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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膨胀战略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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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十年来全球许多著名企业实施大规模的膨胀战略之现象，分析了膨胀战略追求的利益，并联系我国
实际情况，探讨我国企业实施膨胀战略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为企业实施这一战略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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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兼并重组呈现风
起云涌之势，欧美企业的大规模兼并收购之例俯拾
即是。%&&’ 年美国迪斯公司以 %&" 亿美元收购美国
广播公司；
%&&$ 年波音公司以控股方式并购麦道公
司，
并购金额达 %** 亿美元；%&&R 年美国最大的石油
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和位居其次的美孚公司在纽约
宣布达成兼并协议，由埃克森公司出资 )!! 亿美元
收购美孚公司。进入 !% 世纪，大规模的兼并重组
之风更是越刮越猛。 !""" 年 % 月 %" 日，世界上最
大传媒、娱乐公司时代———沃纳公司和世界最大网
络服务商美国在线公司同时宣布，这两大公司将进
行合并，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综合因特网和传媒优
势的“航空母舰型企业集团”，这一“巨人公司合
并案”所涉及的总金额达到 * ’"" 亿美元。短短 %"
年来，不仅仅是并购金额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历史记
录，兼并之风涵盖行业之多亦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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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战略追求的利益
企业运用资产重组进行扩张的战略被称为膨胀

战略，实行膨胀扩张对企业来说主要是为了追求如
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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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扩张为目标，以某个强

大企业为核心，通过建立以产权为基础的母子公司
制度的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壮大规模，优势互补，
实现生产要素的高度集中和优化配置，冲破条块分
割的障碍，优化资产组合，实现以规模的扩张带动
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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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增长的速度
通过膨胀扩张获取其他企业已有的生产能力，

可缩短投资周期，大幅度降低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
力的投资风险；同时还可迅速获取其他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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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获取外部的先进技术，确定企业在行业中的领

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先地位，又如获取原有企业的市场地位和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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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企业对市场的支配

要有坚实的膨胀主体
企业实施膨胀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

等，从而有效地克服障碍进入市场，实现企业的快
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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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产价值，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企业必须具备四
个条件：一是目前的经营业绩良好，有一定的市场

通过膨胀扩张，企业对市场的支配能力和需求

份额，所处的产业市场发展空间大，主导产品市场

创造力将大大提高，从而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市场未

竞争优势明显；二是有足够的存量资产；三是有良

来的发展，并更易于通过产品创新和广告宣传来有

好的银行信用，资产变现能力或短期融资能力强；

效地引导市场需求。

四是有较强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较强的科研力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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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协同效应
膨胀战略所带来的协同效应表现在管理和财务

为后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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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膨胀客体

两个方面。管理上的协同效应表现在规模经济效益

一般情况下，愿意被兼并的企业往往是生产或

的取得和交易费用的节约。可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

经营难以维系的企业，作为膨胀主体若对膨胀客体

补充和调整；可以通过生产组织的调整实现合理分

选择不当，往往会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会被

工，有效地解决由于专业化引起的生产流程和生产

拖跨，因此在兼并扩张中，企业应选择“休克鱼”

环节分离带来的费用问题；可以将众多具有技术经

而不是“死鱼”，这就要求企业要在深入调查膨胀

济联系的企业纳入一个整体，节省经营管理费用和

客体的 资 产 负 债、资 产 质 量、市 场 前 景、经 营 管

交易费用。财务上的协同效应表现在：可以集中筹

理、人员素质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重组方案

资或利用多种筹资方式，降低筹资成本；可以享受

的可行性分析，做到知己知彼。

政府鼓励兼并的税收优惠；可以利用不同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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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企业及不同资产税率的差异合理避税；可以使证
券市场对本企业股票的评估发生改变，导致股价上
升，提高企业的市场价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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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该如何实行膨胀战略

审慎规避膨胀的风险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据管理能力和管理成本确

定企业规模膨胀的度。管理者及其所设定的管理机
制的有效范围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其有效
性会递减，这就客观地规定了规模扩大的界限，而
如果企业内部的协调管理成本大于企业间的交易成
本，这种企业合并和集团化的效果则是负面的［!］。

膨胀战略为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使发达

掌握企业规模膨胀的度要特别注意投资领域的问

国家企业的膨胀扩张之风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劲头不

题，同行业的横向并购会因减少竞争对手而降低竞

减，相形之下，我国企业（包括大型国有企业）的

争成本，不同行业但与本企业的投入产出过程相关

规模则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相提并

的纵向并购会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这两种并

论。目前，我国 &’’ 家最大企业无论在资产总额之

购方式风险较小。但我国一些企业更热衷于进入与

和、销售收入之和还是净利润之和上均不如 美 国

本企业已有的生产和服务毫不相干的行业和市场，

&’’ 家大企业的前三家。

进行纯复合型并购，虽然多角化投资和经营亦是规

早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曾

避风险的一条途径，但若不考虑自身的管理能力和

明确提出：“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

管理成本，其结果是对并购企业控制乏力，最终导

较强竞争力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经

致陷入困境。

营的大型企业集团”，而伴随着加入 ()* 步伐的加
快，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深，面对西方国家

盲目扩张。相对于建立新的企业，膨胀战略具有低

具有强大综合经济实力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国际

成本的特征，企业并购的积极性基本上是由低成本

竞争力越来越强的局面，国内企业日益感到压力沉

扩张引诱的，但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对低成本扩张的

重，纷纷开始组建企业集团以求提高自己的实力。

理解存在误区：一是被并购企业效益低下，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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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效仿不应是盲目的，我国的企业在实施膨胀战略

资产价值低；二是政府采取鼓励性政策措施降低了

其次要加强企业膨胀的财务约束，遏止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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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成本，如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产权划拨、挂息、

隐患。此外，还有一些级别的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或

冲销被并购企业的不良债务、政策性贷款等方式来

行业保护主义色彩浓厚，极力阻止跨地区、跨行业

促成并购的实现。在这种误导的低成本的刺激下，

的企业兼并。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改变政

企业的膨胀出现了非理性和盲目性，而实际的膨胀

府和企业的角色，真正地实行政企分开，让企业能

成本却由社会和银行承担了，这种计划经济遗留下

够借助市场机制实施膨胀战略，以企业作为主体进

来的 做 法 给 我 们 的 经 济 社 会 带 来 了 潜 伏 的 高 危

行市场化的操作，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才能发挥膨

［!］

机

。只有当企业的膨胀成本由其自身来承担时，

胀的优势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政府则应加速完

企业的膨胀行为才会是理性的。当然，实现膨胀战

成从国企战略性扩张的组织实施者到服务者的角色

略不能没有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但支持不 是 依

转换过程，为国企发展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值得

附，企业膨胀的资金来源应以膨胀主体的自身财力

一提的是，许多行业主管部门在行业的发展中所起

为基础，更多地采取以自有资本为股本扩张 的 方

的恰恰是负面作用，笔者以为这也是政府干预过多

式，这样，才能迫使企业在实施膨胀扩张之前严格

的缘故。

进行成本核算和可行性分析，审慎规避膨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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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软环境的建设

而若不加强这方面的财务约束，膨胀战略的风险将

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此要制定和完善企

不仅仅威胁到实行并购的企业，还会使政策增加不

业并购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膨胀行为；而企

必要的负担，使银行无法按市场机制正常运行。

业并购扩张实质上是企业间产权的让渡，因此要明

要实行整体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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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膨胀就是把资产重组与企业改制、技术

晰产权，创造产权自主流动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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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培植中介机构

创新和改善管理结合起来。目前，国内许多企业集

企业膨胀扩张是复杂的专业化市场行为，在欧

团的兼并重组往往是流于形式地在若干家企业之上

美各国，中介机构广泛的 业 务 网 络、规 范 化 的 经

新设一个管理公司，这种有名无实的重组不仅不能

营、专业化的人员队伍不仅可为企业并购牵 线 搭

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反而会形成新的内耗。具有

桥，还可为企业制定膨胀战略，包括方式、价格、

实质意义的膨胀战略应当进行组织重组、管 理 重

时间、步骤等的安排，另外，通过中介机构的融资

［$］

组

，并将资金和技术投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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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膨胀环境的建设
企业要成功地实施膨胀战略还需良好的外界环

境，建设良好的环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

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安排，还可弥补直接融资的不足，解决膨胀资金的
短缺。建立和培植企业并购的中介机构，必会对我
国企业实施膨胀战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企业已开始
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膨胀战略的探索。膨胀战
略，不可不为，但需慎而为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总是对企业进
行过多的干预，使企业成为政府行政机构的 附 属
物。例如国企主管部门硬性要求先进企业兼并困难
企业———“拉郎配”；或对自救无方的企业隐瞒实
情，促使其被效益好的企业兼并———“包装嫁女”；
或捏合若干中小企业拼凑成大集团———“小舢板焊
接航空母舰”等，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无疑根本无
法实现膨胀战略的利益，相反更加重了国企的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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