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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加快推进，引发了新一轮的

上市公司并购热潮，与此同时，市场上

的商誉水平快速上升。2015年，商誉占

上市公司全部并购交易金额的比重达到

29%。此背景下，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无法

兑现，将造成商誉计提减值，作为资产

损失直接扣减净利润，对上市公司业绩

造成负面影响。2015年有245家上市公司

公告商誉计提减值，其中有52家上市公

司业绩因此由盈转亏。

商誉的内涵以及减值会计处理方式

本文中所指商誉均为合并商誉，产

生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的过程中，

指并购方付出的最终收购价与并购标的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主

要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市场影响力以及

与并购企业间的协同效应等。美国学者

卡特利特和奥尔森在《商誉会计》中认

为，商誉的本质是能够让企业获得超过

常规收益能力的那部分资产的价值，即

未来超额盈利的能力。

商誉较高的公司，一旦商誉计提减

值，会对当期利润造成较大影响。根据

我国2007年实施的会计准则，企业应当

至少在每年年终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一

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在以后会

计期间转回。商誉减值会被计入资产减

值损失，直接体现在当期利润表中，进

而影响当期经营业绩。须指出的是，并

非所有并购标的实际业绩与预测业绩之

间存在的差异都会导致商誉计提减值。

近 当上市公司认为这种差异不会影响被收

购对象的估值时，则无需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商誉减值准备

存在操作空间。

我国A股上市公司整体商誉及减值情况

整体上看，A股上市公司商誉及后续

减值损失逐年上升。

2010～2015年，A股市场发生重大

资产重组、要约收购、定增重组的公司

数量不断增加，上市公司整体商誉也呈

逐年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底，共1488

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商誉总

金额达到6427.53亿元，创历史新高。

此外，为横向比较不同规模公司的商誉

水平，我们利用年报数据构建了相对商

誉指标（商誉/净资产）。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的相对商誉近五年呈现快速上

升趋势，2015年平均商誉水平已经高达

11.20%。

分板块看，商誉主要集中在中小板和

创业板。2015年，A股共有1488家上市公

司拥有商誉，创业板与中小板的商誉占

比42.70%，远超同期市值比25%。分行

业看，TMT（科技、媒体、通信）与生

物医药等新兴行业的商誉及减值水平较

高，而传统周期性行业水平相对较低。

从后续商誉减值来看，总体呈同

步上升的态势，创业板增速最快。

2010～2015年，全部A股计提的商誉减值

损失分别为5.13亿元、3.10亿元、10.66

亿元、16.00亿元、26.06亿元和79.21亿

元，后三年增速明显。2015年，A股整

体商誉减值增加203.95%，其中，创业板

增长783.47%，增速显著高于中小板和主

板。一方面，并购活跃促使整个市场确

认商誉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受经济下

行压力和市场异常波动等因素影响，并

购标的盈利水平下降，导致上市公司不

得不逐步计提商誉减值，这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上市公司后期业绩下滑。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

随着并购数目的增多、商誉占净资产

比重升高，商誉减值的风险愈加突出。

以相对商誉最高的创业板为例，2015年

创业板公司商誉减值金额为20.32亿元，

占创业板商誉规模的比重为1.72%，占创

业板净利润的比重为3.31%。据此估算，

当创业板商誉减值率增加1个百分点，整

体净利润增速将下降1.92个百分点，商

誉减值风险不容小觑。

影响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和持续经营

业绩

巨额商誉的减值行为会对上市公司业

2010～2015年，A股市场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要约收购、定增重组的公司数量不

断增加，上市公司整体商誉呈逐年增长态势，后续商誉减值也呈同步上升态势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商誉风险
陆  涛   孙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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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上市公司监管

绩以及在财务处理上造成无法挽回的负

面影响：一是降低了企业融资能力。大

额商誉一次性减值预示着上市公司以现

金或股权换取了大量的虚拟资产，这实

际上降低了企业资产质量，会导致企业

资信评级下调，进而影响后续的融资能

力以及此后的并购对股价的提振能力。

二是加剧了企业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

损害股东利益。商誉可以看成是一项权

益抵消项目，当并购标的业绩承诺无法

完成，并购方将面临计提商誉减值冲抵

留存收益的风险。通常计提商誉减值的

额度较大，因此企业业绩会大幅下降，

甚至出现大额亏损的情况。另外，“高

溢价、高估值”的泡沫化并购将加大计

提商誉减值的概率，提高原有股东获得

并购标的收益的不确定性。

增大了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空间

上市公司管理层出于财务报告动机，

对商誉减值计提进行人为的干预和操纵，

使得商誉减值计提有失偏颇。体现在：

一是不提或少提商誉减值。当计提商誉

减值会导致上市公司出现亏损时，部分

上市公司为了确保盈利，往往会不提或

少提商誉减值。即便计提，也很有可能

发生相关虚增利润的舞弊行为，以确保

盈利。二是一次性亏足，也称为“洗大

澡”。部分上市公司在无法扭转亏损局

面时，通过商誉减值将亏损做大，以隐

瞒净资产，而在以后期间逐渐释放出来

作为利润，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

形成并购泡沫风险积聚

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泡沫化”

并购是商誉减值发生的深层原因。并购

的泡沫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并购标

的估值的“泡沫化”。主要体现在多数

上市公司以高溢价并购新技术与热门行

业，如TMT、新能源行业等轻资产、

缺乏可靠估值参考体系的行业。在并购

标的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热门行业纷纷

调高出售价格，甚至以少充多、以劣充

优，加上部分公司出于炒作题材或涉及

利益输送，也同意高溢价并购，使之成

为市场常态。上市公司即便知道并购标

的未来盈利支撑不了并购时的高溢价，

但在并购预期和财务并表的利好刺激股

价的情况下，仍然愿意高溢价并购。二

是并购标的业绩承诺的“泡沫化”。并

购标的为了支撑高估值，通常夸大自身

盈利能力，给出超高业绩承诺。然而，

业绩承诺未达标、且在未达标的情况下

“赖账”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高业

绩承诺不但不能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目的，反而推高了交易溢价，容易造成

大额商誉减值计提准备。

需要警惕的是，未来两年将成为并

购泡沫风险爆发的集中期。我国的并购

浪潮自2014年开始进入快速上升期，加

上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的牛市

行情，使上市公司有强烈的意愿通过换

股或者发行股票进行高溢价并购，从而

产生了大量商誉，并加剧并购的“泡沫

化”。随着2015年下半年股市异常波动

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上市公司因并购

标的高估值无法持续而被迫计提巨额商

誉减值。2015年，整个A股上市公司商

誉减值损失为79.21亿元，同比增长2.05

倍。结合美国的并购浪潮经验来看，并

购后第三年是商誉减值的高峰时段。因

此，我们预期商誉减值带来的并购风险

会在2017年与2018年集中爆发。

助长炒作，不利于形成稳定预期

一旦并购标的承诺不达标，出现巨

额商誉减值行为，会引起市场的悲观

预期，出现市场估值与业绩下调的“双

杀”局面。当前，一旦发生并购重组，

上市公司股价普遍会在乐观预期中持续

高涨，市场估值被抬高。如果公司业绩

不断上升，将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从

而进一步推高行情，形成“戴维斯双

升”。但是，如果并购形成的商誉缺乏

实际业绩支撑，一旦发生商誉计提减

值，投资者情绪或将由盲目乐观转向盲

目恐慌，业绩增长放缓配合估值水平的

下降形成双重叠加效应，致使股价短时

间内巨幅下跌，容易形成“戴维斯双

杀”效应，不利于形成市场稳定预期。

滋生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等问题

商誉减值背后的高溢价并购，滋生了

很多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内部股东

侵害外部投资者利益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一是通过配套融资中的折价发行进

行利益输送。研究发现，对比仅有外部

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定增，有大股东参与

的定增折价率会更高，说明大股东在定

增中利用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公司大量

股票，可能借此进行利益输送。二是利

用并购概念带来股价的快速飙升进行套

利。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并购来配

合禁售股解禁，甚至还有部分大股东在

定增前多次减持股票，然后再在定向增

发中低价吸筹，从中赚取差价。

相关政策建议

细化信息披露要求，突出强调商誉风

险披露

建议突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完善商

誉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一是加强年报

中商誉披露的非财务信息，如更详细披

露可回购金额的计量方法、折现率等参

数选择及其依据等信息；二是建议在并

购重组报告中披露并购标的在预测期内

爆发式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财务

数据等进行同行业比较来说明交易作价

的公允性以及后续并购标的业绩承诺的

可实现性等。

加大对并购双方的事中事后监管

一是完善并购重组高估值监管，可

考虑按照并购标的行业平均估值或市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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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是证券市

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其不仅

与投资者交易权利息息相关，也会对证

券市场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上市公司

停复牌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的重要

内容。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

善的上市公司停复牌制度体系：一是以

《证券法》为主的法律法规层面，主要

侧重于停复牌管理的基本原则；二是以

沪深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配套业

务指引为主的自律规则层面，主要侧重

于停复牌办理的标准和程序。从学术研

究和市场实践来看，完善上市公司停复

牌制度，需要回归停复牌制度的本源，

理顺其内在的法律逻辑关系，在复杂变

化的资本市场中找准停复牌制度和实践

的方向。具体来看，上市公司股票停复

牌制度需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股东交易权和股东知情权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上市公司停复牌是对

上 公司股票采取的暂时停止交易的措施。

对于股东而言，股东因向公司出资而

享有股权，而股权是包括表决权、收

益权、交易权、知情权等在内的综合性

权利。从股东权利角度观察，停复牌制

度是对股东交易权和知情权利益平衡后

的产物，即以限制股东短暂的交易权

为代价，来保护股东在证券市场中的

知情权，防止厚此薄彼，对股东利益

造成损害。

众所周知，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市

场，充分的信息披露不仅是形成公允市

场交易价格、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还

是防止资本市场的欺诈行为、保护投资

者权益的“利器”。基于此，世界主要

国家和地区，都将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其

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上市公司区别

于非上市公司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法定的

强制性信息披露。因此，当证券市场出

现有虞股东知情权之情形，法律在不断

平衡股东知情权和交易权“孰重孰轻”

之利益后，将作出最有利于利益平衡之

选择。在股价敏感资料公开披露前，相

关证券应该根据保密原则停牌，直至披

露后复牌。对于股东来说，停复牌措施

确实是对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

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恰恰又是对其知

情权的保护。而且，知情权保护所获取

的法律价值远远大于对其交易权短暂的

限制。

上述理念也得到了众多成熟资本市场

的认可。境内外各国(地区)证券市场都将保证

信息披露的及时和公平作为停牌的基本

原则之一。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

第12（K）款规定，为保护投资者以及公

众利益，在公司缺乏最新、准确、充分

的公司信息，以及公众可获得信息准确

性等情形时，美国证监会同意某证券交

易不超过10个交易日。香港联交所上市

规则也有类似规定，但同时规定，“只

有在衡量有关各方利益后并认为必要的

情况下，方可采取短暂停牌或停牌措

施。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市部认为发行

人发出公告，比不适当或不合理的短暂

停复牌制度，应当妥善处理好股东交易权和股东知情权、商事效率和股东权利保

护、上市公司个体权利和资本市场整体秩序三大关系

停复牌制度应处理好的关系
王通平

率设定相应的估值约束，或根据并购标

的溢价区间，设置不同期限的持股锁定

期；二是加大对业绩承诺履行的监管力

度，针对随意变更业绩承诺或者逃避业

绩补偿的并购标的、怠于追讨起诉的上

市公司等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相关主

体，建议将其失信行为与日后的上市、

再融资、并购以及股权激励的审批进行

挂钩，加大其失信成本；三是引导上市

公司并购行为的“理性化”，如可考虑

并购分期支付，或将业绩承诺与锁定期

和减持比例相挂钩，避免并购标的隐瞒

财务风险。

强化中介机构从事并购重组业务的把

关职责

部分资产评估机构成为上市公司利

用商誉粉饰财务报表的“推手”和“帮

凶”，因此，建立对评估机构的监管制

度亦非常有必要。建议以中介机构为抓

手，通过督促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

等中介机构尽职履责，监督上市公司做

好相关会计处理，降低上市公司通过商

誉粉饰财务报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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