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章  并购与重组 



7.1  先行案例：葛兰素史克的合并 

 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 ）是

一家以科学为引领的医药保健公司，研究
和开发领域广泛的创新药物。公司的使命
是让人们能够做到更多、感觉更舒适、生
活更长久，从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葛兰素史克的总部位于英国，分支机构遍
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主要的研发中心位于

英国、美国、西班牙、比利时和中国，在
全球建有约70家生产基地。葛兰素史克是

少数为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三大全球性疾
病――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同时研制药
物和疫苗的公司之一。 

 



 葛兰素史克的三大业务领域为处方药、疫
苗和消费保健品。其成功取决于开发创新
性的产品，并让尽可能多的有需求的人们
获得这些产品。 

 



 公司的处方药业务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创新
性药物，治疗多种重大或慢性疾病，包括
传染性疾病、癌症、癫痫、心脏病、哮喘
和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艾滋病。 

 



 葛兰素史克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公司之一，
每年为173个国家提供疫苗超过11亿剂，帮

助儿童和成人提供预防一系列的传染性疾
病，如甲型和乙型肝炎、白百破、麻腮风、
小儿麻痹、伤寒、流感和细菌性脑膜炎等。 

 



 公司的消费保健品业务主要涵盖四大领域：
口腔保健品、营养品、非处方药、皮肤护
理产品。 

 



 葛兰素史克公司是由葛兰素威康（Glaxo 

Wellcome ）和史克必成（Smithkline 

Beecham）强强联合,于2000年12月成立的。 



 



 葛兰素史克的合并确立了其在医药领域世
界级的领先地位。葛兰素史克拥有制药行
业中最大的研发体系之一，年产药品40亿
盒，产品遍及全球市场， 在全球药品市场
享有约7％的份额。 



 葛兰素威康和史克必成的合并所产生影响
的范围绝不仅局限于这两家公司所在的英
国。合并后的公司试图在美国安家落户，
但是反垄断当局繁冗的调查，使这两家公
司在合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依然分而治之。 

 



 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医药公司在世纪之交
投入巨资与其美国对手进行激烈竞争。合
并与收购的热潮是各公司为达到规模经济
而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当然，有的公司
可能会信心十足地孤军奋战，但一个又一
个的合并对这种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要么寻找合并的机会壮大自己，要么冒在
竞争中被甩在后面的危险。 



1、史克必成 

 1972年，英国的必成公司（Reecham）开发
出阿莫西林，成为广泛应用的抗生素。 

 1976年，美国的史克公司（Smithkline）的
畅销药——泰胃美(西米替丁)于英国率先上
市。 



 必成既没有规模，也没有实力成为医药行
业的巨人，它和史克一样面临着被其他公
司收购的威胁。 

 1989年史克和必成两家公司合并，组建了
全球性的医药和保健品公司—— 史克必成
（Smithkline Beecham） ，从而掀起了医药
行业内长达十多年的合并风潮。 



 新成立的史克必成公司挟原来两大企业的
优势,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另外,在SB总部,
公司拥有自己的基因科学实验室,配备杰出
的专家和先进的仪器设备,从事人类基因科
学的研究和开发。史克必成公司仅疫苗一
项,每年为170多个国家生产7亿多剂,全世界
每一秒钟即有20多人次接史克必成生产的
疫苗。 
  



 1991年，史克必成在英国最先推出抗抑郁
药帕罗西汀。  

 1999年，史克必成推出抗二型糖尿病药文
迪雅。  



 史克必成成为世界第三大非处方药公司,每
天投入250万英镑进行新药的开发和研究,在
2000年研制新药的时间已控制在2000天以
内,对于以往开发一种新药需要10到20年时
间是一个巨大飞跃。 

 

 



 双方的合并可以保障至关重要的研发投入，
此项费用在合并后翻了一番，但仍比不上
行业里的顶级企业，如葛兰素的研发投人
是它的一倍甚至两倍。不管怎么说，合并
后两家公司的管理层之间签订了详细的共
享资源协议，并在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更大
规模的营销活动。 

 



2、葛兰素威康 

 葛兰素（Glaxo）原本只是英国一家卖奶粉
的小公司， 

 1969年，葛兰素推出喘乐宁(沙丁胺醇)，该
药随后成为治疗急性哮喘的经典用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主要销售抗生素、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和保健品。 



 1981年，葛兰素成功开发出抗胃溃疡药善
卫得(雷尼替丁)，该药在80年代雄居世界销
售榜首位置。  

 20世纪80年代，葛兰素在研发新药方面成
绩卓著，公司随之高速发展。 

 1994年，其销售额达56.56亿英镑，占据了
全球市场份额的3.6%，在欧洲和美国的销
售尤为强劲。 



 1995年，葛兰素在行业中确立了领导地位，
此时，药品开发的成本急剧攀升。葛兰素
的管理层抓住时机，收购了威康
（Wellcome）公司。 



 当时，威康基金会（英国最大的非赢利性
医疗机构）拥有葛兰素雷尼替丁（Zantac）
药品40%的所有权，也拥有威康39%的股
权。雷尼替丁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治溃疡的
药品，占全球同类药品市场份额的35%，
1994年的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24亿英镑。 



 雷尼替丁于20世纪80年代初投放市场，葛
兰素43%的收入来自雷尼替丁，葛兰素的
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雷尼替丁的成功销
售。但惟一的问题是，雷尼替丁的专利将
于1997年到期。 

 



 威康公司以其学术研究能力闻名业内，还有很强
的科研攻关能力，但其营销能力却令人不敢恭维。 

 1982年，威康的约翰·韦恩(John R. Vane)爵士因其
在前列腺素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1987年，威康研制成功世界第一个抗艾滋病药
Refrovir(齐多夫定)。 

 1988年，威康的乔治·希切斯(George H. Hitchings)
博士、格特鲁格·埃利恩(Gertrude B. Elion)博士与
曾在威康和史克就职的詹姆斯·布莱克(James W. 
Black)爵士因发现药物治疗的重要原则而共同荣
获诺贝尔医学奖。  



 1996年，葛兰素与威康合并后6个月，管
理者即宣称新公司的销售量已占世界首位；
公司在伦敦上市，其股票市值世界排名第
三，公司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医药企业，
员工总数达54000人。 

 1999年，葛兰素威康在全球同步上市第一
个口服有效抗乙肝药物贺普丁(拉米夫定)。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两公司因文化差异发
生了严重的碰撞，威康无法适应葛兰素强
硬、过于商业化的企业文化，威康的管理
者因无法适应新公司而纷纷离去，这进一
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此外，在关键的药
品领域，产品序列和销售人员在地域上的
分布存在严重的重叠，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20世纪90年代末，有分析家质疑葛兰素和
威康的合并是否产生了合力。应该说合并
对双方而言均是既有利又有弊的，葛兰素
的营销能力促进了威康产品的销售，避免
了排名下滑。但是，新药的开发效率并不
令人满意，许多新药的表现也差强人意。
另一方面，合并为葛兰素开辟了新的医疗
领域，如抗病毒类药物。  



3、葛兰素史克的诞生 

 1998年两大英国医药巨头的合并达成初步
协议，葛兰素威康的股东拥有新集团公司
59.5%的股份，史克必成的股东拥有40.5%。
新公司的总市值高达1100亿美元，是世界
上最大的医药公司，也是世界第三大公司。 



 简·莱斯凯利将成为新公司的总裁，他曾是
职业网球运动员，后来成为史克必成的首
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则由葛兰素的首席
执行官理查德·塞克斯爵士担任。但是，经
过一个周末紧张的谈判，合并计划被搁置
下来。接下来的那个交易日，史克必成的
股票市值下跌了10%，约66亿美元，葛兰
素威康的股票则下跌了13%。 



 在正式场合，葛兰素威康的董事们说他们不打算
就已经达成的初步意见继续讨论。在非正式场合，
史克必成的董事们说葛兰素威康临阵反悔，不同
意由莱斯凯利担任总裁。葛兰素的董事们对此未
加反驳。有传言说莱斯凯利提出要将研发部门分
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公司，而理查德·塞克斯爵士
和葛兰素公司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们认为这
太离谱，是为了短期成本效益而放弃了创新。 
 



 莱斯凯利和塞克斯以前曾共事过，两人之间的不
合似乎从那时就产生了。莱斯凯利的家长作风以
及史克必成严谨的财务管理和靠业绩说话的企业
文化，与塞克斯对科学的执着以及葛兰素传统的
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但是，如果史克必成和莱斯
凯利在由谁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件事上做出让步的
话，合并就可以顺利进行，莱斯凯利就会有1亿
美元收入入账——这是《经济学家》对他的股票
和期权进行估算而得来的。 
 



 莱斯凯利如此看重首席执行官这个职位的
原因是，这对莱斯凯利来讲是个原则与尊
严问题，而不只是职位问题。他曾作为首
席执行官领导了施贵宝公司与百时美公司
的合并，而且在任史克必成首席执行官时
也有不菲的收入。不管这次合并是否成功，
他都已经很富有了，其财富足够满足他和
他的家庭一切的物质需求。 



 同时，塞克斯和他的董事们不喜欢莱斯凯
利的管理风格，害怕这种合并实质上变成
史克必成接管葛兰素。葛兰素也提出，因
为葛兰素在市值、产品和研发投入方面都
比史克必成大，葛兰素应该为新公司提供
领导者。 

  



 如果合并失败，史克必成依然缺少研发新
药所需的资金，而此时其他医药公司的合
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葛兰素威康在年
末时还没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与百时美
施贵宝关于合并的谈判也失败了。 

 



 第一轮关于合并的谈判于1998年破裂。1999年
中，必成公司发布了莱斯凯利即将退休的消息，
这扫清了合并的障碍，于是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
前。当时，美国的医药巨人辉瑞正与另一家美国
公司Warner-Lambert进行谈判，如果谈判成功，
双方将组成世界第二大医药公司，并将拥有全球
市场份额的6.7%，研发投入将达45亿美元，公司
市值将达2870亿美元。 



 理查德·塞克斯爵士这样表达了公司进行合并的决
心： 

 “两个成功的大企业走到一起，不是为了保护未
来的收益，而是为了达到规模效益，真正超越行
业内的所有公司。你投入越多，收益越多，公司
在研发上的投入就能越多，这样，你的公司就会
变得更强大。” 

 



 尤其关键的是，作为合并的一个条件，理
查德·塞克斯爵士同意担任非执行董事长，
这是一个有影响力但没有太多管理实权的
职位。新葛兰素史克的总裁将由吉恩·皮埃
雷·格尼拉（Jean Pierre Garnier）担任。
他于1990年加入史克公司，成为药品部的
总经理。莱斯凯利退休后，他便是史克的
一号人物。 
 



 英国和欧洲很快就为葛兰素史克这起合并
开了绿灯，但是美国的公平竞争管理者—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却要求新的集
团放弃化疗引起呕吐的药品，而这种药品
每年能为集团带来4亿美元的收入。那个时
候，管理层认为最困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依然对新集团在美
国戒烟药市场的潜在垄断地位不放心，于
是合并再次推迟。 



 联邦贸易委员会之所以如此小心，是基于
这样的事实：在戒烟药市场中；史克有最
好的非处方药，而葛兰素拥有经过批准允
许使用的惟一一种处方药。联邦贸易委员
会担心，这两种产品加在一起，新集团将
会控制美国该类药品90%的市场份额。 

 



 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合并计划，而且不
再要求公司从戒烟药品市场中退出后，新公司立
即公布了对研发和市场营销进行流程再造的计划。
吉恩·皮埃雷·格尼拉认为，将15 000位科学家组
织在一起，跨越不同的时区，而且每年投入数十
亿英镑，这需要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他采用
了“机构智能化管理方案”，可以对全球24个研
发点进行评估，以决定必要时哪一个点应该关闭。 
 



4、业务组成   

 作为合并的关键部分，管理者们考虑将公
司总部留在英国，同时在美国建立运营总
部。新公司在管理风格和市场开发方面向
美国的不断倾斜使很多人迷惑不解，因为
英国既是原来两家公司的发源地，又是世
界上处方药的研发和生产中心。 



 英国的药品产值在1980到2000年间增加了
一倍，而且出口也快速增长，处方药的研
发逐渐成为高科技行业，是“知识经济”
应用最成功的一个例子。英国医药行业的
前途与该行业的这两个龙头企业 ——葛兰
素威康和史克必成——的前途息息相关。 



 当宣布合并时，格尼拉为公司的“根”在
英国而感到非常自豪。他同时讲道：“但
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司不能将所有的工作
都集中在只占我们市场6-8%的地方；而美
国市场呢，就占全球药品市场的45%。” 

 



 美国是葛兰素史克的重要市场，因为公司
一半的业务都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分
别占34%和21%。 

 在保持多种产品种类的基础上，在代表全
球市场份额一半的5类重要药品中，新公司
将在其中的4个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还有在
疫苗市场上的领先地位。 



 公司高层宣称，新公司在这些医疗市场中
会拥有坚实的基础，估计每年有170亿英镑
的销售收入，占据全球药品市场7.4%的份
额。 
 



 

 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合并使双方的研
发整合在一起，预计会节省2.5亿英镑的重
复开支。这些钱可以再投入研发，使年研
发预算达到24亿英镑，这在世界上仅次于
新辉瑞公司。公司高层也希望，新公司在3

年后每年可以节省10亿英镑的成本，这将
通过对两家公司的重组实现，预计每年可
以省下5.7亿英镑。 



 葛兰素威康在制药过程中的化学反应自动
化技术上的投资，与史克必成在基因方面
的领导地位（这代表着大量的新药开发机
会）相得益彰。事实上，史克必成有4种富
有前景的新药进入了研发的最后阶段，这
对急需畅销药来取代雷尼替丁的葛兰素威
康来讲，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5、人力资源管理 

 在合并过程中，公司草拟了在各个国家实施合并
和维持公司运转的计划。工会对此很不满意，因
为他们觉得公司没有和他们商量。公司的管理层
则宣称，其实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一切都要等有
关当局批准且合并正式开始后再说，因此计划并
没有违反欧洲新推行的关于劳资双方充分协商的
法令。但是工会依然担心，全球105000个工作职
位中有15000（即14%）个会因此而被削减。 
 



 300个高级经理的职位将不复存在。国际人
力资源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被邀请对公
司内部进行审查，其重点并不是对新公司
的管理层进行设计，而是找出公司内业务
组成重叠的领域，同时要保证研发部门和
市场营销部门相对不受影响。通过邀请人
力资源公司进行管理评估，高级管理层希
望再次平衡各个业务领域，留住主要的业
务骨干。 



6、组织结构 

 新计划准备将新药开发分为几个部分，并
通过集权和分权的各种有机结合加以保障。
在化学合成药物开发方面，公司将把投入
集中在基因学的应用和传统的业务方面，
以使规模效益得到发挥。研发工作将被分
解成6个相对独立的小组，以保持小型研发

单位的活力。药品的研制（包括临床试验）
和市场推广由总部集中协调。 

 



 保留统一的新化学合成物的研发部门，是为了将
珍贵的技术和昂贵的设备应用于一系列药物的研
制上。这项业务进一步分成两个分部，即基因研
究部和药物开发研究部。新公司重视基因研究，
在应用基因学来研发新药方面的投入一直很高：
公司成立伊始，葛兰素史克就申请了基因药物的
500多项专利。其实，就在合并过程中，史克还

临床试验了治疗肥胖症和过度紧张症的两种基因
药物，这些药物有望在5年内投放市场。 

 



 葛兰素史克在其新的组织结构里建立了6家
子公司（1家在意大利、2家在英国，3家在
美国），这些子公司在新药研制过程中处
于中间地位，被认为是公司的智囊。这6个
子公司被称为“精英中心”，统管全球24
个研发点。各子公司半独立经营，在向总
公司（最终是向风险资本甚至股票市场）
申请资金时相互间可以竞争。 



 新公司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既杜绝因公司
过大而产生的官僚主义，又能够保持各部
门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也能对药品研发
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表现进行考核；同时，
通过引进生物技术公司的文化和机制来吸
引人才，包括大量的股票期权计划。通过
这个股票期权计划，科研人员能够从其帮
助研发出的药物的销售额中提取一定的专
利费用。 



 葛兰素史克公司总部设在英国，以美国为
业务营运中心。公司在世界39个国家拥有
99个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191个国家和
地区,在全球拥有10万余名员工。  



 2001年，葛兰素史克的年利润增长了29%，
这比合并前两家独立的公司的效益强得多。 

 葛兰素史克公司2002年全球销售总额达212

亿英镑(318亿美元)，其中处方药为180亿英
镑(270亿美元)，新产品的销售额更是占据
了处方药27%的份额。  



 葛兰素史克公司拥有全球制药行业中最大
的研究开发体系之一，研发人员多达16,000

余名，2003年研发投资高达40亿美元。公
司在基因组学/遗传学及新药开发技术方面
居世界领先地位。  



 2006年全年，葛兰素史克公司净收益增长
15%，为54亿英镑（合106亿美元）；销售
收入增长9%，为232亿英镑（合456亿美
元）。 

 



7、收购Reliant制药公司 

 2007年11月22日，葛兰素史克宣布以16.5

亿美元收购美国制药公司Reliant药业。葛
兰素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心血管药
物研发力量，能够与辉瑞和诺华公司展开
有力的竞争。 



 总部在新泽西州的Reliant药业的心血脏病
药Lovaza于2005年在美国上市，2007年前
9个月的销售额为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1倍，占非Statin类血脂异常治疗药市
场10%的份额。血脂异常通常导致高血脂，
此类药物销售每年增长20%，这是Reliant

药业给新东家最大的礼物。    



 为丰富自身的研发线，葛兰素近来进行了
一系列的收购行动。2005年，葛兰素设立
了一个专门机构与生物技术公司建立合作
关系；2006年12月，葛兰素宣布22亿美元
收买丹麦生物技术公司Germab治疗恶性血

液病新药候选者的全球开发权利，同时获
得Germab公司的部分股权；2007年10月，
葛兰素与3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Synta药业、
Anacor药业和Tolerx公司签约联合开发新
药。    



8、收购Stiefel 

 2009年7月，葛兰素史克获欧盟委员会批
准，以36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独立制药公
司、美国护肤品公司Stiefel实验室。收购
将使GSK的护肤品业务增加至原有的三倍，
使其占有全球处方药妆市场8%份额。此次
并购后，GSK将拥有Stiefel在中国的全部
业务。 



 Stiefel的主打产品包括痤疮治疗药物Duac、
皮炎药物OluxE，以及治疗严重牛皮癣的
Soriatane。2008年总销售额约9亿美元；
GSK皮肤病产品销售额约5.50亿美元。 



 作为世界第二大制药商，GSK正通过业务
多元化来应对仿制药竞争导致的老产品销
售额下降。其已表示，由于糖尿病药物
Avandia、抗抑郁药物Wellbutrin，及心脏
病药物Coreg等需求下降，预计将损失约
5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并购Stiefel则说明
GSK正通过有目标的并购实现业务增长和
多样化。 

 



 GSK药品部北美总裁Deirdre Connelly表示,

并购后的GSK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领先的
皮肤科业务,并迅速带来新的收入。 

 Stiefel的主席Charles Stiefel则指，GSK现
有的皮肤科处方药(如百多邦、克廷夫和
Altabax)与Stiefel的产品系列(如Duac、
OluxE和Soriatane)可谓强强联合。 

 



9、收购Human Genome 

 2012年8月3日，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宣
布，已完成了对其长期合作伙伴、美国生
物技术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价值
36亿美元的收购。   



 通过此项收购，葛兰素史克获得了Human 

Genome的唯一上市药物贝利单抗
(Benlysta)，以及两款试验药物——治疗动
脉硬化的Darapladib和治疗糖尿病以及心
脏病的Syncria——的全部权利。贝利木单

抗是全球首例专门治疗红斑狼疮的药物，
2011年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监管批准，世
界患有红斑狼疮的人约有500万人，美国就
有150万。葛兰素史克是Human Genome

研发这一药物的合作伙伴。  



 葛兰素史克预计此项交易将从2013年开始
提高其核心盈利，并将在2015年之前产生
至少2亿美元的成本节约。 

 



 在2014《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上，葛兰
素史克排名265位，销售额414.302美元，利
润84.971亿美元。 



供讨论的问题 

 1、葛兰素威康和史克必成合并的主要动机
是什么？ 

 2、如何看待葛兰素史克合并后的重组？ 

 3、如何看待葛兰素史克近年的收购？ 



7.2   80年代以来的并购浪潮 

 并购已经在美国的公司之间流行多年。甚
至有人认为这种战略是促成20世纪80年代
至90年代间，美国成功地进行行业重组的
核心动力。 

 并购在全球其他地区也正在越来越风行，
包括在欧洲。事实上，1999年第三季度的
数据显示，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并购案所涉
及的金额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并购战略是如此流行，以至于在20世纪80

年代美国曾经出现所谓的“并购狂潮”。
在那十年间，在美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企
业并购（包括整体合并和部分重组）总数
约在31000—55000之间。这些并购所涉及
的金额总共超过了13000亿美元。 



 然而，与90年代比起来，80年代的并购潮
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990年，全球企业并
购案所涉及的金额超过4640亿美元；1998

年这个数字猛增到了25000亿美元；而
1999年则又增加到了34000亿美元。就美
国国内而言，这个数字在1990年是1950亿
美元；1998年达到16000亿美元；1999年则
为17500亿美元。 



 然而，并购不仅要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而且要达到提高股东回报的目的。有效的
并购，只能建立在能够通过并购其他公司
的资产并加以利用来达到增加公司经济价
值的基础之上。 

 



 事实表明，至少对于实施收购的公司来说，
并不总是能够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来自会
计咨询公司KPMG的报告显示，大概有83%

的并购案在增加股东价值方面是失败的。
甚至在53%的个案中，实施收购的公司，
其股东价值事实上是减少了。 



 这样的结果与一些理论研究者的研究结果
不谋而合，即通常说来被收购的公司的股
东往往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
而实施收购的公司的股东却常常会蒙受损
失。特别是兼并后的盈利回报经常接近于
零。 



 很明显，市场投资者也正确地预测到了这
一事实。在接近2/3的并购案中，实施收购

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并购意向一宣布之后
即告下跌。这种市场的负面反应被认为是
“投资者”普遍怀疑收购者是否有能力在
合并之后既保持原有业务的价值，同时又
获取新公司的整合优势。 

 



7.3  合并、收购和接管 

 合并指的是两家公司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
将相互的业务进行整合，通常其拥有的资
源和实力合在一起能够比各自独立发展产
生更强的竞争优势。 



 收购是指一家公司通过购买另一家公司的
部分或全部股权，将被收购公司的业务纳
入其战略投资组合，从而达到更加有效地
利用其核心竞争力的目的。通常被收购公
司的管理层将向收购公司的管理部门负责
和汇报工作。 

 大多数合并案都是善意或友好的交易，而
收购则可能包括恶意的接管。 



 接管也属于收购的一种，但被收购的目标公司往
往并非出于自愿与收购者达成交易协议。 

 由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和美国及其他地区股市的
支撑，几乎很少有哪家公司能避免恶意收购的威
胁。一些市场分析家指出，在全球经济中，将股
票作为流通货币的可能性和越来越巨额的金融交
易的发生，意味着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逃避恶意
收购而只能选择不断前进。 



7.4  收购的原因 

 



1、增强市场力量 

 实施收购战略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增强市场力量。
很多公司可能拥有核心竞争力，但却由于规模不
够而无法充分利用其资源和能力。市场力量通常
都来自于企业的规模及其所拥有的能够在市场中
竞争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大多数收购行动都是
通过收购竞争对手，收购供应商、分销商或者与
该产业高度相关的业务来达到获取更强市场力量
的目的，从而使实施收购的公司在其原来所处的
行业中进一步巩固核心竞争力和获取竞争优势。 



 企业为增强市场力量而实施的收购主要包括：横
向收购、纵向收购和相关收购三种。 

 

 横向收购指的是企业收购与其处于同一行业的竞
争者的行为。通过横向收购来增强企业市场力量
的方式包括以降低成本为基础和以增加销售额为
基础两种不同的协同效应。 



 研究表明，通过横向收购与原公司相似的
公司产生的效果要比收购与原公司差异很
大的公司好得多。这些相似的特征主要包
括战略目标、管理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
这种相似性可以使两个公司之间的整合更
加顺利。 



 纵向收购指的是企业收购其某一种或多种
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或分销商以及配送渠
道等的行为。企业通过纵向收购可以达到
纵向整合其业务范围的目的，从而控制价
值链上的其他重要环节。 

 企业收购与其行业高度相关的公司的行为
被称为相关收购。 



 为增强市场力量而实施的收购行动往往会
受到来自监管层和金融市场的压力，因此，
寻求通过收购而加快发展并增强市场力量
的企业必须要领会外部环境中所存在的政
治和法律等因素的影响，以便能成功地运
用这种收购战略。 



2、越过市场进入障碍 

 市场进入障碍是指市场或在该市场中已经存在的
企业的业务活动将给试图进入该市场的新公司带
来困难或增加其进入成本。比如，原来在这个市
场中的大公司可以通过大量的生产和服务提供而
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消费者对于其所
熟悉的品牌拥有的忠诚度也会给新进入的公司带
来难以克服的障碍。当面对差异化产品时，新进
入市场的公司常常会花费巨大的资源用在其产品
或服务的广告宣传上，并且通常会发现很有必要
将其产品的价格定得比竞争者更低，以吸引消费
者。 



 面对市场进入障碍或差异化产品的市场，新进入
者会觉得采取收购市场中已有的公司以迅速进入
市场，要比以挑战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向消费者提
供他们不熟悉的商品或品牌显得更有效率。实际
上，一个行业的市场进入障碍越高，新进入市场
者采取这种并购策略以克服进入障碍的概率就越
高。尽管收购的成本有时会非常巨大，但它的确
能让市场的新进入者迅速地占领市场。 
 



3、降低新产品开发成本 

 通过企业自身的力量在内部开发新产品并将其推
向市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公司资源，包括时间
成本，因为新产品通常很难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
投资回报。据多数企业管理者推测，几乎有88%
的新产品最终未能给公司带来效益，约有66%的
创新产品在其专利保护期之后四年内便遭到竞争
者的仿造。由于以上因素，企业经营者通常都将
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视为一项高风险的活动。 
 



 这样，通过企业收购便成为成功推出新产
品的一条捷径。与企业自己开发相比，收
购行动在新产品的前景上具有可预测性，
并且也容易快速进入市场。投资回报可预
测是因为企业可以在收购之前就对新产品
的市场前景进行评估。 



4、加快进入市场的速度 

 如前面所述，收购相对于内部发展来说更
容易快速进入市场。收购是企业获取新的
市场和新的产品的最快的途径。而且通过
快速进入市场和推出新产品，企业可以占
据最有利的市场位置。 



5、产品多元化的需要 

 根据经验和基于以上分析得来的市场洞察
力，企业发现通过市场中已有的企业来推
出新产品要相对容易一些。相反，靠企业
自身原有的力量来开发其不熟悉的新产品
（该新产品与企业原有产品有显著差别）
相对比较困难。因此，企业往往不会通过
自己推出新产品来达到其产品多元化的目
的。相反，企业往往会选择收购战略来发
展其多元化经营。 



7.5  影响收购成功的因素 

 企业在采取收购战略来增强其竞争能力和
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利润的时候，既会
遇到法律方面的约束和问题。也会面临各
种风险。企业经验和研究发现，只有不到
20%的企业并购获得成功。这样的成功率
与前面的讨论是一致的，即实施收购的公
司的收购回报率几乎接近于零。 
 



1、整合的困难 

 将通过收购而合并的两个公司进行整合是
相当困难的。这些整合问题包括：不同企
业文化的融合，不同财务控制系统的连接，
有效工作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当两家公司
的企业管理风格相左的时候），以及如何
处理被收购公司原有管理层人员的地位问
题等等。 

 



 整合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若不进行整合，
新公司可能会出现多元化的财务状况，但
其他的收效就几乎不会出现。企业实践和
学术研究都表明，在合并与收购中，整合
阶段可能是决定能否创造股东价值的惟一
最重要的因素。并且，企业必须对整合过
程中大量的日常工作有足够的认识。 



 研究显示，如果收购者与被收购者的整合
非常迅速，将有利于形成两者之间的良好
关系，从而使整个收购获得成功。 



2、对收购对象的评估不够充分 

 有效的收购需要对收购对象进行充分的评
估。评估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包括：并购
的财务问题，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企业文
化差异，并购带来的税务问题以及如何整
合各自原来的员工队伍等。 



3、难以形成协同与合力 

 当各单位一起工作产生的价值超过他们独立工作
的成果之和时，就意味着产生了协同效应。或者
当资源联接在一起比单独使用更有价值时，产生
协同效应。对于股东来说，协同效应为他们赢得
了财富，他们自己用多元化组合的方法是不可能
达到或超过这些成果的。在采取收购战略时，能
否创造协同效应相当重要，因为这是公司采用这
种战略最主要的理由。 

 



 只有当交易产生独有的协同效应时，公司才能通
过收购战略发展竞争优势。这种独有的协同效应
是指购并双方的资产通过联合和整合所产生的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是其中任何一家公司与其他公司
整合所达不到的。独有的协同效应产生于公司的
资产具有独特的互补性，就是说，这种独特的互
补性是购并双方中一方与其他任何公司的联合所
不可能产生的。 

 



 由于其独特性，独有的协同效应让竞争对
手难以理解和模仿，同时这种效应也难以
产生。 



 公司在实施收购战略以图产生协同效应时
会发生交易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律师费和
那些为收购方工作的投资银行的费用。评
估目标公司和进一步谈判所花的时间，由
于并购而失去关键的管理人员和雇员，都
被认为是间接成本。 



 在以是否产生协同效应来衡量一项收购是
否成功的时候，必须考虑公司是否有能力
承受那些为获得预期的收益增长或降低成
本的协同效应而必须要支付的各项成本。
当公司在计算协同效应所产生的价值时，
往往会对该过程所涉及的间接成本估计不
足。 



4、过分多元化 

 多元化战略如果使用得当会使企业获得竞
争优势和高于平均收益的回报。一般来说，
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公司表现要强于采
用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公司。 

 



 在某些时候，公司会变得过分多元化。是否过分
多元化应视各公司具体情况而定。原因是各公司
能够成功管理多元化的能力不同。实施相关多元
化比非相关多元化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为了能
够处理越来越多的多元化信息，相关多元化公司
与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公司相比，过分多元
化的业务部门相对较少。不管实施哪种多元化战
略，过分多元化都会导致公司表现不佳。 



 由于缺乏对业务部门战略目标的深刻理解，管理
者更多地依赖财务控制来评价业务部门及其经营
者的表现。财务控制以目标评估体系为基础，例
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管理层以财务控制指标为
依据来判断经营管理成果，会引起各部门经理以
牺牲长期投资为代价来追求短期效益；当为了短
期利润的提升而使长期投资降到一定程度时，就
会影响到公司今后的发展。这时公司的多元化程
度就已经超过了一定限度，多元化战略已经不能
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了。 
 



 过分多元化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司会倾向于用
收购行动来代替自我创新。通常来说，经理们并
不是存心要用收购行动来取代创新。但是一个循
环印证的怪圈会由此产生。收购行动的费用可能
会导致一些和自我创新相关的活动（例如研发）
经费的减少。没有足够的经营支持，公司的创新
能力会逐渐衰退，而没有内部的自我创新能力，
惟一的选择就只有通过收购行动来获取创新的机
会。 



 但从长期来看，不断依赖其他公司的创新
活动作为获取战略竞争力的源泉是很困难
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那些用收购活
动替代自我创新发展的公司最终都遇上了
问题。                



7.6  有效的并购 

 收购战略并不是总能为收购方的股东带来
高于平均收益的回报，然而有一些公司却
能利用收购战略创造附加价值。研究结果
显示了成功和不成功收购战略的一些差异，
并且发现存在一定的决策和行动模式，可
以为公司提高收购战略的成功率提供借鉴。 

 



 研究显示，当目标公司与收购方的资产具
有互补性时，收购成功机会较大。这是因
为整合两家公司具有互补性的资产会产生
协同作用。研究人员发现，整合两家具有
互补性资产的公司会产生独特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而这些特质正是建立战略竞争优
势所必需的。所以，收购行动和收购方的
业务息息相关。 



 研究显示，善意的收购行为为并购双方的整合提
供了便利。通过善意的收购，双方通力合作整合
运行方式以产生正面的协同作用。而恶意收购常
常使双方的高级管理层充满敌意，这又影响到新
建公司的工作关系和工作方式。结果往往导致被
购公司中关键人员的流失，那些留下来的人员也
往往会对一些变化有抵触情绪，而这些变化正是
整合两个公司以产生协同作用所必需的。 
 



 研究发现，一项成功的收购通常有一个有效细致
的执行过程，至少包括对目标公司的谨慎选择和
谈判过程的认真评估。并购双方宽松的财务状况
（负债或现金形式）也经常导致成功的收购。与
之相关，在新建公司中继续维持中低水平的负债
是收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当相当数
量的融资用来支持收购时，保持中低水平的负债
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实施成功收购行动的公司可以迅速降低负债水平，
其中一招就是出售购得公司的资产。被出售的通
常是和收购方业务没有什么互补性或者运营不佳
的资产。同时，收购方也会在并购后出售一部分
运营不佳的自有资产。通过这些手段可以避免高
负债和高债务成本，因此，才不至于由于高债务
成本而影响诸如研发投入之类的长期投资，并且
使对现金流量的管理更有余地。 



 成功收购行为的另一个特性是对创新的重
视，例如对研发活动持续的投入。对研发
的巨大投入显示了管理层致力于创新的决
心。在21世纪，创新将对企业的综合竞争
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战略聚焦：思科系统公司的成功
收购之路 

 思科公司是美国最成功的公司之一。1984

年由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教授夫妇创办，
1986年生产第一台路由器，让不同类型的
网络可以可靠地互相联接，掀起了一场通
信革命。思科公司每年投入40多亿美元进
行技术研发。过去20多年，思科几乎成为
了“互联网、网络应用、生产力”的同义
词，思科公司在其进入的每一个领域都成
为市场的领导者。 



 1990年上市以来，思科公司的年收入已从
6900万美元上升到2008财年的 395亿美元。
目前，思科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超过
了65,000名。在2008年美国《财富》500

强中排名第71位，并第8次当选《财富》全

球最受尊敬的企业。思科公司还获得了
“2008年全球品牌百强”第17名的殊荣。  





 思科公司的战略竞争优势和持续创造高于平均收
益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收购战略。这
个战略的设计者、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
（John Chambers）坚信，发达的高技术使思科
不可能样样事都自己做。结果就是思科通过收购
一些其他公司获得增长，因为这些公司具有一些
思科不能或不想自己发展的产品和技术。 

 



 自从1995年1月担任思科系统公司的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以来，钱伯斯使思科公司的
年收入从12亿美元增长到了2008财年的
395亿美元。钱伯斯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
对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的推行以及热诚待
人、坦白直率的品格赢得了政府领导人和
全球众多报刊杂志的一致赞誉。  



 

思科系统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  



 思科的收购活动非常活跃。 

 例如，到2000年3月止的6年半时间内，思
科已收购了51家公司，其中21家并购是这
段时间的最后12个月完成的。 



 2003年，通过收购Linksys Group进入家庭
网络市场。  

 2006年，收购视频服务提供商亚特兰大科
技(Scientific-Atlanta)。 



 2006年5月，思科斥资32亿美金将网络会
议软件供应商webex公司收归麾下，彼此
取长补短，webex的商业模式将推进思科
在统一通信领域，尤其是中小企业SMB市
场的发展。   



 2009年，思科完成了对Pure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的收购，该公司是Flip 

Video™品牌的创立者，也是开发面向大众
市场且消费者易使用的视频解决方案的先
锋。  

 2009年，思科完成了对Tidal Software, Inc.

的收购，该公司致力于开发智能应用管理
与自动化解决方案。  



 钱伯斯认为，创新不是说自己做，如果你
自己做得不特别快的话，你可以通过并购
来实现；如果对方是个大公司，你就要跟
它结成一个伙伴。  



 钱伯斯说，思科有130个并购活动，在这个
行业中，90%的并购都是失败的，但思科
70%的并购是成功的；并且，思科与合作
伙伴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非常成功。  



 是什么导致了思科成功的收购? 

 1991年上任后，钱伯斯在1993年构想了战

略蓝图并且在员工们的协助下一直在不断
微调。在同事和下属的高度期望下，钱伯
斯为思科公司制定了五条坚定不移遵循的
收购方针。 



 第一条， 有一个可分享的远景目标。钱伯

斯坚信，购并双方必须在行业的发展方向
和各方在行业今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达
成共识。 



 第二条，为购得公司的员工创造短期利益。
据钱伯斯所言，“这些人必须往前看，他
们必须看清他们将要融入的企业文化。他
们必须得看到机会，这个机会将使他们真
正去做他们所熟悉的事，甚至比以前做得
更多。” 



 第三条，和思科的公司战略融合。这就意
味着目标公司与思科公司的运营整合后将
会给股东、雇员、客户和其他商业合作伙
伴带来附加价值。 



 第四条，文化的类似和兼容性。钱伯斯及
其同事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可以融合的
看法持怀疑态度。 



 第五条，目标公司必须在地理上与思科公
司的运营地较为接近。在思科看来，地理
上的距离对提高运营效率不利。 

 



 思科公司整合小组的工作就是在这五条方针的指
导下促进收购活动。大约有三四十名员工致力于
“将新来者引入正轨”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大
部分在收购定局之前就已完成，所以思科跟目标
公司的谈判就较为简洁。例如，思科以72亿美元
收购Cerent公司的三天中只进行了一两个小时的
谈判。 

 



德鲁克成功并购的5项原则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
的前沿》一书中提出，企业进行成功的并
购，需要把握5项简单的原则： 



 1、并购企业只有彻底考虑了它能够为被并
购的企业作出什么贡献，而不是被并购企
业能为并购企业作出什么贡献时，并购才
会成功。并购企业的贡献可以是多种多样
的，包括管理、技术或销售能力，而决不
仅仅是资金。 

 



 2、企业要想通过并购来成功地开展多种经
营，需要有一个团结的核心，有共同语言，
从而将它们结合为一整体。就是说，并购
与被并购的企业之间应有共同的文化，或
者至少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 



 3、并购必须是情投意合。并购企业必须尊
重被并购企业的产品、市场和消费者。 

 



 4、并购企业必须能够向被并购的企业提供
高层管理人员，帮助被并购的企业改善管
理。 



 5、在并购的第一年内，要让双方企业中的
大批管理人员受到破格晋升，使得双方企
业的管理人员相信，并购为他们提供了个
人发展的机会。 



7.7  重组 

 并购战略的失败往往是重组战略的驱动器。著名
的用来挽救并购失败的重组案例有：（1）美国
电话电报公司用74亿美元购得NCR公司，随后以
34亿美元将其出售；（2）Novell公司用价值14亿
美元的股票购得WordPerfect，而后以价值1.24亿
美元的股票和现金将其售给Corel公司；（3）史
克必成公司用23亿美元购得Diversified 
Pharmaceutical Services公司，再将其出售给
Express Scripts公司，获得了7亿美元现金和3亿美
元税收优惠。 



 重组战略的运用是由于公司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例如，一家已经在其内部建立了核
心竞争力的多元化公司常常面对外部环境
中各种诱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面对
环境的变化，重组就能使公司的定位更为
合适，因为这能为各相关利益者创造更多
的价值。不管什么原因，重组战略改变了
公司业务组合的成分。 
 



 重组是一种公司用来改变其业务范围或财
务结构的战略。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在公司业务组合中放弃一部分和缩小规模
占了公司重组战略的大部分。 

 

 公司可以采用三种重组方式：精简、收缩
和杠杆收购。 

 



1、精简 

 精简曾经被视为组织衰退的标志，而现在
却被作为一种合理的重组战略。精简减少
了公司的雇员有时甚至是运营部门，但它
可以改变公司业务组合的成分。所以精简
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战略，而衰退是一种
不自觉的环境或组织现象，并导致组织资
源的消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全美各私营和
公立组织减少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一
项研究估计，85%的《财富》1000强企业
用精简作为重组战略。不仅如此，有证据
显示，尽管随着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显
露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但组织精简
仍然不可辩驳地被视为至尊宝典。 
     



 公司采用精简作为重组战略有许多原因。最常被
提及的原因是公司希望通过削减费用和提高运营
效率来改善盈利能力。 

 例如：博士伦最近为了巩固或重组其隐形眼镜业
务而裁减全球雇员7%。公司希望通过裁员行动，
从2001年开始至少每年节省3 000万美元的工资
开支。同时，高效的新设备的使用也会进一步节
省开支。 



 为了重振销售增长和创新精神，宝洁公司
决定裁员15 000人。这项和公司“组织
2005”重组计划相关的裁员行动裁减了13%

的全球雇员。宝洁公司希望到2004年这次
精简行动至少每年节省9亿美元开支。 



 在日本，马自达汽车公司的一个物流公司
Malox已经为不裁员地重组奋斗了五年，但
费用削减和运行效率的改善并没有达到马
自达和福特公司的预期。虽然由于日本公
司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度使精简行动困难重
重，但作为公司整个重组战略的重要一环，
Malox的管理层最终决定在全公司440人中
裁减100人。 
 



2、收缩 

 和精简相比较，收缩对公司的表现有更正面的影
响。收缩是指剥离、分立或者其他一些削减公司
非核心业务的方法。一般说来，收缩是指导致公
司重新致力于其核心业务的一系列行动。一家公
司收缩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精简。但收缩行动并不
裁减其核心业务的关键人员，因为如果这样会导
致其核心竞争力的丧失。实际上，通过减少公司
业务组合中的多元成分，公司伴随着收缩和精简
而规模趋小。 
 



 通过收缩的重组，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管
理会更加有效。由于公司变得相对更专一，
高层管理团队有能力对余下的核心业务和
相关业务有更深的理解，管理效率也会相
应提高。 

 



3、杠杆收购 

 一般而言，杠杆收购是作为纠正管理误区的一种
重组战略，因为管理者经常以他们自己的利益而
不是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决策。杠杆收购是一
方为了将公司私有化而买下公司全部资产的一种
重组战略。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票就不再上市
公开交易了。通常，为了给杠杆收购融资会产生
大量债务。公司新的所有者一般会马上或准备售
出一部分资产以支持偿债，并且收缩战线以使公
司管理者专注于核心业务。 



 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s，MBOs）、职
工收购（employee buyouts，EBOs） 和公司整体

收购是杠杆收购的三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一
家公司或合伙人收购下整个公司而不只是其中一
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管理者收购比职工收
购和公司整体收购对管理者更有激励作用，采用
这种方式会使公司收缩战线，并战略性地专注于
核心产业，使经营表现得以改善。 



7.8  重组的效果 

 从实际运作的效果来看，精简一般并不导
致公司的良好表现。每年由美国管理协会
进行的年度调查发现，只有41%进行精简
的公司报告提高了生产率，并且只有37%

的公司已经意识到对股东权益增长的长期
影响。 



 在一组受调查的美、日公司里，精简都导
致了低回报。这些发现说明，在这些公司
各自所属的国家里，股票市场都对精简做
出了负面评价。 



 对这些发现的解释就是精简经常是伴随着
公司里其他问题的出现而发生的。例如，
在2000年，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在其全球29 

000多雇员中裁减21%，包括在公司总部裁
员40%。作为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精简

行动，这个决策被视为承认“公司已经走
错了路”。 

 



 精简策略从长期来看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流
失。流失有多年甚至是几十年工作经验的
员工会给公司造成知识真空。知识是组织
学习的基础，对于能否在全球经济竞争中
脱颖而出至关重要。研究证据和公司经验
表明，精简在某种程度上更具策略性价值
（短期的），而非战略性价值（长期的）。 
 



 收缩策略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比精简和杠
杆收购更会产生正面效应。收缩策略所欲
达到使公司高效运营的长期结果正是减少
负债成本和专注于战略控制等短期结果的
产物。通过战略控制，公司可以重组，使
之专注于其核心业务，也就是公司减少多
元化，集中于那些高层管理团队更为熟悉
的行业。 
 



 虽然整体公司的杠杆收购已经被认为是公司财务
重组的一种重大创新而备受瞩目，但一些负面效
应也显而易见。大量的债务增加了公司的财务风
险， 20世纪90年代大量公司在完成整体公司的杠
杆收购后申请破产的例子可以作为佐证。有时，
收购者意欲提高收购公司的效益以期在5—8年内
将其售出会导致短期行为和规避风险的管理模式。
结果就是大量这样的公司缺少研究开发投入或其
他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投入。 



 战略竞争力的确立以及高于平均收益的回
报在杰克·韦尔奇任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
官的任期内得以实现。这说明应用有效的
重组战略可以创造价值。收缩策略是通用
电气在韦尔奇领导下主要施行的重组战略。 



 自从1981年韦尔奇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通用电
气在韦尔奇任内每年都在《财富》杂志“最受尊
敬的公司”名单中名列前茅。从1981年到1999年
韦尔奇任期期满，通用电气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
公司和第二大盈利公司，它的销售额上升了3.7倍
（从272亿美元到1005亿美元），同时利润增长
了5.7倍（从16亿美元到92亿美元）。这些成果说
明了股东财富的惊人增长正是以韦尔奇为首席执
行官的通用电气正确战略决策的产物。 
 



 1999年的通用电气和1981年韦尔奇被推上

最高领导层时的通用电气完全不同了。在
韦尔奇的领导下，通用电气几乎不断地重
组以创造更多的效益，并且形成了全球化
的运作模式、世界级的经理人员以及顶尖
的高层决策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