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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估值、市场反应与公司业绩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屡现“高估值，高承诺”

现象。本文以 2008－2015 年间的大股东资产注入型定向增

发行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并购估值的市场反应及其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

行为具有显著为正的短期公告效应。并且，高估值的股价效

应更为明显。另外，由于“三年期”业绩承诺的存在，高估

值对公司业绩的支撑作用只有三年，即并购完成当年、并购

完成第一年和并购完成第二年。然而，三年之后，高估值对

公司业绩的支撑作用迅速消失。这说明，大股东在资产注入

上市公司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利益输送行为。进一步，本文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在英美资本市场，定向增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司的融

资问题。而在我国资本市场，定向增发除用于企业融资外，

还可用于收购大股东资产，以实现大股东的优质资产注入。

从本质上讲，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是一种

“双重”关联交易。然而，在我国，诸多制度安排使大股东

普遍拥有上市公司的绝对或者相对控制权。关联交易可能成

为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高估值”现象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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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估值”，是指在并购重组中，上市公司购买的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远高于其账面价值。据统计，我国 A 股市场

重组标的估值率逐年上升。2012 年到 2015 年的平均增值率

分别为 201%、515%、527%、737%
1。由于会计核算中，人

力资源、品牌价值、研发能力等要素均未计入公司资产，资

产估值出现一定的增值实属正常。但是，过高的增值率可能

引发利益输送等问题，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权益。 

为规范并购重组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

资者利益，我国证监会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业绩承诺”的法

律法规及常见问题解答，作为防范资产估值虚高的重要制度

安排。所谓“业绩承诺”，是指被并购公司的原股东就标的

公司未来一定期限内的经营业绩向并购方作出承诺。若承诺

期满，标的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未达到承诺业绩标准，则由承

诺股东向并购方进行补偿。 

我国监管层希望通过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证明”估值

的合理性以及标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实现对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在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过程中，

仍然可能存在大股东虚增注入资产价值进行利益输送的现

象。大股东通过虚增注入资产价值实现了对中小股东的财富

掠夺效应，从而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

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1《重大资产重组“双高”现象亟待引入刚性约束》，《上交所简报》2016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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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 2008－2015 年间的大股东资

产注入型定向增发行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并购估值的市

场反应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1。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来考察上市公

司通过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预案宣告日的短期市场反

应。 

具体而言：（1）事件窗口的选择。本文以预案宣告日为

事件日，选取［-5，5］的时间窗口作为事件窗口。（2）估计

窗口的选择。本文选取［-155，-6］一共 150 个交易日作为

估计窗口。（3）正常收益率估计模型的选择。本文正常收益

率的估计模型主要采用以下 6 种：平均收益不变模型、市场

调整模型、市场模型、CAPM 模型、三因素模型和四因素模

型。其中，日个股收益率是考虑了现金、红利和再投资的日

个股回报率；对于市场指数收益率是考虑了现金、红利和再

投资的综合日市场回报率（总市值加权平均法）。 

三、研究结论 

（一）短期公告效应显著为正 

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的过程中，即使

大股东注入的资产存在“高估值”现象，大股东也会在定向
                                                             
1
 本文选择 2008-2015 年为研究样本区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4

月 22 日在《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首次明确了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样本中最早的预案公告日为 2008 年 5 月 29 日，正好在 2008 年

4 月 22 日一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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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公告中宣称，通过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有利于解

决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等问题，未来

将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 

此外，由于目前我国投资者的结构不合理，散户居多，

机构投资者较少，投资者很难识别大股东注入上市公司的资

产质量。再加之，受证券分析师大力宣传和鼓吹，短期内，

投资者会竭力追捧宣告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的上市公

司。 

因此，从短期来看，无论注入资产是否存在“高估值”

现象，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均会引起显著

为正的市场反应。 

图 1 是事件窗口期内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分布。从图 1

可以看出，大股东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时，会引起显著为正的

市场反应。以市场模型为例，预案公告期的平均累积超额收

益率为 17.24%。 

图 1  事件窗口期内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分布1
 

                                                             
1
 图 1 的数据标签为市场模型计算得到的累计超额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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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Csmar 和巨潮资讯 

（二）高估值的股价效应更为明显 

实践中，“高估值”通常有业绩承诺的支撑。所以，中

小投资者往往会忽视“高估值”背后所蕴含的投资风险。他

们会认为标的资产所在行业发展趋势乐观向好，标的资产具

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各项业务未来可以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因而使得资产评估结果较账面值增值较大。 

另外,在公司重要事件期间，企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市值

管理以获取额外收益。同样地，在定向增发收购大股东资产

的过程中，上市公司也有极强的动机进行市值管理获取额外

收益。并购估值越高，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程度就

越大，其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就越多,大股东进行市值管理的动

机就越强烈。特别地，在媒体大肆炒作之下，投资者（尤其

是中小投资者）缺乏理性、盲目跟风、忽视风险、贸然买进，

从而使股票价格在短期内骤然上升。 

一方面，由于高估值有业绩承诺的支撑；另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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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估值的并购重组，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的动机强烈。

这样，大股东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行为的短期累积超额收益

与并购估值显著正相关，即高估值的股价效应更为明显。 

图 2  资产评估与市场反应1
 

 
数据来源：Wind、Csmar 和巨潮资讯 

图 2 是不同资产评估组的市场反应。从图 2 可以看出，

高估值的股价效应更为明显2。具体来看，在资产评估增值率

较高的组，预案公告期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为 17.67%；在

资产评估增值率居中的组，预案公告期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

率为 11.18%；在资产评估增值率较低的组，预案公告期的平

均累积超额收益率为 8.31%
3。 

（三）高估值对公司的业绩支撑作用只有三年 

                                                             
1
 图 2 的数据仅为市场模型计算得到的累积超额收益率。 

2
 按照平均收益不变模型、市场调整模型、CAPM 模型、三因素模型与四因素模

型计算预案公告期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该结论仍然保持不变。 
3
 按照资产评估增值率的高低将样本平均划分为了高、中、低三组。其中，资产

评估增值率大于 190%的样本属于较高组；资产评估增值率小于 60%的样本属于

较低组；而资产评估增值率介于两者之间的样本属于中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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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监会在制定的业绩承诺制度中，对业绩承诺的期

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业绩补偿期限一般为重组实施完毕

后的三年，对于拟购买资产作价较账面值溢价过高的，视情

况延长业绩补偿期限”。 

然而，在使用收益法进行资产评估的过程中，评估报告

通常假设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之后永续经营，相应的收益

期为无限期。其实，这种假设造成了一种“期限错配”现象。

即资产评估以无限期盈利来计算，而业绩承诺期仅为三年。

只要三年期的业绩承诺满足，大股东就等于逃避了三年之后

的所有责任1。 

因而，大股东会想尽千方百计去实现标的资产三年期的

业绩承诺，从而满足监管层对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的要求。三

年以内，并购重组“高估值”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促进

作用；而三年以后，并购重组“高估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

促进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也就是说，并购重组实施三

年内，“高估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促进作用，可能来自于

大股东为满足监管要求而做出的“努力”，而并非并购重组

的协同效应所导致。 

图 3 是并购前后不同资产评估组的公司业绩。从图 3 可

以看出，高估值对公司业绩的支撑作用只有三年。具体来看，
                                                             
1
 这里的分析逻辑表明，延长业绩承诺期也许不能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延长业绩承诺期之后，大股东还是会想尽千方百计去实现业绩承诺，甚至会进一

步提高标的资产评估值，达到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所以，大股东资产注

入的关键在于对于标的资产高估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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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的组，并购前一年的 ROA 为 4.98%，

并购完成当年的 ROA 就增加到 5.66%。而并购完成第一年的

ROA 则进一步增加到 7.58%。尽管，并购完成第二年的 ROA

为 6.60%，较并购完成第一年的 ROA 有所下降，但是仍较并

购完成前一年的 ROA 大幅上升。可是，到并购完成的第三

年，高估值的业绩支撑效应迅速消失，ROA 降到并购前一年

之下，仅为 4.86%。 

图 3  资产评估与公司业绩 ROA（整体法） 

 
数据来源：Wind、Csmar 和巨潮资讯 

 

四、研究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大股东在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利益输送行为。其中，标的资产定价公允性是非常

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本质上讲，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将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是一种“双重”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问题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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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定价并不公允，则关联交易会涉及

利益输送。 

在我国的市场环境下，信用体系的缺失会加大资产评估

和资产交易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特别是，

我国资产评估机构众多且规模较小，使得评估业务对评估机

构极其重要，从而降低了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加大了评估机

构舞弊的可能性，提高了评估机构的机会主义倾向。 

    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文建议针对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制定标的资产行业评估标准，抑制标

的资产高估值行为。我国监管部门应该规定不同行业标的资

产评估增值率的最高限制。如果并购预案中，标的资产评估

增值率高于监管部门制定的最高限制，则并购预案不予以通

过。 

实际操作中，在每个会计年度期末，根据证监会对所有

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监管部门可以计算行业整体的市盈率。

然后，行业整体市盈率的一定百分比则可作为标的资产评估

增值率的最高限制（一定百分比可由监管部门统一裁量决

定）。最后，由监管部门向社会统一发布上述最高限制标准。

这样，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的最高限制既考虑了标的资产的

行业差异，又考虑了我国二级市场的估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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