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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分析—以南鋼股份要約收購案為例 

2002年後半開始，大陸有關單位為了解決國企問題，提出一連串利用外資解決

問題的方案，給予外商投資時的法律依據做為保障，如前章所述，外資利用併購

進入中國市場的方法也隨之有所創新。在過去以協議收購的方法為主，利用其他

方法進行收購可以說是如鳳毛麟角，但在2003年 4月中國證券市場發生了第一

次要約收購案例，於是此案例受到了相當的注意，本章即將就此案例探討利用要

約收購的可行性如何，並深究其內含的問題。 

第一節  要約收購的基本觀念 

要約收購又稱公開收購 (tender offer/take-over bid)，指在證券交易所外，

直接向一家股份公司的全體股東發出公開要約，在一定期間內以特定價格收購他

們所有的該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以獲得在該公司控股地位。 

收購要約的內容是受要約人（目標公司股東）賴以做出承諾決定的依據，一般來

說應該詳細列出收購的證券類別、數量、對價方式、要約價格、要約期限、要約

變更與要約撤銷的相關條件。 

一般來說，在成熟的市場要約收購具有幾項特點：首先是要約收購的對象都是針

對價值被低估的公司。由於要約收購是要取得目標公司的絕對控制權，若收購方

的持股比率過高，超過公司法規定之限制時就極易引發下市危機，因此收購成本

大於一般收購方式，於是收購的對象必須是有極大利益才能加以平衡；其次，要

約收購往往是自願性要約行為，因此總是有敵意收購或競爭性要約的發生；最後

是要約收購大多屬於戰略性收購行為，相對於其他收購方式，要約收購是市場化

與信息公開程度最高的方式，大多數國家都對要約收購規定了嚴格的信息披露制

度，目的在讓對控股權變更有疑慮的小股東能夠行使規避風險的選擇權，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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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之下風險與不確定性也就相對高出很多。 

在大陸的要約收購法律規範很多，包括證券法、信息披露實施細則、上市公司收

購管理辦法等等。 

第二節  併購雙方公司簡介 

此次併購是由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以下簡稱復星集團）及其關係企業與南鋼集

團共同合資組成的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為取得南鋼股份佔總股本 70.95％的

國有股，而與被收購方--南鋼股份有限公司之間的併購，以下即為雙方做大概介

紹。 

壹、收購方公司—復星集團 

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為復星集團及其相關企業與南鋼集團所合資成立的公

司，其中復星集團與旗下的關係企業，包括復星產業投資、廣信科技，就佔了南

鋼聯合總股份的 60％，因此此次南鋼股份收購案可以說是復星集團又一次利用

合資公司收購企業。 

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上海第一家民營高科技企業集團，創立於 1992

年11月，從當時只是一家註冊資本10萬元，自有資金只有3.8萬元的小型高科

技諮詢公司開始，至今已經發展成為擁有 80餘家跨產業、跨地區的大型集團，

總銷售額根據2001年的資料，甚至已經達到303億元，而所跨產業主要包括醫

藥產業、房地產業及信息產業，範圍廣闊。 

而復星集團之所以可以在短短十年之間建立復星帝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用併

購的方式擴張版圖，加上公司領導人—復星集團總裁郭廣昌的堅持。因為剛開始

公司不具有雄厚的資本、自有產品，也缺乏投資建廠的能力與經驗，因此自然會



 71 

選擇合資參股再控股的方式介入產業。 

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與上市公司母公司成立合資公司收購上市公司的方式，收購

重點的幾家上市公司，藉由此種方式除了可以取得上市公司的資源以擴張版圖的

用意之外，更可以有廣告的效果，宣示其在此領域發展的企圖心以及做為所跨足

產業的標示企業。而這幾家被合稱為「復星系」的上市公司股票也會因為公司持

續不斷的好表現，以及利多消息的連動效果而表現搶眼。 

證券市場上上海復星集團相關的五大上市公司分別是復星實業、友誼股份、羚瑞

股份、天藥股份和豫圓商城，市場上統稱為「復星系」。復星實業為復星集團於

1998年 8月正式上市並絕對控股的上市公司，為上海第一家上式的民營企業，

也是復星集團現代生物與醫藥產業的旗艦企業。而友誼股份則是復星集團在200

年 10月，由友誼股份的大股東友誼集團合資組成的上海友誼復星有限公司受讓

友誼集團所持有友誼股份29.98％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之後，復星集團又

將所持友誼復星的股份轉讓給復星實業，加上友誼股份持有上海聯華超市 51％

的股權，顯示復星集團利用收購方式間接掌控了友誼股份所擁有的連鎖產業，包

括聯華超市、好美家、家樂福等等。 

而在跨足通路產業之後，復興集團接下來的目標轉向房地產業。2001年 8月到

2002年 6月間，經過一連串的運作，取得豫圓商城，主要是為了滲透到黃金珠

寶業及其零售連鎖店、配合核心商業區的發展以及體質優良的豫圓商城的穩定利

益。 

根據其之前的擴張策略來看，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其資本運作每戰必勝的原因

是復星為民營企業，對於利潤與報酬率相當重視，因此在進行收購時目標公司的

選擇通常都是體質良好的企業；二是其看準了國有企業退出市場的時機，積極利

用這個機會承接優良的國有企業，利用其資源與其他企業進行資源上的互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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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其目標驟然轉向鋼鐵產業，顯然又想利用收購方式進行再一次的版圖擴張

運動，而南鋼股份也必然有其過人之處。 

表 5-1    上海復星集團相關企業表                         資料來源：上海復星實業網站 

現代生物與醫藥行業 

生物醫藥業 上海克隆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實業醫大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生物醫藥研究院有限公司 

臨床診斷試劑類 上海復星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長征醫學科學有限公司 

中每合資上海華泰生物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西藥類 上海復星朝暉藥業有限公司 

重慶醫藥工業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重慶藥友製藥有限責任公司 

中藥類 上海靜安製藥有限公司 

河南羚銳製藥有限公司 

南京老山製藥有限公司 

武漢中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西花紅藥業有限責任公司 

浙江天一堂藥業有限公司 

醫療企業類 上海復星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江蘇淮陰醫療企業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埃科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百薈醫療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佰珞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輸血技術有限公司 

北京普魯斯復星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醫藥商業類 上海復星醫藥投資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藥業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大藥房連鎖經營有限公司 

上海聯華復星藥品經營有限公司 

上海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北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象復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永安復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紀藥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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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集團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湖州復星醫藥有限公司 

藥品包裝材料類 上海新亞藥業金山有限公司 

大商業類 上海友誼復星有限公司 

進出口類 上海科技進出口有限公司 

其他類 上海復星健康信息傳播有限公司 

上海德津風根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房地產業集團 

上海復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復星虹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新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復信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復莘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遠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新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武漢復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北京復地華方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豫圓商城豪亨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上海策源置業顧問有限公司 

上海復亦房屋置換經紀有限公司 

上海復遠建設監理有限公司 

北京復地華方防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文化信息產業集團 

IT領域 上海德津風根微電子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大訊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書報刊發行 上海復星書刊發行有限公司 

北京每日報刊發行有限公司 

上海久遠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上海地鐵書刊服務有限公司 

南京復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天津每日新傳媒發展有限公司 

成都現代公眾多媒體信息亭有限公司 

媒體經營、媒體代

理 

上海東方汽車雜誌社有限公司 

上海希圖計算機出版有限公司 

廣東 21世紀出版經營服務有限公司 

江蘇現代快報傳播有限公司 

寧夏星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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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解放廣告有限公司 

北京每日洋洋廣告有限公司 

其他 上海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激動集團有限公司 

貳、被併購方--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南鋼股份為南鋼集團所有，於2000年 9月上市，主要經營產品為板材、棒材、

鋼帶、鋼胚等等，具有年產 170萬噸鐵、150萬噸鋼和 11萬噸鋼材的實力，加

上其地理位置位在經濟狀況佳的江蘇省，該省的建築業、設備製造業相當發達，

加上鄰近浙江省的鋼鐵需求也極大，市場供需400萬噸以上，市場相當大。 

其優勢產品為中板，主要用途在造船、壓力容器、橋樑等行業，根據 2002年的

資料1顯示，南鋼中板產量為80萬噸，船板銷售量全國第三，再加上目前正進行

擴張產量的投資，預估未來產量可擴大到250萬噸。 

從財務的角度分析，隨著公司調整產品結構，增加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比重後，利

潤率有每年漸漸增加的趨勢。在經營能力方面，存貨周轉率、應收帳款周轉率逐

年增長，反應經營能力的提升。在償債能力方面，短期資金的狀況極佳。 

不過因為公司的規模較小，與同地區的寶鋼股份、杭鋼股份相比，其競爭優勢顯

然較小。 

第三節  併購目的與經過 

收購方—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於2003年4月7日召開股東大會通過決議，同

意南鋼集團以其所持有的南鋼股份國有股以及其他資產負債對南鋼聯合進行增

資，因為南鋼聯合接受南鋼股份70.95％的國有股作為出資，實際上已經視為收

                                                 
1 資料來源：證券時報，「南鋼股份的要約收購—一個象徵性的手勢」，王文，200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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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上市公司，因此南鋼聯合必須依照「證券法」和中國證監會近年發佈的「上市

公司收購管理辦法」2規定，履行要約收購義務，向南鋼股份除南京鋼鐵以外的

所有股東發出全面收購要約，於是在4月9日發出要約收購報告與摘要。其中指

明交易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為：國家股35760萬股，佔 70.95％；法人股240

股，佔0.48％；流通股14400萬股，佔28.57％，合計50400萬股。 

而要約收購所涉及的股份情況如下： 

股票種類 每股收購價格（人民幣） 收購股數（萬股） 收購股數佔以發行股數比率

（％） 

法人股 3.81 240 0.48 

流通股 5.86 14400 28.57 

在價格計算方面，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要約人確定要約價格應

當遵循幾項原則3，而南鋼聯合在法人股價格是依據公告前六個月每股市值評

估，流通股要約收購價格為公告前三十個交易日的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的算數平均

值的90％來計算。 

                                                 
2 第十三條規定「以協議收購方式進行上市公司收購，收購人所持有、控制一個上市公司的股份
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的百分之三十的，應當以要約收購方式向該公司的所有股東發出收購其所
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約；符合本辦法第四章規定情形的，收購人可以向中國證監會申請豁免；獲
得豁免的，可以以協議收購方式進行。」 
3 第三十四條規定「收購人確定要約收購價格，應當遵循以下原則：（一）要約收購掛牌交易的
同一種類股票的價格不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1.在提示性公告日前六個月內，收購人買入被收購
公司掛牌交易的該種股票所支付的最高價格；2.在提示性公告日前三十個交易日內，被收購公司
掛牌交易的該種股票的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的算數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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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收購目的 

南鋼聯合要約收購報告與摘要中明確說明收購目的是履行因接受南京集團所持

有的南鋼股份70.95％股權作為對南鋼聯合的增資而觸發的要約收購義務。也就

是說，這次上市公司大股東為了進行股權置換和股權轉讓而觸發的要約收購義

務，並非是收購方為了增強對上市公司的控制力，真正希望以要約收購方式從市

場的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東購買股份，從而所擁有的股權。也就是說這只是強制性

的要約收購，其市場意義不及自願性的要約收購，這種針對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

別定價的分類要約收購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收購方式。 

而復星集團之所以在跨足醫藥、房地產和信息業之後，又開始跨足鋼鐵產業，原

因是因為早在2001年 7月，復星集團就與何北唐山建龍實業有限公司（簡稱唐

山建龍）合資鋼鐵企業，在此過程中，復星集團總裁郭廣昌深感中國鋼鐵業為一

有前途之產業，因此開始接觸多家鋼鐵企業，最後相中南鋼股份。 

其之所以會相中南鋼股份，雖然其目前毛利率只有 11％，較中國最佳的鋼鐵企

業寶鋼毛利率 28％的表現差距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復星集團認為南鋼股

份的體質優良，以及復星集團想利用南鋼股份進軍毛利率高於 30％、供不應求

要約收購 

南鋼集團 上海復星集團 

南鋼聯合 

南京鋼鐵 

母
子
公
司 

合資 

圖5-1  南鋼股份收購關係企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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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車板材業市場。 

貳、消息發佈後的市場反應狀況 

 

圖5-2  南鋼股份2003年3月~6月K線圖 
資料來源：上海證券交易所。圖中最高點為4月17日之資料，前四個交易日連續四天漲停板讓

股價從宣布要約收購前的5∼6元人民幣一舉漲到10元人民幣，顯見要約收購對投資人的衝擊程

度極大。圖左的數據為4月 17日（股價最高日）之資料，以人民幣計價。 

市場對此次要約收購的看法，最直接是從證券市場股價的波動來看。南鋼股份要

約收購報告摘要一出，南鋼股份價格馬上攀升，4月8日當天股價表現從前一日

的收盤日6.74元上漲到收盤價7元，上漲3.86％，成交72246筆，成交金額5014

萬元，比4月7日的各項指標放大三倍。之後從4月14日起股價連日漲停，漲

幅高達 43％，流通股換手率高達 64％。顯見市場投資者對於中國證券市場首宗

要約收購案抱持樂觀的看法，認為首例要約收購為一可以炒作的題材。但 4月

14日到 4月 17日連續四天的漲停之後，南鋼股份的股價開始在 4月 18日當日

開始大跌，當天從一開盤價9.99人民開始大跌，一路跌到收盤價9.00人民幣，

大跌 9.99％，開始顯示投資人開始對於要約收購此一題材恢復理性，但之後南

鋼股份到五月中為止的表現也維持在 8∼9.3人民幣之間，與要約公布前的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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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相比，表現仍然亮眼。 

參、要約收購結果 

南鋼聯合是在4月 9日提出「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要約收購報告書摘要」，如

果中國證監會未在 15天內對要約收購文件為提出異議，要約收購報告書全文將

於 4月 24日刊登於公開報紙，正式進行要約收購，要約收購的有效期限為 30

天。 

但4月24日，若在中國證監會未提出異議的狀況下本應該公告的要約收購報告

書全文並沒有披露。公司方面的解釋，一方面是因為在公告要約收購報告書摘要

的 15天裡，監管部門對其要約收購文件發出書面反餽意見，公司依據要求做出

相應的修改，因此時間上有順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沒有要約收購相關實施細則

做為技術支持，要約收購的具體操作面臨一定的問題。而之後一直到五月中為止

公司一直沒有再做出進一步的公告，顯見此次復星集團企圖利用要約收購的作法

已然胎死腹中，雖然要約收購沒有成功，但是根據南鋼股份的股價維持在8元人

民幣以上的價格來推估，顯見其與復星集團之間的關係仍然很好，未來可能仍以

協議轉讓方式進行收購。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要約收購受到中國證監會的嚴重關

切，考量的因素很多，將下節中詳加討論。 

第四節  個案特徵分析 

要約收購雖然在南鋼股份案例中雖然失敗，但是在中國大陸利用此一方式進行收

購開始受到注意。一般來說，收購多採用協議收購方式是因為可以迴避掉受到監

管部門過份的注意，因為一旦牽涉到一般民眾流通股的買賣股，大陸監管部門多

會特別敏感。但是這一次的要約收購案卻提醒了其他企圖收購國有企業的外資或

民企，要約收購也許可能是一個可行的辦法，本節亟欲探討為何全面要約收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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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成為可行之道的原因。而南鋼股份要約收購案之後又接著發生了成商集團同

樣利用要約收購轉讓國有股的案例，同樣引起市場一波要約收購熱，股價表現亮

眼，因此本節第二個部分即以這兩個案例初探兩者的特徵為何。 

壹、大陸觸發全面要約收購的原因 

要約收購近來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的一道風景線。繼南鋼股份（600282）因股權變

更向全體股東發出收購要約後，成商集團國有股轉讓也由於超過30%觸發要約收

購。而此前因監管層未予豁免要約導致的股權轉讓失敗事件時有發生，部分股權

轉讓案例也有意規避30%轉讓比例，而與之相比，目前全面要約案例的出現則另

有其內在原因。 

1. 績優股逐漸成為股權受讓方的新寵，是全面要約收購成為可能的首要原

因。以“保殼”為目的的重組以往年度成為上市公司股權的重點，被收購

的上市公司業績普遍欠佳，這樣的模式運作幾年後，上市公司出現了“重

組-業績提升-業績下滑-再重組”的惡性循環，資源浪費的現象較為嚴重。

重組甚至成為部分公司的主業，使買殼方也受到拖累。痛定思痛，概念重

組引發的諸多問題不得不受到收購方的重視。 

2. 2002年下半年以來的股權轉讓中，收購方的思路開始發生變化，南鋼股份

（600282）、伊利股份（600887）、恒瑞醫藥（600276）、銅鋒電子（600237）

等資產質地較好的公司由於具有較高的資產回報率或發展潛力，逐漸進入

股權轉讓行列，受到民營資本及投資公司的青睞。而《上市公司收購管理

辦法》對於績優公司的收購，並不給予收購方要約豁免，因此可能觸發要

約收購。 

3. 證券市場的持續轉暖使得要約價格低於市場價格催生了全面要約。但發出

全面收購要約的收購方並不希望在收購完成後因持股比例超過 75％而退

市。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公告日前 30個交易日內，被收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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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掛牌交易的該種股票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算術平均值的 90％，是公司流通

股收購的定價標準之一。當股市呈現上升趨勢時，以此方式確定的要約價

格將會低於公司二級市場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流通股股東向要約方

出售股份。 

4. 國有資本的退出為全面收購要約提供了條件。據統計，2002年末中國證券

市場上國有股比例達 50％左右。兩市部分基礎產業中國有資產所占比例相

對較高，有的已超過 60％。隨著國退民進浪潮的掀起及國有股退出力度增

加，收購觸及要約的可能性也將呈現上升趨勢。 

實際上，要約收購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發生的比例遠高於協定轉讓。雖然有分析人

士指出，目前中國發生的全面要約收購僅是要約收購的一種方式，相關公司做秀

的成分大於其實際意義。但不可否認，要約收購引入了競爭機制，可以有效避免

暗箱操作，使得收購價格合理化。 

隨著績優公司不斷受到市場關注及民營資本和外資的進入，要約收購將成為一種

普遍現象。而要約收購引發的資產重組將會有別於以“保殼”為目的資產置換，

強強聯合、資源優化整合有望在此類重組中占主導地位。在收購方可以依據上市

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的規定，向中國證監會申請要約收購豁免的情形下，收購方卻

願意以發出全面要約的方式進行收購，可以避免不確定的審批等待，節省時間，

盡快完成股權轉換的目標。 

貳、個案特徵分析 

以南鋼股份要約收購案以及其後發生的成商要約收購案為研究對象，可以歸納出

發生要約收購的被收購方有如下特徵： 

1. 轉讓方即原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高。如成商集團原第一大股東成都市國有

資產投資經營公司持有公司 65.38%股份，並將其全部轉讓給迪康產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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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南鋼集團持有南鋼股份 70.95%股權，將該部分股權作為出資設立南鋼

聯合後，新公司即持有該部分股權。第一大股東持股絕對比例高於60%，受

讓方如果選擇回避要約收購而將持股比例控制在30%以下，則原第一大股東

將剩餘股份轉讓給另一公司就將導致受讓方對上市公司控制權的喪失，所

以受讓方規避要約義務所承擔的風險較大，這就容易助成要約收購。第一

大股東持股比例高還有一層衍生意義，因為按照《公司法》規定，上市公

司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應在 25%以上（對股本超過 4億的公司而言是

15%），在減去第一大股東持股的基礎上，剩餘的非流通股就非常有限，而

由於一旦非流通股股東接受要約，收購方將掏出真金白銀予以收購，對其

現金構成較大壓力，所以大股東持股比例高對收購方要約收購現金方面的

要求不是很高。 

2. 公司基本面尚可。如南鋼股份 2002年每股收益為 0.48元，每股淨資產為

3.46元；成商股份2002年每股收益為0.052元，每股淨資產為2.16元。

按照《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如果“上市公司面臨嚴重財務困難,收購

人為挽救該公司而進行收購,且提出切實可行的重組方案的”，收購方可以

提出豁免要約申請。這兩家公司顯然不屬於面臨嚴重財務困難之列，無法

提出豁免申請而履行要約義務應是情理之中。 

3. 股權轉讓後的實際控制人都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國有股轉讓後，南鋼

股份實際控制人上海複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還持有複星實業 58.34%的

股份，而成商集團股權受讓方四川迪康產業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還持有

迪康藥業 58.79%的股份。收購方為其他上市公司大股東與收購本身似乎沒

有必然聯繫，但當一家公司同時控股兩家以上上市公司時，其資本運作的

空間無疑將大大增加，而與此同時，在南鋼股份和成商集團要約收購的過

程中，複星實業和迪康藥業二級市場確實也有不錯的表現。著眼未來，投

資者在近期充斥的上市公司股權轉讓公告中，可以多留意那些受讓方已是

其他上市公司大股東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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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皆為非自願性要約收購。從南鋼案和成商按來看，很明顯的兩者皆不以公

司下市為目的，且流通股股東能夠公平轉讓的機會渺茫，均是因為協議收

購的股份比例過大而不得不引發的要約收購。 

第五節  從南鋼股份案中顯現的問題 

南鋼股份暗示中國證券市場上要約收購的第一例，因此備受注目，尤其是在南鋼

股份發出要約之後，緊接著又發生了四川迪康產業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對成商

集團的要約收購，要約收購開始在中國備受注意，因此本節要針對此兩個案例所

發現的問題加以分析。 

壹、同股不同價與一股獨大 

在中國，上市公司股票種類很多，按所有者可區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公眾股三

類，而國有股和法人股又有不上市流通的規定，造成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之間造成

巨大的價差，流通股股價通常高於非流通股股價，因此收購者可以以較低的價格

（成本）通過國有股和法人股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權，而對流通股股東提出相當

低的要約價格，傷害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在一股獨大方面，因為中國股市以國有

股和法人股東為核心，要想避免大股東利用多數決定原則侵犯其他股東的權利可

以說是不可能的。就南鋼股份案來看，大股東一下轉讓超過 70％的股份，對流

通股小股東來說，只能選擇要不要接受收購方的低價格收購，或者認命的接受公

司主事者換人的事實。但對於想要收購國有企業的企業說，這卻是取得控制權的

捷徑。 

貳、不小心下市的可能性 

根據中國證券法第八十六條的規定，收購要約的期限屆滿，收購人持有的被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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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股份數達到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75％以上的，該上市公司的股票應

當在證券交易所終止上市交易。但是以此次南鋼股份案為例，其在要約收購報告

書摘要中就明確寫出其不以終止上市為目的，無論對大、小股東而言，這都是其

所不樂見的，因此要如何維持被收購公司的上市地位，或者避免遭到強迫下市的

事件發生就是收購方必須注意的問題。但是根據南鋼股份的案例來看，比較南鋼

聯合所發出的要約價格與A股市場上的股票價格，根本無須擔心收購股份達被購

方已發行股份 75％必須在證交所終止交易的規範，南鋼股份對流通股的要約收

購價格為5.86元/股，與公布要約收購報告摘要後的股價7元相比，流通股股東

根本不可能接受要約，加上收購方本就確定取得70%以上的總股份，剩下不到30

％分散在無數小股東手上，造成下市的機會更是極為不可能，因此最後的結果就

是收購方要約收購失敗但仍取得被收購公司的控制權的狀況，讓要約收購只是淪

為作秀表演。 

參、缺乏要約收購實施細則 

因為中國證券市場正在發展當中，許多在國際上盛行已久的併購方式，在中國尚

未開始發展，大方向雖然已經訂出，但相關操作的細節規定卻未公布，導致企業

對於程序的細節問題無所順從，對企業來說，是顯現了各種發展的可能性是可以

期待的，但另一方面卻也因為缺乏法規保障而使風險增加。舉例來說，之前曾提

過若收購的股份過多會有下市的可能，但是在執行上關於如何保持被收購公司的

上市地位，以及具體的退市規範卻都缺乏。又，再進一步的操作細則，如在收購

要約有限期間內如何預受要約和撤銷要約、收購要約期滿後如何接受要約及進行

資金過戶等等操作流程都尚未做出公告。 

肆、收購支付方式的限制仍然存在 

成熟的要約收購市場通常以換股方式做為對價，但是對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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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的「依法可以轉讓的證券以及法律、行政法歸規定的其他方式」可以從幾

個方面來解釋：一是如果收購方式以所持有的債券、其他公司的股權來支付，屬

於資產置換行為；二是如南鋼股份案中的換股方式，收購方通常利用向原大股東

增發股份以換取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權，但是因為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流通率不

佳，因此此種方式不適用於置換公眾股股票；三是即使收購方為上市公司，由於

定向增發操作細則的缺乏，加上2001年 3月公布的上市公司新股發行管理辦法

中規定「應以現金認購方式進行」的障礙，因此在中國大陸要約收購還未能採取

換股的方式進行。 

伍、要約收購價格的計算問題 

在國外，收購者一般都以高於流通市場價格 10％∼15％的比例來進行收購，但

在大陸，本章第三節曾經提及大陸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有第三十四條中有關

於收購人確定要約收購價格，應當遵循哪些規則的規定，其中規定「在提示性公

告日前三十個交易日內，被收購公司掛牌交易的該種股票的每日加權平均價格的

算數平均值的百分之九十」，而不是按高於平均價或最高價收購，這可以說是在

法律中，就讓收購方以較低的價格取得流通股股東的股權，使得事實上已經免除

了收購者全面要約的義務。以南鋼股份為例，其 2002年年報顯示其總股本為5.04

億，國有股.5760股，每股淨資產3.457元，每股利潤為0.482元，當年發行價

為6.46元，公告前一天交易價為7元，但流通股的要約收購價卻只有5.86元，

流通股股東根本不可能出售股票，要約價格的制訂可能有問題。 

陸、對流通股股東權益的保護問題 

法律之所以做出要約收購的規定，從理論上來說，是基於公司收購會對被收購公

司的所有股東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在收購者取得公司股票達到一定比例、取得

控制權的時候，收購者即新的大股東有可能利用資本多數決定原則來侵犯其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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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利益，為消除其他股東的一律和對收購方的不信任，法律賦予他們選擇是否

按照一定價格向收購者賣出股票而退出公司的權利，因此要約收購的法律是以股

東平等和公平為原則，以保護被收購公司其他股東的權益。但是從實例來看，對

流通股股東的權益並沒有達到對其有所保護的效果，主因正在於前面所說一股獨

大、股票市價高於要約價格、以及要約價格計算的問題，因此利用要約收購來保

護流通股股東權益的企圖在現階段可以說是失敗的。 

第六節  南鋼股份要約收購案的啟示 

壹、未來併購目標的選擇 

如上一節所述，中國上市公司因為其複雜且特殊的股權結構，為自願性的要約收

購增加了困難度。但是要想利用要約收購的方式並不是完全不可能，就現階段而

言，假若中國政府願意放鬆監管的程度，對一些非流通股比例相對較大、股權又

相對比較分散的上市公司，而具有一定的要約收購的誘因，尤其是若是這類上市

公司的大股東兼有爭奪控制權的需要時，發生要約收購的可能更是大為增加。 

貳、中國證監會地位的舉足輕重 

從以上一連串的討論來看，要約收購是否可行完全在於中國證監會。一切收購上

市公司行為必須受中國證監會監管，包括相關法規制訂的進展速度、實際執行的

程度、是否可以發出全面要約等等，因此未來要利用要約收購的方式收購上市公

司，就必須注意中國證監會的支持程度如何，甚至可以對其加以遊說，加速證券

市場的開放。 

參、注意相關法規的制訂 

由於中國加入WTO之後勢必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因此相關的法規也不斷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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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企業和民企必須隨時注意這些新法規的頒佈對於整個市場以及企業的經營

策略方面有什麼樣的影響。此外必須注意的是，大陸法律雖然制訂了大方向的政

策宣告，但在實際操作的細則上確有所缺乏，企業可以企圖自己先行設定一套遊

戲規則，但不要忘記在大陸的地盤上，最終的決定者仍為大陸政府，因此要在成

功就取得先行者的先進優勢，與受到政府阻礙而失敗所產生的損失之間有所取

捨。 

肆、台商利用併購進入大陸的策略應用 

從相關的資料顯示，台商投資大陸多以直接投資的製造業為主，鮮少利用併購的

方式在大陸進行市場擴張的動作，特別是所謂的借殼上市的部分（台灣對這方面

的資料付之闕如，或許實際上的確有許多台商併購中國企業的事件發生），推測

可能原因包括台商非國外的大型企業具有雄厚的財務背景與人才可以從事這一

方面的規劃，以及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仍受到兩岸政府的嚴格管制，由於政治因素

的考量，台商在大陸併購國有企業所受的關注可能較一般外商來得多。另一方

面，從南鋼股份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國併購市場尚未完備，貿然利用新併購方式的

風險實在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