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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nterprises are facing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Some enterprises have launch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 went abroad, sought overseas 

resources, and began to invest abroad.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ays for 

enterprises. The supply side reform proposed at the end of 2015 further promoted the M & A of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before and after 

cross-border M & A, uses the way of empirical analysis,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listed companies before and after 

cross-border M & 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through performance scor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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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企业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一些企业纷纷启动国际化经营战略，走

出国门，寻求海外资源，开始对外投资，其中跨国并购是企业较为青睐的方式之一。2015 年底提出的供给侧

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本文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对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进行

研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通过绩效得分探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前后的情况，并对未来

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绩效；因子分析 

 

1. 引言 并购是企业配置资源的主要途径和快速成长的

重要方法，对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起着关键作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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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我国出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举

措，政府在投资、出口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但跨国并购

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和问题，由于并购经验不足、整合

过程的冲突等问题，都会导致企业并购绩效不理想。

本文对我国近年企业跨国并购绩效进行研究，以利后

续对策的研究。 

2. 文献综述 

西方资本市场发展早于中国，资本经济市场发达并

且完善，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 Maja 

Pervan 和 Kristina Barnjak [1] 研究发现欧洲地区在

2008 至 2011 年期间发生并购活动的企业并购前后绩效

无明显差异。Giancarlo Giudici 和 Bonaventura [2] 

研究了 245家上市后完成并购交易的欧洲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的经营业绩，发现它们的经营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Akira Fukuda [3] 采用差异分析法对日本公司发生并

购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并购活动延长了破产公司的寿

命。我国股票市场相较于西方发展较晚，但随着我国上

市公司跨国并购的蓬勃发展，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也随

之增加。董少明、陈平花   [4] 的研究表明并购使企

业的短期绩效得到提升，但对企业长期绩效无显著影响。

池昭梅、乔桐 [5]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使企业短期绩效有

微弱提升，但长期绩效为下降趋势。邱文韬、黄杰等 [6] 

研究结果显示并购绩效先降低后提升，但总体仍呈为上

升状态。李欠强、刘际陆 [7]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总体上并不能提高经

营绩效。 

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所

以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

以 2017 年进行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跨国并

购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的财务指标进

行分析，评估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并提出对策建

议。 

3. 研究设计 

3.1.研究方法 

目前学者对于企业并购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事件

研究法和财务指标法。陈黎琴 [8] 采用事件研究法

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资本市场，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

还处于发展阶段，结构体系并不完整，采用该方法会

使研究结果不够准确。相较于事件研究法，财务指标

法的优势在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时间跨度较长、获

取相对容易，可以有效地评估绩效变化。根据我国当

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故采用财务指标法。财务指

标法主要有熵值法、综合序数法、比重分析法、主成

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本文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

构建绩效评价体系，观察企业在并购前两年、并购当

年以及并购后两年的绩效变化。 

3.2.指标选取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前后的绩

效变动状况，本文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将我国上市公

司跨国并购绩效评价的财务指标设置为偿债风险状

况、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质量状况、成长发展能力和

资产保值增值水平这五个方面，具体财务指标包括总

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每股收

益、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每股净资产、总

资产增长率和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共 13 个。具体指标

见表 1： 

表 1 跨国并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指标名称及符号 指标公式 

偿债风险状况 

流动比率 X1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X2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X3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财务效益状况 

总资产报酬率 X4 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净资产收益率 X5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总资产净利率 X6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100% 

每股收益 X7 净利润*总股本数 

资产质量状况 
总资产周转率 X8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周转率 X9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总额 

成长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X10 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100% 

每股净资产 X11 净资产/总股本数 

资产保值增值水平 

总资产增长率 X12 本年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X13 本年股东权益增长额/年初股东权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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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7 年进行跨国并购的 A 股上市公司

为样本，结合并购前两年（2015年）、并购前一年（2016

年）、并购当年（2017 年）、并购后一年（2018 年）、

并购后两年（2019年）的财务指标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最终选择了 68 家企业作为样本。 本文跨国并购数据

来源于 wind 数据库，财务指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运用 Excel2010 处理基础数据，运用 SPSS20.0 进行

因子分析。 

3.4.模型建立 

由表 1 可知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涉及 13 个财务指

标变量，数据分析工作复杂。因此，采用因子分析法

把存在显著关系的变量降维处理后得出几个不相关

的公因子，再计算出各因子所占权重并与各因子得分

相乘后求和，构造出因子综合得分函数： 

𝐹 = 𝑊𝑛 ∙ 𝐹𝑛(𝑛 = 1,2,3,4, ⋯ ) 

其中，𝐹表示样本企业并购绩效综合得分，𝑊𝑛表

示第 n 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所占权重，𝐹𝑛表示第 n

个公因子的绩效得分。 

4. 实证分析 

4.1.因子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 KMO 检验(Kaiser-Meyer-Olkin)和巴

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两种

检验方法，对选取的样本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窗口

期内各时间段检验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KMO 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日期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KMO检验值。 .603 .534 .525 .508 .562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 

近似卡方 996.719 779.559 1189.981 1248.304 990.341 

自由度 78 78 78 78 78 

显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由表 2 可知，样本公司窗口期五年的 KMO 值分

别为 0.603、0.534、0.525、0.508、0.562 均大于标

准临界值 0. 5，这表明这五年间的各项财务指标数

据相关性较强；同时巴特利球度检验值 P 值均为 0，

小于 0. 05，同样证明了样本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之

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表明可以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样

本公司的并购绩效进行统计分析。 

4.2.因子提取和因子载荷矩阵求解 

本文选择使用 SPSS20.0 对财务数据进行因子分

析，综合考虑了特征根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得出

了并购前后 5 年间的总体方差分析和旋转因子载荷

矩阵，以并购当年的数据为例，展示相应的方差分析

表。 

表 3 累计方差分析表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2.735 21.039 21.039 2.500 19.229 19.229 

2 2.354 18.105 39.144 2.362 18.171 37.400 

3 1.973 15.178 54.322 2.044 15.724 53.124 

4 1.917 14.746 69.068 2.012 15.477 68.600 

5 1.673 12.867 81.936 1.734 13.335 81.936 

6 .962 7.400 89.335    

7 .663 5.103 94.438    

8 .375 2.884 97.322    

9 .302 2.320 99.642    

10 .026 .202 99.844    

11 .015 .114 99.958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166

246



12 .005 .042 99.999    

13 9.001E-005 .001 100.000    

观察方差分析表可以发现前 5 个因子的累积方

差贡献率达到 82.73%，满足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 80%

的原则，认为这 5 个因子可以很好地解释原始样本数

据的特征。 

同时采取极大方差法实施正交转换，得到经过旋

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 
成份 

1 2 3 4 5 

总资产净利率 .896 .151 .022 -.010 -.048 

总资产报酬率 .870 .293 .015 -.019 -.049 

每股收益 .751 -.100 -.015 -.030 .243 

每股净资产 .600 -.360 -.086 -.042 -.031 

总资产周转率 .042 .940 .013 -.062 .005 

流动资产周转率 .061 .940 .007 -.046 .011 

资产负债率 -.017 .575 .930 .148 .089 

速动比率 -.021 -.075 .991 -.004 .007 

流动比率 -.021 -.072 .991 -.003 .009 

营业收入增长率 -.033 .001 -.005 .996 .017 

净资产收益率 -.041 .023 -.012 .994 .005 

总资产增长率 .082 .056 .014 .024 .912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004 .034 -.005 -.001 .910 

从表 4 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第一个因子主要在

总资产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以及每股收益上载荷较

大，说明该因子对这三个财务指标的解释效果较为显

著，即第一个因子代表着并购方企业的财务效益状况，

同时，从表 3 中可以看出该因子贡献率为 19.229%。

第二个因子主要在总资产走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

上载荷较大，这几个指标代表的是企业的资产质量状

况，第二个因子贡献率为 18.171%；第三个因子主要

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上载荷较大，则

可知该因子主要解释的是风险承受能力且贡献率为

15.724%；第四个因子代表企业的成长发展能力，第五

个因子代表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水平，贡献率分别

15.477%、13.335%。这五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81.936%远超过社会人文科学对累计方差贡献率 75%

的最低要求，说明这五个因子很好的反应了所选指标

的绝大多数信息，故视这五个因子为公因子，即从财

务效益状况、资产质量状况、风险承受能力、成长发

展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水平这五个方面对企业跨国

并购绩效进行评价研究。 

4.3.计算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 

以并购当年样本数据为例，得到的因子得分矩阵

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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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因子得分矩阵 

指标 
成份 

1 2 3 4 5 

流动比率 .003 .018 .487 .013 .004 

速动比率 .003 .017 .487 .013 .003 

资产负债率 -.026 .233 -.102 .065 .036 

总资产报酬率 .346 .102 .031 .019 -.065 

净资产收益率 .015 .006 .010 .496 -.013 

总资产净利率 .361 .040 .028 .024 -.062 

每股收益 .299 -.073 -.006 .005 .119 

总资产周转率 -.014 .406 .052 -.034 -.021 

流动资产周转率 -.006 .404 .050 -.025 -.019 

营业收入增长率 .018 -.004 .013 .497 -.006 

每股净资产 .254 -.177 -.055 -.001 -.028 

总资产增长率 .002 -.001 .007 -.001 .526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033 -.009 -.004 -.016 .529 

    

设定五个公共因子（顺序为风险承受能力、财务

效益状况、资产质量状况、成长发展能力、资产保值

增值能力）依次为𝑓1、𝑓2、𝑓3、𝑓4、𝑓5，各个财务指标

（顺序依次为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总

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每股收

益、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

率、每股净资产、总资产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分别设定为𝑥1、𝑥2、𝑥3、𝑥4、𝑥5、𝑥6、𝑥7、𝑥8、𝑥9、

𝑥10、𝑥11、𝑥12、𝑥13，依据表 4 的系数矩阵，可得出

对应的因子得分函数。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我们仍以 2017 年样本

数据为例，得到各公因子得分表达式如下： 

𝐹1 = 0.003𝑥1 + 0.003 𝑥2 − 0.026 𝑥3 + 0.346 𝑥4
+ 0.015 𝑥5 + 0.361 𝑥6 + 0.299 𝑥7
− 0.014 𝑥8 − 0.006 𝑥9
+ 0.018 𝑥10 + 0.254 𝑥11
+ 0.002 𝑥12 − 0.033 𝑥13 

𝐹2 = 0.018𝑥1 + 0.017 𝑥2 + 0.233 𝑥3 + 0.102 𝑥4
+ 0.006 𝑥5 + 0.04 𝑥6 − 0.073 𝑥7
+ 0.406 𝑥8 + 0.404 𝑥9
− 0.004 𝑥10 − 0.177 𝑥11
− 0.001 𝑥12 − 0.009 𝑥13 

𝐹3 = 0.487𝑥1 + 0.487 𝑥2 − 0.102 𝑥3 + 0.031 𝑥4
+ 0.01 𝑥5 + 0.028 𝑥6 − 0.006𝑥7
+ 0.052 𝑥8 + 0.050 𝑥9
+ 0.013 𝑥10 − 0.055 𝑥11
+ 0.007 𝑥12 − 0.004 𝑥13 

𝐹4 = 0.013𝑥1 + 0.013 𝑥2 + 0.065 𝑥3 + 0.019 𝑥4
+ 0.496 𝑥5 + 0.024 𝑥6 + 0.005 𝑥7
− 0.034 𝑥8 − 0.025 𝑥9
+ 0.497 𝑥10 − 0.001 𝑥11
− 0.001 𝑥12 − 0.016 𝑥13 

𝐹5 = 0.004𝑥1 + 0.003 𝑥2 + 0.036 𝑥3 − 0.065 𝑥4
− 0.013 𝑥5 − 0.062 𝑥6 + 0.119 𝑥7
− 0.021 𝑥8 − 0.019 𝑥9
− 0.006 𝑥10 − 0.028 𝑥11
+ 0.526 𝑥12 + 0.529 𝑥13 

依次将 177 家企业的 13 个财务指标值带入相应

的公式中，可以得出每家企业在并购当年的各个因子

得分，然后根据每个因子的权重不同，计算出并购当

年的企业绩效综合得分。 

则 2017 年样本公司的综合绩效得分表达式为： 

𝐹2017 = 19.229%𝐹1 + 18.171%𝐹2 + 15.724%𝐹3
+ 15.477%𝐹4 + 13.335%𝐹5 

同理可得其他 4 年的综合绩效得分分别为： 

𝐹2015 = 27.132%𝐹1 + 21.399%𝐹2 + 15.720%𝐹3
+ 15.477%𝐹4 + 10.794%𝐹5 

𝐹2016 = 18.561%𝐹1 + 16.923%𝐹2 + 15.376%𝐹3
+ 15.327%𝐹4 + 10.249%𝐹5 

𝐹2018 = 21.573%𝐹1 + 18.920%𝐹2 + 16.724%𝐹3
+ 15.318%𝐹4 + 12.558%𝐹5 

𝐹2019 = 24.199%𝐹1 + 17.849%𝐹2 + 16.472%𝐹3
+ 13.749%𝐹4 + 10.518%𝐹5 

4.4.实证结果 

根据之前过程的计算，可得出各年度综合得分，

计算出不同年度的得分均值，并作出绩效得分变化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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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分别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年度综合得分均值 

时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5.339 5.082 6.839 1.198 4.090 

 

根据表 6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在并购前两年绩效

综合得分相似，无较大变化，未受到并购带来的影响；

并购当年绩效得分为 6.839，较并购前两年有了明显

提高，可知企业跨国并购短期绩效较好；但在并购后

一年企业绩效显著下降，且低于并购前一年与并购前

两年，说明企业并购长期绩效较差，且长期绩效低于

短期绩效；在并购后两年可以看出绩效得分有所回升，

但仍低于并购前绩效得分。说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总

体上并没有提升企业绩效，甚至有所下降。 

5 .结论及建议 

从政府层面来说，首先要坚定不移继续深化供给

侧改革，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降

费，减轻中小企业负担，降低准入门槛。其次，政府

要规范管理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政府应做到权

责分明，规范管理行为，转变在市场中的角色，明确

定位自己的职能，把市场交给企业。 

从企业角度来说，首先企业应科学制定并购战略，

理性选择并购对象，从长远利益出发，结合产业比较

优势原则，充分准备好并购的前期工作。其次，并购

前应对自身及目标企业进行全面评估，在并购前聘请

专业机构对并购对象进行全方位调查评估,结合企业

资产的整体性对并购活动进行综合分析。最后，企业

应加强跨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充分考察双方文化存

在的差异，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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