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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跨国并购：理论基础 

 跨国并购的含义 

 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 

 二、跨国并购：中国实践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四、文献讲解和课后阅读文献 



一、跨国并购：理论基础 
——1 跨国并购含义 

 并购（Merger & Acquisition） 

 兼并（Merger）：两家或者更多的独立的企业、

公司合并成一家企业，包括吸收兼并和创立兼并。 

 吸收兼并：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合并中，其

中一家公司因吸收了其他公司而成为存续公司的合

并形式。 A+B=A（B） 

 创立兼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通过合并同

时消失，而在新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公司。

A+B=C 

 



收购 

 收购(Acquisition) ：一家公司用现金、债券或股

票购买另一家公司的股票或资产以获得对该公司实

际控制权的行为 。 

 资产收购：买方企业收购卖方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

产，使之成为买方的一部分。 

 股份收购：买方企业直接或间接购买卖方的部分或

全部股票的行为。  

 



跨国并购含义 

 跨国并购（Cross Boa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一国企业依据法律程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以取

得东道国某企业部分或全部所有权的形式将另一国企业纳入

自己的企业之中或实现对其控制的行为。 

 跨国兼并：外国企业（兼并方）与境内企业（被兼并方）合

并，即兼并方取得被兼并方的全部资产，继承其全部的债权

和债务。 

 跨国收购：收购境内企业的股权达10%以上，使境内企业的

资产和经营的控制权转移到外国企业。  

 

 



跨国并购的种类 

 横向并购(Horizontal M&A，水平式并购)：两个以

上国家生产或销售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并购

（市场份额、规模经济、垄断） 

 纵向并购(Vertical M&A，垂直式并购）：两个以上

国家处于生产同一或相似产品但又处于不同生产阶段

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原材料供应者、产成品购买者） 

 混合并购(Conglomerate M&A，复合式并购)：两个

以上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多元化） 

 



三种跨国并购方式的比较 



美国企业发展历史上的五次并购浪潮 

 横向并购（1893~1904）：1898~1903达到高潮，基本特

点是同一行业的小企业合并为一个或几个大企业，形成了

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并购案件约2864起，涉及金额63亿

美元。 

 纵向并购（1915~1929）：1928年达到高潮，并购形式多

样化，除工业部门外，其他产业也发生并购行为，有至少

2750家公用事业单位、1060家银行和10520家零售商进行

并购，集中在汽车制造业、石油工业、冶金以及食品工业。 

 混合并购（1954~1969）：60年代后期形成高潮，把不同

性质产品的企业联合起来的混合并购案例激增，产生了诸

多巨型和超巨型的跨行业公司。在1960~1970年间，并购

2500起，被并购企业2万多家。 

 



美国企业发展历史上的五次并购浪潮 

 融资并购（1975~1991）：1985年达到高潮，特

点是大量公开上市公司被并购，还出现了负债兼并

方式和重组并购方式。在高潮期间，兼并事件达

3000多起，并购涉及金额3358亿元。兼并范围广

泛。 

 跨国并购（1994~现在）：其背景是世界经济全球

一体化大趋势迫使公司扩大规模和联合行动，以增

强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对兼并和垄断的限制有所

松动；资本市场上融资的方法、渠道多样化，为并

购融资提供支持。 

 



一、跨国并购：理论基础 
——2 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 

 为什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为什么选择跨国并购而非新建？——企业并购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 Hymer ） 

 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主要观点：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跨国公司具有的垄断优势

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根本原因。 

 市场的不完全性：政府政策干预经济造成的不完全性（关税、

进口限额、其他非关税壁垒等）、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

性 

 垄断优势：知识资产优势（技术、管理、组织技能、销售技

能）和规模经济优势。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内部化理论：（Buckley和Casson） 

 《跨国企业的未来》(1976)和《国际经营论》

(1978)。 

 主要观点：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面临各种市场障

碍。为了克服外部市场障碍或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

缺陷，在不完全市场上实施内部化达到降低生产成

本的目的，当这种内部化跨越国界时就产生了跨国

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 

 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 

 《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 1966年 

 产品的三个周期：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成熟阶段、产品标

准化阶段 

 主要观点：产品具有生命周期，这个周期在不同国家发生

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

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

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

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  

 理论意义：将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和区位因素结合起  

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的选择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specific advantage）：一国企

业拥有的独特的资产或所有权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跨国公司将

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使用而带来的优势。 

 国际区位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跨国公司在投

资区位上所具有的选择优势。 

 继承了Hymer垄断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吸收了Buckley内

部化的观点，增添了区位优势因素。 

 引入了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三个变量因素来对投资

决策进行分析。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 

 价值低估理论 

 协同效应理论 

 战略性资产寻求理论 



市场势力理论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管制不断放宽，各

国市场日益融合成为统一的全球市场，企业面对的

外部竞争也日益激烈。要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

中确立自身优势，必须获取更大的市场势力，而跨

国并购是短期内获取市场势力的最佳途径。通过跨

国并购的实施，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减少行业中竞争

对手，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

力和长期获利能力。 

 



规模经济理论 

 并购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主要包括两方面 

 生产的规模经济，即企业通过并购和生产规模调整能够逐渐

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并购后规模

的扩大也有使企业能够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集中

进行某些产品的生产，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经营的规模经济，企业通过并购能够为细分市场提供更有针

对性的专业化服务，集中足够资源从事研究和开发，并通过

原料与零部件采购的批量化带来费用的节省。 

 



价值低估理论 

 由于东道国股票市场低迷、汇率下降引起目标公司

价值低估，是推动跨国并购的一个重要动因。 

 Vasconcellos和Kish(1998)在《跨国并购：价值低

估假说》一文中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采用1981-

1990年间被外资并购的美国76家企业为样本，并

利用q比率研究价值低估学说对跨国并购的适用性，

结果表明q比率同该企业并购的可能性存在负相关

关系，即q比率越低，企业就越有可能被并购，说

明目标公司价值低估是跨国并购的重要动因。 



协同效应理论 

 管理协同效应：通过并购使收购方的剩余管理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提高目标企业效率。 

 财务协同效应：东道国与母国税收与会计政策的差

异，获得货币收益。如海外税收抵扣政策、允许分

期摊销商誉、子公司利润汇回等政策。 

 经营协同效应：由于规模经济或互补性，并购后会

收益增大或成本减小。例如，A公司擅长营销而不

精于研发，B公司正好相反 



战略性资产寻求理论 

 邓宁在1998年发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一个被忽视的因

素？》中指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最显著的变

化就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的快速增长，其最好证据即是

作为FDI形式的跨国并购的作用不断增强。通过对发达国家

的跨国并购，可以快速获得技术知识、学习经验、管理专

长、组织能力等创造性资产。（联想、吉利） 

 

 

 

 



二、跨国并购：中国实践 

 材料： 

 1、普华永道：《2014年中国地区企业并购回顾与

2015年前瞻》 

 2、案例：联想并购摩托罗拉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1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研究 

 2 作为进入方式的研究 

 跨国并购的决定因素研究 

 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选择研究 

 3 作为动态学习过程的研究 

 4 跨国并购效应的研究 

 跨国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绩效的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绩效的比较研究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1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研究（新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 

 组织学习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要素、产品、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节约市场

交易费用是企业并购活动的唯一动机。 

 Hennartt 和Park（1993）：最早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跨国公司的

新建与并购选择。当跨国公司具有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时，并购投资

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不利于并购进入，如果跨国公司的扩张是在非

相关行业，并购则可以减少投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Buckley和Casson （1998）：利用交易费用这一工具，从东道国宏观

环境、产业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东道国的文

化差异、行业结构、行业进入限制和竞争对手的反应等对合资、跨国

并购等不同市场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 

 深入分析了跨国并购交易过程中各种因素导致的交易费用，提供了一

种分析影响跨国并购决策的有用工具。 



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最小有效生产规模、核心技术

和政府对产业进入的限制，都可能对企业的行业进入形成

产业壁垒。而企业通过并购行业内企业，获得其生产能力、

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行业壁垒，规避政策限制，

从而有效进入。 

 国际市场上跨国公司面临更多的产业进入壁垒和产业进入

政策壁垒（电讯、石油），只能采取并购投资而非新建

（Yip,1982 ）。 

 从以往的研究只关注企业的特征、东道国的环境特征等对

跨国并购的影响进展到从产业层次上提出了产业壁垒也对

跨国并购产生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

替代和难以模仿的资源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

（Barney,1991）。企业资源包括企业的知识资源、惯例和

相关能力。  

 Bresman、Birkinshaw和Nobel（1999）在研究瑞典企业跨

国并购的文章中指出，跨国并购是迅速扩张企业知识基础

的有效手段，跨国并购的关键原因经常是获取目标公司的

知识，并将知识转移到企业的各个部分（课后阅读文献）。  

 Anand 和 Delions(2002) 从资源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出发研

究了资源与跨国并购的关系。他们以1974-1991年间2175

个在美国并购投资的英国、德国和日本企业为样本，考察

了企业上游能力（技术）和下游能力（营销、品牌等）与

企业的并购和新建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 



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的多元化是组织学习的重要方式，经验的多

元化构成了知识，因此经验是组织学习的重要途径 。 

 Barkema 和Vermeulen（1998）最早采用组织学习观点分析跨国并购

选择。他们在研究了荷兰25家企业在1966—1994年间在72个国家的

829次投资行为后发现，跨国并购后形成的多部门组织中，知识的转移

会受到组织内部交流或认知等方面的约束。组织学习的这些特征会影

响跨国并购选择。 

 当跨国公司具有技术、管理等优势时，往往倾向于采用新建的方式转

移这些组织优势。这是因为在并购投资中，由于组织惯性的作用，被

并购企业对于先进技术、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进行抵制，同时文化

差异造成组织学习的障碍，从而增加组织学习的成本。而如果采取新

建的方式，组织学习和知识传递的效率就会高得多。反之，当跨国公

司的技术或管理优势较弱时，则倾向于跨国并购进入。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2 作为进入方式的研究 

 运用资源基础观点、交易成本观点、组织学习观点、
产业组织观点、制度观点等研究： 

 跨国并购规模的决定因素 

 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选择 

 影响因素： 

 企业和产业层面：技术能力、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跨国
公司的国际经验及在东道国经验、投资规模等。 

 国家层面：市场增长率、文化差距、汇率、税率等。 



相关文献 

 Barkema,Vemeulen,1998,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rough start-

up or acquisition: a learning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1. 

 Anne-Wilharzing, 2002, “Acquisitions versus greenfield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of entry  

mod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211-227 

 Eduardo Pablo，2009，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A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62，861-867  

 阎大颖, 新兴市场国家吸引跨国并购的决定因素——从市场化
程度视角的解析，国际贸易问题，2008，2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3 作为动态学习过程的研究 

 目标企业的审查 

 税收、汇率、会计标准、财产估价、业务评估、外
国政府管制等 

 谈判过程 

 确定被并购企业的交付价格。是否支付较高的额外
价款？ 

 整合过程 

 文化整合 

 知识转移 



相关文献 
 Henrik Bresman, Julian Birkinshaw, Robert Nobel,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2009 DECADE AWARD 
WINNING ARTI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Vol.41:5-20. 

 Vaara, Eero; Sarala, Riikka; Stahl, Günter K.; Björkman, Ingmar.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and National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Social Conflic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2, Vol 49: 1-27 

 （2）Reus, Taco H.; Lamont, Bruce T.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cultur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Oct/Nov2009, Vol. 40 :1298-1316 

 Huan Zou; Ghauri, Pervez N, Learning through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China.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Vol. 48:207-226  

 吴先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逆向知识转移，经济管理，

2013,1 

 



三、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 
——4 跨国并购效应的研究 

 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ies)：考察的是发生某一事件前后的
二级市场股价走势，并以此来研究事件是否为股东带来了
股票的累积超常收益 。 

 会计指标研究法(accounting-based measures)：应用财务
数据考察并购前后企业微观绩效的改善。 

 个案研究法(case studies)：深入观察特定并购案例的绩效
动态变化过程来判断公司并购效应。  

 问卷调查法(survey data)：对公司并购事件所涉及的当事
人（特别是公司主管）进行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了解该并
购事件能否创造股东财富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等各种隐性
问题或非量化问题，试图从大样本分析中推出普遍性结论。  



跨国并购效应的主要研究领域 

 跨国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绩效的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绩效的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研究 
 一般结论：目标企业的经营绩效得到改善，收购企业的绩

效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目标企业： 
 Baldwin（1995），加拿大； 

 Chudnovsky & Lopez(2000) ，阿根廷； 

 Uminski(2001)，波兰； 

 Zemplinerova & Jarolin，2001，捷克 

 收购企业： 

 Ravenscraft 和Scherer（1987），美国；  

 Dickerson（1997），英国； 

 Gugler等（2003） ，国别比较研究    



 跨国并购财富效应研究 
 大多认为为目标公司创造了财富效应，收购公司则不明显或为负。 

 Harris和Rravenscraft（1991） 

 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比国内并购的目标企业能获得更大的财富效应。 

 Brealy 等（1998） 

 目标公司获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并购企业的超额收益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  

 Kiymaz 和Mukherjee（2000） 

 对美国目标企业而言，基本上能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
对美国并购企业而言，获得的超额收益则与目标企业所在的国家有关  

 Datta和Puia（1995） 、Eckbo和Thorburn（2000）、
Corhay和Rad(2000)  等发现，并购企业的超额收益不明显。  



 跨国并购财富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并购的特点：并购相关性、目标企业的相对规模、支付

方式等。 

 宏观经济环境：税率、汇率 

 收购企业特点：行业研发密集度、动机（协同效应动

机）、管理者绩效、公司治理结构、国际化经验和并购

经验等 

 目标国特点：目标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性、民族文

化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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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绩效的比较研究 
 Olivier Bertrand，Habib Zitouna，“Domestic versus cross-

border   acquisitions:which impacton the target 

firms’performance”Applied Economics, 2008,40,2221-2238 

 并购未增加法国目标公司的利润率，但是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中跨国

并购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要高于国内并购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Richard Schoenberg , Lee Ming Seow,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Paper presented at the 47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Quebec,Canada,July 2005 

 跨国并购比国内并购的绩效差。并且发现，两者在价值创造的潜力

（知识转移和资源共享）方面无明显差异。但是绩效出现明显差异在

于并购实施方面的差异，如文化、并购整合、并购后高管离职等因素。 



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绩效的比较研究 

 Antonios Georgopoulos，Heinz Gert Preusse,2009,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vs. Greenfield investment: 

A comparative performance analysis in Gree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18: 592-605 

 跨国并购的绩效好于新建投资 



四、文献介绍 

 1、Deng P, Yang M.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 24(1): 157-172.  

 2、（文献综述）Lebedev S, Peng M W, Xie E, et 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and out of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4. on line 

 3、谢洪明, 苏昌静, 任艳艳. 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演进及热点

知识图谱分析. 技术经济, 2014, 33(2): 28-34.  

 4、邵新建, 巫和懋, 肖立晟, 等.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目

标与经营绩效\ 基于 A 股市场的评价. 世界经济, 2012, 5: 81-

95.  

 



 5、吴先明.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逆向知识转移

[J]. 经济管理, 2013 (1): 57-69.  

 6、张建红, 卫新江, 海柯, 等. 决定中国企业海外收

购成败的因素分析[J]. 管理世界, 2010 (3): 97-107.  

 7、吴先明, 苏志文. 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

杆: 动态能力视角[J]. 管理世界, 2014 (4): 146-164.  

 8、顾露露, Reed R.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

吗?[J]. 经济研究, 2011, 7: 116-129.  

 



课后阅读： 

 1. Henrik Bresman, Julian Birkinshaw, Robert Nobel,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national acquisitions （2009 

DECADE AWARD WINNING ARTI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Vol, 41, 5-20. 

 2、Jory S R, Ngo T 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4, 45(9): 1096-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