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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表态欲退出北美自贸协议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态称，或将退出美

国、加拿大及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特

朗普表示“要么就此签署对美国公平的新协议，要

么终结这份协议。”据了解，美国同加拿大和墨西

哥之间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但进口大于出口。

2016年，美国与墨西哥间的贸易额为 5250亿美元，

美对墨贸易逆差达 630 亿美元；美国与加拿大的

5450亿美元贸易额中，美对加贸易逆差为 110亿美

元。（中国新闻网/10月 23日） 

  

欧盟：无法指望特蕾莎·梅给出分手费数字 

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外交方面上演了

上的戏剧性的一幕。英国和欧盟从僵持不下到互相

让步。特蕾莎·梅并没有给国内的脱欧强硬分子留

下任何把柄。她坚持先前的说法，英国愿意在分手

费上承担责任，但分手费必须是英国在 2019 年 3

月离开欧盟后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据欧盟估

算，分手费约为 600 亿欧元。其他 27 个欧盟成员

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在 8周后的下一次定期峰会到

来之前，梅必须给出像样的分手费报价，才有可能

开始讨论未来的贸易关系。欧盟表示，如果错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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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限，任何协议都将为时已晚。为了让梅提高报

价，欧盟很可能会透露更多关于双方未来关系的构

想。（FX168财经网/10 月 23 日） 

 

欧元区 8 月份经常账户盈余 333 亿欧元  

10 月 20 日，欧央行发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8

月份经常账户盈余 333亿欧元。其中，货物账户盈

余 282亿欧元；初次收入账户盈余 103亿欧元；服

务账户盈余 72 亿欧元；二次收入账户赤字 124 亿

欧元。（财政部/10 月 23日） 

 

中国药企境外并购新阶段 

中国医药企业一直有很强的境外并购需求，

2017年以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度医疗健康行业共发生 32 宗跨境并购案

例，而 2016年同期为 21宗；金额方面，2017年前

三季度医疗健康跨境并购涉及金额 47亿美元，2016

年同期数字为 37.8 亿美元。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

司合伙人金毅表示，国家政策和企业自身战略需求

是驱动医药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两个重要动力。而

在并购的领域范围上，随着国内大健康市场的发

展，医药企业也开始通过跨境并购完善自身生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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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除了传统的药物领域投资，保健品和医疗服务

也成为并购热点。（《第一财经日报》/10 月 24

日） 

 

中国对韩国等三国产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商务部日前裁定，原产于韩国、泰国和马来

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存在倾销，中国共聚聚甲醛

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对原产于韩

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共聚聚甲醛征收反倾销

税 。 对 韩 国 公 司 征 收 的 反 倾 销 税 税 率 在

6.2%-30.4%。对泰国、马来西亚公司征收的反倾销

税税率分别在 18.5%-34.9%、8.0%-9.5%。实施期限

自 2017 年 10 月 24 日起 5 年。（凤凰国际/10 月

23 日） 

 

来宝集团以 14 亿美元出售全球油液业务 

来宝集团日前宣布，它将以 14.18 亿美元出售

全球油液业务(oil liquids)给全球最大能源贸易

商维多集团(Vitol Group)。这次交易预料可取得

5.82亿美元净款。这是集团检讨策略和减少债务的

一部分。来宝集团的油液业务每天交易约 2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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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油和精炼油。早前集团以 2.61 亿美元脱售美国

天然气和电力业务，其中 8300 万美元需转入监管

账户，因此只取得 1.02 亿美元。所取得净款用来

偿还部分债务以换取债主继续支持。集团第三季预

料蒙损介于 11亿至 12.5亿美元，11月会发布业绩。

（晨哨网/10月 23 日） 

 

成都康弘药业收购以色列眼科医疗器械公司  

10 月 23 日，成都康弘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 4672 万美元现金投资以色列

IOPtima Ltd.公司，以获得 IOPtiMate™系统在中国

的独家经销权。资料显示，IOPtima 公司主要从事

眼科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该公司的旗舰产

品 IOPtiMate™手术系统已于 2014年 2月获得我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的认证，同时已获得

欧盟、以色列、加拿大、墨西哥、秘鲁、泰国、中

国台湾、哥斯达黎加、阿根廷等国家/地区的上市

许可。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弘药业）是一家致力于中成药、化学药及生物制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医药集团。通

过本次海外投资，康弘药业将获得 IOPtima 公司

的控股权以及 IOPtiMate™在中国区的独家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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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扩充眼科的产品线，并进入眼科器械和耗材领

域，同时开启公司在青光眼治疗领域的创新解决方

案。（晨哨网/10 月 23 日） 

 

中化竞购全球锂电池供应商巨头 SQM 的股权 

中国中化竞购锂电池供应商巨头智利化工矿业

公司（SQM）价值 40 亿美元的股权，智利 SQM是全

球最大的锂生产商之一，而锂电池则是时下大火的

电动车生产链条里最关键的动力能源。加拿大钾肥

正在出售其在 SQM 的股权，以满足加拿大公司与总

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化肥集团 Agrium 合并的监管条

件。SQM 是一家主要生产销售化肥和包括锂、碘在

内特种化学品的企业，总部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同

时在圣地亚哥股票交易所和纽交所上市挂牌交易。

据知情人士透露，竞购加拿大钾肥旗下这 40 亿美

元股权的机构还包括中国私募股权公司金沙江创

投、宁波杉杉，以及中国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天齐

锂业。中国企业正试图获得大量电动汽车所需能源

的供应，以应对政府雄心勃勃扩大电动汽车生产的

计划。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将主导

全球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英国《金融时报》/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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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中国海外投资常见版权问题及应对方案 

2016 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全年共对全球 164 个国家和地

区的 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

资 11299.2 亿元人民币(折合 170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1%)。上海市 2016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 251.3 亿美元，

在全国各省区市排名中名列第一。 

在走出去的大趋势下，众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发展海外

市场。在企业对外投资合作中，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无形

资产，更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品牌、专利、

商业秘密、版权等，都是企业赖以生存、长远发展、走向国

际市场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必将面临海外陌生知

识产权法律环境带来的风险。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

知识产权法律风险也同样会给企业的海外发展埋下重大隐

患，甚至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并

非无法避免，如果谨慎预防、妥善处理，便能给海外市场的

发展带来机遇。 

2017 年 6 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委托北京安杰律师事务

所编制了《对外投资合作指引·知识产权篇》，包括专利、

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尽职调查、展会六个篇章，重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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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角度为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基本、重大知识产权问题提

供指引，帮助企业理清对外投资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

框架。 

本文节选自该指南，希望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

航，助力企业海外投资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海外投资常见版权问题及应对方案 

一、加强版权权属文件系统管理。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伯

尔尼公约》”）采用自动保护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

员国相互承认版权的自动取得和平等保护，作者在成员国享

受和行使版权无需履行任何手续，因此，包括中国、美国、

韩国、日本和欧盟诸多国家在内的《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均

采用版权登记自愿原则，并不强制要求版权登记作为取得版

权的依据。 

非强制版权登记制度一方面大大简化了权利人获得版权

的程序，另一方面却加大了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确认版权

真实归属的难度。在海外投资版权交易中，从源头审查对方

版权的权利链条是最基本的一个步骤，尤其是交易作品本身

就是基于他人授权创作完成的，例如，根据小说/漫画改编而

成的影视剧/游戏等作品，更要详细审查原始作者（小说/漫

画作者）对交易作品的授权范围、授权期限、地域范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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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易作品使用及再授权的限制等内容，避免因原始授权的

瑕疵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出现侵权行为。如果因为未能查

清原始授权的瑕疵，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原始权利人追责，

从司法机关获得临时禁令，被立即禁止交易作品的使用，则

会给企业带来巨大且难以弥补的损失。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版权交易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交易

对方提供的原始授权文件是外文的情况，此时中国企业务必

确保准确理解外文的含义，必要时应当要求对方提供准确的、

经过当地公证机关认可的翻译件，并要求对方提供复印件作

为本交易合同的附件。此外，如果对方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提

供正式的授权文件（例如，两家境外公司因交易习惯问题仅

仅通过邮件确认授权），那么应当要求对方提供一份原始权

利人签署的声明，就涉及本交易的内容予以单方确认。但无

论何种情形，即使在交易过程中审查了权利文件，还是可能

因为对境外情况的了解不足，导致一些情形未能预测到，那

么交易合同中要求对方就版权权属、不侵权等事项做出保证

和承诺的条款以及对应的、明晰的“违约责任”条款就变得

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利用自有版权

进行运营或交易时，完善自身的版权权属链条是至关重要的

准备工作，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首先，

虽然近两年“IP”大热，版权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仍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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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薄弱，尤其是多年前开始创作的作品，一些原始的版权权

属证明可能早已遗失，甚至可能从未收集过。这不仅仅会增

加海外投资中的困难，还会出现在遇到侵权问题时难以证明

自身权属的尴尬困境。此外，在创作过程中使用的他人作品，

也可能并未获得过他人授权，且如今也难以找寻原始权利人。

比如，在创作影视剧、综艺节目、游戏等作品时使用的图片、

音乐、文字作品等。 

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应当尽早建立起权属文件的管理系

统，由企业统一系统管理版权内容创作过程中的全部凭证，

例如，底稿、软件开发记录等。同时，在进入海外市场前，

在当地的版权登记机关进行版权登记，或者在当地法律允许

的最早可以进行版权登记、版权预登记时进行版权登记注册，

第一时间获取版权权属的初步证明。在海外市场进行运营时，

充分利用当地的版权集体管理体系，通过和版权集体管理组

织建立托管或委托关系，高效运营自有版权。 

二、充分开发现有版权内容。 

附属版权是一个学术概念，主要是指附属于图书的版权，

比如，基于小说改编电影或游戏的权利。除了图书的附属版

权，对于电影、游戏、漫画等不同形态作品而言，也都存在

丰富的开发空间，可以衍生出不同的版权权利。例如，将游

戏中的角色制作成玩具、将电影制作成舞台剧或者将舞台剧

制作成电影等等。可以说，每一个版权作品都是一个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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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权利人去充分挖掘商业机会。世界上主要的知名“IP”

形象，比如米老鼠、哈利波特、漫威超级英雄等，之所以能

建立版权帝国，均是权利人充分商业开发周边版权的结果。 

在海外投资中，企业除了搞清楚根据当地法律法规自己

享有哪些版权权利，还应当在对外授权时明确保留一些重要

的权利，尤其是需要注意是否要保留未来科技发展所可能带

来的新权利，比如，像 AI、VR一样的新型作品载体。在面对

境外版权人时，则应当转换思路，尽可能为扩大解释所获授

权留有空间。 

三、巧用版权代理和版权律师的专业服务。 

在内容产业，专业的代理机构是至关重要的，起到渠道

和桥梁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涉及到海外版权运营和交易时，

获得专业版权代理机构的帮助，能够迅速了解当地情况，少

走弯路，还能降低风险。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与企业签署代

理协议，收取佣金，代理企业与版权买方或卖方接洽，代为

谈判、洽谈合同等。优质的版权代理机构甚至可以在版权内

容的选择、利用方面提供有益的意见。通过版权代理机构的

专业服务，企业也可以更加集中精力专注于内容的开发创作。

在版权代理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很多公司甚至

更愿意将版权业务委托给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通过代理机

构接触潜在合作方，而非直接与交易方进行谈判。 

中国企业在海外管理运营版权时，也应当寻找可以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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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合作的专业代理机构，为自身带来更多的潜在商业机会。

在图书、影视剧、音乐等行业，均有专业的代理机构或代理

人。当然，版权代理机构如同其他行业的代理机构一样，也

会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需要加以辨识。 

除了版权代理机构，专业的版权律师也是海外版权管理

运营中不可或缺的帮手。版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领域，

版权的规则也比较复杂，没有过专门的研究和一定的实践经

验，其他领域的律师通常难以应对复杂的跨境版权交易。因

此，寻找专业的版权律师作为“锦囊团”，是海外版权运营

管理的重要一环。（走出去服务港/10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