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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 ~ 2016年是我国互联网行业迅速发展的时

期，众多互联网公司通过并购方式完善业务生态系

统，增强自身竞争实力，互联网行业高溢价并购事件

层出不穷。互联网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以互联网行

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以并购溢价为因变量、影响因素

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并购溢价的影

响因素，可为今后互联网行业并购提出可行的、具有

实际意义的对策与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国内外关于并购溢价形成机制的主要理论和观

点有：市场竞价假说，即当并购市场有多家购买者

时，并购企业为完成并购目标会支付较高的溢价；协

同效应假说，认为主并企业会根据并购带来的经营、

财务、管理等效应支付相应的并购溢价（安慧，

2010）；并购防御假说，认定被并企业为避免控制权

转移等会采取抵抗措施，从而提高并购溢价（张佳、

韩立岩，2011）；委托代理假说，从高管视角出发，认

为高管作为经营者为提高自身的薪酬（Homroy，
2015）、业绩而倾向于高溢价并购（Zhu，2013）。此
外，交易过程分析及交易过程中支付方式、估值方法

等都会影响并购溢价的程度（于成永、邵巍，2015），
交易过程中主并企业、被并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也

会对并购溢价产生影响（宋骁、林晓丹，2015）。
就目前我国互联网行业出现的并购溢价现象而

言，已有研究成果并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一方面，因

为我国并购市场发展晚于国外，发展还不成熟，企业

估值方法、市场成熟度等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所

区别；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除受市场影响

外，还会受政治因素（刘红霞等，2014）、股权结构等

因素影响（姜英兵，2014）。因此，对我国互联网行业

并购溢价问题，尤其是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是十

分必要且有意义的。

二、影响因素指标的选择

建立博弈模型模拟并购溢价形成机制，分析互

联网行业并购溢价的影响因素，确定模型指标。

1. 博弈分析。假设主并企业A对被并企业B进

行并购，被并企业B在存续期间的实际价值为V，被
并企业B对自身价值评估为VB，主并企业A对被并

企业B的估值为VA，R为该次并购中并购比例，VA、

VB为商业机密信息，即并购双方互不了解对方估值

价格。理性假设有VA>VB，即主并公司对被并企业

的估值大于被并企业对自身的估值时才有并购交易

的可能性。在并购过程中，主并企业报价为PA，被并

企业报价为PB，并购最终成交价格为P，且在并购完

成后，主并企业需对被并企业进行整合，期间产生的

整合成本为C。

（1）协同动机层面的博弈。当主并企业预测被并

企业对自身产生协同效应才会产生收购行为，设主

并企业预期此次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为 S，主并企

业为完成并购付出的实际价格为P+C，主并企业会

采取并购行为的条件为P+C-VA<S。
对被并企业而言，只有当成交价格P大于自身

估价时才会选择出让自身资产或股权，即被并企业

完成并购的条件为P>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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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并企业和被并企业完成并购的条件结合起

来，可得：

VB×R<P<S+VA×R-C
在并购过程中，并购溢价的计算方式为：

premium= P-V×R
V×R

整理可以得到：

P=（premium+1）×V×R
最终，根据并购条件整理可得：

premium<
S+VA ×R-C

V×R -1

从协同动机层面分析，并购溢价 premium与被

并企业实际价值、并购双方对企业估值、并购比例和

并购后企业整合成本等方面有关。VA是主并企业A
根据已有的关于被并企业B的资料进行的估值，即

估值VA受到资料真实性、时效性的影响（景泽京、扈

文秀，2013）。S是主并企业A对协同效应的预期，是

结合自身业务发展方向、财务现状或管理现状与被

并企业B的现状得到的预期估值，受自身现状、被并

企业现状的影响。VB是被并企业对自身发展前景的

估值表现，被并企业有可能对自身持过于乐观的态

度，使得VB虚高。

（2）并购讨价还价过程的博弈。当PB<PA，即被

并企业报价小于主并企业报价时，则并购成交，无讨

价还价过程或过程较简单；当VB<PA<PB<VA，即满

足被并企业报价PB既小于主并企业预期估值VA又大

于主并企业报价PA时，双方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

按照Rubinstein的无限次轮流讨价还价模型，

并购讨价还价过程由主并企业、被并企业轮流出价，

双方在［PA，PB］区间内谈判，并购双方通过多次价

格谈判最终达成交易价格 P，其中 P一定满足 PA<
P<PB。在该模型中，贴现因子δ可以表示并购双方的

“耐心”程度，δ在［0，1］区间内取值，以此表示并购双

方在谈判中的心理承受能力。由于时间的价值即谈

判的成本等原因，并购双方在第 t次谈判获得的价

值与在第 t+1次谈判获得的价值不同。假设主并企

业先报价，主并企业的贴现因子为δA，被并企业贴

现因子为δB，在无限次的讨价还价中，最终达成的唯

一纳什均衡解（成交价格）为：

P=
1- δB（PB -PA）

1- δAδB
+ PA

当δA=δB=δ时，即并购双方贴现因子相同，达成

的最终价格为：

P=
PB -PA
1+ δ +PA

并购价格在并购双方多次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

达成，并购双方得到的关于交易对手的信息随着谈

判次数的增加而增加，有可能会改变PA与PB的值，

使得并购的讨价还价过程更为复杂。

（3）博弈模型的总结。通过上述在协同动机层面

的博弈模型建立、在并购讨价还价过程中的博弈模

型建立，可以初步总结出各影响因素影响并购溢价

的形成机制，其分析结果见下图。

如图所示，并购溢价 premium由最终成交价格

P决定，而最终成交一方面受并购双方讨价还价过

程次数、报价顺序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受报价PA、PB

影响。报价PB受被并企业B自身估值VB影响，VB除

受企业B真实经营现状、发展前景影响外，还同时受

企业股东、管理层影响；PA受预期协同效应 S、估值

VA、整合成本C影响，即整体上受主并企业A自身、

被并企业B经营现状、发展前景方向共同影响，除此

之外还受到资料真实性、股东和管理层干涉等因素

影响。

2. 指标的确定。结合博弈模型分析，遵循代表

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数据可获取性原则，选取能够

真实、及时反映并购双方企业技术水平，企业内部监

博弈模型下的并购溢价形成机制图

被并企业B

根据自身真实情况进行
估值，受股东、高管自身
利益考虑等因素影响

估值VB 报价PB

并购溢价premium

报价顺序
讨价还价次数

最终成交
价格P 报价PA

预期协同效应S

估值VA

整合成本C

主并企业A

根据已获得资料进行预估，受主并企
业自身经营要求、被并企业B经营情

况影响，同时受资料真实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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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约等方面的指标。指标选取情况如表1所示。

（1）并购双方相对资产规模。当主并企业、被并

企业双方资产规模、体量相差不大时，主并企业为获

取被并企业股权会付出较多资金、股权等成本，遭遇

较大的来自被并企业方面的阻力，因此主并企业为

达成并购会相应付出较高溢价代价（扈文秀、贾丽

娜，2014）；当被并企业规模较主并企业规模小时，即

使并购溢价较高，交易价格相对于主并企业整体规

模仍较小。并购双方相对资产规模大小从侧面体现

出主并企业为该次并购“伤筋动骨”的程度。在此提

出本文假设1：
H1：并购双方相对资产规模与并购溢价呈正相

关关系。

（2）主并企业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可以独

立、客观地判断主并企业并购行为动机、并购溢价，

监督主并企业合理控制并购溢价。独立董事比例较

高，其意见更有可能得到董事会的重视。在此提出本

文假设2：
H2：主并企业独立董事比例与并购溢价呈负相

关关系。

（3）主并企业现金水平。高自由现金流量水平且

低成长性企业缺乏有效途径发展业务或投资，该类

企业高管通过并购扩张企业规模（宋建波、沈皓，

2007）来证明管理业绩或获取额外利益。净利润现金

净含量、营业收入净含量、营业利润净含量反映主并

企业的现金水平（黄本多、干胜道，2009）；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反映银行对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估，并购部

分净资产与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比值可以衡量被并

企业的资金充足程度。在此提出本文假设3：
H3：主并企业现金水平与并购溢价呈正相关

关系。

（4）被并企业发展潜力。互联网行业中的并购事

件通常发生于较大型互联网公司与新兴互联网企业

之间，主并企业愿意付出高溢价获取控制权，将被并

企业业务与自身业务结合，进行业务整合，互联网主

并企业不一定完全考虑被并企业目前的盈利能力或

经营状态，以被并企业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营业收

入复合增长率来反映被并企业的发展潜力是可行

的，同时增加被并企业在并购事件年度拥有的专利

数量来反映被并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此提出本文假

设4：
H4：被并企业发展潜力与并购溢价呈正相关

关系。

三、实证分析

从Wind数据库搜索 2012 ~ 2016年软件与服务

行业已完成的并购事件，要求被并企业为互联网企

业，主并企业行业不作要求，同时剔除：①主并企业

不是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②缺少并购交易价格资

料的并购事件。③在各渠道都无法获取被并企业并

购发生前2 ~ 3年财务数据的并购事件。最终获得81
个并购事件样本，设置估计组与验证组，其中估计组

74个样本，验证组7个样本。

1. 因子分析。使用 SPSS 19.0对 13个变量进行

因子分析，得出因子分析的KMO值为 0.702，sig.值
为0，表明该13个指标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13个指

标变量共提取出 5个公共因子，解释的累计方差为

77.279%，即 5个公共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 77.279%
的信息，代表性较强。依据旋转成分分析结果，对提

取的5个公共因子进行分析并命名，见表2。
公共因子 F1主要反映并购过程中主并企业治

理结构、资金使用方式和被并企业的技术优势等非

财务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将公共因子F1命名为非

财务影响因子；公共因子F2主要反映主并企业的现

金流水平，因此将公共因子F2命名为主并企业现金

表 1 影响因素指标

指标名称

双方相对资产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

主并企业净利润增长
率

主并企业流动比率

主并企业速动比率

主并企业净利润现金
净含量

主并企业营业收入现
金净含量

主并企业营业利润现
金净含量

主并企业当年获得的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资金充足率

被并企业净利润复合
增长率

被并企业收入复合增
长率

被并企业拥有专利数
量

计算方式

被并企业净资产/主并企业净
资产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上期净利润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营业利润

-

被并购部分资产/主并企业当
年获得银行授信额度

（现有净利润/基础净利润）×
（1/年数）-1

（现有营业收入/基础营业收
入）×（1/年数）-1

-

代码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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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平因子；公共因子F3主要反映主并企业的偿债

能力，因此将公共因子F3命名为主并企业偿债能力

因子；公共因子F4主要反映主并企业发展能力和从

金融机构筹资的能力，因此将公共因子F4命名为主

并企业发展筹资能力因子；公共因子F5主要反映被

并企业的发展能力，因此将公共因子F5命名为被并

企业发展能力因子。

通过成分得分系数矩阵（限于篇幅，此处不列

示）总结5个公共因子的表达式：

F1=0.402X1-0.256X2-0.008X3+0.030X4+
0.025X5+0.047X6+0.029X7+0.058X8+0.042X9+
0.383X10-0.012X11-0.017X12+0.251X13 （1）

F2=0.073X1-0.107X2+0.050X3+0.049X4+
0.040X5+0.412X6+0.381X7+0.339X8+0.071X9+
0.035X10+0.085X11-0.005X12-0.083X13 （2）

F3=0.001X1-0.143X2-0.014X3+0.461X4+
0.455X5+0.071X6+0.091X7-0.088X8-0.069X9+
0.019X10+0.009X11-0.056X12-0.094X13 （3）

F4=-0.154X1+0.061X2+0.506X3+0.040X4+
0.031X5 + 0.046X6- 0.127X7 + 0.045X8- 0.541X9 +
0.046X10-0.007X11+0.009X12+0.140X13 （4）

F5=-0.033X1-0.029X2-0.013X3-0.045X4-
0.026X5- 0.055X6 + 0.069X7- 0.107X8- 0.023X9-
0.035X10-0.595X11+0.563X12+0.045X13 （5）

将变量按照上述5个表达式计算出各公共因子

的具体值，并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 多元回归分析。估计组的74个样本事件中被

并企业均为非上市公司，用被并企业股价计算并购

溢价程度缺乏被并企业公开的历史股价数据，且我

国境内并购受宏观政策、经济环境影响较大，以股价

为基准计算并购溢价可能导致数据失真，因此，以被

并企业年报显示的净资产计算并购溢价程度，具体

计算公式为：

premium=（交易价格-目标企业净资产×被并

购比例）/（目标企业净资产×被并购比例） （6）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5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 0，以该 5个公共因子为自变量，以并购溢价程度

（premium）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

有效减小线性方程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建立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如式（7）所示。

premium=b1F1+b2F2+b3F3+…+bmFm （7）
其中，Fi为公共因子自变量，bi为回归系数。数

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即各自变量取平均水平后，因变

量也应去平均水平，当等式两边为0时，为使等式成

立，常数项等于0，因此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没有常

数项（常数项为0）。
将74个样本数据导入SPSS 19.0，标准化后进行

因子分析并保存提取的公共因子为新的变量，将公

共因子导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该回归方程R2为

0.702，即因变量 premium有 70.2%的变异由自变量

引起，方程的拟合度较高。Durbin-Watson检验用于

检验残差分布是否为正态分布，Durbin-Watson检
验值（DW值）越接近 2，残差越独立。该方程DW值

为2.124，偏离度不大，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

多元回归方程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与显

著性统计的检验结果见表3。B表示未标准化的自变

量的初始回归系数，Beta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该回

归方程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非标准化系

数B与标准系数Beta一致。

双方相对资产规
模X1

独立董事比例
X2

主并企业净利润
增长率X3

主并企业流动比
率X4

主并企业速动比
率X5

主并企业净利润
现金净含量X6

主并企业营业收
入现金净含量
X7

主并企业营业利
润现金净含量
X8

主并企业当年获
得的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X9

资金充足率X10

被并企业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X11

被并企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X12

被并企业拥有专
利数量X13

成 分

1（F1）

0.897

-0.528

0.036

-0.010

-0.017

-0.088

-0.146

-0.005

-0.007

0.898

-0.066

-0.034

0.670

2（F2）

-0.056

-0.071

0.216

-0.088

-0.100

0.918

0.851

0.790

0.072

-0.109

0.037

0.176

-0.242

3（F3）

-0.064

-0.249

-0.125

0.982

0.976

-0.027

0.071

-0.357

-0.109

-0.036

-0.085

-0.051

-0.223

4（F4）

-0.179

0.062

0.842

0.010

-0.006

0.146

-0.150

0.155

-0.860

0.138

-0.003

0.023

0.268

5（F5）

-0.034

-0.087

-0.003

0.003

0.028

0.041

0.218

-0.075

-0.026

-0.042

-0.855

0.824

0.031

表 2 公共因子分类及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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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线性统计量中，容差和VIF都等于 1，说明自

变量间完全正交，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关系。

自变量 F1非财务影响因子与因变量 premium
的回归系数为 0.041，即 F1与 premium呈正相关关

系，sig.值为 0.209，即显著性水平不高，非财务影响

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自变量 F2主并企业现金流水平因子与因变量

premium的回归系数为 0.202，即F2与 premium呈正

相关关系，sig.值为 0.017，通过显著性检验，主并企

业现金流水平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自变量 F3 主并企业偿债能力因子与因变量

premium的回归系数为 0.024，即F3与 premium呈正

相关关系，sig.值为 0.077，显著性水平不高，但其偏

离标准值0.05不大，可以保留。

自变量 F4主并企业发展筹资能力因子与因变

量 premium的回归系数为-0.043，即 F4与 premium
呈负相关关系，sig.值为 0.067，显著性水平不高，但

其偏离标准值0.05不大，可以保留。

自变量 F5 被并企业发展能力因子与因变量

premium的回归系数为0.064，sig.值为0.042，通过显

著性检验，被并企业发展能力因子对因变量的影响

显著。

综上所述，自变量F2、F3、F4、F5与因变量premium
存在相关关系，且 sig.值接近 0.05，从理论分析是可

以存在的，因此保留自变量F2、F3、F4、F5。

因此，并购溢价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

式（8）所示：

premium=0.202F2+0.024F3-0.043F4+0.064F5

+ε （8）
3. 稳健性检验与回归模型的验证。

（1）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是检验实证

结果是否会随着参数设定不同而发生改变的检验方

法。检验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对数据

的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别的样本数据进行

回归，观察模型结构是否会出现巨大变化；二是指标

替换法，用相近的指标变量替换现有变量，如用并购

双方相对总资产规模替换双方净资产规模再次进行

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是公共因子，若采

用指标替换法可能会直接改变提取的公共因子数

量，使模型因变量数量增加从而改变模型结构，因此

采用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的检验方法。

估计组 74个并购事件中，2014年发生了 24起
并购事件，2015年发生了 30起并购事件，以并购事

件发生年度为分类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回归，

可以检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仅对 2014年发生的并购事件进行回归，对于

2014年发生的并购事件，F1、F2、F3与 premium呈正

相关关系，F4、F5与 premium呈负相关关系。此次检

验F5与premium的相关性与表3产生差别，但F5的回

归系数仅为-0.01，即在此次回归中，F5对 premium
的影响很小，整体上仅将2014年并购样本进行回归

得到的结果与整体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证

明该回归方程基本稳健。

（2）回归模型的验证。首先将验证组的7个样本

指标导入因子分析，计算该6个样本的因子得分；其次

将因子得分导入回归模型式（8），比较模型计算得到

的并购溢价 premium与实际并购溢价 premium（R）

的误差，计算其绝对误差与整体平均误差值。其结果

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7起并购事件的实际并购溢价率为

8.702643，由 回 归 方 程 计 算 的 并 购 溢 价 率 为

8.204814，相对误差均值为 0.064643，总体上验证效

果良好，可见方程的总体解释能力较强。

自
变
量

F1
F2
F3
F4
F5

非标准化系数

B

0.041
0.202
0.024

-0.043
0.064

标准
误差

0.119
0.119
0.119
0.119
0.119

标准
系数

试用
版

0.040
0.201
0.023

-0.043
0.063

t

0.34
1.69
0.20

-0.36
0.53

sig.

0.209
0.017
0.077
0.067
0.042

共线性
统计量

容差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VIF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被并企业

博威康

宁波金唐

银商资讯

联龙博通

成电医星

互联天下

银澎云计算

均 值

主并企业

捷成股份

万达信息

长亮科技

金证股份

延华智能

飞利信

齐心集团

年份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5

2016

实际并购
溢价

premium
（R）

0.1215

7.5051

1.6835

5.5299

6.7194

23.8367

15.5224

8.702643

并购
溢价

premium

0.0922

8.3652

1.8521

4.62

5.3218

19.9524

17.23

8.204814

相对
误差

0.2417

-0.1146

-0.1001

0.1645

0.208

0.163

-0.11

0.064643

表 4 回归模型验证结果

表 3 回归系数估值与显著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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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向主并企业的对策与建议

1. 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主并企业现金流

水平因子F2对并购溢价 premium的影响显著，当企

业净利润现金含量、营业收入现金净含量、营业利润

现金净含量提高，主并企业的现金流水平趋向良好

时，主并企业容易采取高溢价的并购方式，其并购行

为存在不理智现象，因此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

机制。

（1）选择具有丰富经验的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在

并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企业选择并购对象、并购

价格（并购溢价）、并购方式等提出专业性建议，选择

具有丰富的互联网行业并购经验的中介机构，可以

弥补企业管理层在并购知识、相关事件经验方面的

不足，选择合适的并购溢价。

（2）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岗位权责以降低企业管

理层“一人独大”现象。通过重新设计组织结构、管理

层的岗位权责，使股东与高管相互制约、高管之间相

互制约，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高溢价并购行为。

（3）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

制。对比中介机构，独立董事既具有专业知识，可以

做出独立、客观的判断，又比中介机构熟悉主并企业

的真实经营现状、财务绩效水平等。提高独立董事比

例可以提高主并企业独立董事在行权上的独立性，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能力，防止股东、管理层因

自利动机、过度自信等而做出不理智的并购行为；建

立独立董事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将独立董事持股、现

金奖励与并购绩效挂钩，促使独立董事谨慎审核并

购方案，杜绝独立董事决策“走过场”现象；对独立董

事进行相应的制约，独立董事不应在上市公司担任

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职务，保证判断的客观性。

2. 减少并购信息不对称现象。被并企业发展能

力因子F5对并购溢价 premium的影响显著，被并企

业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越低、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越

高，并购溢价越高，要求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与营业收

入复合增长率呈反方向变化，即表明被并企业的成

本提高，与互联网行业规模边际增加规律事实不符，

需要加大样本量继续检验。

对于主并企业而言，收集到的关于被并企业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等数据不一

定真实、精确，且互联网行业并购事件中，部分被并

企业成立仅有2 ~ 3年，存在被并企业不披露真实数

据的现象，并购双方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主

并企业与被并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使互联网行

业并购产生高溢价现象。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

减少并购信息不对称现象。

（1）做好尽职调查。对企业的相关数据、人员背

景等进行深入调查、审核。选择有经验的中介机构可

以提高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减少并购信息不对

称的现象。

（2）多维度考核被并企业。当被并企业以消极态

度抵抗并购时，其披露的财务数据极有可能失真，抬

高要价以此逼退主并企业。针对这种情况，主并企业

除了要做好尽职调查，还需要从其他维度对被并企

业进行调查，如实地调查被并企业日常运营情况。针

对互联网行业，通过购买企业服务感知被并企业经

营现状，通过与其他用户交流感知其服务质量等相

关影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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