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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视角

【摘要】运用DEA-BCC模型，对2009 ~ 2013年发生并购的259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进行计算，以此评价各行业企业在并购前后的技术创新效率。研究表明：并购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规模效率的正向作用，强

于对其纯技术效率的负向作用；并购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规模效率、纯技术效

率和综合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与企业并购相关的文献，对通过并购获取创新资

源，为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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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并购是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的重要手段。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

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

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等系列化解产能严

重过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出台，越来越

多的企业倾向通过并购获取互补性资源，包括前沿

技术、核心人才等。并购已成为企业加速缩小与行业

前沿技术之间的差距，巩固或提升其市场份额和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并购除了增加技术资源，是否

还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不同细分

行业的影响又如何等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关于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Ahuja、
Katila（2001）区分了技术并购和非技术并购，并基于

化工行业并购事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在并购中获

得基础知识的绝对规模能提升创新绩效，而获得基

础知识的相对规模会降低创新产出。Makri等（2010）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医药、化学和电子等高技术行

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互补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

识都能促进并购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张峥、聂思

（2016）基于负二项回归经济计量模型，实证研究认

为技术并购能促进公司提升创新绩效，且目标公司

知识基础绝对规模对并购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

响。温成玉、刘志新（2011）通过对 2001 ~ 2008年我

国高技术上市公司为主并方的 96起技术并购事件

的实证研究，认为技术并购对并购公司的创新绩效

影响为正，非技术并购对并购公司创新绩效没有显

著影响。王宛秋、马红君（2016）基于 2007 ~ 2012年
上市公司发生的技术并购事件，实证研究了并购主

体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研发行为在两者间

的调节作用。在并购过程中，对目标资源的吸收整合

和文化融合程度会因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直

接研究并购对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影

响的文献较少。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1. 研究方法。基于DEA模型的BCC分析法主

要用于评价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对比DEA-CCR模型，该方法在实践应用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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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效性”假设条件，应用的实践性更强。该分析

方法中，企业技术创新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

（PTE）×规模效率（SE）。其中，技术创新综合效率表

示对企业研发资源配置能力和研发核心能力的综合

衡量与评价，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实力；纯技术

效率是企业在研发投入规模不变条件下的技术创新

效率，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能力情况；规模效率

表示实际研发投入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距，反映企

业研发投入规模的变化对综合效率的影响情况。若

综合效率为 1，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产出处于最佳

状态，同时实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若综合效率小

于 1，则表示企业的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弱有效或无

效，某些研发投入要素存在冗余。若纯技术效率的数

值小于规模效率，则表示综合效率的低下主要是由

技术无效导致的，反之则是由规模无效导致的。本文

据此逻辑，通过比较各细分行业企业在并购前、中、

后期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化趋势，分析并购对企业技

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基于DEA方法

的BCC模型计算并评价企业在并购前、中、后三阶

段技术创新效率。

2. 指标选择与说明。鉴于已有相关文献指标选

择和指标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研发经费

等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企业专利拥有量作

为技术创新产出指标。关于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等转

换为资本存量的计算，本文参照戴魁早、刘友金

（2016）采用的测算公式进行处理：

RKt=Et-1+（1-δ）RKt-1

其中，RK表示各企业研发资本存量；E表示当

期企业研发经费实际支出；δ为折旧率，按惯例设定

为 15%。基期的RK0由计算公式RK0=E0/（g+δ）确
定，g为各企业研发实际支出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企

业专利拥有量以专利的年度申请数据为准，考虑到

专利成果产出的滞后性，本文对专利数做滞后一期

处理，即 t年计算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取专利数使

用 t+1年数值。

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2009 ~ 2013
年宣告并购的沪深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作为初选样

本，对样本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选择交易地位

为买方的并购企业；②选择买方企业在并购公告中

提到以整合行业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获取某种技

术资源等为主要目的的并购事件；③剔除并购交易

后收购方未获得目标企业绝对控制权的样本企业

（并购后收购方股权比例不足 50%的样本）；④对于

同一企业在同一年份发生的多起并购，保留企业当

年所完成的第一起并购，这是因为本文考察企业是

否发生并购，而非并购次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⑤剔除按照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中目标企业属于金融类的样本；⑥剔除数据缺失样

本。由于本文需要获得样本企业并购前 2年到并购

后2年的指标数据，以及专利数据的滞后一期处理，

所以实际运用样本数据跨度为 2007 ~ 2016年。经过

上述筛选过程，最终从 1452个样本中获得 259个符

合研究要求的样本企业，共涉及21个细分行业。

包含企业数量最多的前六个行业分别是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7家），专用设备

制造业（38 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7
家），通用设备制造业（24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21家），医药制造业（14家），共 181家企业，占总

企业数的70%，且均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符合国家

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和政策要

求。下文将重点分析并购与该六个行业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购样本、企业研发人员、企

业研发经费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万得资讯金融客户

端及上市公司各年的年报，专利申请数来自国家知

识产权局官网和佰腾网。表 1为样本企业发生并购

的年度分布情况。

三、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变动分析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DEAP 2.1，采用以

产出为导向的DEA-BCC模型，计算我国制造业各

细分行业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通过比较企业在并

购前、中、后的技术创新效率变化情况，研究并购与

各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

1. 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评价。表 2为六大

分行业在并购前2年、并购当年和并购后2年的技术

创新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

（SE）的计算结果。基于表 2，计算出整体的综合效

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并购前、中、后的均值

分别为 0.129、0.135、0.132，0.185、0.206、0.174 和

0.719、0.723、0.759。由此可以看出，并购导致了企业

纯技术效率损失，但促进了企业规模效率的提升，且

对纯技术效率的负向作用强于对规模效率的正向促

年份

初步筛选

最终样本

2009
201
22

2010
261
33

2011
279
42

2012
344
64

2013
367
98

总计

1452
259

表 1 样本企业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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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说明我国实施的各项促进产业资源整合和

产业转型升级政策，虽然实现了企业研发投入资源

的优化配置，但并没有让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得到

实质性的提升。分析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收购方通过并购实现了对互补性资源的获取，

但没有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也没有实现前沿技术知识的积累，即在

并购过程中，企业的整合吸收能力较弱；二是收购方

可能已具有行业前沿技术知识，目标企业不存在更

优的核心技术或其他创新资源，并购只是收购方为

了进一步巩固市场份额，或响应国家政策，优化资源

配置、化解产业严重过剩的产能。

2. 纯技术效率（PTE）的比较分析。基于表 2数
据可以算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PTE 在并购前、中、后的均值分别为 0.161、0.156、
0.127，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PTE 均值分别为 0.299、
0.319、0.27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PTE均

值分别为 0.150、0.136、0.082，通用设备制造业的

PTE均值分别为 0.202、0.205、0.222，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的 PTE均值分别为 0.134、0.141、0.145，医
药制造业的 PTE均值分别为 0.165、0.278、0.202。经
比较发现，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PTE

均值高于其他行业，说明其技术创新核心能力强于

其他行业；仅有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企业在的PTE均值在并购前后保持上升趋势，

其他行业企业在并购后均出现下降，尤其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并购后的 PTE均值下降趋势

最为明显。为更详细地反映企业在并购前、中、后的

纯技术效率值的变化情况，本文绘制了图1。从各分

行业的纯技术效率值在并购前后的比较和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并购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医

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具有

显著的负向作用，且会造成这两个行业的纯技术效

率损失；并购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具有负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的吸收整合能力较强，

能促进目标资源转化为收购方的技术创新能力。基

于纯技术效率均值的比较可知，通用设备制造业具

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原始技术基础，这能强化

其对互补性资源的吸收整合能力，而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对目标资源低层次

地吸收整合，就能实现其并购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

和原始技术知识的积累。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

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均较高，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并

购后出现的效率损失，究其原因与“企业技术创新效

率的变动评价”中的分析一致，即企业在并购过程中

的吸收整合能力较弱，或企业并购的目的侧重于扩

大市场份额或产业内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在并购前后保持持续下降趋势，且后者在并

行业类型

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
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通用设备
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均值

0.130
0.146
0.684
0.135
0.291
0.726
0.168
0.120
0.787
0.169
0.211
0.722
0.074
0.140
0.727
0.127
0.203
0.769

并购
前2年
0.114
0.167
0.596
0.122
0.290
0.683
0.213
0.153
0.770
0.188
0.191
0.697
0.079
0.138
0.726
0.088
0.129
0.829

并购
前1年
0.131
0.154
0.673
0.123
0.308
0.721
0.164
0.146
0.757
0.163
0.213
0.695
0.057
0.130
0.701
0.105
0.202
0.779

并购
当年

0.146
0.156
0.698
0.150
0.319
0.722
0.149
0.136
0.781
0.142
0.205
0.694
0.076
0.141
0.713
0.148
0.278
0.732

并购
后1年
0.131
0.132
0.665
0.114
0.270
0.709
0.128
0.104
0.730
0.138
0.191
0.680
0.063
0.135
0.690
0.140
0.223
0.706

并购
后2年
0.135
0.122
0.787
0.147
0.270
0.793
0.186
0.059
0.897
0.214
0.253
0.844
0.092
0.154
0.803
0.155
0.181
0.799

表 2 各细分行业并购前、中、后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分解

图 1 并购前、中、后各行业的PTE变化示意图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并购前2年 并购前1年 并购当年 并购后1年 并购后2年

0.350

0.300

0.250

0.200

0.150

0.100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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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后的下降趋势更明显，表明并购不能改变这两个

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衰退趋势，企业纯技术效

率的提升需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目标资源的

吸收整合。

3. 规模效率（SE）的比较分析。基于表 2相关数

据可以算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

SE 在并购前、中、后的均值分别为 0.635、0.698、
0.726，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SE 均值分别为 0.702、
0.722、0.75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SE均值

分别为 0.764、0.781、0.8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 SE均

值分别为 0.696、0.694、0.76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的 SE均值分别为 0.714、0.713、0.747，医药制造业

的 SE均值分别为 0.804、0.732、0.753。医药制造业并

购前的SE均值处于下降趋势，但并购后第二年转为

上升；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

均值在并购前出现小幅下降，在并购后转为大幅上

升，且并购后的均值高于并购前。图 2详细反映了

企业在并购前、中、后规模效率的变动情况。从各

分行业的规模效率值在并购前后的比较和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并购对该六大行业的规模效率具有正向

作用，有利于规模效率的大幅提高。

结合上述分析，医药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获取

目标资源，能有效地提高其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实

现规模效率的大幅提升。基于上述对医药制造业纯

技术效率分析可知，该行业虽然具有较强的纯技术

效率，但规模效率较低，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不利

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并购重组有助于其实

现市场份额的扩张和行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

步拓展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空间。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虽具有较低的规模效率，

但其并购的目的侧重规模效率的提升，基于其纯技

术效率的分析可知，考察期内，该行业内的企业是以

纯技术效率损失换取规模效率的持续提高，侧重在

已有技术基础上不断优化研发投入配置。另外也说

明，该行业企业较注重市场规模的扩张，已有的技术

能力足以满足该行业现有的市场需求，即通过市场

份额的扩张给企业带来的利润高于通过核心技术能

力提升所带来的利润，而这是降低企业技术创新动

力的关键。

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

能利用并购同时实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

升，企业在并购过程中注重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

强化对目标资源的吸收整合。对于通用设备制造业，

并购有利于该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已有自主

创新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企业，并购能实现其原始知识的积累，通过

消化、吸收，为自主创新奠定基础。专用设备制造业

企业在并购过程中，虽然优化了研发资源配置，提高

了规模效率，但若能同时强化其吸收整合能力或持

续地提高纯技术效率，将更利于其技术创新能力的

增强和发展空间的扩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具有最高的规模效率，结合其纯技术效率的分析

发现，该行业过度注重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忽略了

技术创新核心能力的提高，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情况相似，不利于其可持续发

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建立。

4. 技术创新综合效率（TE）比较分析。根据表 2
相关数据可以算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的 TE 在并购前、中、后的均值分别为 0.122、
0.146、0.133，专用设备制造业的 TE 均值分别为

0.123、0.150、0.13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

TE均值分别为0.188、0.149、0.157，通用设备制造业

的TE均值分别为0.176、0.142、0.156，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的TE均值分别为0.068、0.076、0.070，医药

制造业的TE均值分别为0.096、0.148、0.148。经比较

发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TE均值最低，说明

其技术创新综合能力弱于其他各行业；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由并购前TE
均值的下降趋势转为并购后的上升趋势，医药制造

业在并购后的TE均值由并购前的上升趋势转为平

稳状态，其他各行业的TE均值则均由并购前的上

升趋势转为并购后的下降趋势。图 3反映了各行业

图 2 并购前、中、后各行业的SE变化示意图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并购前2年
0.580

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并购前1年 并购当年 并购后1年 并购后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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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0

0.830

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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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并购前、中、后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变化趋势。

综合上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分

析可知：并购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的规模效率的正向作用，强于对其

纯技术效率的负向作用；并购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

合效率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分析验证了前述并

购对各行业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分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业企业以整合行业资

源、获取某种技术资源等为主要目的，而发生并购行

为的前六大分行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它们均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符合国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政策

要求。第二，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主要是由企业纯技术创新效率偏低导致的。第三，并

购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专用

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的规模效率的正向作用，强于纯技术效率的负向

作用；并购对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的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均具有正向

促进作用。

换言之，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对目标资源具有较强的吸收

整合能力；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过于注重对已有技术的开

发，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这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层次

较低导致的；医药制造业和专业设备制造业的规模

效率较低，并购利于其优化资源配置，能更好地促进

其技术创新综合效率的提升。

2. 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层面。政府可进一步优

化企业兼并重组的市场环境，增强行业内生产性资

源和新知识的流动性，加速企业对行业内创新资源

的优化整合，增加企业对新知识和技术创新资源的

原始积累。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宏

观创新环境，建立创新的税收补贴制度和人才引进

机制等，积极引导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企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唯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才是强化企

业竞争力的核心，是缩小与行业前沿技术间的差距、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第二，企业层面。强

化对目标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吸收整合能力，企业

的吸收整合能力对并购获取的创新资源能否转化为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并购过程中，

应重点做好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融合工作，强化

企业在并购后对新知识的识别、消化及吸收能力和

对技术创新资源的充分整合能力。在获得一定的原

始技术积累后，应积极有效地利用政府的技术创新

支持政策，坚持通过自主创新强化核心竞争力，最终

实现对行业内前沿技术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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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并购前、中、后各行业的TE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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