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并与收购概论 

 

课程名称：SEC331  兼并与收购概论 Introduction to Mergers & Acquisitions  

课程性质：金融学院学科基础选修课，其他学院选修或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 

学分课时：2学分，32课时 

主讲教师：宋国良副教授    

所属院系：金融学院投资系 

电话：010-64495049      E-mail：songguoliang@uibe.edu.cn 

教学对象：全校三年级以上本科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 

考核方式：平时考勤\课堂展示（或作业成绩）， 

期末考试，闭卷考试，笔试。 

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学术诚信：本课程对于学生的学术诚信的要求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学习违纪处分实施细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考场纪律》的规定。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占比 70%，讨论占比 30%。教学中要求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导入式教学、案

例教学和讨论教学法。教师将会使用电脑放映教学 PPT，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互动教学。 

出勤要求：遵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课堂学习规范》，要求学生关闭一切电子设备；不能

无故缺席上课；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认真复习课堂上讲授内容，独立完成教

师布置的任务；并预习新课。学生缺勤不得多于总课时的四分之一。教师可以根据考勤情况决定

学生是否可以参加考试、是否扣分。 

一、 课程简介 

《兼并与收购概论》是一门融合了所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实务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内容涉及兼

并与收购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发展历程，兼并与收购的动因理论和效应分析、公司并购的程

序与中介机构的作用、目标公司的选择与价值评估、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

方式、并购的财务会计政策与税收安排、信息披露与监管、反收购策略、并购后的整合、跨国并

购、公司破产与清算、案例分析等相关内容。  

二、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定位是：培养学生掌握公司兼并、收购重组的知识与技能，认识公司在资本运作中

的基本规律，了解公司并购操作中的基本问题，掌握观察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和解决金融

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今后论文选题阶段以及工作实践打下良好的基础。 

因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兼并与收购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正确

的理解和较深刻的认识，对公司并购与金融市场的资源调配等基本范畴有较系统的掌握，掌握观

察和分析并购问题的正确方法，提高学生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

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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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资料 

1.教材 

指定教材：李瞿编著，《公司并购与重组导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月 

视频教材:中央电视台《跨国并购》共 10集、《资本的故事》20 集、《聚焦并购》三集 

2.参考资料 

阅读书目：《兼并与收购》：施嘉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杂志：《金融研究》、《新财富》等；  

报纸：《金融时报》、《证券时报》等。 

四、学习效果及达成途径 

1.学习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达成的学习效果如下： 

（1）熟知并购、公司金融、金融市场领域的基本概念；理解兼并与收购的历史演变及意义。 

（2）掌握公司重组与兼并的各种方式与不同案例的启示效果。 

（3）掌握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理解公司在资本运作时的基本规律。 

（4）掌握公司兼并中的政策变更与会计要求。 

2.达成学习效果的途径 

上课跟着老师思路走，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课后阅读教师指定资料；按时完成小组 pre；认

真准备期末考试。 

五、教学进度计划表 

本课程教学周为 16 周，具体安排如下： 

周次 
内容提要 阅读材料 

作业与考

试 

1 

第一章公司兼并收购概述 第一节公司、股份公司、

上市公司 

第二节公司兼并与收购 

第三节公司并购的基本类型 

教材：第 1章 

 

 

 

2 
第二章公司并购的动因理论和效应分析 

第一节并购的动因理论第二节并购的效应分析 
教材：第 2章；  

 

3 第三章公司收购的程序和中介机构 教材：第 3章；   

4 课堂讨论；第四章 目标公司的选择与价值评估 教材：第 4章 课堂讨论 

5 第四章目标公司的选择与价值评估 教材：第 4章  

6 第四章目标公司的选择与价值评估 教材：第 4章；  小组 pre 

7 第五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 教材：第 5章  

8 第五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 教材：第 5章 小组 pre 

 



 

周次 
内容提要 阅读材料 

作业与考

试 

9 第五章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 教材：第 5章  

10 第六章 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 教材：第 6章；  小组 pre 

11 第六章 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 教材：第 6章；   

12 
第六章 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 

第七章 管理层收购与职工持股计划 

教材：第 7章 

 

课堂讨论 

13 
第八章 并购的财务会计政策与税收安排供给 

第九章 并购的信息披露与监管 

教材：第 8章和

第 9章；  

PPT 课后

作业 

14 第十章 反收购策略 教材：第 10章；   

15 案例展示-跨国并购 案例  

16 案例展示-跨国并购 案例 总结 

17-18 期末考试（学校统一安排考试时间及地点） 

六、 教学内容 

导论及第一章公司兼并收购概述  

第一节  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对兼并与收购、基本内容及学科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了解公司

并购的基本流程。 

【主要内容】 

1.本课程的基本构架、学习方法、考核方法及学习要求、学术诚信要求（30 分钟） 

2. 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公司的概念 

  （1）各种公司的性质 

  （2）不同形式公司的区别 

3. 公司兼并与收购 

（1）兼并与收购基本概念 

（2）主要的并购方式 

4公司并购的基本类型 

   （1）了解并购的不同方式和基本类型 

【教学总时数】  2 

【参考资料】教材第 1章，以及杂志上的文章。 

【作业与思考题】 

1. 阅读：  

教材第一章，阅读了解相关案例。 

2.识记： 

 



 

不同类型公司的特征与区别，以及这些性质与并购的联系。 

3.领会： 

（1）不同性质的公司有何区别。 

（2）这些性质与并购的联系。 

（3）了解并购的历史。 

4.简单与综合运用： 

（1）概述公司性质与并购概念。 

（2）能够简述并购的历史与大事件。 

 

第二章  公司并购的动因理论和效应分析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动因以及公司并购所产生的的效应。了解现有

的相关理论，多角度进行分析，并对不同案例进行解读，了解横向并购、纵向并购与混合并购的原因。 

【主要内容】 

1. 并购的动因理论 

（1）关于横向并购和规模经济动因 

（2）纵向并购和协同效应目标 

（3）混合兼并和多样化经营动机理论 

（4）金融创新与潜在价值低估理论 

2 并购的效应分析 

（1）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教学总时数】  2 

【参考资料】教材：第 2章；相关案例。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2.识记： 

横向并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 

3.领会： 

（1）不同并购的动因分析。 

（2）案例所体现出来的并购动因分析。 

4.简单运用： 

（1）并购该如何适应不用的情形？ 

（2）理论发展的轨迹如何运行？ 

5.综合运用： 

结合《跨国并购》的案例，学生可进行自由讨论。 

 



 

 

第三章公司收购的程序和中介机构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公司收购的基本程序和中介机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主要内容】 

1. 公司收购的一般程序 

（1）并购的准备阶段 

（2）并购的实施阶段 

（3）并购整合阶段 

2. 中介机构在公司并购中的作用 

主要分析投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3.结合案例分析 

【教学总时数】  2 

【参考资料】教材：第 3章；参考教材：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2.识记： 

公司收购的流程与投行的作用 

3.领会： 

（1）金融中介的功能 

4.简单运用： 

    能够在分析案例时，熟练运用。 

 

 

第四章 目标公司的选择与价值评估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理解并购的目标公该如何选择以及并购过程中价值该如何评估。 

【主要内容】 

1. 目标企业的选择 

   （1）分析各种目标企业的性质 

2. 净资产价值法或调整账面价值法 

3. 市场比较法与市盈率法 

4. 现金流量贴现评估法 

5.  估值调整 

【教学总时数】  6 

 



 

【参考资料】教材：第 4章；  

【作业与思考题】 

1. 阅读：  

《证券投资与分析》估值部分 

2.识记： 

目标企业的分类 

3.领会： 

各种估值方法的计算与应用 

4.简单运用： 

估值方法的计算 

5.综合运用： 

结合案例选择估值方式 

 

第五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以及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 

【主要内容】 

1. 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是一种收购方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以协议方式进

行股权转让的收购。 

2. 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向被收购的公司发出收购的公告，待被收购上市公司确认后，方可实行

收购行为。它是各国证券市场最主要的收购形式，通过公开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达到控制目标

公司的目的。要约收购是一种特殊的证券交易行为，其标的为上市公司的全部依法发行的股份。

重点讲解同业拆借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利率的基础性作用 

3. 委托书收购 

委托书收购，是指收购者以大量征集股东委托书的方式，取得表决权，在代理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时，集中行使这些表决权，以便于通过改变经营策略、改选公司董事会等股东大会决议，从而实

际控制上市公司经营权的公司收购的特殊方式。 

【教学总时数】  6 

【参考资料】教材：第 5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2. 识记： 

上市公司的收购方式选择 

 



 

3.综合应用： 

（1）不同收购方式的区别 

（2）根据不同情形来判断收购方式 

 

 

第六章 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公司并购融资与支付方式的选择。 

【主要内容】 

1. 融资渠道及其选择 

2. 公司收购的支付形式及其选择 

3.结合案例分析 

【教学总时数】  4 

【参考资料】教材：第 6章；参考教材：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3. 识记： 

公司并购融资与不同的支付方式 

3.综合应用： 

结合案例分析 

          

 

第七章 管理层收购与职工持股计划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管理层收购与职工持股计划的基本结论。 

【主要内容】 

1. 西方管理层收购产生的背景及现状 

2 我国的管理层收购背景和现状 

4. 职工持股计划 

【教学总时数】  2 

【参考资料】教材：第 7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第八章 并购的财务会计政策与税收安排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购的财务会计政策与税收安排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1. 并购中的会计处理方法 

2. 并购中的税负问题 

【教学总时数】  1 

【参考资料】教材：第 8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2.识记： 

并购的财务会计政策与税收安排 

 

 

第九章 并购的信息披露与监管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并购的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相关信息。 

【主要内容】 

1. 并购的信息披露制度 

2. 并购的监管制度 

【教学总时数】  1 

【参考资料】教材：第 9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相关政策法规 

2.识记： 

并购的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相关信息 

 

第十章反收购策略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反收购策略。 

【主要内容】 

1. 概述 

2. 反收购的法律手段 

 



 

3. 反收购的经济策略 

【教学总时数】  2 

【参考资料】教材：第 10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相关反收购案例 

2.识记： 

反收购策略。 

3.领会： 

  根据案例分析反收购策略。 

 

案例分析—跨国并购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能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进行案例分析。 

【主要内容】 

1. 简介 

2. 跨国并购的相关问题 

3.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 

4. 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教学总时数】  4 

【参考资料】教材：第 12章；  

【作业与思考题】 

1.阅读：  

纪录片《跨国并购》 

2.识记： 

跨国并购的概念以及相关问题研究 

3. 领会 

跨国并购中各种金融机构所扮演的角色。 

4. 简单与综合运用： 

学生能够自主进行案例分析，并且有创新的观点。 

 

 

    撰写人：宋国良      2016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