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4月08日 星期五
编辑院贾晶晶 E-mail院kggs.jia@Gmail.com 校对院筱华 美编院马丽

全球视野

参与海外并购可提高我国乳制品企业的公共关系处理能
力袁丰富企业全球运营经验袁但也不能为了并购而并购袁企业
选择走出去并购时袁一定要明确目标袁把握好机会遥 以光明食
品集团为例袁在联合饼干和 GNC 的收购中袁光明食品集团均
退出最后的排他性谈判袁这种行为影响了企业的国际形象袁不
利于海外并购遥 企业在并购中要详细了解被并购企业所在国
家的投资环境尧税收制度尧企业文化等袁防止战略和战术上的
失误袁提高海外并购成功率遥

当下袁在牢牢掌握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袁中国乳企需要加快
国际化扩张与布局遥在并购目的地的选择上袁避开对欧美乳企
的并购袁而是去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并购遥因为中国与其他新兴
市场国家有着天然的感情袁 去这些国家进行并购与发展有着
优势条件遥

光明收购法国优诺的失利暴露了其国际运营经验的缺
失袁而这种经验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袁有时候也需
要为此付出一定的学费遥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袁此次失败给光
明带来的诸如丰富国际化运营经验尧 培养与提高海外并购的
战术意识尧 深入了解并购环境及企业情况等启示和教训也值
得其他乳企借鉴遥

另外袁颇为重要的一点袁对外展开收购的国有乳企要尽量
淡化企业的国有背景或国有成分遥联合民营尧外资等资本形式
实现资本多元化的野以合为主冶将是未来乳企提高海外并购成
功率的一大秘诀遥 例如袁光明完全可以联合蒙牛尧伊利以及投
资机构或基金共同竞购法国优诺袁如此袁并购的成功率会大大
增加遥

国际化运作是衡量一个乳制品企业是否是世界级企业不
可或缺的指标之一袁由此来看袁我国还没有一家真正的世界级
乳制品企业遥对于正要野走出去冶的乳企来说袁国际运营经验的
积累是其必修的一门课程遥

记者手记

世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想
要的东西袁而是眼瞅着就要到手的东
西却在最后关头被别人抢了去遥 近
日袁 光明乳业就经历了野 最痛苦的
事冶遥

3 月 22 日袁 光明食品集团传来
消息袁 法国优诺已经选择与美国通
用磨坊进行排他性谈判遥 这意味着
光明对法国酸奶制造商优诺的竞购
旅程折戟而返遥 光明乳业失意法国
优诺既有偶然性袁 又有一定的必然
性遥野 相较对手袁光明食品集团国际
影响力较弱 袁 缺 乏 国际 化 运营 经
验遥 冶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
然分析说遥

然而袁失败既可以是绊脚石又可
以是垫脚石遥 而光明则把此次失利当
做是前进的垫脚石遥野 光明会坚定不
移地把国际化道路走下去遥 冶光明食
品集团副总裁葛俊杰近日表示袁光明
仍会围绕包括乳业在内的几大主业
进行并购遥

目前袁国际乳业格局正进入调整
期袁行业并购日益增多袁我国乳企与
国际乳企同样拥有海外并购的机会遥
更为关键的是袁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
展袁以蒙牛尧伊利尧光明为代表的中国
乳企已经有能力走出去实施并购与
开拓市场遥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业内
人士皆认为袁中国乳企出海并购正当
其时遥

光明探路

野 收购失败倒是件好事袁 并购优
诺后的运营与整合风险很高遥 冶宋亮
表示袁光明乳业还不具备驾驭优诺的
实力袁即使并购成功袁优诺日后成为
光明乳业累赘的可能性更大遥

虽然旅途不顺袁但是光明乳业在
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的道路上已然
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列遥

2 月 3 日袁 光明向法国优诺的卖
方提出了首轮非约束性报价袁对优诺
公司 100%的企业价值出价 17.5 亿欧
元袁同时提出了一个包括产品尧市场尧
奶源尧生产尧营销尧采购尧研发尧资金等
在内的一份商业计划遥

法国优诺是全球第二大酸奶制
造商袁全年销售额近 40 亿欧元袁占全
球市场份额的 9%袁仅次于达能遥 去年
9 月袁PAI 基金转让优诺 50%股权的
消息一经披露袁即刻引来众多国际食
品巨鳄的示好遥

据记者了解袁除光明外袁参与竞
购法国优诺的还有雀巢尧 通用磨坊尧
拉克塔里斯尧 法国 AXA 基金等众多
国际知名企业遥2 月底袁光明得到卖方
顾问的正式书面通知袁确认其已进入
第二轮竞标程序袁其报价居于所有竞
购企业报价首位遥

此后袁光明迅速搭建了包括财务
顾问尧法律顾问尧会计师事务所尧公关
顾问在内的顾问团队开始尽职调查
工作遥

3 月 7 日袁 光明联合项目小组赶
赴法国与各利益相关方见面袁并开展
相关的公关工作遥 然而就在项目团队
离开法国的当天袁法国优诺即宣布已

与通用磨坊签订了排他协议遥 据事后
了解袁光明方面给出的报价袁事实上
比通用磨坊的要高出 1 亿欧元遥 对
此袁 法国优诺方面给出的官方解释
是袁尽管光明在各方报价中最具竞争
力袁 但考虑到优诺与通用磨坊在 30
多年的特许合作中已建立起相互之
间的信任关系袁而且通过合作可以避
免双方目前的诉讼风险袁因此他们最
终做出了与通用磨坊合作的现实选
择遥

分析人士指出袁最后时刻被通用
磨坊横刀夺爱有其偶然性袁但仔细分
析不难发现袁光明乳业国企背景的固
有特征与自身国际化不足也是此次
竞购法国优诺失败的重要原因遥

野 首先袁 光明食品集团的国企背
景是外国企业和政府的担忧之处遥
受我国政治体制影响袁 外国企业和
政府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设置的门
槛较高袁审批程序较严格遥 冶对于光
明乳业竞购法国优诺的失败原因袁
周思然表示袁相较对手袁光明食品集
团国际影响力较弱袁 缺乏国际化运
营经验遥 另外袁我国频频发生的食品
安全事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此
次并购遥

而在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
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袁光明乳业此次
并购失败也在情理之中袁野 跟雀巢尧通
用磨坊等国际竞争对手比起来袁光明

乳业可谓涉世未深冶遥
野 收购失败倒是件好事袁 并购优

诺后的运营与整合风险很高遥 冶宋亮
表示袁光明乳业还不具备驾驭优诺的
实力袁即使并购成功袁优诺日后成为
光明乳业累赘的可能性更大遥

其实袁光明乳业有过成功的海外
并购经历遥 去年袁 光明乳业以约 3.82
亿元人民币认购新西兰 Synlait 乳业
公司新增普通股袁并获得后者 51%股
权袁 打破了其在海外并购的零记录遥
据媒体近日报道袁光明乳业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今年的收购项目遥

持续复苏

颇有些尴尬的是袁野 至今我国还
没有真正走出去的国际性乳企袁每年
只有几千吨的出口量袁出口目的地也
仅限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遥 冶宋亮指出袁
我国乳企跟发达国家的国际性乳企
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遥

去年这个时候袁伊利尧光明尧三元
发布的 2009 年年报和 2010 年一季
报显示袁中国的乳业就已度过三聚氰
胺所造成的行业危机袁进入快速恢复
发展期遥

现如今袁时间过去一年袁从蒙牛尧
光明近日发布的 2010 年年报来看袁
2010 年我国乳业尤其是一线乳企继
续维持了强劲复苏的势头遥

蒙牛乳业发布 2010 年年报显
示 袁 公 司 2010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02.65 亿元 人民币 袁 实现 净利润
12.37 亿元袁每股收益 0.712 元曰光明
乳业发布的年报也显示袁 公司 2010
年实现净利润 1.94 亿元袁 同比增长
58.71%曰 伊利 2010 年预计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68 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 8
亿元遥

从数据上看袁三大乳企保持了比
较高的增长速度袁同时拉动了整个乳
业的发展遥 宋亮分析指出袁中国旺盛
的市场需求支撑了我国乳业及乳企
的持续复苏与快速发展遥

同时袁在工信部尧发改委尧质检总
局三部委牵头的乳品行业项目 渊 企
业冤审查清理及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
新政下袁20%要25%的中小乳制品企
业或被清退出市场袁行业集中度将进
一步提高袁这也必将助推我国乳业的
持续复苏遥 而由此释放出来的 10%要
12%的市场份额将让几大龙头乳企成
为主要受益者遥

在持续复苏与增长的态势下袁乳
业巨头纷纷计划进一步加大投资遥伊
利计划今年在奶源建设和牧场建设
方面投资超过 14 亿元袁 同时计划在
惠州投资 4.57 亿元新建日产 800 吨
的超高温灭菌奶项目遥蒙牛执行董事
兼首席财务官吴景水近日公开表示,
预计公司今年资本开支达 17要19 亿
元人民币, 其中 15要17 亿元用于产
能扩张, 包括新增 3要4 个新厂房,而
今年整体产量目标 , 预计将在去年
650 万吨的基础上增加 50要70 万
吨遥

然而袁颇有些尴尬的是袁野 至今我
国还没有真正走出去的国际性乳企袁
每年只有几千吨的出口量袁出口目的
地也仅限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遥 冶宋亮

指出袁我国乳企跟发达国家的国际性
乳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遥

时机来临

目前国际乳业企业正在进入行
业调整期袁 国际乳业的并购此起彼
伏遥 与国际乳业巨头一样袁中国乳企
同样拥有海外并购的机会遥

野 受频频爆发的乳制品安全事故
影响袁目前我国消费者信任危机愈演
愈烈袁 进口奶源及洋品牌极受推崇袁
再加上国内奶源供应日益紧张袁原奶
价格日趋上涨及政策压力加剧等各
种因素遥 冶周思然告诉本报记者袁在此
背景下袁我国乳企海外并购的时机已
经到来遥

宋亮持相同的观点遥野 中国的乳
制品行业已经有了蒙牛尧伊利等自主
品牌企业袁并且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与
充裕的资金袁现在走出去正当时遥 冶宋
亮表示遥

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
快袁乳品行业竞争日益激烈袁企业要
在世界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袁则必须将
企业做大做强遥 冶周思然进一步分析袁
通过同行业并购的方式袁企业一方面
可以有效利用并购企业的资源技术袁
整合并完善本企业产业链袁另一方面
将有利于本国品牌顺利进入国外市
场袁达到扩展企业营销渠道袁企业走
国际化路线的目的遥

目前国际乳业企业正在进入行
业调整期袁 国际乳业的并购此起彼
伏遥 与国际乳业巨头一样袁中国乳企
同样拥有海外并购的机会遥

从国际上来看袁法国尧荷兰尧新
西兰等世界著名乳业区都有老牌乳
企被并购遥 有 110 余年历史的荷兰
海普诺凯乳业集团近日就被澳优乳
业控股收购袁 成为澳优乳业的第三
大优质奶源供应商遥 业内人士认为袁
随着发达国家乳业消费市场的日趋
饱和袁 类似的并购机会势必会越来
越多遥

虽然我国乳企仍然存在整体实
力弱尧 全球运营经验少等各种问题袁
但是以蒙牛尧伊利尧光明为主的乳业
巨头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并购的能力遥
在 2010 年发布的野 全球乳业 20 强冶
榜单中袁 蒙牛和伊利分别位于 16尧17
位遥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乳业分
析师陈连芳建议袁在国内运作比较好
的蒙牛尧伊利尧光明等乳企到国外进
行以收购现有企业为主的投资袁从而
利用国内国外的两个资源及市场逐
渐成长为世界级企业遥

相比较趋于饱和的欧美市场袁新
兴国家的乳业市场保持快速的增长遥
据有关机构预测袁未来 10 年袁中国尧
印度尧巴西等新兴市场将成为世界乳
业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袁市场空间要
远远超过欧美市场袁这也是国际企业
日益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战略布局
的原因所在遥

中国乳企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
已经有了相关的发展规划遥 记者了解
到袁在蒙牛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袁马来
西亚尧越南及印度等东南亚及亚洲地
区将成为蒙牛野 走出去冶的首选地遥

企业之间并购袁 好比男女婚嫁袁 高明的新娘不看彩礼丰
厚与否袁 而是看充当一辈子饭票的人袁 是否是绩优股遥 法国
优诺选择通用磨坊袁 正应此理遥 尽管光明拿出高于对手 1 亿
欧元袁 总价 17.5 亿欧元的豪华彩礼袁 但以失败告终袁 也是在
情理之中的遥

中国乳业袁 经过多年发展袁 出现像伊利尧 蒙牛尧 光明这
样国内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遥 但整个乳业仍像是裹脚老太太
一样袁 从未走出过国门袁 没有看看外面世界是啥样遥 因此袁
在国际市场上袁 无论是影响力袁 还是销售市场都几乎为零遥
我们每年乳品出口量微乎其微袁 且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遥 而
迎娶优诺的这些野 小伙子们冶袁 无论是瑞士雀巢尧 美国通用
磨坊尧 墨西哥 Grupo Lala尧 法国奶酪制造商 Bel尧 法国乳制品
集团 Lactalis袁 绝大多数都是国际知名乳品企业遥 对于优诺
来说袁 更愿意嫁给这样有实力尧 有地位还有发展前景的

野 帅小伙冶遥
优诺公司由法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AI Partners 和奶制

品合作商 Sodiaal 共同控股袁 各持股 50%遥 这些年袁 欧美乳
品市场相对成熟袁 增长空间有限袁 业务集中于这些市场的乳
品企业业绩难有提升袁 因此袁 对于 PAI Partners 来说袁 优诺
已形同鸡肋袁 亟待转手遥 而另一股东 Sodiaal袁 作为优诺的创
始人袁 拥有决定优诺另外 50%股权持有者选择的决定权袁 在
他看来袁 优诺不仅需要用于发展的资金血液袁 同时更需要一
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袁 借助伙伴优势资源和影响来弥补自身
不足袁 同时为优诺海外发展创造条件遥 而恰恰通用磨坊具备
这一条件袁 通用磨坊是优诺在美国的特许经营商袁 而美国是
优诺产品的第一大市场袁 其在美国的销售额达到优诺品牌全
球销售额的一半遥 其次袁 通用磨坊与优诺达成一致袁 计划在
西欧市场上提高优诺酸奶的市场份额袁 并加快这一品牌在中
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上扩张速度遥 很明显袁 通用磨坊和优诺
有着很大的互补性遥 所以说袁 对于 Sodiaal 来说袁 通用磨坊
将是最好的选择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袁 这几年作为世界第六大食品公司的
通用磨坊在中国发展很快袁 但产品仅仅集中在经营贝蒂妙厨
系列休闲食品尧 哈根达斯冰淇淋尧 湾仔码头和维邦系列冷冻
食品上袁 没有触及乳品产业袁 这是非常奇怪的遥 笔者认为袁
这世道袁 老虎不是不吃肉袁 而是在挑一个黄道吉日袁 伺机而
动遥 此次成功迎娶优诺后袁 通用磨坊必将在消费潜力巨大的
新兴市场掀起巨浪袁 而中国可能是其重要猎物之一遥

对于中国乳业而言袁 走出去不仅需要勇气袁 更需要丰富
经验和国际市场的战略眼光遥 而目前袁 我们恰恰所欠缺的就
是国际并购及海外企业管理经验袁 同时缺乏相关人才储备遥
光明几次海外并购中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这样的问题遥 另外袁
在很多国家眼里袁 突然野 暴富野 的中国袁 还不被承认市场经
济地位袁 因此袁 他们对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资本表示担忧袁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袁 比如美国尧 加拿大尧 澳大利亚尧 法
国袁 在能源尧 矿产等资源并购合作上袁 均将中资的国有背景
作为审查和监管的重点遥

除此之外袁 企业并购需要有明确的目标遥 目前国际乳业
并购多是为了销售市场及海外优质奶源袁 比如百事可乐用 54
亿美元巨资并购俄罗斯最大乳品加工企业袁 目的是借此拥有
俄广阔的销售市场袁 而此前光明尧 哇哈哈的并购活动袁 皆为
海外优质奶源遥

目前袁 光明的生产能力尧 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已经不逊
于任何发达国家乳品企业袁 在这样条件下袁 光明海外并购的
目的也应集中在销售市场和奶源上遥 而优诺能提供什么呢?
如今袁 发达国家乳品消费市场已基本饱和袁 优诺号称拥有全
球 9%鲜奶市场份额袁 对于消费潜力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发展
中国家市场来说袁 其实也只不过是浮云而已遥 因此袁 即使光
明成功并购优诺袁 其未来发展也要回到中国遥 如果说借优诺
来提升光明的国际地位袁 那也只有这么一点点实际意义遥

注重积累
国际运营经验

不只是勇气
还要有战略眼光

晓松/文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中国乳企开启出海并购时间窗

目前袁 国际乳

业格局正进入调整

期袁 行业并购日益

增多袁 我国乳企与

国际乳企同样拥有

海外并购的机会遥
更为关键的是袁经

过十几年的快速发

展袁以蒙牛尧伊利尧光
明为代表的中国乳

企已经有能力走出

去实施并购与开拓

市场遥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的业内人士皆

认为袁中国乳企出海

并购正当其时遥

对于中国乳业而言袁走出去不仅
需要勇气袁更需要丰富经验和国际市
场的战略眼光遥 而目前袁我们恰恰所
欠缺的就是国际并购及海外企业管
理经验袁同时缺乏相关人才储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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