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大游戏、如家酒店集团和奇虎：与开曼群岛法定合并制度
相关的最新判例法

开曼群岛大法院 (Grand Court) 作出了三份与《公司法》(Companies Law) 第 238 条

规定的法定合并制度相关的裁决；这类合并通常是由开曼群岛上市公司私有化所引起。第 

238 条规定，对于向反对收购的股东强制购买的股票，法院须确定此等股票的“公允价

值”。三起案件中，作为异议股东的投资人均相同。 

最重要的是，自开曼群岛于 2009 年引入收购制度以来，Segal 法官就盛大游戏有限

公司案所作出的判决 是开曼群岛就估值争议所作出的第二份判决。简言之，法院认同 

Integra 案中 Jones 法官及特拉华州法律所采纳的方法，即“公允价值”应以公司持续

经营为前提，且少数股份不折价。 该判决也涉及诸多估值方法的技术问题；该领域的专

家会很感兴趣。  

法院还作出两份中间判决：如家酒店集团 一案，涉及在公允价值案件中双方的开示义

务；以及奇虎 一案，涉及异议股东是否有权在其股份价格得以最终确定前获得暂时支

付。 

背景事实

盛大游戏有限公司（简称“盛大”）是一家经营中国网游业务的开曼群岛公司；其业务规

模达数十亿美元。盛大发行了普通股和“美国存托股票”；美国存托股票在纳斯达克上

市。2016 年，盛大管理层通过“先收购，后退市”的方式进行管理层收购，将盛大私有

化。该收购经持股 99.03% 的盛大股东批准；收购价格为每股美国存托股票 7.10 美元。

根据第 238 条规定的制度，合计持股 0.07% 的异议股东（简称“异议人”）被强制以公

允价值出售股票。盛大按照每股收购价格进行了暂时支付；但双方对公允价值的价格存在

争议。

诉讼

收购发生后，针对双方就盛大因法定合并异议人股份而应支付的公允价值所存在的争议，

盛大和异议人于当年发生了诉讼。盛大主张按照每股美国存托股票 9.56 美元的价格付款

（后于庭审中变更为 10.84 美元），而异议人主张盛大按照每股美国存托股票 27.16 美

元的价格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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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通过专家证据支持其主张；盛大专家是一名统计学教授，异议人则委托了一名专门

从事估值的会计师。在很多方面（概要见下文），专家证据极为重要。但是，法院在使用

此等证据前，须先解决一个法律原则问题。

与“少数股票不折价”这一法律原则相关的裁决 

法院须决定盛大就异议人股份应付的价格是否应适用少数股票折价。盛大主张应适用少数

股票折价；但在 Integra 案中，法院所采纳的方法与此相反，这种做法也符合特拉华州

和加拿大判例法。盛大辩称：(i) 在 Integra 案中，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少数股票不折

价”规则，因此法院未曾审理与该问题相关的法律陈述；以及 (ii) 负责全面收购和小股

东歧视事务的英国当局适用的是“少数股票折价”规则，英国当局因此颇受好评。法院未

采纳此等辩论意见，并确认应适用“少数股票不折价”规则。相反，法院须以持续经营为

前提确定公司在发生合并前的公允价值，并将此等价值中异议人按照其股份比例所享有的

部分判给异议人。为此，法院会重新评估公允价值，而不会参考收购价格。

与估值方法问题相关的裁决

虽然第 238 条并未明确任何特定的估值方法，双方专家均认为应按照现金流折现模型对盛

大进行估值。但是，在与该模型使用方法相关的诸多细节问题上，双方专家存在分歧。许

多争议点与估值技术问题相关（概要见下文）。  

但是，该裁决最重要的意义是确认法院应对专家证据进行细致的法庭审查，并应通过交叉

询问和法律陈述的形式对专家证据进行全面验证。当事人对专家的选择，以及专家分析的

严谨程度对其胜诉极为重要。在盛大案中，总体而言异议人专家的分析逻辑更加清楚、论

证更加前后一致；而盛大专家在庭审过程中有几次变更了其自身意见。诉讼过程中，异议

人专家还向盛大提出了诸多细节性问题，盛大对有些问题的回复无法令人满意。这导致法

院在庭审中作出对盛大不利的推断。

盛大案所考虑的主要估值问题是：

• 折旧：公司资产的折旧估计须基于现实且合理的假设；此等假设应具有适当的合理

性。本案中，盛大专家将折旧率与公司的预计收入相关联，而不是直接将其与长期内

预计资本性支出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减损相关联；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 公司内部估值日后、合并估值日前交易的影响：适当的做法是，在估值时将与公司于

估值日前任何时点所发生的任何交易相关的信息纳入考量。本案中，异议人专家将部

分盛大产品于估值日之前所取得的令人意外的成功（公司此前曾就此作出较为悲观的

财务预测）纳入了考量；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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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还是三个估值阶段？现金流折现模型将增长预测纳入考量；通常，增长会逐渐放

缓。在某些案件中，对于应基于两个还是三个阶段进行预测，可能存在争议；这会影

响估值。通常，如果基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模型作出的增长预测差异很大，那么需

要基于三阶段模型进行增长预测。这适用于盛大案；因此法院采纳了异议人专家所采

用的三阶段模型。

• 贝塔值：对于“贝塔值”（即与市场相比，公司的实际或预计业绩）的计算，法院将

多个与特定事实相关的事项纳入了考量。但是，法院也将某些与基本原则相关的问

题纳入了考量，即计算贝塔值所使用的数据不得“过期”，还应信赖“同等群体”的

贝塔值（如情况表明这种做法有益）。法院需要考虑公司自身贝塔值的可靠性和“同

等群体”的可比性，以就该问题得出结论。盛大案中，法院采纳了异议人专家“同等

群组数据有益”的观点。进一步而言，如果双方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均无法确定，法院

可能会对双方专家所建议的贝塔值予以“折中”处理。盛大案中法院就采用了这种做

法；法院认为盛大的贝塔值应为双方专家所主张的数字的中间值。

结论  

虽然对相关估值技术进行了仔细考量，对于盛大就异议人股份所应支付的实际价格，法院

并未得出结论；法院以双方目前应达成一致为由，要求双方及其专家重新论证某些事项。

但总体而言，异议人占上风，异议人所收到的价格预计会远高于收购价格。

为了在适用第 238 条时确定公司股份公允价值，本案探讨了双方开示义务的必要范围。

如家酒店集团（简称“如家”）根据《公司法》第 238(9) 条的规定提出了呈请，请求法

院就本案举行指示聆讯会，以确定开示和查阅文件的程序。 

双方的主要争议是针对开示程序。虽然如家就通过电子数据室进行开示所提出的异议并未

得到法院支持，如家辩称，应适用与开示相关的一般原则和做法，且目前并非异议人请求

披露某些文件的适当时机（构成特定披露申请）。异议人辩称，在不妨碍如家履行披露与

公允价值相关的所有文件的义务的前提下，令状应明确如家具体应将哪些相关类别的文件

上传至数据室。

对于第 238 条案件的相关原则和问题，Mangatal 法官从 Integra 案中的指示获得了启

发；尽管 Integra 案的指示不能被视为“先例”，因为评估公允价值需严格基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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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支持了异议人，因此强制开示令中包括了某些特定的文件供申请人获得；并且法院认

为，专家和法院应审查所有相关的文件和信息（而不限于通过公开渠道可获得的信息）。

法院拒绝根据《大法院规则》(the Grand Court Rules) 第 24 条签发标准令状要求双方

均进行开示，因为要求异议人开示并不符合第 238 条的目的。

 

异议人建议将任何一方专家认为必要的附加文件和信息上传至数据室，对此法院表示支

持；专家可持续要求上传附加信息，但应附截止时点。法院还认为，根据“被强制披露文

件的一方无须翻译每一份外文文件”的、已长久确定的原则，仅当文件的英文译文可获得

的情况下，该方才须提供英文译文。拟依赖此等文件的一方应翻译此等文件。

该案考量的是异议人是否有权在第 238 条诉讼中获得暂时支付，或者说，第 238 条规定

是否是一项独立、自足的成文法，从而不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判予任何暂时支付方

面的重叠救济。

奇虎 360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奇虎”）是一家开曼群岛公司；其已宣布与多家公司合

并。持有奇虎 329,097 股股票的异议人反对该项合并，并申请法院发布命令，要求奇虎

就呈请人已向法院支付的 9,200 万美元进行暂时支付。 

异议人申请暂时支付“【法院】认为合理的款项”是依据《大法院规则》第 29 条第 10 

款；异议人认为，法院应裁决奇虎就 9,200 万美元进行全额暂时支付。 

奇虎辩称，第 238 条并未允许暂时支付。相反，奇虎认为第 238 条呈请方面的规定构成

一项独立、自足的制定法，其不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大法院规则》第 29 条

判予暂时支付的重叠性救济。进一步而言，奇虎辩称，暂时支付仅适用于《大法院规则》

第 29 条第 10(3)(a) 款所述情形，即原告享有债权或者有权获得赔偿金或其他款项，但

异议人仅享有获得其股份的公允价值的权利（此等公允价值应通过第 238 条程序由双方

达成一致或进行确定）。

Quin 法官不同意奇虎的意见；他认为法院在第 238 条诉讼中确定的公允价值（并附带“

按照合理利率……”计算的利息）是原告须向异议股东支付的“其他款项”，从而符合《

大法院规则》第 29 条第 9 款“暂时支付”的解释。进一步而言，根据《大法院规则》

第 29 条第 18 款，第 238 条诉讼构成“不通过令状进行的程序，即一方请求法院发布

命令，要求另一方进行暂时支付”；因此《大法院规则》第 29 条第 9 款至第 18 款适

用于此等诉讼。 

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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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 法官认为，奇虎已根据《大法院规则》第 22 条向法院缴纳了 9,200 万美元，根据

《大法院规则》第 29 条第 12 款，异议人将获得“要求【呈请人】支付大额款项的判

决”。法院判决异议人有权获得 16,892,549.01 美元；此等款项是呈请人自述的此等股

份的公允价值（此等公允价值是基于每股 51.33 美元的合并价格得出）。

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Quin 法官发现异议人能够“有力地”依赖 Jones 法官在 Integra 

案中所作说明，该说明提及呈请人已长时间使用异议人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支付

可以对此提供补救。

1 即 Blackwell Partners、Crown Managed Accounts 和 Maso Capital Investments 等实体。

2 盛大游戏有限公司案（未发布，2017 年 4 月 25日）。

3 Integra Group 案（未发布，2015 年 8 月 28 日）

4 如家酒店集团诉 Maso Capital Investments Limited 等（未发布，2017 年 2 月 7 日）。

5 Blackwell Partners LLC–A 系列等诉奇虎 360 科技有限公司（未发布，2017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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