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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法评文章《见微知萌—从滴滴出行案谈网络安全审查制

度》中, 我们对“滴滴出行”案与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以下相关问

题进行了解答:  

 

 网络安全审查是什么?  

 “滴滴出行”被审查的可能原因? 

 网络安全审查, 审的是什么? 

 网络安全审查的具体程序及后果? 

 网络安全审查, 谁是下一家? 

 

而就在上周末(2021 年 7 月 10 日), “滴滴出行”的网络安全审查尚

无定论之时,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 对实施刚满一

年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进行了实质性的修订。本文中, 我们

同样以问答的形式, 对《修订草案》为大家做出相关解读。 

 

Q1 是否涉嫌“先处罚再修法”? 涉事企业是否对执法毫无预期?  

Q2 网络安全审查的触发条件?  

Q3 赴香港上市的企业是否受到影响?  

Q4 已海外上市的企业是否受到影响?  

Q5 网络安全审查, 可能导致推迟上市多久?  

企业上市: 网络与数据安全一样都不能少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对企业境外上市影响之 Q&A 

作者: 潘永建 | 朱晓阳 | 王雪莹 | 胡鑫超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33_1625619891.pdf
http://www.llinkslaw.com/uploadfile/publication/33_162561989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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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涉嫌“先处罚再修法”? 涉事企业是否对执法毫无预期?  

 

“滴滴出行”受到网络安全审查的原因几何? 之前有诸多关于“滴滴出行”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运营者的猜测。 

 

长期参与我国网络安全重大政策法规研究起草工作的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在接受媒体

专访1对这一点进行了澄清: 对“滴滴出行”发起网络安全审查“与其是否被列为关基没有必然关系, 因

为网络安全审查的启动还有第二种条件, 即网络安全审查机制成员单位认为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

响国家安全”。 

 

网络设备、服务与依托于该等设备、服务的数据和背后的关键业务密不可分, 在修订前, 《网络安全

审查办法》已关注利用网络设备、服务中非法获取、泄露、毁损重要数据、用户数据的风险, 因此在

网络安全审查中必然包含有关数据安全的考察。 

 

正如在此前文章中指出的, 我们认为《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于数据处理活动的规制是应有之义。此

次为免疑义, 进一步提高立法的严谨性, 在适用范围等多处将数据处理活动明确列出, 作为一项单

独的网络安全审查的对象。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在此时作出修订亦有迹可循。 

 

一方面, 《数据安全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 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

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作为《数据安全法》配套细则之一,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在《数据安全法》实施前的准备阶段进行修订并非全然是意外之举。  

 

另一方面, 《修订草案》的关于跨境证券监管的特别修订呼应了 2021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该意见要求“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  

 

从“滴滴出行”的角度, 此次遭遇网络安全审查也不是毫无征兆。据外媒报道, 美股上市前几周, 网信

办曾建议“滴滴出行”暂缓上市, 并督促其审查网络安全现状2。从结果来看, “滴滴出行”或未完成网络

安全审查, 便强行闯关匆匆上市。 

 

我们理解, “滴滴出行”一事验证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是国家规制企业网络安全与数据不合规行为

的一项重要工具, 但不应理解为《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单为处罚“滴滴出行”而特别修订。 毕竟, 企业

赴国外上市只是《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规制的、可能存在数据安全风险的一种具体情形, 而不是全部。 

 

                                                        
1 南方周末: 《用户过百万, 海外上市须审查: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为何这样改? 》, 2021 年 7 月 11 日 
2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chinese-regulators-suggested-didi-delay-its-us-ipo-wsj-2021-07-05/ 最后访问日

期: 2021 年 7 月 13 日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chinese-regulators-suggested-didi-delay-its-us-ipo-wsj-2021-07-05/


    
 

3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合规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作为身处漩涡的“滴滴出行”事先已得到执法警告, 法的可预测性并未受到减损, 建议企业以此为戒, 

谨慎对待来自监管部门的提示、劝诫和警告, 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合规意识。 

 

2. 网络安全审查的触发条件?  

 

 关键信息运营者预判其采购的产品和服务投入使用后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这是明确的触发条件, 规定在《修订草案》第五条。该触发条件目前有两点尚不明确, 即“企业

是否为关键信息运营者”有待企业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和网信办进行认定, “如何预判”还有待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预判指南, 建议企业予以关注。 

 

 掌握超过 100 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 

 

这条也是明确的触发条件, 规定在《修订草案》第六条。 

 

“掌握”和“控制”具有类似语义, 根据文义解释, “掌握个人信息的运营者”可以理解为“个人信息

控制者”, 实践中, “个人信息控制者”通常是指有能力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方式等的实体。 

 

考虑到法律法规层面未对“控制者”做出明确定义, 在目前网络安全审查从严监管的形势下, 为

谨慎起见, 建议企业将自身作为控制者和处理者分别所获取和存储的个人信息量合并, 均纳入

“掌握超过 100 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计算范畴内。 

 

“赴国外上市”不应狭义理解, 我们认为“上市”包括境内公司在国外的 IPO(首次公开募股)、SPAC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RTO(反向收购上市)、Direct Listing(直接上市), 以及已上市公司的增发

和发债等。 

 

 其他场景 

 

结合《修订草案》的意旨, 我们理解其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

信息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场景也可能也会触发网络安全审查, 需要继续出台细则加以明确。 

 

3. 赴香港上市的企业是否受到影响?  

 

《修订草案》中多处使用“国外上市行为”“赴国外上市”的表述, 通常“境外”“数据出境”“数据跨境传输”

是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关注点, “国外”一词并不多见, 但我们理解此处立法者是有意作出区分。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企业在香港上市, 引发《修订草案》第十条所描述的“国外上市后……被国外

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 赴香港上市的企业不会触发 Q2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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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触发条件, 但这不意味着赴香港上市的企业不会受到《修订草案》的规制, 其仍可能因触发其他

条件而具有网络安全审查申请义务。另外, 我们提示赴香港上市企业特别注意数据出境相关规则。 

 

4. 已在海外上市的企业是否受到影响?  

 

对于已海外上市企业是否可能受到网络安全审查, 执法实践已经给出明确答案。本月初, 网络安全审

查办公室即根据《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相继对已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聘”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可能的启动条件即是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认为上述企业采购影

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产品和服务。 

 

《修订草案》第十六条对此类情形予以进一步完善, 将“网络产品和服务”“数据处理活动”“国外上市

行为”均纳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职权开展审查的范围。换言之, 所有企业头上均已高悬“网络安全

审查之剑”, 而已海外上市企业因“国外上市行为”风险尤甚。 

  

此外, 网络安全审查对于国外上市行为的审查意在控制企业国外上市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核心数

据、重要数据或大量个人信息被国外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 由于已海外上市企业中同样

存在大量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要数据, 且事实上这些企业已经暴露在很多国外监管机构的管辖之

中, 从全面控制国家安全风险的立法目的出发, 已海外上市企业无法独善其身。 

  

但不同于拟海外上市企业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可能导致的的无法上市的直接后果, 对于已海外上市

企业未通过审查的情形, 《网络安全法》仅规定了停止使用和罚款处罚, 《数据安全法》则未作规定。

因此, 实践中网络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结果将对已海外上市企业带来多大影响, 有待后续配套法规和

监管实践予以明确。 

 

5. 网络安全审查, 可能导致推迟上市多久?  

 

简单来说, 如果进入一般审查程序, 审查期间一般为 30/45 个工作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初步审

查)+15 个工作日(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和相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部门回复意见), 

最长 60 个工作日(不含进入审查程序前的 10 个工作日); 如果进入特别审查程序, 审查期间在上述基

础上延长 3 个月, 情况复杂的, 可以进一步延长。 

 

基于上述审查期间的考虑, 对于可能触发网络安全审查条件, 并有意赴国外上市的企业而言, 建议

预留网络安全审查的时间, 如果自身业务分支复杂、数据掌握体量较大, 建议至少留足半年时间, 并

事先做好业务可能受到影响的准备, 包括暂停注册新用户等。 

 

站在企业的角度上, 我们理解境外上市可获得的高估值对于企业的巨大吸引力, 但我们仍提示企业

以“滴滴出行”的经历为戒: 由于“滴滴出行”在上市仅三日即遭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 美股股价应声

下跌, 目前数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已开始征集遭受损失的投资人, 设法向“滴滴出行”发起集体诉讼, 多

位美国参议员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上市前未充分揭露投资风险”为由对“滴滴出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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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国内方面亦不容乐观, 近期, “滴滴出行”关联企业因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被市场监管总局开出

8 张罚单。由此可见, 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方面的不合规行为可能牵扯出企业其他行为受到监管关注, 

建议企业不急在一时, 谨慎为先。 

 

结语 

 

年初, 网信办成立了“网络数据管理局”, 以进一步扩大执法队伍, 强化执法力量。据已发布的新闻报道, 该

局已开始开展立法、执法工作。在立法加强、执法趋紧的环境下, 企业应牢记, 上市, 网络与数据安全一

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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