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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

一周视点

对赌协议对

企业来说是把双

刃剑，舞得不好极

容易伤着自己。一

旦签订“对赌协

议”，企业一定要

采用科学的管理

体制来控制风险，

最终达到约定要

求，以实现企业

PE双赢。

“

经过一波三折，被 PE（私募股权
投资）称为“对赌协议第一案”的海富

投资诉甘肃世恒案近日由最高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两者之间此前签订的

对赌协议无效。这场打了五年被企业

界和私募界以及舆论高度关注的官

司终于落幕。

海富投资和甘肃世恒之间的对

赌为何被判无效？PE为何热衷对赌？
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如何与 PE 打交道
并防范风险？

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进行了

调查了解。

对赌是“资本过山车”？

去年 5月，PE机构海富投资与被
投公司甘肃世恒、甘肃世恒大股东迪

亚公司因为五年前投资合约中的对

赌条款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据了解，2007年底，海富投资以
现金 2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甘肃世
恒，合约约定了对赌和回购条款。双

方约定，2008 年业绩不能低于 3000
万元，否则就要给予投资方补偿。然

而 2008年甘肃世恒利润跌到 2.68万
元。

双方协商无果，海富投资将甘肃

世恒告上法庭。

随后，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甘

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在 2010年 12
月和 2011年 9月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和二审判决，两次判决均认定对赌

协议条款无效。不过，甘肃高院认定

海富投资的 2000万元中，除已计入
世恒公司注册资本的 115万元外，其
余 1885 万元资金性质应属名为投
资，实为借贷，并要求甘肃世恒返还

这部分资金和利息。

甘肃世恒对甘肃高院的判决不

服，向最高法提出再审申请。最后，最

高法院否决了海富投资和甘肃世恒

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

而就在此案判决前，桔子酒店集

团 CEO吴海博文自曝与知名投资机
构凯雷的对赌，引发公众对企业融资

过程中对赌的关注。

国内某快消品企业曾和 PE 合
作，双方亦有“对赌协议”，该快消品

企业上市办负责人李林（化名）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当初我们企业

引进 PE之时，PE也提出要求签订对
赌协议，而且对上市期限、未来业绩

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达到这一约定，

PE将拿出自己的部分股份对大股东
进行奖励。而如果达不到约定要求，

大股东将失去控股地位，或者高额进

行回购。”

李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所谓对赌协议，是指在私募股权投资

中，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PE机构
与企业创始大股东在投资合作条款及

相关协议中对有关于未来业绩的约

定：如果企业达到约定要求，PE要向创
始大股东支付股份或者现金激励。企

业在获得资金得到大发展的同时，大

股东还能得到额外的“奖励”。反之，企

业创始大股东将对 PE进行赔偿，甚至
失去控制权。由于此类对未来业绩的

约定与赌博有相似之处，因此被业界

形象地称为“对赌”。

“PE 之所以签订对赌协议，一方
面是预防风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

进企业按照设立的目标抓紧发展，最

后在约定的时间或提前实现 PE套现

走人的计划。”李林说，对于“对赌协

议”最形象的比喻是“资本过山车”。

对赌协议让企业好比坐在过山车上，

即使害怕恐慌后悔也不可能停下匆

忙的脚步。“对赌成功，企业能获得大

发展；对赌失败，企业可能滑向深

渊。”

深圳华法律师事务所罗旷律师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缺少资金对大量民营企业来说是

现实难题，因此融资成为重要选择。

而 PE机构会为企业设立一个重要门
槛，或上市时间、或业绩要求。“这样

的对赌协议，有可能让企业积极努

力，最后让企业和投资机构实现双

赢，但也可能与企业分道扬镳，会导

致企业最终走向不归之路。”

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早在几年前，蒙牛乳业与摩根士丹

利“对赌”实现双赢后，在业内引起了示

范效应，一时间对赌条款在中国投资业

内风生水起。“对赌协议”似乎成为企业

与 PE合作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然而，“对赌协议”这一在国外

PE中运用多年的商业工具，但在中
国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

说，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直处

于模糊状态。而在实际操作中，PE与
企业签订的各种对赌协议五花八门，

业界也并不知道对赌协议的标准。

李林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旦

PE与企业交恶，处于弱势的企业往
往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PE 则成为
公众眼里的吸血鬼。而如果涉及外资

PE，部分企业还会以“保护民族企业”
为旗帜自保。投资人往往名誉扫地，

留下骂名。

“实际上，PE说到底也是企业，和
别的实体企业一样，需要利润才能生

存。它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魔鬼。PE
把大把钱投入企业，当然有回报预

期，设置对赌条款，更多的是考虑自

己的投资风险。但由于 PE在中国并
不很成熟，导致很多人没有从公平的

角度来看待对赌协议。”李林说。

有评论认为，其实，对赌协议只

是一个规则，本身没有错，PE拿了 LP
（有限合伙人）的钱，也得对 LP负责。
企业找银行贷款，还得付出高额的利

息，凭什么企业拿了 PE的钱，签署了
对赌协议，一旦发生问题，却概不认

账？这实际上违反了商业社会的契约

精神。

有业内人士担心，类似甘肃世恒

与海富投资的案件肯定不会是最后

一桩，未来会越来越多。如今国内 IPO
市场发行节奏放缓趋势下，作为 PE
规避投资风险的“对赌协议”又遭法

律质疑，将使 PE发展雪上加霜。
罗旷律师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对赌本身就隐藏巨大的风险，作

为融资企业，在与风险投资机构签订

“对赌协议”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

切莫被 PE 投入的资金迷惑了双眼，
更不能忽视对赌协议的风险性。

“对赌协议对企业来说是把双刃

剑，舞得不好极容易伤着自己。一旦

签订‘对赌协议’，企业一定要采用科

学的管理体制来控制风险，最终达到

约定要求，以实现企业 PE双赢。”罗
旷说。

因为中西方管理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加拿大毅伟商学

院副院长薛珍纳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可能管理上

的障碍多来自于企业领导者。所以学会如何在不同的市场里

有效地进行沟通，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通过案例方法学会国

际贸易，而不是在市场上去通过犯错误汲取教训。

中国高管升迁比美国高管快

记者：众所皆知，商学院诞生于欧洲和美国，而在美国发

展得最好，您认为欧美商学院与正在发展中的亚洲商学院之

间的最大区别何在？

薛珍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要知道亚洲的市场环境可

能不同于西方国家。我认为西方高管和亚洲、中国高管所面临

的情况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增长速度。中国市场仍在急剧扩张，

人们的职业路径发展很快，以 IBM这样的企业为例，该公司
说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可能在七年内升迁到副总裁（VP）
级别，而在美国这需要 15年。

人们的学习曲线也得非常快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这一

现状给中国职场人士带来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们在完成要求

很高的工作之余，还要迅速培养自己的技能。而在西方，从很

多方面来看眼下市场都不景气，战略方面的压力大得多，得研

究如何在非常成熟的市场之下塑造优势，两种市场上人们面

临的压力不同。

记者：您认为应该培育学生们去匹配企业的要求吗？还是

培养具备创造精神和新管理技能的学生，让他们去影响所在

企业呢？您认为需要从这两种模式中选择其一吗？

薛珍纳：我不认为必须二选一。有些在其领域相当领先的

公司非常希望其员工具备创新、创造能力和技巧，这些公司支

持商学教育。还有些高管们觉得已在某家公司效力多年，但不

确定那是真正想待的地方，EMBA课程可能助其学得新技能、
结识新人脉，并考虑其他选项。

记者：对希望进入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和企业家，您有什么

建议？

薛珍纳：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确定这是您真正致力于做好

的事情，这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需要在企业责任、家庭

责任和课程之间做好平衡。商学院非常有价值，但在一段时间

内也很有压力。

另外，你应该弄清为什么想读这类课程，如果这真能推动

他的职业发展，那很好；如果他觉得有用，但实际上用不上，我

们则劝说他不要入读。

中国企业要了解如何跟国外市场沟通

记者：中国历史和古籍上有很多涉及管理和创新的言论，

但现代中国人可能认为现代西方管理学更容易学习、更实用，

因此人人都在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在您看来，您是否认为中国

存在自己的管理方式，如果有的话，这些中式管理方式有何优

势？

薛珍纳：我认为在管理风格上确有差别，这很大程度上与

文化差异有关，比如就个人能力的发挥上有很多优异的研究。

在权力集中度方面中国企业可能全球领先，也就是说，企业员

工非常依赖于最高层人士设定方向、发出指示，而在加拿大和

美国等国家的权力基础更低，往往不是最高层人士指示你该

如何去做，而是该高层人士要求公司拿出创意来，然后他或她

给予支持。

记者：我们都知道很多中国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市场，但对

于它们来说似乎难度比较大，似乎中国企业面临一定的阻力，

您认为这是市场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薛珍纳：我认为这存在多方面因素，大家都已经了解到华

为在美国市场所面临的挑战，这与一些被政府视为具有政治

敏锐性或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有关，但在很多其他产品领域

表现良好，这个例子说明媒体只关注其中一个存在问题的方

面，但事实上它们也在很多其他产品领域里表现良好。我认

为，总的来说要打进美国市场是较为复杂、困难的，即使加拿

大如此接近美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企业要想在美

国成功也非常困难。

记者：从管理或者法律的角度，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

市场前需要什么准备？

薛珍纳：这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相反，这需要从这些市场

引进值得信任并且可以相互顺利合作的人才。此外还应该花

时间进行研究，了解当地市场；中国企业在内部考虑什么方法

是行得通的，什么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实现较高的效率。

以华为为例，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非常关注如何

建立一个创造性的认知环境从而帮助中国公司了解如何更好

地与国外市场沟通。这些都是例子。

摘自《网易财经》

对赌:糖果还是毒药？
中国企业
要学会国际沟通

加拿大毅伟商学院副院长薛珍纳：

近日，观察家陆新之在“没有人

看到草生长”的文章中提醒道：一切

惨烈、光荣与梦想都像暮色里的草一

样，伴着时光无声生长。创业家到赢

家的过程之中，充满了脏活、累活。他

建议，企业家们在各种“实事”中保持

“平常心”，并且始终在“实事”中“求

是”。

实干兴邦，实干兴企。这是集体

反思的结果，更是新时代的使命呼

唤。

在第 43 届世界经济论坛“信心

与活力”主题年会上，论坛主席施瓦

布的观点依然显示着强大的号召力。

当上千名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艺

术家对“世界经济仍未摆脱衰退的风

险，公共和私人部门可以通过达沃斯

论坛这个平台，积极寻求建设性方

案，为世界经济恢复和反弹注入活

力，让人们重拾信心”的表述给予支

持时，我们也听到了中国企业家真实

的声音：实干兴邦。

百度李彦宏表示：“互联网三巨

头排位已定，但是移动互联网浪潮作

为一种颠覆力量已经扑面而来，让巨

头不能不感到惶恐。”对于专家“不进

则退”提醒，企业家们承认“这是普遍

规律。抱怨没意义，当你抱怨的时候，

新技术可以将巨头取而代之。”明白

“老本也不能吃”的李彦宏决定出击

移动互联网。他的觉醒也带动了阿里

巴巴、腾讯、京东商城等企业重新构

架，调整布局。

实干兴邦需要理性认同。只有理

性认同，才有行为共识。

就在雅士利发出消息说“投资

11亿到新西兰建厂”时，公众看到了

中国企业思路转变的“实干行动”。中

国奶制品行业和企业或许在“走出

去”的实际投资和管理中，才可以真

正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因此，有专

家认为，只有抓住核心地区的优质奶

源，企业才有可能实现产品的原装进

口，实现利益最大化。

也是上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6

集专题片《国企备忘录》。

无数网民在留言中表述了一致

的观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每一位

中国人的命运血肉相连。喜欢埋怨的

人依然埋怨命运，勇于挑战的人却在

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1 月 19日，体育品牌赞助商安

踏再一次牵手“中国体育风云人物”。

颁奖典礼上，作为颁奖嘉宾的企业家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企业家要学

习优秀的体育人，其中一条就是实干

精神。他们都具备一个素质，不抱怨，

默默拼搏，最终杀出重围。

谈到对“实干兴邦”的理解，宁高

宁结合企业实际后公开表示：企业这

个组织在一个社会里，它是一个探索

自然，创造财富，连接人类和自然交

换的最核心的机构，它里面承担了一

个自身的使命性的责任感，要改变环

境需要企业努力，而不是一般的抱

怨。中国的企业界今天就是中国经济

里面应该最坚韧的一环，最有创造力

的一环。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实干

兴邦和实干兴企的“实干”绝不是“既

得利益集团”所理解的“蛮干”。无论

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企业，都需要

在新的历史结点上给自己重新定位。

危机造成的阴影给个别企业、企业家

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唯

有实干才能共赢”有些动摇。这需要

全社会积极营造环境，使企业努力追

求合法驱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尽管各个行业都有了“2013年经

济形势预测”，我们还是希望企业家

听从“理性的召唤”。目前，国美电商

系多线品牌已经整合为“国美在线”，

其总裁表示，“既然电商竞争是持久

的竞争，我们就要理性对待，做到可

持续发展。”

亏损 20 亿的刘强东深刻反思后

表示：2013年，行业应该由资本驱动

向盈利驱动转型，挑战“行业咒语”需

要实干精神。当他说出这番心里话的

时候，公众看到华为官方网站刊登了

最新消息：IDC 最新数据显示：华为已

成为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

“卓越”带来的幸福，可以让任正

非过个安稳年了。尽管与 6370 万部

的三星、4780万部的苹果还有很大差

距，但是，靠实干、肯于坚持实干的华

为，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最大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再一次告诉我们，贡献价

值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理由让全社会

分享其荣耀。他们成功的“光环”就是

公众眼中“灿烂的阳光”。

实干兴企，在“实事”中“求是”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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