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事物一直是研究热点，

理论界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准确定义和特征还在不断探索中，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国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与发展，互联网

金融产业链也初具形态。虽然互联网金融企业不断进行产品

创新，该行业内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产品同质化问题，

企业开始选择并购重组的战略布局，期望可以扩大市场份

额，提高效率，在产业链中发现新的成长机会。与此同时，

“互联网+”经济泡沫引发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来，如众筹融

资运作机制不规范、P2P平台频现跑路现象、第三方支付冲

击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事物，行业淘汰率

高，国家也缺乏对于这一新经济模式的监管经验，对于互联

网金融行业内的乱象，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并购行为降低行业

风险、稳定市场秩序，以达到规范新经济模式的目的。于是，

在互联网金融企业谋求更大利益和长远发展、国家规范互联

网金融发展模式的双重动力下，互联网金融领域掀起了企

业并购浪潮。

本文通过对2010 ~ 2016年3月期间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

域内的企业并购事件进行整理，根据行业相关度将并购事件

分类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结合互联网金融理

论和企业并购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

领域内企业的并购动因。同时，本文将采用事件研究法对企

业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衡量样本企业的异常收益

率AR和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判断并购发生后的短期绩

效，并比较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表现。希望通过研究互联网

金融企业并购绩效，可以为企业并购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意

见，同时丰富和完善互联网金融和企业并购重组的相关

研究。

二、理论综述

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起步要晚于国外发达国家，行业在实

践中快速发展，相关理论也在逐步完善。不能将互联网金融

单纯地理解为“互联网+金融”，除了原先的互联网产业和金

融产业进行了产业融合与升级，还有其他新型金融模式涌

现。谢平（2012）首次定义了我国互联网金融模式，提出互联

网金融主体具有支付功能、信息处理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移

动支付、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众筹、大数据金融等均属

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芮晓武（2014）将互联网金融划分为两

大模式：一个是互联网融资模式，通过互联网小贷、P2P网贷

等多渠道进行融资；另一个是传统金融网络化模式，通过提

供手机支付、第三方支付、移动金融应用等网络金融服务，传

统银行、证券、保险业务升级为网络金融业务。基于国内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目前理论界基本认同互联网金融可以划分为

众筹、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大数据金融、信息化金融机

构、金融门户、虚拟货币等七大模式，并且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和运作机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更新与完善。对应于互联

网金融的广泛运作模式，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多种多样，无论

是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网络金融服务创新，还是非金融机构运

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金融活动，凡是提供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

和服务的企业都属于互联网金融企业。

并购通常是指兼并和收购，并购绩效是指企业并购行为

的效率，反映并购行为的成败、并购目标的实现程度、资源配

置的成效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问题在国内外一直是研究热

点和难点。Healy 、Palepu 和Ruback（1992）提出行业交叉水

平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Ghosh（2001）认为行业集中度

与企业并购发生后的长期经营绩效不存在正相关关系。Louis

（2002）研究发现，企业进行并购时的不同支付方式对并购绩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并购绩效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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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具有不同影响，现金支付带来的长期超额收益要高于股票

支付。我国的并购市场起步较晚，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

公司整体的并购绩效，以及垄断行业、传统行业领域内企业

的并购绩效，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新兴行业的并购行为也开始

投入更多关注。姜硕、魏亮（2007）研究了我国互联网上市公

司的并购行为，认为这类企业的并购绩效与国际并购经验基

本吻合，即并购行为给并购方企业带来了价值。阮飞等

（2011）研究了我国互联网企业并购行为的动因，提出在网络

经济与传统经济进行整合的背景下，抢占互联网市场份额、

追求规模报酬递增是并购行为的主要动因。杨慧（2011）对我

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发现并购行

为给收购公司带来了显著的、正的短期超额绩效。阮飞、李明

（2011）分析了互联网企业并购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对于

成长型企业而言横向并购最优，纵向并购其次，混合并购最

劣。王贤杰（2014）进一步研究发现，海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

进行横向并购的并购绩效呈V型趋势变化，纵向并购呈倒V

型趋势变化，混合并购绩效则逐渐提高。

事实上，关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绩效的直接研究较

少。虽然世界经历过六次并购浪潮，学术界也已经形成了一

套相对成熟的并购理论，但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具有其独特的

行业特点和政策背景，原有的并购理论未必适用于它，应该

依据其实际的并购绩效得出新的并购理论。

三、并购基本情况

（一）并购现状

根据清科私募通、wind数据库、东方财富 choice并购事

件数据库披露的信息，依据数据库行业分类指标并结合主观

判断，整理出 2010年 1月 1日 ~ 2016年 3月 31日期间所发生

的 142起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并购事件，并购方涉及 109个上

市公司。对并购事件的分类统计情况见表1 ~表3。

从每年发生的并购事件来看，自2013年起并购事件频繁

发生，每年并购事件发生次数加速递增，2015年发生了72起

并购事件，达到峰值，这也对应了 2013年互联网金融热潮兴

起、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始整合的行业背景，依据趋势

可以判断 2016年以后将会出现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

事件。统计的并购事件中，交易标的多为P2P企业股权，其次

是金融门户、大数据金融和第三方支付企业股权，而涉及信

息化金融机构、众筹和虚拟货币的并购交易不是很多。并购

方企业所处行业多种多样，互联网金融行业之外的企业占比

较多，根据行业相关度划分并购类型，统计出横向并购事件

39起、纵向并购事件47起、混合并购事件56起。

总体来看，互联网金融领域内小企业较多，这类企业成

立时间短，经营规模较小，信息不公开，一般是被并购的一

方，也有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并购方，但是存在并购重

组活动信息不公开、数据不完整的情况，因此在实证分析部

分符合研究条件的并购事件仅有55个。

（二）并购模式与并购动因

并购动因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微观视角。

第一，横向并购类型下并购方企业和被并购方企业都属

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如深圳一卡易科技并购恒宝股份、好贷

网并购合力贷、支付宝并购安卡支付。互联网金融企业承担

了较大风险，比如P2P网贷服务的借款对象一般都是没能达

到银行信用等级的个人和中小企业，有些平台为了吸引更多

客户，会选择垫付模式，在未收到借款方还款时将借款利息

返还到投资人账户里，致使小型的P2P公司根本没有能力独

立负担起如此大的借款风险和资金流转压力，甚至有客户在

不同P2P平台上进行重复借贷。因此，P2P的横向并购可以有

效提升网贷企业整体实力，凝聚资金，共享客户源，取消垫付

模式，避免恶性竞争，合理规避风险，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另

外根据效率理论，横向并购后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

经济收益，在生产、经营和管理上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提高整

体经济收益，重新配置资源，实现协同收益。同时，网络技术

的普及化带动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但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技

术创新遇到瓶颈时，会无可避免地遇到产品同质化的竞争压

力，P2P网贷平台的理财产品大同小异，第三方支付的支付方

式相类似，市场势力理论认为并购竞争对手可以直接降低行

业内部竞争压力，增加并购方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以获得并

购收益。

第二，纵向并购类型下并购方企业处于互联网金融产业

链上的不同环节，比如达华智能并购卡友、诺普信并购农发

贷、民生银行并购陆金所等。从互联网金融产业链角度来看，

第三方支付并购信息技术产业以研发新的支付技术，P2P网

贷平台并购大数据金融以获取更全面的客户信息、丰富信用

评级系统，商业银行并购互联网金融企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

的同时也扩展了自身业务。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

需要不同功能的企业参与，并购后形成一体化服务可以有效

分类

数量

百分比

横向

39

27.46%

纵向

47

33.1%

混合

56

39.44%

表 3 并购模式分类统计

分类

数量

百分比

P2P

47

33.1%

大数据
金融

35

24.65%

金融
门户

28

19.72%

第三方
支付

20

14.08%

信息化
金融
机构

8

5.63%

众筹

3

2.11%

虚拟
货币

1

0.7%

表 2 并购交易标的分类统计

年份

数量

2010

3

2011

3

2012

4

2013

12

2014

26

2015

71

2016

23

表 1 并购事件发生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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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并购后实现了产业融合

与升级，能在新的生产环节发现机会，创造新的经济效益。从

技术角度来看，第三方支付和大数据都是互联网金融行业的

核心技术，例如第三方支付企业、大数据金融企业都可以解

决P2P网贷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的电子支付问题与信息服务

问题。Xuesong Jiang、Yuanqing Mao（2011）认为，传统财务管

理已经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的需求，在企业财务管

理中需要重点提高网络功能的效率，大数据和第三方支付可

以有效提高企业运营和管理效率，因此掌握网络核心技术的

企业成为互联网金融并购交易的首选标的。

第三，混合并购类型的并购方企业和交易标的企业所属

行业几乎不相关，参与互联网金融并购的企业有游戏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能源开发企业等，例如昆仑万维并购趣分期、

盛达矿业并购和信金融等。从互联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个

人、中小型企业是主要的客户群体，互联网金融解决了很多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并购互联网金融行业内的企业为

中小型企业提供了一个产融结合的新渠道。万亿、甘维、古晓

慧（2008）提出，产业投入产出过程与金融业融通资金过程的

结合就是产融结合。那么企业通过并购互联网金融资本营运

平台，可以在虚拟经济中实现资本增值。当然，混合并购中也

有发展较为成熟的大型企业参与。李玉兰、王振山（2006）认

为，对于一些进入发展成熟阶段的企业而言，为了产业转型

而选择产融结合是一种战略融合，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入

门槛还不是很高，大企业通过并购互联网金融企业以达到进

军互联网金融的目的，其并购决策是为了企业的多元化发

展。另外，互联网金融业务不仅可以弥补企业原有业务的不

足之处，还可以获取其他投融资收益，正如孙晋、王薇丹

（2005）的研究所述，企业将产业资本注入金融行业，其金融

业务既可以为企业产业经营服务，又可以扩展市场和业务空

间，创造新价值，增加新的利润来源。

2. 宏观视角。

第一，2015年国务院宣布除了对“借壳上市”继续严格审

核，上市公司其他并购重组均取消行政审核，推行并购重组

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并购重组开放更加灵活的支付和定价手

段，增强了资本流动性。Andrade（2001）研究发现，技术创新

或解除规制是驱动并购浪潮形成的主要因素。Harford（2005）

研究发现，资产流动性是驱动并购热潮形成的另一个外生因

素，在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和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产

业并购热潮。因此，互联网金融行业在网络技术创新普及化、

国家推行并购重组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具备了引发行业内

并购重组浪潮的条件。

第二，2013年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是“鼓励”，而该

行业淘汰率高，缺乏有效管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乱象丛

生，因此 2015年起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转为“规范”，企

业并购重组是一种约束导向下的应对行为。

综合而言，企业借势国家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解决融资

难题、扩大发展，也通过并购重组行为进行了行业调整，有利

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作为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通常研

究某一个特定事件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反映为事件发生

前后期间内股票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化，研究事件一般为披露

信息、政策事件等。该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企业并购绩效

的研究，其使用前提为满足有效市场假说和排除研究期间其

他影响因素。根据纪华东（2011）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

究综述，可知我国资本市场已然达到弱式有效并且接近半强

式有效，因此我国证券市场满足市场有效假说，排除影响因

素问题在筛选样本时可以解决。

1. 事件和事件窗口定义。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并购事件是

引发样本企业股票价格和收益率变动的特定事件，并购事件

前后的股票收益率变化反映并购行为带来的短期影响。定

义企业并购事件的首次公告日为事件日，即 0天，表示为 t0=

0。如果遇到公告日当天停盘的情况，公告日之后第一个交易

日记为 t0。公告日前第 30个交易日记为 t1=-30，公告日后第

30 个交易日记为 t2=30，定义［-30，30］这段期间为事件窗

口，并购事件发生时和并购发生前后的这61个交易日的股票

收益率变动是考察短期绩效的主要依据。公告日前第 180个

交易日记为 t3=-180，定义［-180，-31］这段期间为估计窗

口，估计期用来估计企业股票的期望收益率。事件窗口情形

见图1。

2. 选择样本。根据清科私募通、wind数据库、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库披露的并购事件，统计出2010年1月1日 ~ 2016

年 3月 31日期间发生的 142个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事件。为

了满足事件研究法的使用前提，需要对并购事件进行筛选，

选取样本时需遵循以下标准：①并购方企业股票为中国境内

上市的A股；②并购事件的交易数据公开且交易金额大于

1000 万元；③并购事件发生时企业无其他重大事件发生；

④同一并购方企业的不同并购事件需要相隔半年以上时间；

⑤样本估计窗口和事件窗口的交易数据充足。经过删选保留

了55个有效的并购事件，涉及并购方企业共51个，样本股票

包含 25只沪深主板股票、16只中小板股票和 10只创业板股

票，所有并购事件的事件窗口加估计窗口的股票收益率、交

易日对应的不同市场指数收益率共 23210个样本，样本股票

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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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窗口 事件窗口

t3=-180 t1=-30 t0=0 t2=30

图 1 事件窗口示意图



3. 建立市场模型。事件研究法的期望收益率计算主要有

均值调整法、市场调整法和市场模型法，其中，市场模型法被

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理论方法也比较成熟。本文选择了市

场模型法，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采用的是每只股票对应的市

场大盘指数收益率，即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深成指数收益

率、中小板块指数收益率和创业板指数收益率。

个股每日实际收益率与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关系可

以表示为：

Ri，t=αi+βiRm，t+εi，t （1）

其中，Ri，t、Rm，t分别表示个股 i和市场投资组m在 t时

期的实际收益率；εi，t是误差干扰项，其均值为0，方差为 ；

αi、βi分别为 i股票收益率关系式的截距和斜率。那么套用公

式（1）可以计算出每只股票在估计窗口［-180，-31］的实际收

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关系。接着，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市场

模型的参数 ，就可得到个股 i在 t时期的正常收益率

，正常收益率是指在没有并购事件的情况下股票应有的

期望收益率。 相关关系式如下：

通过公式（3）便可计算出所有样本股票每日的正常收益率。

4. 计算异常收益率。一个并购事件的发生会导致股票价

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即带来异常收益率，亦叫超额收益率，异

常收益率是实际收益率与正常收益率的差值。利用估计窗口

［-180，-31］得到的公式（3）便可计算出事件窗口［-30，30］

个股每日的正常收益率，再用个股的实际收益率减去正常收

益率即可得到并购发生后的超额收益率。结合公式（1）和公

式（3），得到的异常收益率表达式为：

公式（4）中，ARi，t表示个股 i在 t时期的异常收益率，此

时 t处于事件窗口［-30，30］内。得到个股每日的异常收益率

之后，计算所有样本股票每日的平均异常收益率，记为

AARt，则：

AARt =
∑

t =-30

T
ARi,t

N
（5）

公式（5）中，N表示并购事件的个数。接着，继续计算样

本股票每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记为CARt，则：

CARt = ∑
t =-30

T
AARt （6）

得到所有股票的每日累计异常收益率后，便可以看出并

购事件对所有企业股票的平均影响。

5. 统计检验。为了验证样本股票的异常收益率确实是由

样本企业的并购活动带来的影响，需要对累计异常收益率

CARt做显著性检验，检验过程如下：H0：CARt=0，原假设累

计异常收益率只是随机波动的结果，而非企业的并购事件带

来收益率的变化，即并购事件对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影响。

H1：CARt≠0，假设累计异常收益率确实是由企业并购事件

带来的股票收益率变化，并购事件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选择

T检验，数学表达式如下：

T=
CARt

S(CARt)/ n

S(CARt)=
∑

t =-30

T
(CARi,t -CARt)

2

n - 1

其中，时期 t在事件窗口［-30，30］内，统计量T服从自由

度为n-1的T分布。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整体并购绩效。使用 Eviews软件对平均异常收益率

AAR和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及其T值进行统计检验，检验

的统计结果见表4和图2。

结合图 2来看，在事件窗口［-30，30］内，平均异常收益

率AAR一直在上下波动，收益率水平维持在-1.1% ~ 2.43%

之间。由图2可知，在并购消息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平均异

常收益率还只有 0.19%，而在公告日当天，即第 0日，平均异

常收益率突然达到事件窗口内的最大值 2.43%，这说明公告

日当天的股票市场对并购消息反应强烈，股票收益率明显提

高。此外，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在事件窗口［-30，-1］期间波

动不是很大，不过一直保持在2%左右的收益率水平，说明并

购消息可能被提前泄露出去，导致公司股价在资本市场上提

前做出反应。而在并购消息公告日当天，累计异常收益率

CAR突然迅速上升，对比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的1.85%收益

率，第 0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直接升至 4.28%，且在窗口［0，

30］期间内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率维持在 4.28% ~ 7.52%之

变量

AAR

CAR

T值

观察数

61

61

61

最小值

-1.1001

0.2257

0.0214

均值

0.0775

3.9145

1.8923

中位数

-0.0095

4.2834

1.3890

最大值

2.4310

7.5188

4.0613

标准差

0.5325

2.2285

1.2356

表 4 整体AAR、CAR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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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2ε, t

R̂i,t

E（εi，t）=0，Var（εi，t）= δ2ε, t （2）

R̂i,t = α̂i + β̂iRm,t （3）

α̂i 和 β̂i

ARi,t =Ri,t - R̂i,t =Ri,t - α̂i - β̂iRm,t （4）

图 2 整体AAR和CAR时序

收益率（%）

AAR CAR

R̂i,t



间，第6日累计异常收益率达到最大值7.52% ，之后收益率缓

慢下降，并购事件带来的资本市场短期绩效逐渐减弱，但依

然没有低于 4%的收益率。并且根据表 5，［0，30］的每日T值

几乎都是显著的，拒绝原假设H0：CARt=0，即累计异常收益

率并非随机波动的结果，并购事件对企业的资本市场产生了

显著影响。因此，以上结果说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并购事件

整体上显著影响了企业股票价格和收益率，在这61个交易日

里并购活动带来了正向的短期绩效。

2. 不同并购类型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的这 55个

并购事件中，有8个横向并购事件、20个纵向并购事件、27个

混合并购事件。由图3可知，首先，横向并购的累计异常收益

率CAR在事件窗口［-25，-20］达到峰值，在［-20，10］窗口

内短暂波动，保持在-0.05% ~ 0.02%的水平，而在［5，30］窗口

内迅速下降，并购之后企业累计异常收益率反而降低为负

值，一路走低至-0.15%。结合T统计量来看，T值也不够显

著，说明横向并购中累计异常收益率可能是随机游走的结

果，无法判断并购事件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其次，纵向

并购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在［-30，30］窗口基本是一个波

动幅度不大的曲线，［30，0］窗口内收益率在 0% ~ 0.05%之间

上下浮动，于［0，30］窗口内收益率为正且缓慢上升，维持在

0.05%左右的水平后略有下降趋势。且T统计量通过检验，说

明累计异常收益率不是随机游走的结果，纵向并购事件对企

业价值产生了影响。最后，混合并购的累计异常收益率CAR

走势和样本整体CAR走势相似，［-30，0］窗口内收益率在

0% ~ 0.05%的区间内波动，事件日当天起收益率猛然上升至

0.09%后，于［0，30］窗口内一直稳定在 0.09%与峰值 0.11%之

间，总体来看事件日后收益率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并且T统

计量显著，说明混合并购事件给企业的股票收益率带来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发现，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事件按

行业相关度分类后，资本市场上横向并购效果不显著，纵向

并购和混合并购对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

混合并购和样本整体并购的短期绩效走势非常相似，这表示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企业并购事件中，混合并购的短期绩

效是最为显著的。

之所以横向并购绩效不显著、纵向并购次之、混合并购

最优，可能的原因首先是目前互联网金融还处于初步发展阶

段，中小型企业较多，行业集中度还不够高，行业内小企业间

的横向并购带来的短期绩效远不如大型企业跨行业并购互

联网金融小企业带来的短期绩效。根据于兆吉、郭亚军

（2003）基于博弈论分析横向并购企业生产成本的研究，可知

企业并购后生产成本在降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带来并购收益。

而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新生事物，运作模式和技术都较新，

生产成本处在相对较高的阶段，因此企业在做出横向并购决

策时生产成本不会降低到带来收益的程度，短期并购绩效可

能为负或者无法体现。其次，对于纵向并购行为，并购后的企

并购
类型

横向

纵向

混合

变量

AAR

CAR

T值

AAR

CAR

T值

AAR

CAR

T值

观察
数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61

最小值

-0.0299

-0.1434

-2.3554∗∗

-0.0201

-0.0009

-2.7720∗∗∗

-0.0112

-0.0015

-1.7126∗

均值

-0.0024

-0.0267

-0.0867

0.0005

0.0338

1.0477

0.0019

0.0626

1.2647

中位数

-0.0024

-0.0114

0.0079

0.0001

0.0290

1.0105

0.0020

0.0703

1.1535

最大值

0.0232

0.0563

1.8832∗

0.0203

0.0661

2.6880∗∗∗

0.0290

0.1171

4.5849∗∗∗

标准差

0.0130

0.0461

0.9609

0.0080

0.0175

1.0442

0.0075

0.0422

1.1363

窗口
日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AAR

0.1926

2.4310

1.0309

-0.1651

0.2679

0.6854

0.9282

0.4882

-0.6874

0.3566

0.0676

-0.1563

-0.7853

0.0667

-0.2223

-0.1083

CAR

1.8524

4.2834

5.3143

5.1491

5.4170

6.1024

7.0307

7.5188

6.8314

7.1880

7.2556

7.0993

6.3141

6.3808

6.1585

6.0503

T值

1.3081

1.3890

1.4916

1.5878

1.6876∗

1.8002∗

1.9305∗

2.0683∗∗

2.1881∗∗

2.3128∗∗

2.4362∗∗

2.5537∗∗

2.6528∗∗∗

2.7513∗∗∗

2.8435∗∗∗

2.9319∗∗∗

窗口
日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AR

0.5966

0.0462

-0.0055

-0.1456

-0.1716

-0.5247

0.2435

-0.3857

-0.1941

-0.0602

-0.2559

-0.5417

-0.1018

0.1080

0.3291

-0.2582

CAR

6.6468

6.6931

6.6876

6.5420

6.3704

5.8457

6.0891

5.7034

5.5094

5.4491

5.1933

4.6515

4.5497

4.6577

4.9868

4.7286

T值

3.0304∗∗∗

3.1280∗∗∗

3.2239∗∗∗

3.3154∗∗∗

3.4022∗∗∗

3.4779∗∗∗

3.5569∗∗∗

3.6278∗∗∗

3.6942∗∗∗

3.7585∗∗∗

3.8176∗∗∗

3.8663∗∗∗

3.9127∗∗∗

3.9605∗∗∗

4.0134∗∗∗

4.0613∗∗∗

表 5 整体AAR、CAR和T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表 6 不同并购类型AAR、CAR和T统计量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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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构成一个内部交易的组织，内部交易成本替代了更高的外

部市场交易费用，整体上降低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交易成本，

因此互联网金融产业链内上下游企业并购实现了内部组织

管理，通过降低成本实现了正向的并购绩效。此外，互联网金

融领域内的混合并购事件，多为市场扩展型和产品扩展型的

混合并购，并购目标与公司原有产业存在市场关联和技术关

联，并购方企业具备进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资质，和纯粹的

混合并购相比具备增加企业收益的可能性。另外，互联网金

融作为新事物，是一个需求高速增长的产业，并购企业将资

源分配于交易标的企业所在的需求高速增长的产业，抓住了

投资机会，通过并购行为实现了财务协同效应和产业效应，其

投资回报迅速体现在了并购绩效上。最后，本文实证部分为

对短期并购绩效的研究，通常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可以从短

期绩效和长期绩效两个方面入手，但是限于互联网金融企业

并购事件发生时间集中在近两年，因此没有研究互联网金融

企业并购的长期绩效。未来拥有足够的数据后可以进一步研

究企业并购的长期绩效，使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整体并购绩效是显著

的，并购给企业带来了 4.28% ~ 7.52%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而

横向并购没有给企业市场价值带来显著影响，纵向并购和混

合并购带来正向收益，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中混合并购的短

期并购绩效最为显著。

五、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将收集整理的

142起互联网金融企业并购事件按行业相关度分为横向并

购、纵向并购、混合并购，结合企业并购理论阐述了宏观和微

观层面的并购动因，认为微观上互联网金融领域内企业并购

不仅获得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收益，还为企业提供了产融

结合的新渠道，宏观上国家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增强了资本

流动性，驱动了互联网金融并购浪潮。第二，对筛选出的55个

并购事件选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整体和不同

并购类型两个角度衡量了样本企业的平均异常收益率AAR

和累计异常收益率CAR，发现样本企业整体的短期并购绩

效为正且显著，不同类型并购带来的短期绩效不同，互联网

金融领域内混合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最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互联网金融企业短期并购绩效

符合一般的企业并购理论，其并购行为整体上在资本市场上

是有显著反应的，短期内会给企业带来正向的收益，对互联

网金融行业而言有利于开展良性竞争、稳定市场秩序，并且

符合国家规范新经济模式的政策导向。此外，对于互联网金

融行业而言，企业在选择并购重组策略时，纵向并购短期内

可能会比横向并购带来更好的并购绩效。另外，对于想要进

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企业而言，跨行业混合并购预计能带来

短期的正向绩效，至于并购后的长期绩效则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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