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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5年的迅猛增长后，随着亚洲区并

购指标走势趋于平缓，亚洲并购市场可能

已终于触顶。截至2016年底，区域内并

购市场共录得交易总值7,320亿美元，较

2015年的9,840亿美元大幅减少26%。交

易总量方面则小幅下降0.3%。在北亚区市

场开始稳步迈向更具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并

趋向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并购指标出现

类似下滑已成为北亚区主要经济体（中国

内地、香港、澳门、韩国、日本、蒙古及

台湾）的一大特征。

外企在北亚区并购： 

投资目的地正在南移？

截至2016年底，外企在北亚区并购指标已

连续两年出现下跌。去年外企在北亚区并

购交易总值仅录得350亿美元（180单），

与上一年410亿美元（190单）的统计值相

比，总值及总量分别减少了15%及5%。

指标回落所反映的当前趋势为：外企在亚

洲的投资目的地正从北亚向南亚转移，外

商投资占比中印度及其相邻经济体所获份

额正在提升。外企在南亚区并购交易总值

已从2015年的143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259
亿美元。虽然目前外企在北亚区投资总额

依然高于南亚区，但这一指标已从350亿
美元减至328亿美元。交易量方面，北亚

区已然落后于南亚区，去年两地区交易总

量分别为132单及142单。

中国内地

虽然2016年中国内地并购市场交易总量和

交易总值同比出现双降，但其依然是推动

北亚区并购增长的驱动力所在（尽管中企

并购交易中境内交易占据多数）。在政府

的主导作用下，一些关键国企的重组项目

持续为中企境内交易提供输出。为响应政

府削减产能、提高中国钢铁和工业竞争力

的政策号召，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已同武汉

钢铁（集团）公司实施合并，交易金额为

87亿美元。

在科技领域，中资移动打车平台运营商 

“滴滴出行”已宣布计划以70亿美元收

购优步中国。此前“滴滴出行”（当时名

为“滴滴打车”）曾于2015年初与另一家

打车服务提供商“快的打车”实施合并。

全球方面，中企境外并购指标再创新

高，2016年共实现交易总值2,080亿美

元，录得交易总量372单，分别增长120%
及19%。这打破了此前于2015年创下的中

企境外并购交易总量（312单）和交易总

值（944亿美元）的纪录。作为目前规模

最大的中企境外收购交易，中国化工集团

公司拟以450亿美元收购瑞士生物科技企

业先正达（Syngenta）一案是期内对统计

值贡献最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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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区并购市场展望：科技融合趋势驱动交易

外企在华并购方面，在中国政府实施新规

以鼓励外资买方进入中国市场，并获益于

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领域的背景下，2015
年以来大幅回调的外企在华并购指标有望

于2017年重现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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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总量

交易总值

工业和化学品业

(706 单)

26%

工业和化学品业

(1,070亿美元)

20%

数字新媒体业 (523 单)

19%

数字新媒体业

(1,090亿美元)

20%

消费品业 (298 单)

11%

金融服务业

(730亿美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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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亚区并购趋势

外企在北亚区并购趋势

外企在北亚区并购交易总值较
2015年同比变化幅度

-15%

-5%
外企在北亚区并购交易总量较

2015年同比变化幅度

蒙古
2015 4 US$2,141

2016 1 US$500

中国内地
2015 1,776 US$486,927

2016 1,678 US$382,260

澳门
2015 2 US$68

2016 3 US$338 香港
2015 187 US$134,650

2016 186 US$27,388

台湾
2015 60 US$13,426

2016 50 US$12,644

日本
2015 395 US$61,599

2016 433 US$62,647

韩国
2015 356 US$87,265

2016 352 US$46,846

年份

图例

交易量 交易额（美元：百万）

2016年北亚区私募收购类交易总值达

592亿美元（226单交易）。

虽然较2015年624亿美元的交易总值出现同比下降，

但交易总量高于2015年的181单。

中国内地交易总值在整个北亚区交易总值的占比为

592亿美元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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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北亚区并购报告：融合与整合 

野村国际(香港) 有限公司(Nomura) 亚洲区

（除日本外）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兼股票

资本市场部总裁凌瀚燊(Marshall Nicholson)
针对本地区的并购趋势分享了自身的观点，并

就如何成功规划交易阐述了独到见解。

2017年北亚区并购市场格局如何？

在全球企业均谋求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的背景下，2017
年北亚区并购市场的主题将是科技融合。随着地区竞

争的日趋激烈，北亚区各行各业的企业均在大力提升

自身竞争力，为此它们正在收购或兼并科技导向型的目

标公司，以期获取保持竞争优势所需的专业知识或知识

产权。

因此，北亚区并购交易的可能并非由转型所驱动，而是

更加趋向于跨行业的科技融合，这可能会导致融资类交

易及金融科技等技术驱动型混合行业内的并购交易增

多。在中国，现面临国内外双重竞争的中企可能会继续

谋求从发达市场收购先进技术以期应用于国内市场。日

本方面，一线日企现寻求开拓海外市场以出口世界级的

技术。

鉴于北亚区的经济基本面通常优于不少其他新兴市场，

本地区投资者在进行并购投资布局时可能会首先考虑

邻国市场。因此，区域内并购可能会成为主流，即北亚

各国企业在邻国市场物色国内市场所需的技术和增长

要素。

中国在北亚区并购交易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但2016年中企境外投资总

值达到近2,000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已开始收紧针对境

外交易的监管审批，但部分此类交易仍有望成功完成，

因为政府重点关注的是涉及大额资金流出的存疑的超大

规模交易。

随着中国推进国内产业结构重组及向价值链上游发展，

在退出最低成本制造的战略过程中，不少行业的竞争均

可能会更趋激烈。目前中国重型产业的格局已变得过于

零散，不少遗留资产和企业如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就将面

临被逐步淘汰，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并购市场已呈

现出由行业整合驱动的趋势。随着中国新兴消费阶层带

来新的机遇及政府去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目前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增速放缓的局面下实现额外的增长，

而这也是全球各国当前同样面临的问题。

当前阻碍交易完成的典型因素有哪些？

当前有三大因素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首先，监管不确

定性及监管风险。这源于交易各方在能否取得相关政府

的必要批准方面存有疑问。买方可能会是报价最高的一

方，但若交易因为保护主义或其他方面的顾虑未能获得

卖方所在国或政府批准，则交易不具可操作性。

第二项因素涉及交易融资方案。这源于交易对价是否能

获得批准及买方能否获取融资。此因素通常不会造成很

大问题，但重要性位列各事项之首。

第三项因素涉及尽职调查。在商业环境呈复杂化态势发

展背景下，能否达成交易的关键在于买方是否信任卖

方，具体涉及运营企业的个人或家族情况以及对交易的

保密程度。

除前述因素外，交易信息泄露可能会导致买方不得不支

付一定溢价。若交易未能迅速完成交割，买方通常会很

担心不敌一家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此外货币汇率变化

也会导致交易充满变数，有鉴于此，交易各方需采取措

施对冲外汇风险。总而言之，交易撮合方需对交易风险

作出预判，并通过遴选合适的交易方、采取对冲措施及

全力排查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交易风险。

尽调筹备阶段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尽调过程中采

用技术手段的关键原因什么？

并购交易中，尽职调查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卖方递交明

晰详实的必要文件及相关材料。为此，使用虚拟数据室

（Virtual Data Rooms）有助潜在买方（尤其在买方并非

总是知悉标的资产信息的情况下）方便获取涉及并购程

序起始阶段的信息。虚拟数据室可通过网络访问的特性

有助尽职调查程序更加紧凑、效率更高，更多潜在买方

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交易标的信息，从而解决与地理位

置远近相关的时间和成本问题。这些因素都契合交易方

需求，因为交易方需赶在市场状况发生变化之前，在短

时间内完成尽职调查。有鉴于此，潜在买方可通过虚拟

数据室获取所需信息，作出正确评估。清晰的文件有助

于尽职调查有序推进。

          虚拟数据室可通过网络访问的特性有
助尽职调查程序更加紧凑、效率更高，更
多潜在买方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交易标的
信息，从而解决与地理位置远近相关的时
间和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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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目标公司 目标行业 目标国家 收购方 收购方国家 交易金额 

06/09/2016 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

金融服务业 中国内地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  $11,304 

26/09/2016 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95%股权）

休闲业 中国内地 百胜餐饮集团（若干股东） 美国  $10,913 

22/09/2016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产品和服务业 中国内地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  $8,719 

北亚区并购交易排名表前三强

日本

在承受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双

重压力的日本市场，随着企业艰难地寻求

提升盈利能力，各行业均出现了大规模整

合，在此背景下，去年日本并购市场主要

由国内交易占据主导（占日本并购交易规

模的84%）。鉴于日本出台了前所未见大

力度的刺激政策以鼓励银行投放更多贷款

支持企业活动，且政府继续支持产能过剩

而营收和利润增长缓慢的行业实施进一步

整合，2017年日本并购交易总量和总值均

可能会出现增长。

其中，预计未来几年日本汽车业的整合

程度将大幅提高。今年一月，丰田汽车

（Toyota Motors）同意以33亿美元对价

收购其尚未持有的大发工业（Daihatsu 
Motor）剩余48.8%股权。随着二线车企乃

至一些大型汽车制造商寻求落实电动车及

其它智能技术的研发资金，今年日本市场

可能还会出现其它并购交易。

2016年日企境外收购意向维持强势，期

间共录得交易总量317单，实现交易总值

927亿美元，分别增长4%及6%。软银集团

（Softbank）以302亿美元收购英资半导

体设计商ARM一案为跨境交易总值贡献了

32.6%的份额。

韩国

在2015年录得创并购市场资讯

（Mergermarket）纪录的873亿美元交易

总值及356单交易总量后，韩国并购市场

曾被期待于2016年再续辉煌，然而去年其

表现远未达到预期。2016年韩国并购市场

录得交易总值468亿美元（352单），较上

年几乎减半。

针对韩国乐天集团（Lotte Group）的公开

调查可能是导致韩企并购增长放缓的一个

因素。作为韩国境内并购指标的主要贡献

者，乐天集团于去年六月中旬被控挪用公

款，导致公司暂缓实施收购。

韩企再次将内部重组和打造核心业务竞争

力提为优先事项，而放缓积极扩张的战略

思路，亦是另一项可能造成并购统计值下

降的因素。与在负债累累的韩国船运业，

这一关联性尤为明显，而2016年韩进海

运（Hanjin）破产进程更是凸显了这一问

题。韩国财政部部长柳一镐（Yoo Il-ho）
称，韩国政府将在各行业全面推进企业重

组，以确保企业“凭自身实力谋求生存并

保持竞争力，同时负起责任。”

香港

在2015年发生数单超大规模交易后，2016
年香港并购交易总值出现大幅回落，期间

共录得交易总值274亿美元，实现交易总量

186单，两项指标较前一年分别减少了80%
及1%。2015年香港市场出现数件备受关注

的交易，包括和记黄埔有限公司400亿美元

出售案，及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349亿美元分拆旗下地产业务案。即便不计

入上述交易，2016年香港并购市场交易总

值仍比2015年低53%。尽管如此，去年香

港并购交易总值仍为有纪录以来第四高水

平，且已公告交易数量为十年来最多。  

行业聚焦

去年工业和化学品业及数字新媒体业

（TMT）继续维持整个北亚区并购市场的

支柱地位，两行业合计贡献了接近半数的

并购交易总量及40%的交易总值。在前述

行业整合席卷整个中国钢铁和制造业及日

本汽车业过于密集的背景下，工业交易总

量自2014年以来一直稳步上升，从585单
（1,280亿美元）增至当前的706单（1,070
亿美元）。

与工业同为最热门行业（以交易总值计）

的科技业在2015年实现交易总量和总

值的大幅双升后，于去年放缓了增长势

头。2016年科技业并购市场实现交易总值

1,090亿美元，较2015年的1,580亿美元减

少31%；交易总量亦从592单减至523单。

虽然在经历2015年的辉煌后，科技业并购

指标似已回调至更为现实的估值区间，但

2016年统计值仍远高于2014年水平——交

易总值和交易总量分别高出91%及20%。

在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争相收购具颠覆性和

创新性的科技类解决方案，以提升现有业

务和服务价值的背景下，科技业可能会继

续受到追捧。

2017年展望

回顾2016年的市场动荡，我们只能将其

归结为全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致，

但年底时仍然出现了一些相对积极的进

展。2016年四季度，北亚区并购市场共

录得交易总值1,327亿美元，实现交易总

量775单。尽管与2013年以来的每年第四

季度相比，去年四季度并购指标仅为第三

高水平（2014年四季度交易总值/交易总

量分别为1,700亿美元/673单，2015年为

2,530亿美元/835单），但去年的数据表

明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对于参与和完成并购

交易的信心并未受挫。

尽管在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资本外流及

大额境外投资的背景下，不太可能会出

现超大规模交易（如459亿美元规模的先

正达案）及其它20亿美元以上规模的交

易，但中国在推动并购增长方面依然可能

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并购市场资

讯报导，上述措施可能会导致2017年出

现更多小规模中企境外交易，而在中企侧

重整合和国内增长的背景下，潜在跨境收

购交易规模的缩减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交

易激增。

整体而言，在企业探索最新科技进展以求

提升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背景下，科技业

（尤其是金融科技业）可能成为持续的热

点并购市场。此外，随着区域性和全球领

先的车企争相物色车联网及高功率电池产

品相关技术，汽车业并购市场亦可能会出

现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