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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并购企业在财务、资本、市场结构方面的调整，只能确保形式上控制权的获

得，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则能从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准则上深刻

影响企业的控制权与经营业绩。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并购双方因企业文

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必将造成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及客户资源的流失，使

得并购所预期获得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协同效应等化为泡影。 

本研究基于中国医疗行业并购的发展，运用管理学特别是并购整合理论中的

现有研究成果，在识别影响并购整合成功的关键变量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并购中

基于核心能力的文化整合，然后围绕文化整合通过理论的演绎和实证的分析，阐

释与并购后企业绩效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将企业文化诠释为：企业文化是一个

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现象。进

一步理解为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制度和行为规

范的总和。将企业文化概括为：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形象

文化三个层次。其中精神文化包含价值观、风气及目标等三个指标；制度文化包

含工作制度、责任制度与特殊制度等三个指标；形象文化则包含办公环境、品牌

标识与其他形象。 

    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通过对医疗行业企业工作人员问卷，探寻企业员工对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建立合理的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体系。再

者，本研究以专家访谈方式，透过德尔菲法，利用模糊多层次分析(Fuzzy AHP)，

评估企业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关键，并分析专家对Century Galaxy Company并

购三家公司的企业文化评价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整合。而企业文化整合的关键在于精神文化整合，其次

为制度文化，最后则为形象文化。进一步研究发现Century Galaxy Company之企

业文化总评价均优于并购的A、B、C三家公司。特别是Century Galaxy Company

在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方面均优于三家并购的公司，而在形象文化则不如此三家

公司。因此以企业文化整合而言，Century Galaxy Company并购三家公司可从精

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整合，达到并购绩效。而Century Galaxy Company则可借助于

三家企业原有良好的形象文化提升自我形象文化。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估框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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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并购整合中可以运用的体系化方法，并为并购后企业并购整合管理方式

提供指标性的参考。通过对企业并购整合主要指标的计算，补充了现有企业文化

评价文献的不足。这为进一步发展文化整合评估框架提供了一些方向。  

 

 

关键词：企业并购；企业文化；文化整合；并购绩效；医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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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the adjustment of the financial, capital and market structure ensures firms’ 

control rights aft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 an 

informal system can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ntrol rights of the company from the values,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code of conduct，and even business performance. If there is 

no effective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e to corpor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the lost in talent people, customer resource 

and other advantag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amine culture integration in post-M&A in Chinese 

healthcare industry by proposing a cult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core capabilities. 

Drawing 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research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merger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explained.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orporate culture is the sum of corporate values, corporate systems and codes of 

conduct formed in the long-term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e 

corporate culture can be explained into three levels: corporate ideological culture, 

corporat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corporate image culture. Among them, ideological 

culture includes three indicators such as values, ethos and goals; institutional culture 

includes three indicators including work system,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special 

system; and image culture includes office environment, brand identity and other images.  

In terms of research desig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employee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uses expert 

interviews, Delphi method, and fuzzy multi-level analysis (Fuzzy AHP) to evaluate the 

key to corporate cultural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analyzes 

experts’ evaluation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the three companies acquired by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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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entury Galaxy Company has a good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fter the merger. The key to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l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culture, followed by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finally image culture.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Century 

Galaxy Company's corporate culture is superior to the three companies A, B, and C of 

the merger. In particular, Century Galaxy Company is superior to the three M & A 

companies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but not so in the 

image culture. Therefore,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Century Galaxy 

Company'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three companies can achieve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culture. Century Galaxy Company can improve the self-imag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the original good image culture of the three companies.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established by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as a systematic 

method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can provide an index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main indicators of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tegration, the lack of existing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literature is supplemented. This provides some direc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ssessment framework. 

 

KEY WORDS：M&A; Corporate cul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M&A performance; 

Medica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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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医疗行业近年来并购活动较为活跃，根据普华永道《2018 年中国大陆

医疗及医疗器械行业并购报告》指出，2018年与 2017年相比，交易数量增长约

54%，交易金额增长 16%达到 197.7亿美元。总体并购数量创下 437宗的历史新

高。其中超过 1亿美元的大型交易有 22 宗（对比 2017年为 12宗大型交易）；

医疗行业上市公司并购活动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这其中和一般上市公司并购的相

同的共性动因，追求规模效应、追求技术和追求股东财富最大等，同时也具有医

疗行业所独特的动因，总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医疗行业作为永远的朝阳

行业有其先天的吸引力，医疗行业是高增长、高利润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对于解

决传统制造业资金过剩、资源过剩的问题，提供了出路。第二，就目前中国医疗

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来，集中程度不高，各方面产能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但

是在国际市场还不具规模，市场占有率不高，通过并购是一种比较快捷的方式，

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规模效益。第三，中国产业结构集体调整和国家政策环境的

变化。随着 2010年医改新政的退出，几乎每年国家都有出台有关医疗企业的新

政，包括《关于印发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

范（试行）》等，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对医疗行业并购重组起到了有效的促进

作用。 

在医疗器械市场方面，预计 2020年将会达到 7529亿元的市场规模。目前，

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京津环渤海湾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为

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区。未来国产产品将向高端领域突破，产业融合将成为

大势所趋，信息化和大数据将成为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的助推器。 

在中国政府加大医疗医疗改革、支持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引导下，伴随中国

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卫生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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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行业的并购市场保持一定的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为了扩大

市场规模，致力于完成整个产业链的布局，正加快并购重组脚步。 

本文汇总了 2015-2018 年中国医疗行业并购交易总数量与金额（表 1.1）并

整理了 2018年中国医疗行业并购国内与海外的案例（表 1.2，表 1.3）。 

 

表 1-1中国医疗行业并购交易总数量与金额汇总表（2015-2018）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普华永道 

表 1-2 2018 年中国医疗行业并购案例（国内） 

 

数据来源：汤森路透，普华永道 

表 1-3 2018 年中国医疗行业并购案例（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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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汤森路透，普华永道 

 

目前，中国医疗器械企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国产品牌低价竞标策略盛

行，没有足够利润继续研发，缺乏资金支持，而升级换代也面临技术与资金压力，

市场品牌投入不足；二是单一技术突破难以形成平台优势，缺乏长线技术组合，

摊薄客户开发成本，不敢于投入培养和开发客户；三是简单模仿过程中存在技术

细节差距，未真正掌握技术和产品研发思路；四是质量管控能力欠缺，难以保障

产品的批量性稳定，并持续性改进。 

因此，中国医疗器械行业企业的并购趋势可分为短期与中长期。短期来看，

对同类产品的资源整合，力图形成经济规模和协同效应来增强竞争优势和提高行

业进入壁垒，主要原因在于销售渠道扩展的困难以及研发的高成本。中长期来看，

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市场占有率和品牌都有些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在

其他领域有优势的相对较小规模企业来拓宽自己的产品线。 

在行业内生特性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国内医疗器械产业集中度提升

和多元化发展趋势已形成，并购和产业升级换代将是行业的主流。目前细分市场

掌控和并购扩张是中国国内企业战略布局的主流思想，率先进行积极整合扩张的

企业更有希望成为长期的赢家。 



4 

另外，投资医疗创新技术将是未来趋势。中国未来市场，国产进口替代是大

势所趋，中国国家的政策也在向国产器械倾斜。在海外，性价比高的中国制造迟

早会对国际大品牌在全球范围进行挑战。全球范围内会真正突破医疗器械水平发

展的瓶颈，深耕临床研究，新材料、新工艺技术等基础学科，并结合人工智能等

新兴学科，加速技术迭代。 

    当今世界，并购风险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对于并购失败的原因，人们虽

然还未形成共识，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不仅是成功的关

键，而且是远比完成并购交易要复杂和困难的工作。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

结果表明，忽视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的差异、没有妥善解决文化冲突、未能进行

有效的文化整合是企业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Bekier et al.，2001）。波士顿

咨询集团的报告指出，只有不到 20%的企业在并购目标企业之前考虑过文化整

合计划(Hemerling et al., 2006)。企业文化整合就是指有意识地对企业内不同的

文化倾向或文化因素通过有效地整理整顿，并将其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

（Berry, 1974）。实践证明，企业并购是企业快速积累资本、占有市场资源、扩

张市场的一种重要途径（Bekier et al.，2001）。但是，企业并购也充满着各种风

险，甚至失败率高出 50%（Hemerling et al., 2006）。导致失败的原因很多，文化

整合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整合在企业并购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企业

并购受到全球企业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国企业并购的行为也日益增多，

但是，中国的企业在并购中注意文化整合的，还为数甚少，可以预见，随着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预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企业并购将越来越多地发生，那么，并购企业如何整合双方的文化，就

摆在众多并购企业管理者面前。尤其是在行业细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例

如医疗行业就可分为医疗服务、医疗商业、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针对行业的

并购后文化整合研究更加显得重要且有意义。本研究将研究重点聚焦在文化评

价模式与文化整合评估，希望能透过企业文化评价模式的发展，来评估企业并

购前与后的文化强度，主要关注中国医疗医疗器械行业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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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授 Terrence E. Deal 和麦肯

锡咨询公司顾问 Allan A.Kennedy 在长期的企业管理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他们在 6 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对 80 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写成了《企业文

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Deal & Kennedy, 1982）。该书在 1981年 7月

出版后，就成为最畅销的管理学著作。它用丰富的例证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

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但往往是自然约定俗成的而

非书面的行为规范；并有各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

正是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导致了这些决策的产生、企业中的人

事任免，小至员工们的行为举止、衣着爱好、生活习惯。在两个其他条件都相差

无几的企业中，由于其文化的强弱，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就完全不同。综合

已有的相关定义和研究，本文将企业文化诠释为：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

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现象。20世纪 80年代

中期以前，Singh，Montgomery 等学者将多元化研究中的相关性，即战略匹配性

引入到并购研究中。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大致分为

三派:比如 Singh & Montgomery(1987)认为，在并购双方相关性与并购企业业绩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Lubatkin(1987)，Seth (1990)认为两者差不多;而 Chatterjee(1986) 

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混合并购的绩效更好一些。现有研究在组织层次上的部分较少。

但是，以往对变革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组织或部门比较团结时，他们往往以一种

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外来文化。因此，可以推想，如果被并购企业总体或者某一部

门很团结，这往往反映出他们拥有比较强的文化，如果强行要求其改变行为习惯

和价值观，所遭遇的抵制肯定也会比较强。梳理现有文献发现（Chatterjee，1986；

Lubatkin，1987；Singh & Montgomery，1987； Seth，1990），针对企业文化对并

购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分析国家文化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

的影响。二是从企业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并购整合难度对并购绩效的可能影响。 

已有的涉及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很多文献主要分析国家文化差异

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由于同一国家内不同企业的文化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别，

因而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并不能概括企业文化对于并购的影响；此外，关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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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模式等方面间接度量并购双方可能存在的文化差

异及融合难度，以此分析对绩效的影响。目前尚比较缺乏对收购方企业文化如何

直接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Bargeron 等（2012）研究了具有较高企业文化强度

（Culture Strength）的公司的并购行为与市场反应，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讨论企业

文化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 

1.2 研究空白 

并购企业在财务、资本、市场结构方面的调整，只能确保形式上的控制权的

获得，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文化，则能从价值观、经营理念和行为准则上深

刻影响企业的控制权与经营业绩。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并购双方因企业

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必将造成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以及客户资源的流失，

使得并购所预期获得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协同效应等化为泡影。 

在并购整合中，企业文化整合既是关键难点，也是决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素。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大量的研究侧重于财务状祝，市场定位，技术协同等

方面的考虑，对双方企业文化的差异及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缺少周密考虑。

从表 1.4可以看出，在失败的并购案中，对于目标公司的管理态度和文化差异为

失败的首要原因。 

 

表 1-4并购整合重要因素对比 

 

失败的因素 成功的因素 

目标公司管理态度和文化差异 详细的收购后整合计划及迅速实施 

无收购后整合计划 收购目的明确 

对行业或者目标公司缺乏了解 文化融合良好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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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公司管理不善 目标公司管理层的高层合作 

无收购经验 对目标公司及其行业的了解 

研究者:Verloop (1993) 

从理论层面来看，虽然并购后文化整合理论西方提出己经有很长的时间，但

是中国国内学者在并购文化整合理论起步较晚，且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多集中

于财务或者人事整合，对于文化的整合还有继续深挖的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关于

文化整合的研究有逐年递减的趋势，与企业并购活动的日益增加呈现反向波动

(许超，2018)，如图 1. 1 所示。 

 

 

圖 1-1 文化整合研究趋势图 

 

从实践层面来看，以工业 4. 0 为目标，在中国国内制造业的转型期，企业间

的并购交易会愈加频繁，特别是单一行业内的洗牌日趋激烈（普华永道，2019）。

对于企业并购后文化整合的研究需要更加全面深入的进行，尤其对于可供企业在

实践中可以运用的工具及方法的需要显得更加紧迫。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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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文化差异引发冲突时，往往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个体层次:二是组织

层次。如果差异很大，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模糊”(Buono, Bowditch 和 Lewis, 1985)，

它的特点就是不确定究竟哪一方的管理风格或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现有研究在组

织层次上的部分较少。 

已有的涉及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很多文献主要分析国家文化差异

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由于同一国家内不同企业的文化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别，

因而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并不能概括企业文化对于并购的影响；此外，关注企业

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模式等方面间接度量并购双方可能存在的文化差

异及融合难度，以此分析对绩效的影响。目前尚比较缺乏对收购方企业文化如何

直接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Bargeron 等（2012）研究了具有较高企业文化强度

（Culture Strength）的公司的并购行为与市场反应，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讨论企业

文化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从以上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评估与整合并没有得

到国内外学者充分的重视，然而，文化整合的重要性却在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议

题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性，同时并购在医疗企业行业也日趋兴盛，因此本研

究想借由企业并购的个案为例，透过文化评价与文化整合的观点，来补充过去研

究文献的不足 

1.3 研究目的 

    Ghoshal 和 Haspeslagh(199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如果能够在两个组织之间

以及被并购企业内部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就能够淡化企业文化差异的消极影响，

促进能力的单向或双向转移。能力的单向或双向转移是协同实现的主要手段，也

是整合的基本内容一一运营整合(operational Integration)，而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

就包含了较好地处理双方文化差异。换句话说，文化整合是运营整合的基础，做

的好可以帮助运营整合的顺利实现;做的不好，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冲突

和抑制会严重阻碍运营整合。 

 

Birkinshaw 和 Bresman(2000)的案例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他们跟踪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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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三家公司的跨国并购长达 5年之久，通过大量的问卷、面谈认识到，整合需

要处理好任务整合(Task Integration)和人的整合(Human Integration)两方面，两者

之间良性关联是整合成功的关键所在。其中，任务整合就是通过运营部门的合并

与关闭，获得运营协同，而人的整合是通过营造一个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氛围，提

高所涉员工的满意度，它包含两个层次:个体层次和集体层次，而集体层次的主

要内容就是文化整合。 

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建构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指标模型； 

二、以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企业并购为例，利用所建构的模型，以企业

员工问卷调查分析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 

三、以多层式分析(AHP)透过专家访谈探析医疗行业企业并购后企业文化整

合的评价之关键层次与指标； 

四、以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三家不同的医疗公司为例，透过专家访

谈，以企业文化整合角度，分析三个不同企业并购之并购绩效。 

针对以上目的，本研究希望基于中国医疗行业并购的发展，运用管理学特别

是并购整合理论中与企业文化相关联的现有研究成果，在识别影响并购整合成功

的关键变量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并购中基于核心能力的文化整合，然后围绕文化

整合通过理论的演绎和实证的分析，阐释与并购后企业绩效的内在逻辑关系，从

而演绎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并购整合分析框架，并且建立一套较合理且

具备理论基础的文化评价模式，以获得理论上与实践中的结论与启示。 

1.4 研究贡献 

理论上，本研究基于中国医疗行业并购的发展现状，运用并购整合理论，在

识别影响并购整合成功的关键变量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并购中基于核心能力的文

化整合，阐释与并购后企业绩效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演绎出一个比较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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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的并购整合分析框架。本研究选取医疗行业有代表性的中外并购案例，进

一步验证和完善文化整合理论，以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建立文化评估的

模型构面，并采用模糊层级分析法来分析整合过程后的文化整合绩效，希望能对

现有的研究有所补充。 

实践上，本人所在的世纪长河集团在国内医疗行业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尤

其是近年来通过国内外并购，获得了许多新的优质资源。通过本研究，从并购后

文化整合的角度重新梳理集团的并购案例，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并购后企业整

合的优劣势，提高企业绩效，实现本集团结构优化调整和可持续发展。并为中国

医疗行业整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1.5 研究结构 

    本研究将通过七大部分完成分析，本论文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首先介绍研究背景，描述中国医疗行业的并购现状，并购交易的

数量和交易额，比较有名的交易有哪些；分析并购的原因。介绍历史文献中在企

业文化整合评估上的研究和存在问题。其次描述本文研究的问题，指出企业文化

在企业运作中的重要性，引出为何要去评估企业并购文化整合的必要性和实用性。

明确本研究的研究路径。 

第二部分，介绍本研究的理论背景，对于本研究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

与分析，为接下来的研究设计做出准备，奠定基础。为了提炼本文关于并购后企

业文化整合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梳理了现有研究成果，从整合的难

度、相对规模大小、多文化宽容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进而借鉴 Kotter & 

Heskett(1997)对企业文化进行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制度和行为规范总和的判断的

基础上，将企业文化划分为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形象文化

三个层次，建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部分，本研究重点关注在中国医疗器械领域，由于医疗行业是关系到人

类生存发展的核心行业，近年来企业间并购整合趋势尤为明显，所以对于中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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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行业发展的进况及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并购情况做出分析，将文化整合引入

这个领域去研究并购后的评价体系，希望在理论及实践两方面对中国医疗行业并

购后，文化整合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四部分，进行研究设计，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建构并购后企业文化

整合的评量模式，因此，本研究将发展企业文化的两种不同评量模式，包括企

业文化评价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整合模型以及企业文化评价指标具有不同重要

性整合评量模型，以下将分别说明此两模型发展的执行步骤: 

针对企业文化评价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整合模型，本研究透过下列三个步

骤以获得企业文化的综合评比，步骤一，本研究透过第二部分的文献基础，建

构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的评量量表；步骤二，本研究针对集团并购后的企业

中仍留任的中高层进行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的评量；步骤三，将所回收之员

工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针对企业文化评价指标具有不同重要性整合评量模型，本研究主要想建构

企业文化的模糊评价数学模型以获得企业文化整合的综合评比，故本研究将透

过下列四步骤来执行，步骤一，本研究透过第二部分的文献基础，发展企业文

化整合指标的多层级架构，并依此建构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的 AHP 问卷量

表，以及个案企业文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步骤二，本研究邀请学术及实务

专家，针对企业进行并购时，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之相对重要性衡量，以及

针对个案公司(世纪长河集团所进行的 3 个中外并购的实际案例)进行企业文化

整合现况的模糊评量；步骤三，将所回收之专家 AHP 问卷资料，采用多层次分

析法(AHP法)，进行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相对重要性分析，并依此建构企业

进行并购时，企业文化整合评量模型；步骤四，将所回收之专家对个案企业文

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问卷资料，采用模糊多层次分析(Fuzzy AHP 法)，分别针对 3

个并购个案实例，透过企业文化整合评量模型，分析其企业文化整合的整体表

现及各评量指标之相对表现。 

第五部分，本研究将针对企业文化的两种不同评量模式，包括企业文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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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模型(企业员工进行评核)、以及本研究所建构的企业文化评

价指标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企业文化模糊层次整合评量模型(专家进行评核)，探讨

实际案例透过两种不同评核方式后的差异性，并依此说明本研究所发展之整合评

量模型的效度。 

第六部分，案例并购绩效分析，本研究针对中国医疗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并选

择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的三家公司作为代表进行案例分析。A 公司是一

家中国家庭医疗护理用品专业品牌的公司，B 公司是一家德国专业从事生物物理

治疗系统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的公司，C 公司是一家中国专业健康体检医疗服务

公司。 

第七部分，讨论与结论。说明本文的结果支撑了哪些理论，为这些理论提供

了证据。分析本文的结果对于企业并购后的文化管理所具备的参考价值。指出本

研究的局限之处，包括数据有限，行业局限在了医疗行业，样本区间比较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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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has been active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s)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PwC’s 2018 Mainland China Medical and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M & A Report, compared with 2017,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54% and the amount of transactions increased by 16% to reach US 

$ 19.77 billion in 2018. The total number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437 cases. Among them, there were 22 large-scale transactions of more than US 

$ 100 million (compared to 12 large-scale transactions in 2017);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ctiv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continued to reach a 

new level. Among them, the same common motivations as the general listed compan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pursuit of scale effect, the pursuit of 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wealth, etc., but also have unique motivations for the 

medical industry.  

In summary,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medical industry, as the 

eternal sunrise industry, has its innate appeal. The medical industry is a high-growth, 

high-profit, and high-value-added enterprise. It provides a way out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excess capital and excess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Second,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is 

concerned,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is not high.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ll aspects has increased, but it is not yet lar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market 

share is not hi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a comparatively fast way and can obtain 

certain scale benefits. Third, the collective adjust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policy environment. With the withdrawal of the new policy 

on healthcare reform in 2010, almost every year, the country has introduced new 

policies on medical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Notice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Big Data Standards, Security and Service Management 

Measures (Trial)",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on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medical health’ ",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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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r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Internet 

Hospital (Trial)"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elemedicine Services 

(Trial)" etc. Stimulated by various policies, they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merger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medical industry. 

In the medical device market, it is expected to reach a market size of 752.9 billion 

yuan in 2020. At present, China has initially formed a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cluster 

represented b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Beijing-Tianjin Bohai Bay regi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future, domestic products will make 

breakthroughs in high-end field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will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and informatization and big data will become boost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device market. 

Gui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f increasing medical and healthcare 

reform and supporting enterprises to grow bigger and stronger, with the natural growth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residents' health care, the M & A market in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has maintained 

certain growth. In order to expand the market scale, some larg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listed companies, are committed to completing the layout of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and are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reorganization. 

This thesis summarizes the total number and amount of M & A transaction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18 (Table 1.1) and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cases of M & A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in 2018 (Table 1.2, Table 

1.3). 

 

Table 1.1 Summary of the total number and amount of M & A transaction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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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omson Reuters, PwC 

Table 1.2 M & A cases of China's medical industry in 2018 (domestic) 

 

Source: Thomson Reuters, PwC 

1 Sinopharm Holding Co., Ltd. signed an asset purchase agreement with Sinopharm 

Group. Sinopharm Group agreed to sell 60% equity of China Scientific Equipment Co., 

Ltd. to Sinopharm Holding Co., Ltd.,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RMB 5.4 bill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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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is made to the 204,561,102 shares of Sinopharm Group under the line item. 

2 The company'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Guangdong Zhigua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and its actual controller,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Guangzhou Yongjinyuan 

Investment Co., Ltd. to increase the capital of Guangdong Zhiguang by 10.6 billion 

yuan and acquire 98% of the equity of Guangdong Zhiguang, and Yongjinyuan 

Investment will become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f Guangdong Zhiguang. 

3 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Co., Ltd. invested RMB 749.7 

million in the form of currency to purchase 70% equity of Hebei Jinlun Pharmaceutical 

Co., Ltd. 

4 Shanghai Linwu Industrial Co., Ltd. intends to use the cash of RMB 750 million 

(approximately 115 million US dollars) to purchase the entire share capital of Shanghai 

Connet Optics Co., Ltd. 

5 Nanhua Biopharmaceutical Co., Ltd. shareholder Shanghai Heping Bulk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Co., Ltd. signed the Equity Transfer Agreement with 

Hunan Xinghui Medic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on June 8, 2018.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Shanghai Heping transferred 31,500,000 shares (accounting for 10.11% 

of the total share capital of Nanhua Bio) to Xinghui Medical. 

Table 1.3 M & A Cases of China's Medical Industry in 2018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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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Thomson Reuters, PwC 

At present, China's medical device companies mainly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the low-price bidding strategy of domestic brands is prevalent, there is not enough 

profit to continu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financial support. 

Upgrading is also facing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pressure, and the market brand 

investment is insufficient; Second, a singl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is difficult to 

form a platform advantage, lack of long-term technology combination, dilute customer 

development costs, and dare not invest in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customers; Third, 

there is a gap in technical details in the process of simple imitation, and the technolog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ideas are not really mastered; Fourth, The lack of quality 

control capabilities makes it difficult to ensure the batch stability of product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M & A trends of Chines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enterprises can 

be divided into short-term and medium- and long-term. In the short term,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of similar products seeks to form an economic scale and synergies to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ncrease barriers to entry in the industry, mainly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expanding sales channels and the high cost of R & D. In the mid-

to-long term, when an enterprise grows to a certain scale and its market share and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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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ome advantages, it will expand its product line through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relatively small-scale enterprises that have advantages in other fields.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industry's endogenou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ina's domestic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and diversified,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will be the mainstream of the industry. Currently, market segment control and M & A 

expansion are the mainstream ideas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anies that take the lead in actively integrating and expanding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long-term winners. 

In addition, investing in med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In 

the future market of China, domestic import substitution is the general trend, and 

China's national policy is also tilting towards domestic equipment. Overseas, cost-

effective Chinese manufacturing will sooner or later challenge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s globally. Globally, it will truly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devices, deepen the basic disciplines such as clinical research, new materials, 

new process technology, and comb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emerging 

disciplines to 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In today's world, the risk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widely recognized. 

Although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e thing is consistent: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not 

only the key to success, but also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work than completing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ransac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cKinsey & Compan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 that ignoring the differences in corporate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failing to properly resolve cultural conflicts, and failing to carry out 

effective cultural integration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cKinsey, 2001).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005) 

research shows that less than 20% of companies have considered cultural integration 

plans before merging target companies.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onsciously rectifying different cultural trends or cultural factors within 

an enterprise and combining them into an organic whole (Berry, 1982). Practic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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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that enterpri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n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s to 

quickly accumulate capital, occupy market resources, and expand markets (McKinsey, 

2001). However,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lso full of various risks, and 

even the failure rate is 50% higher (Boston Consulting, 2005).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failure,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Cultural integ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and theoretical circles.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also increasing, but the numbe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ay 

attention to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very few. It is foreseeable 

that with the unfolding of "A great change that hasn't occured in the past 100 years" (Xi 

Jinping, 2018) the competition among compan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ill happen more and more often. Then, how 

to integrate the cultures of the two companies is in front of many managers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ompanie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higher and higher industry 

subdivision, for example, the medical industry can be divided into medical service, 

medical business, medical device and other subdivision fields, an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research for the industry after M & A is more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companies in the medical 

device segment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early 1980s, Terrence E. Deal,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an A. Kennedy, a consultant at McKinsey & 

Company, accumulated rich data in long-term corporat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six 

months, they concentrated on a detailed survey of 80 companies and wrote the book 

"Corporate Culture-Customs and Etiquette of Enterprise Survival" (Deal & Kennedy, 

1982). After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July 1981, it became the best-selling 

management book. It points out with abundant examples: "Outstanding and successful 

companies all have a strong corporate culture, which is for all employees to abide by, 

but it is often a naturally agreed rather than written code of conduct; and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promote rituals and customs that reinforce these values. " It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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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culture-this non-technical and non-economic factor that has led to these 

decisions, the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personnel in the enterprise, as much as the 

behavior, clothing, and living habit of employees. In two companies with similar 

conditions, due to the strength of their culture,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levant definitions and research, this thesis interprets 

corporate culture as: Corporate culture is an organization's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composed of its values, beliefs, rituals, symbols, and ways of doing things. Before the 

mid-1980s, Singly, Montgomery and other scholars introduced the correlation in 

diversified research, that is, strategic matching, into merger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obtained conflicting results, which 

ar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For example, Singh & Montgomery (1987)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ompanies; Lubatkin(1987)，

Seth (1990) thinks that the two are similar; an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Chatterjee 

(1986), Elger & Oark (1981)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hybrid M & A is bett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fewer parts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However, previous 

research on change has shown that when an organization or department is more united, 

they often use a collective force to fight against foreign cultures. Therefor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f the merged enterprise or a certain department is very united, it often 

reflects that they have a strong culture. If they are forced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and 

values, the resistance they encounter will definitely be stronger. Sort ou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indings (Elger & Oark, 1981; Chatterjee, 1986; Lubatkin, 1987; Singh & 

Montgomery, 1987; Seth, 1990), 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direction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M & A performance: one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second is to study the possible impact of M & A integration difficulty 

on M & A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corporate culture and M & A performance, many 

documents main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cross-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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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A of enterprises, and because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he same 

country may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tudy of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not summariz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ddition,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corporate culture differences is to indirectly measur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erger difficulties that may exi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mpact on performance.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how the acquirer's corporate culture directly affects 

M & A performance. Bargeron et al. (2012) studied the M & A behavior and market 

reaction of companies with a high corporate culture strength (Culture Strength), but this 

study did not discus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long-term M & A performance. 

1.2 Research Gap 

The adjustment of the financial, capital and market structure of the M & A 

enterprise can only ensure the acquisition of formal control rights, while the corporate 

culture as an informal system can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ntrol rights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from the values,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code of conduct. 

If there is no effective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corporate culture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the loss of senior management and core employees and customer resources, causing 

the market advantages,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cost advantages, and synergies 

expected by M & A to been elimina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s not only a key difficulty, 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owever, in actual operation, a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market positioning, technical coordination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There is a lack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rporate culture of the two parties and how to carry out effective cultural integration. 

As can be seen from Table 1.4, in the failed M & A case, the management attitud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to the target company a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Table 1.4 Comparison of important factors in M & A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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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of failure Factors of success 

Target company management 

attitud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Detailed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lan and rapid implementation 

No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lan Clear acquisition purpos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industry or 

target company 

Goo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target company is poorly managed Senior management cooperation of the 

target company 

No acquisition experience Knowledge of the target company and 

its industry 

Researcher: Verloop (1993)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although post-merger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ory 

has been proposed by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domestic scholars started late 

in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the integration research 

after merger mostly focuses on financial or personnel integration. For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re is still room to continue to dig deeper,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has been declining year by year, and there is a reverse 

fluctu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M & A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Xu Chao, 2018), as 

shown in Figure 1. 1. 

low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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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Trend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research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with industry 4.0 as the goal,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a's domest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etween 

companies will become more frequent, especially in the single industry, the reshuffl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PwC, 2019) .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manner, especially the need for tools and methods that can 

be used by enterprises in practice. 

When corporate culture differences cause conflicts, they often manifest at two 

levels: one is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other is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If the 

difference is large, it may lead to "cultural ambiguity" (Buono, Bowditch and Lewis, 

1985),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about which party's management style or 

culture is dominant. Existing research is limited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corporate culture and M&A performance, many 

documents main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cross-border 

M&A of enterprises, and because the culture of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he same country 

may also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study of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cannot 

be summariz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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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corporate culture differences is to indirectly measur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erger difficulties that may exi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mpact on performance.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how the acquirer's corporate culture directly affects M & A 

performance. Bargeron et al. (2012) studied the M & A behavior and market reaction 

of companies with a high corporate culture strength (Culture Strength), but this study 

did not discus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 on long-term M & A performance. 

1.3 Research Purpose 

Ghoshal and Hapeslagh (1990) found through a case study that if they can create 

a positive atmosphere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and within the merged company, 

they can dilu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one-

way or two-way transfer of capabilities. The one-way or two-way transfer of 

capabilities is the main means of collaborative realization 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integration—operational integration,while creating a positive atmosphere involves 

better handling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other words, cultural 

integr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operational integration, and doing a good job can help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operational integration; if it is not done well, conflicts and 

suppression between people, 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s will seriously hinder 

operational integration. 

The case study of Birkinshaw and Bresman (2000) proves this point. They tracked 

th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three companies in Sweden for 5 years.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y realized that integration 

needs to deal with both task integration (Task Integration) and human integration 

(Human Integration). A benign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mong 

them, task integration is to obtain operational synergy through the merger and closure 

of operating departments, and human integration is to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of 

employees involved by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It includes 

two levels: individual level and collective level,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llective 

level is cultural integration. 



26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objectives: 

1. Buil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model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2. Take Century Galaxy Company's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an 

example, and use the constructed model to analyze the integrated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orporate employees; 

3. Using multi-layer analysis (AHP) to analyze the key levels and indicators of th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through expert interviews; 

4. Take Century Galaxy Company'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three different 

medical companies as an example, through expert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of three different 

companies is analyzed. 

For the above purpose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ba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apply management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identifying the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the core competence base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the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rou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merger and acquisi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s explained, so as to deduce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to obtain 

conclusions and rev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1.4 Research Contribution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using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identifying the key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put forwar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core 

capabilities in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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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thus deduc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M & A integr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study selects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further validates and improves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uses fuzzy mathematical models to analyze performance 

after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hoping to supplement existing research. 

In practice, Century Galaxy Group where I belong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domestic medical industr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domestic and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s obtained many new high-quality resources. 

Through this study, reorganizing the group'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erger cultural integration will help us to re-underst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ost-merger corporate integration, impro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realize the Group's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ven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industry. 

1.5 Research Structure 

This research will complete the analysis through seven major part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first of all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China's medical industry, the number and volume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ransactions, what are the more famous transactions;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troduce the research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Secondly, it 

describes the problems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leads to why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the 

necess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merger culture. Clarify the 

research path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combs and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is study, and prepare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design. In order to refine this articl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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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ntegr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M & A performance, this thesis comb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alyze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on, relative scale, and multicultural tolerance,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judgment of Kotter & Heskett (1997) on the corporate values, corporate 

system and behavior norms, the corporate cultu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corporate 

ideological culture, corporat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corporate image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rporate culture. 

In the third par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medical device field in China. Since 

the medical industry is a core industry related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trend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ntegration among enterprises has been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we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and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China's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and 

introduc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o this field to study the evaluation system after M & A. 

so as to provide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fte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fourth part is to carry out research desig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ft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develop two different evaluation models of 

corporate culture, including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equal importance 

- the integration model and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different 

importance - the integration assessment model. The following will explain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models: 

For the integrated model with the sam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is study obtain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s. Step one, this study builds an evaluation scale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corporate cultur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basis of the 

second part. Step two: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corporate culture for the middle and high-level companies that remain in the group afte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Step three, carry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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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 questionnaire data. 

Aiming at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with different importance - 

integration assessment models, this study mainly wants to construct a fuzzy evalu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culture to obtai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so this study will be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following 

four steps. Step one, in this stud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basis of the second part, we 

develop a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indicators, and build 

an AHP questionnaire for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 

fuzzy assessment scale for individual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Step two, this study 

invites academic and practical experts to measu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when companies are mak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well as fuzzy assess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for case companies (3 actual cas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arried out by Century Galaxy Group). Step three: Use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method (AHP method) of the recover expert AHP questionnaire data to analyz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nstruct the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ssessment model when companies are 

having M & A according to this. Step four: Use the fuzzy multi-level analysis (Fuzzy 

AHP method) of the fuzz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data collected by the exper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ase corporate culture, and targeting at the three cas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rough the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ssessment model to analyz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the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various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fifth part,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wo different evaluation models of 

corporate culture, including models with the same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ssessment by corporate employees), and corporate culture with 

different importance of corporate culture evaluation indicators constructed by this 

research institute - the fuzzy hierarchical integrated evaluation model (evaluation by 

expert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cases through two different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o explain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grated evaluation model develop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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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The sixth part, Case M & A performance analysi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medical industry and selected three companies acquired by 

Century Galaxy company as representatives for case analysis. Company A is a 

professional brand of Chinese family medical care products, Company B is a German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biophysical treatment systems, and Company C is a Chinese professional health 

checkup medical service company. 

The seventh part is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Explain which theories supported 

by the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se theories. Analyze the 

results of this thesis for the reference value of cultural management afte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Point 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ing limited data, the 

industry is limited to the medical industry, and the sample interval is relatively 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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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Singh，Montgomery 等学者将多元化研究中的相

关性，即战略匹配性引入到并购研究中（Singly, 1981; Montgomery, 1985）。然而，

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得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大致分为三派: 一派以 Singh 和

Montgomery(1987)为代表，认为在并购双方公司特征与并购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相

关性。第二派，以 Lubatkin(1987) ，Seth (1990)为代表，认为两者没有显著关联；

而 Chatterjee(1986), Elger & Oark(1981)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混合并购的绩效更好一

些。 

绝大多数研究者指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

Haspeslagh & Jemison (1987)指出的“管理并购双方相互作用的方式”。组织行为

学家们也指出，获得被并购企业员工的支持对并购取得最终成功产生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基础性的力量。于是，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并购研究的重心就转移

到组织匹配性对并购的影响上，而组织匹配性的主要内容就是并购双方企业文化

的匹配性。 

本章从企业文化的涵义与层次，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影响企业文化

对并购绩效作用机制的因素以及文化冲突管理这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并介绍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管理协同效应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利益

相关者理论。 

2.1 企业文化的一般理论 

在企业文化的一般理论，本研究就企业文化的涵义及企业文化层次分别加以

说明。 

2.1.1 企业文化的涵义 

管理学之父 Drucker 认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

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上世纪 50-70 年代。企业文化是行为规范，企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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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依存的组织机构，使文化在企业组织边界内得以受到影响和共同遵循。

Tagiuri(1965)认为企业文化不光在企业内部被遵循，也成为企业成员与顾客或其

他利益相关者交往的共性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在企业内传达感觉或气氛所创造

的。 

Ouchi (1984)在《Z 理论》中，认为企业文化不仅是传统的规范，还包含企业

的价值观，如保守或开放的战略思想，这种价值观将对行为方式、经营活动和决

策模式起指导作用。这种价值观，来源于员工行为，被经理人员提炼，并不断传

输给所有企业员工。Deal & Kennedy (1982)在《西方企业文化》一书中，将企业

文化定义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系统。Pascale & Athos (1981)在《目标的管理艺术》

中继续沿用 Drucker 的观点，认为企业管理不仅是一种学科，更是一种文化，文

化的核心就是树立独特的价值观。Peters & Waterman(1982)在《寻求优势-美国成

功公司的经验》一书中指出，“优秀的企业所具备的八项文化特征:行动表率、顾

客至上、创新前进、重视人才、以身作则、行业匹配、队伍精简、宽严齐进。”

（p57）也就是，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并通过传导使员工行为和

思想达到统一，通过实践进一步实现企业价值观和员工价值观的结合，为员工提

供职业发展空间。组织文化学派进一步对企业文化进行学科分支研究，如

Hofstede (1983)从组织学的角度研究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定义为集体的思维模

式。美国学者 Schein (1990)认为，企业文化是既定组织在对外部适应和对内一体

化过程中，创造并发展的，并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且用于引导组织新成员正

确认识和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假设。 

20世纪 90年代，企业文化涵义有了进一步的突破。Kotter & Heskett (1997)

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中各个职能部门，

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共同拥有的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理念。即使职能部门不在同一

地理环境中，也可以被共同拥有的文化现象。Sherriton & Stern (1998)在《企业文

化:排除企业成功的潜在障碍》一书中指出，企业文化由三方面构成，一是行为表

现形式，为员工共有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二是氛围表现形式，通过管

理作风和管理观念渗透出来。三是制度表现形式，主要表现出企业的管理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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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流程。Kotter & Heskett(1997)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

所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从企业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发现，尽管不同年代的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表

述不同，但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元素，而分歧之处在于涵义的侧重点和涉及

内容的范围不同。基于此，本文将企业文化诠释为企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

形成的企业价值观，制度和行为规范，包含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

化的总和。 

2.1.2 企业文化层次 

在企业文化层次方面，余世维(2005)与 Schein (1984)及 Dodd (1998)分别提出

了二层次企业文化与三层次企业文化理论，以下就此两大理论分别加以说明。 

（1）二层次企业文化 

Kotter (1997)根据组织型文化的可观察性和既定文化对文化改革的对抗性，

将企业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在整体价值观念层次，文化不易被察觉，但稳定而持

久，文化改革难度大;在规范行为层面，文化体现为行为方式和经营风格，新入职

员工在老员工的引导下，会自觉仿效这些规范，这类文化改革的难度，较价值观

点层面的改革容易一些。 

余世维(2005)认为文化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外层表象文化，二是内层主力文

化。前者体现的是行业文化或区域共性文化，位于企业文化的外层，异质性和独

特性特点不突出，且易于被他人模仿。后者是与企业自身产品和发展战略直接相

关的个性文化，具有异质性和独特性等特点，且不易于被他人模仿。 

（2）三层次企业文化 

Schein (1984)将组织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层文化，主要指可以通

过观察和明显的标志进行区分的表象，如成员共性行为规范、企业使命和愿景、

宣传特定语及企业代表人物的事迹。第二层次:中层文化，企业组织信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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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信念。第三层次:核心层文化，员工所有显性行为的内在基本假设。 

Dodd(1998)的文化结构模型，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是人

类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及规范性和标准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医疗及

保障体制。第二个层面是制度下的文化活动，如文化行为及习俗、文化角色的展

现、文化艺术表现、技术文化、物质文化;第三个层面是精神层面。人类在进化和

环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审美标准、道德标准、信仰。 

上述的理论层次中三层次企业文化理论符合目前中国医疗行业企业实际情

况，因此本文借鉴三层次企业文化理论，建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 文化整合的研究综述 

2.2.1 文化整合的概念 

整合的概念源自生理学，其最初是指机体或细胞中各组成部分在结构上组织

严密，功能上协同动作，并组成完整的系统。在认识论研究中，整合有其特定的

含义，即指“一种知识被系统地吸收到认知结构中去的过程”，“主体反映活动的

内在机制”，其内涵是“思维主体以选择和建构为轴心，以自组织、自适应为特

征的一体化全层次的反应活动”。至于文化概念下的整合，是指对系统内各要素

经过调整后重新组合，使之协调一致，构成一个系统的活动或过程，从而使要素

发挥最大效益。关于并购，布鲁纳(2008)认为“并购就是溶合（fusion），让一个

新的组织从两个旧的组织中脱颖而出。” 

国外学者中，Berry (1983)率先指出文化整合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要求有

两个独立文化群体的接触;第二，它包括三个典型的阶段，即接触阶段、冲突阶段

和适应阶段;第三，它发生在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上。此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各自阐述了对文化整合的解读。从文化冲突性出发，Nahavandi & 

Malekzadeh(1993)认为，企业文化有差异的两个企业在并购之后必然会有文化的

冲突，所以，双方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妥协改变，这个调整过

程就称之为文化的整合。所以，文化的整合就是双方在并购过程中进行文化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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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动的过程。从文化共同点出发，Moran, Harris & Stripp (1993)认为，文化整

合是在不同文化之上通过合作寻求共同发展的过程。通过文化整合，可以求同存

异，融合差异，丰富人类活动。从企业运行的角度出发，Pablo (1994)认为整合可

以解释为“使合并祖织的文化，职能活动排列·组织结构和系统发生改变，竭力

促进两家并购公司合并成一个运行整体”。从并购艺术的角度出发，Lajoux(1998)

指出:并购整合意味着把两个或是多个公司想办法组合为一个整体，该过程是所

有者共同拥有的一门艺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购活动是指导两

个以上公司结合为一体的兼并活动或者收购活动，整合则是调整企业的各种要素

将其融为一个整体的过程。 

国内学者也对文化整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建华(2000)认为，文化整合意

味着把各种不一样的文化质，经过各种方式比如:分拆和合并、减弱和增强等等，

组合出一个新文化质。徐彬(2000)指出，企业文化的整合意味着企业内部生态系

统的整体改造，企业内部的生态系统涵盖了企业的战略和结构、价值观和作风、

制度和人员以及技能，其中制度和作风、战略和结构的整合关乎全局。张秋生和

王东(2004)也认为，并购整合是并购方企业在得到目标企业相应资产的经营控制

权、所有权和股权之后开始的各种企业要素之间的系统性的整体调整，以使得并

购后企业依据某一特定的目标组织管理和运营，同时确定方针和战略。谢作渺

(2002)较为系统的定义了文化整合的概念，指出文化整合是公司组织主动地把内

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在多种文化环境影响下的组织成员同化，同时建立起

既独特又主动、既能发展又有层次的文化管理结构系统，产生优秀的文化氛围，

给公司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石伟和刘立坤(2009)指出，文化整合意

味着企业需要适应环境和社会文化以及企业制度的发展变化，把各种异质性的组

织文化构成要素整合为一体。顾卫平和薛求知 (2004)认为，基于资源和契约的角

度来定义并购文化整合更加合理:借鉴和修改被并购公司固有的心理契约，以达

到尽可能缓解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以便在跨国企业中统一其整体和多

元化，进一步使差异带来的文化整合价值增加，同时提高跨国企业的竞争地位。

韩承敏(2005)指出，文化整合意味着不同企业的文化之间进行吸收、混合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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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调和而最终达到一体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同种类文化的重新融合。

本来两种文化的根源和特质、目的和价值取向差别很大，但经过直接接触和相互

协调，通过不断修正其形式和实质、功能性质和价值取向等等，产生改变，尤其

是为了一起适应社会逐渐地交融，最后形成了新型的组织文化体系。 

刘明(2009)从企业并购后对东道国宏观文化环境的主动适应于对企业文化

的修正调试这两个方面展开，把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定义为:并购企业在处理

族群文化和公司文化的双重冲突时，统筹考虑企业的并购战略以及东道国外在文

化环境的约束、双方并购前的文化特点、实力比较等要素的制约，选取更加适合

的整合模型，采取相关整合措施，有效地解决跨国并购后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

问题，获得跨国并购后的文化增值，最终在企业内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愿景和

行为方式，进而达到并购之后两种资产(有形和无形)协同的目的。 

从以上文化整合的概念可以看到，虽然中外学者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研究时给

出概念定义的角度、实质和描述方法都有差异，但学者们一般将文化整合当成是

一个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的交互融合适应的进程，而其目的是最终产生一种彼此承

认的新组织文化模式。除了这个共同的特点及优点之外，这些定义对文化整合的

界定似乎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涉及到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两个主体，但却没有具

体提到双方文化的强弱对比的不同组合会有不同的整合结果。比如，西方企业并

购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并购西方企业，就存在不同类型之间的强一弱对比，并且

这种强弱对比可能会对文化整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上述定义对这一关键点的忽

略将会影响到双方文化的融合或新的企业文化的建设。 

第二，文化整合的影响因素是多样而又复杂的。除了并购双方密切相关的客

观的文化特征之外，一些主观感知方面的影响因素对整合模式的选择和整合的效

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文化整合定义多停留在对双方文化的客观特征描述

上，较少提及这些主观性的影响因素，从而使得其定义不够准确。 

第三，文化整合涵盖了许多环节。早期的文化整合定义没有涉及其中较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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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两个环节:实施流程和选择模式。这就会极大的影响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

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文化整合的概念还要涉及到双方文化的强弱对比、对双方文

化的主观感知以及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与整合流程的实施。本研究将在衡量双方

文化强弱部分给出量化的分析。 

2.2.2 文化整合的意义 

Chatterjee 和 Lubatkin(1992)用并购宣布当天和次日的股价变动作为分析工

具来判断投资者们对二者组织文化差别的预估。分析结果证明，资本市场的主导

者们大多数都对两者之间有显著文化差异的并购抱有消极态度。Dinkelspiel 和

Bailey (1990)也认为，顺利地实现文化整合，是提高文化协同效应进而获取规模

效益的重要保证和有效措施。可见，对文化整合的关注已经被证明为并购成败与

否的“分水岭”，如果忽略这一点，那么对于并购的迫切可能会是一种代价高昂

的冲动。 

众多学者与机构的研究表明，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好坏已成为决定并购成败

的关键因素。Laurent(1983)发现跨国公司经理有 70%认为跨文化合作首先带来弊

处。Ghoshal 和 Haspeslagh(1990)认为企业文化整合是运营整合的基础，做得好能

够有助于实现顺利的整合;做得差，组织之间和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会严重制约

运营的顺利整合。Hillyer(1996)通过对《财富》500强中的 45 家公司研究得出:高

级管理人员认为 10 个导致兼并后失败的因素中，不兼容的企业文化排在首位。

Heskett(1997)发现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并购绩效产生巨大影响，文化整合做得好的

兼并企业实现的收入增长额为 68.2%、股份上涨 90.1 %,净收入增长 75.5%,而文

化整合做得差的企业这三项数值分别为:16.6%，74%和 1%。Tetenbaum 等(1999)

发现在并购之后尽量避免产生组织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是成功完成并购整合

的核心要素之一(共有 7 个)。Bailey(1999)发现顺利地实现文化整合，是提高文化

协同效应进而获取规模效益的重要保证和有效措施。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来看，文化整合确实是企业并购成败的关键点之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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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批评指出，过去三十多年在文化、人员、组织等层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并没

有提高实践中并购成功率。（Marks & Mirvis，2011）这不能不对文化整合的研究

理论与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下面我们梳理文化整合匹配及过程的研究成果。 

2.2.3 文化整合的匹配 

企业并购的匹配观经历了从战略匹配到文化匹配的发展过程。有学者认为，

战略匹配和文化匹配都是组织有效性根本的影响因素。（Nahavandi & Malekzadeh, 

1993） 

1，战略匹配 

企业并购中的战略匹配(Strategic Fit)关注的是目标企业在产品、市场、产业

等与并购企业的互补程度。Singh 与 Montgomery (1987)在并购研究中引入战略匹

配观。他们通过对 1970至 1978年 8年间发生的 203 个并购案例研究发现，横向

并购比非相关并购更能获得较为丰厚的财务回报，并因此认为在并购双方相关性

与并购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后，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认为相关的多元

化并购比不相关的并购多元化并购业绩更好。Weston (1999)通过研究认为，其原

因在于相同或相关行业间的公司并购可以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而不相关行业间

的并购往往使公司的运营陷入困境，并可能最终导致公司的分立或解体。 

但是 Chatterjee (1986) 实证研究则表明，混合并购的绩效会相对好一些。

Lubatkin (1987)对 1948至 1975年间的 340 个目标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非相关

并购与相关并购在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方面基本上相同。Seth (1990)的研究也得

出了同样结论 :即相关并购和不相关并购的企业绩效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Cartwright 和 Schoenberg (2006)的研究发现，以往一些对战略匹配与并购绩效关

系的研究，其结论往往是矛盾的。 

上述关于战略匹配性对公司并购绩效影响的矛盾结论，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忽

视了公司组织和文化上的差异对并购的影响。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

并购研究的重点就逐渐转移到组织匹配性对并购的影响，其中，企业文化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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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组织匹配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也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2，文化匹配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匹配比战略匹配更重要(Chatterjee et al., 1992 ; 

Weber& Pliskin, 1996)。跨国并购的文化匹配性的研究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的文化

距离与公司文化的文化差异与并购成败、并购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文化距离

与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成败具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却莫衷一是。 

在 Hofstede 等学者关于国家文化或民族文化的维度分析中，有一个普遍的

观点，认为文化差距越大的两个国家的企业跨国并购，其文化整合对于并购绩效

不利，也就是说是国家文化距离导致跨国并购产生整合问题(Calori,  Lubatkin,  

Very,  1994 ; Olie,  1994)。国内研究者阎大颖, 洪俊杰與任兵(2009)以 2000年

至 2007年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非金融企业的 129起海外并购案例为实证样本，

发现文化距离差距越大，就越不利于改善并购企业的绩效。此外，杜晓君、刘赫

(2012)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对典型失败案例的分析，发现了“跨文化风险”是关

键风险，并且认为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是其风险源。 

但是，国外学者 Chakrabarti et al. (2009)使用 Hofstede 的文化距离量表，对

1991-2004年间 800 个跨国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却发现文化距离差距越大的

国家之间的公司并购后长期来看业绩表现更好。Ahammad 与 Glaister (2011)的研

究为此做了一些解释。他们认为文化距离对企业并购业绩具有又正、负两面作用。

换言之，文化距离是一把双刃剑，整合不好，就可能是企业双方无法逾越的鸿沟，

整合好了，就成为了企业双方并购后的竞争优势。 

对于并购整合中的企业文化匹配，Hall 与 Norburn (1987)提出了两种假设:一

是假设并购双方组织间的文化匹配性与并购在财务收益上直接相关。二是假设并

购双方组织间文化不匹配时，并购成败取决于并购企业给予目标企业的组织自治

程度的大小。然而，他们并没有去验证这两个假设。随后的二十多年，众多研究

者把企业文化差异作为并购后产生内部整合问题的原因，并重点讨论了文化整合

的过程并对并购后的文化冲突给予了一定的解释。Buono et al. (1985)认为企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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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很有可能是并购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在同一行业里的两

个公司，由于企业文化的不同，在并购整合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Chatterjee (1986)发现如果并购双方的高层管理者的文化具有高的兼容性，那么并

购的绩效往往要高一些。Gadiesh et al. (2002)调查表明:有 35%的高级管理者把文

化差异排在国外收购中众多困难的第一位。Datta(1991)发现高层管理者的管理风

格差异对并购后的绩效有不利影响。Davis(2003)在大量咨询案例的基础上，认为

企业文化中的管理风格的差异是并购成功的主要障碍。Verloop(1993)对英国最大

的 100 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在并购失败的决定因素

中排第一，即 85%的管理人员认为“目标公司管理层素质与文化差异”是导致并

购失败的原因。Very at el. (1993)发现在并购双方企业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时，企

业并购文化整合面临的文化冲突压力也较大。Terry at el. (2000)研究发现文化差

异是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并购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导致整合失败的结论受

到了质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Cartwright 与 Cooper(1993)的研究指出，当

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对彼此所携带的文化的主观态度比较宽容会减少企业文化

差异对并购后组织绩效的负影响。他们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并购很有可能

是一桩比较美满的公司联姻，而不可能是一场灾难，同时借鉴 Handy (1989)把企

业文化分类为力量型、角色型、任务型与人本型的方法，对并购企业双方可能出

现的企业文化匹配程度地情况进行了分析。Larsson 与 Lubatkin(2001)通过对 23

起美国国内案例、15 起瑞典国内案例以及 12 起瑞典跨过案例的案例分析发现:

当并购企业依赖社会控制，即通过参与介绍、培训、互访、疗养、庆典等类似的

社会化仪式时，员工会自发地创造一种共同的组织文化，文化适应效果达到最佳;

而与协同效应的预期，相关组织的规模以及国家、企业文化差异没有多大关系。

Teerikangas & Very (2006)的研究更是进一步指出，研究者不要再仅仅研究文化差

异对并购业绩是否有影响，而应该转移研究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并购业绩的。随

后，Bjorkman al et. (2007)的分析发现文化差异通过对社会融合、潜在吸收能力以

及能力互补的影响，来影响跨国并购中的能力转移。其中，社会融合机制以及管



42 

理整合程度调节文化差异对社会融合与潜在吸收能力的影响。Stahl 与 Voigt (2008)

通过 46份研究报告，以及 10710 个并购案例的元分析，更进一步认为文化差异

对社会文化的整合，协同效应的实现以及股东价值的升值的有影响，其影响效果

取决于文化差异的维度、相关程度、研究设计以及样本特征。 

从上述研究者关于文化距离与文化差异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首先，文化匹配包括文化的差异性与文化共性共存。文化差异可能导致文化

冲突，也可能产生文化互补;文化共性，即文化相似程度，可能是文化整合上的契

合点，促进文化整合的实施，但也不一定保证文化整合成功，其关键在于两个企

业之间文化的匹配性。总之，简单地下结论说文化差异导致文化整合失败是过于

草率的，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排除文化距离与文化差异的匹配外，应该还忽略了其他影响并购文化

整合的因素。这些还没有被研究者研究影响因素可能是因变量，也可能是中介变

量或调节变量。King al et. (2004)通过对实证研究的后设分析，认为尚有一些没有

被识别的变量可能会解释并购后业绩的巨大变化，其中，并购双方的资源互补性

是最有可能的选项之一，需要我们增加理论研究开发以及改变对并购的研究方法。 

最后，本研究认为中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双方研究

处于不同强弱的文化母国，对于文化差距的感知不一致。比如，中国企业并购德

国企业，与德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其客观的文化距离应该是同等的，但是其强

弱对比后的文化差距正、负值是不一样的，对两国企业员工的心理感知也是不一

样的，因此其整合效果当然也不一样。本研究认为，除了关注国家文化的差距以

外，更要关注彼此双方的文化强弱对比。 

2.2.4 文化整合的过程 

战略和文化匹配观各自强调并购双方的战略或文化要素匹配程度对并购后

组织绩效的影响，从而可以为公司选择适合的并购目标并提高并购的绩效提供理

论上的指导，但其不足在于把并购视为静态的、一次性的、购买行为，结果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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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程的、动态的文化整合可能起到的作用。Jemison 和 Sitkin (1986)的研究指出

并购后的整合对企业的绩效比双方的匹配性影响更大。Chakrabarti (1990)的研究

也认为，跨国并购后的成功既依赖于战略匹配又依赖于两个企业之间的组织整合。

其中文化整合是组织整合中影响公司并购后业绩的关键因素 (Malekzadeh,  

Nahavandi, 1990; Carrwright, Cooper, 1993)。 

Haspeslaph 与 Jemison (1991)指出，并购的价值是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整合过

程中创造出来的。其中企业文化整合具有深层意义，是决定并购双方能否融为一

个具有价值观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高效组织的根本。关于用何种

方式进行文化整合，学术界与实践界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比如 Christensen 与

Alton (2011)就建议从商业模式的角度考虑双方的文化整合方式。除了学者的理

论研究之外，咨询行业的一些专家也对文化整合提出了各种建议。比如 Thomas

提出的“文化审慎”系统方法包含并购前的筛选，并购后的文化综合测评，认知

上的冲突、机会、风险和成本，合并后的行动计划以及对所发现事实的监控和证

实等五个步骤。还有，并购文化整合咨询专家 Hewitt 对于并购过程中文化整合

提出了五条建议，分别是应该尽可能早地开始文化整合、使文化整合成为领导团

队的工作重点、尊重并吸取被并购公司的文化精髓、设计具有前略性的变革管理

计划与运用各种手段以强化期望形成的企业文化。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大企业经

过多年的并购经验后，也摸索了一些文化整合心得。比如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

在全球有 60多个子公司，其中 90%是通过并购而成为其子公司的，其評估併購

對象的方式，是以零件製造核心能力為主，由執行長召開法人說明會，向併購的

策略思惟、和公司現有事業的互補，以及決定併購價格的財務邏輯(Anslinger＆

Copeland, 1996)。艾默生電氣(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任錦漢在總結其併購經

驗時表示「整合不是搞一種急風驟雨式的文化覆蓋，而是一種融合的過程，是一

種優良基礎上的改進再改進，優化再優化的過程」。这些咨询专家给出的建议与

大公司的文化整合经验给我们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启示。 

总之，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对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就会增加并购绩效;处理的

不好，就会降低并购绩效(刘明，2009)。文化整合是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双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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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过程，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对并购绩效两者之间的作用还受到整合的程度、

相对规模的大小、整合模式和文化宽容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到底起到

何种影响都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2.2.5 文化整合的模式 

Berry (1980)率先提出了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模式，认为并购双方通常有四种

文化整合模式: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经过双向的渗透和妥协形成并购双

方文化要素的混合文化，目标是获得并购双方文化的优势。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是指目标企业的员工愿意放弃他们的组织运营系统，愿意放弃他们

原有的组织文化，融进并购公司的文化。文化分离(Cultural separation)，是指控制

双方的接触，保持并购双方文化的独立，减少并购双方的文化变革。文化消亡

(Cultural deculturation)，是指并购企业的文化变动很小，被并购企业放弃原有企

业文化，同时又不愿接受并购企业文化，处于一种文化迷茫的状态。 

在 Berry 的文化整合模式的基础上，Cartwright 与 Cooper (1994)根据并购的

目标、动机和权力运动，提出企业并购三种可能的合作关系类型，包括堅持文化

獨自與經營自主的開放型、要求目標企業完全接受併購方文化與制度的傳統型與

互相尊重提出整合綜效的合作型。Vaara (2000)认为，文化整合可以在实践中采用

四种整合模式，即分离，并购双方保持文化的分离;混合，从各自的文化中选择优

秀的成分;吸收，一个企业对另一企业文化的吸收;以及新创，建设新的文化，从

而适应新的组织。与 Berry 的文化整合模式对比，不难发现 Vaara 提出的四种文

化整合模式中的三即分离、混合、吸收，与 Berry较早提出的文化模式是一致的。

Vaara 提出“新创式”(New Creation)文化整合模式是其创新之处。 

Elsass 等(1994)从文化差异化需要(群体坚持各自的文化认同的愿望)与组织

整合需要(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共同工作的组织需要)两个角度，提出两种相反力

量之间相互作用可以产生四种文化适应模型，即失去文化、分离、同化与文化适

应的紧张状态。 

Hasperslagh 与 Jemison (1991)按照企业的自治性和战略的相互依赖性，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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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购整合过程划分为四类，即保存((Preservation)、共生(Symbiosis)、吸收

(Absorption)和不变(Holding)。 

国内学者俞文钊和贾咏(1997)根据中国国情与企业实际的跨文化管理情况，

经过中外合资企业实证研究后，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管理

的共同管理文化模式 CMC (Common Management Culture)，即将不同管理文化在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进行组合和融合，经过相互了解、协调而达成的企业成

员共识，并形成新的管理文化或模式。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跨文化管理中的

整合同化理论 IAT  (Integrating Assimilating Theory)，整合(Integration)指跨文化

企业主动组合内外部资源，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多元化价值观转化为企业新

的共同价值观;同(Assimilation)是组织对共同价值观进行确认，使其成为绝大多数

员工认同的观念。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其他研究者范征(2000)、干春晖(2004)、单宝(2008)、

孙华平等(2012)等开始尝试提出自己的文化整合策略和模型，但不论是交融式、

替代式与促进式文化整合模式还是征服模式、共生模式、融合模式、掠夺模式等

等，基本上都是基于 Berry 的研究框架。比如，陈春花，郭燕贞(2010)根据文化

宽容度和文化认同感，把文化整合模式分为吸纳式、分离式、渗透式与消亡式外，

增加了三种动态模式，即渗透式-吸纳式、分离式-渗透式、消亡式-渗透式。 

国内外的研究者对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都作了很多研究。魏正忠(2006)

总结了这些研究的共性归类，发现他们提出的整合模式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并没

有超出 Berry (1980)提出的融合(integration)、吸纳(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

和消亡(deculturation)四种文化整合类型。也就是说，这些文化整合模式基本是在

Berry 的模式框架基础上经过改进形成的，尽管他们采纳的划分标准或依据不一

样。 

对文化整合模式选择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具有代表性的是 Nahavandi 和

Malekzadeh (1988)。他们分别以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为分析对象，从三个方面分

析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即行业相关性、并购双方对各自企业文化的认同度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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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合的程度。Nahavandi 与 Malekzadeh (1988)认为目标企业对自己企业原有文

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整合模式的

选择。简单地说，目标企业对原有文化的认同感越强，并购企业的企业文化整合

的难度就越大;目标企业对并购企业的文化价值观认同度高，他们就会愿意改变

自己的文化，反之亦然。 

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分析基础，对于指导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

以下不足: 

首先，很多研究甚少结合企业文化的定义、内涵、生成机理等核心概念的视

角去研究企业并购文化整合。对这些核心概念的不同解读，会对企业文化的整合

产生巨大的差异。研究者应该回到企业文化的核心概念解读，厘清研究源头的一

些根本问题。 

其次，上面所述的各种文化整合模式，除了少数中国研究者例外，大部分的

国内研究者，研究的立足点是基于西方国家视角、或者一般视角，缺乏立足于中

国具体国情、尤其是从中国特定行业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做的理论研究。 

 

2.3 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企业文化是重要的企业议题但是实务中并不是时常能被感受到，因为文化有

两个特点：1.不易察觉默默影响人们的行为 2.习惯保持稳定，对改变与外来事

物会产生保护的力量。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成员对文化已经习以为常，平常不会感

觉到文化的影响力与重要性，直到当有外来文化进入组织时才会凸显自身文化的

力量。过往文献对企业文化的定义稍有不同，但基本假设都以“由组织成员共享

的一系列重要价值观”为基础，再去稍加延伸变化(Sathe, 1985)。学者们对企

业文化的定义皆有不一样的构面与范畴，在构面上，Schein(1985)将企业文化分

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物质层次、价值观层次，基本假定层次。企业创办人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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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主要领导者，对于塑造、抱持和调整企业的价值观与经营哲学扮演最重要的因

素，这样的核心价值透过人员的评估和报偿体系来规范和形塑企业员工的行为

(Kotter & Heskett, 1997)。Denison（1990）的案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影响模

型，说明企业文化如何提升组织成员的投入度，进而增加组织效率与影响短期绩

效。接着 Gordon 和 Di Tomaso（1992）根基于以上基础，近一步拓展企业文化

影响模型，发现企业文化对长期经营绩效同样有很好的影响力。因此，从企业文

化角度来研究 经营与并 购绩效是一 个 非常合理且适合的研究 方向

（Teerikangas&Very，2006）。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抱持反对意见，

例如 Sørensen（2002）就企业文化提升经营绩效的前提条件进行了不同行业的

比较，发现在产业波动环境较剧烈的情况下文化并不能有效提升经营绩效。 

    在文化影响绩效与并购绩效的议题上，组织的管理风格也许是一个主要的研

究路线。Bhagat和McQuad（1982）把管理风格视为企业文化的主观要素，认为管

理风格是主要的企业子文化构面之一，而且研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

应该从高阶管理层的认知开始实行，因为双方高层从并购早期谈判就开始认知到

文化差异，而其他职级较低的管理阶层和一般员工则是在并购交易完成并且开始

进入整合阶段后才逐渐接触到文化差异。早期研究管理风格队并购影响的研究，

将管理风格区分为：:风险偏好；回报周期；权力结构的配置；职能侧重；利润

分配等几种类型，并认为并购整合时双方公司管理风格的差异，是导致并购失败

的主要原因(Davis, 2003)。Chatterje, Lubatkin等(2002)针对资本市场对并购

成功与否看法的研究显示，对于双方企业存在明显文化差异的并购案，资本市场

以往往抱持消极的态度。此外，許多過往的研究也證實管理風格與價值觀的差異，

的確導致了很多併購與併購後整合的管理阻礙，更可能是導致併購不能實現預期

目標的主因(Callahan, 1986；Lipton & Lorsch, 1992；Buono et al., 2015)。 

 

    在企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现今，跨国并购成为企业扩张营业地区与经营范畴

的常见手段，但当并购涉及不同国家的公司时，国家文化差异的问题也应运而生。

Kogut & Singly(1988)将国家文化差异定义为某个国家的文化准则与另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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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准则之间的差异程度。Hotstede(1980)所进行的大规模国家文化研究，定

义了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男性主导还是女性主导；个人主义等几个

主要评量国家文化差异的构面。與管理風格的研究結果相反，過去的研究多半對

國家文化差異與跨国并购績效持正向的看法，認為文化差距有助於跨國併購績效

的提升。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英国語義大利企業之間在

1997-2002间的跨国并购，從52個併購個案的研究结果表明，國家文化差异的確

對跨国并购績效有正面的影響性。跨国企业需要拥有更多元的管理制度，以及尊

重彼此国家风土民情差异的管理胸襟，因为比起外来进入者，当地企业通常具有

内部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制度环境，能够成为企业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优势，考

虑到文化的难易模仿性，跨国公司可以透过并购与自己文化差异大的企业，来获

取更广泛的文化优势(Barney, 1986)。雖然跨國併購的研究支持文化差異對併潛

在價值的正向影響，但是組織間的整合還是有許多必須要克服的困難點，例如如

何組織併購後的員工流失(Larsson&Finkelstein, 1999)。 

 

    无论并购时对外宣称的动机目的为何，要创造出并购后的价值都需要透过交

易后的双方企业在战略上的协同合作与经营策略规划上的整合过程来实践

(Haspeslaph&Jemison, 1991)。Schweiger等(2005)认为，并购后的整合关系到

双方企业的技术、政治与文化等三个层面，是一个非常复杂个过程。有鉴于此，

并购后的双方的文化差异便是整合的重点，也必须受到重视。Buono, Bowditch

和Lewis(1985)提出文化冲突可能导致的问题，当两者文化差异过大却无法充分

整合管理时，可能会产生“文化模糊”现象，意谓组织对于哪一种文化是主导的

优势文化产生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若是并购方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在被并购方之

上，也可能产生“身份缺失”现象，使得被并购方因为自己的文化被破坏，而引

起忧虑、不信任与管理冲突(Hirsch&Andrews, 1983)。不管是什麼情況，若文化

整合問題沒有被妥善處例，都會使組織產生混亂、衝突、生產力下降與業績低落

等結果(lvancevich, Schweiger和Pow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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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项目管理协会(APM) 1996 年指出，并购失败是因为低估了两种文化的

差异。Belcher 等(2000)认为，文化差异导致跨国并购失败。文化整合战略是并购

成功的关键。Shrallow(1985)认为，并购协议签订前，目标公司不诚信，及公司间

经营理念冲突，将影响并购的整合和绩效。Malekzadeh & Nahavandi(1990)认为，

文化整合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关键。 

过去对变革的研究文献指出，一个团结的组织面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时，往往

会产生一种与之对抗集体力量（Shrallow，1985）。因此在被并购后，拥有较强文

化或团结力量的企业或个体部门，若被被购者强行要求改变其过去的行为准则与

价值观，通常会遭遇到强烈的抵抗。Seo & Hill (2005)的研究指出，若是组织文化

有良好的整合与匹配，则员工们在心理上便不会产生抗拒与排斥效应，也不会担

心合并后最自己所在的组织产生利益损失，这种心理上的适应被该研究称为文化

适应效应，这样的文化适应能够使员工能在心里与行为上有调整的空间，使得组

织整合比较容易产生协同效应。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需要并购方与被并购方

共同对合并企业的组织认同来实现，同时尊重双方的认同感来进行文化匹配

(Ellemers& Rink, 2016)，而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所处组织的价值观与文化时，成

员才会对组织产生归属感(Dutton et al., 1994)。Shi, Sun & Prescott (2012)的研究结

论也再次强调，并购后企业整合的效果，与组织匹配度和如何快速消除并购双方

的组织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当收购方管理层能够有效识别目标公司的文化差异程

度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冲突，并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文化差异程度

和缓解经济利益冲突，并购将趋于成功。Ellemers & Rink (2016)认为，并购后文

化整合，是通过并购后收购方和目标公司对合并体的组织认同来体现。组织认同

可以表现为对团队的认同、对部门的认同或对公司的认同。“个人”，这一组织微

观个体的感觉和表现，直接影响着组织的认同程度和组织文化匹配。当组织成员

接受了他所在组织的价值观时，成员对组织就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Dutton et al, 

1994)。因此，并购后，目标公司员工能快速接受并融入收购方的价值观，是实现

组织认同和达到组织文化匹配的关键因素。 

Pfeffer (2018)通过对收购方和目标公司的并购研究，发现文化整合程度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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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目标公司是否接受并自觉执行收购方的战略，将从员工

的心理和行为反应、自律性和归属感等多方面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将最终影响并

购的整合效应和并购绩效。 

国内学者研究中，郑祖波(2003)认为，并购的文化风险，是文化差异导致管

理层之间、员工之间缺乏理解、认同和互信，影响并购整合和绩效。王彦斌(2004)

用组织行为学研究并购文化，指出组织成员通过心理和行为两种方式来表达对组

织的感受和文化的接受度，当员工对组织认同时，心理上会产生契约约定和责任

意识，进而产生组织归属感，在行为模型和方式上，表现为高效率地工作，对组

织予以正向评价并反射给其他组织成员，维护组织权益利益。因此，并购文化匹

配度和并购后组织认同感，可以通过员工心理测量和组织公民行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OCB)测量两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周小春和

李善民(2008)研究指出，员工抵制程度、资源整合程度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并购

绩效的主要因素。陈小洪和李兆熙(2010)通过并购伦理学研究，指出并购后，用

收购方员工替换目标公司员工，进行文化融合是不经济的。收购方向目标公司派

遣少数关键岗位人员，定义各类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决策机制、信息沟通机制、

内部控制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引导目标公司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达到合并体组

织文化适应和匹配，才能实现并购的协同效应。孙孜文(2012)从合法性(企业经理

人类型)、有效性(组织问题解决程度)和前瞻性(公司目标在组织中得到的认同)等

三个方面，度量并购文化差异度，并通过联想并购 IBM，明基并购西门子两个案

例，说明文化差异与并购成败强相关，文化整合须贯穿于并购前后整个过程。 

 

2.4 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 

    通过上一节了解了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继而梳理现有文献发现，

针对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分析国家文化差

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Datta 和 Puia（1995）以 1978-1990 年美国企业 112 

桩跨国并购为研究样本，发现并购双方所在国家文化差异越大，并购绩效表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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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Ahern 等（2012）使用 1991-2008年世界 52 个国家的 27753 桩跨国并购事

件为样本，进一步发现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任，阶级观

念和个人主义 3 个方面。又或是 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的研究结果指出跨国

并购(民族文化差异)创造了更好的并购绩效，具体表现在更低的员工抑制和流失

率(因为跨国并购往往是互补型的)。 二是从企业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并购整合

难度对并购绩效的可能影响。Larsson 和 Finkelstein（1999）通过对 61 桩并购事

件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别可能造成并购整合中的文化冲突，抑

制并购的协同效应。Kavanagh 和 Ashkanasy（2006）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

面论证了企业并购后管理方式的调整对并购绩效影响明显，不进行适当调整或调

整速度过慢是造成很多企业并购绩效不佳的重要影响因素。Weber 和 Drori（2011）

发现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认同程度是构成企业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组织

文化认同对并购整合中的文化冲突有明显抑制作用，因而能提高长期并购绩效。 

为了对中国医疗行业企业并购后文化整合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从并购的角度

借鉴了管理协同效应理论，从战略的角度借鉴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从公司治理

的角度借鉴了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这三个理论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 

2.4.1 管理协同效应理论（Management Synergy） 

首先从并购的角度来看，企业并购后的管理协同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管理协同效应又称差别效率理论。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指的是并购给企业管理活动

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及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益（Ansoff,1963）。简言之，管

理协同效率由于行业与企业专属资源的不可分割性，两个管理效率不同的公司在

兼并整合后，原本管理效率高的一方可以协助管理效率相对较低的公司，去提升

其管理效率。 

管理协同的概念是由 Ansoff（1963）率先提出，定义所谓协同是指使公司的

整体效益大于各个独立组成部分总和的效应，可表述为“2+2=5”，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产生综效。Itami（1994）把企业资源分为实体资产和隐形资产，他认为只有

当公司有效利用其独特资源——隐形资产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协同效应，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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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搭便车”，将整体组织的资源妥善运用，达到效益最大化。 

Williamson 1975）提出企业管理效率的高低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力。如果 A

企业的管理效率优于 B 企业，而且 A 企业具有剩余管理资源，则 A 企业并购 B

企业后，一方面可将 B 企业的效率提高到 A 企业的水平，另一方面 A 企业释放

了多余的管理能力，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效率。 

该理论隐含两个假设前提:○1 假设收购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释放其过剩的管理

资源，其管理层是一个整体，并且受不可分割性或规模经济的制约，解雇过剩的

人力资源是不可行的;○2 假设被收购企业不能在相关时段内通过直接雇佣的方式

组成一个有效的管理队伍（Williamson, 1975）。因为管理资源的使用价值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一般只能对特定行业发挥作用，相对而言，该理论似乎只对解释横

向一体化更具有说服力。 

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运用，称为“剔除无效率的管理者”（Eliminate inefficient 

managers），可以进一步解释混合并购的动机问题。“无效率的管理者”(或称为“不

称职的管理者”)的存在，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做得更好，从而使公司敢于冒着跨行

业的经营风险，从事混合并购活动。Markham（1993）在对 30 起混合并购的调

查中，发现仅有 16%的兼并企业更换了两个或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 60%的情

况下，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被保留下来。 

    Sirower（1999）认为协同效应是合并后的公司在业绩方面应当比原来两家公

司独立存在时曾经预期要求达到的水平要高。乔卓和薛锋（2000）将协同效应的

价值定义为企业整并后现金流量因经营效率提升所增加的净现值，且这样的价值

增加源于管理协同效应，协同效应能够使并购后新公司的整体效益大于并购前独

立运作的效益，透过资源共享与分享实现管理或业务活动上的经济规模效益，常

见的协同效应类型包括：投资协同、管理协同、运营协同等，透过实体资产的共

享和互补能达到规模经济。然而，Itami（1994）认为真正的协同来源于无形资产

的协同，例如知识经验、品牌文化等等，无形资产因为不容易被模仿的特性，能

够保障企业的长久竞争优势。Weston（2001）认为管理能力程度不同的企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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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效率的提升改善，一个相对有效率的公司可能会收购一个相对低效率的目

标企业，并且通过目标企业的效率改善，来达到总体价值的提高。 

    从根本上来解释，管理协同效应来自于企业之间管理能力的转移，透过企业

合并达到资源共享，进而提升总体企业的能力值总和。其中，组织经验和组织资

本是影响企业管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组织经验是企业内部通过学习与尝试错误而

累积的员工技巧和能力，一般来说分为：一般性管理组织经验、行业专属性管理

组织经验、非管理性质组织经验。组织资本则是指企业特有的知识资产，体现在

员工对工作流程的知识、员工与其工作的匹配知识、员工之间的匹配知识等三个

层面上。组织经验和组织资本是企业的管理资源，屬於一种無形资产，能夠透過

企業間的整併與資源共享，達到產生管理协同效应。其他的資源包括：一般管理

资源、行业专属管理资源、企业专属非管理人力资源等，一般管理资源获得的途

径较多，容易受到競爭對手的輕易模仿，相對之下行业专属管理资源、企业专属

非管理人力资源，由于其特殊性，它更注重组织的管理要素在恰当比例配制下，

通过长期地积累和学习来获得。 

举例而言，同属于一个行业的甲、乙两家公司，假设甲的专属资源与一般管

理资源的比例要大于乙公司，那么甲公司在收购乙公司后便会把甲过剩的专属资

源转移到乙的经营中去，从而使整体的专属资源与一般管理资源更为均衡。这不

仅解决了管理能力较低的企业如何增加专属能力的问题，还为某些企业解决管理

能力过剩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从而实现了管理要素按恰当比例配制的目的。在这

一过程中，要素的合理流动还有利于衍生新的管理资源，从而为进步提升企业的

管理能力提供了可能。  

文化的差异有可能给实现管理协同制造障碍，并购发生后要通过加强文化培

训等手段来进行文化整合。Hirsch & Andrews(1983)指出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会

导致被并购企业管理者的“身份缺失”，它会引起更大的焦虑、不信任、冲突，

也会使整合陷入停顿状态。同时 lvancevich, Schweiger & Power（1987）更是表明

企业文化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并购后企业生产率下降和销售业绩的衰退。 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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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融合文化，只要有利于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实

现，就应该允许多元化的文化存在，因此应力求与并购企业员工建立伙伴关系，

而不是单纯的对并购企业员工进行“洗脑”。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兼收并蓄，“取

长补长”。文化的融合保持了并购双方在文化上的一致性，管理协同效应才能有

真正地实现协同机会与现实的双向作用。 

2.4.2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简称 RBV） 

了解了并购后企业管理协同的重要性，仍需要从战略角度看待并购企业双方

的优势与差异，从而实现并购后整合的成功。1984 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

發表了 “企业的资源基础论”奠定了资源基础论的研究基礎。其著作中認為企

业实际上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结合，甚至有的时候，无形的资源的重要性更高，如

企业文化、诚信、客户资源网络、核心竞争力等無形資源往往是企業持续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因此，我们应从战略的角度看待企业，不仅打造硬实力，更要打造

软实力。 

RBV 的基本假设如下：1.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

变成独特有价值的资产；2.这些资产具有稀缺性，且难以复制；3.这些独特的资

源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RBV 将企业看作资源的集合体，由于每个企业

所拥有的资源组合各不相同，成就了企业的异质性，也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概括地讲，资源基础理论主要论述包括以下 3 方面的内容： 

（1）特殊的异质资源成就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基础论认为，各种资源具有

多种用途，其中文化资源是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经营决策围绕着各种资源组合

与用途而不断更新或删减，因此，企业在某个时间点的资源累积，是长期决策所

带来的结果，而资源累积也会影响企业未来的决策，而当资源的开发运用程度越

深企业决策的灵活性越低，但同时资源的开发增加了资源的专用性，有可能提高

产出效率及资源的价值。 

（2）资源的不可模仿性是持续性競爭優勢的來源：，这主要表现为以企业文

化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源。企业竞争优势根源于企业的特殊资源，这种特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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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租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获得经济租金的企业肯定

会模仿优势企业，其结果则是企业趋同，租金消散。因此，企业竞争优势及经济

租金的存在说明优势企业的特殊资源肯定能被其他企业模仿。资源基础理论的研

究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们认为至少有 3大因素阻碍了企业之间

的互相模仿，包括：因果关系含糊。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

日常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企业的租金是企业所有活动的综合结果，即使是

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很难说出各项活动与企业租金的关系，劣势企业更是不知该模

仿什么，不该模仿什么。并且，劣势企业对优势企业的观察是有成本的，劣势企

业观察得越全面、越仔细，观察成本就越高，劣势企业即使能够通过模仿获得少

量租金，也可能被观察成本所抵消；路径依赖性。企业可能因为远见或者偶然拥

有某种资源，占据某种优势，但这种资源或优势的价值在事前或当时并不被大家

所认识，也没有人去模仿。后来环境发生变化，形势日渐明朗，资源或优势的价

值日渐显露出来，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然而，由于时过境迁，其他企业再也不

可能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或者再也不可能以那么低的成本获得那种资源或优势，

拥有那种资源或优势的企业则可稳定地获得租金；模仿成本。企业的模仿行为存

在成本，模仿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如果企业的模仿行为需要花费

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在这段时间内完全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使优

势资源丧失价值，使企业的模仿行为毫无意义。在这样一种威慑下，很多企业选

择放弃模仿。即使模仿时间较短，优势资源不会丧失价值，企业的模仿行为也会

耗费大量的资金，且资金的消耗量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模仿行为带来的收益不足

于补偿成本，企业也不会选择模仿行为；Morosini et al.(1998) 和 Barney(1986)认

为，跨国企业需要拥有多元化的惯例，以应对多元化的世界，而惯例经常依赖于

跨国公司内部独特的企业文化和制度环境，所以并不容易被其他公司模仿。考虑

到如此重要的惯例的不确定性(难以模仿)，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并购另外一家文化

上差距较大的公司来占有更广泛的有潜在价值的惯例。  

（3）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资源基础理论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即培育、获取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尤其是企业文化资源。由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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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基础理论还处于发展之中，企业决策总是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资源

基础理论不可能给企业提供一套获取特殊资源的具体操作方法 ，仅能提供一些

方向性的建议。具体来说，企业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发展企业独特的优势资源。

首先，组织学习。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人员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企业特殊的资源指

向了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而获取知识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学习。由于企业的知识

和能力不是每一个员工知识和能力的简单加总，而是员工知识和能力的有机结合，

通过有组织的学习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可以促进个人知识和能

力向组织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使知识和能力聚焦，产生更大的合力。其次，知识

管理或者文化管理。知识只有被特定工作岗位上的人掌握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企业的文化最终只有通过员工的活动才能体现出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不断

地从外界吸收知识，需要不断地对员工创造的知识进行加工整理，需要将特定的

企业文化传递给特定工作岗位的人，企业处置知识的效率和速度将影响企业的竞

争优势。因此，企业对知识微观活动过程进行管理，有助于企业获取特殊的文化

资源，增强竞争优势。最后，建立外部网络。对于弱势企业来说，仅仅依靠自己

的力量来发展他们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文化是一件花费大、效果差的事情，通过建

立战略联盟、知识联盟甚至兼并重组来学习优势企业的知识和技能则要便捷得多。

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在一起工作、学习还可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促进知识的创造

和能力的培养。 

资源基础观也被用于从战略的角度研究跨国并购。该理论认为，国外目标公

司在专有资源(如专利)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并购方付出更高的对价。跨国公司通

过自主创新和研发培育专利资源要花费较高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显性的费用和

隐性成本较高。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对战略资源的控制，而且

可以学到东道国的创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给集团公司带来更多的成长机遇。 

 

2.4.3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 

实现了管理协同，整合了资源基础，接下来并购后企业需要面对的是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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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挑战，此时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凸显出来。利益相关者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行

为和后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相关者一般可以分为

三类：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 (股东和公司资本的主要供应者)，产品市场利益相关

者(公司主要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团和工会)，以及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所有公

司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希望组织在制订战

略决策时能给他们提供优先考虑，以便实现他们的目标，但这些权益主体的相关

利益及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存在很大的差别，且往往互有矛盾。公司不得不根据对

利益相关者的依赖程度作出权衡，优先考虑某类利益相关者。然而，随着人们对

企业行为社会效应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被提了出来，要求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兼顾各类利益相关者。不同的企业文化造就了不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而不同的

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内涵。（Lazear，1995） 

Lazear（1995）研究发现，为使社会期望与企业行为达成一致，最直接的方

式是通过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但这种方式的效果是不令人满意的，一方面因为

管制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管制的可行性或效果有限。出现后一情况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对企业的社会效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传统的评价方式如

利润的现值评价，由于无法计算企业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包括对人们健康和财

产的损害、对公司的调查研究和起诉费用等，已越来越不可靠。此外，由于股票

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有的只是反映了经济和市场的短期模式和一般水平，或者

受到人为操纵，而不能真实地反映公司本身的绩效，因而通过股票市场同样无法

作出充分评价。鉴于社会管制方法的失效，人们提出将政府管制或社会调控内生

于企业治理结构中，以内部调控替代外部调控。其方法是采用一定的组织制度设

计方式逐步向企业内部渗透，这种组织制度方式就是重组企业的治理结构。 

尽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在多个方面都显示了其合理性，反映了社会和市场

经济发展的趋势，但目前应用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或者说，就目前而言，

该理论模式尚存在不尽完善和科学的地方。理想的企业治理模型，显然应当定位

于股东中心模型和利益相关者模型所界定的均衡区域之内。因此，有必要对该模

式作取舍和修正，基本思路是减少利益相关者在正式治理结构中的纳入程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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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战略方式提供弥补，这可以从企业文化的角度着手。事实上，战略管理包括企

业文化整合也应该是公司治理的功能之一。因此，对上述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

修正，意味着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包括其功能定位，需要作进一步的修正和发

展。 

2.5 影响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作用机制的因素 

企业文化是企业组织共同价值观念的集合（Kreps，1990；Lazear，1995），

企业文化为组织高度持有、广泛认同，可以称之为企业文化强度高，反之，称为

企业文化强度低（Schein，1985；Sørensen，2002）。从企业组织行为学对于企业

文化形成途径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强度高”的企业文化应有明确的价值观

（Levinthal，1991），获得组织成员的一致认同（Gundry & Rousseau，1994），并

以品牌文化的形式被社会广泛认知（Aaker，1997）。基于以上分析，在本文中我

们从 3 个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强度进行度量：一是精神文化层面，在制度中通过

对企业文化陈述，如“价值观”、“目标”和“风气”等等，反映出企业文化的现

状和本质（Harrison et al.，1994；汤谷良、夏怡斐，2009）；二是制度文化层面，

通过传授和培训的方式向组织成员输入核心文化和行为规范，包括“工作制度”、

“责任制度”、“特殊制度”来促使企业组织行为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Deetz，

1982；Hofstede et al.，1990）；三是形象文化层面，作为社会整体价值链中的微观

个体，企业在通过产品、服务输出企业形象的同时，也以“办公环境”、“品牌标

识”、“其他形象”这些形式将核心文化传递给外部利益相关者（Aaker，1997）。 

对于文化强度很高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较高的组织内部认同降低了沟

通与代理成本，提高了员工积极性，进而促使经营绩效的得以提升（Denison，

1990；Gordon & Di Tomaso，1992）。但在企业并购这一特殊背景下，收购方企业

对于自身企业文化的过高认同与自满情绪，可能造成企业对并购产生的战略变革

和环境变化适应过慢，调整不足（De Vries & Miller，1986；Meyerson & Martin，

1987；陈传明、张敏，2005）。此外，收购方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可能导致在与目

标公司的文化融合中忽视对方企业文化特性，引起目标公司的抵触情绪，甚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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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化冲突，进而影响到长期绩效水平。 

近年来，基于代理理论而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全球广泛关注，而上市公

司作为公众利益实体，被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以及市场参与者密切关注（Tian & 

Estrin，2008），这种外部监督效应使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Barberis,  

Shleifer & Vishny，1998；郑志刚等，2011）。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我国

上市公司相对于非上市公司，在股权制衡、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架构设置等方面

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白重恩等，2005；郑志刚等，2013），而内部控制作为企业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以不断加强（Ashbaugh- Skaife et al.，2008）。

企业文化作为内部控制要素之一，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也得

以治理，风险导向价值观得以强化，经营决策、治理方式、信息披露等组织行为

模式也与非上市公司呈现差别（王竹泉、隋敏，2010；朱华建等，2011）。基于上

述文化差别，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呈现出企业性质差异（綦好东、黄跃群，2009；

钟宁桦，2012），此外，Ang 和 Kohers（2001）也发现目标公司是否上市对于并

购整合存在明显影响。 

企业资源禀赋不仅包括自身经营能力，还受到行业特征的影响（Christensen 

& Montgomery，1981），在行业相关的市场环境中，基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文化

具有共性特征（Denison& Mishra，1995；Cameron & Quinn，1999；于天远、吴

能全，2012），行业相关的企业思维模式相近，易于沟通，企业文化具有同质性

（Chatterjee et al.，1992；周小春、李善民，2008）。这种共性文化，使供应链中

的行业相关企业，如上下游及同业竞争者，沟通较顺畅，交易成本低，供应链管

理效益提升，因而近十几年供应链相关行业得以迅速发展（牛晓健等，2009）。

与行业相关企业相比，行业非相关企业的文化则呈现异质性（Abrahamson & 

Fombrum，1994；何铮等，2006）。Moretti（2004）发现随着产业相似程度下降，

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将更明显。因而，相对于行业相关并购，在非相关行业并购

中，并购双方文化融合难度加大，且由于行业差别造成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

（Faccio & Masuli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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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组织内个人的集合体，但企业文化并不等同于个人文化，且个人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难以用个人文化差异区分企业文化（Ranft & Lord，

2000；Schuler & Jackson，2001；颜士梅，2012），因此，基于区域产生的文化吸

引力，相同区域内的企业呈现文化趋同性（Carroll et al.，1998），不同区域的企

业文化则存在较大差别（Morosini et al.，1998；Ahern et al.，2012），如果并购双

方处于不同地区，文化整合难度大。 

Berry et al.(1982)将企业文化整合称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认为并购

双方共有四种文化适应模式:○1 一体化(Integration)，也就是，经过双向的渗透、妥

协，形成包容双方文化要素的混合文化，目标是希望获得揉合了双方文化的长处。

然而，文化混合的前景有时难以预测，比如强烈的冲突、彼此的敌意。这种模式

比较适用于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组织标识以及组织独立性

的情况。○2吸收(Assimilation)，一般是并购方的企业文化取代被并购企业的文化，

被并购企业被完全吸收进另一方。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强势企业作出整合决定，

派出自己的经理取代原最高管理层。Seihl 和 Ledford称之为“掠夺型”整合。如

果在并购发生前，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采用这种模式比较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大多数并购企业倾向于采用这种模式。○3 分隔(Separation)。也就是限

制双方接触。保持两种文化的独立性。在被并购企业员工希望保持原有文化，拒

绝接受并购企业的文化时，为了避免强烈的冲突，可以采用这种模式。与此同时，

两个企业之间的职能部门以及其他来往都比较少，受到刻意的限制。○4混沌化

(Deculturation)。当被并购企业员工既不珍惜原来的价值观，将其抛弃，同时又不

认同并购企业的文化时，员工之间的文化和心理纽带就会断裂，价值观和行为也

变得混乱无序，这就是混沌化的文化适应状况。 

Nahavandi 和 Malekzadeh(1988)指出，对并购企业来说，采用何种模式取决

于它的文化宽容度，即鼓励还是反对组织内员工持不同的价值观，以及战略相关

性，即相关并购还是不相关并购。反过来，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们欢迎

哪一种整合模式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态度，即非常认同自己的文化并愿意

保持它，还是觉得自己的文化不好并希望抛弃它，以及对并购企业文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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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组合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偏好。 

Nahavandi 和 Melekzadeh(1988)进一步指出，如果并购双方倾向于选择文化

整合模式比较一致，那么整合过程就会比较平稳，因为这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方

式，回避其间较少遇到的问题，而且容易达成共识。如果有很大分歧，或者并购

方根本就没有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很容易在整合过程中激发矛盾，引发被并购

企业员工的强烈反感与抵制，想要取得预期的整合效果甚至并购绩效就非常困难

了。而且更糟的是，一旦在这方面犯了错误，连补救的机会也比较少。 

为了提炼本文关于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梳

理了现有研究成果，包括： 

  ○1 整合的难度。Nahavandi 和 Malekzadeh(1988)指出，驱动并购的战略决定

了双方“交迭”的程度;当“交迭”程度较高时，发生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比如，在混合并购中，由于双方业务不同，可能互相独立性会比较强，发生文化

冲突的机会就小一些。但是，在相关并购中，并购方高级经理一般会谋求组织整

合来实现协同。此外，被并购企业的员工将会直面并购方的企业文化。 

  ○2相对规模大小。Shrivastava(1986)认为，两者规模越接近，并购方越难以保

证在所有需要整合的领域都认识清楚。但是 Mirvis(1985)则认为，当被并购企业

的规模较并购方小得多的时候，其成员的要求和利益可能会被忽略。 

○3多文化宽容度(Tolerance of Multiculture)。当并购方对异质文化比较宽容，

或者被并购企业对外来文化也比较宽容的时候，都会减轻企业文化差异对并购绩

效的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 Cartwright 和 Cooper(2003)，他们对那种在

特定文化类型之间的兼并将是一场灾难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不同文化背

景的兼并也可能是一桩美满的公司联姻。 

2.6 文化冲突管理 

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文化冲突，这一点本人作

为参与过多起企业并购的管理人员深有体会，Mirvis & Marks(1992)认为文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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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 

（1）感知差异(Perceiving Differences)；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两个企业的领

导之间的关系包括风格、行为风度，以及各自的产品和声誉、在两个企业工作的

人、两个企业经营的所有方面，甚至是最平常的方面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放大差异(Magnifying Differences）；两个企业可感知的差异随着时间逐

渐尖锐和突出。人们开始不断作出总结，业务系统的差异反映了深层次的价值观

和经营理念方面的差异。 

（3）典型化；一方的员工认为对方的员工的样子、做事方式几乎所有的方

面都很相像，于是用一些简短术语为他们建立一个典型的“形象”。每一方对自

己和对别人的概括都是不同的，比如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和对方对自己的认识是不

同的。当两个企业属于不同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时，这种情形会更加

严重。一旦典型化，就意味着一方放弃进一步探究、理解甚至有接受另外一方的

文化的愿望和努力。 

（4）压制；这个术语概括了文化冲突的最后一个阶段。此时，其中一个企

业的文化被压制。“我们”是胜利者、拥有优越的文化，而对方则被看作失败者，

文化也是劣等的。优越感不仅仅意味着态度和观点，而且直接导致让对方无条件

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制定战略、政策以及行为方式的强硬要求。由此，肯定会疏

远对方的员工，引发强烈抵制，并且丧失了解和采用对方一些更好的经营方式、

惯例的机会。 

Mirvis 和 Marks (1992)建议，负责整合的经理可以按照如下三个步骤来管理

文化冲突: 

（1）重视双方文化；缓解文化冲突首先需要了解双方各自的历史、风格以

及声誉。很多明智的领导者在一开始就非常关注双方的文化差异，而不是视而不

见。当然，认识到差异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预先制止文化冲突的发生。应该让两

个企业的高层经理明白存在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即典型化和压制另一方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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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如，通过在公司内部通讯上发表文章来强调这种观点，或者公开地讨论

双方的企业文化、其内涵以及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为以后分析双方的文化做好准

备。 

（2）明晰双方的文化；在双方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接触有利于修正原来对

彼此的误解和偏见，帮助员工更透彻地理解对方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产品、

风格等，填充有可能产生流言蜚语的空隙。专业的咨询专家可以在后一种方式中

提供帮助。 

（3）促进相互适应。在明晰双方文化之后，进一步的工作是在合并后的公

司范围内向双方的经理和普通员工传授关于另一方文化的知识。讨论双方的产品

线、变革管理系统能够建立相互的尊重和理解。随着跨国并购越来越普遍，文化

冲突也随之增加了一个层次，进一步凸显出沟通和彼此尊重文化禁忌的重要性。

民族文化差异体现在很多细节上，如果不能认识并在决策和行为中考虑这些细节，

可能会妨碍从理性角度上看很不错的决策的顺利实施。了解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头

衔地位以及行为方式等与本国的差异非常重要。人类学家将所有这些类似的行为

归类为“文化适应”。有趣的是，他们指出，来自企业文化现代化或者移民所引

发的冲突和剧变远远不如外来主导文化的强加或替代所带来的影响大。 

Perrin 的方法更结构化更具普遍性。他认为，可以运用 3I策略来消解企业文

化:信息(Information)，也就是通过迅速而开放的沟通，向双方员工尤其是被并购

企业员工传达他们所关心的信息;包容(Involvement)，也就是将被并购企业的高级

经理包容到整合的计划与实施中来;整体意识(Integrity)，仅仅将他们组织进来还

不够，必须创造相互尊重的氛围，与并购企业的经理一视同仁，从而逐渐形成整

体意识。 

已有的涉及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的研究中，很多文献主要分析国家文化差异

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而由于同一国家内不同企业的文化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别，

因而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并不能概括企业文化对于并购的影响；此外，关注企业

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模式等方面间接度量并购双方可能存在的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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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及融合难度，以此分析对绩效的影响。目前尚比较缺乏对收购方企业文化如何

直接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Bargeron 等（2012）研究了具有较高企业文化强度

（Culture Strength）的公司的并购行为与市场反应，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讨论企业

文化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 

2.7 中国医疗行业并购研究综述 

徐喆（2004 ) 认为医疗行业并购动因主要有国企改革的推进、国际竞争加剧、

追求规模效益、全面推行 GMP, GSP, GAP 认证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王莉(2010)

认为我国医疗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包括迅速获得技术、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以

及其他有形资本。同时，她认为并购可以获得协同收益，提高经营效率，获取规

模效益，分散经营风险等;贺慧惠(2011)认为医疗行业的并购动因分为一般动因和

特殊动因，特殊动因主要包括加入WTO 后国外企业进入后的竞争加大、行业要

求提高以及政策的推动。 

张毅等（2006）认为我国医疗行业并购的内在动因是行业规模经济发展的要

求，将资本集中起来有利于提升行业的创新能力;外在推动力是国家政策的引导，

使我国在经济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医疗行业能稳定健康的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却

远不如预期，并购后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大企业收益良多而中小企业亏损扩大;

莫倩宁，王苗，朱梦蓉(2009)认为我国医疗行业并购具有并购主体多样、抢占中

国医疗市场、外商独资化趋势增强、国内医疗研发企业海外收购崛起等特点。 

关超等（2009）以我国医疗上市公司 2003至 2008年间发生的 342起并购事

件为样本，采用 CAR 和 BHAR 方法从医疗行业的细分领域、并购类型、并购方

式、关联交易、支付手段等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论，同时分

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李栋华等(2008) 评价了 2000-2002年中国医疗行业现

金并购行为，结果认为现金并购没有给医疗行业整体带来正的长期收益;闰冠锡，

闫冠韫和马治勇(2009) 以 2000年的并购样本实证分析并购绩效，结果表明样本

公司在并购后绩效在短期内得到了提升，但是从长期来看，绩效出现了下滑;何

晓莹、牛霞（2009）以 2002至 2007年间中国医疗上市公司的并购样本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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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等六个方面选取了 13 个指标构建了评价公司绩效的指标

体系，结果表明并购后样本公司的绩效显著高于其他医疗上市公司; 丁胄和曹阳

(2011)同样从六个方面选取了 11 个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医疗上市公司

并购绩效评价模型，同时选取了 32 个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并购后公

司绩效上升，并购确实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提高公司的利润;研究并购

对公司整体绩效的比较多，但也有研究并购对研发能力影响的研究，杨军敏等

(2006)通过实证分析，以提高技术水平为目的的并购才能提高公司的研发水平和

其他目的的并购反而会降低公司的研发水平。李栋华等(2008 ) 评价了 2000-2002

年间我国医疗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结果表明并购不能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袁

亮(2009 ) 以我国医疗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并

购没有提高公司的绩效;傅贤治等(2012)以并购前后两年的数据，分析并购前后公

司绩效的变化，结果表明并购后公司绩效并没有得到提高。 

2.8 小结 

本研究尝试构建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企业文

化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对企业文化强弱进行量化，以并购引起组织环境变化为背

景，对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补充。 

本研究梳理现有文献发现，针对企业文化对并购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有两个

主要方向：一是分析国家文化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二是从企业文化差异

的角度研究并购整合难度对并购绩效的可能影响。与此相关的定性研究很多，但

并购企业文化整合后的企业文化的分析和评价缺乏定量的方法，本文尝试从这个

角度切入并提出新的方法。 

为了提炼本文关于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梳

理了现有研究成果，从整合的难度、相对规模大小、多文化宽容度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进而借鉴 Kotter & Heskett(1997)对企业文化进行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制度

和行为规范总和的判断的基础上，将企业文化划分为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

度文化和企业的形象文化三个层次，建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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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并购风险已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对于并购失败的原因，人们虽然

还未形成共识，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并购后的整合不仅是成功的关键，而且是

远比完成并购交易要复杂和困难的工作。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忽

视并购双方企业文化的差异、没有妥善解决文化冲突、未能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

是企业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 20%的

企业在并购目标企业之前考虑过文化整合计划。 

实践证明，企业并购是企业快速积累资本、占有市场资源、扩张市场的一种

重要途径。但是，企业并购也充满着各种风险，甚至失败率高出 50%。导致失败

的原因很多，文化整合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化整合在企业并购中扮演着

重要作用。 

企业并购受到全球企业界和理论界的极大关注。中国企业并购的行为也日益

增多，但是，中国的企业在并购中注意文化整合的，还为数甚少，可以预见，随

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展开，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并购将越来越多

地发生，那么，并购企业如何整合双方的文化，就摆在众多并购企业管理者面前。

尤其是在行业细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针对行业的并购后文化整合研究更加

显得重要且有意义。 

医疗行业作为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的行业，近年来企业间并购整

合趋势尤为明显。本研究将研究重点界定在文化整合，研究对象界定在中国医疗

行业并购后的企业。随着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文化

整合对企业并购的成败以及并购后绩效高低也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企业并购绩效

中的协同效应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区别于传统文献的财务绩效

视角，对并购后文化整合绩效评估的文献进行了补充，也为医疗行业企业利用文

化整合从而提升并购绩效提供了新的学术依据。 

3  中国医疗行业市场现状及并购情况分析 

中国的医疗行业是目前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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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时，医疗行业主要包括医疗与医疗器械两部分，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在

医疗器械领域。 

3.1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概况分析 

醫療器械行業主要包括上游的器械零组件制造、中游医疗器械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以及下游医疗卫生行业和家庭用户，其產業覆蓋範圍包括各種类医疗

卫生机构、各级体检中心以及家庭个人用户等。而且隨著全球經濟發展、醫療技

術進步、人口成長、人口高齡化等發展趨勢，推動了全球醫療医疗器械產業的持

續成長。截止至 2017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場规模迅速成長並突破 4000亿美元，規

模是全球处方药市场规模的一半，並且在 2018 年全球医疗器械销售规模达到

4250亿美元，平均年成長率約在 4.5%左右。 

    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正在蓬勃的發展，是僅次於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

市场，在 2017年中國的医疗器械销售收入规模超 4000亿元。郭桢洋(2019)指出，

過去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市場分散且多半為小企業所組成，只能以生產中低端產

品為主，對於中高階產品的市場需求基本上以進口國外產品為主。但随着近年來

政府推动相關行業的政策，国产医疗器械正逐步提高竞争力。中国医疗器械產業

正經歷大量的投資與兼併重組，在這樣的浪潮中，行業與市場的集中度持續提高，

也逐漸淘汰規模小、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尤其，以疗器械流通銷售為主要服務的

企业通过并购整合、物流分销、电子商务模式以及智能化服务平台，来推动产品

的流通增值服务，这也是未來行業发展的新趋势。（郭桢洋，2019） 

2015 年 9 月，中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以國家政策力量來支持與推動衛生、健康服務機構的覆蓋率能達到 70%，也

造就出極大的醫療器械市場需求，推動行業的发展速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与高龄人口的议题开始

出现，使得社会对医疗保健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加上医疗相关政策的支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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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得以飞速成长。从历史数据来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

规模从 2012年的 1700亿元，在短短几年之内成长到 2018年的 5100亿元，并且

在未来仍有巨大的成长潜力。（郭桢洋，2019） 

 

 

圖 3-1  2012-2018 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统计情况 

 

中国本土发展的医疗器械行业由于技术和制造能力的限制，产业以中低端产

品的生产制造为主，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赖进口。从医疗器械的市场结构中，以

医学影像相关的产品占比最高，包括医学影像领域，CT、核共振和超声占据影像

领域 16%的市场份额，其次是体外诊断与低值耗材各占 14%与 13%。而在高端

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份额来看，进口产品的比率无论在各个医学领域都大幅度地

领先国内产品（王宝亭, 耿鸿武, 于清明 & 蒋海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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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18 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各类产品市场份额统计情况 

 

圖 3-3 我国高端医疗器械国产与进口占比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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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政府不断发布新政策來引領医疗器械产业发展。2014 年以来政策

出台的速度显著加快，內容主要圍繞著從市场规范、投资獎勵和技術创新。2012 

年，中国出台《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重点為鼓勵国产高端医

疗器械發展以取代进口產品，開始了中国医疗器械国产化的序幕。2015 年中国

国务院出台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更是明确將降

低医疗成本與提高国产设备配置水平為兩大主要目標。 

    根據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發展報告(2017)，中国政府在推动医疗器械国产化方

面，推出了諸多政策和措施。將创新医疗器械的许可事项变更优先办理，使得流

程設計上的執行效率更高，有助於创新医疗器械审查效率的提升，为鼓励医疗器

械产业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鼓勵的作用，从申报到创新批文，有可能 15周左右

完成，与以往的审批时间相比大大缩减。2017 年，中国政府也積極扶持国产医

疗设备首批试点，選中浙江、四川、广东、上海、江苏 5 省市為示範基地。综

合来说，中国国产医疗器械与创新机械行业受到诸多国家政策的扶持帮助，营造

了产业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提高了国产器械的竞争力，也为相关的器械行业与

下游医疗应用带来更好的商机。 

3.2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并购情况分析 

根据 2017 年统计，中国国内的约有 1.6 万间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其中有

高达 90%以上为中小型企业，平均年收入约为 2300万元，而国内药品生产企业

的平均营业收入规模在 3.4亿。此外，由于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起步较晚，使得行

业处于高度分散的状况。（普华永道，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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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2013-2017 年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数量统计情况 

 

中国国内的医疗器械产业由于发展较晚，行业成熟度低且分散，但随着规范

化的政策，国内医疗器械企业开始以进行大规模核心业务为主的整合并购，并使

得行业集中度将逐渐提升，也有助于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提升。 

纵观过去几间医疗器械巨头的历史成长轨迹，并购活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尤其在中国，近年来部分优秀企业不断对外进行并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例如：

2018年在中国医械行业中就出现了 2起规模超过 50亿元的并购活动，分别为蓝

帆医疗收购柏盛国际（59亿元）以及威高股份收购美国爱琅（56亿元），在 2018

年全球所有并购案中金额名列第 8位和第 9位，这使得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并购规

模创下新高。 

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进步快，产品生命周期短，而且每一代新产品的推出都

会影响到上一代产品的市场地位与销量。因此，企业对该领域的最尖端技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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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购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强化研发历；（2）并购已经拥有成熟技术的竞争

对手。被并购的企业要么已经成为行业领先者，要么就还处于技术开发阶段。（郭

桢洋，2019） 

 

圖 3-5  2016-2018 年我国医疗器械企业并购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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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2016-2018 年我国医疗器械企业并购交易金额 

 

医疗器械产业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技术开发速度快、功能同质化严重与市

场化定价等等因素，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所以医疗器械的行业龙头都会尽可能

地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以求保障自己的市场地位。虽然过去行业中的巨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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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两方面对中国医疗行业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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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透过企业文化整合的角度来分析并购绩效，期望建构企业文化综

合评价指标模型，并分析出医疗行业企业并购之关键层次与指标，并以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三家不同的医疗公司为例，分析三个不同企并购之并购绩

效。为达研究目的，本研究拟定以下研究分析步骤： 

一、 建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藉由企业并购与企业文化相关文

献，分析出并购后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 

二、 发展在重要性相同条件下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模式:为了建立合理的并

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体系，本研究将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透过企业

员工的问卷调查，发展具信效度之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的评量量表，之后

再透过企业员工问卷搜集，利用统计分析法以实证此量表之可行性。利用本

次调查问卷建立了一份较为具体化的调查问卷《从企业文化化整合的角度观

察并购后企业绩效评价的调查问卷》，并以医疗行业并购后留下的中高层管

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企业员工对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为本研

究提供有效依据。 

三、 发展在重要性不同条件下，企业文化整合评量模型:本研究主要想建构企

业文化的模糊评价数学模型以获得企业文化整合的综合评量模型，故本研究

将透过下列四个程序来执行，程序一，本研究依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

模型，来建构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的 AHP 问卷量表，以及个案企业文化

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程序二，进行专家学者 AHP 问卷评量以及针对个案

公司(世纪长河集团所进行的 3 个中外并购的实际案例)进行企业文化整合现

况的模糊评量；程序三，采用多层次分析法(AHP法)，依此建构企业进行并

购时，企业文化整合评量模型；程序四，采用模糊多层次分析(Fuzzy AHP 法)，

以实证此模型之有效性。 

四、 探析较适切的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模型:本研究将针对企业文化的两种不



75 

同评量模式，包括企业文化评价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模型(企业员工进行评

核)、以及本研究所建构的企业文化评价指标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企业文化模

糊层次整合评量模型(专家进行评核)，探讨实际案例透过两种不同评核方式

后的差异性，并依此说明本研究所发展之整合评量模型的效度。 

以下就本研究分析模型、问卷设计、资料搜集方式及资料分析法分别说明如下： 

4.1 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 

Schein (1984)将组织文化分为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核心层文化。Dodd  

(1998)将文化结构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制度下

的文化活动、第三个层面是精神层面。Kotter & Heskett(1997)认为企业文化是企

业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企业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

业文化是由企业的精神文化、企业的制度文化和企业的形象文化三个层次构成的。

本研究在以上基础之上，借鉴 Kotter & Heskett （1992）的研究，针对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及其二级指标分别设计了问题，并结合长期从事医疗器械行

业管理及并购整合工作的管理者的专家访谈，设计出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面。 

4.1.1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内容 

企业并购后运用企业文化整合是一种深层次的整合方法。企业文化整合远比

生产、营销、财务整合复杂（Dodd, 1998）。通过文化的整合，克服双方的企业文

化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并且以此建立共同的企业文化来形成员工的凝聚力和团

结精神，形成共同的企业目标、企业理念和企业形象（Kotter & Heskett，1997）。

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在通常情况下应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和谐状况，

即精神文化被员工接受后，就会发展成新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推进制度文化建设，

从而又成为新的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

逆向性，首先从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开始磨合。由于精神文化具有惰性和传递性，

使精神文化的整合显得更难、时间更长。 

本研究认为:“整”是整理，也是整体;“合”是协调，是组合。所谓“整合”，



76 

就是将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系统性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理，以达到最优

化的整体效果。 

按照企业文化要素对象的不同，企业文化整合可以包涵以下几个方面。 

1，整合企业精神文化，建立价值理念系统 

企业精神文化的整合，就是在对企业的历史和现状全面调研考察的基础上，

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诊断评估，在企业家的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下，

发动企业全体员工尤其是领导人员共同参与，对企业的价值理念的基本要素进行

一系列的发掘、筛选、梳理，并进一步进行提炼加工，使之升华，使企业的价值

理念形成一个最优的完整体系。 

构建企业精神文化体系，就必须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企业的价值理念定下

来，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步。这一步，也就是要把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构

件“生产”或“设计”出来，也就是要整合。 

在对企业的价值理念系统特别是基本价值理念系统设计时，找到切入点往往

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缺乏资源。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企业精神元素的资源开发。

这里指的资源开发，就是发掘、搜集用来提炼企业价值理念的基本元素。 

(1)从企业的历史传统中开发 

企业优良的历史传统是经过企业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企业价值理念的

历史来源。 

比如，百年医疗老店“同仁堂”，这个经历了三百多年风雨，现今已成为上

市公司的老企业，始终保持和继承了他们的价值理念:德、诚、信: 

德:养生济世的经营宗旨; 

诚: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 

信:童叟无欺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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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同仁堂的企业文化，正是其历史文化的弘扬和光大。 

（2）从社会的良性文化中开发 

企业文化必然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中的良性元素也是形成企业价值

理念的思想源泉。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等，都对企业的理念有着

十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家，这种影响

更是十分明显。 

在大型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中政治色彩一般都表现比较浓厚，比如:哈药集

团的价值理念: 济世救人，兴业报国。 

（3）从国外的先进理念中开发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学科，本身就是从国外引进中国的，跟随而来的

还有大量西方的、日本的的企业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被介绍进来，可以说，现在

企业文化中的很多新思潮新意识都是从国外传入的:质量意识、市场意识、竞争

意识、团队意识、优化意识、品牌意识、环保……当这些新观念和企业的实践相

结合后，就成了企业文化的新资源。 

在医疗器械行业，为了对冲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行业天花板问题，国际医疗器

械巨头非常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去开拓。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市场并购

标的数量大幅增长的原因。（普华永道，2018） 

例如：美敦力以及史赛克分别收购了中国的骨科器械公司康辉控股以及创生

医疗。这样，并购后的企业文化自然就融合了国外企业的价值理念。 

（4）从企业家的精神元素中开发 

 在一定程度上讲，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因此，在企业价值理念的整

合中，应充分发掘企业家的思想资源，使企业家的优秀思想成果成为企业的共同

财富，实现企业家理念与企业理念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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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海尔集团领导人张瑞敏关于激活“休克鱼”的思想，华为公司领导人

任正非关于“华为的冬天”的思想，这些思想素材开始在企业家思想中是本色的，

但经过整合，就形成了具有更高境界的价值理念:文化兼并理念、危机理念等。 

本研究借鉴了 Kotter & Heskett（1997）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长期从事医疗器

械行业管理及并购整合工作的管理者的专家访谈，将本研究精神文化整合细分为：

价值观、目标和风气。价值观是企业核心和灵魂，是企业一切行为运作的指导思

想和最高原则，企业价值观是企业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企业目标是企业的行

动路径和方向。企业风气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这三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

对企业精神文化发挥着指导性作用。 

2，整合企业制度文化，建立行为规范系统 

整合企业制度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促进管理科学化，

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这就要求设计企业制度规范必须首先保证其科学性，必

须遵循有关的基本原则。 

（1）企业制度不能违背国家法律 

企业的制度是属于企业的“家法”，具有企业的特色和属性。但这种特色和

属性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得违背“国法”即国家的法规，不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企业制度必然会对企业造成损害。 

（2）企业制度不得违背社会道德 

设计企业道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要与社会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建设相结

合，违背社会道德文明的企业制度，不但员工难以接受，而且会受到社会公众的

谴责，进而损害企业形象，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 

（3）企业制度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企业制度的设计，归根结底是针对人，企业的好坏，决定性因素是人，只有

充分尊重员工人格，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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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助于员工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设计企业制度时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如果只考虑企业的需要，把制度作为对管理员工的工具，那就违背

企业制度文化建设的本义。 

企业制度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理念，而是有实用价值的文化理念。也就是说

它要适应企业的实际需要，成为企业实际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规范企业

制度文化，必须符合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实际，充分体现企业特色，以满足企业

工作的需求。 

（1）根据企业需要决定企业制度的构成 

企业由于行业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客户对象不同、员工素

质不同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对制度的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一项制度在一个

企业可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另一个企业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企业需要制订哪项制度，不需要制订哪项制度，应完全从本企业的实

际需要出发。 

（2）根据企业员工情况设计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能否得到员工的普遍认同，对贯彻执行制度十分重要。 

因此在设计各项制度的具体内容时，必须根据本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针对

本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以便他们能很好地理

解、接受和执行。 

（3）企业制度要充分反映本企业特色 

企业制度要能成为企业自觉的内在的约束机制，要在本企业扎根，关键是要

充分体现本企业的特色，优秀企业的制度体系是对企业理念、企业的行为特点、

企业规范和业务、企业管理水平、员工队伍素质等企业特色的直接反映。不把握

这些特色，不但影响制度的实施，而且不利于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由此，本研究将中国医疗行业的企业制度文化细分为：工作制度、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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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殊制度。 

3，整合企业形象文化，建立形象识别系统 

企业形象文化的整合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视觉基本要素的整合，有企业名

称、企业标志、品牌名称、商品标志、企业标准字、商品标准字、企业标准色、

企业专用印刷字体、企业象征物、企业专用图案等项目。二是视觉应用设计项目

的整合，包括办公用品、招牌、旗帜标识牌、员工制服、赠品、交通工具、环境

设计、产品设计、包装用品、广告用品、展示陈列等项目。（赵军，2016） 

赵军（2016）研究发现，利用视觉传播媒体，能有效地产生让公众引起注意

一—产生兴趣一一产生欲望一一强迫记忆一一采取行动的作用，最终达到传达企

业理念，树立企业形象的目的。 

本研究结合中国医疗行业的特点，将企业形象文化细分为：办公环境、品牌

标识和其他形象。以上三个层次的整合和塑造，是本研究的基石。并由此建立企

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4.1。 

 

 

圖 4-1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 

 

企业文化 C

精神文化
C1

价值观 C11

目标 C12

风气 C13

制度文化
C2

工作制度
C21

责任制度
C22

特殊制度
C23

形象文化
C3

办公环境
C31

品牌标识
C32

其他形象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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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指标重要性相同)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发展企业文化两种不同评量模式，并透过量化实证方式以

期找出较适切之企业文化评量模式，而此两评估模式之衡量问卷是以企业文化综

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为基础，分别发展其评量问卷，其中，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

模型将以企业员工进行评核，而指标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企业文化层次整合评量模

型式则以专家进行评核，因此以下就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4.2.1 企业员工问卷设计 

为了综合评价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本文通过对企业工作人员问卷访问进行

评价。为了建立合理的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体系，本次调查问卷建立了

一份较为具体化的调查问卷《从企业文化化整合的角度观察并购后企业绩效评价

的调查问卷》，以探寻企业员工对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为本研究提供有

效依据。本问卷以 Kotter & Heskett （1992）的研究为基础，针对精神文化、制

度文化和形象文化及其二级指标分别设计了问题，并结合长期从事医疗器械行业

管理及并购整合工作的管理者的专家访谈，设计出以下 28道题目 。 

问卷设计应严格依照概率统计的原理，为了保证问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本次问卷分为背景部分和主体部分。其中背景部分包括被调查者的背景资料，作

为被调查者进行分类和检验调查问卷是否科学合理的依据，本次调查问卷的背景

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公司职位、并购前工作人员数量、并购前年度营业

收入、工作年限 7 个方面。主体部分分 28道题，涉及 3大类一级指标，分别是

精神文化 C1、制度文化 C2、形象文化 C3，其中精神文化分为价值观 C11、目标

C12、风气 C13 三小类二级指标；制度文化分为工作制度 C21、责任制度 C22、

特殊制度 C23 三小类二级指标；形象文化分为办公环境 C31、品牌标识 C32、其

他形象 C33 三小类二级指标。 

本研究在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 Kotter & Heskett （1997）

的研究，针对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及其二级指标分别设计了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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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问题序号均对应问卷中的序号）。 

针对精神文化的问题包括： 

1、本公司在并购后进行了详尽的文化审计和文化差异分析。C12 

2、并购后的公司确定了清晰的使命、愿景及长期发展目标。C12 

4、并购后的公司已形成明确的价值观。C11 

5、并购后的公司管理团队的组成充分考虑了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C11 

7、本公司提出了合理的方案保留被并购公司的优秀人才。C13 

11、本公司针对公司目标在并购后的公司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宣导。C11 

15、并购后公司的管理层可以被视为价值观和行为的典范。C11 

16、并购后公司对部门和责权的划分能够充分体现管理理念及文化整合。

C13 

针对制度文化的问题包括： 

3、并购后的公司形成一系列明确的行为准则，用于指导员工的具体行为。

C21 

6、本公司制定了清晰的并购后整合计划。C21 

8、并购后的公司设计了新的组织结构，为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C22 

9、并购后的公司及时、准确、充分地获取与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相关的信

息。C22 

10、并购后的公司加强了分销渠道的管理。C23 

12、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的信息沟通制度。C21 

13 并购后的公司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透明、高效。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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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并购后的公司能够结合并购双方产品的特点，根据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的原则进行经营整合。C23 

18、企业财会部门编制了并购交易会计处理分析报告。C22 

19、并购后的公司制定了有效的过渡政策。C23 

20、在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允许公司在管理和业务做法上的差异，并设置

相应的小组对业务上的差异进行协调。C23 

21、并购后的公司在并购后注重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有效培训。C22 

22、本公司通过推行短期管理人员对换项目等措施来加快整合速度。C23 

23、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内部各层级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C21 

24、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与外部有关方面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C21 

25、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与经营管理相适应的信息系统。C21 

26、并购后的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对业务事项的自动控制水平 C22 

针对形象文化的问题包括： 

17、您对并购后的公司的办公条件感到满意。C31 

27、并购后的公司在视觉基本要素方面进行了整合。C32 

28、并购后的公司在形象文化建设上有长期规划。C33 

本次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分析法。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是通过评分

加总式量表最常见的一种，即通过将问卷涉及的项目通过简单加和的方式进行计

算，并且单个或个别项目无实际意义。本次问卷量表由一系列陈述构成，每一个

问题陈述分别有"完全同意"、"相当同意"、"有点同意"、"既非不同意也非同意"、

"有点不同意"、"相当不同意"、"完全不同意"七种回答，分别记为 7、6、5、4、

3、2、1。通过将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的分值加总，便得到被调查者对态度强弱

或被调查者的不同状态。常见的量表评分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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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问卷评分表 

选项 

完全 

同意 

相当 

同意 

有点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有点 

不同意 

相当 

不同意 

完全 

不同意 

分值 7 6 5 4 3 2 1 

 

 

4.2.2 企业员工问卷搜集方法 

    本研究在企业员工访问对象的选择基于以下考量：（1）被访问者是医疗行业

从业者；（2）被访问者是中层或以上管理人员；（3）被访问者所在公司经历过并

购整合。本研究在企业员工访问对象，以过去被世纪长河集团所被并购的多间子

公司与相关企业的样本中抽样进行问卷调查，样本皆为医疗保健相关产业领域的

从业者。由于企业文化的感受度与员工参与公司管理决策的层次与深入度有非常

深的关系，职位较高、年资较久的人员往往能对企业文化给出比较正确的回覆，

因此本研究挑选主管以上人员参与研究。为保证问卷回收的有效性，本研究首先

通过中国医疗行业之友好公司及研究者的公司获得了被访问者的邮箱和职务等

背景资料信息，之后再透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问卷给被访问者，请受访者依自己

的感受评估企业文化各项指标的表现程度，且为提高回收率，研究期间，研究者

亦随时跟催问卷之回收。本次问卷共计发放134份，收回127份，剔除了7份无效

数据（问题回答缺失）。资料回收后，本研究运用SPSS（Statistics17版本）软

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4.2.3 量化统计方法 

针对企业员工的问卷资料，首先为了了解受访者的样本资料，本研究将有效

回收之问卷，依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位、并购前的工作人员数及

并购前年度营业收入等六类进行叙述性统计分析；接着为了解本研究问卷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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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中采用 Cronbach’s 进行信度分析，若高于 Bagozzi and Yi (1988)所建

议之参考标准值 0.6，则显示此两量表各构面所属之衡量题项均具有高度的内部

一致性。此外，为验证本研究问卷是否具有效度，本研究采取内容效度及建构效

度进行本研究之效度分析，其中本研究问卷透过相关理论进行问卷之修改与确立，

因此已符合内容效度；再者，关于建构效度，本研究采用验证式因素分析法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来检验各衡量构面之建构效度。亦即当各构

面之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值皆大于 0.5，则表示具

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4.3 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分析(指标重要性不同)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发展企业文化两种不同评量模式，并透过量化实证方式以

期找出较适切之企业文化评量模式，而此两评估模式之衡量问卷是以企业文化综

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为基础，分别发展其评量问卷，其中，指标具相同重要性的

模型将以企业员工进行评核，而指标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企业文化层次整合评量模

型式则以专家进行评核，因此以下就企业整合综合评价指标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 

4.3.1 专家 Fuzzy AHP 问卷设计 

本究之专家Fuzzy AHP问卷包括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的AHP问卷量表以及

个案企业文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其中，在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的AHP问卷

量表的设计上，本研究以4.1所建立的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如图4.1

多层次分析架构为基础，包括三个层级、三个主构面及9个子构面。问卷利用 1 

至 9 个等级进行要素间相对重要性关系的比较，详细问卷范例及评量说明如表

4.1-4.2所示。 

表 4-2  AHP构面成对比较范例 

层面 
非常重要ß--------------------同等重要---------------------à非常重要 

层面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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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文化                  制度

文化 
精神

文化                  形象

文化 
制度

文化                  形象

文化 

表 4-3  AHP评估尺度 

评估尺度 定义 定义相对强度 

1 同等重要（equal importance） 等强（equal strong） 

3 稍微重要（weak importance） 稍强（moderate strong） 

5 重要（essential or strong importance） 颇强（strong） 

7 很重要（demonstrated importance） 极强（very strong） 

9 非常重要（absolute importance） 绝强（absolute strong） 

2、4、6、8 重要性介于上述数值中相邻两评点之间 

 

针对个案企业文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设计上，本研究亦以4.1所建立的企

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如图4.1多层次分析架构为基础，包括三个主构面

及9个子构面。其内容说明如下，假设文化整合后的Century Galaxy Company为甲

企业，原德国B公司为乙企业。现对甲、乙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评价，即X={甲，

乙}，评价等级为四级，即V={优，良，中，差}，问卷范例如表4.3所示: 

 

表 4-4 模糊评量量表 

公司 
构面 

{甲，乙} {甲，丙} {甲，丁} 

精神文化C1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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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C2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形象文化C3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优，良，中，差} 

 

4.3.2 专家 Fuzzy AHP 问卷搜集方法 

 本研究聘请十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并透过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的 AHP

问卷量表以及个案企业文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进行评价，研究中利用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综合专家评价结果，其做法说明如下: 

(1) 开放式首轮：请专家依自己对主题的了解，填写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

的 AHP 问卷量表以及个案企业文化整合的模糊评量量表。 

(2) 评价式第二轮：将专家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归纳整理后返回给各位专家，

然后要求专家们参考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预测重新考虑。专家们完成第

一次评分并得到第一次评分的汇总结果以后，在第二次评分中都做了不

同程度的修正。 

(3) 重审式第三轮：在第三次预测中，大多数专家又一次修改了自己的评分。 

(4) 复核式第四轮：所有专家都不再修改自己的意见。综合各轮进行汇整。 

    本研究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上海外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等，相关科系的专家学者教授，以及医疗企业行业的管理实践家，在

上海交大 DBA 办公室进行，AHP 的四轮预测，建立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指标，

由于多数参与者不希望公开个人资讯，故本论文以匿名方式表现专家清单。

由于参与本研究的学者专家来自各地，因为地理位置限制无法在每轮评价都

亲自到场，所以本研究除第一次的研究说明、资料发放与个案介绍以实体会

议方式进行外，其余各轮皆以线上 E-mail传递回覆为主，以求最佳化研究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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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研究参与专家名单 

 

编号 任职单位 相关专业背景 

1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 

教授 18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管理心理学及管理决策 

2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

学院 

副教授 12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人力资源管理 

3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21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组织变革管理 

4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 25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企业战略研究 

5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教授 22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创新战略与决策 

6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副教授  15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企业并购与创新管理 

7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20 年教学经验 

研究领域_发展战略 

8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高级经理人 25 年 

上市公司，负责企业并购整合管理 

9 DJO Orthopedics LLC(中国事

业部) 

中国 CEO 17 年 

公司经营管理决策 

10 中国飞利浦医疗公司 高级经理人 27 年 

负责中国医疗部门营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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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Fuzzy AHP专家评价流程表 

场次 时间 地点 评价方法 执行内容 

1 2019/06/21 

上海交大

高金学院

会议厅 

实体会议 

说明研究内容、发放

评价问卷、以及介绍

个案资料 

2 2019/06/21-07/25 无 线上作业 进行第一轮专家评价 

3 2019/07/25-09/10 无 线上作业 进行第二轮专家评价 

4 2019/09/10-10/30 无 线上作业 进行第三轮专家评价 

5 2019/10/30-11/24 无 线上作业 进行第四轮专家评价 

 

4.3.3多层次分析法 

在根据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建立起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之后，面临的任务是把各指标以适当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最终结论。

在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由于各指标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有些指标可

以通过统计方法获得(企业员工问卷调查分析)，而在并购的绩效分析部分则只能

采用专家评价法，对于这样的评价问题，本研究运用多层次分析(AHP)与模糊数

学的方法，期望可以得到较客观的结论。本研究据此构建了新的企业文化整合评

价模型。以下将说明本研究所采取的资料分析方法，多层次分析法以及多层次模

糊综合评价分析模型。 

多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结合定性与定量的一种多

目标决策方法，由匹兹堡大学教授Saaty在1971年所发展出来的，利用组织式架构

同时建立具有相互影响关系的层级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下进行影响因素重要性的

比较及替选方案评估(Saaty, 1971)。AHP可经由汇集专家学者的意见，把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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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问题分析成简明的要素层级架构，再藉由评量表衡量，将所得资料予以量化

作各层级之配对比较矩阵，运算后来评定每个成对矩阵之强弱程度，作为决策时

之参考信息。其分析步骤如下: 

步骤一: 一致性检定 

为了评估 AHP 专家问卷是否具有信度，本研究将全数访谈专家所填写问卷

之结果，用一致性指标 C.I.及 CR 值来检定其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当中 C.I. 及

CR 值必须要小于 0.1，若有不符合之情形，则请专家协助再次检视其填答之问卷

内容，确认其填答皆符合一致性后，再进行每位专家之 AHP 层级分析。其中， 

CI=!"#$%&
&%' ， ()*+为各层及配对比较矩阵之最大特征值； 

CR=,-.-，其中RI 值如下表所示: 

阶数 n 1 2 3 4 5 6 7 8 9 10 

RI 0 0 0.52 0.89 1.12 1.26 1.36 1.41 1.46 1.49 

 

步骤二:各构面指标权重分析 

本研究采用 AHP多层次分析法，首先针对问卷逐一进行成对比较矩阵计算，

再采用几合平均法分别计算层级一主评估构面及层级二各评估指标的整体成对

比较矩阵，之后再进行权重归一化。例如：以层级一进行成对比较矩阵计算，计

算结果如表 4.4，可得知本研究个案「精神文化」相对于「制度文化」的重要性

是 2倍。而精神文化的权重计算为 1.823/(1.823+1+0.55)=0.54。 

表 4-7  成对比较矩阵权重分析 

企业文化层次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 形象文化 几合平均数 权重W 

精神文化 1 2 3 1.823 0.54 

制度文化 1/2 1 2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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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文化 1/3 1/2 1 0.55 0.16 
 

接着计算各评估构面与评估指标之相对权重后，再依各评估构面与指标之层

级关系将第一层评估构面之相对权重与第二层评估构面之相对权重相乘，得到第

二层评估构面之绝对权重，并依指标绝对权重值由大到小进行排序。 

 

4.3.4 模糊评量计算 

针对甲、乙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为四级，即 V={优，良，

中，差}，并给予 5,4,3,2 分，即取评价等级 V=(优，良，中，差)=(5, 4, 3, 2)。企

业于指标的评价得分为评价等级与专家于各评价等百分比的加权平均数。例如，

以十位专家评价，若 5位评“优”；3 为评“良”；2 为评“中”，则其综合专家评

分为 5*5/10+4*3/10+3*2/10=4.3。而各层次的评价得分为此层次指标权重与各指

标得分的加权平均数。例如，在精神文化下之细项指标权重与专家对甲乙两家企

业 的 评 价 得 分 如 表 4.5 ， 则 甲 企 业 在 精 神 文 化 层 次 的 得 分

=0.4*3.8+0.4*4.1+0.2*3.9=3.94 ， 乙 企 业 在 精 神 文 化 层 次 的 得 分

=0.4*3.8+0.4*3.9+0.2*3.8=3.84。 

表 4-8 模糊评价计算 

 

第二层

评价因

素 

第二层

权重因

素 

评价等级和评价得分 

甲企业评价 乙企业评价 

优 
(5) 

良 
(4) 

中 
(3) 

得分 
优 
(5) 

良 
(4) 

中 
(3) 

得分 

C11 0.4 2/10 4/10 4/10 3.8 2/10 4/10 4/10 3.8 

C12 0.4 4/10 3/10 3/10 4.1 3/10 3/10 4/10 3.9 

C13 0.2 3/10 3/10 4/10 3.9 2/10 4/10 4/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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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企业文化的整体评价则为各层次的权重与个层次得分的加权平均数。

例如，企业文化下各层次之权重与专家对甲乙两家企业的评价得分如表 4.6，则

甲公司企业文化总评价＝0.54*3.94+0.3*4.072+0.16*3.976＝3.985，乙公司企业文

化总评价＝0.54*3.94+0.3*4.072+0.16*3.976＝3.902。 

表 4-9 企业文化总评价 

第一层评价因素 第一层权重 甲企业评价 乙企业评价 

精神文化 C1 0.54 3.94 3.84 

制度文化 C2 0.3 4.072 3.932 

形象文化 C3 0.16 3.976 4.056 

企业文化总评价 3.845 3.902 

 

5  企业员工对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评价分析 

为了建立合理的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综合评价体系，本次调查问卷建立了一

份较为具体化的调查问卷《从企业文化化整合的角度观察并购后企业绩效评价的

调查问卷》，并以医疗行业从业中层或以上管理人员，并于所在公司经历过并购

整合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企业员工对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为本

研究提供有效依据。以下就此调查的样本结构及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并说明分析

结果。 

5.1 企业员工问卷样本结构分析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为 127份。所回收样本的特性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程度、职位、并购前的工作人员数及并购前年度营业收入等六类，详细汇整如表

5-1~5.6 所示，其中，从性别上看，本次调查对象男性占比为 51.9%，女性占比为

48.1%，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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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性别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男性 66 51.9% 

女性 51 48.1% 

合计 127 100% 
 

从年龄上看，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31-50 岁，以 31-40 岁为主，

占比为 48%，其次是 41-50岁，占比为 33.8%。 

表 5-2  年龄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20-30岁 9 7％ 

31-40岁 61 48％ 

41-50岁 43 33.8％ 

51岁以上 14 11％ 

合计 127 100％ 
 

从学历上看，本次调查对象以大专为主，占比为 39.4%，其次是本科，占比

为 32.3%。 

表 5-3 学历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高中及以下 24 18.9 

大专 50 39.4 

本科 41 32.3 

硕士及以上 12 9.4 

合计 1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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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上看，本次调查对象以中层管理者以上，占比为 42.5%。 

表 5-4  职位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中层管理者 33 25.9 

高层主管 17 13.4 

总经理 4 3.1 

其他 73 57.5 

合计 127 100.0 
 

从并购前的工作人员数量上看，本次调查对象以 100 人以上为主，占比为

49.6%，其次是 50 人以下，占比为 33%。 

表 5-5并购前工作人员数量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10 人以下 8 6.3 

50 人以下 42 33 

50-100 人 14 11 

100 人以上 63 49.6 

合计 127 100.0 
 

从并购前的年度营业收入上看，本次调查对象 1000-5000 万为主，占比为

52.8%，其次是 5000万-1亿，占比为 18.0%。 

表 5-6  并购前营业收入分析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100万以下 11 8.7 

100-1000万 20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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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00万 67 52.8 

5000万-1亿 22 17.3 

1亿以上 6 4.7 

合计 126 100.0 
 

    整体而言，本研究调查的企业员工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年龄以31-50岁为主，

学历以大专及本科为主，接近一半为中层管理者以上，并购前为 100 人以上公司

为主，并购前的营业收入以 1000-5000万为主。 

5.2.问卷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尤其是态度量表题）的回答可靠准确性(问卷

内容构面或变量之一致性持度)，此信度以 Cronbach's Alpha 系数测量，如果此值

高于 0.7，则说明问卷内容具有高度的信度；如果此值介于 0.6~0.7 则说明问卷内

容信度为可接受程度;如果此值小于 0.6；说明问卷内容信度不佳。 

本次调查结果的信度检验结果如下，通过表 5.7可知，精神文化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40；制度文化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21；形象文化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09。由此可知，本研究企业文化下的三个构面：精神

文化、制度文化、形象文化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7，说明本次调查

问卷各构面具有高度的信度。 

本次调查问卷系依据 Schein (1984)、Dodd (1998)及 Kotter & Heskett(1997)所

发展企业文化理论，将企划文化区分成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等三个层

次。在精神文化方面，问卷内容借鉴了 Kotter & Heskett（1997）及赵军（2016）

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长期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管理及并购整合工作的管理者的专家

访谈，将本研究精神文化整合细分为：价值观、目标和风气。价值观是企业核心

和灵魂；将制度文化区分为工作制度、责任制度和特殊制度；将企业形象文化细

分为：办公环境、品牌标识和其他形象。而由前述信度分析发现，整体问卷在精

神文化、制度文化及形象文化三个构面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知本研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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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具有内容效度。再者，本研究亦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作为结构效度之判定依据；而根据分析结果可知(表 5-7)，各构面量

表之累积解释变异量 AVE 值价于 0.528~1，均高于 0.5，显示此问卷具有良好之

建构效度(Hair, et al, 2006)。综此，本研究计划所建构之企业文化整合评价量表具

有高度的信效度。 

表 5-7企业文化构面之信效度分析 

构面 子构面 项数 AVE Cronbach's Alpha 

精神文化 

价值观 C1 4 .568 

.840 目标 C12 2 .809 

风气 C1 2 .654 

制度文化 

工作制度 C21 7 .528 

.921 责任制度 C22 5 0.541 

特殊制度 C23 5 0.542 

形象文化 

办公环境 C31 1 1 

.909 品牌标识 C32 1 1 

其他形象 C33 1 1 
 

5.3 企业员工对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 

以下就企业员工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以

下依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形象文化进行分析如下：  

（1）精神文化评价分析 

通过对精神文化下的指标分析，包含价值观 C11、目标 C12、风气 C13 等三个次

构面，进行描述性分析，本研究得到价值观 C11、目标 C12、风气 C13描述统计

量表 5.8~5.10。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精神文化的次构面：价值观 C11

的评价均高于 5.51~5.75 分，此结果显示调查者对价值观的评价感到认同。(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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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点认同；6 分为相当认同)。 

表 5-8 C11价值观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4、并购后的公司已形成明确的价值

观。 
127 5.75 1.149 

5、并购后的公司管理团队的组成充

分考虑了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 
127 5.51 1.244 

11、本公司针对公司目标在并购后的

公司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宣导。 
127 5.63 1.269 

15、并购后公司的管理层可以被视为

价值观和行为的典范。 
127 5.60 1.253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目标 C12 评价均值为 5.42~5.88，说明对

目标 C12 的评价亦感到认同。 

表 5-9  C12目标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1、本公司在并购后进行了详尽的文

化审计和文化差异分析。 
127 5.42 1.504 

2、并购后的公司确定了清晰的使

命、愿景及长期发展目标。 
127 5.88 1.053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风气 C13 评价均值为 5.64~5.69，说明对

风气 C13 的评价亦感到认同。 

表 5-10  C12目标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7、本公司提出了合理的方案保留被

并购公司的优秀人才。 
127 5.69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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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并购后公司对部门和责权的划分

能够充分体现管理理念及文化整合。 
127 5.64 1.202 

综合上述，，调查者对精神文化下的三个次构面，包含价值观C11、目标C12、

风气 C13 等均感到认同。 

（2）制度文化评价分析 

通过对制度文化下的指标分析，包含工作制度 C21、责任制度 C22、特殊制

度 C23 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到工作制度 C21、责任制度 C22、特殊制度 C23 描

述统计量表 5.11~5.13。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工作制度 C21 评价均值为 5.51~5.81，说

明对工作制度 C21 的评价感到认同。 

表 5-11   C21工作制度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3、并购后的公司形成一系列明确的

行为准则，用于指导员工的具体行

为。 
127 5.59 1.318 

6、本公司制定了清晰的并购后整合

计划。 
127 5.54 1.301 

12、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

的信息沟通制度。 
127 5.51 1.295 

13、并购后的公司信息的收集、处理

和传递程序透明、高效。 
127 5.57 1.319 

23、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内部各层级

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 
127 5.81 1.203 

24、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与外部有关

方面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 
127 5.72 1.263 

25、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与经营管理

相适应的信息系统。 
127 5.74 1.214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责任制度 C22 评价均值为 5.60~5.78，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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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责任制度 C22 的评价感到认同。 

 

表 5-12  C22责任制度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8、并购后的公司设计了新的组织结

构，为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组织保

障。 
127 5.60 1.259 

9、并购后的公司及时、准确、充分

地获取与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相关的

信息。 
127 5.70 1.152 

18、企业财会部门编制了并购交易会

计处理分析报告。 
127 5.72 1.217 

21、并购后的公司在并购后注重加强

对相关人员的有效培训。 
127 5.78 1.364 

26、并购后的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提高

对业务事项的自动控制水平。 
127 5.60 1.317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特殊制度 C23 评价均值为 5.46~5.76，说

明对特殊制度 C23 的评价属于比较同意。 

表 5-13  C23特殊制度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10、并购后的公司加强了分销渠道的

管理。 
127 5.47 1.326 

14、并购后的公司能够结合并购双方

产品的特点，根据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的原则进行经营整合。 
127 5.76 1.262 

19、并购后的公司制定了有效的过渡

政策。 
127 5.50 1.405 

20、在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允许公

司在管理和业务做法上的差异，并设
127 5.67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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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应的小组对业务上的差异进行协

调。 

22、本公司通过推行短期管理人员对

换项目等措施来加快整合速度。 
127 5.46 1.398 

 

（3）形象文化评价分析 

通过对形象文化下的指标分析，包含办公环境 C31、品牌标识 C32、其他形

象 C33 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到办公环境 C31、品牌标识 C32、其他形象 C33 描

述统计量表 5.14~5.16。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办公环境 C31 评价均值为 5.56，说明对

形象文化的评价感到认同。 

表 5-14  C31办公环境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17、您对并购后的公司的办公条件感

到满意。 
127 5.56 1.319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品牌标识 C32 评价均值为 5.72，说明对

形象文化的评价感到认同。 

表 5-15  C32品牌标识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27、并购后的公司在视觉基本要素方

面进行了整合。 
127 5.72 1.218 

由下表可知，本次调查中调查者对其他形象 C33 评价均值为 5.98，说明对

形象文化的评价感到相当认同。 

表 5-16  C33其他形象之描述统计量 

题项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28、并购后的公司在形象文化建设上 127 5.98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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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期规划。C33 
 

综合上述，企业员工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的评价，不

论在精神文化，亦或制度文化或形象文化，多表认同，此结果显示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整合。 

6  案例并购绩效分析 

本研究针对中国医疗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并选择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

购的三家公司作为代表进行案例分析。 

Century Galaxy Company创建于 1994年，总部设于中国北京，从医疗器械

及医疗服务投资运营，发展成为产融结合的国际化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在发展历

程中，始终秉承“一切为大众健康服务”的企业使命，以成为员工可以依托的坚

强后盾，客户可以信赖的忠实伙伴，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好企业为经营宗旨，着力

打造医疗健康行业标杆与幸福企业。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目前已在

德国、瑞士、美国、香港等国家及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并与全球八十多个国家有

业务往来，形成产业及投资运营两大体系，分为医疗器械，家用医疗和医疗健康

服务三大业务板块。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业务主要集中在医疗器械、医疗服务领域。医疗行

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形势下，中国在医疗

健康领域的关注和投入较高，行业整体收益明显，面临系统性的政策压力小，是

新世纪的“朝阳行业”。公司管理团队由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德国

等地拥有清华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学

历背景成员组成，管理人员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项目投资经验。公司采取合伙

人的工作模式，让每个加入到世纪长河的员工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个人

收益，同时获得自身能力的提升和思想的升华。在 Century Galaxy Company二十

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中，通过自身不断地实践、学习、反思、完善，形成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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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特色的经营哲学。“坚守诚信，凭良心做人做事”是 Century Galaxy Company

的精神原点。“诚信勤俭，敬业进取，公平正念，和谐共赢”是企业的核心价值

观。经营哲学是 Century Galaxy Company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员工形成

价值共识，凝聚发展力量的精神载体。在新的发展机遇下，公司也将不断打造和

升级世纪长河的文化优势，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6.1 专家评估企业文化整合之关键分析 

对前述的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分析模型(AHP多层次架构)，本研究聘请十

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确定同一层次中

各因素的重要程度，按 1-9 标度建立相应的判断矩阵，求出各因素(指标)的权重，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此德尔菲法专家评价步骤如下: 

1）前期准备：根据本研究主题，编制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2）开放式首轮：将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和并购公司相关信息提供给各

位专家，要求大家给出两家企业的评分，包括：精神文化 C1、制度文化 C2、形

象文化 C3，其中精神文化分为价值观 C11、目标 C12、风气 C13 三小类二级指

标；制度文化分为工作制度 C21、责任制度 C22、特殊制度 C23 三小类二级指

标；形象文化分为办公环境 C31、品牌标识 C32、其他形象 C33 三小类二级指

标。同时说明自己做出判断的主要理由。 

3）评价式第二轮：将专家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归纳整理后返回给各位专家，

然后要求专家们参考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预测重新考虑。专家们完成第一次评分

并得到第一次评分的汇总结果以后，在第二次评分中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正。 

4）重审式第三轮：在第三次预测中，大多数专家又一次修改了自己的评分。 

5）复核式第四轮：所有专家都不再修改自己的意见。综合各轮进行统计分

析。 

一、企业文化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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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德尔菲法得到十位专家对企业文化整合绩效的重要性评价，本研究得到

第一层企业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评估如表 6.1。由下表计算企业文化层次

中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形象文化的重要性评估，分析结果得知，一致性指标 CI

值与 CR 值均小于 0.1，显示专家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信度，其中精神文化整合

的重要性最高，权重为 0.54，其次为制度文化，权重为 0.3，最后则为形象文化，

权重为 0.16。 

表 6-1  第一层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评估分析 

企业文化层次 精神文化 C1 制度文化 C2 形象文化 C3 权重W 

C1 1 2 3 0.54 

C2 1/2 1 2 0.3 

C3 1/3 1/2 1 0.16 
CI=0.01               RI=0.52             CR=0.019 

 

二、精神文化层次分析 

本研究得到专家评估精神文化层次的重要性如表 6.2。由下表计算精神文化层次中价值观、

风气与目标的重要性评估，分析结果得知，一致性指标 CI值与 CR值均小于 0.1，显示专家分析

结果具有一致性信度，其中价值观与风气整合的重要性最高，权重均为 0.4。最后则为目标，权

重为 0.2。 

 

表 6-2精神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评估分析 

精神文化层次 价值观 C11 风气 C12 目标 C13 权重W1 

C11 1 1 2 0.4 

C12 1 1 2 0.4 

C13 1/2 1/2 1 0.2 
CI1=0.008              RI1=1.26                 CR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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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文化层次分析 

本研究得到专家评估制度文化层次的重要性如表 6.3。由下表计算制度文化

层次中工作制度、责任制度与特殊制度的重要性评估，分析结果得知，一致性

指标 CI 值与 CR 值均小于 0.1，显示专家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信度，其中工作

制度整合的重要性最高，权重为 0.54，其次为责任制度，权重为 0.3。最后则为

目标，权重为 0.16。 

表 6-3  制度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评估分析 

制度文化层次 工作制度 C21 责任制度 C22 特殊制度 C23 权重W2 

C21 1 2 3 0.54 

C22 1/2 1 2 0.3 

C23 1/3 1/2 1 0.16 
CI2=0.01              RI2=0.52                 CR2=0.019 

 

四、形象文化层次分析 

本研究得到专家评估形象文化层次的重要性如表 6.4。由下表计算形象文化

层次中办公环境、品牌标识与其他形象的重要性评估，分析结果得知，一致性指

标 CI 值与 CR 值均小于 0.1，显示专家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信度，其中其他形象

整合的重要性最高，权重为 0.54，其次为品牌标识，权重为 0.3。最后则为办公

环境，权重为 0.16。 

表 6-4  形象文化整合的重要性评估分析 

形象文化层次 办公环境 C31 品牌标识 C32 其他形象 C33 W3 

C31 1 1/2 1/3 0.16 

C32 2 1 1/2 0.3 

C33 3 2 1 0.54 
CI3=0.01              RI3=0.52                 CR3=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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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性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本研究汇整各层次的权重如表 6.5。由此表得知，以企

业文化整合的角度评估企业并购绩效而言，以精神文化整合最为关键，其次为制

度文化，最后则为形象文化。而以精神文化而言，价值观、风气的整合相对重要；

制度文化则以工作制度最为重要，其次为责任制度；形象文化则以其他形象最为

重要，其次为品牌标识。若以各项指标进行比较，而下表的综合权重可知，在企

业文化整合上，以精神文化的价值观整合及风气整合最为重要，其次为制度文化

中的工作制度的整合，再者为精神文化的目标整合，其余指标则相对次要。 

表 6-5  企业文化整合综合性分析 

第一层次 权重 第二层次 各层次权重 综合权重 

精神文化 0.54 

价值观 0.40 0.216 

风气 0.40 0.216 

目标 0.2 0.108 

制度文化 0.30 

工作制度 0.54 0.162 

责任制度 0.30 0.09 

特殊制度 0.16 0.048 

形象文化 0.16 

办公环境 0.16 0.0256 

品牌标识 0.30 0.048 

其他形象 0.54 0.0864 
 

6.2  A 公司并购个案分析 

为提高病人及老人的健康生活品质，Century Galaxy Company毅然进军家庭

医疗行业，收购并运营作为中国家庭医疗护理用品专业品牌的 A 公司。 

A 公司是主营家庭医疗保健器械及用品的综合性公司。公司致力于给消费者

提供质优价实的家庭医疗护理用品。以连锁店、店中店、分销商、电子商务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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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日益健全销售网络，给消费者创造更多便利舒适的购物渠道和专业、细致

的咨询服务、品种齐全。A 公司在全国有医学、医疗器械、护理等领域的专业人

才，和全球众多品牌医疗厂商形成战略合作伙伴。 

Century Galaxy Company收购 A 公司后拥有全国近 80 家实体门店，提供近

3000 多种优质的家用医疗护理产品，为顾客提供了良好的购买试用体验。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在收购 A 公司之后，除了注入必要资金，主要还是企业

管理理念的注入，通过文化同化，把文化理念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进行并购后的

整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假设文化整合后的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为甲企

业，原 A 公司为乙企业。 

现对甲、乙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为四级，即 V={优，良，

中，差}，并给予 5,4,3,2 分，即取评价等级 V=(优，良，中，差)=(5, 4, 3, 2)，此

评价由聘请十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 

将前述专家评价结果表 6.5 结果结合专家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甲企

业 )及 A 公司(乙企业)企业文化的评价，如甲企业在价值观 C11 的得分＝

5*3/10+4*4/10+3*4/10＝4.3，其余得分计算依此类推，本研究汇整分析结果如表

6.6。由此表得知，由专家对甲乙企业的评价，可计算得到专家对甲、乙企业在各

企业文化层次指标的得分。此结果显示专家对甲企业在精神文化 C1 的评价，价

值观 C11 与目标 C13 优于乙企业，而乙企业则在风气 C12 优于甲企业; 在制度文化

C2 的评价，甲企业在工作制度 C 21 与特殊制度 C23 优于乙企业，而两企业在责任

制度C22的评价相同; 在形象文化C3的评价，乙企业于办公环境C31优于甲企业，

在品牌标识 C32 与其他形象 C33 方面，两企业有相同的评价。 

表 6-6  甲乙公司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汇总表 

第一

层评

价因

素 

第一

层权

重因

素 

第二

层评

价因

素 

第二

层权

重因

素 

评价等级和评价得分 

甲企业评价 乙企业评价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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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0.54 

C11 0.4 3/10 4/10 3/10 4.0 2/10 4/10 4/10 3.8 

C12 0.4 2/10 4/10 4/10 3.8 3/10 3/10 4/10 3.9 

C13 0.2 4/10 3/10 3/10 4.1 2/10 4/10 4/10 3.8 

C2 0.3 

C21 0.54 4/10 3/10 3/10 4.1 3/10 3/10 4/10 3.9 

C22 0.3 3/10 3/10 4/10 3.9 2/10 5/10 3/10 3.9 

C23 0.16 5/10 3/10 2/10 4.3 3/10 5/10 2/10 4.1 

C3 0.16 

C31 0.16 2/10 3/10 5/10 3.7 4/10 4/10 2/10 4.2 

C32 0.3 3/10 3/10 4/10 3.9 3/10 3/10 4/10 3.9 

C33 0.54 4/10 3/10 3/10 4.1 3/10 5/10 2/10 4.1 
 

由表 6.6计算专家对甲乙两家企业在企业文化层次下的三个层次的评价得分，

可得甲企业在精神文化的评价为 0.4*4.0+0.4*3.8+0.2*4.1=3.94；乙企业在精神文

化的评价为 0.4*3.8+0.4+3.9+0,2*3.8=3.985，其余评价分数计算依此类推，而企业

文化总评价则为第一层权重乘以各企业于各层次评价的加权平均数，如甲企业总

评价＝0.54*3.94+0.3*4.072+0.16*3.976＝3.985，乙企业评价依此类推，本研究依

此汇整分析结果如表 6.7。由此表分析得知，甲企业之企业文化的总评价优于乙

企业。其中甲企业在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方面均优于乙企业，而乙企业在形象文

化略优于甲企业。此结果显示，以企业文化整合而言，甲企业并购乙企业应可达

到并购绩效，特别是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可藉由企业文化的整合提升乙企业之

企业文化，以达到企业并购之绩效。 

表 6-7  甲乙公司企业文化评价 

第一层评价因素 第一层权重 甲企业评价 乙企业评价 

精神文化 C1 0.54 3.94 3.84 

制度文化 C2 0.3 4.072 3.932 

形象文化 C3 0.16 3.976 4.056 

企业文化总评价 3.985 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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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B 公司并购个案分析 

德国 B 公司位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成立于 1972年，专业从事生物物

理治疗系统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Bicom 以及 Bicom 

Optima 系列生物物理治疗系统。该系统利用识别以及调整人体自身的生物信号

来达到治疗的效果。主要适应症为病痛、过敏以及缓解大脑压力等。该技术至今

已有超过 40年的临床经验，全球 90多个国家的医院、诊所都在使用这套系统。 

2003年，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与 B 公司结缘，帮助 B 公司进入中国医

疗市场，并且成为其中国独家代理商。目前中国有超过 1000 家医疗机构在使用

B 公司的 Bicom 系统。        

2015年，B 公司 89岁的创始人主动和 Century Galaxy Company董事长沟通

联系，有意将公司出让给 Century Galaxy Company。老人家的初衷是希望公司可

以在 Century Galaxy Company 的带领下，继续将 Bicom 技术推广至更多的领域。 

2016年初，Century Galaxy Company完成对 B 公司的全资收购。 

全资收购 B 公司后，Century Galaxy Company除了将公司的财务运营纳入集

团财务管理流程外，还授予了德国公司管理团队完全自主的运营决策权。德国公

司除了向 Century Galaxy Company递交财务销售预算、每月财务报表外，企业运

营一切按照原有模式进行。沟通方面，德国公司和集团海外事业部的主动沟通非

常频繁，管理层的周会非常固定。顺畅的沟通带来了直接信任的建立和配合默契

度的提升。几年来，Century Galaxy Company没有派驻任何中国员工到德国 B 公

司。 

业务发展方面，德国 B 公司的销售增长非常明显。在全球几个主要市场都有

实质性的突破。几年间，通过自筹资金先后购买了办公楼并收购了其他核心技术。

目前，B 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生物物理和自然疗法领域的领军企业。秉承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一切为大众健康服务的宗旨， B 公司将不断研发、升级治疗技

术，把最尖端的科技应用于临床治疗当中，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加有效的健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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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假设文化整合后的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为甲企业，

原德国 B 公司为丙企业。 

现对甲、丙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为四级，即 V={优，良，

中，差}，，并给予 5,4,3,2 分，即取评价等级 V=(优，良，中，差)=(5, 4, 3, 2)，此

评价由聘请十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 

将前述专家评价结果表 6.5 结果结合专家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甲企

业)及 B 公司(丙企业)企业文化的评价，本研究汇整分析结果如表 6.8。由此表得

知，由专家对甲丙企业的评价，可计算得到专家对甲、丙企业在各企业文化层次

指标的得分。此结果显示专家对甲企业在精神文化 C1 的评价，价值观 C11 与目

标 C13 优于丙企业，而丙企业则在风气 C12 优于甲企业; 在制度文化 C2 的评价，

甲企业在工作制度 C 21 与特殊制度 C23 优于丙企业，而丙企业在责任制度 C22 优

于甲企业; 在形象文化 C3 的评价，丙企业于办公环境 C31 与其他形象 C33 优于甲

企业，甲企业在品牌标识 C32 优于丙企业。 

表 6-8  甲丙公司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汇总表 

第一

层评

价因

素 

第一

层权

重因

素 

第二

层评

价因

素 

第二

层权

重因

素 

评价等级和评价得分 

甲企业评价 丙企业评价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C1 0.54 

C11 0.4 5/10 3/10 2/10 4.3 2/10 4/10 4/10 3.8 

C12 0.4 2/10 4/10 4/10 3.8 4/10 3/10 3/10 4.1 

C13 0.2 2/10 4/10 4/10 3.8 2/10 3/10 5/10 3.7 

C2 0.3 

C21 0.54 4/10 3/10 3/10 4.1 3/10 3/10 4/10 3.9 

C22 0.3 3/10 2/10 5/10 3.8 2/10 5/10 3/10 3.9 

C23 0.16 5/10 3/10 2/10 4.3 4/10 4/10 2/10 4.2 

C3 0.16 

C31 0.16 2/10 3/10 5/10 3.7 3/10 3/10 4/10 3.9 

C32 0.3 3/10 3/10 4/10 3.9 2/10 3/10 5/10 3.7 

C33 0.54 3/10 2/10 5/10 3.8 3/10 4/10 3/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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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8计算专家对甲丙两家企业在企业文化层次下的三个层次的评价得分，

可得分析结果如表 6.9。由此表分析得知，由此表分析得知，甲企业之企业文化

的总评价优于丙企业。其中甲企业在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方面均优于丙企业，而

丙企业在形象文化优于甲企业。此结果显示，以企业文化整合而言，甲企业并购

丙企业应可达到并购绩效，特别是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可藉由企业文化的整合

提升丙企业之企业文化，以达到企业并购之绩效。 

表 6-9  甲丙公司企业文化评价 

第一层评价因素 第一层权重 甲企业评价 丙企业评价 

精神文化 C1 0.54 4.0 3.9 

制度文化 C2 0.3 4.042 3.948 

形象文化 C3 0.16 3.814 3.894 

企业文化总评价 3.983 3.913 

 

6.4 C 公司并购个案分析 

C 公司始创于 2004 年，是中国专业健康体检和医疗服务集团，总部位于上

海，实现了中国版图的全覆盖（除港、澳、台地区），布局了全国 600余家专业

体检中心，C 公司拥有专家团队、医护及管理人员共计 70000余名员工。2018年

为近 3000万人次提供专业健康服务，预计 2021年将超过 1亿人次。集团于 2015

年 8月成功在 A股上市，分别于 2016年、2017年收购两家国内同类型企业，成

为医疗和大健康板块中市值和影响力杰出的上市公司。2018年 5月 15日，纳入

MSCI 指数，同年 10 月 19 日，获得穆迪 BA2、惠誉 BB+评分，得到国际最高

级别评级机构支持。C 公司现为中证 200 指数、沪深 300 指数、中证 700 指数、

中证 800 指数成分股。  

C 公司颠覆传统体检思路，于行业内率先推出全新产品“好医生”，正式开

启 3.0 健康管理时代。C 公司生态圈同时提供专科诊疗、基因检测、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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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疗、女性健康、中医治未病等多方位的增值服务，以期打造中国具有发展

潜力的大健康产业集群，而兼具生态圈平台和孵化载体的功能也使 C 公司成功

构建出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健康产业核心生态圈，并持续致力于中国预防医学的

发展和健康管理产业的变革。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于 2016年收购 C 公司，由此聚焦医疗大健康领域

的投资运营布局，通过产业整合并购的投资策略，巩固自身在中国大健康产业各

个关键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购后的公司依托庞大的客户人群、海量的健康大数据

平台，以及遍布全国的标准化医疗服务体系，形成包含专业检查、风险评估、健

康管理、医疗保障的服务闭环，在行业内率先实施三级质控和 36小时报告体系。

Century Galaxy Company 的每一步都承载着对社会、家庭的爱与责任，为打造中

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健康产业生态圈，持续领导国内医疗服务产业的健康有序发

展倾尽全力。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假设文化整合后的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为甲企业，

原 C 公司为丁企业。 

现对甲、丁两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评价，评价等级为四级，即 V={优，良，

中，差}，并给予 5,4,3,2 分，即取评价等级 V=(优，良，中，差)=(5, 4, 3, 2)，此

评价由聘请十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 

将前述专家评价结果表 6.5 结果结合专家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甲企

业)及 C 公司(丁企业)企业文化的评价，本研究汇整分析结果如表 6.10。由此表

得知，由专家对甲丁企业的评价，可计算得到专家对甲、丁企业在各企业文化层

次指标的得分。此结果显示专家对甲企业在精神文化 C1下各指标的评价均优于

丁企业; 在制度文化 C2 的评价，甲企业在工作制度 C 21 与特殊制度 C23 优于丁企

业，而两企业在责任制度 C22 的评价相同; 在形象文化 C3下各指标的评价，丁企

业均优于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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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甲丁公司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汇总表 

第一

层评

价因

素 

第一

层权

重因

素 

第二

层评

价因

素 

第二

层权

重因

素 

评价等级和评价得分 

甲企业评价 丁企业评价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优 
(5) 

良 
(4) 

中 
(3) 

得

分 

C1 0.31 C11 0.35 3/10 5/10 2/10 4.1 3/10 4/10 3/10 4 

C12 0.33 5/10 2/10 3/10 4.2 4/10 3/10 3/10 4.1 

C13 0.18 3/10 5/10 2/10 4.1 2/10 4/10 4/10 3.8 

C2 0.3 C21 0.52 4/10 3/10 3/10 4.1 2/10 4/10 4/10 3.8 

C22 0.19 3/10 2/10 5/10 3.8 2/10 4/10 4/10 3.8 

C23 0.12 4/10 4/10 2/10 4.2 3/10 2/10 5/10 3.8 

C3 0.16 C31 0.15 2/10 4/10 4/10 3.8 2/10 6/10 2/10 4 

C32 0.25 3/10 3/10 4/10 3.9 4/10 4/10 2/10 4.2 

C33 0.49 2/10 5/10 3/10 3.9 5/10 3/10 2/10 4.3 
 

由表 6.10 计算专家对甲丁两家企业在企业文化层次下的三个层次的评价得分，

可得分析结果如表 6.11。由此表分析得知，甲企业之企业文化的总评价优于丁企

业。其中甲企业在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方面均优于丁企业，而丁企业在形象文化

优于甲企业。此结果显示，以企业文化整合而言，甲企业并购丁企业应可达到并

购绩效，特别是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可藉由企业文化的整合提升丁企业之企业

文化，以达到企业并购之绩效。 

表 6-11 甲丁公司企业文化评价 

第一层评价因素 第一层权重 甲企业评价 丁企业评价 

精神文化 C1 0.54 4.14 4 

制度文化 C2 0.3 4.026 3.8 

形象文化 C3 0.16 3.884 4.222 

企业文化总评价 4.065 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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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讨论与总结 

 

7.1 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 

并购是企业扩张规模，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医疗行业中尤为明显。放

眼全球，医疗器械巨头无一不是历经并购成为行业霸主的。然而，并购这条路上

充满陷阱，在医疗行业的并购史中，从来不乏失败案例所以并购是高危的。随着

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文化整合对企业并购的成败以

及并购后绩效高低也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企业并购绩效中的协同效应理论，资源

基础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区别于传统文献的财务绩效视角，不同于看营收额，

收益率，市值率的视角而是从价值观，经营理念及行为准则视角来看，针对并购

企业文化整合，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立绩效评价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并购中存

在文化整合的绩效，运用文化整合中三个维度，精神文化建立价值理念系统，制

度文化建立行为规范系统，形象文化建立形象识别系统，使企业长远发展方向和

愿景，通过对系统有效的整合与绩效评价、考核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让员工逐步

确立起企业所倡导的共同价值观，逐步形成以追求高绩效为核心的优秀企业文化。 

理论层面上，目前尚比较缺乏对收购方企业文化如何直接影响并购绩效的研

究，Bargeron 等（2012）研究了具有较高企业文化强度（Culture Strength）的公

司的并购行为与市场反应，但这一研究并没有讨论企业文化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

响。本研究阐述了一个兼顾全局性视角和具体衡量指标的并购后文化整合评价体

系。这研究阐述的体系使得文化整合理论再并购整合场景中得到发展。同时有助

于企业重新认识并购后企业整合的优劣势，为企业利用文化整合从而提升并购绩

效提供了新的学术依据。 

案例的分析验证了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价体系在并购后文化整合对管理实践

有指导作用。 

多案例的分析也证明不同的公司在评价体系上会有不同。因此，文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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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到企业本身的特征。并购中部门的整合应考虑企业的市场面，技术

面，成本面产生协同效应以及资源整合因素。比如并购 B 公司后目标一致，双

方全面资源整合，在市场面利用不同通路，相互支持德国与中国的市场，让双

方业绩都得到成长。 

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估框架可以作为企业并购整合中可以运用的体系化方法，并为

并购后企业并购整合管理方式提供指标性的参考。通过对企业并购整合主要指标

的计算，补充了现有的并购文献的不足。这为进一步发展文化整合评估框架提供

了一些方向。 

7.2 研究结果的管理意义 

从国内外企业并购的结果来看，至少二分之一的企业并购后没有达到其预期

的效果（麦肯锡，2010），这其中包括中高级管理人才挽留度低、企业经营业绩

下降、并购后业务拓展举步维艰等，并购是把双刃剑，如果企业能够很好地利用

并购后文化整合的作用，那么并购则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如果企业不能很好的进

行并购后文化整合，小则使整个并购失败，大则使得企业破产，在市场竞争的战

场上消失。 

在并购交易完成前后，文化差异是导致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麦肯锡，2010）。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所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支配理念，是一种精神力量。所以一

家企业并购要想获得实质上成功，就必须能够对被并购公司进行文化上的整合，

以为自己所用，只有在共同的理念的支持下，企业才能朝着预期的方向去发展。

因此医疗行业企业在并购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企业文化的整合，首先要清楚要采

取哪种方式的整合，本文构建了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三个层次细分为：

○1 企业精神文化，建立价值理念系统。○2 企业制度文化，建立行为规范系统。○3

企业形象文化，建立形象识别系统。 

本研究透过 127 位企业员工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企业文化整

合的评价，不论在精神文化，亦或制度文化或形象文化，多表认同，此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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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后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整合。 

另外，本研究聘请十位专家组成评价小组进行评价，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确认企业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各层次之重要性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企

业文化整合首要为精神文化整合，其次为制度文化，最后则为形象文化。若以各

项指标进行比较，则以精神文化的价值观整合及风气整合最为重要，其次为制度

文化中的工作制度的整合，再者为精神文化的目标整合，其余指标则相对次要。 

最后，本研究以专家观点评估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中国家庭医疗护

理用品专业品牌的 A 公司、德国从事生物物理治疗系统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

广的 B 公司、中国专业健康体检和医疗服务集团的 C 公司等三家公司的企业文

化评价，并针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 与各并购的公司在企业文化各层次的评

价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发现 Century Galaxy Company之企业文化总评价均优

于并购的 A、B、C 三家公司。特别是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在精神文化及制

度文化方面均优于三家并购的公司，而在形象文化则不如此三家公司。此结果显

示，三家被并购公司均有良好的形象文化，而以企业文化整合而言，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三家公司可从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整合，达到并购绩效。

而从各层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精神文化下的指标评价，Century Galaxy Company

在价值观与目标均优于三家被并购公司，因此在精神文化的整合，应以价值观与

目标为精神文化主要整合方向; 在制度文化方面，Century Galaxy Company 在工

作制度与特殊制度均优于三家被并购公司，因此在制度文化应以工作制度与特殊

制度为主要整合方向。而在形象文化方面，Century Galaxy Company 则可借助于

三家企业原有良好的形象文化提升自我形象文化。 

7.3  研究局限 

本研究问卷的问题设定虽然参考了Kotter & Heskett(1997)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且透过量化分析检验问卷之信效度，虽然本研究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本研

究仅以单一家企业并购为例，可能影响问卷结果的普遍性，此为本研究之研究限

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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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以企业文化整合角度探讨医疗行业企业并购之关键层次与指标，

虽然本文遴选了 10位专家，利用德尔菲法取得专家共识，虽已得到尽可能分析

出客观的研究结果，但不同的专家专业可能有所不同，本文无法全面性得到各专

业领域专家意见，此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二。 

本研究针对 Century Galaxy Company 并购中国家庭医疗护理用品专业品牌

的 A 公司、德国从事生物物理治疗系统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的 B 公司、中

国专业健康体检和医疗服务集团的 C 公司等三家公司，进行企业文化各层次的

评价，并进行比较分析。在企业并购之绩效分析上，因并购后须经过一段时间的

整合，方可得知并购后实际的企业文化整合后的评价，因此本文仅针对个别的企

业文化评价进行比较，探析企业并购之绩效，此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三。未来研

究可针对此部分一本研究模型进一步分析，以确实比较企业并购之绩效。 

7.4 总结 

企业并购后运用企业文化整合是一种深层次的整合方法。企业文化整合远比

生产、营销、财务整合复杂。通过文化的整合，克服双方的企业文化可能带来的

一些问题，并且以此建立共同的企业文化来形成员工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形成

共同的企业目标、企业理念和企业形象。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在通常情况下应处

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和谐状况，即精神文化被员工接受后，就会发展成

新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推进形象文化建设，从而又成为新的精神文化的基础。而

并购后的企业文化整合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逆向性，首先从制度文化、形象文化

开始磨合。由于精神文化具有惰性和传递性（Kotter & Heskett, 1997），使精神文

化的整合显得更难、时间更长。本研究构建了企业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企

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形象文化三个层次研究并购后企业文化整合，进而建

立企业文化整合评价模型，将文化整合评价结果量化为企业文化综合评价得分值，

为并购企业文化整合后的企业文化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提供了一种科学实用

的定量方法。 

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经营业绩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企业文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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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对并

购整合后企业文化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本文研究，对于企业科学

地认识自身的文化状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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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调研问卷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 

     我近期在做从文化整合的角度观察并购后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

为了让本公司投资并购后的企业能快速融合，麻烦您提供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共同研讨。此次调研属于纯粹、严谨的学术研究，不涉及任

何第三方利益，决不会对您个人及所在单位利益产生任何负向影响。 

本次问卷调查属于匿名调查，不需要您的个人隐私信息。我们会

对所有回收问卷进行汇总，调查基础上撰写的相关报告，都只会出现

总合数据，您的问卷填写结果不会被单个呈现。                                           

感谢您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说  明 

 

为了您能够有效地回答问卷，烦请您在填写问卷仔细阅读下列说明。 

1. 问卷包括了四个部分，分别涉及并购后精神文化融合问题，并购

后制度文化整合问题，并购后形象文化整合问题及并购后业绩情况； 

2. 每一题都烦请回答，将表示不同程度的数字（1-7）圈出你所选择

的题项，问题回答没有对错之分，您只需要针对每个问题选择您认为

最合适的数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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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在并购后进行了详尽的文化审计

和文化差异分析。C12  

2、并购后的公司确定了清晰的使命、愿景

及长期发展目标。C12  

3、并购后的公司形成一系列明确的行为准

则，用于指导员工的具体行为。C21  

4、并购后的公司已形成明确的价值观。C11 
 

5、并购后的公司管理团队的组成充分考虑

了并购双方文化的差异。C11  

6、本公司制定了清晰的并购后整合计划。

C21  

7、本公司提出了合理的方案保留被并购公

司的优秀人才。C13  

请仔细阅读如下题项，提供您对以下不同题项的同意程度，将表示不同程度的数字

（1-7）填写在各个题项前面的括号内。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精神文化 C1 制度文化 C2 形象文化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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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并购后的公司设计了新的组织结构，为

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C22  

9、并购后的公司及时、准确、充分地获取

与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C22  

10、并购后的公司加强了分销渠道的管理。

C23  

11、本公司针对公司目标在并购后的公司

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宣导。C11  

12、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的信息

沟通制度。C21  

13 并购后的公司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

程序透明、高效。C21  

14、并购后的公司能够结合并购双方产品

的特点，根据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进

行经营整合。C23  

15、并购后公司的管理层可以被视为价值

观和行为的典范。C11  

16、并购后公司对部门和责权的划分能够

充分体现管理理念及文化整合。C13  

17、您对并购后的公司的办公条件感到满

意。C31  

18、企业财会部门编制了并购交易会计处

理分析报告。C22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完全不

同意

相当不

同意

既非不同意

也非同意

相当

同意
完全同意

1 2 3 4

有点不同意 有点同意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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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并购后的公司制定了有效的过渡政策。

C23  

20、在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允许公司在

管理和业务做法上的差异，并设置相应的

小组对业务上的差异进行协调。C23  

21、并购后的公司在并购后注重加强对相

关人员的有效培训。C22  

22、本公司通过推行短期管理人员对换项

目等措施来加快整合速度。C23  

23、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内部各层级之间

的沟通是有效的。C21  

24、信息在并购后的公司与外部有关方面

之间的沟通是有效的。C21  

25、并购后的公司建立了与经营管理相适

应的信息系统。C21  

26、并购后的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对业

务事项的自动控制水平 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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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并购后的公司在视觉基本要素方面进

行了整合。C32  

28、并购后的公司在形象文化建设上有长

期规划。C33  

C11价值观 C12目标 C13风气 

C21工作制度 C22责任制度 C23特殊制度 

C31办公环境 C32品牌标识 C33其他形象 

 

29、您认为影响企业合并后影响文化融合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 

30、您认为企业合并后业绩是否有明显改变？是（）否（） 

原因为何： 

-----------------------------------------------------------

-- 

非常感谢您的评价，再占用您一分钟的宝贵时间！以下是几个关于您

和您单位基本情况。 

请问您： 

 

（  ）性别：  ①男       ②女 

（  ）年龄：  ① 20岁～30岁    ② 31岁～40岁    

③ 41岁～50岁    ④ 51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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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  ①高中及以下     ②大专           

③本科           ④硕士及以上 

（  ）目前在公司职位： 

①中层管理者     ②高层主管 

③总经理         ④其他 

 

（  ）请问贵单位并购前的工作人员为： 

① 10 人以下    ② 50 人以下   ③ 50～100 人   ④ 100 人以上 

（  ）请问贵单位并购前年度营业收入： 

① 100万以下   ② 100万～1000万  ③ 1000万～5000万  

④5000万～一亿  ⑤亿元以上 

（  ）请问您从事本行业工作几年 

① 1～3 年     ② 4～6 年     ③ 7～9年       ④ 10年以上 

        再一次感谢您的大力协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