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将以约 610 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 VMware
推进博通建立世界领先的基础架构技术公司战略，在收购成熟的关键任务平台方面拥有良好的记
录
将以工程为先和以创新为核的文化相结合
博通软件集团将重塑品牌，并以 VMware 的名义运营
作为博通的一部分，新 VMware 将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以应对最复杂的 IT
基础架构挑战
提升博通的软件规模和增长机会，其预计营收超过 400 亿美元，其中包括 49% 的软件收入
博通的目标是在交易结束后三年内通过收购增加约 85 亿美元的预计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博通将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东部时间上午 8:00 举行电话会议

中国北京，2022 年 5 月 26 日—— 今天，设计、开发和提供半导体和基础架构软件解决方案的全
球技术领导者博通（NASDAQ: AVGO）和全球领先的企业软件创新者 VMware（NYSE: VMW）
正式公布了一项协议，博通将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收购 VMware 所有流通股。根据 2022 年 5 月
25 日博通普通股票的收盘价，VMware 价值约达 610 亿美元。此外，博通将承担 80 亿美元的
VMware 净债务。
VMware 是面向所有应用程序的领先多云服务提供商，它开创了虚拟化技术，这项创新积极地改
变了基于 x86 服务器的计算。 VMware 随后创建了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并在虚拟化网络和存储方
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随后发展成为混合云和数字工作空间的领导者。 如今，VMware 的多云产品
组合涵盖应用现代化、云管理、云基础架构、网络、安全和任何地方的工作空间，形成了一个灵
活一致的数字基础，支持各行业的头部企业构建、运行、管理、连接和保护其最重要且复杂的工
作负载，为其客户带来利益。
博通软件集团将在收购完成后重塑品牌，并以 VMware 的名义运营，将博通现有的基础架构和安
全软件解决方案加入 VMware 多云产品组合中。
通过将博通的软件组合与 VMware 的领先平台相结合，合并后的公司将为企业客户提供一个更多
元化的关键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平台，满足客户加速创新和更加复杂的信息技术基础架构需求。合

并后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包括所有行业领导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支持其在多样化的
分布式环境中大规模地构建、运行、管理、连接和保护所有应用，无论其运行在从数据中心、任
意云到边缘计算的任何位置。合并后的公司将继续关注技术创新和重大研发项目，为客户和合作
伙伴提供更加客观的收益。
博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福阳表示：“在我们成功并购的良好记录基础上，此次收购将我们领先
的半导体和基础架构软件业务与企业软件领域的领先创新者结合起来，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作为
一家领先的基础架构技术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什么。我们期待着 VMware 的优秀团队加入博通，
进一步培养共同的创新文化，并为我们的联合利益相关者（包括双方股东）带来更多价值。”
VMware 首席执行官 Raghu Raghuram 表示： “VMware 在过去 24 年里一直在重塑 IT 格局，帮
助我们的客户成为数字化企业。我们代表创新，并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客户及其最重要的业务
运营事项。现在，我们将通过成为博通的新软件平台，来扩展我们对卓越服务和创新的承诺。将
我们的资产和才华横溢的团队与博通现有的企业软件组合（均以 VMware 品牌命名）相结合，打
造卓越的企业软件公司。我们将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价值和创新，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日益
复杂的多云时代蓬勃发展。”
博通软件集团总裁 Tom Krause 表示：“VMware 长期以来一直因其在企业软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
倍受认可，通过此次交易，我们将为全球客户提供下一代基础架构软件。VMware 的平台和博通
的基础架构软件解决方案可满足不同但重要的企业需求，公司合并后将能够更有效且安全地为客
户提供服务。我们非常尊重 VMware 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和创新记录，期待两个企业合并。”
VMware 董事会主席 Michael Dell 表示： “与博通一起，VMware 将更好地为更多全球最大型企业
提供有价值的创新解决方案。这对 VMware 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它为我们的股东和员工
提供了见证公司发展的机会。”
交易完成后的三年内，预计将增加约 85 亿美元的预计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根据双方公司
2021 财年的预估，软件收入预计将占博通总收入的约 49%。

交易详情和完成路径
根据双方董事会一致通过的协议条款，VMware 股东将可选择以每股 142.50 美元现金或 0.2520
股博通普通股换取每股 VMware 股票。股东的选择将受到比例限制，即约 50% 的 VMware 股份
被交换为现金对价，另外 50% 则被交换为博通普通股。按照 2022 年 5 月 25 日收盘价，每股博

通普通股 138.23 美元的总对价比 VMware 普通股 在 2022 年 5 月 20 日，即媒体对潜在交易进行
猜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溢价 44%，比 VMware 未受影响的 30 天成交量加权平均价格
(VWAP) 溢价 32%。交易完成后，根据双方公司截至本协议日期的已发行股份，博通现有股东将
拥有完全稀释后约 88% 的股份，而 VMware 现有股东将拥有合并后公司约 12% 的股份。
分别拥有 VMware 40.2% 和 10% 的流通股的 Michael Dell 和 Silver Lake（银湖资本）已签署支
持协议，只要 VMware 董事会继续推荐与博通的拟议交易，他们就会投票支持这项交易。
在该交易中，博通从一个银行财团获得了 320 亿美元的新的债务融资承诺。
博通预计将维持现有的股息政策，即向股东提供上一财年 50% 的自由现金流。得益于其强劲的现
金流产生能力和快速去杠杆化意图，博通预计将维持其投资级评级。
此项交易预计将于博通 2023 财年内完成，但需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并满足其他惯例成交条件，
包括 VMware 股东的批准。
合并协议规定了“竞购”条款，根据该条款，VMware 及其董事会可在协议最终执行日期后的 40
天内积极征求、接收、评估、并与可能提供替代提案的各方进行谈判，有效期至美国太平洋时间
2022 年 7 月 5 日晚 11 点 59 分。上述过程无法确保产生更佳提案。 VMware 无意披露关于该过
程的任何进展，除非且其董事会就任何潜在的优势提案做出决定。

博通 2022 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和第三季度业绩展望
在今日发布的另一份新闻稿中，博通公布了其截至 2022 年 5 月 1 日的 2022 财年第二季度财报，
并提供了第三季度业绩展望。
博通董事会还授权批准了一项新的股票回购计划，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回购多达 100 亿美元
的普通股。这项新的股票回购授权是对 2021 年 12 月股票回购计划的补充，根据该计划，博通会
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回购当前剩余的 30 亿美元普通股。新的股票回购将通过多种方式进
行，包括公开市场或私下协商购买。回购股份的时间和数量将取决于股票价格、业务和市场状况、
公司和监管要求、替代投资机会、收购机会和其他因素。
博通没有义务回购任何特定数量的普通股，并且股票回购计划可能随时暂停或终止。

###

关于博通
博通（NASDAQ: AVGO）是设计、开发和提供半导体和基础架构软件解决方案的全球技术领导者。
博通领先的产品组合面向包括数据中心、网络、企业软件、宽带、无线、存储和工业市场在内的关键
市场。 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数据中心网络和存储、企业、大型机和网络安全软件，专注于自动化、监
控和安全、智能手机组件、电信和工厂自动化。 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https://www.broadcom.com 。

关于 VMware
VMware 是为所有应用程序提供多云服务的领先供应商，通过企业控制实现数字创新。作为加速创新
的可靠基础，VMware 软件为企业提供构建未来所需的灵活性和选择。VMware 总部设在加州帕洛阿
尔托。VMware 致力于通过公司的 2030 年议程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更多信息，敬请访问公司官网：
https://www.vmware.com/company.html。欢迎访问 VMware 中国今日头条主页，了解实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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