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滑（2009年之后

首次低于7%）引起了恐慌，亚洲并

购市场却势头不减。2015年交易总

额高达9840亿美元，其中北亚区的表

现尤为活跃。北亚区由中国大陆、香

港、澳门、韩国、日本、蒙古和台湾

组成，占2015年亚洲并购交易总量的

67%和交易总额的80%。

由于低息贷款持续得到供应，同时企

业为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环境中生存

下来也需提升运营效率和协同作用， 

这些因素推动了北亚区并购活动势头

不断加强，从2012年起一直呈上升趋

势。2015年，交易总额和交易总量的

同比增幅分别为58%和10%。

不过，由于中国股市动荡和投机者对

中国市场过度膨胀的担忧，外资在华

并购交易量同比下降了31%，交易额

则下降了42%。外资撤出的原因亦是

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间接损害亚

洲邻近新兴市场。然而，一系列自由

贸易协定的签署（如澳大利亚的若干

北亚自由贸易协定和中韩自由贸易协

定）将令整个北亚区迈入新时代：区

内各国为促进贸易而加强双边与多边

政府合作，而这也是一个公认的并购

活动增长信号。

中国：向可持续发展转型

经济增速放缓至今几乎未对中国并购

市场产生影响。2015年共达成1776宗
交易，比2012年的745宗增加了一倍

多。交易额连续第五年上涨，从2014
年的3480亿美元增加到4869亿美元。

中国正在继续从严重依赖工业的出口

型经济向以增值服务和技术为导向的

消费型经济转变，因此对希望拓展当

地市场和客户群的海外公司而言仍然

具有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

在逐渐转向以消费为导向，新的增长

引擎必然也将随之出现。

中国仍然是北亚区主要的外资并购目

的地，但它在2015年只达成了90宗
交易，而2014年这一数字是146宗。

尽管政府大力鼓励外商投资，最近的

市场波动和经济放缓却造成了外商直

接投资下降。中国政府的反腐运动可

能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它开始影响到

了外国公司。对监管风险的担忧和规

避此类风险方面的不透明性可能会让

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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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剥离资产风潮

作为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的

需求下降对日本制造商的打击尤其沉

重，同时也令日本总出口在10月出现

了一年多以来的首次收缩。此外，日

本经济在2015年第三季度陷入了五年

中的第四轮技术性衰退。 

由于国内经济条件恶化，再加上老龄

化和人口萎缩，日本公司为寻求新增

长市场展开了大规模的跨境收购行

动。日企境外并购交易额从2014年的

533亿美元飙升至890亿美元。根据首

相安倍晋三实施的安倍经济学“第三

支箭”之结构改革，现金流充裕的日

本公司不得不为股东寻求投资机会。 

就外资并购而言，最近日元大幅下跌

令日本公司更具吸引力，它们往往拥

有良好的基础、能提升形象的国际知

名品牌和技术领域的高效精准生产能

力。作为并购目标，这令它们对渴望

获得知识产权和运营技巧的外国投资

者而言极具吸引力。

为了向股东返利，日本公司目前的流

行做法是剥离非核心或表现不佳的业

务和资产，这亦可能会促进外资和

本土并购。随着这些剥离资产进入市

场，本土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和境外

跨国公司将迎来重大和连续不断的机

遇，尤其是日本新制订的公司管理法

规预示着国内商业环境将变得更公

平、更透明。

韩国：换代变革

2015年韩国并购表现强势，交易额从

2014年的770亿美元升至870亿美元，

交易量则从2014年的331宗交易升至

356宗。本土并购市场受到三星和SK
集团等大型韩国公司的推动：它们纷

纷调整商业资产组合，而由家族控制

的韩国财阀公司在管理层换代过程中

开始追求更精简的运营模式，包括剥

离非核心资产。

中国经济放缓亦令韩国受到影响，因

为中韩贸易约占韩国贸易量四分之

一。出口疲软令公司收入下降，再加

上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加剧，随着目

前陷入困境的行业开始整合，这些因

素有望令并购活动增强。

香港：私募股权新机遇

香港并购活动连续第四年增长。交易

额猛涨三倍，从2014年的403亿美元

升至1410亿美元。

同样，香港有望保持自己在股市融

资领域的声望，尽管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大陆股市动荡对它造成了一些影

响。2015年，香港凭借近303亿美元

的新股融资总额超越纽约，成为全球

IPO首选地之一。

寻求在香港证交所上市的公司大都来

自中国大陆，沪港通机制试点对此功

不可没。2015年，香港证交所完成了

多宗令世人瞩目的上市，包括由私募

股权公司华平参与投资、融资9310亿
美元的中国家居商场运营商红星美凯

龙IPO。

韩国

日本

香港

台湾

澳门

中国大陆

图例

2014    331    $76,865
2015    356     $87,265 

2014    391    $32,163 
2015    395     $61,599 

2014    37  $3,208 
2015    60  $13,426 

2014    155    $40,328 
2015    196    $140,829 

2014    1,415     $348,280 
2015    1,776     $486,927 

年份   交易量    交易额（美元：百万） 
2014    1     $15 
2015    2     $68  

2014    5     $149 
2015    4     $2,141

蒙古

北亚区并购交易流动（本土和跨境）

 $61.5 

 $140.0

$2.1 
 $0.1 

 $87.2 
 $13.4

 $486.9 

2015年北亚区并购交易总额 

(美元：10亿)

2015年，香港凭借近300亿美元的新股融资总额超越纽约，成为
全球IPO首选地之一。

 日本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蒙古  韩国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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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宏观驱动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封闭的IPO市
场和较低的估值，对拥有适当风险预测的境内投资
者而言，中国仍然具有收购潜力。为了交易结果最
大化，投资者需要将目光越过诱人的估值，把重点
放在全面的尽职调查计划之上。

专
访

北亚区并购：中国境外收购

中信证券执行董事兼国际并购主管

Michael Buckley 畅谈北亚区投资趋势和

势头愈发强劲的中国境外收购潮。

中国经济放缓似乎并未对北亚区并购市场造成负面

影响。影响中国并购市场的最大变化有哪些?
影响区域市场的最明显变化之一是中国经济正在从

工业和制造密集型转变为消费和消费者服务主导

型。这一点反映在了境外并购上，它直到最近都以

中国国有企业收购能源资产为主。商品市场疲软

造成了能源业交易不断减少，但这一趋势被消费品

业、TMT业和其他服务相关行业的收购所弥补。

中国公司在寻求境外收购方面颇为强势。它们的目

标是先进经济体内拥有高价值品牌信誉和最佳运营

模式的公司——这些是它们能够运用在国内市场的

有形和无形资产，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海外市场增长

的国际化战略一部分。这些公司在境外收购的过程

中迅速学习成长，将并购作为获取先进技术、经销

渠道和催化市场扩张的快捷途径。

谁是推动中国境外收购潮的主要参与者?
我们在五年前第一次看到境外收购活动开始变得活

跃，当时中国的境外投资由国有企业主导。不过，

如今中国私营公司也开始探索海外市场。根据毕马

威最近的调查，2010年国有企业占这些境外交易总

额的90%。如今，比例开始变得均衡，私营企业占

到了这些总额的41%。 

中国私募股权公司也开始更积极地进入境外并购市

场。尽管往年它们的重点是上市前期投资或多重套

利退出，但现在也开始对走向海外的中国公司进行

完整战略投资。这些公司大都进行的是少数股权投

资，不过，它们也在变得更为成熟，偶有收购行为

出现。

在国内和境外交易层面上，监管和融资环境的哪些

变化鼓励了中国并购市场发展?
中国实施的监管改革让境外收购审批程序增加了

透明度，障碍也得以清除。2014年，政府将境外

投资审批门槛从3亿美元提高到10亿美元，而且现

在只有触及国防或国家利益敏感问题的行业才需

要审批。政府不再担任守门员的角色，而是更像

推动者。  

在融资方面，中国的银行被鼓励向从事境外并购的

公司提供贷款。中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息贷款，

从而更好地为这些交易融资，并进一步推动明年的

境外并购潮。

中国公司在走向海外时会遇到哪些挑战?
这些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币值波动。政府在

2015年下半年决定让人民币贬值，这让中国公司在

某些地区实施收购的代价变得更高。反之，一旦这

些公司完成收购，目标公司的净收益会带来比以前

更多的人民币现金流入。

其他宏观经济问题也会对境外收购潮产生影响——

尽管这种影响有限，但中国公司面临的最大障碍将

是它们对国际并购的整体犹豫不决和风险厌恶。它

们将难以接受拍卖程序，而是更喜欢双边谈判，直

到它们变得更成熟并完成高调收购，发展出最佳模

式让其他中国公司遵循。

市场波动已经造成了外国资本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市

场外逃。它们会在2016年回归吗?
中国资产估值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大幅下跌，而中

国股市在去年6月遭遇暴跌，并在2015年下半年大

多数时间持续低迷。这些负面事件的确打击了股民

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但我不认为这足以对境内投资

活动造成重大趋势性影响。相反地，考虑到宏观驱

动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封闭的IPO市场和较低的

估值，对拥有适当风险预测的外国投资者而言，中

国公司仍然具有收购潜力。

为了交易结果最大化，投资者在关注估值的同

时，还要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有时账户可能是

不完整的，甚至是伪造的，而某些审计人员的工

作结果已经证明是可疑的。为了减少风险和保证

交易的合法性，投资者必须一开始就谨慎对待并

聘请金融、法律和商业方面的独立尽职调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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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焦点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令陷入困境的行业

加快了整合步伐。工业并购交易活跃

度最高，占2015年交易总量的25%，

科技、媒体和电信（TMT）行业紧随

其后，占22%，而消费品业占10%。 

公司纷纷计划扩张，并从中国经济再

平衡中获益。

就交易额而言，不同行业的分布更为

均衡，TMT行业占19%，消费品业和

工业及化工业各占13%。

随着中国不断膨胀的中产阶级将越多

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消费品，行业

巨头可能会在收购的道路上继续前

进。促进消费品行业并购交易的因素

可能包括零售链向电子商务的转变、

成熟产品种类的整合（如饮料）以及

科技公司的前瞻性合并，因为行业巨

头希望将智能元素注入日常消费品。

在国内经济放缓的环境下，工业和制

造业公司亦可能将并购作为刺激增长

的手段。尽管工资成本在上涨，但中

国仍然是“世界工厂”。同时，工业

正处在巨变边缘，因为像通用电气这

样的国际行业引领者正在探索和科技

的结合，朝着它构想的“工业互联

网”迈进——那将是一个融合了各种 

新兴科技, 如大数据和分析学, 的数

字化行业。

私募股权：医疗与科技

在经过一年的强势退出之后，私募股

权公司正在向投资者返还资本、筹集

新资金并准备投资。2015年共有181
宗并购交易，低于2014年的213宗。

但并购总额达到了624亿美元，高于

2014年的510亿美元。

2016年，私募股权并购可能会集中于

医疗业和科技业，因为私募股权公司

希望利用这两个行业内公司不断增长

的价值。医疗业和科技业是2015年全

球并购市场的两大热点，出现了多宗

令世人瞩目的大交易，如制药巨头辉

瑞和艾尔建合并，以及科技业历史上

最大的收购案——戴尔耗资670亿美

元收购EMC Corp.。

由于北亚区面临着人口转变带来的需

求，私募股权公司已经开始在医疗业

摩拳擦掌，将投资目标定为那些预见

到了亚洲人口老龄化或人口增长需求

的公司，后者跟重大政策变化有关，

如中国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同样

地，科技业的焦点是那些跟医学技术

进步和创新有关的医疗公司，以及多

元化的跨行业技术，如金融业和消费

品业。这两个行业都在经历颠覆性技

术的高速发展与整合，如移动通信、

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

2016年展望

由于贷款利息和利率持续走低，以

及对运营效率和收入增长的需求，

并购活动在这一年可能会保持、甚

至加强当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

的结构调整将推动这一趋势：行业

整合会促进国内并购活动，而中国

公司也将进行更多境外收购。同

样，随着商业领头羊积极地将重点

放在发展之上，日本的跨境并购也

会产生更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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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

如无特别说明，本电子报登载的所有交易细节和并购数字均为
Mergermarket独家数据。并购数字可能包括Mergermarket官方纳入
标准之外的交易。如无特别说明，所有经济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所有$符号均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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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9号
环球大厦5楼

+852 2536 2288
info@datasite.com
www.data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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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年中国经济开局不利并对北

亚区及全球造成了影响，但对价值

的追求将对并购市场非常有利。尤

其重要的是，公司将在这一年利用

并购来实现业务转型，以应对全球

化带来的挑战。

由于舍入，数字相加可能不等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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