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市场洞察

——企业交易咨询简报

工业产品行业交易并购概览



企业交易咨询简报能够帮助您实时了解全球
宏观经济问题和资本市场趋势，涵盖了安永
全球权威专业人士的宝贵意见。

将广泛的信息融会成一份实用的文件，能够
帮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发展趋势，做出更好
的决策。该简报涵盖了并购交易的关键数据
和近期趋势、有价值的宏观经济观点、关键
行业的交易趋势以及一系列资本市场洞察。

此外，该简报还包括了仅提供给安永客户参
考的内容。

安永

审计 | 税务 | 财务交易 | 咨询

2016安永-版权所有.
机密文件，未经书面允许，不得分发.

电话: +49 211 9352 20153 
传真: +49 211 9352 10637
邮件: Yi.Sun@de.ey.com

孙轶
合伙人–财务交易咨询
德国、瑞士、奥地利地区中国业务服务部负责人



在持续低增长的大环境下，工业产品行业企业通过并购实现销售增长

根据第15期安永《资本信心晴雨表》，工业产品企业与跨行业的综合性公司相比，总体上处于更具挑战的环境中，
但仍保持稳健的状态并保有信心。

尽管他们对于交易的兴致与去年相比更低，但超过半数的工业产品企业计划在明年寻求交易，尤其在并购机会方面，
并购大比例的少数股权或以微弱过半数的比例控股仍是主要考虑的投资意向。在持续低增长的环境中，盈利能力主
要来自于重组、削减成本和增加运营效益，工业产品企业处于将资本投入到促进销售增长的压力之下。

这可以解释管理者为何对于并购市场保持乐观，超过1/3的工业产品企业预计并购市场会在未来12个月内好转。在细
分行业，如：农用化学品和航空与国防行业的大宗交易频繁见诸报端。交易参与者往往必须剥离某些业务以符合监
管者的合理竞争要求。工业产品企业同时面临激进的股东的要求：剥离他们认为表现不佳或者非核心的业务。这些
剥离为其他行业公司创造了并购机会。将近半数公司称他们手头有5笔甚至更多的交易待完成，1/4的公司称他们预
计将比过去12个月完成更多交易。

新技术是该行业内收购的首要战略推动因素
根据1/4的受访者，新技术和新产能是工业产品企业在产业内寻求并购的首要因素。超过1/3的受访者将客户行为变
化列为第2大重要因素。

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最成功的工业产品企业都紧跟客户需求，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将自己凸显出来。比起内部研
发所有创新科技，许多工业产品企业发现收购具有知识产权的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更有效率，能更快将技术运用到
市场上。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寻求并购、建立合营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作为弥合差距的途径。

在他们已经投资的关键领域，例如：自动化领域，已经初显成效。43%的工业产品企业的管理者（全球企业：37%）
表示他们正在经历越来越自动化的流程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工业产品企业通过大数据和分析法将竞争优势最大化
技术在交易决策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93%的工业产品企业在交易决策时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法帮助实现自身优势最
大化。交易本身、可采用分析法予以分析的电子数据和有洞察力的人力资源的有效组合使得管理者能够在整个资本
和交易周期内提高投资回报。

展望未来12个月，我们预计工业产品企业能从物联网（IoT）领先企业GE Digital 身上找到启示，并通过并购来获得

新技术，帮助他们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并增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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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行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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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全球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流程，生产率上升 增长机会包括：并购、建立合营企业、达成联盟
等均成为董事会关心的议题

未来12个月内，有望积极寻求并购
通过并购获得技术或扩大产能是在该行业中寻
求并购的主要战略推动因素

低估了IT整合的难度，是导致交易未达预期的
最主要挑战

交易过程中分析法和大数据帮助更好的决策

43% 23%

53% 25%

42% 93%

20% 16%

57% 20%

91%34%

全球



宏观经济环境

挑战仍然存在，但工业产品企业均保持对市场基本面的信心

工业产品企业已经处于有挑战性的市场有一段时间。
因此，他们也相应调整了预期，42%的管理者认为
经济形势稳定。然而，在经济形势高位和低谷上的
预期存在偏差：32%的管理者认为经济在平缓或快
速增长（全球企业：22%），27%的管理者认为经济
平缓下滑（全球企业：24%）。
尽管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不一，工业产品企业对于
经济基本面均保持信心，半数以上管理者相较于6
个月前，对公司收入和短期市场稳定性更有信心。

他们对于信贷的可得性、股票估值和短期市场稳定
性的信心同样高于全球企业管理者。
然而，即便全球企业管理者认为货币和商品波动是
他们并购战略的最大风险，工业产品企业管理者更
担心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31%对比全球企业
管理者23%），部分原因在于工业产品企业倾向于
在低成本地区运营，但同样更易受到经济和政治风
险的影响。

工业产品行业 全球

认为全球经济平缓或快速增长

对短期市场稳定性表示乐观

称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性是其并
购战略的最大经济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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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全球化正在促使工业产品企业利用已有技术、并购新的技术以保持竞争力

对于工业产品企业而言，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起着颠
覆性的作用，20%的管理者称全球化会在未来12个
月将对公司的核心业务有最大的颠覆及影响。

来自新兴市场的竞争，将是以美元保持强势为基础
的美国制造商的一大挑战。在新兴市场，产品以低
廉的价格生产并销售。这也是工业产品企业管理者
认为技术进步和数字化是第二大颠覆性因素的原因
之一。

对自动化的投资正推动生产率提高并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对自动化的投资已经为工业产品企业带来回报，
43%的管理者称自动化已经提高了生产率（全球企
业：37%）。工业产品企业相比全球企业较少认为
自动化没有成功或者流程仍有重复（53%对比全球
企业57%）。考虑到工业产品企业面临的提高每季
度利润的压力，转入自动化有望不仅在安排部署之
后取得利润，还能使利润保持增长的趋势。自动化
技术正在不断进步，实施自动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与新技术和自动化将削减工作岗位的观念相反，超
过半数（56%）的受访者表示在未来12个月内自动
化将会创造新的岗位（全球企业：52%）。这批新
工作要求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在低成本劳动力市
场很难找到。一些工业产品企业已将厂房搬离这些
市场并在技术人才更多的市场开发新业务。顺应这
个所称“重新定位”的趋势，可能生产厂房可以移
至重要客户群附近。

工业产品行业 全球

预计未来12个月内创造新的工作
岗位

称因为自动化流程的实施，生产率
有所提升

称全球化加剧将给未来12个月核心
业务带来最大的颠覆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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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工业产品企业管理者关注非自生性的发展机会从而进行现金投资，以进入新市场并获得创
新技术，从而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尽管25%的工业产品企业管理者（全球企业：34%）
声称数字化技术对商业模式的影响是董事会议的议
题之首，另外有23%的管理者认为，更关键的是识
别增长的机会，尤其是并购、建立合营企业以及企
业联盟。

尽管这三种交易模式都可以让公司进入新市场、获
得创新技术及无形资产，从而凸显自己的产品，但
并购提供了对现金进行投资的机会。

董事会密切关注激进的股东

对21%的管理者而言，股东中的激进分子是董事会
的首要顾虑。在过去的12个月内，大型工业产品企
业的激进活动已导致此问题愈发敏感。激进分子并
不总将一家公司的业务组合看成战略优势，

而认为是一个缺乏焦点和灵活性的“大杂烩”。某
些工业产品企业已然成为了要求业务剥离和公司解
体的激进活动的目标。

并购前景

工业产品企业对达成交易机会保持信心

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犹在，工业
产品企业仍保持对交易的信心，

53%的工业产品企业管理者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会
积极寻求并购机会。

您预计您的公司会在未来12个月内积极寻求并购吗？

寻求并购的预期

工业产品企业 全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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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前景

工业产品企业对达成交易机会保持信心（续）

对于交易渠道，管理者的态度和6个月前基本保持
一致，53%的受访者认为并购数量将呈积极态势，
45%的受访者认为并购质量将呈积极态势。然而，
他们对完成交易的乐观程度稍有下降，可能是因为
围绕进入市场的资产的竞争愈发激烈而引起。
考虑到低增长环境中的自生增长十分困难，工业产
品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受内部成本的控制和提高生
产率而驱动，公司正寻求通过并购促进收入的增长。

这将解释为什么将近半数（49%）的受访工业产品
企业管理者称他们公司有5个或更多的交易待完成，
将近1/3（32%）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未来12个月内上
升。这些数字反映了自2016年4月起到现在的显著
增长，当时有23%的受访者表示他公司有5个或更多
交易待完成，25%受访者预计未来交易机会会增加。

您对以下问题的信心程度怎样？

并购机会数量 并购机会质量

百分比 百分比

积极

稳定

消极

积极

稳定

消极

2015
年10
月

201
6年
4月

2016
年10
月

2015
年10
月

2016
年4
月

2016
年10
月

考虑到低增长环境中的自生增长十分困难，工业产品企业的利润
增长主要受内部成本的控制和提高生产率的驱动，公司正寻求通
过并购促进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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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行为引起企业跨行业寻求交易机会

并购前景

在跨行业寻求并购机会时，22%的工业产品企业管
理者称客户行为变化及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有同等的
影响，而不是为了应对竞争。
在行业内，1/4的管理者称通过并购而获得技术或
新的生产能力是首要的战略推动因素。

这些公司也可能寻求通过并购而获得新技术而不是自
行研发。通过并购而促进进一步的自生增长也促进并
购活动的进一步增长。
从地理上看，工业产品企业更有可能投资同一地区的
其他国家以及新市场。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和法
国是最受欢迎的标的国家。

什么是寻求跨细分行业并购的主要战略推
动因素？请按重要性顺序选择2个最主要
的因素。

客户行为变化

什么是寻求行业内收购的主要战略推动因
素？请按重要性顺序选择2个最主要的因
素。

新产品或服务
创新

获得差异化客
户、细节和数
据库

获得新材料或
技术/数字化

应对竞争

获得人才

收购技术或者
新的生产能力

收购创新初创
企业

进入新地区

扩大市场份额

获得人才

应对客户行为

最重要 第二重要 最重要 第二重要

大数据和分析法在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并购决策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除了利用技术将程序自动化、实现成本节约和提高
运营效率外，93%的工业产品企业运用大数据和分
析法帮助交易时实现自身优势最大化。
基于交易、分析法驱动的电子数据和员工洞察力的
有效组合能理清复杂的公司数据。清晰的理解能够
帮助管理者提高整个资本和交易周期的投资回报率。

交易分析法能帮助工业产品企业察觉反常现象，在
交易结束前识别问题以支持每项交易达成既定目标。
它们也能帮助获取并检查社交媒体数据以估量客户
心理、将公司表现与竞争对手相比较，从而针对变
化的业务形势调整资本需求和并购目标。

没有受访者选择该选项

百分比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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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前景

IT整合依旧是首要挑战

一直以来，确保运营功能和IT的协同效应是整合的
首要议题。然而，即使受访的全球企业管理者称留
住通过并购获得的客户和销售渠道同样重要，对工
业产品企业管理者而言，最关心的还是这个传统议
题。
要求效率提高的高压环境下，工业产品企业对于并
购后整合成本尤其敏感。42%的受访者认为，一旦
IT整合的挑战被低估，并购价格将很快超出预期，

这对于最近完成的并购，什么是造成交易未达成预期的首要因素？请选择所有符合的选项。

低估了IT整合的挑战

工业产品企业

交易的关键目标也将难以达成。对39%工业产品企
业管理者而言，对协同效应的认定和量化不佳也是
一个问题。总体而言，83%的工业产品企业称并购
并未达成所有交易前的预期，略低于全球企业管理
者的评价（86%）。

百分比

协同效应的认定和量化不佳

低估了所需高层管理的时间

缺乏计划导致的销售和客户流失

低估了增加产品和营收的投资

低估了文化挑战

最近完成的收购均达到了预期

不确定

全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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