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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2011 年 3 月的简报（点击链接）详述了 2月份以来联合国、美国和

欧盟对利比亚政府以及某些利比亚公司实施的制裁。据报道，迄今为

止，该制裁已冻结了利比亚价值 1,200 亿美元的国有资产。 

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仍在进行，并且没有立即终止的迹象，在此背景

下，本简报将讨论对利比亚造成影响的相关制裁的最新发展。 

联合国的制裁 

2011 年 2 月 27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970 (2011)号决议，首次

实施了对利比亚的制裁，包括限制向利比亚出口可能会被用于军事或内

部镇压目的的相关货物，并冻结卡扎菲及其 5名直系亲属的资产。 

2011 年 3 月 17 日，安理会通过第 1973 (2011)号决议进一步扩大了制裁

范围，该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修订了冻结资产的规定

（见下文详述），并增加了制裁目标，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利比亚投

资机关(LIA) 以及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NOC)。 

欧盟的制裁 

2011 年 3 月 3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第 204/2011 号条例（《欧盟条

例》），确认了联合国在 2 月实施的制裁对全体成员国的效力。除了将

联合国制裁名单中的个人列为制裁目标外，欧盟亦另外将某些个人和政

治官员也列为制裁目标。 

根据《欧盟条例》第五条规定： 

1. 属于被列为制裁目标的个人或实体，或为其拥有、持有或者控制的

所以资金和经济资源均应被冻结； 

2. 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被列为制裁目标的个人或实体（或为其利益）

提供任何资金或经济资源； 

3. 不得参与直接或间接规避以上限制措施的相关活动。 

《欧盟条例》在 3 月和 4 月被数次修订，包括确认联合国安理会第 1973 

(2011)号决议的效力，以及多次增加制裁目标（包括多个国有银行和其

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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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2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第 360/2011 号执行条例，又增加了一系列制裁目标，包括了先前列为制裁目标（例

如利比亚投资机关和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部分（而非全部）子公司。该名单中也包括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与非利比亚

石油公司成立的部分合资实体。 

尽管《欧盟条例》反映了欧盟制裁的标准形式，但《欧盟条例》的宽泛规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宽泛表述进行解释

后，给希望遵守这些条款的公司造成了一定困难。被欧盟列为制裁目标的对象包括各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利比亚国家石

油公司和其他国有石油公司，而这些公司在全世界拥有大量资产，包括其并未明确被列为制裁目标的子公司。因此，《欧

盟条例》第 5 条的规定（包括冻结制裁目标拥有或者“控制”的资金和经济资源，以及禁止直接或间接地向制裁目标（或

为其利益）提供任何资金或经济资源），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与谁进行交易是安全的。 

在认识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后，欧盟在 2011 年 3 月 26 日生效的《欧盟条例》（通过第 296/2011 号《欧盟条例》执行）中

加入第 6a 条以澄清其立场，该条内容如下： 

“若被列为制裁目标的个人、实体和机构在未被列为制裁目标的人士、实体和机构…中持有…权益，则冻结制裁目标

的资产和经济资源的义务不应妨碍非制裁目标的人士、实体和机构继续从事合法业务，只要该等业务不涉及向制裁目

标提供任何资金或经济资源。” 

虽然第 6a 条明确表明，《欧盟条例》中的禁止条款不自动适用于制裁目标拥有或控制的（仅因持有权益）但未被列为制

裁对象的实体的资金和经济资源，但如果有理由相信或者怀疑与该等实体交易将导致间接向制裁目标提供资金或经济资

源，则《欧盟条例》中的禁止条款仍可能适用。 

因此，对于欧盟人士需要就其与制裁目标的子公司（本身并非制裁目标）的交易做出何等尽职调查，方能确保不向其母公

司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这一问题仍不十分清楚。欧盟此前曾颁布指南明确冻结范围不包括拥有独立法人资

格、独立于制裁目标的非制裁目标的资金和经济资源，除非这些资产是由制裁目标控制或持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制定第

6a 条目的在于明确阐明，在正常业务过程中，与未被列为制裁目标的子公司进行交易是安全的，因此，在考虑与这些子公

司从事交易时，禁止条款并不适用，除非有明确证据表明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可能流向制裁目标。这些证据可能包括资产

会流向母公司，或者子公司代表母公司行事。当然，鉴于很多实体已被列为制裁目标，谨慎行事仍是必要的。因此，每一

种情况均应当根据具体分析，并在合适时，向相关成员国政府机构寻求适当指引。 

英国的制裁 

2011 年 3 月 3 日，英国通过《利比亚（资产冻结）条例 2011》（《条例》）。《条例》规定，在英国执行《欧盟条例》

（及其修订稿）。 

然而， 正如在我们先前简报中提及的，2011 年 2 月 27 日，英国政府通过《利比亚金融制裁法令 2011》（《法令》），

该《法令》在《欧盟条例》之前发布，旨在使联合国安理会第 1970 (2011)号决议在英国直接生效（即在欧盟尚未行动之

前）。虽然《法令》后来经《条例》修改，使其不再适用于《欧盟条例》禁止的交易或其他行为，但由于《法令》规定在

某些方面明显比《欧盟条例》更加广泛，其是否仍适用于特定范畴的交易并不明确。 

具体而言，不同于《欧盟条例》中的资产冻结要求（即资产冻结适用于属于制裁目标、由制裁目标拥有、持有或控制的资

金和经济资源），《法令》中的相关规定（类似于联合国安理会 1970 (2011)号决议的规定）适用于以下交易：涉及特定

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的交易，即由代表制裁目标行事、或听从制裁目标指示的个人、或由制裁目标拥有或控制

的任何实体，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法令》中所指“制裁目标”包括联合国安理

会制裁名单上的目标，即 2011 年 3 月 17 日确认的实体，包括利比亚投资机关以及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当《法令》首次发布时，英国财政部曾在指引中表示，在决定如何对涉及利比亚国家财产的任何交易执行适当尽职调查

时，金融部门和其他人士应考虑到卡扎菲及其家庭对利比亚国家及其企业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该指引（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被重申）指出，为遵守《法令》之目的，除非获得可适用的许可， 在英国的人士和实体不能假定由于利比亚交易对

方未被列为制裁目标，则交易就可以继续。正如我们之前的简报所提及的，英国财政部已颁布一项一般许可（在美国政府

作出类似行动后，见下文详述），允许与在利比亚境外成立的利比亚政府拥有或控制的金融机构从事交易，并就其他情况

签发了数个特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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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欧盟条例》作出修订增加上文提到的第 6a 条后，英国财政部未明确表明与第 6a 条类似的规定是否也适用于表

述更加广泛的《法令》。此外，我们注意到，虽然制定《法令》的最初目的是确认联合国第 1970 (2011)号决议的效力，

但该决议的语言已经被第 1973/2011 号决议修订，以反映资产冻结只适用于安理会特别确认为制裁目标的实体。由于英国

并未修改《法令》以反映这些变化，因此《法令》与安理会第 1973 号决议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虽然以安理会第 1973 号决

议包含的修订解释《法令》更为适当。因此，《法令》允许的与制裁目标的子公司进行交易的范围仍需英国政府的进一步

澄清。 

美国的制裁 

美国在 2011 年 2 月 25 日颁布的第 13566 号美国总统行政令中实施的制裁比欧洲更加广泛。美国制裁由美国财政部海外

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对利比亚政府（包括其政府机关、执行机构、控制实体以及利比亚中央银行，无论是否经由美国财

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或其他机构明确确认为制裁目标）的全部资产或资产权益实施阻截。此外，美国的制裁包括对美

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明确确认的特定人士和实体（包括利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卡扎菲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资

产和权益实施阻截。制裁同样适用于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士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财产或财产中的全部权益，并阻止非美国

籍人士通过美国银行或美国金融系统为制裁目标执行交易。 

同一天，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签发了一项一般许可（与 3 月 3 日英国财政部签发的一般许可拥有同样广泛的条

款），允许与在利比亚之外其他国家的法律下组建的由利比亚政府拥有或控制的银行从事交易，只要交易不涉及利比亚政

府或其资产受制裁限制的个人，并签发了另一项一般许可，允许制裁目标拥有非控制权（少数权益）的投资基金从事正常

经营。此外，2011 年 4 月 26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签发了一项一般许可，允许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主持下由卡塔尔石油公司或 Vitol 集团公司从事从利比亚出口石油、天然气或石油产品有关的交易，前提是利比亚政府或任

何其他受制裁人士（除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外）均不会从交易中获得利益。 

结论 

各国制裁的不同表述以及不同范围导致的不确定性，对跨国公司确保其全球经营的合规造成了实际问题。幸而，在大西洋

两岸，立法中均规定，对于善意行事的实体，其可以按照相关法规申请免责（安全港规定），并且，到目前为止各相关机

关愿意在特定情况下给予指导（虽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并在适当时就许可申请的授权进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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