企业清单；建立

技术转让审查小组；与司法部及其他机构合作加强美国出口管

制；扩大对涉军企业清单所列企业的投资限制；禁止投资中概

股（或虽不禁止，但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中加强风险披露），

同时应立法禁止对上述投资给予联邦税收优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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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垄断 

(三) 中国成立国家反垄断局
iii
 

11 月 18 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2018 年国务院机构

改革，将原先分别由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承担的反垄断执法工作统一归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反垄断局成为专门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同时承办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日常工作。 

 

时隔三年后，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反垄断体制

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将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切实规范市场竞

争行为，促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

规范健康发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 

 

(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

引》
iv
 

11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企业境外反垄断

合规指引》（“《指引》”），旨在进一步建立境外合规管理体

系，明确境外反垄断合规风险重点。 

 

《指引》适用于在境外从事经营业务的中国企业以及在境内从

事经营业务但可能对境外市场产生影响的中国企业，包括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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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并购、知识产权转让或者许可、招投

标等涉及境外的经营活动。 

 

《指引》共分为五章 27 条，分别从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意义、适

用范围、建立境外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境外反垄断合规风险

重点、境外反垄断风险识别等方面对企业从事涉外经营业务提

供反垄断合规指导，非常具有实践价值和意义。 

 

三、 知识产权 

(五) 台联电和美光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和解
v
 

11 月 26 日，台湾联华电子(UMC)发布公告，宣布就近年来双方

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诉讼案件与美光科技(Micron)达成全球和解协

议(global settlement)。双方将各自撤回向对方提出之诉讼，同时

联华电子将向美光一次性支付金额保密的和解金，双方并将共

创商业合作机会。联华电子并称此次一次性和解金将不会对公

司业绩和财务产生重大影响。 

 

自 2017 年美光举报联华电子和福建晋华合作中涉嫌窃取其商业

秘密后，先后发起了一系列诉讼，并引致美国司法部、台湾地

方法院一起控告联华电子。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内，双方对簿

公堂，诉讼从台湾到美国加州，又至福建。 

 

2020 年下半年开始，联华电子与美光的纠纷开始缓解。特别是

2020 年 10 月联华电子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承认侵害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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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同时同意支付 6000 万美元罚金（详见本半月刊 2020 年

10 月第 2 期）。 

 

而联华电子发言人则称，此次和解对于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

（包括联华电子、福建晋华以及两家公司的员工）将带来正面

助益，有可能减轻刑事诉讼的压力。 

 

四、 信息安全 

(六) 工信部约谈阿里云和百度云
vi
 

11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官网报道，近日，工

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联合约谈阿里云、百

度云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近期两家企业在防范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存在的接入涉诈网站数量居高不下等问题，

要求两家企业切实履行网络与信息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相关问题限期予以整改；

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从严惩处。两家企业表

示将认真落实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站接入、域名注册、信

息服务等管理，切实防范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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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立法动态 

(七)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征求意见
vii
 

11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发布《关于

就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涉及相关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该通知涉及整合证监会的 27 件规范性文件（合并后制定

规则 6 件、修改 17 件、废止 4 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包括《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征求意见稿）》（“《独董规

则》”）。 

 

《独董规则》共 7 章 30 条。证监会在《独董规则》起草情况说

明中表示，现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独董指导意见》”）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条

件、选举程序、职责、应具备的独立性和履职保障等事项提出

了指导意见。本次修订主要解决：一是对原有内容统一编排和

改写 ， 增强规则的使用性 。《独董指导意见》发布时间较早

且为政策指导性文件，改写为《独董规则》。二是修改规则之

间不一致的内容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对《独董指导意

见》与《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改，保证法

规之间的一致性。三是吸纳散落别处的规则内容，比如吸纳

《股东权益保护规定》中关于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独立董

事作用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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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业界动态 

(八) 爱立信将以 62 亿美元收购 Vonage
viii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爱立信发布公告，称将以 62 亿美元收购

全球云通信提供商 Vonage。该笔交易已获得 Vonage 董事会的

一致批准。此次收购将强化爱立信无线企业业务的力量，并进

一步扩大其全球业务范围。 

 

Vonage 是一家在增长率和盈利表现方面都十分出色的全球云通

信运营商。在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 12 个月期间，Vonage

实现了 14 亿美元的销售额，同期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

为 14%，自由现金流为 1.09 亿美元。 

 

此次收购将通过合并协议进行，爱立信将以每股 21 美元的全现

金价格收购 Vonage 的所有流通股。合并收购价格比 Vonage 在

2021 年 11 月 19 日的收盘价每股 16.37 美元溢价 28%，比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的三个月内的成交量加权平均股价每股

15.71 美元溢价 34%。此次收购将通过爱立信现有的现金资源进

行融资。 

 

交易完成后，Vonage 将成为爱立信的全资子公司，并将继续以

其现有名称运营。在爱立信的账目中，它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

门进行报告。 

 

这项交易的完成与否取决于 Vonage 股东的同意、监管部门的批

准和其他常规条件。预计交易将在 2022 年上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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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日本政府将拨款 52 亿美元资助台积电等在日本建厂
ix
 

当地时间 11 月 23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日本政府将在其

2021 年补充财政预算中拨款约 6000 亿日元（约合 52 亿美

元），以支持先进半导体生产和制造。这笔 6000 亿日元的基

金将涵盖数年的补贴。日本政府希望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

下，企业通过政府支持增加产量以保证芯片正常稳定的供应。 

 

在这笔政府拨款中，其中 4000 亿日元将支持台积电在日本西南

部熊本县建立新工厂。其余 2000 亿日元将用于其他项目，包括

美光和日本铠侠的项目。 

 

此外，日本政府亦在考虑制定一项针对开发高速 5G 技术的法

律，将半导体列为新的重点领域，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将根据修

订后的法律批准工厂投资计划。 

  

(十) 三星计划斥资 170 亿美元在美国建厂
x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三星电子计划斥资

170 亿美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Taylor 市建造一座大型芯片制造

厂。该项目将会为当地创造大约 2000 多个就业机会。为了吸引

三星的投资，当地政府为其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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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造厂所在地 Taylor 距离奥斯汀大约 30 英里，三星已在当地

建有一家工厂。而新工厂占地面积大约 1200 英亩，比现有工厂

更大，计划在 2024 年年底开始芯片生产。 

 

(十一) 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当选 SIA主席

xi
 

11 月 18 日，半导体行业协会（SIA）董事会选举高通公司（纳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Cristiano Amon）为

2022 年主席。Silicon Labs（纳斯达克股票代码：SLAB）总裁

Matt Johnson 当选为 SIA 副主席。 

 

Amon 于 1995 年以工程师的身份开始了他在高通公司的职业

生涯，在他任职期间，他帮助引领了公司的多个战略方向。在

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前，阿蒙曾担任高通总裁。在担任该职位期

间，他指导了领先和差异化产品路线图的开发，带头推动了高

通公司的 5G 战略以及其加速和全球推广并推动了业务的扩展

和多样化。此外，他还监督了并购的成功执行，以增强高通的

能力并加速关键领域的增长，包括 RF 前端，连接和网络。 

 

在加入高通之前，Amon 曾担任巴西无线运营商 Vésper 的首席

技术官，并在 NEC（日本电气公司），Ericsson（爱立信公司）

和 Velocom 担任领导职务。Amon 拥有巴西圣保罗坎皮纳斯大

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荣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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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欧盟发布出口管制条例年度报告
xii
 

欧委会网站 11 月 23 日消息：当日，欧委会发布出口管制条例

年度执行报告。报告显示，2020 年欧盟根据条例共对 1884 种

两用物品予以“管制”，包括特殊材料及设备、传感器、电子

产品、核能材料及产品、航天及推进器等。 

 

欧委会估计，2019 年欧盟两用物品出口额约 1190 亿欧元，占

盟内外出口总额 2.3%。共收到申请许可 30292 件，其中 603 件

申请被驳回，占比 2%。驳回金额约占两用物品出口总额

0.89%。 

 

从出口目的地看，美国是欧盟两用物品第一大出口市场，占比

约 22%；中国第二，占比约 13%；瑞士、俄罗斯、新加坡、土

耳其等紧随其后。 

 

今年 9 月，欧盟新修订的出口管制条例已正式生效。明年起，

欧盟出口管制条例实施报告将逐步涵盖新规所涉内容。 

 

(十三) 中国电信提起诉讼，要求美国法院撤回 FCC 撤销令

xiii
 

FCC 于 10 月 26 日决定吊销中国电信在美国提供国内州际和跨国

电信服务的运营许可，要求中国电信在 60 天内停止美国法律授

权的一切国内外电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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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撤销中国电信在美运营牌照，续上月中国经贸团队向

美方交涉以来，11 月 15 日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正式向哥伦比亚

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撤回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FCC）撤销该公司在美国运营授权的决定。 

  

 在一件三十多页的起诉书中，中国电信表示，FCC 吊销程序不

合规，若不阻止 FCC 有关决定，公司将被迫停止重大业务，对

其业务、声誉和商业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中国电信要求

美法院在 12 月 3 日前采取行动。 

 

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和 FCC 的律师在 24 日发布的一份法庭文

件中写道，“中国电信没有胜诉的可能性，”并宣称该公司没有

回应相关证据，“而是对委员会的程序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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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ICIP Alliance）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信息司及国家和地方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一研究所，简称“国家工信安全中心”）牵头发起、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正式成立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为联盟名誉理事长单位，国家工信安全中心为联盟理事长单位，联盟秘书处设在国家工

信安全中心-CIC 赛昇。联盟成员覆盖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相关装备和材

料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标准化、科研院所、相关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互联网、内容

与服务等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组织，旨在整合全产业链资源，积极营造全产业链融入

和适应国际竞争规则、尊重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和加强合规管理的环境与氛围。 

若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

65463692@qq.com 或中集知联小助手：ICIP_Alliance 或关注“中集知联”微信公众号查

看更多信息。 

 

美国奥斯顿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 LLP）成立于 1893 年，在全球范围设有 13 家办

公室，拥有约 800 多名律师，是一间面向全球的综合性国际律师事务所，为国内及跨国

客户提供跨越多行业的最优法律服务。奥斯顿的国际贸易与合规团队是各大国际律所中

少有的专业从事贸易合规相关业务的团队。它以美国华盛顿特区为核心辐射全球，为各

类跨境商业活动提供合规咨询和法律支持，成功协助了各行业各类客户处理了各类复杂

和敏感的国际贸易和法律合规事宜。依托原本就十分坚实的知识产权业务基础，半导体

行业是奥斯顿国际贸易与合规团队近年来的执业重点，数年来已经为诸多业界领跑者提

供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法律服务。 

本半月刊中的任何内容并不构成本所的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若对本半月刊的内容有任 

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了解奥斯顿律师事务所，欢迎联系李奕律师 yi.li@alston.com 或徐

静婷 jing.xu@alston.com。 

  

mailto: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65463692@qq.com
mailto:欢迎联系杨晓丽秘书长654636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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