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版

■热线电话：
（010）67550724

环球视野

■责任编辑 李绍华

■电子信箱：lishaohua@rmfyb.cn

P

EOPLE' S COURT DAILY
DAILY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

WWW.RMFYB.COM

浅议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立法意图
□ 张
2018 年 8 月 13 日，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
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以下简称
FIRRMA） 正式生效。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 CFIUS） 的
审批权限。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通过分析 FIRRMA 的立法思路，
进而了解美国对外国投资限制的趋势，是为中国企业能更好地“走出去”
的有益尝试。本文在这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路，希望能有所帮助。

从“控制”到“非被动投资”
一直以来，CFIUS 的审查范围包括
可能导致外国对美国企业或资产实现
“控制”的交易。这里的控制，并非要
达到 51%的所有权，只要是“实质的”
所有权，例如 15%的所有权，如果伴随
在重大公司事项上 （例如并购交易） 的
否决权，或者伴随指定董事会席位的权
利，也会被认为是达到了控制标准。
在原有的 CFIUS 结构下，一般认
为低于 10%的所有权，同时没有特殊的
股东否决权或董事指定权，可以算作
“安全港”而不受 CFIUS 审查的限制。
可在 FIRRMA 的结构下，本来已
经涵盖很宽泛的“控制”被进一步扩
大。对于特定类型的投资，只要不是
“非被动性投资”，就要受 CFIUS 的审
查。这些被格外关注的交易类型包括
有：
（1） 外国人买卖或者租赁军事基地
和国家安全设施附近的地产；
（2） 外国人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
基础设施、保存或搜集美国人个人信息
的美国公司；
（3） 故意逃避或规避 CFIUS 审查
的交易。

人类同疾病作斗争，医疗事业发挥
了关键作用。由于医学科学的局限性以
及其他人为因素，发生医疗侵权及“医
闹”在所难免。各国法院在处置这类案
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对于 （1） 这个不难理解，试想哪
个国家会随意允许外国人购买军事基地
旁的地产呢？对于 （3），这更像一个兜
底条款，类似于合法形式达成非法目的
法律行为无效，故不做深论。这里重点
讲讲 （2），那何为关键技术呢？
FIRRMA 将关键技术从“对美国
国家安全必不可少或重要的科技技术”
扩展至包含“新型基础技术”，同时允
许 CFIUS 对受美国出口管制的新兴基
础技术作为其“新型基础技术”的定
义。这里就为 CFIUS 限制外国对高科
技公司的投资开了一个口子。举个例
子，在硅谷一家初创公司，其关键技术
是生产一种类似于牙齿的填充物的听力
辅助仪器，该器材极为袖珍，可以大幅
提高佩带者的听力。这家公司在融资时
就格外回绝了外国风投的投资，公司律
师的理由是该公司技术有很大的可能性
被用于国家安全用途。而另外一家初创
公司，其技术是手机杀毒软件，在
FIRRMA 生效前融资时一般认为没有
CFIUS 的问题，可在 FIRRMA 的“新
型基础技术”定义下，手机杀毒的技术
也很可能落入被审查的范围。
另外，在 FIRRMA 的实施细则具
体公布前，结合美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经
验，法律界目前一般认为以下技术很可

能落入 FIRRMA 的审查范围：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虚拟现实技术、自动驾
驶技术、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机器自
动化、高级电池技术等。这几乎涵盖了
现今高科技公司的所有业务专攻。笔者
接触过的一些美国律师甚至笑谈：“说
不定从你们‘中国制造 2025’中列举
的技术来作为‘新型基础技术’的定义
哦。
”
笑谈归笑谈，联想到目前美国政府
对中国限制的策略和技术上的打压，这
并非全无可能。如上面提及的手机杀毒
软件公司，其创始人引以为傲的技术是
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占用手机
极少资源的前提下，快速识别和发现即
使是最新型的病毒。这样看来，这很有
可能被认为属于关键技术而受制于
CFIUS 管辖。
这里还要顺带提及“保存或搜集美
国人个人信息”这一点。众所周知，现
今很多电商公司的所谓“智能推送”是
建立在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基础之上的。有一户美国人家，有一天
突然开始从各大电商 （包括 Amazon）
收到大量关于新生儿用品的广告，感到
十分不解，因为这家并没人怀孕，只有
一个大女儿还在上高中。可后来没过多
久，发现确实是这个大女儿怀孕了，她
因为怕责罚没有跟家人说。
读者可能要问 Amazon 是如何知晓
的？这就是电商的神奇之处：通过对个
人购买记录的收集分析，其智能函数已
经被训练出来知道孕妇有哪些独特的购
买习惯，从而预先推送其可能需要购买
的产品，包括各种母婴用品。
从目前世界立法而言，欧盟最严，
美国居中，而中国对个人信息数据的保
护相对较差 （国内还有中国消费者愿意

权利来保护其利益。
让外国投资人做美国公司的“哑
巴”股东，是对外国投资人的一种变
相的说“No”。 说得更直白些，其
根本用意就是——我 （美国） 只欢迎
人傻钱多的“土豪”，而不是靠投资
高科技企业为生的专业风投基金。这
点从 FIRRMA 中允许非美国投资人
对美国基金投资的“安全港”条件中
也可以得到佐证：
非美国投资人只能作为投资基金
的有限合伙人或者顾问委员会成员，
且投资基金完全由普通合伙人管理；
基金管理人 （穿透至个人） 必须是美
国人；非美国投资人所在的顾问委员
会无权批准或控制该基金的投资决
策；非美国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不
能控制该基金和由基金管理人作出的
和被投公司相关的决策，或者单方面
决定基金管理人的任命和薪酬，以及
非美国投资人不能获得被投美国公司
的非公开技术信息。
一句话，就是参与经济收益可
以，参与决策、人事、信息和技术免
谈。当真就是希望外国投资人都是人
傻钱多的“土豪”嘛！

从自愿申报到强制申报
FIRRMA 颁布前，对外国投资
采取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当然，
CFIUS 有事后追查的权利。交易双方
为了交易的顺利交割，也往往选取自
愿申报，并将获得 CFIUS 审查通过
作为交割条件之一。
FIRRMA 则进一步规定，对于
特定的交易，交割前必须强制性提交
简易审查。这类交易包括外国政府拥

□ 李贤华 邹艳艳
瑞典、西班牙、巴西、加拿大以过失致
人死亡或杀人罪处罚。

“医闹”行为法律规制
对发生医疗事故后使用暴力伤害医
务人员行为，各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予
以惩治。
在美国，如果病患者及其家属试图
在医院进行“医闹”，那只会给自己带
来严重的民事、刑事后果。美国有 38
个州针对伤医行为进行了专门的立法。
纽约州规定，暴力袭击值班医务人员按
重罪处罚。爱荷达州规定，对医护人员
实施暴力最高可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英国规定医疗场所闹事的行为，构
成“在国民健康服务环境内滋扰行为”
罪予以处罚，同时，授权医务工作人员
驱逐闹事分子。
法国把“医闹”定性为寻衅滋事
罪，处 2 年监禁及 3 万欧元的罚款。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于 2014 年颁布
新法，凡是袭击护士、医生和急救部门
人员者，将会面临最高达 14 年徒刑。
各国明确规定了医疗侵权诉讼的提
起必须适用的法律和受理的机关。
在适用法律方面，一般都有特别指
定的法律以便遵循。美国联邦层面涉及

医疗侵权纠纷的主要法规有 4 个，分别
是联邦侵权索赔法；志愿者保护法；紧
急医疗处置与分娩法；儿童预防接种伤
害法。在俄罗斯，国家主张患者健康权
益神圣不可侵犯，并颁布多部法律予以
保护。主要有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刑法、民事和
刑事诉讼法、医学司法鉴定法等。
在机构管辖方面，有的国家不但明
确了机构，而且还对受理的机构做了专
门调整。在美国，医疗纠纷诉讼在各州
法院进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十五巡
回区还设立了精神卫生法院，专门审理
精神卫生方面的案件。在英国，如果患
者要索赔，只能向法院提出诉讼，由法
院裁决。在日本，有东京、大阪、千
叶、名古屋、福冈和横滨等地方法院相
继开设了医疗诉讼集中部，集中受理医
疗侵权纠纷案件。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
各国对医疗侵权诉讼普遍采用“谁
主张，谁举证”原则，同时引入专家证
人制度。
美国法院在审理医疗侵权诉讼案件
时，作为原告的患者必须提交证明医师
存在过失的初步证据。在华盛顿州，医

张路:本院受理原告杨洪波诉被告张路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
明，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
梁金喜：
本院受理原告陈波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 二条的规定，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以及证据材料。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
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向你 传票、
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本案诉讼费、
公告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
公告送达本院（2018）桂1202民初749号民事判决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 原、
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之日起，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8年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河池市 后的15日内，
12月28日10时30分在本院西丽第一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法院
[广东]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郑帅、
周明、
皮忠红：
原告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与被告郑帅、
周明、
皮忠 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丰创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斯特纳新材料
红、
天津市宏捷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案号为（2018）粤0306民初16601
公司机动达（2017）宁0105民初3585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车交 有限公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因你方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日起60日内来 号。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合议庭通知、
应诉通
本院交通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 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
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 知书、
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15日内。
本院定于2019年1月14日15时30分在本院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阳东县裕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粤财投资控
彭善超：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
（2018）京0112民初25655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股有限公司诉被告阳东县裕兴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开庭传票、
告知合议庭通知书、
原告
副本、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廉政监督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授权委托书、
举证通知书、
证据清单、
诉讼须知、
民事诉
卡、
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提供证据材料、
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提
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讼风险告知书、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十法庭公开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广东]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公爵一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龙华：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机友 庭公开开庭审理。
武彦：本院受理保定杰邦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廉
日内和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12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B栋第九审判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张少华:本院受理原告李维亮诉被告张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河北]高阳县人民法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沈杰、
甘肃鑫山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毕刚诉你们及刘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 胜康、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里人民法庭开庭 状、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

送达裁判文书

拿隐私换便利的论调）。总而言之，在
很多智能商业领域 （尤其是电商），是
离不开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的，CFI⁃
US 的扩大管辖将这一类技术也包含在
内。
一旦被 FIRRMA 认定公司属于上
述讨论过的特定类型之一，接下来外国
投资如果要不受 CFIUS 管辖，就必须
是“被动性投资”。一般说来“被动性
投资”要满足以下要求：
（1） 不是收购；
（2） 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获得企业的
非公开技术信息或任何未向所有投资者
开放的其他信息；
（3） 不赋予外国投资者在企业管理
机构中指定董事、董事会观察员或类似
职位的权利；
（4） 除了通过股票投票外，外国投
资者不会参与公司业务的管理、治理或
运营；
（5） 外国投资者和企业之间没有平
行战略伙伴关系或其他物质财务关系；
（6） 符合 CFIUS 通过细则法规建
立的其他标准。
如果读者没有通过风投基金对高科
技公司的投资经验，可能会觉得没什
么，不过就是投资后等分红收益，不用
多过问，和买上市公司股票差不多。可
风投基金者们明白，这几乎将高科技公
司的投资道路堵死了，为何？
高科技公司不像典型上市公司那样
有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从事的行业
也有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
况下，创始人的眼光魄力固然重要，投
资人包括风投基金的参与也相当必要，
随之而来就要享有必要的知情权、否决
权和董事任免权。加上“风险”投资的
确风险很高，投资人更需要这些相应的

域外医疗侵权纠纷司法实践

医疗事故衡量标准
各国对医疗事故制定了衡量标准，
并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
制定医疗事故衡量标准主要以美国
和俄罗斯为代表。美国对医疗事故分为
故意事故和过失事故两大类：故意事故
是指医院违背患者意愿实施了某种行为
发生的事故；过失事故是指医生在特定
场合疏忽大意导致的事故。俄罗斯也是
将医疗事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医务人
员“无意”造成的，由医务人员的技术
水平较低和医疗机构设备条件有限所引
起；另一类则是医务人员“有意”引起
的，其中包括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甚至
蓄意犯法。
在对医疗事故责任人制裁方面，法
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作了明确规
定。法国规定：因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安
全或注意义务，导致他人在超过 3 个月
时间里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处 2 年监
禁并科 20 万法郎罚金。德国规定：医
疗事故责任医生将会被判处 10 年以下
徒刑或者处罚金。日本规定：凡是“业
务上过失致死致伤”责任人，处五年以
下惩役、监禁或者 50 万元以下罚金。

申

疗事故的一般原因有：误诊、仪器故
障、体内遗留异物、麻醉等。为了证明
误诊，原告必须证明：医生做了错误的
诊断，并根据误诊结果制订了错误的治
疗方案，而这种治疗措施对患者是有害
的。美国法律规定，医生对病人治疗的
具体方案内容和细节、使用的药品等，
全部交由第三方保管，因此，不会出现
相互质疑证据不实的问题。
英国于 1999 年 4 月起实施的 《民事
诉讼规则》 对专家证据制度予以改革，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共同专家证人的适
用”制度。共同专家证人制度鼓励双方
当事人使用单一的共同专家，以减少争
议，提高效率。
澳大利亚在法庭设了卫生顾问，专
门负责医疗事故的判定与处理。患者因
医疗事故死亡、精神病死亡或麻醉死
亡，在 24 小时内，医师不能签署死亡
证明书，要首先报告警察局，经卫生顾
问审查。

医疗侵权案件审理
由于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大多涉及身
体伤害带来的巨额赔偿或是对责任人的
刑事处罚，其审理程序十分严格，审理
周期漫长。

在美国，如果发生死亡事件，尸
体必须由法医病理学专家进行解剖鉴
定。起诉后，法庭将召开听证会听
证。经过庭审，最后由陪审团作出裁
决。多数州要求陪审团全体意见一致
才能判决。医疗侵权诉讼周期最长的
达 5 年，审判过程长达 2 年。统计表
明，只有 13%的不当治疗被提起诉
讼，其中有 1/3 获胜诉。
在德国，凡是发生医疗事故的病
人或者其家属可以对引发事故的医生
进行民事以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
要是确认当事医生是否需要向病人进
行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刑事诉
讼则关系到是否会对这名医生进行刑
事处罚。医疗侵权诉讼一般要 3 至 5
年，甚至长达 10 年。大约有 10%的
案件判定病人一方胜诉。
在日本，医疗侵权诉讼与民事诉
讼程序相同。1996 年统计，每个案
件的审理时间为 37 个月；2006 年，
缩短为 25.1 个月。医疗侵权诉讼案和
解率为 53.3%，原告胜诉率为 35.3%。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
各国对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所
作出的规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2楼208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叶菁萍（YEH,CHING-PING）：本院受理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人民法院报2018年10月12日（总第7492期）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
内。
本院定于2018年12月31日上午8时在宝丰县人民法院8号审判庭公 上午 10 时在西漕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决。 [河南]宝丰县人民法院
判。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陈伟东、
侯颖：
本院受理原告黑龙江肇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苗春伟、濮阳市好运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凯京融
公司新站支行与被告陈伟东、侯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诉苗春伟、濮阳市好运来汽车运输有限公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 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法庭开庭审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捏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黑龙江]肇源县人民法院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十二法庭
朱彦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李兴路：本院受理原告唐文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向你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直接送达不能，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请求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判令：一、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购买机械设备款计人民币114万元
月 24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及利息；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 万元（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2017年11月18日共503日，每天违约金65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
宋慧琴、郭增源、介休市震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太原 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心赢销服装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7）晋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0106民初347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2018年12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书、举证通知书、
（2017）晋0106民初3474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罗仁基、
黄进建：
本院受理的原告香格里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与被告香格里拉市安信酒店有限公司、
被告罗美义、
被告罗仁基、
被告
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太原市 黄进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当事
迎泽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人参加诉讼须知、送达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判。
[山西]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成人员告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另本院
周井良、陕西中福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西安帝醇商贸有限 定于2018年12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陕西金开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成都好吃屋服务有限公司：上诉人浙江贝贝香食品有限公司
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因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于答辩期 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二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公 告

有“实质性”权益 （一般认为不低于
10%） 的投资人获取上文提及的特定
类型的美国公司。同时 CFIUS 还可
以在实施细则中，进一步规定对美国
关键技术的某些非被动投资要求强制
申报。
这一规定针对政府主权基金、政
策性银行和投资公司，以及国有企业
的对外投资进行进一步的限制。强制
申报本身由于信息披露等原因，就会
使国资背景的投资人放弃交易。另一
方面，违反强制申报可能导致投资主
体被 CFIUS 列入“黑名单”，而导致
投资主体或其关联方以后的并购或投
资更加困难。
FIRRMA 正式颁布后，其关于
关键技术投资限制的规定及强制申报
等规定要等到 CFIUS 颁布实施细则
进行具体规范后方才生效，但基于以
上 对 FIRRMA 立 法 意 图 的 分 析 ，
CFIUS 颁布的实施细则很可能进一步
扩大其审批权限，而对外国投资人带
来更大的限制。
考虑到实践中 CFIUS 决定实质
上是不受美国法院司法审查 （总统的
决定是最终决定），其影响可能会超
过历史上美国颁布过的其他对外投资
限制的法律。当然，中国公司的法律
对策和交易结构设计则需要在法律专
业人士的协助下，根据实际情况做更
进一步的分析。
（作者系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法
律博士）

和说服力。
规定赔偿的基本原则。各国均
实行过错赔偿原则，并有限地适用
无过错原则。美国有 11 个州规定，
只 有 医 疗 疏 忽 的 责 任 超 过 50% 时 ，
才可以赔偿。在佛罗里达州，凡是
婴儿出生或产后处置之中由于缺氧
或器械性损伤造成婴儿大脑或脊椎
神经损伤，可适用无过错责任赔偿。
规定经济损害赔偿范围。主要
包括患者过去和将来的合理的医疗
健康费用支出；在残疾情况下合理
的残疾用具开支；在发生致死的情
形下患方的丧葬费支出等。在丹
麦，赔偿经济损失一般为受损害人 2
至 3 年的收入总和。
规定非经济损害赔偿范围。一
般包括所受的痛苦、不方便、情绪
折磨、精神痛苦、安慰的丧失、名
誉损害、羞辱以及其他非金钱上的
损失。2003 年，美国国会 《常规医
疗失当改革法案》 规定的非经济损
害赔偿金的最高限额为 25 万美元。
规定惩罚损害赔偿范围。一般
指当损害由于严重过错或者由于对
他人安全的漠视所给予的额外补
偿。美国惩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考
虑的因素包括：被告的过错程度，
如果被告的过错是让常人难以容忍
的，属于重大过错，惩罚的数额就
大；原告受损害的程度，惩罚损害
赔偿金与原告受损害的程度按比例
增减。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卡、传票、上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6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执行文书
张兰花、
河北荣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朱立新：
本院执行的石林池
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本院已依法对张兰花名下坐落于天
津市开发区时尚东路 19 号 3- 2- 3103 房产（产权证号为津字第
114021400804号）一处进行拍卖，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
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北]大城县人民法院
广东春满人间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春满人间装饰有限公司瑞丽分
公司、林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瑞丽市众富建材经营部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云3102执545、546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失信决定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十日内，主动报告财
产，
并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处
置抵押财产，
并将你们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毛玺铭：本院立案执行的陶嫣珊申请执行你及蚌小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云 31 执
330 号案的失信决定书，对你进行信用惩戒，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龚自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正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云3102执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拍卖裁
定书、
腾冲志信司法鉴定所腾信司鉴字(2018)鉴字第71号司法鉴定书(评
估测算价值为6412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
议，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异议，逾期视为无异
议。本院将于期满之日起15日内，依法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强制拍
卖上述财产，
本公告同时为拍卖公告。
[云南]瑞丽市人民法院
陆鸣：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长兴大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
港友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陆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本院依法拍卖被执行人
陆鸣名下位于上海市航城三路675弄40号1101、
1102室房产、
土地使用权
及内部装修。
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述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浙江国信【2018】湖司
字第A06034号)，
该房地产估价报告书对被执行人陆鸣名下位于上海市航
城三路675弄40号1101、
1102室房产、
土地使用权及内部装修作出的评估
价为人民币5542898元。
如对本房地产估价报告书有异议，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提出，
逾期则视为认可。
[浙江]长兴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