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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色光标”，300058）自 2010年登陆创业板

以来，通过“车轮式”的并购将公司业务从单一公共

关系服务成功转型为综合智能营销服务。仅2014年
收购公司数就多达 30家，总耗资 30多亿元。持续性

的并购使公司面临的资金饥渴不言而喻，但蓝色光

标并没有放慢并购的脚步，2015年 6月 8日公司宣

布其全资子公司蓝标投资将以17.7亿元收购多盟开

曼 100%的股权和多盟智胜 95%的股权（合称“多

盟”），同时以 4.36亿元收购并增资亿动开曼（以下

简称“亿动”），获得54.77%的股权，以此加码移动广

告与营销业务。据年报显示，蓝色光标 2014年实现

营收60亿元，净利润近7.5亿元，而2015年一季度实

现营收 13.6亿元，净亏损 1.04亿元。在这种情况下，

蓝色光标如何为实现数字营销战略的 22亿元收购

买单？收购的市场反应又如何？

一、蓝色光标收购多盟与亿动的创新融资设计

蓝色光标分两步完成了对多盟与亿动的总体

收购：

第一步，专设持股平台——蓝瀚（上海）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瀚科技”），承接多盟与亿动的

股权。2015年 6月 15日蓝标投资出资设立蓝瀚科

技，8月引入投资者增资，包括平安大华、京东世纪、

西藏东方及蓝色光标五位一致行动人和多盟控股股

东齐玉杰，使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19亿元，完成对多

盟与亿动股权的主体收购。虽然蓝标投资仅出资

7000万元，享有3.68%的股权［见图1（a）］，但与平安

大华、京东世纪、西藏东方三名股东签署了保本回购

的股权远期购买条款，约定三名股东不参与蓝瀚科

技的实际经营，也不享有或承担其经营损益，因此蓝

瀚科技实际由蓝色光标最终控制。

第二步，以发行股份+现金支付的方式完成对

蓝瀚科技除蓝标投资外的其他股东所持 96.32%股

权的收购，同时向建信基金和刘鸿发行股份配套融

资18.02亿元（2015年11月2日）。蓝瀚科技96.3158%
的股权作价18.52亿元，由该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注册

资本 18.30亿元和平安大华过桥资金成本 0.22亿元

构成。其中，平安大华所持股份 10.22亿元以现金作

为对价，资金来源于本次配套融资，其余股东持股

8.30亿元以增发股票完成对价支付，发行价格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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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蓝色光标持有蓝瀚科技100%股权。收购融资

前后的股权结构如图1所示。

二、蓝色光标收购多盟与亿动的融资设计

1. 融资备择：债务融资风险与收益。从上述交

易方案可以看出，蓝色光标最终通过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实现了标的资产的全额增发收购。通常，在内

部留存收益有限的情况下，收购所需资金主要是在

外部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进行权衡。债务融资

契约与破产机制相联系，而股权融资契约与保持清

偿能力下的企业控制权相联系。

图2描述了蓝色光标近年来偿债能力的变化情

况：资产负债率由 2010年的 6.94%持续上升至 2015
年第二季度（Q2）的63.14%，杠杆比率（长期负债/股
东权益）也由最初的0增加到64.39%，资产负债率和

杠杆比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公司2012年开始采用

债务融资满足收购资金需求，陆续开展的债务融资

使得公司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利息偿付压力逐步加

大。尤其是2014年以来，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而利息保障倍数却显著

偏低（见表1）。并且从2015年全年数据看，利息支出

高达 2.76亿元，较 2014年的 5611.4万元净增加 2.2
亿元。2015年 6月 25日公司为先前收购美广互动、

蓝色方略等项目融资并被核准发行可转债14亿元，

当期还新增发行了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16亿
元、短期融资券 7.5亿元，导致未来的债务规模愈加

膨胀，偿付压力也愈大。

图 1 蓝色光标收购多盟与亿动融资前后股权结构

图 2 蓝色光标偿债能力分析（2010 ~ 2015年Q2）

（a）收购融资前

（b）收购融资后

表 1 蓝色光标主要偿债能力指标（2012 ~ 2015年Q2）
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
率（%）

利息保障
倍数（倍）

单 位

本公司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本公司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

2012

43.41

45.39

38.91

40.15

2013

42.59

46.85

19.60

16.79

2014

59.19

48.47

17.89

45.26

2015Q2

63.14

31.46

2.36

35.45

注：数据来源于蓝色光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2015.12.16）。

图 4 蓝色光标增长能力分析（2010 ~ 2015年）

图 3 蓝色光标盈利能力分析（2010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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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结合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看，公司 2012
~ 2014年间负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财务杠杆

的积极作用，提升了股权资本的收益率（ROE>
ROA），但各年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见图 3）。尤其是

2015 年利息支出较上年大幅增加，在 ROA 仅为

2.19%的情况下，公司ROE下降到 1.63%，负债经营

开始造成股东价值的毁损。反映增长能力的营业收

入和股东权益各年虽然均正向增长，但增长速度有

所差异，尤其到 2015年增长幅度明显放缓，几乎降

到历史最低水平（见图4）。可见，随着蓝色光标债务

水平的提高，财务风险加大，如果公司后续经营的预

期收益仍持续下降，尤其收购的目标公司无法实现

预期业绩的话，公司很可能出现极端不利情况，即控

制权由股东转移给债权人。因此，基于债务融资风险

与收益的考虑，蓝色光标此次并购选择了股权融资。

2. 股权融资艺术：过桥资金、战略投资者与实

际控制人等入股。

（1）融通过桥资金，巧妙缓解资金压力。从最初

蓝瀚科技融资结构的设计上看，平安大华注资10亿
元，相当于提供了一笔过桥资金，蓝色光标借助这笔

资金短期内完成对多盟和亿动股权的交割，然后寻

找合适的时间窗口发行股票，通过配套融资所得现

金来偿付该笔资金。过桥资金本身具备债务的属性，

却作为股权资本被表达，不会扩大公司的负债规模，

尤其在公司受到债务融资约束的情况下，降低了融

资风险。而且过桥资金不仅发挥了积极的杠杆作用，

使公司以较少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撬动整个投资项

目，还为公司后续定增股票赢得时间，期间14亿元可

转债发行中获得AA评级也为后期股票发行增加了

筹码，实现了过桥资金与长期股权资金的良好对接。

（2）战略投资者、实际控制人入股，提升了公司

长期发展的信心。多盟和亿动虽每年均能实现营收

的增长，毛利率相对稳定，但几乎连年亏损。2013
年、2014年和 2015年 1 ~ 7月多盟的净利润分别为

-3 093.89万元、-2 883.56万元、-5 167.11万元，亿

动的净利润分别为-5 717.04万元、-2 837.40万元、

564.47万元。蓝色光标首次公告收购多盟与亿动时

并不被市场所看好，复牌当日股价下跌3.04%。通过

融资设计，蓝色光标在蓝瀚科技的增资中引入京东

世纪、西藏东方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注资，他们在蓝瀚

科技剩余股权的收购中均接受了股份对价。京东世

纪是自营式电商企业，主要经营网站京东商城；西藏

东方为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作为

新进股东有利于扩大未来战略协作的空间。同时公

司实际控制人在收购中也对2015~2018年的业绩作

出补偿承诺，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公司长期发展的信

心和市场的预期。

（3）目标公司创始人股东持股，有利于风险分

担，消化高收购溢价。互联网广告与营销行业的“轻

资产”运营模式往往带来较高的资产评估溢价和后

期整合风险，此次蓝色光标以 7.83倍的增值率收购

多盟整体体系 95%的股权，同时以相比于账面净资

产高达 45.60倍的增值率收购亿动 54.77%的股权，

溢价率较高。多盟和亿动的创始人股东均在互联网

广告与营销行业有着深厚的积淀，具有较强的市场

影响力和成熟的经验。在剩余股权的收购中多盟创

始人股东齐玉杰通过接受股份对价成为蓝色光标的

股东，同时仍与其他创始人股东共同持有多盟智胜

剩余5%的股权，而亿动创始人股东仍持有亿动剩余

45.23%的股权。这种收购融资结构与股权结构的设

计会使双方在交易完成后依然存在纽带式的股权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目标管理层的道德风险，

有助于收购协同体系的有序构建，能提升收购后的

整合效率，发挥融资对高溢价的“吸收”效应。

3. 股权融资风险：控制权转移风险。如果说债

务融资风险是由偿债风险引起的控制权转移，则股

权融资风险则是由资本市场引起的控制权转移。从

大股东控制角度，蓝色光标股权高度分散，但赵文权

等五位创始人作为一致行动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和管理层，能通过“用手投票”控制公司资源，获取

控制权收益。登陆资本市场前五人合计持股

62.69%，IPO后股权降至47.02%，之后随着股权激励

计划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今久广告、博杰广告）等

行为，五人持股比例不断被稀释，到 2015年年末已

降至 27.67%，此次对蓝瀚科技的定增收购完成后，

会进一步降低到26.80%（见图1）。在这种情况下，中

小股东众多且持股较为分散，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造

成价值下降，中小股东很可能选择出让股份，可能出

现通过资本市场接管而发生控制权转移的状况。并

且公司发行的 14亿元可转债也赋予了债权人未来

选择转换股票的权利，控制权转移的风险不容忽视。

三、蓝色光标收购多盟和亿动的绩效分析：市场

反应

2015年 6月 8日蓝色光标首次公告收购多盟和

亿动的股权，当日公司股票停牌，6月 9日开盘价为

23元/股，较停牌前 6月 5日的收盘价 47.47元/股大

幅下跌 51.55%，当天报收于 22.30元/股。以 6月 9日
为事件窗口日，当天超额收益率（AR）为-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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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收购第二天AR为正，但随后资本市场大多数

给与了偏负的反应（见图5），窗口期［-1，1］、［-3，3］、
［-10，10］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分别为-41.65%、

-46.17%、-27.88%，平均AR为-1.33%，表明投资者

对蓝色光标收购多盟和亿动不抱乐观态度，收购事

件本身造成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财富损失。

2015年 8月 5日蓝色光标因筹划发行股票购买

蓝瀚科技剩余股权以实现对多盟和亿动的完全控制

而再度停牌，11月2日公司宣告了具体收购方案，11
月13日股票复牌。以11月13日为事件日（t=0）计算

的AR和CAR如图 6所示。事件公告后的首个交易

日公司的股价从复牌前的 14.45元/股上涨到 15.73
元/股，当日AR为 2.35%。CAR总体呈上升趋势，窗

口期［-1，1］、［-3，3］、［-10，10］的 CAR 分别为

35.50%、18.35%、26.67%，可见，短期内市场给与了积

极的反应。如果说首次公告日的市场反应是针对并

购事件本身，投资者对收购多盟和亿动并不看好，那

么此次的市场反应是在已经消化前期并购事件本身

的基础上针对增发收购的融资方案所做出的，说明

通过融资设计向投资者传递对公司发展的坚定信心

的积极信号，提升了并购市场绩效。

四、启示

首先，并购外部融资的选择要充分考虑控制权

转移风险。在蓝色光标债务水平不断上升且盈利能

力受挫的情况下，为避免控制权由股东转移给债权

人，此次收购多盟与亿动最终选择股权融资完成交

易以实现资本结构的调整和财务风险的降低。但股

权融资也使控股股东面临着股权被稀释而导致的控

制权转移风险。蓝色光标股权高度分散，虽然在定增

收购中五位一致行动人也认购了公司的股票，但最

终控制权比例仍较低且在下降，尤其日后倘若某一

人不履行一致行动人协议将导致公司股权更加分

散，很有可能成为被收购的对象，控制权转移风险值

得警惕。

其次，良好的股权融资设计能够传递积极的信

号，显著提升收购的市场绩效。与债务融资具有较强

的约束与监督作用、能够传递积极的信号不同，股票

的市场错误定价和代理问题等往往会导致投资者对

股票发行产生偏负的市场反应。然而，蓝色光标虽然

采用股权融资，却不是直接发行股票，而是通过设置

融资平台蓝瀚科技分两步完成对多盟与亿动的收

购，并在股票增发过程中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及双方

公司的控股股东，向市场传递了对公司长期发展坚

定信心的积极信号。这样，在第一步收购事件本身并

不被市场看好、市场绩效下降的情况下，通过第二步

巧妙的融资设计使公司获得了正的累计超额收益

率，显著提升了收购的市场绩效，增加了股东财富。

最后，加强收购后的整合协同、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是消化高收购溢价、化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根

本。蓝色光标近期年报显示，公司盈利能力受挫主要

是受前期收购目标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在蓝色光

标看来，此次收购多盟与亿动与其数字化、国际化战

略深度契合，因此在目标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收

购给予了较高的溢价支付。如果收购后融合效果好

且治理机制有效，有利于多盟与亿动所拥有的资源

优势、研发能力、行业经验等表外资产杠杆效应的实

现，使其扭亏为盈，为蓝色光标创造价值；否则高溢价

支付将成为收购后的财务负担而损害公司价值。所

以收购多盟与亿动后要格外注重从流程再造、治理

结构和内部控制重塑等方面夯实其价值创造的基础，

提升整体盈利能力，从根本上化解控制权转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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