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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和
市场反应的影响

冯　科　邢晓旭　何　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在推进并购市场契约创新背景下，研究业绩对赌协议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

文构建了并购双方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理论效用模型，并以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收购方为上市公司的

资产收购为样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业绩对赌协议中对未来承诺期限规定越严格，溢价规模越

大，且业绩对赌相对规模与溢价呈倒Ｕ形关系；第二，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股价异常回报情况，发现

业绩对赌协议和市场反应之间为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并购溢价在两者关系中的中间遮掩

效用和门槛效用；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溢价会对合约细节与对赌结果、市场反应与对赌结

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企业避免由过度保护、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估

值溢价偏差，进而合理利用并购溢价和协议细节调动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情绪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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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２００３年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投资市场上经典地使用了对赌协议后，业绩对赌协议在
并购重组和公司投资领域得到了较广泛应用。尽管中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和《九民纪要》中关于对赌协议有着一定的规范和要求，但其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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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问题，例如在多数行业中仍存在无法实现对赌协议规定业绩的情况，其中２０２０年在
传媒和通信行业的对赌协议未完成比率甚至高达５０％。随着国内关于对赌协议发展的
深入、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和相关法律和规定的成熟，为了缓解对赌协议现存的应用问题、

进一步优化其现有合规体系，关于对赌协议的研究具备愈加广泛的实践意义。

对赌协议是投资者与投资组合公司或其股东之间达成的契约安排，如果标的公司在

对赌期间无法兑现约定标准，则需要在对赌协议约定期限内补偿收购方。从本质上说，对

赌协议是期权的一种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法律上的附生效条款的合同（Ｌｕｋａｓａｎｄ
Ｈｅｉｍａｎｎ，２０１４）。根据约定标准的类型，一般口径下的对赌协议约定标准包括将 ＩＰＯ作
为投资者退出和股票回购条款等非指标性标准；狭义的对赌协议主要以一段时间后的公

司业绩作为初始投资调整条款的标准。本文主要围绕狭义定义下的对赌协议展开，在某

些研究中其也被称作业绩承诺协议或业绩对赌协议。

并购溢价作为并购重组事件中的博弈结果和交易后果，关于其来源的理论主要包括

协同假说、过度投资假说（Ｒｏｌｌ，１９８６）、赢者诅咒假说（Ｃａｐ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１）和代理理论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等。然而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并购溢价还会受到公司内部及
外部各类公开信息的影响，而业绩对赌协议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规避工具和目标公司及时

融资的手段，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保护风险投资利益，从而会对投资者愿意支

付的并购价格产生影响并释放市场信号。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重点分析了业绩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的作用

和为了达成对赌而接受高溢价对市场反应产生的中间遮掩效用（负向中介效用），对于未

来业绩对赌协议定价和含对赌后并购溢价范围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业绩对赌协议和并购溢价的关系

由于缺乏数据支持，现阶段国内对于广泛定义对赌协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和法

律设定层面，而作为中国的特色金融创新合约，关于对赌协议的研究在美国、英国、新加坡

和印度等国家也并不常见（吴九红和李爱庆，２０１０）。但聚焦于业绩对赌协议在并购交易
过程中的应用基础和对溢价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在并购市场的实际应用中，由于业绩对赌协议满足了目标公司的融资需求和投资者

的风险规避要求，所以其能够使协议双方为此协议做出让步。一方面，从被并购方角度，

虽然对赌协议有效实施时仍面临分步投资、联合投资等约束，但其在创业板市场上的成功

应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企业家融资的及时性（刘子亚等，２０１５），而这一保障是融资难和
融资紧背景下许多被收购公司接受对赌协议业绩要求的前提。另一方面，从投资者的角

度来看，应用合理设计的业绩对赌协议可以降低投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协助公司定

价和整合（尹美群和吴博，２０１９）。因此在并购重组时被并购方会推高相关资产的评估价
值，使投资者接受一个更高的并购价格（翟进步等，２０１９）。



金
融
研
究

１９０　　 总第５１１期

已有研究大多表明，签订业绩承诺将大大提高标的资产的溢价。在此基础上关于合

约细节的研究表明，并购双方之间的业绩承诺对并购溢价的影响更大（刘建勇和周晓晓，

２０２１），现金和股票等付款和补偿方式等合约设置也会影响业绩对赌协议的溢价和履约
（余玉苗和冉月，２０２０），且对赌程度和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关静怡和
刘娥平，２０１９）。但在实际中如果协议设置过于严格，可能会产生管理层为了达到预期绩
效的短期行为和大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导致目标企业早期潜力的过度开发（潘爱玲等，

２０１７），进而对并购方企业后续的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产生影响（张继德等，２０１９）。这时
过高的业绩压力反而会降低对赌协议的完成度、造成业务失败的风险并损害企业的长远

发展（高罛和孔德松，２０２０）。
综合而言，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标的资产溢价倾向于随着业绩承诺激进程度的上升而

增加，但这一关系是否会随着业绩承诺压力过高带来违约风险而产生天花板、其他合约细

节与并购溢价的理论关系是什么还未在已有研究中得到证实，后文研究会对此做出补充。

（二）业绩对赌协议及溢价的市场反应

从信号效应的角度出发，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业绩对赌协议的应用也有助于

提高并购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积极的市场反应。首先，股权转让方在谈判过程

中可以通过对赌协议中的业绩承诺向收购者发送企业未来经营预期良好的信号，提升投

资者的选择能力和风险认知处理能力，进而提高并购的效率（吕长江和韩慧博，２０１４）和
资本市场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孟方琳等，２０１８）。其次，对于对赌协议在降低交易成本上
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合理有效地使用业绩补偿承诺降低双方的谈判成本、交易

成本和所有权成本，协同混合改革的作用使交易双方实现共赢（杨志强和曹鑫雨，２０１７）。
所以综合来看，在并购中采用业绩对赌协议会向市场投资者释放信息不对称风险降低、并

购效率提升和交易成本下降的积极信号，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抬高股价（杨超

等，２０１８；翟进步等，２０１９）。
关于并购溢价和股东异常回报率相关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两者总体呈现倒Ｕ形关

系，理论上协同假说显示高并购溢价会传递积极的信号，而过度投资假说表明高溢价会对

股东财富造成损失。但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高溢价的负向市场效应仿佛更容易得到证

实，即较高并购溢价的公司股价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股票市场的崩盘和泡沫风险（杨威

等，２０１８；张晨和方领，２０１９）。
综上所述，基于对赌协议和并购溢价的正向相关关系，两者的市场表现却存在差异，

对于业绩对赌协议中并购溢价作用于对赌协议和市场反应关系的结果鲜有文献进行讨

论。为了达成协议接受过高的并购溢价是否还构成“合理的对赌协议”将是本文重点讨

论的内容。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现阶段关于含对赌协议的并购双方效用

分析的理论模型讨论还不够充分。基于投资者效用，本研究讨论了对赌协议在并购交易

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与理论基本吻合。其次，现阶段对于并购溢价在含对赌协议的交

易中的中介作用还有待探究，并购溢价的中间遮掩效用可以解释市场投资者关于对赌协

议和溢价的情绪反应，可用于进一步分析企业对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估值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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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过度保护行为。最后，通过把控合约设计、溢价和市场情绪研究，如何实现对赌业

绩，也是对业绩对赌协议兑付情况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模型与假说

（一）理论模型

１模型假设
假设投资者／买方Ｂ（Ｂｕｙｅｒ）和目标公司／卖方Ｔ（Ｔａｒｇｅｔ）作为在并购过程中的主要参

与方，目标公司的价值由其未来的现金流ＣＦｔ决定，ＣＦｔ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受两方面的影
响。一是目标公司当前的经营情况ｘ，满足正态分布 Ｎ（μｘ，σｘ）；二是目标公司计划在未
来推出一种新产品，且将额外产生收入流。虽然目标公司肯定知道产生的金额，但买方对

新产品的适用性了解有限，假设买方认为新产品未来可能的现金流为 珓ｙ。
为了不失一般性，技术引起的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珓ｙ∈［ｙ＜：ｙ＞］）主要依

靠均匀分布来模拟，并假设买卖双方风险源不相关。其次，两个公司都是风险厌恶的期望

效用最大化者，λＢ（λＴ）是买方（卖方）的风险厌恶程度，使用均值 －方差框架来模拟个体
的风险－收益关系（暂不考虑委托代理／道德风险问题）。此外，由于时间是有价值的，即
未来现金流用δ＝ｅ－ｒｔ贴现，其中ｒ表示无风险利率，ｔ表示收益期。最后，模型假设买方
必须承担特定的其他交易费用ＴＣ。
２含对赌协议的并购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对不确定性模型（ＤｅＭａｒｚｏａｎｄＤｕｆｆｉｅ，１９９９）和对或有对价合约的模型设置

（ＬｕｋａｓａｎｄＨｅｉｍａｎｎ，２０１４），构建含对赌协议的并购交易的结构如下：在 ｔ０时间点，在无
对赌协议情况下买方将向目标公司支付数量为 Ｉ的收购款项，以接管目标公司并将其产
生的未来现金流内部化。而在含对赌协议的交易事件中，卖方在 τ时间点可能需要向买
方支付小部分现金流，假设对赌补偿为 ｋＣＦ（ｋ∈［０∶１］）。同时，假设引入对赌协议后
并购溢价为Ｘ。因此，买方（Ｂ）和卖方（Ｔ）在ｔ０的效用等于：

ＵＢ ＝δμｘ＋Ｅ（珓ｙ( )）－０５λＢδ
２（１－ｋ）２ σ２ｘ＋ｖａｒ（珓ｙ( )）－（Ｉ＋Ｘ）－ＴＣ （１）

ＵＴ ＝－δ（μｘ＋ｙ）－０５λＴδ
２（ｋ２－１）σ２ｘ＋（Ｉ＋Ｘ） （２）

式（１）的基本内涵是由于买方对新产品的盈利能力了解有限，如果技术导致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增加（ｖａｒ（珓ｙ）增加），可以导致买方的效用降低。所以，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
问题，买方需要提供一份合同（ｋ，Ｉ）使目标公司做出对未来业绩的承诺以获得更高的并购
效用。其中假设新产品未来可能的现金流不受到其他外部变量的影响，满足均匀分布的

形式，Ｅ（珓ｙ）和ｖａｒ（珓ｙ）分别表示均匀分布的期望值和方差。
对目标公司而言，式（２）表明业绩对赌协议的引入会降低其效用，如果为了降低信息不

对称风险扩大业绩补偿范围，优质目标愿意接受协议的概率就会降低，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鉴于只有投资者对新产品未来的成功一无所知，所以买方会倾向于选择在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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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接受交易的情况下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份合同。所以投资者的效用优化问题就变成了：

ｍａｘＸ｛δ（μｘ＋Ｅ（珓ｙ））－０５λＢδ
２（１－ｋ）２（σ２ｘ＋ｖａｒ（珓ｙ））－（Ｉ＋Ｘ）－ＴＣ｝∫

ｙ

ｙ＜
Ф（ｓ）ｄｓ（３）

其中，Ф（ｓ）表示均匀分布的概率密度。令式（２）等于０可以解出 ｙ ，ｙ 是目标公
司可以接受的最高出价，当高于ｙ 时目标公司宁肯不接受融资也不会达成交易合同，ｙ

的表达式由式（４）所述，把ｙ 的表达式代入式（３）可以求解最大化问题。
ｙ ＝１／δ（－０５λＴδ

２（ｋ２－１）σ２ｘ－δμｘ＋Ｉ＋Ｘ） （４）
通过代入ｙ 的投资者函数可以最大化问题求解得出并购溢价 Ｘ的表达式，结果表

明并购溢价与对赌协议补偿规模（ｋ）、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μｘ，σｘ）、未来的收益状况
（ｙ＜，ｙ＞）、并购双方的风险偏好（λＢ，λＴ）、折现率（δ）、初始投资（Ｉ）和交易费用（ＴＣ）
都存在相关关系。

Ｘ（ｐｒｅｍｉｕｍ）＝０５［δ（２μｘ＋Ｅ（珓ｙ））－２Ｉ－ＴＣ－０５λＢδ
２（１－ｋ）２（σ２ｘ＋ｖａｒ（珓ｙ））

＋０５λＴδ
２（ｋ２－１）σ２ｘ－δｙ

＜］ （５）
（二）假说和识别策略

通过对式（５）中除ｋ外的参数进行赋值后可以得到图１（左）的拟合图像，由拟合图像
可以发现，在ｋ∈［０，１］的范围内对赌协议的业绩补偿和并购溢价是正相关关系，所以引
入对赌协议可以有效提升并购溢价，且对赌协议的补偿规模越大意味着投资者的投资保

护伞越充分，溢价也随之提升。此外，也可以用经典理论来解释这个结果。首先，收购方

通过对赌协议中对业绩承诺的要求设定了损失的下限，即从本质上看业绩承诺类的对赌

协议是被并购方向并购方提供的一种欧式看跌期权（李旎等，２０１９）。其次，在信息不对
称情况下，只有高利润率的企业才愿意和投资人签订对赌协议（李玉辰和费一文，２０１３），
即收购公司与企业签订协议可以带来高盈利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和收购风险，因此

投资者需要对此支付市场对价。因此提出以下假设和实证识别模型：

假设１：含业绩对赌协议公司的并购溢价高于未含业绩对赌协议公司的并购溢价。
模型１：ＰＲＥＭＩＵＭｉ＝α０＋α１ＶＡＭｉ＋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６）
其中，ＰＲＥＭＩＵＭｉ为ｉ公司的并购溢价，ＶＡＭｉ为是否引入对赌协议，当引入对赌协议

时，ＶＡＭｉ＝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ｉ为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
观察ｔ和ｐｒｅｍｉｕｍ的相关关系（图１右上）可以发现，由于时间ｔ越长，δ＝ｅ－ｒｔ的折现

率越低，被并购方面临更高的时间风险，投资者需要为此支付溢价。此外，业绩承诺规模

ｙ＞和ｐｒｅｍｉｕｍ的相关关系（图１右下）呈倒Ｕ形，即一方面业绩预期上限会影响投资者的
期望收益Ｅ（珓ｙ）从而增加溢价，另一方面预期收益率过高也会使期望收益风险 ｖａｒ（珓ｙ）增
加从而降低溢价。此外，欧式看跌期权价格会随着执行价格和期权合约期限的增加而增

加，即当业绩承诺规模和时间增加时，期权价值提升，并购溢价增加。但未来承诺业绩过

高时会加剧期权卖方的兑付风险，从而降低并购溢价。由此提出假设 ２和模型 ２，
ＣＯＭＭＩＴｉ和ＶＡＭＬＥＮｉ分别代表业绩承诺的相对规模和承诺期长度。

假设２ａ：对赌协议业绩承诺的相对规模和并购溢价存在倒 Ｕ形的关系，即低水平下



金
融
研
究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业绩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和市场反应的影响 １９３　　

对赌协议业绩承诺的相对规模对并购溢价有正向影响，高水平下有负向影响。

假设２ｂ：对赌协议业绩承诺期的长度对并购溢价有正向影响。
模型２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ｉ＝α０＋α１ＣＯＭＭＩＴｉ＋α２ＣＯＭＭＩＴ

２
ｉ＋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７－ａ）

模型２ｂ：ＰＲＥＭＩＵＭｉ＝α０＋α１ＶＡＭＬＥＮｉ＋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７－ｂ）

图１　对赌协议的补偿规模（左）、时间（右上）、业绩预期上限（右下）和并购溢价的关系
注：左图中的基础参数设置（情况 １）为 ｒ＝００３；ｔ＝３；ＴＣ＝０；λＢ ＝０４５；λＴ ＝０２５；ｙ＞ ＝２５０；ｙ＜ ＝

１００；μｘ＝１００；σｘ＝３５；Ｉ＝５０?，其他情况均代表对基础参数调整后的图形变动。右上和右下图在基础参数的设置
下，在ｋ的不同取值下研究了ｔ和ｙ＞与Ｘ（ｐｒｅｍｉｕｍ）的关系。

总体来看，基于式（１）中ｋ和投资者效用的关系，对赌协议能在并购中发挥降低信息
不对称和估值不确定性、减少管理层离职道德风险问题和提升协同作用收益的作用，市场

将积极响应业绩承诺的这一信息传递机制（Ｂａｒｂ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ｎｄＡｄｒａ，２０１６），所以在此假设对
赌协议可以为投标公司的股东带来更高的公告期回报，式（８）中ＣＡＲｉ代表公告期回报。

假设３：总体而言，对赌协议可以为投标公司的股东带来更高的公告期回报。
模型３：ＣＡＲｉ＝α０＋α１ＶＡＭｉ＋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８）
考虑到对赌协议的引入通过影响并购溢价也会对投资者的效用产生影响，因而并购

溢价会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对赌协议和投资者效用。把相关参数代入式（１）后，可以较
直观地得到｛Ｘ（ｋ），ｋ，ＵＢ（Ｘ，ｋ）｝三者的关系（ＵＢ＝２０１３３－５８２６０（１－ｋ）

２－Ｘ），由前
文可知Ｘ和ｋ正相关。由此发现，尽管对赌协议ｋ可以提升效用，但其通过并购溢价Ｘ的
遮掩作用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如果对赌中溢价过高，对赌协议对投资者效用

? ｒ表示无风险利率，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２０１５年以来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标准期限信息，一年期的国债利率
基本在３％的水平上下波动，本文假设ｒ＝００３；ｔ表示收益期，根据后文样本数据的中位数和平均数选定ｔ＝３的参数
取值；参考ＬｕｋａｓａｎｄＨｅｉｍａｎｎ（２０１４）关于或有对价合约的研究，不考虑交易费用ＴＣ＝０，并选定并购双方风险厌恶程
度λＢ ＝０４５；λＴ ＝０２５；σｘ＝３５；此外，在张敦力和张琴（２０２１）的研究中，承诺期内目标资产承诺业绩年增长率的均

值一般在２５％左右，即设置未来可能现金流的上限在２５倍较为合理，且ｙ＞ ＝２５０；ｙ＜ ＝１００；μｘ＝１００的设定与后文

样本保持了一致性。根据葛伟杰等（２０１４）中并购溢价均值和本文数据情况，选取参数取值Ｉ＝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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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斜率会逐渐降低甚至发生转折，表现在市场上为股价的消极。从理论上解释，在假

设１和假设３中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和公告期回报均有促进作用，结合并购溢价的过度投
资理论可以推断：尽管并购中提供对赌协议可以降低风险，但如果为达成合约支付的溢价过

高时，对赌协议对市场反应的正向关系不会持续。由此提出假设４和对应实证模型４：
假设４：对赌协议正向影响公告期回报，并购溢价会对其产生遮掩效应。
模型４：ＣＡＲｉ＝α０＋α１ＶＡＭｉ＋α２ＰＲＥＭＩＵＭｉ＋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９）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和指标说明

基于相关研究的变量选取方式（ＢａｒｂｏｐｏｕｌｏｓａｎｄＡｄｒａ，２０１６；ＬｕｋａｓａｎｄＨｅｉｍａｎｎ，
２０１４；关静怡和刘娥平，２０１９），本文的变量定义及解释如表１所示。

表１　模型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定义 变量解释

被
解
释
变
量

ＰＲＥＭＩＵＭ 并购溢价
（并购支付价格－标的公司账面价值）／标的公司账面价
值，其中标的公司账面价值＝每股净资产×转让股数。

ＣＡＲ 异常回报

收购方在并购公告５天窗口内的异常回报总和：

ＣＡＲｉ＝ｔ＝２

ｔ＝－２
（Ｒｉ－Ｒｍｔ）

其中，Ｒｍｔ是市场回报，定义为上证综合 Ａ股指数在 ｔ日
的百分比变化。

解
释
变
量

ＶＡＭ 是否对赌 若在并购中使用了对赌协议，则该变量＝１；否则，ＶＡＭ＝０。

ＣＯＭＭＩＴ
承诺相对业绩

（用于衡量市场反应）

承诺业绩总计／（并购当年净利润承诺业绩年限）（仅针
对含对赌的样本）。

ＶＡＭＬＥＮ 对赌期限 收购公告以年为单位的收益期长度（仅针对含对赌的样本）。

控
制
变
量

ＡＧＥ 收购方年龄 收购方上市日期与公告日期之间的年数（天数／３６５）。

ＳＴＯＣＫ 支付方式 股票支付＝２；现金和股票混合支付＝１；现金支付＝０。

ＦＲＥＱ 频繁收购方 收购者投标超过一次＝１，否则为０。

ＭＡＮＵ 是否制造业 若收购方为制造业，则该变量为１；反之为０。

ＲＴ 是否关联交易 交易双方存在关联交易，则该变量为１；反之为０。

ＭＲＳ 是否重大 若交易事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则该变量为１；反之为０。

ＭＶ 收购方市值 收购方在投标公告前四周股权市值（单位：元）的自然对数。

ＳＴＯＰＥＲ 转移股份比例 标的为股权时，交易中出售或收购的持股比例（％）。

ＰＵＢＬＩＣ 是否国企 若收购方为国有企业，则该变量为１；反之为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的对赌协议、并购重组、股票市场交易
和财务指标数据库。考虑了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收购方为上市公司的资产收购案例，并剔除了
借壳上市、被否决或停止实施、业绩承诺内容发生变更、并购双方在收购前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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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经营、授权经营的交易事件、净利润为负的样本（黄福广等，２０２２）等。剔除对赌的主
要标准不是未来财务业绩和含双向对赌的交易事件。在极端值和缺失值的处理后，共得

到２５６４条数据，其中１８３１条为含对赌的并购交易数据，７３３条为不含对赌的并购交易数
据。对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含对赌协议的样本占比７１４１％，非制造业占比
３８１８％。在支付方式中，现金支付是最常见的融资方式（占比５３８６％）。表２是针对连
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在含对赌的并购事件中，并购溢价和窗口期异常回报率

更高。

表２　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 无对赌 含对赌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４６３６ ４９１８１ ５９２７７ ２５４４０ ４７１５３ ５８６８６ ６０９５６

ＣＡＲ －１００３１３８９８６５５１７ ５３００８２ １７０１１３３ ２９６２７６ １１５２４４７ ６２３６８２ １８６８４３９

ＣＯＭＭＩＴ ０１９７２ ６６４７２０ ７０８２７ １２４３６８ — — ７０８２７ １２４３６８

ＶＡＭＬＥＮ ０５１３９ ４０５５６ ３１７０８ ０５５１４ — — ３１７０８ ０５５１４

ＡＧＥ ００１９２ ２８２６４５ ８５０９９ ６７６２８ ８９５６５ ６６１７０ ８３３１１ ６８１３８

ＳＴＯＰＥＲ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８ ０１９０６ ０８２１１ ０１９５０ ０８６８２ ０１８７１

ＭＶ ２０３４３１ ２９３９５１ ２２７０２１ ０９６８３ ２２７５６１ １１１７２ ２２６８０４ ０９０１２

（二）对赌协议合约细节和并购溢价的模型回归

１基础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在回归时主要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ＯＬＳ），内生性

问题在后文进行讨论。表３展示了对假设１和假设２的基本模型回归，其中，列（１）是针
对假设１的ＯＬＳ回归，列（２）和列（３）分别是关键解释变量为对赌协议业绩承诺规模和期
限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且模型中控制了时间效应和行业（ＭＡＮＵ）的影响。

表３　对赌协议特征（１和２）与并购溢价关系的实证结果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１）模型１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２）模型２ａ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３）模型２ｂ

ＶＡＭ ２３５３１ ＣＯＭＭＩＴ ０２８９６ ＶＡＭＬＥＮ １４４５１

（８２９） （６２２） （５３４）

ＣＯＭＭＩＴ２ －００４１２

（－４３９）

控制变量 Ｙ 控制变量 Ｙ 控制变量 Ｙ

时间 Ｙ 时间 Ｙ 时间 Ｙ

常数 ９２８４９ 常数 ７６０２９ 常数 ２９９８３

（２８９） （２１５）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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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ＭＩＵＭ （１）模型１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２）模型２ａ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３）模型２ｂ

Ｎ ２５６４ Ｎ １８３１ Ｎ １８３１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１３３９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１４５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１１３０

　　注：括号内为稳健ｔ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下表同。

由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对赌协议ＶＡＭ对并购溢价的影响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为正，即表３的结果为假设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相对于不含对赌协议的收购，
对赌协议的存在会导致更高的溢价，与关静怡和刘娥平（２０１９）的实证结论一致。结合结
果中ＰＲＥＭＩＵＭ的均值，如果并购中引入对赌协议并购溢价将会从２５４倍变为５８７倍，
未获得对赌协议的收购倍数要低约５０％。其次，与假设２ｂ一致，上表结果表明对赌协议
的合约期长度（ＶＡＭＬＥＮ）与提供的溢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赌业绩相对规模 ＣＯＭＭＩＴ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与
溢价呈倒 Ｕ形关系，且倒 Ｕ形曲线的对称中心约为３５４，即当业绩相对规模小于３５４
时，其正向作用于并购溢价，反之负向作用于并购溢价。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当业绩承

诺非常高时，对赌条件触发可能性极大，使其不存在约束力，所以业绩承诺的边际增加对

并购方带来的效益有限。然而，逆向选择风险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高业绩对赌噱头

来获得融资资金，这类企业未来拒绝兑付对赌补偿的风险较高，所以当业绩承诺较高时对

溢价会有负面影响。即只有在未产生严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市场上，

收购方效益才会受到对赌协议中的业绩承诺规模的正向影响，增加并购溢价，而在业绩承

诺达到阈值后，正向的边际影响会发生逆转，这与理论分析保持一致。

２是否关联交易分组下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在并购事件中，存在公平合理化的关联交易和大股东操纵的非公平关联交易。一方

面，在公平关联交易下，由于交易双方的关联方身份，交流和信息收集更容易，可以大量节

约商业成本、提升合约达成效率（黄浩等，２０２１）。另一方面，当交易双方中存在大股东操
纵时，交易价格确定、交易方式选择上会存在不公正行为（郑忱阳等，２０１９），从而对股东
以及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侵害，降低对赌协议的效用力度（叶陈刚等，２０１８）。即公平关联
交易下的信任优势和非公平关联交易下的操纵问题均会削弱对赌协议在并购中降低信息

不对称的作用。

表４列示了模型１和模型２在存在关联交易与不存在关联交易时的分组回归结果。
通过观察表４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与理论模型中的分析结论保持一致，在两组的回归结
果中并购溢价均受到是否对赌（ＶＡＭ）、对赌期限（ＶＡＭＬＥＮ）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影响
系数在不存在关联交易样本中更大。此外，在模型２ａ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在不存在
关联交易的样本中，业绩对赌规模（ＣＯＭＭＩＴ）及其二次项系数的绝对值均显著高于存在
关联交易的样本，意味着在非关联交易样本中业绩对赌规模对并购溢价倒Ｕ形关系的斜率
更大且关系转折的规模值更小，进一步说明了非关联交易样本中并购溢价对业绩对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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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敏感。这一回归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对赌协议降低并购中信息不对称的作用。

表４　模型１和模型２在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下的分组回归

ＰＲＥＭＩＵＭ 模型１：ＶＡＭ 模型２ａ：ＣＯＭＭＩＴ 模型２ｂ：ＶＡＭＬＥＮ

（１）存在关联 （２）不存在 （３）存在关联 （４）不存在 （５）存在关联 （６）不存在

解释变量 ２３９４５ ３８４７２ ０１３００ ０４４５６ ０８０９７ １８１９６

（５５１） （１０６６） （３０２） （９８０） （２０４） （５５７）

ＣＯＭＭＩＴ２ — —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６８５ — —

— — （－２０５） （－７９０） — —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０５１ １５１３ ７８９ １０４２ ７８９ １０４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９８８ ００６０４ ０１１８７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５３６

邹检验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８０

（三）并购溢价在对赌协议和市场表现关系中的遮掩效应

１基础模型回归分析
根据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对遮掩效应的解释，在模型引

入遮掩变量前，自变量对因变量呈现出影响包括遮掩变量的影响路径，即控制遮掩变量可

以增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呈现关系，所以这一部分研究了对赌协议中并购溢价对公

告期回报的遮掩效应。本文在模型３中考察了对赌协议中公告期回报的变化，其中被解
释变量公告期累计超额回报ＣＡＲ是并购投标公告日（即第０天）前后５天（ｔ－２至 ｔ＋２）
的超额回报之和。基于表５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ＶＡＭ的系数显
著为正，即对赌协议作为对投资者的保护屏障会给市场释放积极信号，使得并购事件短期

内增加股东的公告期回报。控制已知的决定因素，在含对赌融资交易中的累计异常回报

（ＣＡＲ）平均为４４１９。

表５　对赌协议和并购溢价的市场表现遮掩效应模型回归

ＣＡＲ （１）模型３ （２）模型４ （３）模型４
ＶＡＭ ４４１８８２ ５１６２１７

（７４１） （８０２）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１３５２０ －２１９８４

（－２７９） （－４２２）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时间 Ｙ Ｙ Ｙ
常数 ６２９２９８０７ １５５８０３１０ ６３２８７１４２

（２４１） （０５５） （２４２）
Ｎ ２５６４ ２５６４ ２５６４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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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５第（２）列和第（３）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投资者对于高并购溢价有消极市
场反应，且结合对赌协议可以增加并购溢价（假设１）和公告期异常回报（假设３）的结论，
可以发现一方面对赌协议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使其具备积极市场反应，另一方面对赌协

议可以通过增加并购溢价对市场反应产生负面影响，即并购溢价在业绩对赌协议和公告

期异常回报的相关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Ｓｏｂｅｒ检验显示模型４存在明显的负向部分中
介效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表明对赌协议对 ＣＡＲ的总效应等于其直接效应１３７２％加上作用
于溢价的间接遮掩效应１９３％，最终为１５６５％，遮掩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１２３３％
（＝１９３％／１５６５％）。
２门槛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进一步确定不同溢价水平下，对赌协议与市场反应是否存在系数差异，基于模型

４，本文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如表６所示，列（１）至列（３）分别展示了
一、二、三重门槛下并购溢价取值范围对对赌协议市场反应的影响，信息准则结果显示三

重门槛效应模型适用度最高。

表６　并购溢价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ＣＡＲ （１）单门槛 （２）双重门槛 （３）三重门槛

取值范围 ＶＡＭ 取值范围 ＶＡＭ 取值范围 ＶＡＭ

ＰＲＥＭＩＵＭ［１］ ＜０５１ ９８３９７８ ＜０５１ ９８３９７８ ＜０５１ ９８３９７８

（５２６） （５２８） （５２９）

ＰＲＥＭＩＵＭ［２］ ＞０５１ ４２９６２６ ［０５１，０６６］２２１６１３４ ［０５１，０６６］ ２２１６１３４

（４５２） （３７２） （３７３）

ＰＲＥＭＩＵＭ［３］ ＞０６６ ３９８９８１ ［０６６，２７７］ ６１２６１８

（４１２） （４２５）

ＰＲＥＭＩＵＭ［４］ ＞２７７ ２５５６７７

（１８８）

Ｈｑｉｃ ２６１２２２０８９ ２６１４０４１８５ ２６１７３６５９６

表６的结果表明，正如在假设４中表述的那样，变量 ＶＡＭ和 ＣＡＲ之间出现了两种新
的关系路径。第一个是正向的，这是源于对赌协议对投资者保护的本质。具体来说，初期

由于对赌协议的保护作用更大，尽管并购溢价提升存在负向作用，但总体而言，引入对赌

协议对市场反应异常回报率呈现正向影响。第二个是负向的，这是由于对赌协议会造成

高溢价，溢价过高会降低投资者信心从而带来消极市场反应。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当并购

溢价继续增大，ＶＡＭ和ＣＡＲ系数可以逐步减小至零甚至负值。通过计算对赌协议对市场
反应影响发生转变的ＰＲＥＭＩＵＭ边界值在１８３２左右，即平均而言，只有当收购方为了完
成含对赌协议的收购妥协并购支付价格为标的公司账面价值的１８３２倍以上时，市场才
会对并购事件产生消极的反应，这一比例在现实中较为少见，在本文样本数据中，对赌协

议由于高溢价产生消极市场反应的样本仅占到总体的６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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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测试

１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控制内生性
为了降低样本选择偏差对并购溢价比较分析的影响，更准确地研究含对赌和不含对

赌的融资收购中的溢价和市场反应，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验证。在

多种匹配方式?下，模型通过了平均处理效应、共同支撑和平衡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回归

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验证了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７为采用卡尺１∶４匹配方式匹配
后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７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ＣＡＲ

（１）模型１ （２）模型２ （３）模型３ （４）模型４

ＶＡＭ／ＣＯＭＭＩＴ ３３２５９ ０３１８６ １３４３２ ＶＡＭ ４５５８００ ５２９０３７

／ＶＡＭＬＥＮ （１１３８） （４８２） （３７６） （６９４） （７２４）

ＣＯＭＭＩＴ^２ －００４６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２２０２０

（－３５５） （－３５２）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控制变量 Ｙ Ｙ

Ｎ １５５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２ Ｎ １５５８ １５５８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０９９５ ０１０８５ ００６９１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０８６２ ００９２１

２工具变量（ＩＶ）控制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实际中是否采用对赌协议在并购事件中并非完全随机，可能受到了公司特质

因素、市场行业因素以及当年宏观形势的影响。所以在这一部分讨论了使用工具变量下

的模型结果。本文考虑的工具变量为收购方上市企业长期办公地区（以地级市划分）的

累计自然灾害损失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ＦＩＮＤＡＴ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首先，在理论上自然灾害会使企业提升风险预期（ＯｈａｎｄＯｅｔｚｅｌ，２０１１），抑制企业的
高风险投资积极性（陈东等，２０２１；陈

!

等，２０２０）。基于以上逻辑，本文假设累计自然灾
害水平通过直接影响区域内企业的风险偏好和重大风险预期，从而影响其愿意为降低风

险的对赌协议支付多少溢价，满足相关性要求。从排他性角度来看，没有证据表明累计自

然灾害损失与并购溢价的直接关系。其次，由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发挥资源支持、

风险控制、数据效益和治理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聂秀华等，２０２１）、降低企
业债务违约风险（翟淑萍等，２０２２）。所以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会减少使用以规避
并购风险为目的的对赌协议，ＦＩＮＤＡＴＡ满足相关性的条件；考虑到区域数字金融的转型

? 匹配方式主要考虑了Ｋ邻近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匹配、样条匹配和马氏匹配。还通过以下方式
强调了结果的有效性：更换匹配卡尺；通过对结果ＡＴＴ进行敏感性分析；通过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边界敏感性分析验证协变量
影响规模（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ａｎｄ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等。在以上检测中基础实证结果均保持了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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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对具体公司并购事件的影响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的要求。工具变量通过

了不可识别、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检验。表８（１）－（６）列分别代表了累计自然灾害水
平单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单独和两者共同作为工具变量时模型１（被解释变量为
ＰＲＥＭＩＵＭ）和模型４（被解释变量为 ＣＡＲ）对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２ＳＬＳ）的回归结
果。结果表明，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的影响和并购溢价的中间遮掩效用仍然成立。

表８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 ＮＡＴＵＲＥ ＦＩＮＤＡＴＡ ＮＡＴＵＲＥ＆ＦＩＮＤＡＴＡ

（１）ＰＲＥＭＩＵＭ （２）ＣＡＲ （３）ＰＲＥＭＩＵＭ （４）ＣＡＲ （５）ＰＲＥＭＩＵＭ （６）ＣＡＲ

ＶＡＭ １４５７７９ ２４６１４１６ １２６２１３ ２３３５１７６ １２５３３１ １３６０２４３

（１８１） （１７３） （４８８） （１６６） （４９７） （１９３）

－１０７２３ －１０５５８ －０７８５９

（－２０６） （－２０５） （－２３９）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２３０７ ２３０７ ２３５７ ２３５７ ２１５０ ２１５０

　　注：上表删除了工具变量缺失的样本，并对工具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五、对赌违约情况的进一步分析

（一）对赌是否成功的后续跟踪情况

对本文含对赌协议的样本进行业绩实现情况的后续跟踪，删除原１８３１个样本中没有
业绩实现情况记录的样本，共得到１１９４个样本，其中后续跟踪的所有年份中，均完成业绩
对赌的样本有７０４个，对赌年限中有一年或多年未完成业绩对赌目标的样本有４９０个。
其中在未完成对赌的样本中，有１１０个样本在全部对赌年限中业绩达标失败（视为“严重
违约”，占比约９２１％），有２８２个样本在一半或超过半数的对赌年限中业绩达标失败（视
为“高频违约”，占比约２３６３％）。

表９　关键变量在业绩对赌是否成功分组下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存在违约 不存在违约

Ｎ 均值 标准差 Ｎ 均值 标准差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４９０ ８８４３３ １４１６１１ ７０４ ７８８３８ １５６８８３

ＶＡＭＬＥＮ ４９０ ３２７７７ ０４９７７ ７０４ ３１７７０ ０５３８３

ＣＯＭＭＩＴ ４９０ ７２４２１ １０９２５３ ７０４ ６１１７７ ９３２５８

ＣＡＲ ４９０ ３９７２８０ １６１８４３１ ７０４ ６５８１４９ ２１７００８５

基于描述性统计中存在和不存在违约的变量表现和基础模型结果，本文在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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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讨论了对赌协议细节、并购溢价和市场反应对业绩实现情况的影响，以及并购溢价在

合约细节和违约情况、市场预判和违约情况关系中的作用。首先，基于假设１和假设２中
业绩对赌协议和并购溢价的相关关系，讨论溢价和合约细节对业绩实现的单独作用，以及

溢价对协议细节与对赌结果的遮掩效用。此外，基于假设３和假设４中溢价和市场反应
的相关关系，讨论市场对赌结果正确预测的溢价区间。其中，参考关静怡和刘娥平

（２０２１）中对业绩承诺实现的定义，本文对每一年的业绩对赌情况进行加总定义对赌结果
的代理变量。设在跟踪年限中ｉ公司第ｔ年的业绩达标比例为ＲＥＡＣＨｉｔ，若当年实际业绩
要求大于业绩承诺要求，则为 １，反之为 ０，定义综合业绩达标率为 ＲＥＡＣＨｉ ＝

Ｔ

１
ＲＥＡＣＨｉｔ／Ｔ，其中Ｔ代表业绩对赌协议的总年份，ｔ∈［１，Ｔ］，ＲＥＡＣＨｉ∈［０，１］?。

（二）并购溢价对业绩对赌协议细节与对赌结果的遮掩效应

在上文基础模型中，一定规模的业绩承诺规模和时间会提升溢价，加大被收购方业绩

实现压力和违约概率。但是考虑到并购溢价可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短期内可以促进

被收购企业的现金流通和市场份额抢占，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业绩对赌，所以并购溢价

会对严格合约细节增加违约概率的关系产生遮掩效应。所以基于上述推论，构建如下模型：

ＲＥＡＣＨｉ＝α０＋α１ＣＯＭＭＩＴｉ＋α２ＰＲＥＭＩＵＭｉ＋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１０）
基于上述模型分步骤进行遮掩效应的回归的结果如表１０所示，其中列（１）（２）（４）分

别展示了并购溢价、业绩承诺规模、业绩承诺期限和业绩达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列（２）
和列（４）单独回归的结果说明了对赌规模和对赌期限对业绩达标率存在负向作用，即在
显著性水平下，对赌规模和对赌期限下降１单位，达标率分别上升０２％和４９％。列（３）
和列（５）展示了在模型中引入并购溢价后，其对合约细节和达标率关系的中间遮掩效应，
结合列（１）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并购溢价通过短期资金支持对业绩实现的积极效用。此
外，共同回归结果表明在一定情况下增加业绩对赌规模和期限，并购溢价上升会抵消被投

资企业实现业绩承诺的部分资金压力，即业绩对赌规模和期限正向作用于溢价，然而并购

溢价增加从资金端促进对赌业绩实现，从而反方向遮掩严格的业绩对赌要求与业绩实现

的负向相关关系。

表１０　并购溢价对业绩对赌协议细节与对赌结果的遮掩效应回归

ＲＥＡＣＨ 并购溢价 业绩对赌规模 业绩对赌期限

（１）单独回归 （２）单独回归 （３）共同回归 （４）单独回归 （５）共同回归

ＰＲＥＭＩＵＭ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

（１８６） （２５６） （２４１）

ＣＯＭＭＩＴ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１

（－１７４） （－２１２）

? 把整个对赌是否成功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进一步分析部分作稳健性检验，虚拟变量的指标定义为

如果“并购多年业绩承诺净利润综合／实际净利润综合”大于１，则为对赌成功取１，结果仍与正文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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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 并购溢价 业绩对赌规模 业绩对赌期限

ＶＡＭＬＥＮ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５３４

（－２６８） （－２９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４ １１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３９

（三）并购溢价对市场反应预测对赌结果有效性的门槛效应

行为金融学认为，当投资者面对突然或者未预期到的事件时，会出现“过度反应”的

现象，使股票价格呈现“正常—溢价—正常”的特征，而短期股票异常回报 ＣＡＲ的幅度代
表了市场对于突发事件的情绪反应和短期预判。为了研究市场的短期预判和长期业绩表

现在什么溢价水平下可以保持良好的一致性，这一部分进行了并购溢价对市场反应和对

赌结果有效性的门槛效应回归。表１１为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列（１）说明并购窗口期股市
回报较高的样本后续业绩实现情况较好，表明市场反应预测结果的有效性。考虑到全样

本情况下系数显著性不高，列（２）和列（３）表明只有在并购溢价处于中间一定范围（如门
槛效应中的０９４至６８３倍溢价范围）内时，高市场异常回报率才能与业绩实现率保持良
好的一致性，市场反应才能有效预测未来长期的对赌结果。换句话说，在并购溢价过高或

过低时，市场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情绪会增加，从而产生上述所说的对赌事件的过度反

应，导致短期股票回报与长期业绩实现结果存在偏差。

表１１　并购溢价对市场反应预测对赌结果有效性的门槛效应回归

ＲＥＡＣＨ （１）无门槛 （２）单门槛 （３）双重门槛

取值范围 ＣＡＲ 取值范围 ＣＡＲ 取值范围 ＣＡＲ

ＰＲＥＭＩＵＭ［１］ 全样本 ０００７９ ＜０９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９４ ０００３１

（１７９） （０３３） （０３３）

ＰＲＥＭＩＵＭ［２］ ＞０９４ ００１１６ ［０９４，６８３］ ００１３４

（２０２） （２０２）

ＰＲＥＭＩＵＭ［３］ ＞６８３ ０００８４

（０７２）

Ｈｑｉｃ — －２６４８７０７１ －２６２２２３１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信息不对称并购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博弈模型，从理

论角度分析了对赌协议对转移并购风险的作用并提出相应假设；考察了含业绩承诺的对

赌协议细节（相对业绩承诺规模和承诺期长度）与并购交易中提供的溢价之间的关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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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了由对赌协议造成的并购溢价对业绩承诺和收购者获得的异常回报之间关系的遮掩效

用和门槛效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并购溢价在合约细节和业绩对赌实现情况、市场反应和对

赌实现中的作用。

结合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监管部门应该合理且适度地关注业绩

对赌协议的具体定价。可以重点跟踪承诺高、估值高的并购交易事件，杜绝非善意承诺和

迷惑式重组。第二，对被并购方而言，如果其在对赌机制中隐含了“不切实的业绩目标”，

那么这种强势的对赌注资反而会加深公司本身不完善的商业模式和偏误的发展战略，从

而使公司对赌失败带来经营和市场风险。控制解决借贷难带来的非理性对赌的关键在于

综合提升借贷市场流动性、借贷手段和借贷信息透明度，即通过扩大企业融资渠道、维系

借贷市场的流动性、引入金融科技监管手段等缓解并购信息不对称和强势借贷合约签订

等问题。第三，对投资方而言，虽然由于对赌协议有转嫁风险、保护投资者收益的作用，投

资者愿意为其接受更高的溢价，但如果为了合约达成而接受过高溢价的行为反而会带来

消极的市场信号并造成对赌失败。所以未来一方面需要提升并购方设计对赌协议条款的

充分性和专业性，如引入风险规避条款、有效估计标的公司的真实增长潜力和经营管理能

力等；另一方面并购双方需要加强关于合约的沟通，通过重复博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设置合理的业绩对赌目标来改善收购效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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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ＤａｖｉｄＰ，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ＬＫｒｕｌｌ，ａｎｄＣｈｏｎｄｒａＭ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２０００“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１７３～１８１．

［３６］Ｏｈ，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ｄ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Ｏｅｔｚｅｌ２０１１“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Ｍａｊ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ＨｏｗＤｏｅ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Ｖａｒｙ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２（６）：６５８～６８１．

［３７］Ｒｏｌ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９８６“ＴｈｅＨｕｂｒｉ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５９（２）：１９７～２１６．

［３８］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ＰａｕｌＲ，ａｎｄＤｏｎａｌｄＢ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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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业绩对赌协议对并购溢价和市场反应的影响 ２０５　　

ｆｏｒＣａｕｓ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ｉｏｍｅｔｒｉｋａ，７０（１）：４１～５５．

［３９］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ｉ，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Ｗ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２（２）：

７３７～７８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ｉｕｍ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ＥＮＧＫｅ　ＸＩＮＧＸｉａｏｘｕ　ＨＥ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Ａｍａｒｋｅｔ，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ＶＡＭｓ）ｓｉｇ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ｉｓｋａｎｄＭ＆Ａｃｏｓｔｓ，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ａｎ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ｔｏｒｅａｃｈａ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ＶＡＭｉｓａｎｏｐｅ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ＶＡＭ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Ｍ＆Ａｒｉｓｋ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ｎ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ｇ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ｕｙ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ｌｌｅｒｓｉｎ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ｍａｒｋｅｔｔｏ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ＶＡＭ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Ｍ＆Ａｒｉｓｋ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ｏｒｔｅｄ．（２）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ｗｏｓｔｒａｎｄｓ

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Ｍｓ，Ｍ＆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ｉｔ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ＶＡＭ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ｏｆｆｅｒｅｄｉｎＭ＆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ａｃｔｓｔｏａＶＡ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ｍａｓ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ＶＡ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ＶＡＭａｎ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ｔｏｃｋｒｅｔｕｒｎｓ．（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ＶＡＭ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ｉｓ

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Ｖ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ＡＭｓ，Ｍ＆Ａ，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ＳＭＡＲ）．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２，５６４ａｓｓｅｔ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

２０２０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ｒｅｒｉｓａ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８３１Ｍ＆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ＶＡＭａｎｄ７３３Ｍ＆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ＶＡＭ．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ＶＡＭ，１，１９４ｉｎｖｏｌ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ＶＡＭ，ａｎｄ

７０４ｈａｖ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ｖｅｒｙｙｅａｒ．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ａｉ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１）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ＶＡＭ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ｒＭ＆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ＶＡＭ，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ｌａｒｇ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ｅｒｂｅｔｔ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ｖａｒｉｅｓ．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ｅｔ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ａ

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ａｙａｈｉｇｈｅｒｐｒｅｍｉｕｍｆｏｒａＶＡＭ．Ｉｎ

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ｐｒｅｍｉｕ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Ｖ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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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　　 总第５１１期

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ｍａｓｋ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Ｍｓ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ａＶＡＭ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ＶＡＭ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

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ｒｅｍｉｕｍｓａｓａ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ｏｖ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ａｎ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ｃａｓｅｓ

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ｉｔｉｓ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ａｖｅｒｙｈｉｇｈｐｒｅｍｉｕｍ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ａＶＡＭ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ｆ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ｕｍｉｓｔｏｏｈｉｇｈ，ｉｔｃｒｅａｔｅｓ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ｔｈｉｓｃａｓ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ａｓ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ｔｏｒｅａｃ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ｔｅｓ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ｓｔｈａｔａｂｏ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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