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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 “走出去” 步伐加快和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我国企业跨国并

购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视角出发， 将企业跨国并购标的

划分为资源拓展、 产品加工和技术服务三种不同类别， 并且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

研究。 结果表明： 资源拓展类并购更加注重国内市场规模与居民有效支出； 产品加

工类并购则重视内部资金管理与外部资本运作协同； 而技术服务类并购则强调融资

的难易程度、 投资者未来预期及企业未来成长的潜在价值。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

施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对三种不同类别的跨国并购行为有促

进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了支持企业通过跨国并购 “走出去” 和以

跨国并购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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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伴随着我国企业 “走出去” 步伐加快和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企业参与跨

国并购的案例持续增加， 根据万得 （Ｗｉｎｄ）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可知， 仅 ２０１７ 年中

国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 １ ３０８ ７ 亿美元， 是 ２０１０ 年的 ４ ４ 倍 （２９８ ２７ 亿美元）。 同

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地理空间分布上， 并

购标的由资源丰裕型国家逐渐向技术先进型国家转变， 由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转向

美、 日、 欧等发达地区。 ２０１０ 年显示国别的 ９０ 个跨境并购案例中， 有 ３９ 宗来自

于巴西、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资源型国家， 而 ２０１７ 年资源丰裕型国家并购只有 １１
宗， 美、 日、 欧等地区并购则达到 ７２ 宗。 二是行业类别上， 并购标的行业分布越

来越广， 且越来越趋向于细分行业中的 “专精特新” 企业。 ２０１０ 年明确并购对象

所处行业的 １２０ 项案例中就有 ４５ 项与资源或能源有关， 但 ２０１７ 年仅有 ９ 项来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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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能源类行业。 三是并购主体分布越来越广泛， 支付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单个项

目交易规模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０ 年公布并购主体名称的 １０８ 项案例中， 国有或国有

控股企业参与案例 ４４ 项， 但 ２０１７ 年民营企业参加的并购项目达到 １０６ 项。 以人民

币结算的案例日趋增加， 民间资本如基金并购方式开始被使用， 平均单笔交易额比

２０１０ 年下降了 ４２％，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４５ 亿美元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４２ 亿美元。
整体而言，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体现出全面进入全球价值链前端、 中端和末

端的选择， 即进入价值链前端获取资源性储备和基本原材料， 进入价值链中端学习

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进入价值链末端提供信息与研发支持、 产业与科技服务

等 （刘志彪和吴福象， ２０１８） ［１］。 刘志彪和吴福象 （２０１８） 按照生产工序对全球价

值链 （ＧＶＣｓ） 进行了上下游行业划分， 认为不同位置上的 ＧＶＣｓ 主体在不同工序

片段上获得的中间品边际收益不仅与其所处的上下游片段有关， 且与其所处的上游

度位置密切相关。 因此， 他们将 ＧＶＣｓ 分割为创新、 研发、 设计、 关键零部件、 制

造、 装配、 物流、 营销及品牌运营环节， 即生产 （关键零部件、 制造、 装配） 与

服务 （创新、 研发、 设计、 物流、 营销及品牌运营等）。 然而， 现有研究集中于企

业跨国并购的决策因素 （刘莉亚等， ２０１６［２］； 贾玉成和张诚， ２０１８［３］； Ｐｏｐｌｉ ａｎｄ
Ｓｉｎｈａ， ２０１４［４］）、 作用对象与完成结果 （陈建勋等， ２０１７［５］；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６］） 及价值链整合与管理 （谢洪明等， ２０１５［７］；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９［８］ ），
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新变化、 新趋势缺乏必要的阐述和解释。 为此， 本文基于全

球价值链布局的视角， 将价值链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环节： 资源拓展型并购 （以
资源和原材料为主）、 产品加工型并购 （以加工和生产为主）、 技术服务型并购

（以技术和服务为主）， 探究不同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 从而寻找

和分析跨国并购行为的外部动机与内在动因， 为更加全面刻画和理解中国企业跨国

并购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一、 文献回顾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价值链的概念被提出以来 （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５ ） ［９］， Ｋｏｇｕｔ
（１９８６） ［１０］便将企业价值链理论应用到全球生产网络分析过程中， 包括全球价值链

的垂直分工特征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区位配置功能等问题。 之后，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５） ［１１］、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和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００） ［１２］、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 （２００５） ［１３］ 及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 （ＵＮＩＤＯ， ２００２） ［１４］ 基于价值链全球布局， 即全球范围内生产、 加工、 销

售、 回收等各个环节， 从设计研发到最终报废的全产品生命周期的价值创造过程，
探究企业组织、 生产和经营活动与行为。 这些国外研究者在分析企业的全球并购行

为时， 发现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尤其关注价值链的提升 （Ｌｕｏ ａｎｄ 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１５］；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当然， 不是全部组织、 生产和经营活动或环节都在创造价

值， 所以不需要对价值链中的各个部分进行收购， 只需要掌控核心资源和关键技术

即可 （Ｙｉｎ， ２０１７） ［１６］，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协同效应， 提高企业并购行为的绩

效。 国内学者也开始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视角研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 （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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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魏玮， ２０１２［１７］； 吴先明和苏志文， ２０１４［１８］ ）。 中国企业的资金优势、 成本控制能

力、 巨大市场资源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工艺、 技术研发效率、 成熟品牌影响间的价

值链互补与融合， 可以拓宽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 “双赢” 局面 （谢洪明等， ２０１５）。
不过，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 “逆周期” 特征， 金融危机、 企业属性、 经济政策不

确定性和 ＧＤＰ 增长率差异等对跨国并购行为存在影响 （贾玉成和张诚， ２０１８）。
图 １ 显示， 当前对跨国并购价值链的分析视角主要有以下三种。

图 １　 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链分析视角

一是从价值链的空间地理分布视角进行探讨。 Ｂｏｒｒｕｓ 和 Ｚｙｓｍａｎ （１９９７） ［１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２） ［２０］将母国和东道国的治理结构与并购标的地理分布特征作为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的关键参照要素。 贾镜渝等 （２０１５） ［２１］发现母国和东道国的空

间距离不仅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 且会负向调节并购经验与成功率之间的关

系， 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成败主要取决于空间距离， 而民营企业更依赖于跨国并购经

验。 此外， 内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 外部国家形象和竞争力等各种显性特征都

侧面反映了空间地理分布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 （朱勤和刘垚， ２０１３［２２］； 倪

中新等， ２０１４［２３］； 杨德彬， ２０１６［２４］）。
二是从价值链的竞争资源差异视角进行探讨。 Ｖａｃｈｏｎ （２００７） ［２５］研究发现跨国

并购案例中的目标企业普遍集中在某些产业的领头企业， 且表现为被并购产业加速

集聚的特征， 通过对并购标的研发资源、 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的吸收， 及对母公司

的转移、 反馈和效仿， 进而提升并购方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Ｌｕｏ ａｎｄ Ｔｕｎｇ， ２００７）。
同样， 在价值链中获取先进技术、 特定资源， 甚至降低单一市场政治风险， 整合并

购企业的无形资产或资源来获得技术水平提升等， 均是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目的之一

（Ｂｉｌｌｅｔｔ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８） ［２６］。 一般而言， 并购行为更多地发生在竞争资源弱势方向强

势方的兼并， 从而获取对方的竞争性资源 （薛安伟， ２０１７） ［２７］， 如价值链低端企业吞

并价值链高端企业 （Ｎｏｃｋｅ ａｎｄ Ｙｅａｐｌｅ， ２００７［２８］； 吴思， ２０１１［２９］）。
三是从价值链的企业微观特征视角进行探讨。 在价值链中企业自身固有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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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如产权性质、 经营活动和股权结构等都会影响跨国并购行为的决策与绩效

（杨波等， ２０１６） ［３０］。 并且， 企业在不同时段参与跨国并购关注的因素 （投资者促

进、 保护协定以及政治、 营商环境） 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金融危

机前后以及 “一带一路” 倡议前后的并购行为和选择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

（朱婕和任荣明， ２０１８） ［３１］。 此外， 企业规模、 股权结构、 管理层能力以及跨国并购

经验等特征同样会对并购产生影响 （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ｔｅ， ２００８［３２］； 黄嫚丽等，
２０１７［３３］； 陈建勋等， ２０１７）。

虽然既有研究成果已经从价值链的视角审视企业跨国并购行为， 并实现整体、
局部和个体的 “三维” 视野， 但是仍然存在着部分领域的研究空白： 其一是虽有

价值链的视角， 但未有价值链的甄别， 缺少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在价值链环节上的

识别与确定； 其二是关于单一或双重影响因素下企业跨国并购决策和选择的研究居

多， 而关于全球价值链布局视角下的异质性因素与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探讨较少。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首先， 在全球价值链甄别方面， 采用生产网络的方

式将价值链划分为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以及技术服务类三个部分； 其次， 在异

质性影响因素方面， 从宏观经济运行、 中观资本市场和微观企业经营中选取不同的

指标变量， 并实证研究和比较这些指标变量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作用； 最

后， 进一步分析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产生的调节效应， 这对深入理解近年来中

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下的跨国并购行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 价值链甄别与模型建立

目前， 国际上对全球价值链的甄别方式各不相同， 有些研究者将价值链按照属

性划分为全球价值链的结构 （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组织、 关系和权力构成等）、 全

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 机制与类型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和分配比例 （Ｋａｐ⁃
ｌ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 ２０００）。 部分研究者从商品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入手对全球价

值链进行剖析， 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ＵＮＩＤＯ） 从产品设计、 开发、 生产、 制

造、 营销、 交货、 消费、 售后、 服务以及最后循环利用的全增值过程， 来探究不同

环节参与者的经营活动、 价值构成和利润分配等， Ｓｍｉｔｈ 等 （２００２） ［３４］ 基本沿袭了

这种研究思路。 然而， 更多的研究者选择从生产网络的视角出发， Ｇｏｌｄｅｎ 和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９） 从价值链生产网络的三种状态进行分析， 即市场、 网络和层级组织， 并且

结合共性基础、 交易方式、 弹性程度、 经济状况、 组织结构及行为主体特征等因素

展开探讨。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 （２００５） 则从生产网络理论出发， 将价值链各主体归纳为五

种类型： 市场型、 模块型、 关系型、 领导型和层级型。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２） 认为价值

链的本质是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 消费与服务的系列过程关系和价值实现。
根据研究数据集的可获信息条件， 本文认为生产网络视角的价值链甄别方法较

为合理， 也更易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因此， 按照价值链中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使

用过程， 将价值链划分为上游的原材料与资源、 中游的生产与制造、 下游的销售与

服务三个部分， 并在具体行业类别中加以对应。 这种分类方法参照联合国贸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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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中 ＢＥＣ 分类， 同时借鉴了樊茂清和黄薇 （２０１４） ［３５］、 刘志

彪和吴福象 （２０１８） 的分类方法。 实际上， 在对全球价值链做产业结构分析时， 大

部分学者仍然按照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 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三类进行划分， 并对应

ＧＶＣｓ 上、 中、 下游的不同位置。 再如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 ［３６］、 葛顺

奇和罗伟 （２０１５） ［３７］、 刘志彪和吴福象 （２０１８） 也是按照工序来区分不同产业结构下

的价值链分布问题。 在确定价值链甄别的方式之后， 可以进一步实证研究不同因素对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和选择的影响。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行为和选择， 故采

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吴伟平等， ２０１６） ［３８］。 其中， 二

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式 １） 是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多项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 （式 ２） 则是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具体的计量模型构

建如下：
Ｐｒ Ｍｅｒｇｅｒｉ ＝ １( ) ＝ φ１ α１ ＋ β１Ｃｏｍｐａｎｙｉ ＋ λ１ ｌ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 ＋ τ１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 ) ＋ εｉ （１）
Ｐｒ Ｍｅｒｇｅｒｉ ＝ ｊ( ) ＝ φ２ α２ ＋ β２Ｃｏｍｐａｎｙｉ ＋ λ２ ｌ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 ＋ τ２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 ) ＋ υｉ （２）
其中， ｉ ＝ １、 ２、 ３… 代表样本观测值， ｊ ＝ ０、 １、 ２、 ３ 代表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

产类型 （如表 １ 所示）。 Ｍｅｒｇｅｒｉ 用来衡量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和选择， 是离散型被解

释变量， 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 如果 Ｍｅｒｇｅｒｉ 等于 １ 则表示观测期内企业存在跨国

并购行为； 如果等于 ０ 表示观测期内企业未发生跨国并购行为。 在多项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中， 如果 Ｍｅｒｇｅｒｉ 等于 １、 ２、 ３ 则分别表示观测期内企业发生了资源拓展类、 产品

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行为； 如果等于 ０ 则表示观测期内企业未发生跨国并

购行为。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 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和选择的公司经营相关变量， 由于样本

选择期内存在负值， 所以没有进行对数化处理； ｌ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ｉ 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行

为和选择的宏观经济相关变量， 并且将样本数据采取了对数化处理；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ｉ 是影

响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和选择的资本市场相关变量， 同样对数化处理了样本数据。 表

１ 呈现的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类型的具体划分标准。

表 １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类型的划分

标的资产类型 具 体 原 则

资源拓展类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涉及行业： 贵金属与矿石、 电力、 金属或者非金属、 农产品、
煤炭和消费用燃料、 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消耗型行业

产品加工类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涉及行业： 医疗保健设备、 饮料生产、 食品加工与肉类、 家
用器具与特殊消费品制造、 电子元件生产、 机动车零配件与设备等生产加工型行业

技术服务类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涉及行业： 系统软件开发、 生物科技、 消费品经销商、 信息
科技咨询与服务、 综合支持服务、 航空货运与物流、 多元金融服务等技术服务型行业

关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与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异质性影响因素， 本文认为需要从

宏观经济运行、 中观资本市场和微观企业经营三个方面考量： 首先是国内宏观经济

环境作为外部基本面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的真实意愿 （Ｅｒ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３９］； 倪中新

等， ２０１４）； 其次是资本市场融资、 并购成本等客观条件形成的企业潜在财务风

险； 最后是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对跨国并购行为产生的内在约束 （Ｐｏｐｌｉ ａｎｄ Ｓｉｎ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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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公司经营状况方面。 跨国并购本质上是企业内部的决策行为， 体现了企业实现

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所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特征决定了跨国并购行为发生的

概率。 本文选取总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的成长性和所属行业的生命周期阶段； 以资

产负债率来衡量企业内部对跨国并购行为的资金约束 （魏炜等， ２０１７） ［４０］； 以营业

收入现金含量反映企业短期筹措资金参与跨国并购的能力； 选取年平均个股回报率

来衡量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投资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支持力度。
宏观经济环境方面。 跨国并购不仅是企业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行为， 也

是资源、 市场和技术等价值链条在全球范围内的再配置与再均衡， 宏观经济环境变

迁或冲击将会直接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的实际意愿 （刘莉亚等， ２０１６）。 本文选取国

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对数来衡量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与机会； 以居民消费

水平对数反映消费愿望的层级变化； 选取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对数衡量经济内部对技

术与服务的实际要求和迫切程度。
资本市场融资、 并购成本方面。 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依然以现金支付形式为

主， 无疑增加了资本市场融资、 并购成本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本文选取一年期

加权平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Ｓｈｉｂｏｒ） 的对数反映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中获

取资金的代价； 选取直接标价法下 “美元兑人民币” 年平均汇率对数作为资本市

场并购成本的替代变量； 选取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对数来衡量获取资金的难易程

度， 反映企业跨国并购中的资金总供给。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企业跨国并购行为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Ｗｉｎｄ 中国金融

数据库、 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中的并购重组资料， 并完成以下样本筛选与处

理： 一是剔除两个数据库中重复出现的跨国并购事件， 以及合并同一家公司相同年

份的跨国并购事件； 二是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和特殊处理的 ＳＴ 公司； 三是剔除

只签署转让协议、 股东大会通过和证监会受理的跨国并购事件， 仅保留最终完成的

跨国并购事件； 四是按照表 １ 中标的资产类型重新划分。 最后共得到 ６４９ 个上市公

司跨国并购的样本数据， 具体数值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上市公司跨国并购事件

年份 跨国并购事件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Ｍｅｒｇｅｒ＝ ３
２０１０ ３７ １３ １３ １１
２０１１ ４１ １１ １４ １６
２０１２ ３０ ９ １３ ８
２０１３ ４１ ４ １９ １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２ １６ ４０ ４６
２０１５ １８０ １５ ５８ １０７
２０１６ １２０ １２ ３２ ７６
２０１７ ９８ ８ ３５ ５５
总计 ６４９ ８８ ２２４ ３３７

同时， 与之对应的是相同年份公司经营、 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数据集， 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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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资产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及年平均个股回报率的数据样

本， 均来源于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并滞后一期体现上一年公司经营状况对

当期企业决策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 居民消费水平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则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 并且滞后一期体现上一年宏观经济环境对当期企业决策的约束。 一年

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 人民币平均汇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

计司公布的历年调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而得。 此外， 样本剔除了财务指

标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数据， 并与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样本进行了匹配， 获得跨国

并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集。 表 ３ 为上述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不同因素的

变量之间需要横向比较， 所以回归分析前都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表 ３　 实证研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Ｍｅａｎ Ｍｉｎ Ｍａｘ ＳＤ
公司经营状况

ａｇｒｔ－１ 总资产增长率 ０ ３６５０ －０ ８２９７ ４１ ４６２ １ １６２８
ｄａｒｔ－１ 资产负债率 ０ ４４８７ ０ ００７５ ２ ８６１０ ０ ２２８７
ｃｏｉｔ－１ 营业收入现金含量 ０ ９９１３ ０ ００００ ４ １８３９ ０ ２１０５
ｒｅｔｒｔ－１ 年平均个股回报率 ０ ３３５５ －０ ６９１９ １５ ２１１ ０ ８０６０

宏观经济环境
ｇｄｐｔ－１ 国内生产总值 ５７ ４７３ ３４ ８５０ ７４ ０６０ １２ １４８
ｒｃｌｔ－１ 居民消费水平 １ ５９２４ ０ ９５１４ ２ １２８５ ０ ３６８８
ｉｈｔｔ－１ 高技术产品进口额 ０ ４９６６ ０ ３０９９ ０ ５５８２ ０ ０７２７

资本市场因素
ｓｈｉｂｏｒｔ 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 ４ ２４０２ ２ ８０２５ ５ ０９６７ ０ ７８５８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人民币平均汇率 ６ ４２６６ ６ １４３１ ６ ７７０４ ０ ２３６９
ｓｆｓｔ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 １６ ２８７ １２ ８２９ １９ ４００ １ ９２９１

三、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表 ４ 呈现的是上市公司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其中， 模型 （１）、
（２）、 （３） 分别为公司经营状况、 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市场因素对上市公司跨国并购行

为的影响，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则是三种不同类别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比较， 上述

所有模型均采用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公司经营状况对跨国并购行为有显著影响。 从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的绝对

值大小来看， 股票市场的收益与回报是公司经营状况中作用最大的因素， 其次为营业收

入现金含量及资产负债率。 不过， 从模型 （４） 和模型 （５） 的结果来看， 公司经营状

况因素并不是跨国并购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作用方向却依然稳健。 二是宏观经济环

境对跨国并购行为也有显著影响， 然而， 这种关系在模型 （５） 中并不稳健 （显著性与

作用方向均发生变化）， 而居民消费水平成为宏观经济环境中影响最大的因素， 倘若平

均提高 １％的居民消费水平， 那么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发生概率会提升 １ ３９７， 与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的回归结果并不一致。 三是资本市场融资、 并购成本对跨国并购行为

同样有显著影响。 在模型 （５） 中， 如果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提高 １％， 跨国并购行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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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概率将下降 ０ ０２６８； 如果人民币平均汇率提高 １％， 跨国并购行为的发生概率亦将下

降 ０ ０６９５。 虽然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在模型 （３） 和模型 （５） 中影响显著， 但是作用

方向却并不一致。 此外， 从模型 （５） 的回归结果来看， 相比于公司经营状况和宏观经

济环境而言， 资本市场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充分说明跨国并购中的

融资与并购成本， 即交易价格是成败与否的关键， 且成为并购策略和行为的指导性因素

（刘红霞等， ２０１４）［４１］。

表 ４　 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影响因素的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跨国并购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ａｇｒｔ－１

ｄａｒｔ－１

ｃｏｉｔ－１

ｒｅｔｒｔ－１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ｌｎｉｈｔｔ－１

ｌｎｓｈｉｂｏｒｔ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ｌｎｓｆｓｔ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９２）
　 １ ７３６∗∗∗ ２ ０８１∗∗∗ －０ ７５８
（０ ４３８） （０ ４５９） （０ ６９２）
－１ ５３３∗∗∗ －１ ８５５∗∗∗ ０ ９８５
（０ ３９９） （０ ４１９） （０ ６６９）
－０ １５５∗∗∗ －０ １７８∗∗∗ －０ ０６５７
（０ ０４６９）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６１４）

　 －０ ０６３４∗∗∗ －０ ０２６８∗∗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１６）
－０ ０５４７∗∗∗ －０ ０６９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２８６∗∗∗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２５４）
３２ １８ ６０ ９４ ４４ ０２ ６８ １０ １４４ ９９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６４４

２ ７９４ ２ ９５４ ２ ９５４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中系数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系

数的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根据表 １ 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标的资产类型的划分， 本文采用多项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 模型 （６）、 （７）、 （８） 分别为不同类别

因素对上市公司跨国并购选择的影响， 这些选择包括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和技

术服务类。 从回归结果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在资源拓展类跨国并购方面， 如果企业年平均个股回报率提高一倍， 选择资

源拓展类跨国并购的概率会下降 ０ ０１１３。 同样，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 居民消费水平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平均提高 １％， 相应的概率会下降 ０ ４１５ 或上升 ０ ４１９、 ０ ０２２２。 第二，
在产品加工类跨国并购方面， 反映企业内部资金约束和短期资金筹措能力的资产负债率

和营业收入现金含量提高一倍， 使选择产品加工类跨国并购的概率分别下降 ０ ０１１３ 和

０ ０１４５。 人民币平均汇率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提高 １％， 跨国并购发生概率分别下降

０ ０４９３ 和 ０ ０３８８。 反映企业成长阶段周期的总资产增长率提高一倍， 跨国并购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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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升 ０ ０１７２， 这说明工业制造企业参与跨国并购不仅需要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区间，
而且依赖于公司良好的资金管理状况和现金流情况。 第三， 在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方

面， 总资产增长率与年平均个股回报率提高一倍， 则企业选择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的概

率分别提升 ０ ００９４ 和 ０ ０１３０。 然而，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每提高 １％， 企业选择技术服

务类跨国并购的概率将下降 ０ ０７２２， 这说明高技术、 服务型的企业参与跨国并购会更多

地考虑社会资金充裕程度和市场投资者预期， 同时总资产增长率代表的企业成长速度、
盈利状况， 也必定影响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决策过程。

表 ５　 企业跨国并购选择影响因素的多项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６） （７） （８）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Ｍｅｒｇｅｒ＝ ３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ａｇｒｔ－１

ｄａｒｔ－１

ｃｏｉｔ－１

ｒｅｔｒｔ－１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ｌｎｉｈｔｔ－１

ｌｎｓｈｉｂｏｒｔ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ｌｎｓｆｓｔ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１３０∗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６７）
－０ ４１５∗ －０ ４９３ －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１） （０ ４４２） （０ ５０９）
０ ４１９∗∗ ０ ５７７ ０ ２９６

（０ ２０７） （０ ４２９）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３９２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４０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８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３８８∗∗ －０ ０７２２∗∗∗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２１１）
１９３ ８６ １９３ ８６ １９３ ８６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中系数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系

数的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 进一步检验与拓展研究

（一）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支撑研究结论， 本文稳健性检验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考虑面板

数据集的结构，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 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二

部分是考虑不同残差分布状况， 相比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残差的正态分布， 采用残差分布状

况为逻辑分布的多元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检验。 表 ６ 的左侧 ３ 列为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检验， 资源拓展类采用的是随机效应估计，
其余两类则采用固定效应估计。 可以发现， 线性模型估计下的基准结果依然比较稳

健， 但是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的检验结果不够稳健， 除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以外， 高

技术产品进口额成为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表 ６ 的右侧 ３ 列为多元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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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相比于面板数据线性模型估计， 多元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拟合效

果更加稳健： 资源拓展类跨国并购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两个因素； 产

品加工类跨国并购同样依赖于人民币平均汇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 技术服务类跨

国并购则受到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和年平均个股回报率的影响。

表 ６　 企业跨国并购选择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线性面板模型 非线性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Ｍｅｒｇｅｒ＝ ３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Ｍｅｒｇｅｒ＝ ３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ａｇｒｔ－１

ｄａｒｔ－１

ｃｏｉｔ－１

ｒｅｔｒｔ－１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ｌｎｉｈｔｔ－１

ｌｎｓｈｉｂｏｒｔ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ｌｎｓｆｓ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Ｒ２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５５０∗∗ －０ ０７７７∗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２２４）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０５７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２３７）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７２）
－０ ６２３∗ －０ ８１４ ０ ９９９ －０ ４０４∗ －０ ５３１ －０ ３３５
（０ ３２１） （１ ４２６） （０ ９１８） （０ ２８１） （０ ４４６） （０ ５８３）
０ ６５８∗ １ ０７２ －０ ６５５ ０ ４０９∗ ０ ６１２ ０ ４７３

（０ ３３０） （１ ３５６） （０ ８６９） （０ ２７１） （０ ４３５） （０ ５７５）
－０ ０２２２ －０ １３６ －０ １９４∗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０９９
（０ ２２１） （０ １３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６３）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４２２）
－０ ０４６７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０７６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６４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２２３）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０５５）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９４）
－０ ０７２０ －０ １３３∗∗∗ －０ ０６６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７３６）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２０１）
－０ １５３∗∗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６０３）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１１２） （０ ０１６９） （０ ０２６１）
０ ２１０∗∗∗ ０ １９８∗∗∗ ０ １７９∗∗∗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０４９１） （０ ００１９）
１４ ８８ ２４ ６３ １６ ２８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５８８ ０ ０９６９

１７５ ９８ １７５ ９８ １７５ ９８
３５７ ９００ １ ３５０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２ ６０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中系数为模型平均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系数的公司

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内生性问题

本文涉及的内生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双向因果关系中的内生性问

题， 第二是样本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对双向因果关系中的内生性问题而

言， 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与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市场融资和并购成本的反向因果关系

并不成立， 更可能存在的是跨国并购行为与公司经营状况的反向因果关系。 然而，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都显示公司经营状况 （除年平均个股回报率外）
并非跨国并购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且不构成本文的主要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 更需

考虑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进行跨国并购的

企业是在某些因素的选择下被观测到。
公司治理结构对跨国并购行为决策的影响较显著 （李维安等， ２０１４［４２］； 徐晓

慧等， ２０１９［４３］）， 本文在原有公司经营状况的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内部治理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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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包括男性高管比例、 高管平均年龄、 公司产权性质以及第一大股东占比， 作为

样本选择模型第一阶段的影响变量 （表 ７ 中的 Ｓｅｌｅｃｔ 列）。 似然比检验的 Ｗａｌｄ 统计

量表示资源拓展类结果有样本选择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而产品加工类和技术服

务类的结果则不显著。 由于样本选择模型采用的是线性模型估计， 所以表 ７ 的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 （Ｍｅｒｇｅｒ 列） 与线性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 内生性问题处理之

后的结果依然支持基准回归模型。

表 ７　 企业跨国并购选择的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处理结果

变量

Ｍｅｒｇｅｒ＝ １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Ｍｅｒｇｅｒ＝ ３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Ｍｅｒｇ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ｇ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 Ｍｅｒｇ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ｇｒｔ－１

ｄａｒｔ－１

ｃｏｉｔ－１

ｒｅｔｒｔ－１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ｌｎｉｈｔｔ－１

ｌｎｓｈｉｂｏｒｔ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ｌｎｓｆｓｔ

ｒａｔｉｏ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１

ａｇ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１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１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ｔ－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０ ０５９６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２４１∗∗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４４５∗∗∗

（０ ０９６０） （０ ０１４２） （０ ０１４０）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１２６）
－０ ４８１∗∗∗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７９７ －０ １８３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６７４
（０ １８２）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９５７） （０ １６８）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７８２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６１１ －０ ４２０∗∗ －０ １０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７） （０ ０１０１） （０ １０５） （０ １７２） （０ ０５８１） （０ １０３）
－０ ０３９９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５１６∗∗∗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０８７）
－１ １１６∗ －１ ０６２ １ ０９２
（０ ６３４） （１ ４２３） （０ ９２２）
１ ２５０∗ １ ３３５ －０ ７２５

（０ ７２３） （１ ３５２） （０ ８７２）
－０ ０１８６ －０ １３１ －０ ２１１∗∗

（０ ２２０） （０ １３７） （０ １０２）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３５９） （０ ０２２２）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６６９ －０ １３９∗∗∗ －０ ０６５０∗∗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３１７）
－０ １５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９４）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２７４）
１ ８１２∗∗∗ ０ ７６０∗∗ －０ １９６

（０ ５４３） （０ ３８１） （０ ３１０）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１８３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１１５）
０ ０５６４ ０ １７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３３１）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２３）
０ ４９０∗∗∗ －６ ５９７∗∗∗ ０ ２９５∗∗∗ －３ ２５４∗∗∗ ０ ２１６∗∗ －２ ０１６∗∗∗

（０ １２４） （１ ０５７） （０ ０８３７） （０ ６９８） （０ ０８７０） （０ ６２２）
６ ６２ ６ ６２ １ ３８ １ ３８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１６ ７４１ １６ ７４１ １７ ２８４ １７ ２８４ １７ ７３４ １７ ７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中系数为模型平均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系数的公司

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 拓展研究： “一带一路” 倡议的调节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企业对外并购的影响因素，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３ 年正式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前后的企业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以检验 “一带一路” 倡议是

否已对企业跨国并购产生调节效应。 本文在原有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Ｐｏｌｉｃｙ 虚拟变量， 并与不同的影响因素形成交互项， 重新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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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Ｍｅｒｇｅｒｉ ＝ １( ) ＝ φ３ α３ ＋ β３Ｐｏｌｉｃｙｉ ×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 ＋ λ３Ｆａｃｔｏｒｓｉ( ＋ τ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 μｉ

（３）
其中， ｉ ＝ １、 ２、 ３… 代表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和技术服务类的样本观测

值。 Ｐｏｌｉｃｙｉ 是表示 “一带一路” 倡议虚拟变量， 倡议实施之前取 ０ 值， 即 ２０１３ 年

以前 （包括 ２０１３ 年） 取 ０ 值； 倡议实施之后取值为 １， 即在 ２０１３ 年以后取值为 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 是在跨国并购选择影响因素中作用显著的变量， 也是表 ５ 中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绝对值较大的变量。 资源拓展类并购选取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

平， 产品加工类并购选取的是人民币平均汇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 技术服务类

并购选取的是年平均个股回报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是除交互项中影

响因素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 包括公司特征变量、 宏观经济变量及资本市场变量。
表 ８ 呈现的是 “一带一路” 倡议对企业跨国并购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第一，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规模对资源拓展类跨国并购的抑制作

用， 并且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能力对资源拓展类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 在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中， 国内生产总值、 居民消费水平在倡议实施之后的平均边际效

应变为 １ ３８３ 和 ５ ４２ （交互项系数与影响因素系数的相加）。 第二， “一带一路”
倡议亦有效缓解了人民币平均汇率提高， 即并购成本提高对产品加工类跨国并购

表 ８　 “一带一路” 政策对企业跨国并购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资源拓展类 产品加工类 技术服务类
ｐｏｌｉｃｙ ×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ｌｎｇｄｐｔ－１

ｐｏｌｉｃｙ ×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ｌｎｒｃｌｔ－１
ｐｏｌｉｃｙ ×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ｌ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

ｐｏｌｉｃｙ × ｌｎｓｆｓｔ

ｌｎｓｆ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ｔｒｔ－１

ｒｅｔｒｔ－１

公司特征变量
宏观经济变量
资本市场变量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４８０∗

（２ ７１１）
－３ ０９７∗

（１ ８５６）
３ ８３５∗

（２ ２３０）
１ ５８５∗∗

（０ ７５８）
２ ２４９∗

（１ ３１７）
－２ ５４７∗∗

（１ ２１４）
－９ ２８５∗ －１３ ５１∗

（５ １２０） （７ ８９０）
－１ ７０２∗∗ －２ ５２２
（０ ７８３） （１ ７３８）

０ ０３５５
（０ ０３４３）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３２７）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２０ ５６ ２０ ５６ ４３ ６５ ４３ ５２ １００ ５５ １０３ １７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５５１ ０ ０５５１ ０ １１２５ ０ １１１５

３５７ ３５７ ９００ ９００ １ ３５０ １ ３５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中系数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 括号内为系数的公司层
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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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作用。 模型 （３） 中， 如果人民币平均汇率提高 １％， 企业产品加工类跨国

并购行为的发生概率相比之前提高了 ２ ２４９， 相同条件下跨国并购行为更容易实

现。 同时， 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扩大， 代表倡议实施后企业主动选择产

品加工类跨国并购行为的可能性变大。 第三， “一带一路” 倡议同样对技术服务类

跨国并购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重点反映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在倡议实施前后的差

异上。 如模型 （５） 所示， 倡议实施前平均边际效应为－２ ５２２， 倡议实施后则进一

步减小， 说明更多的企业选择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不过， “一
带一路” 倡议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平均个股回报率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生产网络方式将价值链划分为三个主要环节： 资源拓展类 （价值链

的前端）、 产品加工类 （价值链的中端） 与技术服务类 （价值链的末端）， 并选取

宏观经济运行、 中观资本市场和微观企业经营中的不同影响因素来实证分析中国企

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外部动机和内在动因。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 在企业跨国并购行

为的实证研究结果中， 相比于公司经营状况和宏观经济环境， 资本市场对企业跨国

并购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 这说明跨国并购中的融资与并购成本即交易价格是成败

与否的关键， 且成为并购策略和行为的指导性因素。 第二， 在企业跨国并购选择

（三种类型决策） 的实证研究结果中， 不同类型跨国并购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

同： 资源拓展类注重国内市场规模与居民有效支出的共同影响， 产品加工类重视内

部资金管理与外部资本运作的协同作用， 技术服务类则强调融资的难易程度、 投资

者的未来预期及企业的成长价值。 三种类型跨国并购都依赖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
且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第三， 在 “一带一路” 倡议调节效应

的实证研究结果中， 可以发现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规模、 人民币平均汇

率 （并购成本） 对资源拓展类和产品加工类跨国并购的抑制作用， 并且显著提高

了居民消费能力对资源拓展类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 在倡议实施之后， 社会融资规

模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扩大， 更多企业主动选择产品加工类和技术服务类跨国并购来

增加投资机会， 从而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跨国并购行为正越来越多地围绕全球价值链的提升而展开

布局， 同时跨国并购的目标也愈发地向先进技术、 市场空间、 管理团队等竞争性资

源靠拢。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行为中更加主动和积极， 正在从原来以资源配置型为

主的并购转变为以技术提升型、 市场拓展型为主的并购， 范围和领域日渐多样化，
手段和方式日趋丰富化。 针对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视角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

实证研究结果，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支持企业 “走出去” 开展跨国并购。
一是规范引导。 在支持国内企业 “走出去” 的同时， 引导企业针对自身价值

链的提升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 围绕技术创新、 市场拓展以及人才引进与

利用等内容开展跨国并购， 支持企业在对自身产业价值链进行详尽研究的基础上找

到自身的优劣势， 做好与目标企业的战略对接， 增强协同效应， 提升并购效率，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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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盲目并购， 陷入 “并购陷阱”。
二是有效支撑。 对国内企业利用全球资源或者吸收并购过程中的技术研发、 品

牌使用和市场营销网络拓展等方面的支出， 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财政和税收方面的

支持。 同时， 对于并购中的资金问题， 应给予相应的融资支持和用汇便利， 从而更

好地支持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 实现国内企业 “走出去” 的战略目标， 并完成企

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融合与优化。
三是金融推动。 在积极鼓励企业 “走出去” 的同时， 要加强与人民币国际化

相关政策的协同性， 引导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 推动

人民币国际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发展，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此外， 在加强金融

机构审慎监管的同时， 要促进企业跨国并购相关金融服务和衍生产品的创新， 提升

金融在支持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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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ｇ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ｒ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Ｍ＆Ａ）；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９５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