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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交易
通过十二年间的交易数据表明，有利于能力应用和提升的
并购交易能够实现出色的回报。

作者：杰·尼利(J. Neely)
         朱利安(John Jullens)
     约格·克林斯(Joerg Krings)

2015年5月，综合集团企业丹纳赫(Danaher)同意出

价140亿美元收购生物制药及医疗产品生产商颇尔

公司(Pall Corporation)。尽管与2015年内许多交易相

比，此次交易的规模相形见绌，但丹纳赫-颇尔的并

购却吸引了企业并购领域内许多专业人士的高度关

注。该桩交易引人注目的原因有二：首先，丹纳赫宣

布，将在交易结束后拆分为两家企业，一家致力于

制造业，而另一家则侧重生命科学和诊断领域，两

家企业都拥有独特的能力体系；其次，此次交易也

是十分活跃、能力出色的收购方丹纳赫史上规模最

大的交易。在过去30年里，丹纳赫开展了400多次收

购，其中很大一部分交易的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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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赫在并购方面的成功源于其认识到了
自身最强的领域（被称为丹纳赫业务体系的一
种持续运营改善的方法），并全神贯注于能够
从中获益的目标企业。换而言之，丹纳赫是一
家以能力为导向的收购方，能够在多桩收购中
利用自身的能力。而且事实证明，侧重于利用自
身能力的目标企业能够最大程度上保证并购
的成功，不仅仅是丹纳赫，任何一个时间点的
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是如此。

这是思略特咨询公司近期对成功并购中能
力所发挥的作用开展研究后发现的主要成果。
我们研究了2001年至2012年间九个行业的540
项全球重大交易，结果发现，能够利用收购方
关键能力或有助于其获得新能力的交易产生
了极为显著的股东回报，在交易结束后的两年
内，回报均高于当地股指涨幅。而且这些交易
带来的回报也高于以其他思维为导向的交易。
对于能力驱动型交易，其回报的复合增长率比
其他类交易高出14.2个百分点（见图一），甚至

高于2012年我们首次分析2001年至2009年间
交易时得出的数据。本年度的研究更为全面，
包含了数百桩并未被纳入初次研究的交易（参
见方法论）。

尽管在我们研究的交易中，近半数交易给
收购方带来的回报均高于当地股指，但明确以
能力为导向的交易有更为显著的成功率：超过
六成的能力驱动型交易带来了超额回报。相比
之下，在不考虑能力的交易中（我们称之为“匹
配度有限型交易”），仅有三分之一的交易所带
来的回报高于当地股指。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
内，迪斯尼和雅培等最成功的收购方似乎认识
到以能力驱动开展并购的重要性，并专心围绕
能力体系进行推广，即通过三到六种独特的方
式为客户创造价值。这些企业在谈到并购时并
不总把“能力”一词挂在嘴边，但这些交易确
实反映了企业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已经或者能
够在哪些方面做得极为出色。 

根据我们的并购模型，交易可分为能力利
用、能力提升和匹配度有限这三类。能力利用
型交易是指收购方在收购目标企业时清楚或
者相信此举非常符合现有的能力体系；例如，
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收购一家规模稍逊的竞争
对手，从而在双方均涉足的治疗业务领域内提
升营销能力。能力提升型交易旨在协助收购方
目前尚不具备但能有助于提升现有能力体系
的能力。匹配度有限型交易是指收购方几乎忽
略能力方面，交易不能使收购方的能力体系得
到任何的应用或者提升（交易亦可根据目标进
行分类，参见《意在何方？》）。

从本质上看来，能力提升型交易比能力
利用型交易更复杂。但在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两者均能给收购方带来卓越的回报。以谷歌
2006年收购YouTube为例，这桩以16亿美元收

图一：更可观的回报
能力驱动型交易的回报显著高于以其他思维为导向的交易

股东回报与当地股指比较
百分点

匹配度有限
型交易

–9.8

能力提升
型交易

2.6

能力利用
型交易

5.4

能力驱动
型交易

（利用或提升）

4.4

14.2

注：根据两年化的总股东回报 

信息来源：思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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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新兴视频共享平台的交易是当时谷歌史上
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并推动该搜索引擎公司
步入从未尝试过的业务领域。但在近十年之
后，随着YouTube的月用户量超过十亿，且在网
络视频领域内的份额不逊于其母公司在搜索
领域内的份额，很少会有人质疑交易背后的思
维方式。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内，信
息技术行业的能力提升型交易所带来的回报
高于能力利用型交易（见图二）。

我们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不同类型交易
的表现，以及企业如何选择并购方式的成功
之道。

更高的回报
尽管在我们的研究样本中所占的比例相

对较低，但与2012年相比，能力提升型交易在
2015年的研究中提升显著，回报比市场均值高
出2.6个百分点。而在2012年的研究中，能力提
升型交易的回报比市场均值高出0.5个百分点。

能够使收购方完善能力体系的能力提升型
交易在面临重大技术或监管变化的行业中尤
为普遍。在我们研究的时段内，医疗企业，尤
其是面临着竞争加剧和监管变化的美国医疗
企业，开展的能力提升型交易最多（在60桩研
究样本中占到23桩），而信息技术企业以16桩

意在何方？   

通常，企业在决定是否开展
收购时通常会关注交易意图如图
所示，根据思略特对540桩交易
的分析，出于产品或品类考虑进
行收购的吸引力很大。以整合为
目的的交易也很有吸引力，而进
入地区市场看似是自然的选择。

无论采取何种意图，如果交
易是以能力为导向，则回报通常
更为出色。

图：不同意图的举动
在能力驱动型交易中，以整合为目的的交易带来最出色的回报

相对于当地股指的回报
(百分点)

不同意图交易的占比

产品/品类邻近

整合

地域邻近

能力获取

多元化

41%

31%

17%

6%

4%

–7.4

–13.1

–8.9

–17.3

–4.6

 匹配度有限型

0.5

12.1

4.2

2.0

–28.2

能力提升型

4.5

7.9

1.6

6.1

2.1

能力利用型

注：根据两年化的总股东回报，由于四舍五入，总和不等于100%
信息来源：思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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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有力的筹码
各个行业中不乏表现优异的能力驱动型交易

股东回报与当地股指比较
百分点

注：平均回报基于收购方宣布交易后两年的年化回报，与当地股指相比；收购方的回报指数为总股东回报或股价（不分红的情况下）
信息来源： Capital IQ，思略特分析

零售 必需消费品 工业品 医疗 媒体 金融 IT

匹配度有限型能力提升型能力利用型

交易紧随其后。媒体行业是能力提升型交易的
另一个大户，有14桩此类交易。传统的报纸和
电视公司因为互联网和移动计算机技术而在
广告和客户业务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连锁药店CVS以250亿美元收购Caremark的
交易就是医疗行业内的大型成功案例。CVS认
为，如果拥有一家像Caremark这样的专门从事
邮购业务和擅长与大公司打交道的药品福利管
理公司，将能够更有效地覆盖处方药市场。这
一纵向整合的举措成效显著：在2006年宣布交
易后两年，CVS的年化股东回报率与标普500
指数相比高出12个百分点。而且回报并不仅限
如此：自2008年起，CVS的股价涨幅比标普500
指数高出四倍以上，表现远超未整合的竞争对
手(Walgreens、Rite Aid、Express Scripts)。

在IT行业内，成功的能力提升型交易包括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于2012年对尔必
达(Elpida)的收购。这家美国企业收购了总部
位于日本的尔必达，从而提升在移动存储芯片
领域内的专长和产能。该交易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使得美光科技两年期的年化股东回报率比
标普500指数高出129个百分点（回报最大的能
力提升型交易目前大多发生在亚洲：参见《亚
太地区的能力提升型交易：巨额回报》）。

我们的研究仅侧重于规模最大的交易，可
能会低估了能力提升型交易的发生率和夸大了
其风险。2001年至2012年间的很多能力提升型
交易因规模太小，并未入围我们的研究。但美
国联合健康集团（UnitedHealth Group）、英国
南非米勒酿造公司（SABMiller）和法国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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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这些过去15年间最活
跃、最成功的收购方，已经完成了多桩小型交
易来提升自身能力。

能力驱动型企业懂得如何在能力利用和
能力提升这两类交易间切换，从而实现其增
长目标。在这方面，需要认真地向华尔街传达
交易的意图，因为每桩成功的能力提升型交易
背后，都需要完全不同的并购后整合技能。此
类交易的成功并不依赖快速发现并实现协同
效应，而是需要花时间发现管理文化上的差
异、挽留核心员工并促成这些员工的理念在
整个组织中落地生根（欲了解此类交易面临的

挑战，参见《为何能力提升型交易不能做得更
好》）。

借力发展
能力利用型是最常见的能力驱动型交易。

无论在哪个时间点，大规模能力利用型交易的
数量都会高出能力提升型的一倍以上。在我们
研究的时间段内，能力利用型也是成功率最高
的交易类型，综合年化回报率高出当地市场
5.4个百分点，比匹配度有限型交易高出约15个
百分点。

亚太地区的能力
提升型交易： 
巨额回报

从地区角度看来，我们研究
的亚洲地区的能力提升型交易
带来的回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
一个区域。亚太地区能力提升型
交易的年化总股东回报比匹配
度有限型交易平均高出26个百
分点。

这一成果是亚太地区的企业
在能力完善方面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的情况下完成的。当美
国的一家工业品企业收购一家
欧洲企业时，可能并不能带来
运营或营销技能方面的提升。
但对于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或
泰国企业而言，收购一家规模
稍逊的欧洲企业恰恰能带来这
方面的好处。近年来，中国企业
的并购十分活跃，接连将因为
2008年金融危机而陷入困境、
手中却又握着先进技术和工程
设计人才的欧洲中型企业纳入
旗下。

位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企
业与国际上的能力先驱仍有着

不小的差距，因此收购西方企
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一差
距。向能力先驱看齐，正是中
国最大的建筑工程企业三一重
工于2012年收购德国高科技工
业级泵送制造商普茨迈斯特
(Putzmeister)的主要原因。在
2008年印度塔塔汽车收购捷
豹路虎、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
沃、2014年东风汽车收购标致
雪铁龙股份等近年来令人瞩目
的跨地区交易的背后，能力提升
都是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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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型交易
为何不能 
做得更好？

为何不能像能力利用型交易
那样出色？从总股东回报的角度
看来，最大的差异（交易结束后
两年）是收购方的市盈率倍数。
思略特的分析显示，开展交易一
般会对市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
这种负面影响在收购方纳入新

的能力时更为明显。市盈率的下
调反映了这些交易较为复杂、
难以成功实现的客观事实。无
论如何，这一差异说明，开展能
力提升型交易时不仅应该注意
整合新的能力，还需要确保每
个人（包括投资界）都明白最终
的目标。

图： 市盈率倍数的变化
市盈率的变化反映了对当前结果、未来期望
和整个市场环境的定价。

交易结束后两年的市盈率倍数变化
（百分点）

能力利用
型交易

能力提升
型交易

信息来源：Capital IQ，思略特分析

–0.9 –3.4

能力利用型交易
研究中涉及的能力利用
型交易数量：223桩（占
比41%）

回报超过当地股指的交
易比例：64%

最佳能力利用型交易：
狮门影业收购顶峰娱乐
（2012年）

相对于当地股指的两年
期年化总股东回报率高
出：79个百分点

匹配度有限型交易
研究中涉及的匹配度有
限型交易数量：1 9 8桩 
（占比37%）

回报超过当地股指的交
易比例：33%

最佳匹配度有限型交易：
雷诺烟草收购布朗威廉
姆森烟草（2003年）

相对于当地股指的两年
期年化总股东回报率高
出：42个百分点

能力提升型交易
研究中涉及的能力提升
型交易数量：119桩（占
比22%）

回报超过当地股指的交
易比例：61%

最佳能力提升型交易*：
美光科技收购尔必达

（2012年）

相对于当地股指的两年
期年化总股东回报率高
出：129个百分点

*最佳是指相对于当地股指，两
年期年化总股东回报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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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南非米勒酿造公司横跨欧澳大陆收
购福斯特集团（Foster’s Group）就是典型的
能力利用型交易。作为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酿
酒商，南非米勒酿造公司发现了提升福斯特业
绩的机会 — 后者的业绩因为要分心于啤酒和
葡萄酒这两个独立的业务而受到影响（在完成
与南非米勒酿造公司的交易前，福斯特剥离了
葡萄酒业务）。这桩交易带来的两年期年化总
股东回报率比当地市场指数高出17个百分点。
另一桩成功的能力利用型交易（回报：41个百
分点）的西方企业是工业品行业中的赫兹国际
收购廉美租车(Dollar Thrifty)，从而扩大在机
场的业务布局，丰富在中端租车市场的服务。

从本质上看来，当企业已经具备了领先的
能力，能够将产品和服务与成熟、运作正常的
体系相整合时，能力利用型交易最为适合。在
我们研究的时段内，化工品、金融服务和必需
消费品企业是最擅长开展大规模能力提升型
交易的收购方，而零售企业则因此类交易而
获益最多。发达地区中的能力利用型交易比发
展中地区（如亚太）带来的回报更高，这是因
为许多发展中地区的企业需要优化其能力体
系（在我们研究的时段内，拉美、非洲和中东
企业的大规模能力提升型交易的数量太少，
不足以开展有意义的比较）。

在西方企业占据主导的环境下，韩国湖南
石化(Honam Petrochemical)收购马来西亚大
腾化学(Titan Chemicals Corporation)是一个
例外。2010年的这桩交易使得湖南石化丰富了
乙烯和丙烯产品组合，能够深耕亚洲发展中市
场。但作为一家韩国企业，湖南石化（2013年
与另一家韩国企业KP化学合并，成立乐天化
学）更像一家西方企业，而不是发展中市场的

企业。因此，大腾化学这桩交易的高额回报并
不令人感到意外。

匹配度有限的交易
理论上，我们并不看好不以能力为出发点

的交易。事实证明，此类交易通常带来负回报
（与当地股指相比），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三
分之二的匹配度有限的交易就是如此。这一
发现结果适用于任何地区和行业。在糟糕的
能力提升型交易和匹配度有限的交易之间仅
有一线之隔。如果收购方判断失误，某些会给
收购方带来重要新能力的交易可能会以沦为
匹配度有限的交易而告终。

即便如此，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内，某些
行业中匹配度有限型交易稍稍好过其他行业。
电力和公用燃气是唯一一个可努力在匹配度
有限型交易上实现盈利的行业。化工品企业则
排名第二，开展此类交易的数量低于除医疗以
外的其他所有行业。

在具备很大的整合潜力时，即收购方和
被收购方之间有交集、能够提升采购等方
面的协同效应并显著削减成本时，匹配度有
限型交易能发挥其作用。十余年前雷诺烟草
(R.J. Reynolds Tobacco)收购布朗威廉姆森烟草
(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正是如此。该桩
交易（两年期年化总股东回报高出标普500指
数42个百分点）使得雷诺烟草能够整合冗余的
总部、销售运营和生产部门，每年实现超过六
亿美元的成本节省。成功的匹配度有限型交易
通常在能力维度上并没有值得特别称颂的地
方，但在业务、执行以及某些王牌战略方面有
其优势。

 

能力驱动型企业懂得如何在能力利
用和能力提升这两类交易间切换，
从而实现其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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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魔法国度
迪士尼在通过交易实现自身能力的利用和提升方面极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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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6日

皮克斯
交易类型：能力提升型
获益：弥补了迪士尼在制作
电脑动画领域内的差距

 

2009年8月31日

漫威娱乐
交易类型：能力利用型
获益：通过迪士尼各类娱乐
平台实现漫威人物角色的商
业化

 

2012年10月30日

卢卡斯影业
交易类型：能力提升型
获益：获得尖端的视觉效果
技术

宣布日期
2001年7月24日

福克斯家庭频道
交易类型：能力利用型
获益：为迪士尼面向家庭的
电视节目带来了另一个有线
电视台

 

迪士尼股价，美元

信息来源： Capital IQ，思略特分析

迪士尼开展了另一桩能力提升型交易，对卢卡
斯影业的收购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星球大战》
的经营权，而且还为了该公司尖端的动画和视
觉效果技术。 

对于迪士尼这样一家大公司，相比起管理
决策和后续行动所带来的影响而言，有时很
难精确地发现规模相对较小的一桩收购（交易
宣布时不足迪士尼当时市值的十分之一）所带
来的影响。但迪士尼的这些交易确实协助优化
了企业并增强了实力，在三桩交易宣布后的两
年，公司股价均高于市场指数，在撰写本文时，
交易价接近历史最高位。

除了塑造潜在收购方的愿景外，从能力的
维度出发还能协助企业发现哪些方面并不匹
配，因此需要剥离。在以能力为导向的剥离背

保持灵活
在交易方面最注重以能力为导向的企业并

不总是坚持某一类的交易。这些企业通常会在
能力利用型和能力提升型交易间切换，具体情
况取决于现有能力体系在当前市场中所能实
现的增长空间。

例如，作为成功的收购方，迪士尼在过去
15年间自如地游走于能力利用型和能力提升
型交易之间（见图三）。对皮克斯动画的收购
（2006年宣布）是能力提升型交易：该交易提
升了迪士尼在电脑动画领域内的能力深度，而
这过去正是迪士尼的弱项。相比之下，对漫威
娱乐的收购（2009年宣布）则是能力利用型交
易，为迪士尼带来了能够通过影视渠道推出并
整合进主题公园的标志性人物角色。2012年，

除了塑造潜在收购方的愿景外，从
能力的维度出发还能协助企业发现
哪些方面并不匹配，因此需要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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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原因很简单：处置掉与自身所长并不相符
的资产。尽管这些资产可能带来利润，但会使
企业分心，难以使现有能力体系发挥最大的作
用。最后，对明显与现有能力相匹配的资产，
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使其实现潜力。

通用电气于2015年初宣布将出售旗下独立
的金融部门通用电气资本，这是典型的以能力
为导向的剥离。在通用电气的案例中，这并不
意味着该公司缺乏在贷款和信贷业务中获得
成功所需的能力。相反，在监管审查日益严格
的背景下，保持这些能力意味着需要从核心的
工程设计能力上分心。事实上，每家企业应该
适时地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对不可或缺的
能力的定义，并反映在并购战略中。

2015年5月丹纳赫宣布收购颇尔公司时，其
高管与华尔街分析师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来讨
论这桩交易，并且通报了其决定：一旦交易完
成，丹纳赫将拆分为两家公司。该公司的结构
可能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的工作方法将保持不
变。高管们向两家公司（侧重医疗业务的公司
继续使用丹纳赫这一名称，而侧重于工业品业
务的公司将随后确定名称）的投资者保证，将
继续积极利用丹纳赫业务体系为客户创造价
值、为股东带来回报。 

在分拆后，独立的企业能建立两套截然不
同的能力体系。丹纳赫的高管表示，分拆的主
要原因是提升部分现有业务的可见度，这些业
务并没有太多机会获得并购资金。事实证明，
即使是在拆分过后，丹纳赫仍无意放弃并购
式增长模式。鉴于该公司在并购领域内硕果累
累，也没有人会期望如此。+

再版刊号No. 0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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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我们的研究涵盖了2001年至
2012年九个目标行业中宣布 的
交易值最大的60桩交易，这九个
行业分别为：化工品、必需消费
品、电力及燃气公共事业、金融
服务、医疗、工业品、信息技术、
媒体和零售。我们跟踪的交易
中，规模最大的是辉瑞于2001年
以796亿美元收购惠氏，最小的
是约翰费尔费斯报业集团(John 
Fairfax Holdings)于2006年以
4.92亿美元收购网络交易平台
Trade Me。

为了评估这540桩交易的表
现，我们采集了收购完成两年后
的年化总股东回报（股价加上
分红）。我们随后将其与收购方
所在国大盘股指数（包括美国
标普50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
数、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
指数和韩国KOSPI指数）的年化
增长率相比较。如果企业未分
红，则总股东回报等于股价的
变化。

研究中的某些部分需要判
断：交易意图的归类，尤其是
从能力维度看来该交易的匹配
度。为此，我们研究了企业声

明、外部媒体报告和证监会文
件。对于能力匹配度的归类，我
们最后依赖自己的判断、分析以
及与这些企业合作的经验，从而
来判断交易是否从根本上利用
或提升了收购方的能力，或是完
全忽略能力。

某些交易看似有多重目标，
例如同时注重能力的利用和提
升。我们将此类交易归为在我们
看来最为匹配的类别。

本年度研究的540桩交易
中，包括了2012年所研究的252
桩交易，其余288桩交易为首次
纳入本年度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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