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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局者嘉能可

7月27日，兖煤澳洲与嘉能可
双双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兖煤澳
洲和嘉能可煤炭有限公司将成立
猎人谷煤矿合营公司，双方持股
比例为51%：49%。

具体来说，嘉能可将收购猎
人谷煤矿49%的权益，折合现金对
价11.39亿美元，其中4.29亿美元
将支付给兖煤澳洲、剩余7.1亿美
元将收购三菱持有的猎人谷煤矿
32.4%的权益等；以及嘉能可将在
兖煤澳洲授权配股的未认购额度
中认购3亿美元股份。

消息一出，所有此前关注过
兖煤澳洲收购力拓联合煤炭公司
的人们差点惊掉下巴。就在今年6
月，兖煤澳洲与国际巨头嘉能可
为了收购联合煤炭的博弈还历历
在目，可转眼两者就成了合作伙
伴。

“嘉能可是一家非常精明的
公司，我们敢跟它合作，也能看出
我们相当有自信。”兖州煤业董秘
靳庆彬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虽然
在此前竞购案的两轮竞价中，嘉
能可都以失败告终，但西方人重

视契约精神，此
次双方进行合
作，其实是共
赢。

在完成对
联合煤炭公司
收购后，兖煤澳
洲对外表示，欢
迎一起参与合
作开发联合煤
炭公司下属的
猎人谷煤矿，但

前提条件是必须接受三菱公司所
持有的猎人谷煤矿32.4%的股权。
这一条件并没有难住嘉能可。然
而，嘉能可还有个强有力的竞争
对手。

“还有一家公司想参与合作，
我们提出，除了三菱的股权，对方
还需在此次兖煤澳洲融资中认购
6亿-7亿美金。”靳庆彬说，由于对
该公司了解不多，为了对力拓的
交易能顺利进行，兖煤澳洲提出
让对方在指定时间内将3亿美元
定金打入指定账户。可就在指定
时间到达的前10分钟，对方回复
无法提供这3亿定金。

嘉能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煤

炭生产商之一，在新南威尔士州
及昆士兰州拥有13个采矿综合
体，2016年动力煤和焦煤产量约
9300万吨，嘉能可靠收购兼并起
家，在收购次数、规模和经验上都
不是国内企业所能比拟的。虽然
没有赢得联合煤炭公司股权，但
在此次猎人谷煤矿开发合作中，
一向强势的嘉能可做出了很大让
步。
事实上，早在今年初，力拓与

兖煤澳洲刚签订《买卖协议》后，
嘉能可老板曾专门乘坐私人飞机
来到济南，与兖州煤业董事长进
行商谈，意图一起合作收购联合
煤炭，并提出了三个条件。

在会谈现场，嘉能可态度十
分强硬，提出条件其中一条就是
要求给他50%股权。“这触碰了我
们的底线，我们必须绝对控股，就
这一条也不可能与他们合作。”靳
庆彬说。最后商谈不欢而散。

巨大的协同效益

竞争对手为什么会变成合作
伙伴？

查看地图不难发现，猎人谷
煤矿处于嘉能可所属煤矿中间，
兖煤澳洲与嘉能可双方合作后，
将在采购、管理、公用设施共享、
通过配煤提高煤炭产品销售价格
等方面发挥巨大的协同效应，嘉
能可在协议中承诺五年内每年创
造协同效益4000万美元。此外，兖
煤澳洲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
双方矿区犬牙交错的边界区域，
即在联合煤炭与嘉能可原有矿山
间隔区，至少可新增1.5亿吨煤炭
储量。

当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
后，原本由兖煤澳洲收购的三菱
所持猎人谷煤矿股权，转由嘉能
可直接向三菱收购，在嘉能可收
购三菱持有的32.4%股权后，兖煤
澳洲会向嘉能可以4.29亿美元的
交易对价转让其届时所拥有的猎
人谷煤矿合资企业16.6%权益，这
样就实现在猎人谷公司中，兖煤
澳洲和嘉能可51%:49%的股权比
例。

兖州煤业董秘靳庆彬解释
说，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减轻了兖
煤澳洲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可
节省交易费用，如果先买三菱所
持股权再转卖给嘉能可，就要多
交超过3900万美元的双重印花
税；如果不和嘉能可合作，兖煤澳
洲就需要34亿美元融资。

根据协议，嘉能可将承担兖
煤澳洲就收购交易向力拓支付的

五年中的非或然特许使用权费金
额（即2.4亿美元）的27.9%以及或
然特许使用权费的49%，这等于是
嘉能可愿意按股权比例，承担因
其参与竞价让兖煤澳洲提高的收
购价的部分成本。

合作后，兖煤澳洲将被任命
为中国，包括台湾地区（除特定客
户外），泰国和马来西亚负责猎人
谷合资企业煤炭销售的独家市场
代理，嘉能可将被任命为所有其
他国家和地区负责猎人谷煤矿合
资企业煤炭销售的独家市场代
理，其中包括其最看重的日本市
场。“嘉能可在这些国家的贸易中
具有定价权，兖煤澳洲可搭车受
益，何乐而不为呢。”兖煤澳洲公
司一位内部人士透露。

力拓卖掉“赚钱机
器”是个坑吗

力拓将联合煤炭挂牌出售已
有4年。联合煤炭公司一直保持盈
利，2015年国际煤炭价格跌到低
谷时，这家公司依然能保持税前
利润2.19亿澳元的业绩。那么力
拓为什么要急着脱手这架赚钱机
器呢？

兖煤澳洲公司上述内部人士
称，其实业内人士都很清楚这块
资产的成色。当时很多买家先后
参与了竞买，可是煤炭市场居高
不下，这块资产交易金额在40-50
亿美金，大多数公司因为各种原
因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疾而
终。后来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各大
公司效益及现金流都不好，这块
资产逐渐变得无人问津了。

有人觉得力拓将联合煤炭出
售给兖煤澳洲可能是个坑，这位
内部人士分析，兖煤澳洲入驻澳
大利亚13年，对于力拓也有一定
了解。这其实是力拓整个公司战
略调整的一部分，它的核心资产
是铜和铁矿，非核心的煤炭资产
逐步剥离出售。

2014年嘉能可公司有意收购
联合煤炭时，就带了一批投资者
和分析师去过联合煤炭，表示两
家合并后在人员精简、生产计划、
采购、运输等方面可以产生巨大
的协同效应，有分析师还给出合
并能每年节省税前成本5亿美元
的预测。2015年，嘉能可陷于有可
能被银行提前抽贷的恐惧中，没
有能力出价。

兖煤澳洲于2004年入驻，目
前为澳洲最大独立煤炭上市公
司。上述内部人士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由于前期全部是通过债务

融资进行并购，过高的财务费用
以及美元贷款导致兖煤澳洲连续
4年非经营性亏损，股价一路下
滑。2016年初，公司董事会就确定
了要改变这种情况的战略部署，
考察多个项目后，一致决定收购
联合煤炭公司。

兖州煤业的两轮反击

“自从和力拓接触后，我们面
临最大困难就是融资，相对以前
40-50亿美金，23.5亿美金（或24.5
亿美元）的交易额已经下降太多，
我们也担心这些钱能否融来。”这
位内部人士透露，为此，双方在签
订协议时约定，交易对手仍可接
受更有吸引力的协议。这也就是
说，如果融资配股不成功，则可终
止买卖协议，保证股东利益最大
化，向力拓赔付2350万美金的违
约款即可。相对于二十多亿美元
的收购金额，二千多万违约金着
实不算多。

就是这个原本是兖煤澳洲给
自己留条后路的条款，让嘉能可
有了可乘之机。

此前，兖煤澳洲与力拓的谈
判一直非常顺利。不论是兖州煤
业还是兖煤澳洲公司，都没想到
有人在最后关头插足。在嘉能可
老板赴济南与兖州煤业董事长洽
谈不欢而散后，后两轮竞价轮番
上演。不过，此时兖煤澳洲已经有
了心理准备。

正是因为兖煤澳洲入手时机
是大宗商品价格低谷期，嘉能可
才想以提高收购价来参与竞争。
据力拓官网披露，嘉能可于6月9
日、6月23日两次竞价，报价从25.5
亿美元再次提至26.75亿美元，有
人已经在脸书上提前欢呼“胜利”
了。

兖州煤业的反击开始了。
6月20日，兖州煤业针对嘉

能可25 . 5亿美元的竞价作出
第一次反击：原定收购价格
24 . 5亿美元保持不变，改变原
来定的“首付19 . 5亿美元，剩
余5亿美元分期五年支付”的方
式，声明一次性支付24 . 5亿美
元。其次，兖州煤业控股股东兖
矿集团签署财务保证函，无条
件且不可撤销地向卖方保证，
若兖煤澳洲无法集资至少21亿
美元，兖矿集团将确保兖煤澳
洲获得足够资金完成这项买
卖。为此，兖矿集团（或其关联
方）将存放1亿美元于卖方所指
定的银行账户中作为保证金。

（下转A11版）

这是鲁企走出去系列
报道第三篇。兖州煤业海
外子公司兖煤澳洲24 . 5亿
美元收购力拓联合煤炭
后，又决定和竞争对手嘉
能可公司合作开发联合煤
炭下属的猎人谷煤矿。一
个持续一年多的收购案为
什么收官时杀出个“搅局
者”？竞争对手为什么能变
成合作伙伴？此次收购过
程中，兖煤澳洲和几家国
际矿业巨头斗智斗勇，国
资公司在国际并购中不再
胆怯，尝试进行“花样游
泳”。这场堪称样本的跨国
收购案告诉国内企业，既
然走出了国门，就要敢于
与狼共舞。

图为兖煤澳洲采场。这家兖州煤业的海外子公司在澳洲发展13年，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公司，所以才会见招拆招，机智应对嘉能可的各种出击。

国资公司与国际矿业巨头如何“从对手变队友”

兖兖州州煤煤业业与与嘉嘉能能可可的的快快意意恩恩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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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兖煤澳洲与嘉能可

签订合作协议后的酒会上。

对手变朋友，对这样的结局，

双方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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