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1期

一尧导言

银行合并申报制度是指为了确保反垄断执法

机关在事前对将要实施的银行合并是否会产生显

著降低市场竞争之效果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袁
而要求当事人于合并实施前进行申报的制度遥 自日

本于 1949 年率先建立事前申报制度以来袁 各主要

国家反垄断立法纷纷采纳这一制度遥 申报标准也称

申报门槛值袁 它是合并申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超过这一门槛值的合并需要向反垄断执法机关提

交相关材料袁以便反垄断执法机关审查曰没有超过

这一门槛值的合并可以不申报遥 合理的申报标准有

助于减轻反垄断管制机构和合并当事方的负担袁有
助于一国竞争性市场的形成遥 因此袁世界各国普遍

重视对合并申报标准的制订袁并根据国内生产总值

渊下称 GDP冤的变化调整申报标准遥
综观国内外对合并申报标准的研究袁大多集中

在对企业合并申报标准的研究上袁[1][2][3] 鲜有对银行

合并申报标准的研究遥 这是否意味着银行合并申报

标准与其他行业申报标准没有区别钥 如有不同袁不
同在哪里钥 这构成本文研究的一个方面遥 2009 年 7
月 15 日袁中国商务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尧中国银监

会尧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制定叶金融业经营者集

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曳渊下称叶办法曳冤袁它为中国银

行业合并申报的营业额赋予了 10%的计算权重遥 这

一计算方法是否合理钥 除了这一主体规模申报标准

外袁中国银行业的合并申报是否需要交易规模申报

标准钥交易规模标准多少合适钥这构成本文研究的另

一主旨遥
二尧中国银行业合并是否需要特殊的申报标准

中国叶反垄断法曳并没有任何条文提及按行业实

行特别的集中申报规则或其他规则遥 因此袁在叶反垄

断法曳的总体框架中引入分行业的申报标准似无必

要遥 不过袁由于第 21 条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的申报

标准袁 所以也不能说不可以制定这样的特殊标准遥
对此我们可以参照欧盟的做法遥 欧盟基本上不存在

分行业的申报标准遥叶欧共体兼并条例曳对信用机构尧
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实行特别的营业额计算标准袁
但这并不算采用有别于统一申报标准的特别标准遥
因为叶欧共体兼并条例曳只关注竞争问题袁从不涉足

产业政策遥 此外袁考虑到成员国之间的行业监管体

制差异很大袁而且很多产业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袁要
在欧盟层面实行分行业申报标准是很困难的遥 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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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恰当的银行合并申报标准对提高反垄断管制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规范银行业的合并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遥 叶金
融业经营者集中申报营业额计算办法曳为中国银行业合并申报的营业额赋予了 10%的计算权重遥 这一标准过于严格袁
不符合中国银行业的现实袁不符合合并申报标准宜相对宽松的要求袁加重了管制机构的负担遥 同时袁这一叶办法曳只规定

了银行合并的主体标准袁没有规定交易标准遥 因此袁需要对该叶办法曳进行修订和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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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层面袁情况则稍为不同遥 各成员国有权自行制

定分行业的申报标准袁但制定标准的成员国总体上

并不占主流遥 欧盟各国实行的分行业申报标准基本

上可以分成两大类院第一类袁也是最主要的一类袁涉
及传媒行业袁 这一行业的申报门槛要比其他行业

低曰第二类则涉及金融业袁这一行业虽然适用的是

普通的申报门槛袁然而计算营业额的方法在不同成

员国之间差异很大遥 很多欧盟成员国对金融业都制

定了自己的申报规则袁和欧洲委员会根据叶欧共体

兼并条例曳所实行的标准相差很远遥 例如袁意大利规

定院野参与集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营业额门槛为

其总资产的十分之一袁但备查账户不予计算曰参与

集中的保险公司的营业额门槛则为其实收保费的

十分之一遥 冶譹訛不过袁意大利的规定只能算是特别的

营业额计算方法而已遥 由此可见袁在欧盟袁分行业的

申报标准实际上仅存在于传媒行业之中袁且只有少

数国家实行遥 银行和金融机构所独有的营业额计算

方法倒是值得中国借鉴袁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制定

不同的申报标准遥
当然袁 我们可能担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袁

外资集中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袁应该规定特有的申

报标准遥 但这类担心完全可以通过行业监管规则来

消释袁例如外资管制尧行业主管机关审批袁等等遥 对

敏感行业实行单独的集中申报标准不仅多余袁还会

人为地催生出不确定因素袁并且有可能造成中国各

政府部门之间滋生出敌意尧混乱和其他问题袁但却

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遥 叶办法曳显然借鉴了欧

盟的做法袁表明了商务部认为银行业不需要特殊的

申报标准的态度遥
三尧中国银行业合并的申报标准

在给出具体的申报标准前袁 首先需要明确的

是袁有哪些因素影响合并申报的标准遥
渊一冤影响合并申报标准的因素

第一袁一国的经济规模渊以 GDP 或以其他数据

来衡量冤遥 规模越大袁则申报门槛应当越高遥 以欧盟

为例袁2006 年欧盟的 GDP 达到 11.6 兆亿欧元袁而它

规定参与集中企业中至少有两家的欧盟营业额必

须单独达到 2.5 亿欧元渊第一套申报标准冤或 1 亿欧

元渊第二套申报标准冤渊第二套申报标准指合营企业

或者合营活动的营业额要达到 1 亿欧元袁因为低于

1 亿欧元的经营者集中可以适用简式申报程序冤袁换
算成比例就是 1:46400 或者 1:11600曰而法国的要求

是袁 参与集中企业的全球营业额总和要达到 1.5 亿

欧元袁且至少有一家企业的法国国内营业额能达到

5 千万欧元袁 以法国的 GDP 值 1.79 兆亿欧元计袁其
国内营业额门槛与 GDP 的比率为 1:17800袁 这比欧

盟层面的比率要低很多袁可是法国经济与欧盟整体

经济的构成相差并不大遥
第二袁一国国内关于合并交易的数量尧金额和

规模等各种统计数据遥 一般来讲袁一国合并的数量

和金额越大袁申报标准就越高遥
第三袁人力资源和政策考量遥 渊1冤中国目前的相

关专家并不多遥 如果申报数量超过了可控制的范

围袁其工作效率将会非常低遥 那就很有可能要么只

对申报进行匆忙而肤浅的审查袁提不出任何实质性

的意见曰要么处理过程中不断出现程序性和实质性

纰漏曰再就是想尽办法拖延程序袁例如要求申报企

业提供根本无法收集的信息袁以此来替审查工作争

取时间曰等等遥 所以在合并审查制度开始运作的阶

段袁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申报案件的处理原则应当

是宜少不宜多曰只有当主管官员积累的经验越来越

多袁同时机构的编制不断充实时袁工作量才可以逐

步增加遥 要达到这个目的袁申报的门槛一开始可以

定得高一些袁 但又应当容许日后通过简单的行政机

制对门槛进行调整遥 渊2冤考虑到政府鼓励中小型国

内银行进行整合的目的袁 申报标准应相对提高袁以
免使中小型企业的整合过程变得过于复杂遥 事实

上袁叶反垄断法曳就有这样的考虑袁如叶反垄断法曳第
15 条把野提高中小经营者效率袁增强中小经营者竞

争力冶作为禁止垄断协议的例外情形遥 渊3冤如果政府

担心由于国外银行合并国内银行导致中国金融安

全问题袁可以把相关企业的全球营业额总和这个门

槛定得低一些遥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袁在中国目前对银行合并

的申报标准宜相对宽松遥
渊二冤中国银行业合并申报标准的设计

2008 年 11 月 27 日袁商务部公布的叶国务院关

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曳渊下称叶规定曳冤第 3
条指出袁经营者集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袁应当事

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袁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

集中院渊1冤 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

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袁并
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

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曰渊2冤参与集中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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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

过 20 亿元人民币袁 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

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 4 亿元人民币遥
第 3 条最后专门附上野营业额的计算袁应当考

虑银行尧保险尧证券尧期货等特殊行业尧领域的实际

情况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冶遥 以上规定表明院渊1冤中国企业合并

申报标准采用的是营业额标准曰渊2冤营业额标准既

考虑全球营业额袁也考虑中国境内营业额曰渊3冤对银

行业的合并申报没有特别的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申

报标准袁 都是全球营业额 100 亿元袁 境内营业额 4
亿元袁 仅是其营业额的计算办法与其他行业不同袁
金融业要对其营业额的计算进行调整遥 可见这一部

文件深受欧盟集中条例的影响遥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台的叶办法曳规定袁申报中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营业额要素包括以下项目院利
息净收入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曰投资收益曰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曰汇兑收益曰其他业务收入遥 经营者集中

申报营业额的计算公式为院营业额越渊营业额要素累

加原营业税金及附加冤伊10%遥 这一规定明确了金融

业合并申报的营业额的计算办法袁但有一个明显缺

陷袁 即只规定了银行合并申报的主体规模标准袁没
有规定合并申报的交易规模标准袁而交易规模对决

定合并后实体的市场力至关重要遥 此外袁其营业额

的计算是否恰当适用也需要用现实数据来检验遥
我们首先以假设的中国民生银行与中国华夏

银行合并为例袁说明银行业合并的申报标准袁并评

估其合理性遥 相关数据见表 1遥
从表 1 可看出袁如果 2010 年两家银行合并袁按

合并申报标准调整的营业额为 54.534 亿元曰 如果

2011 年两家银行合并袁按合并申报标准调整的营业

额为 72.378 亿元曰如果按上文所述叶规定曳的第二条

标准袁那么这两家银行的合并需要向商务部进行申

报遥 但我们从这两家银行合并后的市场份额看渊假
设合并不改变单个银行的市场份额冤袁2009 年为

2.85%袁2010 年为 3%袁如此低的市场份额在任何国

家也不需要申报遥 虽然在理论上认为用市场份额进

行检验不合理袁譺訛但至少可以将它用作参考指标袁更
何况还有一些国家也将市场份额作为合并申报的

检验标准遥 所以袁按叶规定曳和叶办法曳对银行业合并

规定的申报标准显然太过严格袁按此标准袁绝大多

数的银行合并都需要申报袁 会令商务部疲于应付遥

严格的申报标准也与我们前面对银行业申报标准

原则的分析不符遥 所以袁应对这一办法进行改革遥
表 1 假设的民生银行与华夏银行合并的营业额计算渊百万元冤

项目
2009 2010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利息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其他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额

31727
4530
4993

44
94
23

2758
3865.3

1581
102
10.1
-4.3
12.7
11.3

124.7
1588.1

44848
7879
-65
-4

569
13

3734
4950.6

2276
144
-1.9
2.2

15.5
11.6

160.2
2287.2

总营业额 5453.4 7237.8
总资产 14263.92 8454.56 18237.37 10402.3
资产和 22718.48 28639.67
市场份额渊%冤 1.79 1.06 1.91 1.09
市场份额和渊%冤 2.85 3.00

资料来源院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 2010 年年报遥
修订的办法有两个遥 一是只将营业额计算中

10%的乘数变为 2%袁其他不变袁这样在这个假设的

例子中两家银行的合并不需要申报袁这也符合中国

鼓励中小规模银行集中的精神遥 这一办法是否会使

大型商业银行的合并都不需要申报呢钥 这可用两个

假设的例子来说明袁一是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交通

银行之间的合并袁一是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民生银

行的合并遥 具体的数据见表 2 和表 3遥
表 2 假设的交通银行与建设银行合并的营业额计算渊亿元冤

项目
2009 2010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利息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汇兑收益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资产总额

665.64
113.99
13.93
3.34
4.83
7.64

51.47
33091.37

2118.85
480.59
58.97
9.24
-2.5
6.69

159.72
96233.55

849.95
144.79

7.47
-0.71

6.5
27.45
64.31

39515.93

2515
661.32
40.15
16.59
-6.11
7.94

183.64
108103.17

银行业总资产 795146 953053
市场份额渊%冤 4.16 12.1 4.15 11.3
市场份额和渊%冤 16.26 15.45
2%计算的营业额 15.158 50.2424 19.4228 61.025
2%计算的营业额之和 65.4004 80.4478

资料来源院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 2010 年年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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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08 2009 2010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 华夏银行

营业收入 350.17 176.11 420.6 171.3 547.68 244.79
营业收入和 526.28 591.9 792.47
总资产 10543.5 7316.37 14263.92 8454.56 18237.37 10402.3
总资产和 17859.87 22718.48 28639.67
市场份额渊%冤 1.67 1.16 1.79 1.06 1.91 1.09
市场份额和渊%冤 2.83 2.85 3.00
营业收入和/总资产和渊%冤 2.95 2.61 2.77

表 3 假设的民生银行与建设银行合并的营业额计算渊亿元冤

项目
2009 2010

民生银行 建设银行 民生银行 建设银行

利息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汇兑收益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资产总额

317.27
45.3

49.93
0.44
0.94
0.23

27.58
142.64

2118.85
480.59
58.97
9.24
-2.5
6.69

159.72
96233.55

448.48
78.79
-0.65
-0.04
5.69
0.13

37.34
182.37

2515
661.32
40.15
16.59
-6.11
7.94

183.64
108103.17

银行业总资产 795146 953053
市场份额渊%冤 1.79 12.1 1.91 11.3
市场份额和渊%冤 13.89 13.21
2%计算的营业额 7.7306 50.2424 9.9012 61.025
2%计算的营业额之和 57.973 70.9262

资料来源院中国民生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2010 年年报遥
从表 2 可看出袁 两家银行不管是 2010 年还是

2011 年合并袁用 2%作为营业额计算的乘数袁计算出

来的境内营业额之和都大于 20 亿元袁 且单个银行

的营业额都大于 4 亿元袁所以该项合并应申报遥 这

还只是五大商业银行中规模最小的交通银行与大

型商业银行的合并遥 表 3 也可得出与表 2 同样的结

论袁即这起合并需要申报遥 所以本文认为袁用 2%的

乘子较为合适遥
另一种修订办法是采用意大利的方法将营业

额设定为总资产的一定百分比遥 意大利对银行合并

申报的标准是野参与集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营业

额门槛为其总资产的十分之一冶袁至于是否为野十分

之一冶 要看中国的实际情况遥 表 4 列出了 2007要
2010 年 3 家政策性银行尧5 家大型商业银行尧17 家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袁 如果采用这一标准袁

两家股份制银行于 2011 年合并袁 假设它们的资产

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相等袁即为 8766.882
亿元袁则只要两家商业银行中国境内的营业收入和

不超过 1753.4 亿元袁就不需要进行申报曰大于这一

数值需要申报遥 我们不妨看一看假设的中国民生银

行与中国华夏银行的合并渊见表 5冤遥从表 5 可看出袁
假设 2011 年民生银行与华夏银行集中袁 它们的营

业收入和为 792.47 亿元袁 其总资产和为 28639.67
亿元袁 二者的比率为 2.77%袁 低于意大利的申报标

准袁 不需要申报遥 如果再从市场份额的角度考虑袁
2011 年二者集中后渊假设市场份额不变冤袁市场份额

为 3%袁 这么低的市场份额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合

并申报遥 因此袁用意大利的申报标准是合适的遥
表 4 2007要2010年主要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渊亿元冤

银行类型 2007 2008 2009 2010
政策性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银行

14260.33
57000

4278.941

18818
65150.2

5196.294

23152
81599.6

6951.824

25507
93788.6

8766.882
资料来源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0 年年报遥
进一步来看袁意大利的标准是否太宽松钥 民生

银行与华夏银行合并的例子是否有代表性钥
从国际上看袁意大利和日本是对合并申报最为

宽松的国家遥 中国是否需要采用与它们一样宽松的

标准钥 虽然说中国宜采用宽松的银行合并申报标

准袁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袁银行业整体竞

争实力的加强袁中国不妨采取一个较为中性的合并

申报标准袁将银行合并的申报标准定为野参与集中

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营业额门槛为其总资产的八

分之一冶遥
应该说袁 中国民生银行和中国华夏银行是 17

表 5 民生银行与华夏银行的财务数据渊亿元冤

资料来源院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网站公布的财务数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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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代表袁如果它们之间的合并按

上述的标准不需要合并申报袁那么袁中国银行业的

合并申报政策就能够达到鼓励中小商业银行合并

的效果袁这有利于形成中国银行业良性竞争局面遥
上面说明的仅是银行合并申报中主体规模的

境内标准袁而德国和法国的合并申报标准既有境内

标准袁又有全球标准袁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遥 因为中

国目前也面临外资银行的合并问题遥 我们认为全球

营业额标准应制订严厉一些遥 德国全球合并的申报

标准是 5 亿欧元袁境内标准是 2500 万欧元袁全球标

准是境内标准的 20 倍曰 法国全球合并申报标准是

1.5 亿欧元袁境内标准是 1500 欧元袁全球标准是境

内标准的 10 倍遥 因此袁中国对银行合并申报的全球

标准可定为野参与合并的银行其全球营业额超过中

国境内营业额的 15 倍冶遥
申报标准除了主体规模标准外袁还应有交易规

模标准袁因为交易规模决定合并后实体市场力增加

的程度遥 欧盟申报标准只有主体规模标准袁没有交

易规模标准袁美国两者都有遥 考虑到交易规模对银

行市场力的重要性袁虽然交易规模存在数据失真的

风险袁建议中国反垄断管制权威有必要将银行合并

的交易规模标准考虑在内袁这可以参考美国对企业

合并申报的交易规模标准要要要作为取得的结果袁取
得方将获得被取得方所有资产或股份的 15%以上袁
或者其资产或股份的金额在 1500 万美元以上遥 前

一条我们似乎可以采用袁后一条中的野1500 万美元冶
的规模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合并未免过于严格遥 从欧

洲银行业 1995要2002 年期间 61 起主要银行合并

的交易规模来看袁其平均规模为 48.62 亿欧元袁中间

值为 20.86 亿欧元遥 [4]假如有一半的主要银行合并需

要申报袁则用中间值更为恰当袁因为中间值能表明

有一半的银行合并需要申报袁而用平均值不能表明

这一点遥当时的 20.86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20 亿元袁
1995要2002 年间中国银行业的平均总资产约 13 万

亿元袁 譻訛2011 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 111.5 万

亿元袁譼訛这一数字约是 13 万亿的 9 倍遥 因此袁当时的

220 亿约是目前的 1980 亿元遥考虑到中国宜采用较

为宽松的合并申报政策袁我们不妨将银行合并申报

的交易规模定为 2000 亿元人民币袁 将这一数值与

表 4 中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比较袁 它是

2010 年 17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规模

渊8766.882 亿元冤的 22.81%遥 因此袁建议中国银行业

合并申报的交易规模标准可定为院取得方将获得被

取得方所有资产或股份的 20%以上袁或者其资产或

股份的金额在 2000 亿元以上遥
还需要强调的是袁上述这些数值标准应根据一

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定期进行调整遥 美国和意大利等

国家即是如此袁他们制定的标准随经济发展状况不

断进行调整遥 美国从 2005 年起袁主体规模和交易规

模逐年根据 GNP 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曰意大利则每

年根据 GDP 价格缩减指数的增加相应订正临界点遥
从逻辑上说这种做法才真正起到有效控制垄断的

作用袁值得中国借鉴遥
四尧总结和建议

第一袁总体来看袁中国银行业合并的申报标准

宜相对宽松遥 这既符合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对银行

合并反垄断审查经验不足的事实袁也符合中国银行

业的发展实际遥
第二袁叶办法曳中关于营业额的计算标准太过严

格袁可将其调整为野参与集中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

营业额门槛为其总资产的八分之一冶或者将营业额

调整为 (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

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冤伊2%袁然后再根据叶规定曳决定该项

合并是否需要申报遥
第三袁叶办法曳中仅规定了银行合并申报中主体

规模的境内标准袁还应有主体规模的全球标准以及

合并申报的交易规模标准遥 建议将银行合并申报的

全球标准定为野参与集中的银行其全球营业额超过

中国境内营业额的 15 倍冶曰银行合并申报的交易规

模标准可定为野取得方将获得被取得方所有资产或

股份的 20%以上袁或者其资产或股份的金额在 2000
亿元以上冶遥 此外袁这些标准还应动态调整袁应随着

GNP 或者 GDP 价格缩减指数的变化而调整遥
注 释院
淤 参见叶意大利竞争法曳第 16 条第 2 款遥
譺訛 第一袁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和地区市场通常很难袁经常是基

于不可靠的和不可检验的假设遥 企业合并的效果难以估算袁
合并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并不等同于合并前各企业市场

占有率之和袁且不同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不尽相同袁很难

划定统一申报标准遥 第二袁即使界定了市场也很难确切地

评估相关市场份额袁毕竟不能与竞争对手交换这样的数据遥
譻訛 根据 1996要2003 年间的叶中国金融年鉴曳计算得到遥
譼訛 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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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ank Merger Notification Threshold in China

WANG Guo-hong
渊School of Finance袁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冤

Abstract: Appropriate banking merger notification threshol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nti -
monopoly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regulate banking consolidation behavior. July 15, 2009,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the Peo鄄
ple's Bank of China,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d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mulated "the financial sector merger notification turnover calculating method", which gave the bank鄄
ing turnover 10% of the calculated weights. This threshold is too strict to meet the reality of China's banking sector, neither
does meet the relatively relaxed requirements about banking merger notification. This method increases the burden of regulato鄄
ry agencies. Meanwhile, this method ignores the deals scale threshold in merger notification. So, it should be revised and im鄄
proved.

Key words: bank merger; merger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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