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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6 期 |总第 34 期】 

出口管制、制裁、反腐 

双 周 资 讯 汇 总 
--- 含部分资讯解读 
 

  发布日期：2021 年 8 月 5 日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不断演化，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加快了出口管制、制裁、反腐相关

方面的立法、执法等行动步伐。为积极协助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的

涉外经贸活动，充分发挥涉外律师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中的公共服务作用，君泽君叶

姝欐律师团队定期收集、整合世界主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更新、主管机构近期动态及相

关案例方面的最新资讯，以便有关部门及各类从业机构等及时了解相关动态。 

 

本期内容： 

中国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对等措施 

 【含简析】中国外交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对 6
名美国个人及 1 个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  

【含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本团队自行整理版本】 

二、近期动态 
 中国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2021 年版）》 
 中国商务部发布《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征求公众意见稿）》 

美国 
 一、近期动态 

 美国财政部更新 SDN 清单 
二、近期案例 

 【含风险提示】美国财政部宣布与 Alfa Laval Inc.及 Alfa Laval Middle 
East Ltd.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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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对等措施 

（一）【含简析】中国外交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对

6 名美国个人及 1 个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 

【含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本团队自行整理版本】 

 20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公告宣布，针对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

务部、国土安全局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以及将 7 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美国

SDN 清单（请见《20210721 双周资讯汇总》）的错误行径，中方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简称《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主席卡罗琳·巴塞洛缪（Carolyn 

Bartholomew）、“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ECC）前办公室主任乔纳森·斯迪沃斯

（Jonathan Stivers）、“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金度允（DoYun Kim）、“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Adam Joseph King）、“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

森（Sophie Richardson）及“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tic Council）采取对

等反制。 

此次对等反制的实施，是《反外国制裁法》自其生效后的首次适用。从本次事件我

们可以看出，美国发布所谓“香港商业警告”提示美国企业注意在香港经营的风险以及

将 7 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美国 SDN 清单的行为，已被认定为是《反外国制裁法》

第三条规定的“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

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

的行为。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四条及第六条的规定，我们认为前述个人与实体或可

被视为已列入“反制清单”，可被实行的反制措施包括：(1)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

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2)查封、扣押、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

产；(3)禁止或者限制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以及(4)其

他必要措施。同时，外交部本次公告宣布采取“对等”反制，我们理解，“对等”指向

的是与美国将 7 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列入 SDN 清单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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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DN 实体交易其拥有权益的美国资产、冻结涉美资产、禁止入境美国等）的对等。

因此，此次我国针对前述美国个人与实体的反制措施或将指向《反外国制裁法》第六条

规定的前三项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SDN 清单中，美国对 7 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

均标注了适用次级制裁；如果此种次级制裁措施也被“对等”适用，则非中国个人及实

体（关联到本次制裁所对应的美国相关制裁计划，“非中国个人及实体”尤其或可指向

非中国金融机构）与这 7 个美国主体的交易或也可包含在制裁范围内。具体哪些措施将

被实施，还有待相关主管机构的进一步明确公告。 

此外，对于前述被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美国个人及实体，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的

相关规定，如美国进一步将 7 名被列入 SDN 清单的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的配偶或直系亲

属列入 SDN 清单，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对被采取反制措施的 6 名美国个人的配偶和直

系亲属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我们建议企业密切关注后续可能正式发布的“反制清单”以及对前述 6 名美国个人

及 1 个美国实体所采取的具体反制措施。同时，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的相关规定，不

执行、不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以及协助外国对我国及我国公民、组织

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都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提示企业充分重视我国法律框架

下的合规要求，积极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本团队统计了自 2021 年开始，针对外国实体或个人对我国及我国公民、组织所采

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行为，我国外交部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的被制裁主体及对其采取

的制裁措施如下，以便相关企业关注、排查，及时降低相关法律风险： 

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 

【本名单为本团队自行整理，并非官方发布《反外国制裁法》规定的“反制清单”】 

制裁时间 
被制裁主体中

文名称/姓名

（官方公布） 

被制裁主体外文

名称/姓名（官方

公布） 
制裁措施 制裁原因 备注 

2021 年 1

月 20 日 

蓬佩奥 
Michael R. 

Pompeo 
被制裁的个人

及其家属被禁

止入境中国内

地和香港、澳

门，被制裁的

个人及其关联

对在涉华问题上

严重侵犯中国主

权的行为负有主

要责任，干涉中

国内政、损害了

中国的利益。 

同一批被制裁的

还包括外交部未

公开姓名的其他

18 名美国个人。 

纳瓦罗 Peter K. Navarro 

奥布莱恩 Robert C. O'Brien 

史达伟 David R. Stilwell 

波廷杰 Matthew Pott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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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 

【本名单为本团队自行整理，并非官方发布《反外国制裁法》规定的“反制清单”】 

制裁时间 
被制裁主体中

文名称/姓名

（官方公布） 

被制裁主体外文

名称/姓名（官方

公布） 
制裁措施 制裁原因 备注 

阿扎 Alex M. Azar II 企业、机构也

已被限制与中

国打交道、做

生意。 

克拉奇 Keith J. Krach 

克拉夫特 Kelly D. K. Craft 

博尔顿 John R. Bolton 

班农 
Stephen K. 

Bannon 

2021 年 3

月 22 日 

彼蒂科菲尔 
Reinhard 
Butikofer 

相关人员及其

家属被禁止入

境中国内地及

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他

们及其关联企

业、机构也已

被限制同中国

进行往来。 

在涉疆问题上，

严重损害中方主

权和利益、恶意

传播谎言和虚假

信息。 

欧洲议会议员 

盖勒 Michael Gahler 欧洲议会议员 

格鲁克斯曼 
Raphaël 

Glucksmann 
欧洲议会议员 

库楚克 Ilhan Kyuchyuk 欧洲议会议员 

莱克斯曼 Miriam Lexmann 欧洲议会议员 

舍尔茨玛 
Sjoerd Wiemer 

Sjoerdsma 
荷兰议会议员 

科格拉蒂 Samuel Cogolati 比利时议会议员 

萨卡利埃内 Dovile Sakaliene 立陶宛议会议员 

郑国恩 Adrian Zenz 德国学者 

叶必扬 Björn Jerdén 瑞典学者 

欧盟理事会政

治与安全委员

会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 
欧洲议会人权

分委会 

Sub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德国墨卡托中

国研究中心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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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 

【本名单为本团队自行整理，并非官方发布《反外国制裁法》规定的“反制清单”】 

制裁时间 
被制裁主体中

文名称/姓名

（官方公布） 

被制裁主体外文

名称/姓名（官方

公布） 
制裁措施 制裁原因 备注 

丹麦民主联盟

基金会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in 

Denmark 

2021 年 3

月 26 日 

图根哈特 Tom Tugendhat 

禁止有关人员

及其直系家属

入境（包括香

港、澳门），

冻结其在华财

产，禁止中国

公民及机构同

其交易。中方

保留采取进一

步措施的权

利。 

在涉疆问题上，

干涉中国内政，

恶意传播谎言和

虚假信息。 

英国主体 

邓肯—史密斯 Iain Duncan Smith 

奥布莱恩 Neil O'Brien 

奥尔顿 David Alton 

劳顿 Tim Loughton 

加尼 Nusrat Ghani 

肯尼迪 Helena Kennedy 

尼斯 Geoffrey Nice 

芬利 
Joanne Nicola 
Smith Finley 

“中国研究小

组” 

China Research 
Group 

保守党人权委

员会 

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维吾尔独立

法庭” 
Uyghur Tribunal 

埃塞克斯园大

律师事务所 

Essex Court 
Chambers 

2021 年 3

月 27 日 

曼钦 Gayle Manchin 
禁止被制裁人

员入境中国内

地及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

区，禁止中国

公民及机构同

被制裁人员交

易或同被制裁

实体往来。 

美国、加拿大基

于谎言和虚假信

息于 3 月 22 日

对中国新疆有关

人员和实体实施

单边制裁的行

径。 

美国国际宗教自

由委员会主席 

伯金斯 Tony Perkins 
美国国际宗教自

由委员会副主席 

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加拿大联邦众议

员 

加拿大众议院

外委会国际人

权小组委员会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f 
the Stan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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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历次发布的制裁名单（2021） 

【本名单为本团队自行整理，并非官方发布《反外国制裁法》规定的“反制清单”】 

制裁时间 
被制裁主体中

文名称/姓名

（官方公布） 

被制裁主体外文

名称/姓名（官方

公布） 
制裁措施 制裁原因 备注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Canada 

2021 年 7

月 23 日 

罗斯 Wilbur Louis Ross 

（未公布具体

制裁措施） 

美方炮制所谓

“香港商业警

告”，无端抹黑

香港营商环境，

非法制裁多名中

国中央政府驻港

机构官员，有关

行径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严重

干涉中国内政，

针对美方错误行

径，中方依据

《反外国制裁

法》采取对等反

制。 

前美商务部长 

卡罗琳·巴塞

洛缪 

Carolyn 
Bartholomew 

美国会“美中经

济与安全评估委

员会”（USCC）
主席 

乔纳森·斯迪

沃斯 
Jonathan Stivers 

“国会—行政部

门中国委员会”
（CECC）前办

公室主任 

金度允 DoYun Kim 
“美国国际事务

民主协会”成员 

亚当·金 Adam Joseph King 
“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在港授

权代表 

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人权观察”中国

部主任 

“香港民主委

员会” 

Hong Kong 
Democratic 

Council 
美国主体 

 

二、近期动态 

（一）中国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1 年版）》 



  

7 / 14                                                  
 

 

 20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21 年版）》（以下简称《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将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正式生效。 

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起正式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

下简称《海南自贸港法》），在第十七条中明确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对跨境服务贸易

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实施相配套的资金支付和转移制度。对清单之外的跨境服务

贸易，按照内外一致的原则管理。”依据此条出台的《负面清单》列举了针对境外服务

提供者的 11 个行业门类、共计 70 项特别管理措施，并明确指出，凡《负面清单》之外

的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按照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此次发布的《负面清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极大地体现了中国跨境服

务贸易开放水平的显著提高。从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到近

期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 协定》），我国均是以正

面清单的形式作出服务承诺，《负面清单》则是我国首张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的跨境服

务贸易承诺清单。从内容上而言，根据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的介

绍，《负面清单》相较于入世时的服务承诺也有了进一步的开放，例如： 

服务贸易领域/分部门 入世时承诺标准 《负面清单》承诺标准 

法律服务 

对中国的法律服务未作承诺，

外国的服务提供者不能提供中

国法律方面的服务。 

海南律师事务所可以聘请外籍律

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和港澳律师

担任法律顾问；境外律师事务所驻

海南的代表机构可以从事部分涉

及海南的商事非诉讼法律事务。 

教育服务 

境外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到中

国境内提供教育服务必须具有

学士或者以上学位，而且还要

有相应的专业职称或者证书，

以及两年专业工作经验。 

未对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专业

工作年限进行限制。 

市场调研服务 未进行承诺。 
境外服务提供者经资格认定、取

得涉外调查许可证的，可进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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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领域/分部门 入世时承诺标准 《负面清单》承诺标准 

场调查。 

此外，王受文副部长还通过对比《RCEP 协定》中作出的服务承诺，介绍了《负面

清单》的高度自由性，例如： 

服务贸易领域/分部门 《RCEP 协定》承诺标准 《负面清单》承诺标准 

空运支持服务 未进行承诺。 
未禁止境外服务提供者从事航空气

象服务。 

城市规划 
未对自然人移动模式下的

城市规划服务作出承诺。 

外国人申请参加中国注册建筑师全国

统一考试和注册，以及外国建筑师申

请执行注册建筑师业务，按照对等原

则办理（视情况允许境外个人在中国

境内提供城市规划服务）。 

《负面清单》的发布，势必进一步加快海南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进程，并与其他

已经出台法律、法规、政策共同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建议计划在海南开展相关跨境服

务贸易的企业深入了解《负面清单》中对于各行业领域、各分部门项下跨境服务贸易的

相关要求，并密切关注依据《海南自贸港法》第十七条或将陆续配套出台的资金支付和

转移制度。 

（二）中国商务部发布《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征求公众意见稿）》 

20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征求公众

意见稿）》（以下简称《技术目录》），向公众征求修订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5 日。本次发布的《技术目录》所涉的禁止进口技术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项下的共计 10 项技术；所涉的限制进口技术包括农业、林业、纺织业、化学原

料及化学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货币金融服务业项下的共计 14 项技术。建

议处于以上行业且具有相关进口业务的企业关注《技术目录》及时调整相关的交易安排。 



  

9 / 14                                                  
 

 

  



  

10 / 14                                                  
 

 

 

美国 

一、近期动态 

（一）美国财政部更新 SDN 清单 

 当地时间 2021 年 7 月 22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依据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以“侵犯人权及腐败”为由，将古巴国防部长 ALVARO LOPEZ MIERA 及古巴内政部

下属特种部队（BRIGADA ESPECIAL NACIONAL DEL MINISTERIO DEL INTERIOR）

列入 SDN 清单。 

 当地时间 2021 年 7 月 28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依据

叙利亚制裁计划，将 8 名叙利亚个人及 10 个叙利亚实体列入 SDN 清单。同日，OFAC

对此前已被列入 SDN 清单的 1 名叙利亚个人及叙利亚军事情报局（SYR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被列入清单时的条目信息进行了修订。 

 当地时间 2021 年 7 月 30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依据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将古巴国家革命警察局（POLICIA NACIONAL REVOLUCIONARIA）及其局长

CALLEJAS VALCARCE、副局长 SIERRA ARIAS 列入 SDN 清单。 

建议企业提前筛查是否有与前述被列入 SDN 清单的个人或实体展开交易的计划，

及时调整交易安排，并密切关注相关风险。 

二、近期案例 

（一）【含风险提示】美国财政部宣布与 Alfa Laval Inc.及 Alfa Laval Middle East 
Ltd.达成和解 

 当地时间 2021 年 7 月 19 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发布

两则公告：(1)宣布与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Alfa Laval Inc.（以下简称“AL U.S.”）达

成和解，AL U.S.同意就其位于美国宾西尼亚州的前子公司 Alfa Laval Tank, Inc.（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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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AL Tank”）违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Iranian Transactions and Sanctions Regulations）

的明显违规行为，支付 16,875 美元“和解金”；(2)宣布与位于阿联酋迪拜的 Alfa Laval 

Middle East Ltd.（以下简称“AL Middle East”）达成和解，AL Middle East 同意就其违

反《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的明显违规支付 415,695 美元的“和解金”。 

根据 OFAC 公告，AL Tank 是一家制造和销售清洁设备的公司，其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收到伊朗石油产品分销商 Alborz Pakhsh Parnia Company（以下简称“Alborz 公司”）

的一封关于 Gamajet 清洁装置（某种用以清除储罐中残留燃料、污垢和污泥的自动化机

器）的询价邮件，该邮件明确指出 Alborz 公司是一家位于伊朗的公司。AL Tank 的经理

随后向 Alborz 公司提供了产品推介、定价信息、产品描述和规格、报价等信息。此后

Alborz 公司又邮件询问 AL Tank 的经理是否可以将货物运送至伊朗，AL Tank 的经理收

到邮件后联系了 AL Middle East 的经理，告知了潜在商机，并在回复 Alborz 公司的邮件

中表示，AL Tank 不能向伊朗出售美国制造的设备，但是 AL Middle East 的经理会进行

后续联系。其后，AL Middle East、位于伊朗的 Alfa Laval Iran Co. Ltd.、一家总部位于

迪拜的公司（以下简称“迪拜公司”）以及 Alborz 公司共同实施了误导 AL Tank 的行

为，使其认为货物的最终用户是迪拜公司，从而使得 AL Tank 向迪拜公司出口了两台

Gamajet 清洁装置，而后迪拜公司又将前述清洁装置再出口至伊朗。 

OFAC 指出，虽然 AL Tank 的违规出口行为是基于误导，但是 AL Tank 也在很大程

度上忽视了该批货物可能会被转移至伊朗的风险信号，例如：AL Middle East 向 AL Tank

发送了主题中已写明“伊朗 Alborz 公司”的邮件，而 AL Tank 回复了该邮件中 Alborz

公司关于 Gamajet 清洁装置的技术问题。因此，AL Tank 知道或应当知道 Gamajet 清洁

装置可能被运至 Alborz 公司。此种情况下，该公司仍然实施了出口行为，违反了美国

《联邦法规》第 560 章（即《伊朗交易和制裁条例》）第 560.204 以及第 560.206 条禁

止向伊朗出口商品的相关规定。 

此外，OFAC 还指出，AL Tank 将伊朗潜在商业机会介绍给 AL Middle East，从而

促进了违规交易发生。此种行为违反了美国《联邦法规》第 560.208 条规定的“任何美

国人士不得批准、资助、促进、担保与外国投资者有关的、被禁止由美国人士或在美国

境内开展的任何交易”。而 AL Middle East 对 AL Tank 的误导行为，导致 AL Tank 间接

向伊朗出口商品的行为，被 OFAC 认为是违反了《联邦法规》第 560.203 条规定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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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以逃避或规避条例规定为目的，违反或企图违反该条例中的任何禁令”、“禁止图谋

违反该条例中的任何禁令”。 

目前联合国、欧盟、美国均具有相应的制裁计划，企业应当及时关注前述制裁计划

所涉的被制裁国家（地区）、被制裁实体及个人的情况，防范相关“域外”风险。参考

该案例，我们认为，在企业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时，尤其是开展涉美和/或涉及被制裁国家

（地区）的交易活动时，应特别注意，除企业直接实施违规交易行为所产生的风险外，

某些促成违规交易行为发生的商业行为（例如商业介绍等）、邮件（扩展到 MOU、合

作意向书、文件邮寄地址、邮件后缀等）可能指向的明确违规行为或潜在违规倾向或意

图等也可能导致企业（如欧盟、美国对该企业有合法司法管辖时）面临制裁、处罚等不

利后果。对于此类“隐性”风险的识别与防控，更加需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企

业内部合规制度、合规流程和/或合规体系，以便在日常经营中及时识别的风险预警信号，

并采取有效的风控措施。对于计划或已经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中国企业而言，更应重

视防范制裁类相关风险，切实提高各级别员工的合规意识及风险识别能力，并保障风险

内部汇报、处理流程的高效畅通，从而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因风险发生造成的损

失。 

 

 
叶姝欐律师团队一直致力于协助协助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定期

获取与境内外出口管制、制裁及反腐败相关资讯，以便有关部门及行业从业机构等及时

洞悉相关域外风险。目前，本资讯已由《资讯速递》正式更名为《双周资讯汇总》，截

止到本期为止，叶姝欐律师团队已经以双周报方式累计发布共 34 期资讯，如您需要了

解本期及此前各期资讯的具体内容，可随时与君泽君叶姝欐律师团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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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合规团队： 

 

 
叶姝欐  合伙人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手机：18611823551 

邮箱：yeshuli@junzejun.com 

执业领域：合规（主要包括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及贸易

合规，以及国际化企业合规的风险调查及解决方案）、

境内外收并购、跨境重组及清算、商事争议解决 

 
 
 
 
 
 
 
 
 
 

扫码微信交流 

 

叶姝欐，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律师协会 IBA（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2015-2016 会员，司法部支持、全国律师协会遴选的第五期赴美公派访问学

者，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国际投资与贸易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中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成员，并于 2021 年荣获《商法》2021 律师新星。叶律师的主

要执业领域为合规（主要包括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及贸易合规，以及国际化企业合规的风险

调查及解决方案）、境内外收并购、跨境重组及清算、商事争议解决。叶律师的专业服务及

丰富经验，使她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受到广泛认可。近年来，叶律师在国际贸易及国际化企

业合规领域不断深耕，主导了很多风险调查、风险监控、合规流程建设和合规体系架设等项

目。此外，叶律师还多次为客户编写合规专项指引，并应邀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客

户提供合规培训。叶律师多次通过律商联讯（Lexis Nexis）、威科先行（Wolters Kluwer）

等平台发表专业文章。2021 年 2 月，叶律师主笔的《出口管制合规报告》正式公开发布。 

叶律师于英国金斯顿大学获法律及商业双专业学士学位，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企业改革与

发展硕士学位。 

 

手机：18611823551 

邮箱：yeshuli@junzejun.com  

 

相关业绩： 
• 为某行业领先企业的数据信息类项目提供出口管制及经济制裁相关风险评估及合规整

改法律服务。 

mailto:yeshuli@de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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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某行业头部企业提供涉美出口管制及经济制裁相关清单风险应急管理项目并出具应
急指引； 

• 为深圳某上市公司提供涉美出口管制相关复杂物项 ECCN 归类的解决方案。 

• 为国内钢铁行业头部企业提供境外合规制度建设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涉美出口管制、
经济制裁相关境外合规制度。  

• 协助国内航空领域大型企业就其业务所涉及的涉美出口管制相关敏感性问题进行风险
分析、协助与境外交易方进行相关专业谈判、提供调整意见。 

• 为深圳某上市公司提供为应对其面临的涉美出口管制相关突发问题的紧急预案。 

• 为某重点软件开发企业提供美国出口管制相关合规、跨境诉讼建议等法律服务。 

• 为深圳某科技型企业就其业务所涉及的涉美出口管制相关敏感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
相应的调整方案等法律服务。 

• 根据出口监管相关条例，协助某重点软件开发企业进行密码类产品美国出口管制监管要
求识别、归类、调整供应链方案等。 

• 为北京某科技型企业提供 ECCN 编码分类及监管要求识别等法律服务。 

• 为西安某企业提供美国贸易制裁合规类 ICP（合规内控体系）架构。 

• 为某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供海外合规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反海外
腐败等）及架构的建议、议案和相关服务。 

• 为某跨国物流外资公司（世界 500 强）提供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相关方案。 

• 为深圳某上市公司提供出口管制专项培训及贸易制裁相关企业高管风险预警方案。 

• 为某跨国外资公司提供出口管制合规体系建设的相关方案。 

• 作为某跨境移动支付行业领先企业的境外经营合规法律顾问。 

• 提供出口合规培训：在上海为五百强企业培训、在深圳为进出口商会成员培训、在智合
线上培训、在北京海淀区政府为海淀区企业培训、在贸促会为汽车行业企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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