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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基金寻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系列之二

——主动要约收购方式介绍及案例评析
作者：姜涛 周峰

最近两年由于国内股市低迷，上市公司估值相对处于历史低位，通过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以较低

的成本快速获取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用于产业整合，还可以享受股份增值的收益。因此，自 2017 年以来，通过

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大幅增长，其中收购方不乏私募股权基金。

一、要约收购市场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3 年-2016 年，我国资本市场共发生 74 起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事件，年均仅 5.29 例。2017

年，要约收购数量激增到 15 起，截至 2018 年 7 月，沪深两市合计有 13 起要约收购事件。

近两年要约收购事件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资本市场整体估值下降，另一方面是监管政策变化。自 2016

年以来，监管层陆续发布了借壳新规、再融资新规及减持新政等一系列政策，使通过借壳、非公开发行和二级

市场增持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难度有所增加，从而让本来很少被采用的要约收购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二、要约收购的流程和规则要点

要约收购分为强制要约收购[1]和自愿要约收购，自愿要约收购又分为全面要约收购和部分要约收购。全面要约

收购是收购方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约，通常是以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实

现私有化为目的的要约收购行为；部分要约收购是收购方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的

要约，通常是控股股东为了巩固其控制权或非控股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而发出的要约（为争夺控制权而采取的

部分要约收购行为也称为“敌意收购”）。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述的要约收购均指收购方为争夺控制权而发

出的自愿部分要约收购。

2014 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取消要约收购中的证监会前置审批程序，使要约收购的流程大为简

化，监管环节仅为上市公司所在交易所的问询和审核。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规定[2]，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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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收购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注：R 是指提示性公告之日；T 是指公告要约报告书之日；N 是指要约收购期满之日。

要约收购的规则要点如下表：

规则要点 内容

收购比例 不得低于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证券、现金和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

要约收购期间上市

公司活动限制

1）收购人作出提示性公告后至要约收购完成前，上市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

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未经股东大会批准，被收购公司董事会不得通

过处置公司资产、对外投资、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方式，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上市公司董事不得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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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收购价格

1）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人

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2）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

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前 6 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

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6 个月取得公司

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要约收购期限 不得少于 30 日，并不得超过 60 日；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

收购人限制事项

1）收购人作出公告后至收购期限届满前，不得卖出上市公司的股票，也不得采取要约

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条件买入上市公司的股票。

2）收购人需要变更收购要约的，必须及时公告，载明具体变更事项，并通知上市公司。

3）要约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基本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收购人应当在该重大变化发生

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并通知上市公司。

竞争性要约

1）收购要约期限届满前 15 日内，收购人不得变更收购要约；但是出现竞争要约的除

外。

2）出现竞争要约时，发出初始要约的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距初始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不

足 15 日的，应当延长收购期限，延长后的要约期应当不少于 15 日，不得超过最后一

个竞争要约的期满日，并按规定追加履约保证。

3）发出竞争要约的收购人最迟不得晚于初始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15 日发出要约收购

的提示性公告。

减持限制

1）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2）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

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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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民投要约收购 ST 生化案例介绍

浙民投通过要约收购成功获得 ST 生化控制权被认为是 A 股市场上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敌意收购，对于整个 A

股的要约收购具有标志性意义。

收购方杭州浙民投天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弘投资”）是一家由浙江省 8 家民营企业和工银瑞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浙江民营企业联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浙民投”）持有 100%份额的有限合伙

企业，被收购方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ST 生化”）是一家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的上市公司，振

兴集团有限公司（“振兴集团”）持有 ST 生化 29.11%的股权，为 ST 生化第一大股东。在天弘投资发动对 ST

生化的要约收购前，浙民投体系就已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持有 ST 生化 2.51%的股份。2017 年 6 月 27 日，

ST 生化公告，天弘投资拟以 36 元/股的价格要约收购 ST 生化 27.49%的股份，加上浙民投体系之前已持有的

股份，收购完成后浙民投体系将持有 ST 生化 29.99%的股份，成为 ST 生化的第一大股东；如果要约期限届满，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本次要约的数量，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浙民投体系之前已持有的股份将在

12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部减持。

面对突然来敲门的“野蛮人”，振兴集团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采取了如下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1. 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ST 生化在发布收购报告书摘要的同时发布了一份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以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提振股民

对上市公司股价上涨的预期，以阻止股民向浙民投出售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作出提

示性公告后至要约收购完成前，上市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未

经股东大会批准，被收购公司董事会不得通过处置公司资产、对外投资、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方

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深交所在《关注函》中反复询问该重大资产交易

的真实性和合规性，ST 生化认为，上市公司是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收到收购方的要约收购事项，而不是在

收购方作出提示性公告后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然而 ST 生化的重大资产重组计划仅是拖延战术，在交易所

的反复问询下不得不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公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2. 法律诉讼

2017 年 9 月 15 日，振兴集团向山西省高院提起诉讼，将天弘投资与 ST 生化共同列为被告，理由为：1）、天

弘投资在本次要约收购信息披露中存在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2）、天弘投资用于收购上市公司的资金来源不

明；3）、天弘投资在本次要约收购中存在内幕交易及利益输送行为；4）、天弘投资在本次收购前利用资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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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打压上市公司股价。就上述问题，收购方财务顾问和律师一一进行核查后向交易所进行了回复，法律诉讼也

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ST 生化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布诉讼被驳回。天弘投资于当日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

给予了股民 33 天的收购期限，最后的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12 月 5 日。

2017 年 11 月 29 日，ST 生化发布公告，振兴集团将 18.57%的股份以每股 43.2 元的价格转让给佳兆业子公

司航运健康，将剩余 4.04%的股份以抵偿债权的方式转让给信达深圳；同时，信达深圳又将所获得的 4.04%的

股份表决权委托给航运健康，期限为 1 年。在转让完成后，航运健康可以控制的表决权比例达到 22.61%，在

天弘投资收购完成前成为 ST 生化第一大股东。佳兆业受让股份的价格要比天弘投资的要约价格高了 20% 。公

告当天就有接近 70%的股东撤回预受要约，而此时距要约期限届满已不足 15 日，天弘投资已经无法在要约条

件上进行还击。

然而最终，截止到 12 月 5 日，天弘投资要约收购 ST 生化的预受要约股份数量远超要约收购的数量，天弘投资

的要约收购成功，浙民投体系控制了 ST 生化 29.99%的股权，成为了 ST 生化第一大股东。

四、案例评析

1. 浙民投为何选择 ST 生化作为要约收购的目标？

收购方要约收购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情况获取股份

增值的收益，或者通过上市公司作为未来产业整合的平台，因此收购方通常会选择存在以下情况的上市公司作

为要约收购的目标：1）、价值存在低估；2）、股权较为分散；3）公司治理或经营管理存在问题；4）、大股

东资金实力不强。

ST 生化主营为血液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血制品行业具有高景气和高成长性，同行业中，上海莱士、华兰

生物等公司均受到投资者追捧，而 ST 生化却因公司治理问题，业绩和估值长期得不到体现。要约收购前 ST 生

化的第一大股东振兴集团持股比例为 22.61%，持股比例不高，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也很分散。根据公开披露

的信息，要约收购前振兴集团已经将其全部股份进行质押，本身债务负担沉重，资金实力不强。在此情况下，

浙民投有机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 ST 生化的控制权，而振兴集团因为自身资金实力有限很难通过增持股份

或竞争要约的方式进行反击。

2. 收购方如何规避反收购措施？

作为敌意收购方，在发起要约收购后必将招致上市公司和大股东激烈的反抗，运用各种反收购措施避免被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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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振兴集团便先后祭出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法律诉讼、举报和寻找白衣骑士的手段阻止浙民投的要约

收购。虽然这些手段最终没能阻止本次收购，但却对收购进程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白衣骑士佳兆业的出

现，一度使股民撤回了接近 70%的预受要约，而根据规则，浙民投此时已经无法通过改变要约条件进行反击，

可谓命悬一线。

除了本案中运用的反收购手段，上市公司和大股东通常还会运用诸如“修改公司章程”、“毒丸”、“降落伞”

等等其他的反收购手段，因此收购方需要提前对收购目标和大股东做好充分、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分析和预判

对方可能存在的反收购措施，并且在整个收购过程中合法合规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防止内幕交易等。

3. 要约收购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要约收购的最大风险是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要约收购的价格是要约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本案中，

浙民投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36 元/股，溢价率为 17.34%。由于振兴集团和浙民投收购完成后的持股比例相差不

多，如果振兴集团以高于 36 元/股进行增持或竞争要约，浙民投必须作好进攻和撤退的两手准备。根据《收购

报告书》，浙民投不排除会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巩固控制权目的及/或自身战略安排等原因继续增持 ST 生化

股份的可能，此为进；同时披露，如果要约期限届满，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本次要约的数量，则本次要

约收购自始不生效，浙民投体系之前已持有的股份将在 12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全部减持，

此为退。进则双方进入血拼的肉搏战，进攻不成，浙民投体系可在股价上涨过程中将其已持有的 2.51%的股份

顺势出售对冲风险，同时也是对股民的心理震慑，可谓进中可退、退中有进。

即使要约收购成功，收购方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在和原大股东股份比例相差不多的情况下，能否顺利改

选或接管公司原来的管理团队，化敌为友，还会面临较多挑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使浙民投成功完成要约

收购，如果达到 3%股份的小股东通过表决权委托等方式与第二大股东站在同一阵线，浙民投在不增持的情况

下，仍然无法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4. 要约收购中的审核要点

在本案及其他要约收购案例中，交易所在关注函中重点对收购方的最终出资方、融资方式进行了问询，如果融

资方式为借款，需要披露借款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还款计划；如果融资方式存在对外募集行为的，需要披露是否

存在结构化安排以及是否符合金融监管规定。

交易所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上市公司的稳定性，如果收购方存在巨大的还款压力，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稳定和长期健康发展。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而言，资金系募集而来，不同的出资人对资金的退出时间、收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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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诉求和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稳定性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资管新规出台后，对私募基金的结构化、

杠杆比例和保底收益等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私募基金拟通过要约收购上市公司的，还需要在基金设立的方案

设计上未雨绸缪，以便能顺利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核。

五、结论

市场化的要约收购具有公平、公正、公开的特点，中小投资者享有与大股东相同的出售股份获取投资收益的权

利，更能体现市场的公平性，因此，在当前资本市场的大环境下，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越

来越成为收购方和监管部门青睐的方式。然而，由于要约收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私募股权基金拟通过该方

式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需要在基金结构设计、对收购目标的调查、收购过程中的合法合规进行周密的安排

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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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要约收购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强制触发要约收购的情形。如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或协议转让，收购人持有一

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

[2]在上交所进行的要约收购主要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

要约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上海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进行操作；而在深交所，除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外，还需遵循深交所出台的

《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本流程图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