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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审批取消后有关政策衔接工作的通知

商办合函〔2017〕3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海关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各直属

检验检疫局,有关中央企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审批的决定,商务部印发了《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商务部令2017年第3号)。为落实该《决定》精神,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做好资格审批取消后的对外承

包工程项下外派人员管理、设备材料出口及检验检疫等政策的衔接,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企业初次从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需登录“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或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通过

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系统填写并上传企业基本信息,获得平台用户名及密码。初次从事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的企业可凭此用户名及密码,登录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依照《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议
标)管理办法》(商务部 银监会 保监会令2011年第3号)的规定,为有关项目申请《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

(议)标核准证》(以下简称《核准证》)。在项目签约和执行阶段,企业需在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数据库系统中

填报项目进展情况,并登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统计系统,报送业务统计资料。在《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第676号令,以下简称“国务院第676号令”)公布前已取得《对外承包工程资格

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企业不需进行信息登记。所有从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企业,如发生所登

记基本信息变更,则需及时在信息登记系统变更信息。
二、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应当按照修订后的《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 财

政部令2014年第2号)第二十三条规定缴存备用金。在国务院第676号令公布前已取得《资格证书》的企

业,需在本通知下发后20个工作日内将备用金补足至300万元人民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在备用金缴存

或动用后3个工作日内,登录对外承包工程企业信息登记系统,更新相关企业备用金状态。在国务院第676
号令公布前已取得《资格证书》但不再从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企业,可向注册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退

还备用金或撤销保函,具体办理程序参照《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
三、企业依据《关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项下出口设备材料的工作规程》(外经贸合发〔2001〕579号)办理

设备材料的出口报关的,可根据该工作规程第六条规定办理海关验放手续。企业无需凭《资格证书》到海关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相应的编码。原《资格证书》不再有效。
四、企业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项下出口设备材料检验检疫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质检通函〔2002〕80号)办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手续的,可凭《核准证》复印件以及企业与境外业

主签订的项目合同正本复印件(均需加盖公司印章)或其他文件向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报检。企业报检时,需
在报检单上注明《核准证》的编号,并将货物按照施工材料、施工器械和自用办公生活物资等分类列出,以方

便检验检疫机构对施工器械和自用办公生活物资办理免检放行手续。原《资格证书》不再有效。

附件:备用金缴存申请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办 公 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

2017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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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备用金缴存申请表

企业名称(中文)

企业名称(英文)

注册地址

营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商务主管机关(省级)

缴存标准 万元 已缴 万元 需缴 万元

缴存方式 □ 现金　□ 银行保函　□ 免缴(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公章)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7年　第54号

为规范海关进出口货物化验样品取样操作,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我署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

出口货物化验取样记录单》进行修订,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本公告自2017年12月1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化验取样记录单(修订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7年11月8日

(稿件来源:海关总署)

—4—



附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化验取样记录单

申报货物名称

报关单号(18位) 商品项号

取样海关 取样时间 　　年　　月　　日　　时

货物包装描述:

□ 散装　□ 袋装　□ 桶装　□ 其他　　　　　　　

包装规格:　　　　　　　

货物外观描述(状态、形状、颜色等):

取样过程描述:

备注(封条编号):

其他说明:

取样关员工号与签名:

兹申明,所取样品与申报货物一致,取样具有代表性。

□ 收发货人　□ 代理人　□ 取样见证人　　签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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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7年　第7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于2017年9月29日收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石化分公司和宁波顺泽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丁腈橡胶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
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韩国和日本的进口丁腈橡胶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

例》的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

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地区)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申请人的丁腈橡胶产量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占

同期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超过5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有关

国内产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
申请书主张,原产于韩国和日本的丁腈橡胶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销售。申请人依据合理

获得的证据和信息,在申请书中以韩国和日本申请调查产品在其国内市场销售价格作为确定韩国和日本丁

腈橡胶正常价值的基础,以申请调查产品进口至中国的海关统计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在对影响

价格可比性的各种因素进行调整后,主张申请调查产品存在较大幅度的倾销。申请书同时主张,受韩国和

日本申请调查产品进口冲击,国内产业的产量、市场份额、销售价格、利润、投资收益率、开工率等指标呈恶

化趋势,国内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且申请调查产品的倾销与国内产业实质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经审查,商
务部认为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

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17年11月9日

起对原产于韩国和日本的进口丁腈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立案调查及调查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韩国和日本的进口丁腈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

定的倾销调查期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6
月30日。

二、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原产于韩国和日本的进口丁腈橡胶

被调查产品名称:丁腈橡胶

英文名称:Acrylonitrile-butadienerubber(NBR)
化学分子式:(C4H6)m(C3H3N)n

化学结构式:
物理化学特性:丁腈橡胶是由丙烯腈与丁二烯单体聚合而成的共聚物,外观为灰白色至浅黄色块状或

粉状固体。具有优良的耐油性、耐磨性、耐热性和气密性。丁腈橡胶的性能受丙烯腈含量影响,随着丙烯腈

含量增加,拉伸强度、耐热性、耐油性、气密性、硬度提高,但弹性、耐寒性降低。
主要用途:丁腈橡胶因其耐油性和物理机械性能优异,被广泛用于各种耐油制品,如 O 型圈、油封、胶

管、软管、垫圈、胶辊、鞋底、输送带,以及保温发泡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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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40025910和40025990项下。

三、登记参加调查

任何利害关系方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调查。

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应根据《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提供基本身份信息、向中国出口或进口本案被调

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以及关联情况等说明材料。《登记参加调查的参

考格式》可在相关网站(网址附后,下同)下载。

本公告所称的利害关系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个人和组织。

四、查阅公开信息

利害关系方可在相关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电话:0086-10-65197878)查
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文本。调查过程中,利害关系方可通过相关网站查

阅案件公开信息,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案件公开信息。

五、对立案的评论

利害关系方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及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家(地区)及其他相关问题如需发表评论,

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天内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六、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

方式向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为获得本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商务部通常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参加调查截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涉案的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国内生产者和国内进口商发放调查问卷。登记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也可

以从相关网站下载调查问卷。
《丁腈橡胶反倾销案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的结构和运作、被调查产品、对

中国(大陆)的出口销售、国内销售、经营和财务等相关信息、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估算的倾销幅度及核对

单等内容。《丁腈橡胶反倾销案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国内同类产品情况、经
营和相关信息、财务和相关信息、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丁腈橡胶反倾销案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

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被调查产品贸易和相关信息等内容。

未登记参加调查的其他利害关系方可直接从相关网站下载,或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索取以上调查

问卷,并按要求填报。

所有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答卷。答卷应当包括调查问卷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七、保密信息的提交和处理

利害关系方向商务部提交的信息如需保密的,可向商务部提出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处理的请求并说明

理由。如商务部同意其请求,申请保密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同时提供该保密信息的非保密概要。非保密概要

应当包含充分的有意义的信息,以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对保密信息能有合理的理解。如不能提供非保密概

要,应说明理由。如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未说明需要保密的,商务部将视该信息为公开信息。

八、不合作的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

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九、调查期限

本次调查自2017年11月9日起开始,通常应在2018年11月9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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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商务部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

邮编:100731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电话:0086-10-85093415,65198473
传真:0086-10-65198415
相关网站: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网址为http://trb.mofcom.gov.cn)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网址为http://www.cacs.mofcom.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年11月9日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7年　第7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收到加阳公司(AgriumInc.,以下简称加阳)与萨斯喀彻温钾

肥公司(PotashCorporationofSaskatchewanInc.,以下简称萨钾)合并案(以下简称本案)的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申报。经审查,商务部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经营者集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三十条,现公告如下:

一、立案和审查程序

2016年11月8日,商务部收到本案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经审核,商务部认为该申报材料不完

备,要求申报方(包括加阳和萨钾,下同)予以补充。12月5日,商务部确认经补充的申报材料符合《反垄断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此项经营者集中申报予以立案并开始初步审查。2017年1月4日,商务部决定对此

项经营者集中实施进一步审查。经进一步审查,商务部提出了对本案的竞争关注。4月1日,经申报方同

意,商务部决定延长进一步审查期限。进一步审查延长阶段届满时,申报方申请撤回案件并得到商务部同

意。6月2日,商务部对申报方的重新申报予以立案审查。商务部认为,此项集中对全球及中国氯化钾市场

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目前,本案处于进一步审查延长阶段,截止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征求了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下游客户及行业专家意见,多次召开座谈会了

解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参与者、市场结构、行业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并对申报方提交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审核。

二、案件基本情况

合并一方加阳于1992年在加拿大设立,成立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是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加阳是一家农作物营养素生产商和经销商,其通过加拿大钾肥出口公司(以下简称Canpotex)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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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销售氯化钾。

合并另一方萨钾于1989年在加拿大设立,成立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75年,是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萨钾生产、供应钾肥、磷肥和氮肥等农业肥料,并通过Canpotex向中国销售氯化钾。

根据加阳和萨钾于2016年9月11日签订的协议,两公司将通过成立新母公司的方式合并,合并后加阳

和萨钾成为新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原有股东将分别持有新母公司48%和52%的股权。

三、相关市场

(一)相关商品市场。

钾肥包括氯化钾、硫酸钾、硝酸钾、磷酸二氢钾、硫酸钾镁等,可以提高作物光合作用强度,促进开花结

果,增强作物抗旱、抗寒和抗病能力,是植物生长必需的重要肥料。交易方加阳和萨钾只生产和销售氯化

钾,不涉及硫酸钾等其他钾肥业务,本案重点考察氯化钾市场。

氯化钾通常以钾盐矿藏形式存在于地壳中,在全球钾肥销售总量中约占90%。从钾含量、特性、主要用

途等因素分析,氯化钾与其他钾肥产品之间不具有较为紧密的替代关系,农户通常根据土壤特性、作物生长

周期、期望施肥效果等因素来选择特定钾肥产品,因此氯化钾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

氯化钾按颜色可进一步细分为红钾和白钾,按颗粒大小分为颗粒钾(0.8-4.7mm)和标准钾(0.6-
3.3mm)。不同颜色和颗粒大小的细分氯化钾产品主要用途和特性并无差异,且价格变化近乎同步、高度相

关,产品替代性较强。因此,氯化钾无需按颗粒大小或颜色进一步细分,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市场。
(二)相关地域市场。

氯化钾属大宗原材料商品,主要产地为加拿大、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全球价格呈现

出相关性和同步化等特点,进口关税税率和运输成本不构成实质进出口障碍,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因此,

氯化钾的相关地域市场为全球市场,同时重点考察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四、竞争分析

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参与集中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

场份额及对市场的控制力、对消费者和其他相关经营者的影响、市场进入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此项经营者集

中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认为此项集中可能对全球及中国氯化钾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一)集中将进一步增强交易双方对全球氯化钾市场的控制力。

集中前,全球氯化钾市场高度集中,排名前四位的市场参与者萨钾、俄罗斯乌拉尔钾肥公司(以下简称

乌钾)、白俄罗斯钾肥公司(以下简称白钾)和美国美盛钾肥公司(以下简称美盛)产能约占全球氯化钾总产

能的63%。其中,交易方萨钾市场排名第一,市场实力较强。此外,鉴于萨钾对阿拉伯钾肥公司、以色列化

工和智利化学矿业等同业竞争者参股并委派董事、参与经营管理决策等事实因素,其可能对全球30%以上

的氯化钾产能施加决定性影响。交易完成后,合并后实体将整合资源,对全球氯化钾产能的控制力会进一

步增加,具有更强大的生产、供应和出口能力,进一步拉大与乌钾、白钾等主要竞争者的差距。

目前,萨钾、加阳与美盛通过 Canpotex对北美以外市场销售钾肥。交易前,Canpotex有三家股东,萨
钾、加阳和美盛势力均衡,相互制约,共同经营。交易完成后,Canpotex股东由三家变为两家,均衡格局发生

变化,美盛力量相对削弱,合并后实体因供应权比例扩大而增强话语权,其协调生产和销售的动机和能力会

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考虑Canpotex因素下,交易完成后,合并后实体实际控制全球50%左右的氯化钾产

能,进一步增强在全球氯化钾市场的控制力,可能对相关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影响。
(二)集中将进一步削弱中国氯化钾市场的买方议价能力。

经查,萨钾持有中国 A公司部分股权。交易完成后,合并后实体在全球氯化钾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增

强,其可能通过持股寻求获得中国钾肥进口相关的竞争敏感信息,进一步削弱买方议价能力。
(三)氯化钾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短期内很难出现新的市场进入者。

氯化钾属不可再生资源,生产和销售都受制于资源的特殊性。经查,进入氯化钾市场需要拥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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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矿资源,而钾矿的勘探和建设投入大、周期长,需要配备陆路、码头、铁路等基础设施,短期内很难出现新

的市场进入者对其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五、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商谈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将本案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审查意见及时告知了申报方,并与申报方

就如何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多轮商谈。对于申报方提交的限制

性条件建议,商务部按照《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试行)》规定,重点从限制性条件建议有

效性、及时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经评估,商务部认为,申报方2017年10月27日向商务部提交的限制性条件建议最终稿可以减少此项

经营者集中对竞争造成的不利影响。

六、审查决定

鉴于此项经营者集中对全球及中国氯化钾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根据申报方向商务部

提交的限制性条件建议最终稿,商务部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要求加阳和萨钾履行如下义务:
(一)合并后实体将根据以下时间表通过向一个或多个买方以协议转让、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承销、或者

通过两者结合的方式剥离萨钾持有的以色列化工、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

1.对于萨钾持有的以色列化工的股权,在协议转让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六个月

内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买方人选并经商务部批准。在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后

的三个月内达成最终协议并剥离萨钾持有以色列化工的股权。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与买方签署的

出售协议并经商务部批准。商务部在审查批准过程中所用时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在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承

销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九个月内完成二级市场销售。如有必要,交易双方可将上述

期限延长三个月。

2.对于萨钾在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在协议转让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

割后十五个月内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买方人选并经商务部批准。在确定一个

或多个买方后的三个月内达成最终协议并剥离萨钾持有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合并后实体

应向商务部提交与买方签署的出售协议并经商务部批准。商务部在审查批准过程中所用时间不计入上述

期限。在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承销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十八个月内完成二级市场

销售。

3.合并后实体及其关联公司不得通过任何形式回购上述剥离的股权,并应将剥离进展及时向商务部

汇报。
(二)在商务部附条件批准决定公布之日起五年内,未经事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合并后实体及其关联

公司在交易完成后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收购钾肥同业竞争者的任何股权。此后合并后实体将根据商务部届

时所适用的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就相关交易向商务部进行申报。五年期限届满后,合并后实体可以向商务部

提交申请并经商务部评估后解除或变更此项义务。
(三)合并后实体将使萨钾在中国 A公司的股权权益变为一种受限制的投资权益。具体而言,合并后实

体将:

1.在商务部批准之后且拟议交易交割之前,解除当前委派至或任职于中国 A 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全部

萨钾员工;

2.不行使向中国 A公司高级管理层任何职位委派或任命合并后实体员工的权利;

3.不提名或任命中国 A公司董事会的任何董事,并且不干预其他中国 A 公司股东提名或任命任何董

事的决定;

4.不寻求获得有关中国钾肥进口的竞争敏感信息的途径,也不会行使其作为中国 A 公司股东所享有

的权利来获得有关中国钾肥进口的竞争敏感信息,此类竞争敏感信息包括钾肥价格、价格谈判或竞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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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
(四)合并后实体将:

1.确保加拿大钾肥出口公司在竞争性基础上继续作为一个致力于向中国出口钾肥的稳定、可靠的供

应商。

2.促使加拿大钾肥出口公司在通过谈判达成满意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以与过去五年平均或更高的

出口量向中国供应钾肥。

3.继续保持其目前的销售做法和程序。
限制性条件的监督执行除按本公告办理外,2017年10月27日加阳和萨钾向商务部提交的附加限制性

条件建议最终稿对加阳、萨钾及集中后成立的实体具有法律约束力。
商务部有权通过监督受托人或自行监督检查申报方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申报方如未履行上述义务,

商务部将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本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附件:加阳公司与萨斯喀彻温钾肥公司合并案附加限制性条件建议最终稿(公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年11月6日

附　件 公开版

10/27/2017

加阳公司与萨斯喀彻温钾肥公司合并案

附加限制性条件建议最终稿

1.合并后实体将根据以下时间表通过向一个或多个买方以协议转让、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承销、或者通过两

者结合的方式剥离萨钾持有的以色列化工、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

1)对于萨钾持有的以色列化工的股权,在协议转让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六个月内

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买方人选并经商务部批准。在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

后的三个月内达成最终协议并剥离萨钾持有以色列化工的股权。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与买方

签署的出售协议并经商务部批准。商务部在审查批准过程中所用时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在通过证券

二级市场承销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九个月内完成二级市场销售。如有必要,交
易双方可将上述期限延长三个月。

2)对于萨钾在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在协议转让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

后十五个月内确定一个或多个买方,合并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买方人选并经商务部批准。在确定一

个或多个买方后的三个月内达成最终协议并剥离萨钾持有阿拉伯钾肥和智利化学矿业的股权。合并

后实体应向商务部提交与买方签署的出售协议并经商务部批准。商务部在审查批准过程中所用时间

不计入上述期限。在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承销的情形下,合并后实体将在拟议交易交割后十八个月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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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级市场销售。

3)合并后实体及其关联公司不得通过任何形式回购上述剥离的股权,并应将剥离进展及时向商务部

汇报。

2.在商务部附条件批准决定公布之日起五年内,未经事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合并后实体及其关联公司在

交易完成后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收购钾肥同业竞争者的任何股权。此后合并后实体将根据商务部届时所

适用的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就相关交易向商务部进行申报。五年期限届满后,合并后实体可以向商务部提

交申请并经商务部评估后解除或变更此项义务。

3.合并后实体将使萨钾在中国 A公司的股权权益变为一种受限制的投资权益。具体而言,合并后实体将:

1)在商务部批准之后且拟议交易交割之前,解除当前委派至或任职于中国 A 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全部萨

钾员工;

2)不行使向中国 A公司高级管理层任何职位委派或任命合并后实体员工的权利;

3)不提名或任命中国 A公司董事会的任何董事,并且不干预其他中国 A 公司股东提名或任命任何董事

的决定;

4)不寻求获得有关中国钾肥进口的竞争敏感信息的途径,也不会行使其作为中国 A 公司股东所享有的

权利来获得有关中国钾肥进口的竞争敏感信息,此类竞争敏感信息包括钾肥价格、价格谈判或竞争状

况等。

4.合并后实体将:

1)确保加拿大钾肥出口公司在竞争性基础上继续作为一个致力于向中国出口钾肥的稳定、可靠的供

应商。

2)促使加拿大钾肥出口公司在通过谈判达成满意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以与过去五年平均或更高的出

口量向中国供应钾肥。

3)继续保持其目前的销售做法和程序。

∗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7年　第7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商务部制定了《2018年

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总量、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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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总量、申请条件和申请程序

一、2018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

2018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14242万吨。
二、申请条件

(一)近两年具有原油进口业绩或经国家产业主管部门核准的使用进口原油的资质;
(二)拥有不低于5万吨的原油水运码头(或每年200万吨换装能力的铁路口岸)的使用权,以及库容不

低于20万立方米原油储罐的使用权;
(三)银行授信不低于2000万美元(或1.2亿人民币)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四)拥有从事石油国际贸易专业人员(至少2人);
(五)企业无走私、偷逃税、逃汇、套汇记录,近2年内未因违法违规经营受到行政、刑事处罚;
(六)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三、申请材料

申请企业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函。包括公司基本情况、符合申请条件的说明、申请原因及有关原油采购、生产使用或销售的

具体方案、从事石油国际贸易专业人员简介等;
(二)法人代表签字的年审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或《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证书》(或依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取得的备案回执)、《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
印件;

(三)银行出具的授信额度证明文件。需提供各银行总行或直属分行出具的正式文件原件,其中,中央

企业的子公司可提供总公司集体授信证明;
(四)提供原油码头(或铁路口岸)、储罐等设施的使用协议原件,地市级以上投资主管部门(或环保、消

防等其他部门)出具的该码头(铁路口岸)装卸能力和储罐库容能力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2016年至2017年1-10月原油进口业绩证明或国家产业主管部门批复的进口原油使用资质文

件。自营进口需提供报关单复印件,委托代理进口需提供代理协议或相关服务发票;
(六)2016-2017年企业所在地海关出具的无走私、违规记录的文件,所在地税务、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

无偷逃税、无逃套汇证明材料。

2017年获得商务部赋予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的加工企业无需提供(二)(三)(四)(五)(六)项材料,
其他申请允许量的企业均需按要求提供上述材料。所有申请企业须对上述材料真实性负责,提供复印件的

同时应提供原件以供核对,并提供申请材料真实性的企业法人代表签字证明。

四、分配原则

(一)分批下达。依据符合条件的企业2017年1-10月原油进口允许量的实际执行情况下达2018年第

一批进口允许量;
(二)追加调整。根据企业实际进口情况、经营需求和新增符合条件的加工企业申请,适时追加和调整

允许量;
(三)严格考核。2017年无进口业绩的企业不再安排允许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

例》,不能完成持有进口允许量的企业,应在当年9月1日前,通过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集团公司

将当年无法完成的允许量交还商务部;
(四)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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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报及审核程序

地方申请企业须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中央企业的子公司须通过集团总部统一申请。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中央企业汇总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申请材料后,于2017年11月30日前以邮寄、

快递、当面递交等方式将申请及有关材料送达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逾期概不受理。
报送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2号商务部行政事务服务大厅18号窗口李又萍;联系电话:010-65197862;

邮政编码:100731。封装申请材料的信封或者物流纸箱的表面需注明“事项编号:18010-001”字样。
商务部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于2017年12月31日前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分配进口允许量,并

将分配结果下达给有关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及中央企业。
六、有关要求

获得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的企业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自觉守法经营,维护正

常的进口秩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经查实,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货
物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7年　第7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收到马士基航运公司(MaerskLineA/S,以下简称马士基航

运)收购汉堡南美船务集团(HamburgSüdamerikanischeDampfschifffahrts-GesellschaftKG,以下简称汉

堡南美)股权案的经营者集中申报。经审查,商务部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经营者集中。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立案和审查程序

2017年3月29日,商务部收到本案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经审核,商务部认为该申报文件、资料

不完备,要求申报方予以补充。4月27日,商务部确认经补充的申报文件、资料符合《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对此项经营者集中申报予以立案并开始初步审查。5月26日,商务部决定对此项经营者集中实施进

一步审查。8月23日,经申报方同意,商务部决定延长进一步审查期限。进一步审查延长期届满时,申报方

申请撤回案件并得到商务部同意。10月24日,商务部对申报方的重新申报予以立案审查。经审查,商务部

认为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对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的普通集装箱运输市场和冷藏

集装箱运输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目前,该案处于初步审查阶段,截止日期为11月22日。
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征求了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意见,多次召开座谈会,了解行业特征、相

关市场界定、市场参与者、市场结构、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的信息,并对申报方提交的文件、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了审核。

二、案件基本情况

收购方马士基航运于2013年在丹麦注册成立,最早可追溯到1928年,最终控制人是 A.P. 穆勒—马士

基有限公司(A.P.Moller-MaerskA/S)。马士基航运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马士基航运及

其关联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集装箱班轮运输、物流及集装箱码头运营、石油开采及油轮运输等业务。
被收购方汉堡南美于1950年在德国注册成立,最终控制人是奥古斯特·欧特克公司(Dr.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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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kerKG)。汉堡南美是全球第九大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集装箱班轮运输与散货运输

业务。

2017年3月14日,马士基航运和奥古斯特·欧特克公司签订《买卖协议》,马士基航运将收购汉堡南美

100%的股权。交易完成后,汉堡南美将成为马士基航运内部的一个业务部门,该业务部门将以汉堡南美品

牌运营。

三、相关市场

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界定相关市场的指南》等规定,界定了本案的相关

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
(一)相关商品市场

经审查,马士基航运和汉堡南美在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和油

轮运输服务市场存在横向重叠;马士基航运关联企业在中国从事集装箱生产和销售业务、海运货物运输代

理服务,与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存在纵向关联。本案相关商品市场界定为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

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油轮运输服务市场、集装箱市场、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市场。

1.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和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

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是指集装箱班轮公司按照事先制定的船期表,在固定航线的挂靠港口之间,按照

规定的操作规则为非固定货主提供规范和反复的集装箱货物运输服务。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按照单位标

准箱(TEU或FFE)运价来计收运费,与非班轮运输没有替代性。集装箱运输与干散货运输、油轮运输也没

有替代性。

从服务的内容、特性、价格等角度分析,集装箱班轮运输可以按照普通和冷藏进一步细分。普通集装箱

用于运输没有特别温度要求的货物,冷藏集装箱主要用于运输需要在低温冷藏环境中贮存的货物。冷藏集

装箱通过连接船舶的电力插座,在运输过程中能够维持-30℃至20℃的温度。从需求角度看,对于需要在

运输过程中维持低温冷藏环境的货物(如肉类、水果蔬菜、海鲜等),货主只能选择冷藏集装箱运输。运输价

格上,冷藏集装箱运输的价格通常高出普通集装箱一倍以上。从供给角度看,冷藏集装箱需要有隔温层并

连接船舶的电力插座,每条船舶配备的电力插座数量有限,增加插座会大幅提高成本。为在运输过程中保

持低温冷藏的环境条件,冷藏集装箱运输对温度控制技术也有较高要求,货物在长距离运输时需要保持极

小的温度变化。因此,将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和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分别界定为不同的相关商品

市场。

2.油轮运输服务市场。

集中双方均运营为油类产品提供运输服务的液体散装油轮(以下简称油轮)。油轮配备油罐、水泵和装

卸设备等特定设施,能够运输原油、汽油等液体产品。油轮运输服务具有不定期的特点,运营商在相关区域

内寻找业务,或者根据货物情况及客户需求往返于不同港口之间承接货物。从服务的内容、特性、价格等角

度分析,油轮运输服务界定为单独的相关商品市场。

3.集装箱市场。

马士基航运关联企业在中国生产并销售集装箱。集装箱是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的上游产品。反垄断

调查表明,普通集装箱和冷藏集装箱的客户群相同,尽管制造技术存在差异,但绝大多数集装箱制造商同时

生产普通集装箱和冷藏集装箱,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也均同时采购普通集装箱和冷藏集装箱,二者供给替

代性较强。集装箱界定为单独的相关商品市场。

4.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市场。

马士基航运关联企业在中国从事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是根据客户需要并代表

客户组织货物的运输、海关清关、仓储及地面服务等活动。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区别于陆运、航空货物运

输代理服务,构成单独相关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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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地域市场。

1.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和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

在考察相关地域市场时,贸易航线是集装箱班轮运输的基本要素。本案中,集中双方存在重叠并覆盖

中国港口的普通和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包括:远东—北欧、远东—印度次大陆、远东—中东、远东—大

洋洲、远东—南非、远东—北美东海岸、远东—北美西海岸、远东—南美东海岸、远东—南美西海岸、远东—

地中海、远东—中美和加勒比海共11条航线,每条航线可根据往返两个航向进一步细分。

2.油轮运输服务市场。

根据行业实践,油轮运营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船舶,提供灵活的油轮运输服务,没有固定航线。油

轮运输服务的相关地域市场为全球市场。

3.集装箱市场。

集装箱的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向全球范围内的客户进行销售。同时,集装箱产品的运输成

本较低,进出口无实质壁垒,集装箱的相关地域市场为全球市场。

4.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市场。

由于需求方通常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货物代理服务,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商也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

务、开展竞争,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

四、竞争分析

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控制力、

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的难易程度、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影响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此项经营者集中对市

场竞争的影响。

反垄断调查表明,在集中双方存在横向重叠的上述11条普通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和冷藏集装箱班轮

运输服务航线上,除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外,在其他9条航线的往返航向上(远
东—北欧、远东—印度次大陆、远东—中东、远东—大洋洲、远东—南非、远东—北美东海岸、远东—北美西

海岸、远东—地中海、远东—中美和加勒比海),集中导致的市场份额增量和双方合并市场份额均较小,难以

对上述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在全球油轮运输服务市场,马士基航运关联企业和汉堡南美的合

计市场份额为[0-5]%,市场竞争者众多,此项集中难以在该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在与集装箱

班轮运输业务存在纵向关系的全球集装箱市场、中国海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市场,马士基航运关联企业所

占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0]%和[0-5]%,市场上存在众多竞争者,汉堡南美无相关业务,集中双方不具

有进行纵向封锁的能力,本集中难以在上述纵向关联市场上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反垄断调查表明,集中可能对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的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

输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远东为亚洲东部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南美西海岸为南

美洲西海岸的四个国家(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南美东海岸为南美洲东海岸的三个国家(巴西、

乌拉圭和阿根廷)。
(一)集中后,马士基航运可能通过汉堡南美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参加的

船舶共享协议(VesselSharingAgreement)削弱普通和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竞争。

1.集中涉及的船舶共享协议。

集装箱班轮运输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大,风险高。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航运企业之间往往开

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主要形式包括船舶共享协议、航运联盟等。船舶共享协议是由几家班轮公司共同派船

来提供一条航线上的定期班轮服务,各家公司共享航线上各条船的舱位,各自负责其参与船只的成本和运

营。航运联盟是涵盖多条航线的船舶共享协议的集合。

在船舶共享协议中,各公司不分享价格、成本等敏感信息,但是共同决定航班频率、投入运力、可用舱

位、停靠港口等,这些是班轮公司竞争的重点,也是货主选择班轮服务的重要因素。因此,船舶共享协议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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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够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船舶利用率,但也存在削弱竞争的可能。

反垄断调查显示,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马士基航运没有加入船舶共享协议,汉堡南美加入了《亚
洲—南美西海岸船舶共享协议》(以下简称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马
士基航运没有加入船舶共享协议,汉堡南美加入了《亚洲—南美东海岸船舶共享协议》(以下简称 Asia2船

舶共享协议)。

2.市场份额和市场控制力。

在考察集中双方参加的上述船舶共享协议对竞争的影响时,商务部计算了集中双方及其加入的船舶共

享协议的合计市场份额。在计算市场份额时,商务部从班轮公司的实际运量(Volume)和承运能力(运力,

Capacity)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

经查,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集中后,按运量计算,马士基航运与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各

方,在往返航向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均为[70-75]%;在北向航向(从南美西海岸行

驶到远东)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70-75]%和[70-75]%;在南向航向(从远

东行驶到南美西海岸)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70-75]%和[70-75]%。按运

力计算,马士基航运与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各方在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

别为[70-75]%和[75-80]%。因此,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集中后,马士基将通过 ASPA1,2&3船

舶共享协议增强市场控制力。

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集中后,按运量计算,马士基航运与 Asia2船舶共享协议各方,在往返航向

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55-60]%和[60-65]%;在北向航向(从南美东海岸

行驶到远东)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55-60]%和[60-65]%;在南向航向(从
远东行驶到南美东海岸)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55-60]%和[75-80]%。按

运力计算,马士基航运与 Asia2船舶共享协议各方在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分别为

[45-50]%和[40-45]%。因此,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集中后,马士基将通过 Asia2船舶共享协议增

强市场控制力。

3.其他竞争者难以对集中后的马士基航运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反垄断调查表明,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上除马士基航运及汉堡南美所属

船舶共享协议以外的其他竞争者运量和运力规模较小,难以对集中后的马士基航运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除马士基航运和 ASPA1,2 &3船舶共享协议外,Alex1船舶共享协议、

WSA船舶共享协议、WSA2船舶共享协议也提供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马士基航运和 ASPA1,2&3船

舶共享协议各方在往返航向普通和冷藏集装箱市场的运力、运量合计市场份额均超过[70-75]%,Alex1
船舶共享协议、WSA船舶共享协议、WSA2船舶共享协议所占的市场份额均不足[20-30]%,在揽货能力、

运力规模等方面落后于马士基航运和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除马士基航运和 Asia2船舶共享协议外,Asia1船舶共享协议、地中海航

运、商船三井也提供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马士基航运和 Asia2船舶共享协议各方在往返航向普通和冷藏

集装箱市场的运力、运量合计市场份额均超过[40-45]%,Asia1船舶共享协议、地中海航运、商船三井所

占的市场份额均不足[20-30]%,在揽货能力、运力规模等方面落后于马士基航运和 Asia2船舶共享协议,

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4.集中后,马士基航运能够通过汉堡南美对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以及 Asia2船舶共享协议的

决策和运营施加影响。

集中后,汉堡南美被马士基航运单独控制,马士基航运能够通过汉堡南美与上述船舶共享协议成员之

间在运力投放、航期安排、港口挂靠等方面进行协调,彼此之间的竞争程度将实质性减弱。反垄断调查进一

步表明,在船舶共享协议中,投入运力占比较大的班轮公司对船舶共享协议的决策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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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前,汉堡南美在 ASPA1,2 &3船舶共享协议以及 Asia2船舶共享协议所占的运力比例较大,分别为

[20-25]%和[40-45]%。集中后,汉堡南美在船舶共享协议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马士基航运能够对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以及 Asia2船舶共享协议的决策和运营施加影响,进而有能力发起或主导具

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调行为。
(二)集中后,马士基航运可能会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实施单方面提

价等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1.市场份额和市场控制力。

商务部考察了集中后马士基航运单方面实施提价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可能性。在远东—南美西海

岸航线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上,按运力计算,马士基航运市场份额为[25-30]%,汉堡南美市场份

额为[15-20]%,集中后合计市场份额为[45-50]%,竞争者赫伯罗特(12.0%)、达飞海运(9.8%)、日本邮

船(8.4%)与马士基航运有较大差距。运力份额是反映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市场力量的重要指标。集中

后,马士基航运通过整合运力,将大幅提升对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市场的控

制力。

2.此项集中将大幅提高该市场的集中度。

集中前,马士基航运和汉堡南美在该市场相互竞争。本交易减少了市场竞争者的数量,交易后市场集

中度明显提高。按运力计算,集中前的市场集中度指数(HHI)为1604,集中后为2652,属于高度集中市场,

市场集中度指数增量(△HHI)为1048,这一结果显示集中将明显改变该市场的结构,马士基航运在相关市

场的市场力量显著增强。

3.经济分析表明,集中后马士基航运有能力和动机实施单方面涨价。

反垄断调查显示,2017年以来,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北向航向,马士基航运提供的冷藏集装箱班轮

运输服务平均价格为 [保密信息]美元/标准箱,汉堡南美为 [保密信息]美元/标准箱,利润率超过

[保密信息]%,远高于普通集装箱运输的利润水平。过去五年,中国从南美西岸国家进口的生鲜产品(蔬
菜、海鲜、肉类)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冷藏集装箱运输市场,特别是北向航向,货
物运输的需求量较大且持续增长。

综合涨价压力指数(GUPPI)对集中后马士基航运涨价可能性的量化评估表明,集中后,马士基航运在

该航线上为获取高额利润具有较强的进一步涨价动机,其他竞争者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并购模

拟也表明,集中后,在该航线马士基航运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的涨价幅度有可能达到10%以上,从而产

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三)相关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短期内难以出现新的有效竞争者。

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存在资金壁垒。目前,国际集装箱班轮船舶大型化已成为趋

势,承载2万标准箱以上的巨型船舶已成为主流船型,造价约为1.5-2亿美元。对冷藏集装箱班轮运输服

务而言,在运输过程中对温度控制技术有较高要求,需要更高的资金、技术投入。集装箱班轮运输服务还存

在规模经济进入壁垒,航线提供的种类和数量对于争取客户十分重要。新的市场进入者难以在短时间内提

供较多的航线种类和数量,难以获得足够多的客户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集中后,马士基航运有能力和动机对双方在远东及南美地区的航线种类和数量、运力规模、销售渠道、

客户关系等重要资源进行整合,使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更加困难,短期内难以出现新的有效竞争者对

其形成有效的竞争约束。

五、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商谈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将本案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审查意见告知了马士基航运,并与马士基

航运就附加限制性条件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多轮商谈。对于马

士基航运提交的限制性条件建议,商务部按照《关于经营者集中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规定(试行)》规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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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限制性条件建议有效性、可行性和及时性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经评估,商务部认为,马士基航运于2017年11月2日向商务部提交的限制性条件建议方案能够减少此

项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
六、审查决定

鉴于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对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的普通和冷藏集装箱运输

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根据马士基航运向商务部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建议方案,商务部决定

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此项集中,要求马士基航运履行如下义务:
(1)汉堡南美在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加入的 ASPA1,2&3船舶共享协议到期后不再继续参加;
(2)汉堡南美退出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加入的 Asia2船舶共享协议;
(3)马士基航运和汉堡南美在远东—南美东海岸航线和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在本交易交割后5年

内不能与主要竞争者重新达成船舶共享协议或加入航运联盟;
(4)马士基航运削减远东—南美西海岸航线上冷藏集装箱运输的运力,使其运力市场份额降至

[34-39]%,并在本交易交割后3年内将其远东—南美西岸航线冷藏集装箱运输的运力市场份额维持在

[34-39]%以内。
限制性条件的监督执行除按本公告办理外,马士基航运于2017年11月2日向商务部提交的附加限制

性条件建议方案对马士基航运具有法律约束力。
商务部有权通过监督受托人或自行监督检查马士基航运履行上述义务的情况。马士基航运如未履行

上述义务,商务部将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本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附件:马士基航运向商务部提交的附加限制性条件建议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7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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