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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舞台上的生存是跨界兼并 
和收购高潮的关键力量 

 

贸发会议新报告称,问题随着兼并活动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达到创纪录水平而增多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今天发表的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跨界兼并和收购与发展 1 全球化正造成紧张的商业压力 对许多公司来说

在全球市场谋求生存和繁荣成了跨界兼并和收购加速高潮中的首要战略动力  

                                                 
1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跨界兼并和收购与发展 出售品编号 E. 00.II. D. 20, ISBN 

92-1-1 12490-5 售价 49 美元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为特价 19 美元 购书地址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Sales Section,Palais des Nations,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传真 +41 22 
917 0027, 电子邮件 : unpubli@un.org. 互联网址 : http://www.un.org/publications; 或 from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wo UN Plaza, Room DC2-853, Dept PRES, New York, N. Y. 10017, USA; 电话
+1 212 963 83 02 或  +1 800 253 96, 传真 : +1 212 963 34 89, 电子邮件 : publications@un.org. 该报
告光盘版本预计 2000 年 12 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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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兼并和收购 特别是涉及到大公司 巨额资金和公司活动重大改组的兼

并和收购是全球化最明显的特点 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样 兼并和收购对

发展的影响也会是双刃的和不平衡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对跨国公司  2 

的市场力量和兼并与收购的潜在反竞争影响表示关注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

斯 里库佩罗说 对公司而言 全球市场可能需要对竞争政策采取全球处理办

法 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条件  

 新报告审查了跨界兼并和收购对全球商业结构的影响并讨论了决策者的关

注 里库佩罗先生还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我们看到 问题随着大跨国公司

收购主要当地公司而增多 人们担心外国收购会导致一些产业整个受外国控制

威胁到国家主权和技术能力的建立 例如 在媒体和娱乐等行业 对民族文化或

特征的威胁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应该注意到 许多发达国家对跨界兼并和

收购的忧虑甚至更强烈 我们最近见到的英国 Vodafone AirTouch 收购德国

Mannesmann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至关重要的是 制订的政策要尽量降低兼并

和收购的成本和尽量扩大其收益  

 报告提供了有关当前跨界兼并和收购高潮的广泛数据 例如其中指出 去年

单项交易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国际兼并和收购有 109 起  (见新闻稿第 2856 号) 贸

发会议预计今年的数字更大 今天 兼并和收购是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  3 的主

要形式 虽然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以新设投资为主 4 但跨界兼

并和收购活动显然也呈上升趋势 5  

                                                 
2  跨国公司 包含母企业及其外国分公司 母企业指通常通过拥有资本股份来控制除母国

以外的一个国家或若干国家的利益实体或若干实体的资产的企业 自有资本股份至少占 10 通常视

为这种情况中控制资产的门槛  
3  外国直接投资 的定义是 一经济体系中的常驻实体的管理被另一经济体系的常驻企业

的控制的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涉及到反映投资者在外国实体长久利益的一种长期关系  
4  一家公司可以采用外国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形式中的一种进入东道国 新设外国直接投资是

建立新外国分公司而进行的新投资 而跨界兼并和收购则涉及到改变被兼并或被收购的公司的资产

和经营的控制权 在跨界兼并中 两个公司的资产和经营合二为一 成立一个新的实体 其控制权

掌握在一个公司的领导小组或两个公司的领导小组手中 在跨界收购中 资产和经营的控制权从一

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外国)公司 前者成为收购公司的分公司 两个公司既可私营也可国营 由外国投

资者参与的私有化算作跨界兼并和收购  
5  在发展中国家 跨界兼并和收购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中的比例 1999年(最高)为三分之一

应该指出 这两类数据资料不可直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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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和收购的关键因素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图 1) 目前通过跨界兼并和收购的全球和区

域经济结构调整浪潮是前所未有的 它反映了各种基本因素之间的积极互动 促

使公司在全球经济环境中进行兼并和收购与变革 追求公司战略目标 这些基本

因素包括  

• 寻找新市场 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和市场垄断  

• 取得产权资产  

• 通过协同作用提高效率  

• 扩大规模  

• 多样化(分散风险)  

• 财务动力 和  

• 个人(行为)动力  

下文是与跨界兼并和收购有关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的主要变化  

• 技术变化(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和风险上升 新信息技术等)  

• 政策和规章制度环境的变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 区域一体

化 放宽管制和私有化方案) 和  

• 资本市场的变化  

 激发公司进行兼并和收购的各种基本因素与驱使公司追求其首要战略目标

的全球经济环境的机会和压力合二为一 维护和发展它们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地

位  

 兼并和收购是公司在不同国家获取资产的最快途径 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指

出 兼并和收购使公司迅速获取地点资产证券 它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竞争力

的关键源泉 此外 寡头垄断行业中的交易可能是对竞争对手的行动或估计对手

会有行动而采取的对策 即使不想趁机赶时髦的公司因担心自己成为并购目标可

能会觉得不得不这样做 高层商业管理人员的下列话语说明了速度在当今商业

生活中的关键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新经济中 一年只有 50 天 或者说 速度

是我们的朋友 时间是我们的敌人 因此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 生存是

跨界兼并和收购的整个战略动力 尤其是因为等待不能取得增长和利润的是惩

罚 这种惩罚之一是被收购 另一种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 结果使非参与公司

处于战略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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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跨界兼并和收购的动力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 跨界兼并与收购和发展 图 V.1 P.154  

新设投资是否比兼并和收购更好  

 新的贸发会议报告提出了通过收购国内公司进来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多大程

度上有别于  就其对发展产生的影响而言  通过建立新设投资进入的问题 有

一种看法认为 兼并和收购并不一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生产性资产或新的工作机

会 人们一般认为 兼并和收购的主要结果是改变所有权和将控制权由国人手中

转到外国人手中 从而增加外国垄断经济各部门的风险 这种概念是人们忧虑的

核心所在 此外 兼并和收购常常导致失业并有可能被用来减少竞争和加强市场

支配力 它们也可能导致被收购的公司分裂和撤出其单个部分的投资 所有国家

都有这种担心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认为 从东道国的发展角度而言 兼并和收购(相

对新设投资而言) 尤其是在进入时和在短期内 在某些方面可能带来较小利益或

较大消极影响 贸发会议概述如下  

Chang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Cross-border

M&A

activit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

�

�

Technology

Regulatory frameworks

Capital market changes

Firms undertake M&As in order to:

�

�

�

�

�

�

�

Access strategic proprietary assets

Gain market power and market

dominance

Achieve synergy gains

Become larger

Diversify and spread risks

Exploit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Reap personal benefits

and to do it fast!

Time

Strategic responses by firms to defend

and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position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 取得战略产权资产  
• 获取市场支配力和市场垄断  
• 实现协同作用提高效率  
• 扩大规模  
• 多样化和分散风险  
• 利用资金机会  
• 获得个人利益  公司在变化环境中维护和提高其  

竞争地位的战略对策  

公司进行兼并和收购以便  

• 技术  
• 条例框架  
• 资本市场变化  

新商机与风险  

全球环境变化  跨界兼并和  
收购活动  

时间  

并快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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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两种模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均给东道国带来外国资本 但通

过兼并和收购而提供的资金并非始终增加股本 而新设外国直接投

资则如此 因此 通过兼并和收购而进入的一定数量的外国直接投

资比相同数额的新设外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生产性投资要少或根本

没有 然而 如果关闭是当地公司面临的唯一现实的备选办法 那

么跨界兼并或收购可充当 救命丹  

• 通过兼并和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如新设外国直接投资那样更有

可能转让新的或更好的技术或技能 至少在进入时是如此 兼并和

收购可能直接导致削减或停止当地生产或使用活动(如研究与开发)

或按收购者的公司战略搬迁  

• 通过兼并和收购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进入一个国家时不创造就

业机会 它可能导致裁员 然而 在某一公司如不被收购就倒闭的

情况中 它也可能维持就业 相反 新设外国直接投资在进入时必

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 通过兼并和收购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能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和导致

反竞争结果 然而 当收购有助于保护本来要破产的当地公司时

它也能防止产业集中加剧 新设外国直接投资肯定会增加现有公司

数目 在进入时并不提高市场集中程度  

 贸发会议指出 与新设外国直接投资相比 通过兼并和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

的大多数缺陷与投资进入之时或进入之后不久的效果有关 如果考虑到直接和间

接效果 从较长远角度而言 两种模式的影响之间的许多区别会减少或消失 例

如 跨界兼并和收购之后相继而来的常常是外国收购者的后续投资 因此 随着

时间的推移 通过兼并和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与新设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能导致增

加生产投资 同样 跨界兼并和收购之后可进行新技术或更好的技术转让 被收

购的公司进行改组以提高其经营效率时情况尤其如此 两种模式之间在创造就业

方面的区别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进入的动

机而不是进入模式  

 总之 贸发会议的结论是 几年后 凭投资进入模式难以区别外国直接投资

对东道国的影响  可能的例外是对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影响  

 贸发会议还注意到 在政策方面 人们较普遍关注的是国家企业部门削弱

经济发展方向失去控制和因跨国公司活动引起的对社会 文化和政治目标追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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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这方面的基本问题是 外国公司在经济中应起何种作用 无论它们是通过

新设投资还是跨界兼并和收购而进入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指出 每一国

家必须根据其条件和需要并在其较广泛的发展目标的框架内作出自己的判断 它

也需要意识到  和评价  其中的得与失 如效率 产出增长 收入分配 市场

准入或各种非经济目标 它还需要注意到 这些关注中有些是因所有外国直接投

资所引起 尽管兼并和收购的具体性质可能加剧这些关注 经济目标与范围更广

的非经济目标之间的取舍尤其需要只有国家才能作出的价值判断  

正常和特殊情况下的兼并和收购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的结论说 在正常情况下 就发展影响而言 新设

外国直接投资比跨界兼并和收购对接受国更有用 然而 在特殊情况下  如经

济危机或重大私有化 跨界兼并和收购能够发挥新设外国直接投资不能发挥 至

少在所希望的时间范围内不能发挥的有用作用  

 迫于紧张的竞争压力或世界市场能力过剩而需要迅速改革结构调整的情况

也可能使接受国发现通过跨界收购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选择办法有用 报告称 这

种情况下的兼并和收购的优势是 它们从结构上改革否则会有缩小规模或关闭之

虞的现有能力  

竞争政策至关重要 

 2000 年 世界投资报告 强调说 无论情况如何 跨界兼并和收购的效果会

受政策影响 就跨界兼并和收购的风险和消极后果而言 政策尤其至关重要  

 对贸发会议而言 最重要的政策关注是竞争政策 主要原因是兼并和收购在

开始时和随后均会对竞争构成威胁 随着全球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特别

重要的是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原有规章障碍不会被公司的反竞争做法取而代之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努力需要有审查兼并和收购的反竞争影响的政策作为补充  

 报告的结论说 单独的国家行动再也不可能有效地推行竞争政策 跨界兼

并和收购的根本性质  实际上就是公司 全球市场的出现  使这一现象进入了

国际范畴 这意味着竞争管理机构需要建立并加强它们自己之间在双边 区域和

多边各级的合作机制 以便对影响它们国家的公司兼并和收购及反竞争做法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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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对策 在处理全球性跨界兼并和收购时 国际行动特别重要 对因缺乏资源

而无法自己制订和实施这种政策的较小国家尤其如此  

 
 

**  ***  ** 

 

本新闻稿也可在互联网的下列地址查阅  

http://www.unctad.org 

 
 
 
 
 
 
 
 
 
 
 
 
 
 
 
 
 
 
 
 

有关进一步资料 请与贸发会议投资 技术和企业发展司代司长 Karl P. Sauvant 联系, 电话: 41 22 
907 5707, 传真: 41 22 907 0194, 或电子邮件:Karl.sauvant@unctad.org; 或与新闻负责人 Erica Meltzer
联系, 电话: 41 22 907 5365/ 5828, 传真: 41 22 907 0043 或电子邮件 press@uncta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