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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犯了美國行政程序法違犯了美國行政程序法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CFIUS就Butter Creek風電項目針
對Ralls公司下達的兩項命令越出其
權力法源721條款，違犯美國行政程
序法702、704、706等相關條款。上
述命令在沒有提供任何事實證據，違
反美國行政法規。

超越憲法和相關法規賦超越憲法和相關法規賦
予權限予權限

■奧巴馬總統和CFIUS針對Ralls公
司下達的各項命令，超越了憲法和相
關法規賦予的權限，屬於違法操作。

選擇性執法侵犯企業享有選擇性執法侵犯企業享有
的平等保護的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憲法權利

■針對Ralls公司下達的各項命令，
突出三一集團的中國屬性，及三一子
公司Ralls控制人為三一高管，中國
公 民 ， 而 對 Ralls 擁 有 的 Butter
Creek項目做出選擇性執法，侵犯了
Ralls享有的平等保護的憲法權利。

違反美國相關行政法規違反美國相關行政法規
■三一稱兩項命令在沒有提供任何事
實證據及理由的前提下，做出該項目
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結論，採取極為
嚴厲的強制性停工，三一設備禁用等
措施，違反美國行政法規50 U.S.C.
app2170(b)(1)(A)(ii)，(f)。

未經合法程序剝奪私有未經合法程序剝奪私有
財產權財產權，，違反美國憲法違反美國憲法
第五修正案第五修正案

■奧巴馬總統和 CFIUS 就 Butter
Creek項目針對三一各公司下達的各
項命令，未經合法程序剝奪了三一子
公司Ralls的私有財產權，違犯美國
憲法第五修正案。

■董曉楠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長沙報道）
自去年10月起再也沒有更新微博的三一集
團董事、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昨日突然現身
微博激動地宣佈：「三一起訴奧巴馬總統在
美國巡迴法院獲勝！」其興奮之情洋溢在字
裡行間。事實上，為打贏這場跨國官司，三
一集團聘請了中美多位具有國際訴訟經驗的
頂級律師。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取得了這
場歷史性的勝利。

重點控告奧巴馬五大罪狀
從2012年10月，三一集團高調狀告美國

總統奧巴馬和CFIUS開始，這場訴訟便經
歷了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雙方就訴訟意
義、抗辯理由展開多次辯論、聽證、庭審、
上訴。
在這場「跨國官司」中，三一集團聘請多
名律師，僅2012年首次庭審便有六位律師
坐鎮，三一集團副總經理、美國羅爾斯公司
首席執行官吳佳梁也代表出席，而當時美方
也派出了「最有價值全明星律師」美國眾達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國際訴訟業務部負責人
托馬斯．庫倫(Thomas F.Cullen)「迎戰」。
中國國際訴訟專家、三一重工專家顧問郝
俊波早就預言這場訴訟將是「持久戰」。在
第一次開庭後，中方訴訟代表們就奧巴馬
「五大罪狀」展開搜證論證，避開當時法官
「法庭無權推翻總統的禁令」理由，重點控
告奧巴馬沒有遵守適當的程序。隨後，法院
決定受理該案件，為後續三一獲勝奠定基
礎。

為中企海外維權探路
從宣告訴訟開始，向文波便不止一次的對

媒體表示，「三一是被迫高調」。中國社會
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教授張國慶認為，「很多
企業受打擊的時候沒有人站起來，所以我們
應該非常感謝三一在這種情況下站起來，這
是為中國企業做了很好的榜樣。」郝俊波也
表示，這起案件有望成為中國公司海外維權
訴訟的典型判例，中國企業會借此了解美國
出「紅牌」的底線和規則。

三一集團創建
於 1989 年，目前是

內地最大民營工程機械
製造商。集團核心企業三
一重工於 2003 年 7 月 3 日上
市，是中國股權分置改革首家成
功並實現全流通的企業，並於2011

年7月入圍FT全球市值500強，
成為唯一上榜的中國工程機械
企業。三一集團業務全面涉及混
凝土機械、挖掘機械、起重機械、
路面機械、煤炭機械、港口機械、
海洋工程等裝備製造領域。
2012年11月，三一集團職能總部和

各核心事業部由長沙遷往北京。
三一曾連續獲評為《福布斯》「全球最

具創新力的 100 家公司」、《財富》
「最具創新力的中國公司」、中國企
業500強、中國最具競爭力品牌、中
國工程機械行業標誌性品牌、亞洲
品牌50強。

三一集團主要創始人、公司董
事長梁穩根曾先後獲評「全國勞
動模範」、「全國優秀民營企業
家」，「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建設者」，CCTV「中
國經濟年度人物」、《福布
斯》「中國上市公司最佳老
闆」，曾於2011年以500億元身
家成為《福布斯》中國
內地首富。

中企在美告奧巴馬中企在美告奧巴馬 勝訴首
白宮對三一禁令違程序 料再難用「威脅國安」阻外資收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董曉楠 長沙報道）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當地時間15日裁定，中

國三一集團與美關聯公司羅爾斯（「Ralls」）在風電項目中具有受憲法保護的財產權，美國總統奧巴馬下

達的相關禁止令有違程序正義，政府需要提供程序正義，這意味着三一集團起訴奧巴馬在美國獲得階段性

勝利。這是中國公司首次發起類似起訴並獲得勝利。分析指出，此案獲勝意味着美國今後以

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礙外國公司收購美國商業項目可能將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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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團總裁向文波昨日在微博中稱，美國東部
時間15日上午，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合議庭

就三一集團在美起訴奧巴馬和CFIUS（美國海外投
資委員會）一案作出如下判決：
一、三一集團在美關聯公司羅爾斯（Ralls）在BC

項目中具有受憲法程序保護的財產權。二、奧巴馬總
統下達的禁止Ralls俄勒岡在Butter Creek風電項目的
總統令違反程序正義，剝奪了Ralls在Butter Creek風
電項目中受憲法保護的財產權。美國政府需要向
Ralls提供相應的程序正義，包括CFIUS/總統做出相
關決定所依賴的非保密信息和在了解相關信息後回應
的機會。三、CFIUS就Butter Creek風電項目針對三
一各公司下達的各項命令不因奧巴馬總統令而下達自
動規避法院的審查，初審法院應就Ralls對CFIUS各
項命令的挑戰和訴求立案並進行實質審查。

訴訟被指「希望渺茫的戰爭」
2012年7月，羅爾斯在俄勒岡州博德曼海軍武器訓
練場附近興建的風力發電項目被CFIUS以「威脅美
國國家安全」為由直接禁止。兩個月後，奧巴馬以相
同的理由簽發了禁止羅爾斯公司項目的行政命令，並
要求該公司在90天內撤出全部投資。這是自1990年
來美國總統首次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阻止外國企業在
美國進行收購交易。
據三一集團副總經理、Ralls公司首席執行官吳佳
梁介紹，據美方的禁令要求：該風電項目不讓建，也
不能轉讓，不能賣給美國人，這一禁令將至少給三一
帶來2,000萬美元的直接損失。
2012 年 10 月，三一集團高調起訴奧巴馬和
CFIUS。當年11月，案件第一次開庭，但並無實質
性結果。2013年2月23日，Ralls改變策略，避開當
時法官「法庭無權推翻總統的禁令」的理由，重點控
告奧巴馬沒有遵守適當的程序，並列舉奧巴馬「五大

罪狀」。於是，法官決定受理該案件，成為美國行
政司法史上的第一次。此後，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地方分區法院曾駁回三一集團關聯公司對美國
總統奧巴馬的起訴。三一不滿初審敗訴結
果，持續上訴。
直至昨日，這場被媒體稱為「希望渺

茫的戰爭」的訴訟，最終獲勝。

或令審查外企投資更透明
外媒評論稱，此案將成為里程

碑式事件，標誌着中國公司開
始奮起反抗在美受到的不公
平待遇，同時也反映了中
企在海外投資策略上正越
發強有力。
有 分 析 指

出，雖然判
決並不能改
變這樁交易受
阻 的 最 終 結
果，但是此案獲
勝意味着美國
今後以威脅國
家安全為由阻
礙外國公司收
購美國商業項目
可能將面臨挑
戰。
英國廣播公司

中文網援引分析
人士指出，這一裁
定可能促使CFIUS在審查外
國企業投資過程中更加透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對於三
一重工子公司在美起訴奧巴馬政府獲勝，商務部
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金柏松向本報記者表
示，此次事件代表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意味着
美國以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為由進行貿易保護的行
為或不會進一步擴大。同時，此次事件也給中國
企業樹立了一個典範，赴美投資要善用法律工具
捍衛自己的利益。

美不能再隨意干預自由投資
金柏松說，美國一直在國際上推行貿易投資自
由化，但是當本國企業一遇到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時，美國又會傾向採取保守主義策略。「三一重
工的子公司在美國的投資對美國的安全其實並沒
有任何影響，這在三一投資前已經做了很多分析
論證，都沒有問題。但有人卻不斷在美國國會做
文章，直到奧巴馬簽署了禁令。」
金柏松表示，三一重工此次在美上訴成功，可
以說給奧巴馬政府敲響了警鐘，不能隨意干預企
業自由投資行為，隨意以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為由
剝奪國外企業的合法權益。
事實上，伴隨着「走出去」腳步的加快，中國
公司向美國申請國家安全審查的案例日益增多。
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公司向美國海外投資委
員會（CFIUS）提交的申請達到23宗，2010年和
2011年分別為6宗和10宗。中國政府高層官員在
上周舉行的中美高層會談上就指出，美方應提高
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的透明度。

勝訴給其他中企樹立好典範
金柏松認為，中國企業不善於使用法律的手段
保護自己，三一重工此次勝訴，給其他中國企業
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赴美投資要吃透美國法
律，學會用美國的法律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
金柏松還指出，美國應該警惕狹隘的貿易保護
主義。現在美國講製造業回歸，應該看到，中國
有實力的企業赴美投資，其實是有利於美國製造
業的再平衡，對重振美國經濟、解
決就業都是有好處的。美國應該反
思以往極端保守的貿易保護主義，
不要再做違反貿易自由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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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本報記者董曉楠董曉楠整理整理

聘中美頂級律師 打跨國官司

■當年美國Ralls風
電場裝設的三一電
氣風機。 資料圖片

■■20122012年年1111月月2828日日，，時任三一集團在美國的關聯公司羅爾斯公司時任三一集團在美國的關聯公司羅爾斯公司CEOCEO吳佳梁吳佳梁（（左二左二))及及
助手和律師團當日參加聽證會後步出法庭助手和律師團當日參加聽證會後步出法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三一重工位於湖南廠區三一重工位於湖南廠區。。 本報湖南傳真本報湖南傳真

■■三一集團史無前例三一集團史無前例
在美起訴奧巴馬政府在美起訴奧巴馬政府
獲勝獲勝。。圖為三一集團圖為三一集團
董事長梁穩根董事長梁穩根。。

■■美國總統奧巴馬。
設計圖片

2012年
3月，三一集團在美關聯公司Ralls公司從希臘電網公司
Terna US處，收購了美國俄勒岡州Butter Creek風場項
目，並取得了該項目建設的所有審批和許可。
6月14日，Ralls公司告知三一：其已接到國防部通知，
該項目受到CFIUS關注。
7月11日，CFIUS在華盛頓就Butter Creek 項目舉行專
門聽證會。
7月25日，CFIUS以涉嫌威脅美國安全為由，發出立即
停工等臨時命令。
9月12日，Ralls公司基於堅信美國法律的公正和公平，
對CFIUS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提出訴
訟。
9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總統令，以涉嫌威脅美
國國家安全為由，中止Butter Creek風場的風電項目。
10月1日，Ralls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
遞交更新修改訴狀，將奧巴馬總統和CFIUS列為共同被
告，將其告上法庭。
11月28日，案件第一次開庭審理，但並未有實質性結
果。

2013年
2月23日，案件取得重大進展，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
地方分區法院受理案件。
10月16日，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分區法院作出
初審判決，三一初審敗訴，三一不滿結果，依法向哥倫
比亞特區上訴法庭遞交了上訴通知，繼續進行上訴。

2014年
7月15日（美國東部時間），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
院判決，初審法院應就Ralls對CFIUS各項命令的挑戰
和訴求立案並進行實質審查，三一勝訴。

■董曉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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