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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意法半导体与爱立信成立合营企业
德国舍弗勒公司并购德国大陆公司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意法半导体、爱立信公司
德国舍弗勒公司、德国大陆公司
泰国PTTCH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马来西亚Com
泰国PTTCH收购马来西亚Com50％股权
公司
德国巴斯夫收购汽巴
德国巴斯夫公司、瑞士汽巴（Ciba）公司
格雷斯收购西门子
格雷斯有限公司、西门子股份公司
茵维斯克集团与巴克莱集团收购那克塔—威 茵维斯克集团、巴克莱集团、那克塔—威戈
戈全球自动售货机股份公司
全球自动售货机股份公司
道达尔与sonntrach成立合营企业
法国道达尔公司、阿尔及利亚sonntrach公
住友与巴塞尔成立合营企业
巴塞尔公司、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三星电子收购三星sdi
三星电子、三星移动显示屏公司
诺基亚收购信比安
诺基亚公司、信比安（symbian）公司
陶氏化学公司收购科威特石油公司
陶氏化学公司、科威特石油公司
索尼收购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持有的索尼
索尼公司、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索尼BMG公
bmg50％股权
司
日本东电化株式会社（TDK）、德国爱普科
日本TDK收购德国EPCOS公司
斯EPCOS公司
KUHNE收购HGV
KUHNE公司、HGV公司
恒安收购全好
恒安国际、全好集团有限公司
爱立信公司收购北电网络公司部分资产
爱立信公司、北电网络公司
重庆百货收购新世纪百货
重庆百货、新世纪百货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收购海湾安全技术公司 美国联合技术公司、海湾安全技术公司
伊藤忠收购龙大肉食20％股权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龙大肉食
新日石收购新日矿
新日本石油公司、新日矿控股集团
三星电子和三星电机设立合营企业
三星电子、三星电机
新加坡伟创立公司和台湾亚洲光学公司设立
新加坡伟创立公司、台湾亚洲光学公司
合营企业
常熟耀皮特种玻璃公司收购太仓中玻皮尔金 常熟耀皮特种玻璃公司、太仓中玻皮尔金顿
顿特种玻璃公司
特种玻璃公司
三星泰科收购三星电子视频安全监控业务 三星泰科、三星电子
菲亚特收购克莱斯勒
菲亚特股份公司、克莱斯勒
冠捷科技收购菲利普显示器业务
冠捷科技、菲利普
美国铂金基金（PLATINUM EQUITY GROUP）
PLATINUM EQUITY GROUP 收购德尔福公司
、德尔福公司
古河斯凯株式会社及三井物产香港有限公司 古河斯凯株式会社、三井物产香港有限公司
出资韶关市阳之光铝箔有限公司
、韶关市阳之光铝箔有限公司
日本东芝株式会社收购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
日本东芝株式会社、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
硬盘驱动器业务
乐天香港控股公司收购时代零售集团公司 乐天香港控股公司、时代零售集团公司
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社与日本住友商事株 法国桦榭菲力柏契出版社、日本住友商事株
式会社建立合营企业
式会社
古河斯凯株式会社及三井物产香港有限公司 古河斯凯株式会社、三井物产香港有限公司
出资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
、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
先锋株式会社与夏普株式会社组建合资经营
先锋株式会社、夏普株式会社
企业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南京红太阳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红太阳股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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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亚萨合莱亚洲公司收购盼盼公司股权
诺基亚公司与思爱普公司组建合营企业
德国英飞凌公司与韩国LS产电公司成立合资
公司
全球半导体代工制造公司与特许半导体制造
公司成立合营企业
喜威投资收购珠海燃气100%股权
通用电气中国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索尼公司收购精工爱普生中小型晶体液晶显
示面板相关资产
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与顺特电气有限
公司组建合营企业
中电中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收购中广核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32％股权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力拓股权公司所
持西芒杜铁矿石项目部分权益
阿海珐集团收购阿海珐NP公司34％股权
唐钢股份并购邯郸钢铁和承德钒钛
泰森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山东新昌集团有
限公司
西门子收购杭州德特高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和杭州集思钢铝制品有限公司
法电国际收购台山核电30％股权
天津港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天津港股份有限公
司56.81％股份
苏威法国和天津碱厂设立合营企业
三元集团收购三鹿集团部分破产财产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烟台啤酒朝日有
限公司39％股权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红塔仁纸业
有限公司
住友化学与大连金港合资设立住化金港
美国TPG投资公司收购Aptina Imaging公司
65%股权
赛峰集团收购通用电气国土保护公司81％的
股权
京西重工收购德尔福制动系统和悬架系统资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收购百丽旗下满景公
司85%股权和基洋公司100%股权
卡夫收购吉百利
重庆百货收购新世纪百货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中国
英茂糖业有限公司60％股权
索尼株式会社收购夏普显示器产品株式会社
34％股权
Renova公司收购Sulzer公司
UPM公司收购Metsaliitto林业集团乌拉圭纸
浆业务
神州数码控股公司收购SJI公司部分股权
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亚萨合莱亚洲公司、盼盼公司
诺基亚公司、思爱普公司
德国英飞凌公司、韩国LS产电公司
全球半导体代工制造公司、特许半导体制造
公司
喜威投资、珠海燃气
通用电气中国、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索尼公司、精工爱普生
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
公司
中电中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广核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力拓股权公司
阿海珐集团、阿海珐核电公司（Areva NP）
唐钢股份、邯郸钢铁、承德钒钛
泰森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山东新昌集团有限
公司
西门子、杭州德特高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集思钢铝制品有限公司
法电国际、台山核电
天津港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苏威法国、天津碱厂
三元集团、三鹿集团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啤酒朝日有限
公司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红塔仁纸业有
限公司
住友化学、大连金港
美国德州太平洋投资公司（TPG）、Aptina
Imaging公司
赛峰集团、通用电气国土保护公司
京西重工、德尔福公司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百丽旗下满景公司
卡夫食品公司、吉百利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百货、新世纪百货
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英
茂糖业有限公司
索尼株式会社、夏普显示器产品株式会社
雷瓦诺集团（Renova）公司、Sulzer公司
芬兰芬欧汇川（UPM）公司、Metsaliitto林
业集团
神州数码控股公司、日本SJI公司
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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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福州百事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
并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邯郸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和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阿尔法基金，南欧投资有限合伙和南欧投资
第四有限合伙收购意大利帕马斯公司
比塞洛斯国际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成立合资
企业
上海电气收购美国高斯国际
甲骨文收购太阳
达索公司收购泰蕾兹公司股份
阿古斯塔公司与CAE集团成立合营企业
巴西Votorantim公司收购Aracruz公司股份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福州百事可乐
饮料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阿尔法基金、南欧投资有限合伙、南欧投资
第四有限合伙、意大利帕马斯公司
比塞洛斯国际公司、淮南矿业集团

上海电气集团、美国高斯国际集团
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太阳微电子公司
达索公司、泰蕾兹公司
阿古斯塔公司、CAE集团
巴西工业集团、阿拉克鲁兹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航空股份
东方航空收购上海航空公司
有限公司
阿布扎比国际石油公司、诺瓦化学（NOVA）
国际石油公司收购NOVA公司
公司
美国默克制药（MERCK）公司、美国先灵葆
美国MERCK收购美国SP公司
雅（SP）公司
法国佛吉亚收购美国埃母康
法国佛吉亚公司、美国埃母康环保技术公司
朝日啤酒收购青岛啤酒19。99％股权
朝日啤酒、青岛啤酒
惠普公司与三康（3Com)公司
惠普公司、三康（3Com)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中国平安入股深发展银行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NEC电子公司与瑞萨科技公司合并
NEC电子公司、瑞萨科技公司
三菱化学控股株式会社收购三菱丽阳株式会 三菱化学控股株式会社、三菱丽阳株式会社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埃森哲国际有
中通服和埃森哲成立合营企业
限责任公司
新加坡航空工程公司、赛峰电子亚洲私人有
新航工程收购赛峰电子亚洲49%股权
限公司
TTM科技公司收购美维印刷线路板业务
迅达科技有限公司、美维控股有限公司
思科系统公司收购天地数码有限公司有线电
思科系统公司、天地数码有限公司
视机顶盒业务
日本三菱丽阳有限公司扩大在中国聚甲基丙
日本三菱丽阳有限公司
烯酸甲酯（PPMA）铸塑板产能
中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超懋有限公司、奥
中升集团收购超懋、奥祥公司股权
祥有限公司
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与株式会社东芝
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株式会社东芝
设立合营企业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戴姆勒股份公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戴姆勒股份公
司和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设立合营企 司、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
业
泰科电子有限公司收购ADC电讯公司
泰科电子有限公司、美国ADC电讯公司
TRITON并购WITTUR(威特集团)
美国粹通公司、威特集团
英特尔公司收购英飞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英特尔公司、英飞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线解决方 业务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公司
住友收购USIMINAS子公司MUSA 30%股权
、米拉斯吉拉斯矿业公司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与韩国湖南石油化学株式 三井化学株式会社、韩国湖南石油化学株式
会社设立合营企业
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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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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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份收购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和四川新希望农牧有
限公司
国际纸业公司收购爱生雅包装新加坡私人有
限公司100%股权
大同煤矿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与比塞洛斯国际
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Micron technology, inc收购Numonyx
holdings bv
对中广核华美投资有限公司收购美亚电力有
限100%股权
波尔亚太有限公司收购健力宝有限公司所持
佛山市三水健力宝富特容器有限公司65%股
权
阿尔斯通控股公司收购阿尔斯通水电公司
台湾群创公司收购台湾奇美公司和台湾统宝
公司
阿尔斯通控股公司收购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
限公司
松下株式会社收购日立公司大型电视用液晶
面板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收购高佳太阳能
有限公司70.19%股权
湖南石油化学株式会社收购大腾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72.32%股权
浙江吉利公司、大庆市国有资产公司及上海
嘉尔沃公司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和沃尔沃汽
车北美有限公司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莱芜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等公司
美特集团收购伊里奇钢铁
亨氏公司与福达食品有限公司
润飞贸易与嘉吉投资组建合营企业

117

高盛公司与TPG公司收购Ontex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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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电气（中国）和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
的股权收购和组建合营企业
拓领货代公司收购TRIDEC公司全部股权
陶氏化学公司和三井物产公司在美国设立合
营企业
日本三得利酒类株式会社收购香港ASCFINE
WINES HOLDING LIMITED
NEC公司收购卡西欧日立移动通信公司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与南方新希望实
业有限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深圳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与富士电机控股有限公司设立
合营公司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与日本株式会社及三井物
产株式会社成立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六和集
团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农牧有限公司
国际纸业公司、爱生雅包装新加坡私人有限
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责任有限公司、比塞洛斯国际
公司
美光科技公司、恒忆半导体有限公司
中广核华美投资有限公司、美亚电力有限公
司
波尔亚太有限公司、健力宝有限公司、佛山
市三水健力宝富特容器有限公司
阿尔斯通控股公司、阿尔斯通水电公司
台湾群创公司、台湾奇美公司、台湾统宝公
司
阿尔斯通控股公司、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
公司
松下株式会社、日立公司
保利协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高佳太阳能有
限公司
湖南石油化学株式会社、大腾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浙江吉利公司、大庆市国有资产公司、上海
嘉尔沃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沃尔沃汽车
北美有限公司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美特集团有限公司、伊里奇钢铁公司
亨氏公司、福达食品有限公司
润飞贸易、嘉吉投资
高盛投资集团、美国德州太平洋集团、安泰
士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
拓领货代公司、TRIDEC公司
陶氏化学公司、三井物产公司
日本三得利酒类株式会社、香港圣皮尔精品
葡萄酒公司
NEC公司、卡西欧日立移动通信公司
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南方新希望实
业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富士电机控股有限公司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日本株式会社、三井物
产株式会社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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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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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与蒂森克虏伯公司成
立合营企业经营者集中
贝恩资本收购亚新科集团三家境外子公司
法国欧尚集团与台湾润泰集团合资公司股权
结构调整经营者集中
罗地亚公司收购飞翔化工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公司与戚墅堰公司经营者集中
荷兰家乐福（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河北
保龙仓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博泽汽车零部件（科堡）有限两合公司与赛
威传动有限两合公司成立合营企业
思捷环球中国分销有限公司收购荣升有限公
司100％股权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重组新疆建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YILDIRIM HOLDING AS收购CMA CGM（法国达
飞海运集团公司）全部股份的20%
四维国际公司与贝恩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苏皇全球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河北太
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ON半导体公司收购三洋半导体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收购德莱赛控股有限公司
佛吉亚公司收购埃姆康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威集团设立
合营企业
施耐德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阿海珐输
配电控股有限公司中压配电业务
比塞洛斯国际公司收购特雷克斯公司采矿设
备业务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与阿海珐核能公司设立
合营企业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和国泰航空有限
公司成立合营企业
艾睿电子收购好利顺电子全部表决权股份
国航与发动机支持控股公司（ESH）收购四
川斯奈克玛公司
通用电气与英特尔成立合营企业
浦项制铁收购大宇国际68.15%股份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收购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和JGC corporation收购
Ebara Engineering Services co., ltd
中国电子集团公司收购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股
上海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及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收购飞利浦中国彩电业务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裕燃气控股有
限公司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欧洲航空防务航天公司、蒂森克虏伯公司
贝恩资本、亚新科集团
法国欧尚集团、台湾润泰集团合资公司
罗地亚公司、飞翔化工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公司、戚墅堰公司
荷兰家乐福（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河北保
龙仓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博泽汽车零部件（科堡）有限两合公司、赛
威传动有限两合公司
思捷环球中国分销有限公司、荣升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新疆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YILDIRIM HOLDING AS、法国达飞海运集团
公司
四维国际公司、贝恩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苏皇全球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太行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安森美半导体公司、三洋半导体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德莱赛控股有限公司
佛吉亚公司、埃姆康公司
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威集团
施耐德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阿海珐输配
电控股有限公司
比塞洛斯国际公司、特雷克斯公司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阿海珐核能公司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国泰航空有限
公司
艾睿电子有限公司、好利顺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支持控
股公司（ESH）、四川斯奈克玛航空发动机
维修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公司、英特尔公司
浦项制铁公司、大宇国际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日本日挥株式会社、日
本荏原工程服务公司
中国电子集团公司、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百联集团
有限公司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飞利浦中国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中裕燃气控股有限
公司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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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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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从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对台橡（南通）丁腈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50%出资权
巴斯夫贸易和出口有限公司并购科宁控股公
雷纳特集团收购荷兰车身系统有限公司100%
股权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和
ONEX CORPOATION收购统基集团
LG化学收购LG—DOW有限公司50%股权交易
欧洲控股合伙和战略投资基金收购欧米伽
51%和10%股份
爱信精机增持爱德克斯5%股权
三井物产亚太有限公司收购上海锦江国际低
温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认购该公司
的增资
太古股份收购阿克苏诺贝尔廊坊部分股权
爱克发印艺公司与深圳兄弟高登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设立合资企业
阿西亚·布朗·勃法瑞（中国）与北京交大
微联设立合营公司
颖佳公司收购中新地产部分股权
奥托立夫集团公司收购北京德尔福汽车安全
产品有限公司51%股权
丹纳赫公司与库柏实业公司设立合资企业
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与住友金属矿山株式
会社合并铜材料加工业务
攀成伊红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吸收新股东
并增资扩股
川岛织物、丰田纺织、丰田通商、帝人、龙
村美术设立合资公司
爱德克斯收购爱信精机部分股权和资产
三菱收购CMP部分股权
贝恩收购斯泰龙
英特尔公司收购德州仪器公司电缆调制解调
器业务
韦丹塔资源公司向英美公司收购锌业务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公司收购重庆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12.25%股份
百仕通集团收购普杰集团
奥克斯堡收购ICEC控股下属三家子公司
阿基利斯（ACHILLES）荷兰控股有限公司收
购BRIT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成
立合营企业
住友公司和住友香港通过收购首创香港设立
的公司40%股权的方式与首创香港设立合营
企业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收购TOPVALU
COLLECTION
株式会社34%股权
卡塔尔石油公司取得通用电气下属PII集团
联合控制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朗盛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台橡（南通）丁腈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巴斯夫贸易、出口有限公司、科宁控股公司
雷纳特集团、荷兰车身系统有限公司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
ONEX公司、统基集团
LG化学、LG—DOW有限公司
欧洲控股合伙和战略投资基金、欧米伽
株式会社爱德克斯、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三井物产亚太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低温
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诺贝尔装饰涂料
（廊坊）有限公司
爱克发印艺公司、深圳兄弟高登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阿西亚·布朗·勃法瑞（中国）、北京交大
微联
颖佳有限公司、中新地产
奥托立夫集团公司、北京德尔福汽车安全产
品有限公司
丹纳赫公司、库柏实业公司
三井金属矿业株式会社、住友金属矿山株式
会社
攀成伊红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川岛织物、丰田纺织、丰田通商、帝人、龙
村美术
株式会社爱德克斯、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智利太平洋矿业公司
贝恩资本、斯泰隆
英特尔公司、德州仪器公司
韦丹塔资源公司、英美公司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公司、重庆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
百仕通集团、普杰集团
奥克斯堡碳有限公司、ICEC公司
阿基利斯（ACHILLES）荷兰控股有限公司、
BRIT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住友公司、住友香港、首创香港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TOPVALU COLLECTION株
式会社
卡塔尔石油公司、通用电气下属PII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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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称
美蓓亚株式会社收购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马达业务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改制重组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重组
三井物产通过定向增资的方式收购天津市捷
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20.98%股权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户田工业株式会社与
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合营
企业
广汇汽车收购唐都机电和陕西唐兴100%股权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有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收
购摩托罗拉有限公司主要公众无线网络基础
设施业务相关资产项目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南车戚墅堰机
车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阿波罗和FSI分别收购力拓公司所持有的欧
米伽达51%和10%的股份
M.C. INVERSIONES LIMITADA收购COMPANIA
MINERADEL PACIFICO S.A.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美蓓亚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户田工业株式会社、
宁波杉杉新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西安秦川唐都机电
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陕西唐兴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有限公司、摩托罗拉有限
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南车戚墅堰机
车有限公司
阿波罗、FSI、力拓公司、欧米伽达

智利M.C. INVERSIONES LIMITADA、智利太
平洋矿业公司
日本住生活集团株式会社、意大利帕马斯迪
住生活收购帕玛斯迪利沙
利沙有限责任公司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伊藤忠（中国）集团
伊藤忠收购山东如意30%股权
有限公司、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航力源
卡特彼勒中国与力源设立合营企业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庞大汽贸、长沙和信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庞大汽贸收购长沙和信等7家公司
公司等七家公司
住友和马自达设立合营企业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马自达汽车公司
花旗投资、养老金投资收购迪拜澳港75%股 花旗集团非传统投资有限公司、公共部门养
权
老金投资委员会、迪拜港口世界有限公司
住友商事增资收购SWAC10%股份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SWAC公司
日本国株式会社迅销、日本国三菱商事株式
迅销与三菱商事设立合营企业
会社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海尔人寿保险有限
北大方正集团收购海尔人寿保险51%股权
公司
广汇汽车服务公司收购山东翔宇汽车投资控
广汇汽车服务公司、山东翔宇汽车投资控股
股等15家公司股权
耶尔德勒姆控股有限公司、马耳他自由港码
耶尔德勒姆控股收购马耳他自由港码头
头公司
赛诺菲收购美华太阳石医药公司
法国赛诺菲集团、中国美华太阳石医药公司
LG电子与日立技术成立合营企业
LG电子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日立工业设备技
泰雷兹国际、上海自仪和上海电气成立合资 泰雷兹国际、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香港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香港公司
收购山东新银麦啤酒公司100%股权
、山东新银麦啤酒公司
比利时贝卡尔特公司、新余贝佳金属制品有
贝卡尔特收购新余贝佳50%股权
限公司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电液晶技术株
天马电子收购日电液晶全部股权
式会社
欧洲锆业公司、上海高泰稀贵金属股份有限
欧洲锆业于上海高泰设立合资公司
公司

序号
215

案件名称

217

中国华润无偿受让北药集团1%股权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有限合伙、维斯达资本
合伙、森特维资本普通合伙有限公司联合收
购德蒙蒂食品公司
艾睿电子有限公司收购合众达国际等六家企

218

克利夫斯收购汤普森联合铁矿

219

伊藤忠收购德拉蒙德国际20%股份

220

伊藤忠收购中信国际资产25%股权

221

施耐德收购利德华福

222

飞利浦收购奔腾电器

216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中国华润总公司、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有限合伙、维斯达资本
合伙、森特维资本普通合伙有限公司、德蒙
蒂食品公司
艾睿电子有限公司、合众达国际有限公司
美国克利夫斯自然资源公司、加拿大汤普森
联合铁矿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德拉蒙德国际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利
德华福电气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奔腾电气
（上海）有限公司

韩国SK电讯有限公司收购海力士半导体公司
韩国SK电讯有限公司、海力士半导体公司
21.05%股份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仁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
联想与仁宝设立合营企业
公司
阿科玛收购道达尔公司马蒂斯业务
法国阿科玛集团、法国道达尔公司
株式会社骊住收购青岛海尔新厨房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骊住、青岛海尔新厨房有限公司
51%股权
国际纸业与太阳纸业设立合营企业
国际纸业公司、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博通公司收购NetLogic微系统公司
博通公司、NetLogic微系统公司
中铝和力拓设立合营企业
中国铝业公司、力拓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高通收购创锐讯
高通股份有限公司、创锐讯公司
宝马和标致设立合营企业
宝马股份公司、法国标致有限公司
阿海珐核能公司和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 阿海珐核能公司、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限公司
高仪收购中宇部分股权
高仪控股有限公司、中宇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丹马士国际有限公司、新时代国际运输服务
丹马士国际收购NTS香港
有限公司
如家收购莫泰
如家酒店集团、莫泰168国际控股公司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收购内蒙古亿阳汇众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内蒙古亿阳汇众、
等公司
亿阳汇丰、亿阳汇达、内蒙古伍阳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收购唐山广润和田等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唐山广润和田
公司
日本住生活集团收购新加坡Amtronic公司股 日本住生活集团、新加坡Amtronic公司
日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设立合营企业
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三菱重工
美国超导公司收购斯维奇工程公司
美国超导公司、斯维奇工程公司
青岛海尔家居集成股份有限公司、TOSTEM通
海尔家居与通世泰设立合营企业
世泰株式会社
嘉吉集团、三井物产株式会社、Stichting
嘉吉,三井物产,ABP设立合营企业
Pensionenfonds ABP公司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标致雪铁
长安集团与标致雪铁龙设立合营企业
龙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五十铃公司增持SML Isuzu公司部分股 日本五十铃公司、SML五十铃公司
伊藤忠纸浆株式会社、艾利丹尼森日本材料
伊藤忠收购艾利丹尼森日本材料10%股权
株式会社
普洛斯间接收购航港发展部分股权
新加坡普洛斯公司、中国航港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同方有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同方有限
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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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案件名称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日立化成工业株式会社、香港美加伟华（远
日立化成收购香港美加伟华和广州美嘉伟华
东）实业有限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美加伟
部分股权
华（第三）有限公司
泰高国际有限责任公司、珠海市世海饲料有
泰高国际收购世海饲料
限公司
德州仪器收购国家半导体
德州仪器公司、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收购Santa Vitoria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桑塔.维多利公司
Acucare Alcool LTDA50%股权
艾睿电子有限公司收购理察森电子有限公司
艾睿电子有限公司、理察森电子有限公司
射频/无线和电力转换事业部
菲亚特股份公司收购VM Motori S.P.A.50%
菲亚特股份公司、VM Motori S.P.A.公司
股权
古河电工产业电线株式会社、沈阳古河电缆
古河电工产业电线株式会社、沈阳古河电缆
有限公司与河北华通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有限公司、河北华通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
帝亚吉欧收购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帝亚吉欧、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古河金属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古河金属
（无锡）有限公司60%股权
（无锡）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收购科孚德机电集团90%股权
通用电气公司、科孚德机电集团
卡特彼勒收购彼塞洛斯国际公司
卡特彼勒公司、彼塞洛斯国际公司
CEDAR I控股公司收购康普公司
CEDAR I控股公司、康普公司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收购瑞萨电子Parma业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瑞萨电子株式会社
海南嘉华控股和北京惠通陆华汽车销售公司
海南嘉华控股、北京惠通陆华汽车销售公司
合并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电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电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设立合营企业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台湾六和机械股份有限
住友商事与台湾六和机械设立合营企业
公司
都福股份公司收购恩智浦公司声音解决方
都福股份公司、恩智浦公司
业务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与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设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立合营企业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与通用商务金融(香港)设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通用商务金融(香港)
立合营企业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收购拉萨弘进汽贸和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拉萨弘进
Acme Joy Group100%股权
汽贸有限公司、Acme Joy Group
株式会社KEIHIN收购昭和电工汽车空调用热
株式会社KEIHIN、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交换器业务
华平创业投资公司和维斯塔尔资本间接收购 华平创业投资公司、维斯塔尔资本、特来顿
特来顿国际租箱公司
国际租箱公司
默沙东药厂收购上海先声药业51%股权
默沙东药厂、上海先声药业
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
神钢投资收购无锡压缩机
公司
TDK株式会社收购日东电工(上海)电能源65%
TDK株式会社、日东电工(上海)电能源
股权
恒天集团收购立信公司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立信工业有限公司
陶氏化学与宇部兴产株式会社设立合营企业 陶氏化学公司、宇部兴产株式会社
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路博润100%股权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路博润公司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国际有限公司收购大华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国际有限公司、大华润
润福旦投资公司
福旦投资公司
通力公司收购巨人通力电梯公司40%股权
通力公司、巨人通力电梯公司
应用材料公司收购维利安半导体设备公司 应用材料公司、维利安半导体设备公司

序号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案件名称
巴斯夫投资公司与济宁浩珂矿业工程设备公
司设立合资企业
杜邦州中国集团与浙江海正集团设立合营企
上海汽车集团与沃尔沃客车公司成立合营企
尤妮佳株式会社收购哈茨山公司
联合株式会社收购鸿兴印刷集团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
斯道拉恩索收购正元国际印刷包装公司和天
普威公司部分股权

285

富通公司收购昭和公司18.54%股份

286

奥维信和江苏亨通光电设立合营企业

287

爱德克斯,六和,丰通设立合营企业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巴斯夫投资公司、济宁浩珂矿业工程设备公
司
杜邦州中国集团、浙江海正集团
上海汽车集团、沃尔沃客车公司
尤妮佳株式会社、哈茨山公司
联合株式会社、鸿兴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斯道拉恩索集团、正元国际印刷包装公司、
天普威公司
富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日本昭和电线
控股株式会社
美国OFS-费特有限责任公司（古河电工）、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爱德克斯、六和机械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丰田通商株式会社

黑龙江黑化股份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
黑龙江黑化股份公司、翔鹭石化公司
收合并翔鹭石化公司
江苏润邦与卡哥特科设立合营企业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卡哥特科公司
泰科国际有限公司、厦门准信机电工程有限
泰科国际收购厦门准信
公司
大众汽车收购曼恩公司
大众汽车公司、曼恩公司
三井物产公司持有JM能源公司50%股份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JM能源有限公司
日本电产收购三样精密株式会社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三洋精密株式会社
迅达控股,迅达(中国)电梯合计收购许昌西 迅达控股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
继电梯公司46%股权
公司、许昌西继电梯有限公司
Linea Ltd.收购Donalink Ltd.股权
Linea有限公司、Donalink有限公司
斯必克有限公司、克莱德联合（控股）有限
斯必克收购克莱德
公司
苏威股份公司收购罗地亚股份公司
苏威股份公司、罗地亚股份公司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
住友商事,日产汽车等4家企业成立合营企业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昭和壳牌石油株式会社
上海宝钢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三井物产株式
上海宝钢国际与三井物产合资
会社
诺西收购摩托部分资产
诺基亚西门子通信有限公司、摩托罗拉公司
丰田株式会社收购依摩泰株式会社
丰田株式会社、依摩泰株式会社
爱信精机、慧国工业和信昌机械设立合资企 爱信精机株式会社、慧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
、信昌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南瑞和通用中国共同设立合资企业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万德四方收购小肥羊部分股权
万德四方投资有限公司、小肥羊集团有限公
雀巢收购银鹭食品饮料业务
雀巢有限公司、厦门银鹭集团有限公司
戴姆勒和罗尔斯共同收购图格纳姆和卑尔根 戴姆勒股份公司、罗尔斯-罗伊斯集团公司
业务控制权
、图格纳姆和卑尔根股份公司
雀巢公司收购徐福记60%股权
雀巢有限公司、徐福记国际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斯必克斯冷却
上海电器与斯必克斯成立合营企业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重啤股份、轻纺集团和嘉士伯香港设立合资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轻纺控股（集
企业
团）公司、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德纳控股和博世力士乐成立合资企业
德纳控股有限公司、博世力士乐股份公司
住友金属和住友商事共同收购夸德拉智利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45%股权
、夸德拉FNX矿业有限公司、夸德拉智利公
司
久益环球收购国际煤机股权
久益环球公司、国际煤机集团

序号

案件名称

313

科尔伯格和银湖集团收购戈达迪集团股权

314

艺康公司收购纳尔科控股股权

315

海斯坦普收购蒂森克虏伯武汉100%股权

316
317

博地能源和安塞乐米塔尔收购麦克阿瑟公司
股权
湖南投资增资取得湖南杉杉25%股权并与之
组建合营企业

318

住友商事、住友轻金属和古河收购阿科铝业

319

三星公司与住友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320

中石油和英力士成立合资企业

321

华润万家（香港）收购洪克隆百货100%股权

322
323
324

阿法拉伐收购欧堡工业
丹纳赫收购贝克曼库尔特100%股权
杜邦公司收购丹尼斯公司

325

江苏熔盛收购安徽全柴100%股权

326

普睿司曼收购特雷卡部分股权

327

ABB中国和国电南自设立合资企业

328
329

博世和戴姆勒设立合资企业
晶澳太阳能收购兴盛控股100%股权

330

日电中国和沈阳东软共同设立合资企业

332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荣信电力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巴斯夫和英力士成立合资企业

333

阿布扎比投资收购西班牙石油股权

334

三菱收购瓦尼第一、瓦尼第二和谢灵汉姆
50%股权

331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有限合伙、银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戈达迪集团
艺康公司、纳尔科控股公司
西班牙海斯坦普汽车公司、蒂森克虏伯武汉
金属成型有限公司
博地能源公司、安塞乐米塔尔公司、麦克阿
瑟煤炭有限公司
湖南投资株式会社、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
司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住友轻金属工业株式会
社、古河斯凯株式会社、阿科铝业公司
三星LED公司、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中国石油国际实业（伦敦）有限公司、英力
士投资（泽西）有限公司
华润万家（香港）有限公司、江西洪客隆百
货投资有限公司
瑞典阿法拉伐集团、丹麦欧堡工业集团
丹纳赫公司、贝克曼库尔特公司
杜邦公司、丹尼斯公司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安徽全柴集团有限
公司
意大利普睿司曼公司、荷兰特雷卡股份有限
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ABB（中
国）有限公司设立合资企业案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姆勒公司
晶澳太阳能控股有限公司、兴盛控股公司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沈阳东软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荣信电力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德国巴斯夫公司、英力士实业控股公司
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西班牙国家石
油公司
三菱、瓦尼第一、瓦尼第二、谢灵汉姆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住友商事株式
松下、住友、同和环保与杭州大地组建合营
会社、同和环保再生有限公司、杭州大地环
企业
保公司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比亚迪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
汽车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汽车有限公司
爱立信收购广东北电相关资产
爱立信公司、广东北电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ABB（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四方继保自动
ABB中国和四方股份设立合资企业
化股份有限公司
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飞机制造
伊顿与上气成立合资公司
有限公司
山特维克（中国）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山特维克中国和山能机械组建合营企业
能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陕航电气与汉胜控股组建合营企业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汉胜控股公司
金川集团收购梅特瑞斯全部股权
金川集团公有限公司、南非梅特瑞斯公司
苏州禾盛、JFE钢铁和杰富意商事组建合营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JFE 钢铁
企业
株式会社、杰富意商事（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

序号

案件名称

344

东丽、戴姆勒与ACE组建合营企业

345
346

菊池冲压吸收合并高尾金属
中化集团收购帝斯曼集团子公司50%股权

347

广汽集团换股吸收合并广汽长丰

348

山特维克收购上海建设路桥80%股权

349

上海医药收购中国健康公司100%股权

350

俄罗斯石油收购鲁尔石油50%股权

351

德纳香港收购东方德纳46%股权

352

捷德公司和BEB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353

东软集团和东芝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354

梅耶伯格公司收购罗特-劳公司部分股权

355
356

联宇基金和新创建集团收购海沃集团70%股
权
东软集团、埃迪斯、伊藤忠商事和伊藤忠中
国设立合资公司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东丽株式会社、戴姆勒有限公司、Advanced
Composite Engineering公司
菊池冲压株式会社、高尾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中化集团、帝斯曼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汽长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案
山特维克公司、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健康系统
有限公司
俄罗斯石油公司、鲁尔石油公司
德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东方德纳车桥有限
公司
德国捷德公司、BEB公司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芝解决方案株式
会社
瑞士梅耶博格股份公司、德国罗特-劳股份
公司
联宇投资基金、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荷兰
海沃集团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埃迪斯公司、伊藤
忠商事株式会社、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肖特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海润光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麒麟控股株式会社、华耀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Kiri新加坡公
希悦尔公司、泰华施控股公司
贝恩资本、中国消防安全集团公司
Dellawood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俄罗斯
Closed Joint Stock Company SIBUR 控股
公司
希杰GLS株式会社、希杰第一制糖株式会社
、大韩通运株式会社
爱索矿业有限公司、特诺公司
日本产业革新机构株式会社、日立显示公司
、索尼移动显示公司、东芝移动显示公司

357

肖特太阳能与海润光伏组建合营企业

358
359
360
361

麒麟集团认购华耀投资40%股权
浙江龙盛增持Kiri新加坡部分股权
希悦尔公司收购泰华施公司股权
贝恩资本收购中国消防安全集团公司
Dellawood Holdings Limited 收购Closed
Joint Stock Company SIBUR Holding
希杰GLS株式会社、希杰第一制糖株式会社
收购大韩通运株式会社37.6%股权
爱索矿业有限公司与特诺公司股权与资产交
日本产业革新机构株式会社收购日立显示公
司、索尼移动显示公司和东芝移动显示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赛峰公司设立合资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赛峰公司
企业上海赛飞航空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日立金融株式会社、住友三井汽车租赁服务
日立金融收购住友三井汽车20%股权
株式会社
住友三井汽车租赁服务株式会社、日立金融
住友三井汽车收购日立汽车49%股权
汽车租赁株式会社
东芝收购PM&T50%减1股股权
日本东芝公司、美国西屋电气公司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三菱电机、三菱商事收购ETA三菱部分股权
ETA三菱电机电梯公司、ETA印度三菱电梯工
及ETA印度全部业务
程私人公司
帝斯曼琥珀酸有限责任公司、罗盖特有限责
帝斯曼与罗盖特组建合营企业
任公司
现代金融株式会社、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北汽与现代设立合营企业
、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
中航民用航空电子有限公司、通用电气航空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通用电气航空系统太平
中航民电和通用电气组建合营企业
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序号

案件名称

374

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

375

莱格森收购上海燕都60%股权

376

亚萨合莱收购国强五金100%股权

377

伊士曼收购首诺

378

香港永裕收购浙江大生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德国普茨迈斯特控
股有限公司
莱格森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燕都塑化贸易有
限公司
亚萨合莱亚洲控股有限公司、山东国强五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士曼化工公司、首诺公司
永裕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浙江大生医药
有限公司

高盛集团、安宏国际共同收购环联公司100%
高盛集团、安宏国际、环联公司
股权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三井住友、住友商事收购RBS航空资本
RBS航空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长春一汽四环
博士中国与一汽四环设立合营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
上海电气与施耐德
（中国）有限公司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收购吉林瑞孚投资有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吉林瑞孚投资有限
限公司等十三家公司
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新天津生态城
西门子与生态城合资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友和三商行合资
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产业革新机构株式会社、TCM株式会社
日产机构收购TCM和日产叉车
、日产叉车株式会社
马自达收购AKI座椅制造和AKI座椅运营公司 马自达汽车公司、AKI座椅制造公司、AKI座
各10%股权
椅运营公司
日新制钢与日金工合并
日新制钢株式会社、日本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三菱电机、三菱中国和士林国际设立合营企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
业
司、士林电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葛兰素史克与第一三共设立合营企业
葛兰素史克公司、第一三共株式会社
伊藤忠收购东洋先进机床70%股权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东洋先进机床有限公
中都物流、格罗唯视和现代汽车设立合营企 中都物流有限公司、北京格罗唯视储运有限
业
公司、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洋橡胶工业株式会社、广东时利和汽车实
东洋橡胶与广东时利和设立合营企业
业集团有限公司
丹麦维顺与日本捷恩智设立合营企业
丹麦维顺公司、日本捷恩智纤维公司
伊藤忠塑料、帝人化成、东洋油墨和普拉材 伊藤忠塑料株式会社、帝人化成株式会社、
料设立合营企业
东洋油墨SC控股株式会社、普拉材料株式会
社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百事可乐
百事中国收购北京百事15%股份
饮料有限公司
泰科国际有限公司、厦门准信机电工程有限
泰科国际收购厦门准信
公司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同方有限
正通收购同方
公司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拉萨弘进
正通收购拉萨弘进
汽贸有限公司
SK电讯收购海力士部分股权
韩国SK电讯有限公司、海力士半导体公司
博通收购NetLogic
博通公司、NetLogic微系统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与喜力亚太酿酒（中 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喜力亚太酿酒（中
国）经营者集中
国）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深圳市北方投资有限
俄铝收购北方投资部分股权
公司

序号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案件名称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日本桐生株式会社、富士和（湖北）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
村田收购瑞萨Parma业务
株式会社村田制作所、瑞萨电子株式会社
吉坤日矿日石能源株式会社、韩国SK综合化
吉坤能源收购SK化学子公司50%减1股股权
学株式会社
五十铃增持SMLI部分股份
日本五十铃公司、SMLI公司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仁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
联想与仁宝设立合营企业
公司
江苏友谊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友商
江苏友谊合升、住友商事成立合营企业
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香港有限公司
波兰铜业收购Quadra FNX 100%股权
波兰铜业集团、加拿大Quadra FNX矿业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电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投资与通用中国设立合营企业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旭硝子清美化学株式会社、无锡通达锂能科
旭硝子清美收购无锡通达51%股权
技有限公司
新日铁与塔塔钢铁设立合营企业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塔塔钢铁有限公司
新日铁与住友金属合并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住友金属工业株式会
江西稀有金属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国
江西钨业与德国世泰科成立合营企业
世泰科集团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百事（中国）投
康师傅收购百事
资有限公司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粮食集
伊藤忠和京粮收购华藤米业股权
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藤示范米业有限公
司
JVC建伍股份有限公司、信升国际控股有限
JVC建伍收购信升国际股权
公司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山阳特殊制钢株式会社
三井、山阳收购Navyng部分股权
、Navyug 特殊制钢公司
强生收购辛迪思
美国强生制药公司、瑞士辛迪思公司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大宇水泥（山
中联水泥收购大宇水泥
东）有限公司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
康明斯中国与广西柳工组建合营企业
械股份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年代煤矿机电设备
卡特彼勒收购年代煤矿机电
制造有限公司
阿古斯塔韦斯特兰费城公司、CAE（美国）
费城公司和CAE美国设立合营企业
有限公司
德国赢创与沙特国家工业化公司设立合营企 德国赢创工业股份公司、沙特国家化工业公
泰国鹏天泰全球化学公共有限公司、绿色科
鹏天泰收购绿色科技50%股权
技公司
马勒取得对贝洱中国业务部门施加决定性影
马勒有限公司、贝洱有限公司中国业务部门
响能力
泰国石油国际收购柏斯托部分股权
泰国石油国际、瑞典柏斯托
东芝收购西部数据剥离资产
东芝公司、西部数据公司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霍尼韦尔（中国）
中化蓝天与霍尼韦尔中国成立合营企业
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藏航空有限
国航收购西藏航空31%股权
公司
拓领物流（亚洲）有限公司、天津安达拓领
拓领物流收购安达拓领40%股权
物流有限公司
吉宝电讯、通运有限公司、芜湖三山港口有
吉宝电讯与通运认购芜湖三山50%股权
限责任公司
KBS收购基础制动
KPS资本公司、博世基础制动公司
桐生认购富士和（湖北）增资

序号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案件名称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

福特亚太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福特汽车（中
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特、长安、马自达成立合营企业
、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辉瑞卢森堡有
浙江海正与辉瑞卢森堡设立合营企业
限公司
科林研发与诺发合并
科林研发公司、诺发系统有限公司
普惠公司收购国际航空部分股权
美国普惠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通用电气与微软设立合营企业
通用电气公司、微软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
上海电气与西门子设立合营企业
国）有限公司
阿克萨与陶氏设立合营企业
阿克萨阿克瑞利克公司、陶氏化学公司
耐克森控股公司、山东阳谷新日辉电缆有限
耐克森收购阳谷新日辉75%股权
公司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古河电工（西
江苏亨通收购西安古河部分股权
安）光通信有限公司
华电分布式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通用电
通用中国与华电能源设立合营企业
气（中国）有限公司
苏威公司与法国液化空气公司成立合营企业 苏威股份有限公司、法国液化空气国际公司
安庆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卡特彼勒（中
安庆中船和卡特彼勒设立合资企业
国）投资有限公司
FADEC国际和通用电气组建合营企业
FADEC国际公司、通用电气公司
力拓国际取得理查兹湾公司单独控制权
力拓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理查兹湾矿产公司
力拓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艾芬豪矿业有限责
力拓国际取得艾芬豪矿业控制权
任公司
胜科收购爱依斯5家境外子公司
胜科公用事业私人有限公司、爱依斯中国
湾流国际与大新华航空成立合营企业
湾流国际公司、大新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泰科流体控制国际有限公司收购滨特尔公司
泰科流体控制国际有限公司、滨特尔公司
100%股权
广药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白云山制药并向广药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制药股
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广药集团部分资产
份有限公司、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菱电梯哥伦比亚有限
三菱商事收购三菱哥伦比亚5%股权
公司
皇冠竞价公司收购纬图有限责任公司
皇冠竞价公司、纬图有限责任公司
三星物产、三星物产香港收购重庆纺织部分 三星物产香港有限公司、三星物产株式会社
股权
、重庆三峡技术纺织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菱电梯（新加坡）私
三菱商事收购三菱电梯新加坡5%股权
人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置信电气股份有
国网电科取得置信电气部分股权
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