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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谋未来 策略定成败
今年年初，全球并购市场增长迅猛，全球
并购活动连续六年突破3万亿大关，继续保
持高开稳走态势。1尽管并购活动显现放缓
迹象，但也很难判断是否会出现急剧下
降，除非突发意外情况或者不可抗力事
件。
但新冠疫情席卷美国，导致并购交易大幅
减少。2月至3月，公开宣布的交易数量从
2,349笔减少至1,984笔，交易金额从1,510
亿美元降至1,300亿美元。2对于许多财务
领导人而言，当务之急并非发起新的交
易，而是处理进行中的交易，重新评估战
略假设，并采取合理措施维护企业财务状
况。

目前，财务领导人正着力摆脱疫情阴影、步
入稳健恢复，并制定计划推动企业在新的经
济形势下实现全面反弹，而并购将在其中发
挥关键作用。德勤于4月对2,800家美国企业
进行了实时调查，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
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开展并购，并在某些情
况下加快落实交易活动。3此外，参与德勤
2020年第二季度北美首席财务官信号
（North American CFO Signals™）调研的
156位首席财务官中，31%希望在未来一年收
购不良资产或者企业。

常言道，时势造就机遇。本期《首席财务官洞
察》中，我们将分析并购如何在后疫情时代的
新兴业务战略中发挥作用。并购将如何助力应
对新冠疫情危机？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新时代，
如何开展此类交易？此外，在交易过程、条款
或时间方面，还应考量哪些疫情相关风险和不
确定因素？
蓄势待发，准备交易
疫情对美国经济社会以及各行各业的影
响逐步显现。可以肯定的是，航空、酒
店和休闲服务行业受到重挫，市场需求
遭遇暴跌。而生活必需品零售、技术和
健康等其他行业则将迎来强劲增势，亟
待把握并购机遇，实现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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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行业则需做出调整，方可实现发
展。为此，企业须探索多种外延式增长战
略，通过同行合作、共同投资以及建立跨领
域联盟，有效拓宽业务活动范围，从而降低
并购风险。
许多企业具备应时而变的经济实力。标普全
球1200指数中涵盖的企业持有的现金储备创
下3.8万亿美元的记录4。依托充足的资金，企
业能在稳健的货币环境下偿还债务。虽然公
共股权市场募资的渠道相对变窄，但也可寻
找合适的机会进行上市募股。（见右栏“筹
划首次公开募股，助力企业稳步向前。”）
此外，私募股权机构已积累2.4万亿美元5，准
备开展投资部署工作。
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新冠疫情导致收购价格
下滑，改变了近年来的上升趋势。然而，尽
管企业的业务模式将发生变化，但财务领导
人必须基于战略契合度评估潜在交易，而非
以低价为依据（见图1）。
战略契合度必须考量行业内外的系统性变
化，基于这些变化重新评估企业的在并购交
易中的防御能力和主动投资能力。在这一基
础上，调整战略方案和利用情景规划工具，
用于制定潜在的制胜举措。
企业可运用这些工具厘清所需的全新技能，
以在重点市场开展业务运营以保障企业未来
发展。此外，根据这些情景和方案重新考量
并购，有助于企业明确目标，同时能在并购
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后危机时代，顺利应
对种种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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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首次公开募股，助力企业稳步向前
疫情加剧经济动荡及不稳定性，促使首次公开募股窗口在3月骤然关闭。但对于某
些企业而言，仍有充分的理由寻求上市，这不仅仅只是一种获取资金、谋求发展的
方式。企业通常能在上市准备过程中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收购目标。
考虑上市的企业应充分利用这段时期。拥有长远目标和战略增长计划且管理完善的企
业，以及采取措施制定必要公司治理和报告架构的管理团队，通常都比较吸引投资者。
然而，需要明确新冠疫情相关的各种挑战。鉴于当前的波动性以及经济局势，可能难以
在上市前预测业绩指标或者进行定价等。时机是成功上市的关键要素，在无法预测市场
活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于计划融资且适合上市的企业而言，时机成熟也是他们开始
或者重启上市准备工作的重要原因。
为了评估企业是否有望上市，管理层也需要解决疫情相关的其他问题。
例如，新冠疫情导致企业面临供应链弹复性相关的重大问题。以往，效率一直是评估供
应链绩效的重要指标，而如今，关注重点可能转向灵活性和地区多元化等其他因素。
投资者往往着力寻找深受员工支持的优秀领导团队，因此董事会及高层领导的组成与
资历将是主要关注点。投资者还会了解企业是否具备稳定性、诚信以及积极向上的企
业文化，其中包括调查人力资源战略、薪酬、股票期权、福利、工会关系以及员工保
留计划。
此外，投资者还将就企业财务状况、历年盈利、发展潜力以及税务状况提出各种问题。
除了资产管理、杠杆率、流动资金、审计结果和会计政策，新冠疫情对现金流产生的影
响也是亟待厘清的问题。投资者还会进一步了解企业贷款情况或所受援助的相关条款，
例如要求偿还的政府贷款或无需偿还的补助金。
上市公司的经营方式更为正规透明，故潜在上市企业管理层往往希望提前满足部分要
求，包括建立有效的投资者关系管理部门，推进与投资者的密切沟通。提高知名度有助
于吸引潜在收购者；公司在准备上市的同时着手出售事宜，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鉴于股
东的需求及其他因素，这也许是一种合理恰当的退出策略。
— Michael Dziczkowski与 Jeff Bergner，Deloitte & Touche LLP并购交易服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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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并购策略架构：企业若希望守住现有市场、加快复苏步伐，并占据不可动摇的市场领先地位，则应
双管齐下，采取攻防兼备的并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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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新冠疫情下
艰难求生的企业而
言，无论是自身的
选择还是不得已而
为之，他们可能会
选择并购来保障企
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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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影响程度评估：分析新冠疫情对经济复苏、市
场供需变化、员工、客户和竞争环境的影响。

行动能力

强

行动能力评估：分析关乎企业运营模式弹复性
的营运资金流动性、资产负债状况、市场融资
能力，以及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的此类信息。

资料来源：M&A and COVID-19: Charting new horizons，德勤有限公司，©2020

并购策略，困境求生
对于有些企业而言，当务之急是生存自保。
在疫情期间遭遇持续重创后，这些企业可以
采取并购策略以求自保，通过不同方式保障
并提升价值，例如：
• 优化资产组合，剥离非核心资产。优化资
产组合在危机时期至关重要，有助于提高
资产效率，识别消耗稀缺资源的资产。随
着远程办公等安全举措成为开展业务的主
要形式，应谨慎拓展房地产业务。企业将
梳理出不符合战略一致性的资产，进而剥
离非核心资产。根据德勤对危机及恢复时
期资产处置活动的分析，大多数情况下，
剥离资产能为买卖双方创造更多的股东回
报。6
• 处置业绩欠佳的业务。有些企业或将考虑
出售不良资产等激进措施，以挽回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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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损失，并保护核心业务的发展。危
机时期，在处置不良资产时需要速战速
决，确保价值最大化。
• 寻求深度协同，准备应对劲敌。提升财务
弹复性是所有企业的首等要务，尤其是近
期完成收购、承受股东压力但在现阶段较
难创造价值的企业。应果断采取行动，有
效整合收购项目，积极寻求深度协同，从
而释放出关键的流动资金，以保护现有市
场，确保与对手势均力敌。
• 开展交易、建立联盟，保护核心业务。 资
金紧张的企业应当考虑建立联盟，寻求共
同投资机遇，降低风险并减少资本支出。
企业还应探索与私募股权和其他私人资本
的合作，依托其充沛的资金把握发展机
遇，顺应优先战略举措，不断提升企业价
值（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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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并购，主动出击
疫情期间展现出弹复性的企业将会开展收购，
为占据不可动摇的市场领先地位奠定基础。随
着生态圈、供应链和地区制造业集中度的变
化，企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选择。积极开展以
转型为导向的收购活动，利用并购推动创新、
促进增长，这是企业迅速调整业务和运营模式
的必要途径。整体而言，进攻性并购有助于企
业实现远大目标，例如：
• 推动业务转型，保障未来发展。通过开展并
购活动，期待重大结构性变革的企业将有效
维持客户基础；重建、保护供应链，并促进
其多元化发展；同时加快业务和运营模式转
型。

• 加快数字化技术应用进程。非科技领域企
业将寻求科技类收购，以建立敏捷业务运
营并拓宽客户渠道。
• 探索收购与联盟，弥合业务组合差距。以
增长为导向的首席财务官应当积极寻求市
场上表现欠佳的同行，以及资金紧张的高
增长初创企业。估值下降能够创造特定的
收购机遇。
• 建立联盟网络，挖掘跨领域整合机遇。对于
拥有战略和资金优势的企业而言，在后疫情
时代加快行业整合、构建全新生态圈将助力
他们进军全新市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
老牌企业。为了把握此类机遇，须与大型专
业合作伙伴以及创新初创企业结成联盟，共
同打造全新市场服务。

图2：根据优先重点制定相应举措

资料来源：M&A and COVID-19: Charting new horizons，德勤有限公司，©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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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各地共抗疫情，并购环境将产生巨
大变化。传统的商业成功因素（包括市场份
额、竞争地位等）仍是评估目标企业和收购
方的重要指标，社会公益和综合可持续发展
实践也将成为交易过程中的关注要点。行业
领军企业将采取更为长远的举措，例如提升
社会影响力、弹复性，以及深化政府等相关
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其中政府将重点关注交
易能否助推经济复苏。
放眼未来，独树一帜
无论交易背景如何，都需根据不断变化的形
势调整交易程序，包括交易流程和时间安排
等。为开展运营尽职调查而进行实地探访，
以及面对面长时间会议或将不再是统一标
准。以下是潜在交易方可能面临的一些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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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关系需突破虚拟障碍。以往，买方、
卖方和咨询公司之间的深厚关系通常建立
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期间涉及一系列重要
的实际互动交流。在无法亲自会面的情况
下，必须找到其他途径，通过虚拟场景建
立信任，达到当面交流的效果。必须深入
了解虚拟会议室，才能更好地提供定制化
信息和触点，以满足个体需求、期望和具
体需求。
2. 扩大尽职调查范围。为了抗击新冠疫情，
收购方可能希望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
一步关注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而这些
问题可能随着疫情恶化再次突显。此类重
要问题涵盖供应链、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措施有效性以及合同相关条款。
鉴于系统性变化，尽职调查还应囊括整合
方案，这是一项关键的考量因素。例如，
目标资产的核心能力可能并不符合收购交
易的战略方向，这一点应在尽职调查中识
别出来。
3. 加快数字化工具的应用。随着数据和预测
工具在整个交易周期的进一步运用，卖方
将在新的交易环境中通过数字化方式分享
更多信息。这种信息传播将通过叠加现有
基准和其他相关的数据湖，助力发掘更多
机遇和风险，为了解未来目标交易的潜在
后果提供不同视角。持续有效地使用分析
技术和人工智能，将有助于企业在风险走
高、时间紧迫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背景下
作出明智决策，从而有效调整交易后的价
值创造计划。
4. 利用新方法预测未来。在新冠疫情和经济
衰退的双重打击下——尽管并购活动未显
示放缓迹象，历史财务数据已无法用于预
测。因此，许多企业希望将情景规划的重
点放在新冠疫情/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上
（18个月至48个月），以便更好地制定
相关方案。随着事态的进展和环境的变
化，财务领导人需要灵活预测并重新考虑
各种可能性。

5. 直面不确定时期，树立对领导层的信
心。虚拟工作方式为领导者筹备和执行
交易创造了绝佳良机。以往，领导者无
法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而虚拟环境则
有助于他们扩大联系，并提供了定期、
透明沟通的契机。领导者需在常规措施
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赢得信任。展现
同理心，关心团队在财务、健康和安全
方面的情况；帮助团队化危为机、突破
困境；相信团队成员能够胜任工作等。
做到以上种种，领导人可在虚拟环境下
树立团队信心。

6. 意外情况或将阻碍交易完成。如出行受
限、办公室关闭、核心人员（如监管机
构人员）患病，将加剧交易流程的复杂
性。由于所有环节均须获得批准，单单
是物流问题便会导致交易完成时间延
后。因此，企业须随时准备好应急方
案。
在一段时期内，企业制定整体业务战略时，
最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多个应急方案并举。然
而，随着经济迎来新的发展，企业需重新审
视并购的重要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
买方和卖方交易。无论是为了获取创新科
技、优化投资组合或剥离非核心资产，企业
应谨慎考量、谋定而动，在2020年的并购浪
潮中领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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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勤基于Thomson数据的分析。
5. 数据来自Pitchbook。
6. Sriram Prakash, Lily Chen, and Russell Shoult, “Divestments: Creating shareholder value,” Upfront, Deloitte UK, Deloitte LL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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