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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业内评论

2015年，全球
农化市场表现低
迷，但并未影响企
业间并购重组的热
情。世界知名的六
大农化巨头巴斯
夫、先正达、拜耳、
陶氏、杜邦、孟山都
等都曾传出并购或
者被并购的传闻。
2015年底，陶氏与
杜邦合并，新公司
成为全球仅次于巴
斯夫的第二大化工
企业，并超越孟山
都成为全球最大的
种子和农药公司，
国际农化市场进入
洗牌期。

2016 年 春节
前夕，让国际农化
市场震惊的重磅消
息再度传出：中国
化工集团公司宣布
将通过公开要约收
购瑞士农化和种子
公司先正达。双方
达成协议，先正达
董事会全体一致推
荐中国化工收购先
正达100%股权的
要约，要约价格为
每股 465 美元现
金。要约还允许交
易交割时支付的每
股 5 瑞郎特别分
红，取决于先正达
股东批准。先正达
已发行股本金的总
价值为 430 亿美
元。这是迄今为止
中国企业在海外进
行的最大收购，本
次收购的最后结果
还需等待国家相关
的反垄断审查和批
准。

好事多磨的拉锯战A

卓尔不群的“并购王”B

多方面融合的大考验C

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很多，
然而跨国并购后的运行和管理并非
一帆风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对当地法律的了解和适应度以及人
才聘用等，都是收购方需要考虑的
问题，这些关口往往决定了并购后
的运作是否成功。简而言之，收购
谈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企业间的
融合更是一大挑战。

在关键的文化融合方面，中国
化工颇有经验。截至目前，中国化
工已成功收购了法、英、以色列、意
大利等国的9家行业领先企业，其中
还包括轮胎龙头企业倍耐力。仅在
2016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有收
购德国著名塑料和橡胶加工机械制
造商克劳斯玛菲、战略入股摩科瑞
能源、要约收购先正达等一系列跨
国并购大动作。作为石化行业海外

并购成果最为丰硕的企业，中国化
工的文化融合战略并不限于在并购
之后，而是贯穿于并购交易的全过
程，体现在双方核心人物的交流、沟
通和相互认同上。在中国化工之前
的跨国并购案例中，被并购后的企
业运行能够保持人员稳定、业务稳
定、利润增长，也是其文化融合战略
的结果。

从此次收购可以看出，中国化
工的决策管理多是自上而下的，而
先正达则多为市场导向的。两者在
知识产权、环保、产品质量、服务等
方面均有一定差别。业内人士指
出，要想顺利运作收购后的公司，中
国化工必须跨过语言和文化障碍，
了解和适应瑞士当地法律法规，特
别是劳工和知识产权法律，与当地
银行以及法律机构进行接触，向专

业机构多加咨询。在企业内部选择
和识别最适合国际化的人才，聘用
本地人才，让他们在自有平台上充
分发挥才能，融入企业文化，同时逐
渐建立国内外公司间的员工交流机
制，注重培养管理人才。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化工已承
诺将保留先正达的公司名字、公司
总部地址、公司管理层、公司员工，
不改变先正达公司现有的运营系
统，只添加董事会席位。反之，中国
化工要学习先正达先进的技术和管
理体系，使两家公司的协同效应发
挥到极致。这种模式是中国化工历
来收购海外企业的一贯做法，这种
以尊重为基础的模式得到了先正达
董事会的认可和信任。中国化工也
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

此次收购有两个
看点值得关注：第一，
进一步推进中国化工
国际化战略。中国化
工曾于2011年收购了
马克西姆阿甘公司，
几年来已经基本完成
内部整合，国际影响
力持续上升。如果此
次 收 购 能 够 取 得 成
功，有利于该公司进
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第二，完善相关产业
链。目前中国化工拥
有化肥、农药等农化
板块，但一直没有种
子业务，而先正达在
相关领域专业优势较
为明显，如果收购成
功，中国化工将得以
涉足种子业务，发挥
农药植保、种子等相
关产业的协调性。

先正达拥有庞大
的专利组合，其在全
球 68 个国家或地区
进行的专利申请总计
18897 件。其中，先
正达在中国申请专利
1323 件（有 效 682
件），在欧洲申请专利
1262件，在美国申请
专利 3325 件。专利
检索显示，其中排名
前5位的领域分别是
农药（10240 件）、杂
环化合物（5531件）、
新植物（3379件）、遗
传工程（3097件）、除
虫或植物生长活性调
节（2802件）。

按年度专利申请
数 量 来 看 ，先 正 达
2008 年申请专利达
1703件，为1997年以
来单年最高。此后至
今的7年里，专利基本
呈现逐年递减的态

势，尤其最近3年呈现
锐减趋势。2013年跌
至1000件以内，2014
年为 483件，2015年
则只有120件。

近年来，先正达
申请的专利以新型农
药和种子处理为主，
但在农药领域仍有所
减少，而在新植物和
遗传工程方面专利有
所增加。值得注意的
是，近几年其在C12Q
检测方法方面的专利
申请量有所增长。

就地域而言，先
正达在中国和欧洲的
专利数量有所减少，
美国申请情况保持稳
定。

此外，先正达专
利合作情况十分普
遍，数量极为庞大。

（专利检索和分
析专家褚战星提供）

国际农化市场再洗牌

中国化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的最大收购

并购行业龙头企业，是成为行
业巨头最直接的途径。

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先正达
成立于1758年，是全球第一大植物
保护公司、第三大种子公司，也是

“植保+种子+草坪与园艺”的综合农
资平台，公司产品旨在提高作物产
量和食品质量。由于国际农化市场
的疲软，以及先正达自身的需求，中
国化工获得了成为国际农化巨头的
机会。然而，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
的这场拉锯大战，真可谓好事多磨。

2015年 11月，有报道透露，中
国化工正在洽购先正达，对其估值
约420亿美元，先正达以监管风险
为由拒绝了中国化工的收购提议。
2015年12月，志在必得的中国化工
将收购报价提高到约3000亿元，此

次报价虽然得到了先正达管理层的
支持，但是却遭到了一些股东团体
的反对。2016年1月15日，先正达
董事会投票支持中国化工进一步谈
判收购，为2月初正式协议的达成铺
平道路。

但刚得到先正达管理层示好没
几天，该公司的一股东团体表示反
对这一并购，并称将先正达卖给中
国的国有企业，有可能使公司丧失
独立性。如今双方虽达成收购协
议，但接下来仍需股东支持和相关
国家的监管审批。收购之路，一波
三折，实属不易。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 5
月，当时全球最大的种子及农化公
司孟山都就对先正达发出总价为
450亿美元的要约收购。但先正达

一直以反垄断监管风险为由拒绝此
项要约。此后，虽然孟山都作出了
促使先正达剥离种子业务和部分重
叠农化业务等努力，并一度将收购
价格提高到470亿美元，但经过数
度谈判后，最终放弃收购先正达。

分析中国化工能够成功与先正
达达成收购协议的原因，中国农科
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
定寰认为，首先，中国化工提出了一
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价格约430亿
美元，这是谈判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其次，先正达在世界上的竞争对手
就是孟山都，他们不愿意让竞争对
手一家独大，垄断全球，为了能够稳
固自己的市场地位甚至扩大份额，
先正达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援，中国
化工是个不错的选择；再次，先正达
十分看好中国市场，中国现在占据全
球三分之一的农药市场，转基因农作
物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前景；此外，中
国化工收购后，先正达现有的管理团
队继续经营公司，其利益不会受到损
害，且中国化工还会在资金等方面帮
助先正达实现更高价值。

2月3日，中国化工宣布，已经
同意通过公开要约收购先正达。根
据协议，先正达董事会推荐中国化
工收购先正达100%股权的要约，先
正达已发行股本金的总价值为430
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
海外进行的最大收购。

“并购王”中国化工的出手又
一次提高了我国农化企业的士气，
收购先正达前景被众多业内人士
看好。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种子行
业长期以来处于产能不低，但产品
质量、技术创新不足的尴尬境地。
收购像先正达这样的优质农化企
业，特别是在农药化学技术等方面，
将对国内的农业发展起到一个很好
的促进作用。本次交易完成后，预
计能够将中国的农化、种子行业水
准提高一大截。并购后的先正达，
对我国农化行业可能带来新的压
力，会倒逼国内农化企业加大产品
研发力度，加快产品工艺技术升级
步伐，以及提高作物解决方案水平
等。同时，并购完成后，农资采购渠
道被拓宽，国内优势企业将会有更

多汲取经验和合作竞争的机会。
我国对先正达这样的农化企业

有战略性收购需求，一旦双方磨合
成功，长期利润将得到保障。我国
是全球农化领域重要的新兴市场，
市场前景广阔，收购后的先正达有
机会挑战孟山都等农化企业的龙头
地位，增强我国农化业务在国际上
的话语权。在农化行业的国际分工
中，我国也将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中国化工，因为其本身没
有种子业务，此次交易能够填补这
项空白，完善中国化工在农业产业
链方面的布局。先正达业务遍及全
球90个国家和地区，领先技术涉及
多个领域，包括基因组、生物信息、
作物转化、合成化学、分子毒理学以
及环境科学、高通量筛选、标记辅助
育种和先进的制剂加工技术。收购

完成后，中国化工可以利用先正达
在全球的销售网络及研发成果。

中国化工表示，十分看好先正
达的农用化学品和种子研发能力、
渠道资源、产品登记资源以及品牌
的价值等，希望通过资源整合协同
效应，优化产业和资本结构，提高创
新能力，扩大市场和减少支出。收
购后，中国化工将进一步保持、推广
并提升先正达的声誉，继续对其领
先的农业解决方案及创新能力进行
投资。同时，中国化工将加快先正
达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先正达下一
阶段的增长创造新市场和新机遇，
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将公司进行重新
上市。以此为机遇，技术与市场份
额一齐提高，中国化工也将向世界
农化巨头进一步迈进。

提升中国农化国际话语权

□曲京佳 胡元珏 庞利萍

■背景资料

先正达专利情况

中国化工收购先
正达，对中国农业来
讲，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先正达在种子
技术研发及产品渠道
管理方面，具有国内
企 业 无 法 相 比 的 优
势。此次并购，对中
国新农药开发及转基
因种子研发方面将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次收购后，先
正达的技术与中国市
场将嫁接得更好，便
于中方企业和先正达
在原有良好的基础上

开展新的合作，更便
于中方企业向国际化
公司学习，对中方企
业来说是一种利好。
福华也会积极向先正
达学习，并寻求合作
机会。

此次协议收购价
格高于不少人的预期，
但从国家战略、市场放
开、技术获得等方面考
虑，是非常具有价值
的，可以防止转基因技
术被国际巨头垄断。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是双赢。

这次收购是弯道
超车，对中国农化行
业的引领、激活、质
变 ，将 起 到 重 要 作
用。先正达领先的产
品、技术和管理方式
引入中国农化行业，
有助于激活国内农化
行业的技术研发和创
新热情。中国化工收
购先正达后，保证其
管理团队和研发团队
的完整，有利于将先
正达的技术储备和创
新能力完整接入中国

农化行业，将提升整
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成为促进中国农药产
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利民由于过去几
十年的积累，不会受
到此次并购的冲击，
只会受益。利民的主
要产品已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先正达的产
品种类广泛，会用到
利民的很多产品，相
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合
作机会。

对于中国化工收
购先正达后的知识产
权管理，有三方面需
要注意。一是应强化
专利资产管理，将并
购后先正达的专利资
产与中国化工原有专
利资产进行整合，尤
其是加强先正达与其
他公司之间的专利许
可协议的管理。

二是继续加强专
利的全球布局，尤其
要整合全球研发资源
和本土优势，做好在
中国大陆和全球新兴
市场的专利布局。

三是建立全球化
的 知 识 产 权 管 理 架
构，重点建立专利布
局、风险应对、专利运
营管理机制。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秘书长李钟华：

四川省福华农科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华：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新生：

知识产权管理专家李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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