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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政府政策、产业、市场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往往使并购方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目标。 或虽完成并购但面临各种风险,该文对企业并购行为及并购过程中
产品质量责任风险预防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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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企业并购( M&A) 即企业兼并( Merger) 和收购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控制目标公司,并通过对其进

(Acquisition) 的统称。 企业兼并( Merger) 分为广义

行资产重组,获得该公司的控制权和收益。

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兼并是指公司通过产权交易获

第二,企业并购的基本手段是购买目标公司的

得其它公司的产权和控制权,并使该公司失去法人

股权。 企业并购是通过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实现对

资格的行为。 中国《 公司法》 将狭义的兼并称为吸

目标公司部分或全部控制。 否则,并购方无法按照

收合并。 广义的兼并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公

《公司法》 和《 证券法》 的规定,以股东的身份进入公

司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其它企业产权并企图获得其控
制权的行为。 广义的兼并除了包括吸收合并以外,
还包括新设合并及其它产权交易形式。
所谓收购( Acquisition) ,是指对公司资产和股

司管理层,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

第三,高风险是企业并购的显著特征。 由于并
购涉及法律、产业政策、市场以及并购双方在企业文
化、制度、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外部环境等方面不

份的购买行为。 收购和广义的兼并的内涵非常接

同因素的影响,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企业并购的风

近,因此, 人 们 通 常 将 公 司 兼 并 和 收 购 统 称 为 并

险更大。 此外,由于有些目标公司对并购存在抵触

购。[1] 并购实际上包括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

情绪,即使并购程序完成,仍然存在由于并购企业和

制权而进行的所有产权交易活动。

目标公司的不相容导致并购失败的可能性。

为便于叙述,本文将兼并和收购统称为并购或
企业并购。 通常,并购的进攻企业被称为并购方、并

1. 2摇 企业并购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将企业并购分为以

购企业或并购公司,被并购的企业被称为被并购方、

下几类:

目标企业或目标公司。

1. 2. 1摇 按并购双方所处行业

1摇 企业并购的特征和分类
1. 1摇 企业并购的特征

可以将并购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

购。 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为同一行业、产品相似、经
营相同或业务相似的并购为横向并购。 目标公司的

企业并购具有以下特征:

产品处于并购公司的上游或下游的并购为纵向并

第一,企业并购的实质是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

购。 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处于不同的产业部门或不

权。 获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是企业并购的直接目

同的市场的并购称为混合并购。

标。 通过并购方式购买目标公司部分或全部产权的

1. 2. 2摇 按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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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并购企业的出资方式,可以将企业并购分为

现金并购、换股并购、混合证券并购和承担债务并
购。 现金并购是指并购企业直接以现金购买目标公
司的股份或净资产。 换股并购是指并购企业以自己
发行的普通股交换目标公司的资产或股份。 混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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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并购是指并购企业同时以普通股、优先股、公司债

业竞争对手的成功模式的刺激,光明乳业不断通过

或认股权证等多种形式交换目标公司的股份。 承担

并购来实现其产能的扩大、市场份额的上升及销售

债务并购是指在目标公司资不抵债或资产债务相等

业绩的不断增长。 短短几年,光明在全国并购的地

的情况下,并购企业以承担目标公司的部分或全部

方企业达到了惊人的 400 余家。

债务为条件,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和经营权。

第三,降低交易费用。 产生纵向并购的一个重

1. 2. 3摇 按是否整体并购目标公司

要原因就是降低高额的交易费用。 从事同一产品的

可以将企业并购分为整体并购和部分并购。 整

不同生产阶段、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都是资源

体并购是指并购企业并购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的行

配置的有效调节者。 无论运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

为。 部分并购是指并购企业并购目标公司部分股权

织进行资源配置都需要成本,前者的成本就是市场

的行为。

交易费用,后者的成本是企业内部管理费用。 因此,

1. 2. 4摇 按是否顾及目标公司的意愿

当增加的管理费用额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可

可以将企业并购分为善意并购和恶意并购。 善

以考虑实施并购战略,内化市场交易费用,降低成

意并购( 友好协商并购) 是指并购企业与目标公司

本。 纵向并购可以使从事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

双方管理层经过协商决定并购的行为。 恶意并购

段、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之间在加工制造、运

( 强迫接管并购) 是指并购企业不顾目标公司的意

输、销售、管理等方面降低交易费用。

为。

理,每个行业都会经历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阶段,

2摇 企业并购的动因

企业所处阶段的不同,行业的规模、发展速度、利润

愿,采取非协商性购买手段,强行并购目标公司的行

第四,实现多元化经营。 根据行业寿命周期原

水平均有所不同,面临的经营风险也就不同。 为了

一家企业为什么要并购其他企业? 该企业并购

保证企业经营的连续性,降低经营风险,企业可以根

的动因是什么? 归纳起来,并购企业并购其他公司

据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通过混合并购,最大限度地

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分散经营风险。 现实中,很多集团公司均是通过混

第一,企业发展。 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企业只
有不断发展才能生存下去。 通常,企业既可以通过

合并购方式使自己涉足房地产、百货、物流、教育等
行业,实现多元化战略,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内部投资获得发展,也可以通过并购其他企业获得

第五,获得被低估价值的公司。 由于某种原因,

壮大,两者相比,并购方式的效率更高。 通过并购,

目标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未能反映其真实的价值或

企业不仅可以迅速扩张、增加市场份额、降低中间产

潜在价值,从而导致其股票价格低于其资产的重置

品的价格、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节省管理成本,

成本。 此时,目标公司最易被其他公司并购。

提高管理效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认

根据价值低估理论,当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低

为,没有一家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

于其重置成本时,发生并购的可能性较大,且并购成

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

功的可能性较大。 托宾( J·Tobin) 把这一原理概括

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2]

第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能力。 衡量企业市场
势力强弱的主要指标有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等。 当
企业需要并且有能力扩大产能和销售量时,横向并
购是企业发展的备选方案。 通过并购可以使特定的
产品生产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增加市场占有率,提

为托宾比率( Tobin Ratio) 又称为 Q-Ratio,即企业的
股票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 当 Q 大于 1 时,发
生并购的可能性较小;反之,当 Q 小于 1 时,发生并
购的可能性较大。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企业的 Q

比率一般在 0. 5 ~ 0. 6 之间,这一时期,美国发生了
历史上第四次并购浪潮。

高品牌的知名度,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为企业进

除上述动因外,因产权结构变动、经济周期性变

行市场价格竞争和灵活的营销策略提供灵活的运作

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如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引进

空间。

外资、国有企业改制等) 等因素,也会导致企业并购

近几年来,中国乳品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伊利、
蒙牛先后依靠规模超过了光明乳业,受蒙牛等同行

的发生。 无论如何,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激发
企业并购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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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目标公司的产品质量风险预防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认识上的局
限性以及法律、政府政策、产业、市场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往往使并购方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目标。 此

标准、产品质量、消费者反馈和投诉争议、是否进行
过产品召回、其产品是否被追究过法律责任等方面
的资料,并据此在并购合同中予以体现。
3. 2摇 并购合同

并购合同是规定并购双方在并购活动中的权利

外,即使并购程序顺利完成,并购方仍然需要对目标

和义务的书面文件。 并购合同包括陈述和担保。 陈

公司在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整合,以便使目标公司

述和担保的内容是目标公司就其知悉的事实进行陈

能够在生产、管理、制度、财务等方面与并购企业相

述,其目的是要填补尽职调查的漏洞,确认并购方实

一致。 否则,并购方仍有可能面临并购失败的危险。

施并购所依赖的基本事实,为并购方提供在主要事

通常,在并购程序完成后,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

实存在不实的情况下停止交易、调整价格或提出索

活动便进入了整合期,企业原来的生产资源需要及

赔的合同依据。 陈述和担保的范围包括:公司组织、

时地进行调整,以便与并购企业相一致,实现协同效

授权和资本总额、资产( 包括知识产权) 、负债、财务

应。 在整合期间,对目标公司的产品质量的掌控至

报表、税务、合同、租赁和其它义务、劳动事宜、遵守

关重要。 事实上,很多企业横向并购其他企业的目

法律和诉讼、产品责任和环境保护等。 并购方应在

的就是要扩大并购方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 如果目

“ 产品责任冶 及合同相关条款中具体约定各自承担

标公司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或产品责任事故,必然

产品责任的范围和起始点,为日后目标公司产品选

会给并购企业的产品品牌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并购

择、质量标准及市场定位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并

企业及其子公司的产品销量骤然下降,有时甚至会

购方和目标公司在签订并购合同中,应当将这些内

使并购企业及其全部子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 如

容作为保证条款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有证据证明目

2008 年 9 月发生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使河北三

标公司陈述存在重大失实,将承担根本性违约的法

鹿集团最终走向破产。 由此可见,目标公司的产品

律责任。

信誉直接影响到并购企业的产品信誉,如果忽视对

3. 3摇 并购后整合

目标公司的产品质量管理,就等于忽视了对并购公

企业并购过程处处存在风险,按风险发生的时

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质量管理。 那么,如何预防目

间先后顺序,可以将并购风险分为:并购前风险( 战

标公司的产品质量责任风险呢?

略风险、体制风险、法律风险和投资风险) 、并购中

3. 1摇 尽职调查

风险( 估价风险、融资风险和反并购风险) 和并购后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风险( 经营风险和整合风险) 三大类风险。 可见,即

通常指并购方对目标企业进行全面的财务审计和法

使并购双方完成了并购程序,企业并购的风险并没

律审核,包括对目标公司的资产进行财务评估,对目

有因此消失,相反,并购后的风险比并购前风险和并

标企业的主体资格、经营管理的合法性、目标公司资

购中风险更容易导致并购的最终失败。 因此,并购

产、债权债务等进行法律调查。 对于并购方来讲,对

方在完成并购程序后,应妥善有效地对目标公司进

目标公司尽职调查的目标和宗旨是:确认目标公司

行整合,包括人、财、物及生产的整合。 海尔集团成

的资产和权益,发现潜在的责任。 通过调查,并购方

功并购青岛红星电器公司的经验就在于,在海尔接

可以调整收购价格、提出先决条件或退出收购程序。

管该公司的第二天便开始贯彻和实施“ 企业文化先

一般来讲,尽职调查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由律师来

行冶 战略,并将集团的 OEC 管理传授给该公司,在新

完成,涉及财务方面的问题由会计师完成,而涉及专

理念的导向下,该公司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市场展开:

业方面的问题由相关专家完成。 为防止目标公司的

建立健全了质保体系,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奖罚制度,

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并购方应聘请相关人员对目标

使产品走向市场有了可靠保证;建立了商效运作机

公司做详细的尽职调查,避免出现包括产品质量在

制,全面调整内部机构。 在被海尔集团接管后的第

内的各类风险。

三个月,该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

此外,并购方应详细了解目标公司产品生产的
全部历史和现实各项经营数据,并应重点了解产品

3. 4摇 购买保险

并购企业在接管目标公司生产后,可以通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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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购买产品质量险和产品责任险,将因目标

责任险更为重要。 产品质量所引起的损失相对可以

公司产品质量事故和产品责任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控制,如一台价值 1 000 元人民币的热水器,由于质

降到最低。
产品质量险承保由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客户
需要退货或者重新置换新产品,而让生产者蒙受的
旧产品的损失,其赔偿金额的计算基础是产品本身
的价值。 产品责任险属于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其承

量不佳需要退货,企业也只是损失了 1 000 元人民

币,而产品责任所引起的赔偿责任风险则无法估计,
一件 10 元人民币的产品,可能导致 100 万人民币的
赔偿。 实践证明,保险是最为有效地转移企业产品
质量风险的方式。

保生产者或销售者因产品责任事故引起的依法应当
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向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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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tense market competition, enterprises can develop either by interior investment or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he later is more effectiv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unexpected risks when it comes
to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specially the product quality li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ks existing in merg鄄

ers and acquisitions concerning product quality li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 such as due diligence
over target companies, to successfully realiz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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