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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并购作为企业的重大投融资活动，是调整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水平的重要财务管理工具。学者们围绕企业并

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还有待

进一步挖掘。本文从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共同保险假说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假说等方面在理论层面梳理了企业并购

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逻辑关联，从经验证据层面梳理了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并在

此基础上结合现实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以期扩宽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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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企业资产负债率不断攀升，个别企业杠杆率甚至超过了预警线，导致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层

见叠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微观企业个体而言，债务融资既能为企业带来杠杆效应，也可能

会产生财务困境风险。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其资本结构至最优水平。在此背景下，我国

相继出台了聚焦于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政策，如《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

《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发改财金〔2019〕1276号）等去杠杆政策文件均将企业兼并重组作为企

业去杠杆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国企混改、债转股、资管新规、房地产调控等政策陆续出台，“去杠杆”逐渐

延伸到政府、实体、金融等多个领域。这些陆续发布的政策文件表明高杠杆率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

重要风险点，“去杠杆”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对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显著意义，对企业持续经

营而言更是刻不容缓，同时也表明我国正将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去杠杆”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如何有效

利用并购重组调整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企业杠杆水平是一个当前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

并购作为企业的重大投资活动之一，是调整资本结构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企业通常需要大量资金

才能顺利完成并购交易，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并购过程中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和支付方式，调节优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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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水平，防范债务风险与创造并购价值。为了推动企业顺利完成并购重组交易，我国也陆续出台了

创新和丰富并购支付与融资方式的相关政策，在《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

〔2014〕14号）、《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法发〔2014〕7号）中均提出部分企

业可通过发行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债券作为兼并重组支付方式。在《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

及回购股份的通知》（证监发〔2015〕61号）中鼓励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意见》（国发〔2020〕14号）中提出要支持企业开展长期限债务融资、权益类基金融资等方式。上述并购融资

政策促进了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创新与多元化，不仅有助于企业通过设计合理的并购交易结构

创造并购价值，同时也有利于国家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

目前，学者们对资本结构和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部分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并购

与资本结构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的，如通过并购事件验证了企业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性[1~3]。此外，企业会

利用并购交易活动来调整自身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并基于其现有资本结构水平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并

购支付方式和并购融资方式实现对自身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4~6]，主要表现为过度杠杆企业会驱动企业选择

股权融资方式进行并购，而杠杆不足企业则会驱动企业选择债务融资方式进行并购[7~8]。最后，杠杆偏离也

会显著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存在着债务治理效应和融资效应[9]。但是纵观整个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仅基于

单方视角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并购过程中支付方式选择或融资方式选择等某一方面的影响路径，未能充分

揭示并购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

打开资本结构与企业并购之间关系的“黑箱”。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文章通过构建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分

析框架，丰富了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之间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政策[10]、控股股

东股权质押[11]、管理自主权[12]等影响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但鲜有学者研究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

态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因此，本文通过对相关经典文献进行梳理、总结、述评、展望，以期能够促进企

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的维度和深度。其次，在研究思路上，文章针对以往文献存在的不足，指出

了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未来研究方向。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已有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动

态权衡理论得出了目标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并购决策、支付与融资方式、并购绩效的经验证据。但大多数

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忽视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及其效

应的研究。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即通过构建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相结合的

综合分析框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在政策层面

上，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出台的多个政策文件提出要将并购重组继续作为实现国有

资本布局结构优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去杠杆”控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

研究如何通过并购重组调整优化企业杠杆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能够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实

体提供理论借鉴。

二、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

（一）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

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认为，企业可能会基于增强债务融资能力的目的而进行并购，这种并购带来的

结果可能是为企业创造价值，但同时也可能会增加企业财务杠杆水平。企业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使自身债

务处于相对安全的阀值，从而为企业创造一定价值。已有研究发现融资是企业开展并购活动的重要驱动力[13]，

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有效配置存量资金，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14]。Galai和Masu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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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研究发现并购后的企业普遍能够降低自身风险，而这种风险降低主要表现为并购会增加企业现有债

务的价值，从而增强融资能力。但是，又由于共同保险效应的作用，并购后企业的总价值基本不会发生明显

变化，因此，企业并购在增加债务价值的同时，也有可能会降低权益的价值[15]。Ghosh和 Jain（2000）则实证研

究发现企业在并购后的财务杠杆水平会显著增加，同时，与并购双方并购前的债务能力相比，企业债务能力

有所增强，因此，他们认为企业财务杠杆的增加有一部分来源于并购导致的企业债务能力的增强[16]。Harford
等（2009）发现就现金并购交易而言，杠杆偏离的变动与净债务发行密切相关，企业杠杆率偏差增加的大部

分原因是新发行的债务，而在通过债务融资并购之后的年份中，杠杆偏差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企业

在此期间清偿的债务超过了发行的债务[17]。Ang等（2019）发现并购溢价不仅取决于收购者过度杠杆的程

度，而且还取决于并购交易如何影响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债务融资能力，而过度杠杆收购者为了增强并

购后的债务融资能力通常支付了更高的溢价，债务融资能力的增强会提高收购方的企业价值[9]。

（二）共同保险假说

共同保险假说，是指由于资本规模、主营业务、行业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不同的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有

着明显的区别，如果企业在开展并购活动前，选择与自身经营风险不同并且无关联关系的目标企业进行并

购，那么，并购则有可能会使得企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显著降低。因为并购后两家企业的现金流能够共同

为其提供债务担保，从而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导致破产的可能性，Kim和McConnell（1977）将其称之为共

同保险效应[18]。此外，企业通过并购活动组成联合体，联合后企业价值的波动性比合并前各自独立时稳定，

而并购后企业价值波动性的减小会进一步减少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

成本[4]。Agyei-Boapeah等（2018）认为，由于不同（相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现金流量正相关性较小（较大），因

此向不同（相同）行业多元化投资的企业的共同保险收益应该较大（较小），并且由于共同保险效应而增强的

现金流量稳定性可能会转化为融资优势，即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19]。Erel等（2015）则认为在并购之后，原先

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会倾向于减少自身所持有的现金，用于扩大投资[13]。Ahmed和Elshandidy（2018）通过研

究发现，根据共同保险理论，企业参与海外收购是实现全球多元化的一种手段，即目标杠杆偏离的企业很有

可能会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来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债务违约风险[6]。

（三）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假说

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认为企业不仅存在目标资本结构，而且当企业实际杠杆率偏离其目标水平时，

会采取相应的融资政策将资本结构调整至目标水平[17，20~21]。而并购作为企业资本结构实现动态调整的重要

手段之一，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并购交易及其并购融资政策的选择来调整自身资本结构至最优水平[22]。当

并购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其目标水平时，并购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融资并购而非债务融资并购[17]。Tao
等（2017）以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交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Tobit回归模型预测最优杠杆比率，对目标杠杆

比率偏差进行估计，跟踪实际杠杆比率偏离最优杠杆比率的程度，其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方的资本结构在交

易前偏离了最优水平，而收购方通过并购交易有效减少了杠杆偏离，并且还发现企业的实际杠杆比率在收

购之后的长期一段时间内收敛到了最佳水平[23]。另一方面，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会影响企业并购决

策、并购融资政策选择以及并购绩效。首先，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需求会影响到企业并购决策。存在杠杆偏

离的企业对自身资本结构进行动态调整的需求相对更为明显，过度杠杆或杠杆不足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基于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动机而选择进行并购交易，通过并购活动扭转杠杆偏离[1]。其次，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也

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融资政策的选择。因为不同的并购融资方式对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和方向的影响

效应有着明显的差异，为了能够更快地调整企业现有资本结构水平，企业在并购过程中会基于自身的调整

需求而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当并购企业实际的杠杆水平相对较高时，由此产生的债务融资约束会导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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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并购交易中选择债务融资方式的可能性较小，而选择股票融资方式的可能性相对较大[24]。最后，由于资

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还会产生治理效应和融资效应，因此还会影响企业并购绩效[9]。

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认为企业通过并购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有效配置资金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

束程度，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很有可能会为了增强债务融资能力而进行并购，即融资驱动并购。

然而，虽然企业通过并购所增强的债务融资能力导致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为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提

供了条件，但该假说并未进一步指出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是否在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

该假说并未说明企业并购后债务融资能力增强所导致的资本结构变化是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优化行为，还是

随机游走行为。企业并购所带来的共同保险效应导致企业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降低，有助于降低企业融

资约束程度和债务违约风险，是对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的进一步解释。但是，共同保险假说同样未能进

一步揭示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假说则直接明确指出企业并购行

为具有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动机，并购企业会基于其资本结构水平选择相应的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融资

方式进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同时该假说也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因此，后文主要基于该假说对企

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并购决策、并购支付方式与融资方式、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

评论，并总结出该领域研究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在此基础之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改进措施。

三、目标资本结构影响企业并购的经验证据

（一）目标资本结构对并购决策的影响

学者们主要基于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考察了目标杠杆偏离对并购决策、并购成功可能性以及并购类

型的具体影响。首先，目标杠杆偏离可能会直接限制企业的并购决策。具体表现为：过度杠杆（实际杠杆高

于目标杠杆）会导致企业面临较高财务困境风险和财务约束[25]，从而负向影响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与并购

交易规模，而且目标杠杆偏离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效应呈现非对称性，即过度杠杆对企业并购决策存在显著

负向影响，而杠杆不足对并购决策存在不显著影响效应[1]，过度杠杆企业由于存在融资约束可能会直接导致

企业丧失并购竞价机会[26]。其次，目标杠杆偏离会降低企业并购成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过度杠杆企业

通常面临发行新债券的高财务困境成本，从而直接制约企业赢得收购竞标的可能性[26]，并且，由于在发行债

务方面存在约束，过度杠杆可能不仅影响企业并购的可能性和完成程度，而且还会降低收购要约中的现金

部分和百分比[7]。最后，目标杠杆偏离会影响企业并购类型。刘钊等（2014）通过研究发现过度负债的国有

企业会较少进行并购，即使进行并购也会选择更能创造价值的目标企业[27]。Hu和Yang（2016）通过对企业杠

杆水平与跨国并购交易行为展开研究，发现杠杆较高的企业并购外国目标企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7]。而存

在杠杆偏差的企业会更倾向于实行多元化收购[19]，因为海外多元化并购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和融

资约束，从而为其股东创造价值[6]。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企业极端偏离最佳杠杆比率（即杠杆偏差）是一种低效的管理行为，会阻碍其并购

计划的启动和成功实施。因为过度杠杆企业通常面临更高的财务困境风险和更大的财务约束，会对企业再

融资造成不利影响，企业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会慎重选择是否进行并购交易。但是，企业也可以通过提升

自身能力来缓解由于杠杆偏离所带来的不利影响。Agyei-Boapeah等（2018）发现杠杆偏离对于收购产生的

负面影响会被企业的现有能力所缓和[19]。Teece等（1997）认为杠杆偏离对于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程度主要取

决于企业自身的内部能力，如管理技能、组织文化、技术诀窍和创新，这些企业特质不仅是竞争优势的来源，

也是使并购成为真正的增值战略的关键因素[28]。并且，过度杠杆企业还可以通过缩减债务和发行股票调整

其实际杠杆至目标水平，从而减弱过度杠杆的负向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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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资本结构对并购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

根据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目标资本结构的存在会驱动企业对其实际杠杆水平进行调整。然而，作

为企业重大投资行为的并购交易由于对价金额巨大，其对价支付所引起的融资行为必然会对企业资本结构

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可能会借助并购交易契机通过在并购过程中根据其资本结构水平选择相应的并

购支付方式促进资本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并购价值创造。

目前，企业并购支付方式选择行为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动机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目标资本结

构对企业并购支付方式选择存在重要的影响效应[1]，Harford等（2009）发现企业杠杆率偏差与并购对价中现

金支付的比例显著负相关[17]。与此类似，Alexandridis等（2020）认为目标资本结构不仅对并购决策存在影响

效应，而且也会对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产生影响效应，即过度杠杆不仅降低了企业并购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并

购对价中现金支付的可能性[25]。另外，Huang等（2012）[29]以及Vermaelen和Xu（2014）[5]也得到了一致的研究

结论。目标资本结构偏离对现金支付方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的研究结论也得到了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并购

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支持。国内学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数据研究发现并购支付方式选择也受到

目标资本结构的重要影响，其行为符合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30]。赵息和孙世攀（2015）[31]以及刘俊毅和白

彦（2018）[32]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企业目标杠杆偏离对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企业

杠杆赤字越高，采用现金对价并购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采用现金支付方式进行并购则会加剧企业杠杆偏离

程度[33]。

并购方在交易过程中可以选择采用现金、股票、混合等支付方式[34]，而现金支付因其方便快捷、交易成本

低、受客观因素制约少的特点更受主并方青睐。但是，以往研究发现现金对价并购中的现金通常来自债务

融资，从而导致企业杠杆率上升和杠杆率偏离显著增大[17]。因此，对于过度杠杆企业而言，基于资本结构动

态调整的需求其选择现金支付并购对价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在于并购企业实际资本结构越高于其目标

水平，面临的融资压力和财务风险会越大，进而会限制并购企业债务融资行为，降低企业通过债务融资筹集

现金来支付并购对价的可能性[35]。过度杠杆企业通常承受着更高的财务约束和破产风险，从而导致其面临

更紧迫的资本结构调整需求，进而需要企业谨慎选择并购支付方式。

（三）目标资本结构对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

从资本结构的构成因素来看，企业发生的融资行为一般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股权负债结构，而并购作为

企业的一项重大战略投资活动，其为了促进交易达成所需的巨额资金需要量而产生的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

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然而，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较为繁琐的融资手续不

仅严重影响了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同时也增加了调整成本[10]。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采取的主要并购融

资方式为借债或发股。目标资本结构偏离是影响企业选择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杠杆企业很有可能会以相对较高的资本成本为其投资提供所需资金。从而，很有可能

会导致企业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而这反过来又可能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19]。因此，大多数理性企业

会根据自身资本结构水平而选择相应的融资方式来调整优化企业杠杆水平。

就资本结构对于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效应而言，以往的研究文献在考察资本结构对并购融资政策

的影响时通常会将并购支付方式视同为并购融资方式，从而导致得出的研究结论普遍忽视了对于并购融资

方式的关注。然而，事实上企业并购对价支付通常需要通过不同的融资方式来实现。正因如此，Martynova
和Renneboog（2008）在考察并购融资政策的影响因素时，较早构建了嵌套Logit模型以有效检验并购支付方

式对并购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24]。在此之后，学者们在考察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融资方式的影响因素与经

济后果时逐渐开始对两者进行有效区分。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其目标资本

结构存在偏离时，过度杠杆并购方倾向选择股权融资方式，杠杆不足并购方倾向选择债务融资方式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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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即目标资本结构会对并购融资方式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并购企业通常会根据其实际的

资本结构水平利用并购机会选择相应的融资政策进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17]。目标资本结构对企业并购融资

方式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过度杠杆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票融资方式[2，8，36]。

（四）目标资本结构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大多数企业进行并购可能会以改善经营绩效为目的，而并购绩效会受到企业规模、公司治理、战略协

调、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34]，目标资本结构同样也会对其产生影响，目标资本结构偏离不仅影响企业并

购能力，而且也会影响企业并购质量，进而影响并购绩效。选择最优资本结构有利于企业提高运用效率从

而降低资本成本和治理成本，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相反，如果存在杠杆缺口则会对并购绩效产生负影响[37]。

企业为了趋近于目标杠杆会谨慎做出并购决策，对选择目标企业的衡量标准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可能由所

产生并购绩效的多少为导向转变为以调整企业杠杆率的幅度为导向。

目前已有文献研究发现过度杠杆企业发起了价值创造的并购交易[1]。一方面，从代理成本观来看，根据

自由现金流假说，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低收益甚至价值毁损的并购交易，虽然较高的

杠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增长机会和融资能力，但也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而债务作

为一种有效的外部治理工具，又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从而促使融资受限的过度杠杆

企业的管理者更加专注于最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因而在选择并购目标时更加谨慎[25]。另一方面，从债务融资

能力观来看，根据共同保险理论，过度杠杆企业通过并购交易不仅缓解了融资约束程度，也降低了财务困境

风险，因而增强了自身的债务融资能力[6]。Ghosh和 Jain（2000）[16]以及Ang等（2019）[9]将过度杠杆企业的并购

价值创造归因于企业通过并购交易增强了其债务融资能力，而增强的债务融资能力反过来又能为企业未来

有价值的投资机会筹集必要资金。另外，不同的并购支付方式也会对并购绩效产生相应影响，在有偿并购

中采用现金进行并购的企业绩效较为稳定，而以资产进行并购所产生的绩效则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38]。

四、企业并购影响资本结构的经验证据

（一）并购决策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企业资本结构是否存在动态调整行为？作为企业重大投资行为的并购将企业的融资与投资行为有效

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为检验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场景。目前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大

多数企业会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需求而进行并购决策，并根据其当前的资本结构水平选择合适的目标

企业、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融资方式，从而达到调整其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的目的，即企业并购行为通常具

有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行为动机。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目标杠杆偏离可能会直接限制企业并购决策与并购规模，因为过度杠杆不仅会限制

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并且很有可能会使得企业面临较高的财务困境风险和融资约束。然而，一方面，企业

通过并购构建内部资本市场和扩展社会关系网络所产生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39]，从

而增强并购企业融资能力[13~14]；另一方面，为了缓解过度杠杆对并购决策的负向影响效应，过度杠杆企业会

在并购前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降低其杠杆赤字以调整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1]。王逸等（2015）研究发现并购

是企业缩小现有资本结构与其目标水平差距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调整优化资本结构的重要契机，并且这

种效应对于过度杠杆企业而言更为明显[22]。Tao等（2017）研究发现并购企业不仅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并且大

多数企业会利用并购来减少交易前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的偏离[23]。Khoo等（2017）的研

究也发现并购企业不仅存在目标杠杆，而且当并购企业过度杠杆或杠杆不足时，会以更快的速度对其资本

结构进行调整以趋近于目标水平[3]。进一步地，Hu和Yang（2016）研究发现企业普遍存在通过并购交易进行

李井林，张金莲：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述评与展望

77



2022年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20卷 第2期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行为，主要表现为：过度杠杆企业会在并购后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来进行资本结构动

态调整，而杠杆不足企业则会在并购后通过债务融资的方式来进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7]。

（二）并购融资政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并购将会引起企业实际资本结构水平、目标资本结构水平以及两者的偏离程度的变化，同时企业并购

决策也通常包含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动机[17]，并购企业将根据其自身资本结构水平选择相应的并购支付与融

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与此同时，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也将直接影响到并购融资方式的选

择，而并购融资方式则会直接影响并购企业资本结构产生变化。Murphy和Nathan（1989）研究发现并购支付

方式选择会对资本结构与其目标水平的偏离产生重要影响，并购企业如果采用现金支付并购对价会提高企

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反，如果采用股票支付并购对价则会导致该比率下降[4]。Harford等（2009）研究发现现金

对价并购交易通常由债务融资筹集资金而导致其过度杠杆，然而由于存在破产风险，并购企业会在并购后

显著降低其债务水平，他们研究发现现金对价（债务融资）并购企业管理者通常会采取措施积极调整其资本

结构至目标水平，在并购后5年内调整了超过75%的由并购交易所引致的目标杠杆偏离[17]。赵息和吴小贞

（2013）研究发现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大多数企业会通过并购与并购支付方式调整资本结构至目标水

平，而且无论企业是采用现金对价并购还是股票对价并购，企业并购后的资本结构与其目标水平的偏离程

度均得到减少[40]。Vermaelen和Xu（2014）指出说服目标企业股东接受股票对价并购的一个基本经济理由在

于，并购企业之所以选择股票支付方式是因为其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需要，而非利用股价高估进行市场择

时[5]。Khoo等（2017）研究发现并购会导致企业偏离其目标资本结构，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幅度越大，企业资

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也会越快。并且还发现杠杆比率增加（降低）的并购交易企业会调低（增加）其杠杆比

率，现金对价并购（债务融资）与股票对价并购（权益融资）企业会在并购当年通过调整目标杠杆偏差的22%~
62%的幅度来重新平衡其杠杆水平[3]。

五、文献评论与研究展望

（一）文献评论

资本结构与并购重组作为企业理财两大重要的经典话题，学术界对资本结构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逐渐形成了以债务融资能力增强假说、共同保险假说、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假说

为代表的理论假说，并且学者们也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阐释。在此基

础上，学者们对于资本结构与企业并购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效应也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并得到了大量的经

验证据和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效应，两者内生交融在一

起，即企业并购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存在着显著的促进效应，并购企业通过并购融资政策选择促进了企业

将资本结构调整至目标水平，而目标资本结构偏离也对并购决策、并购融资政策以及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

影响效应。

第一，企业并购为检验资本结构理论提供了天然的检验场景。企业并购将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行为有

效地融合在一起，为学者们基于企业并购活动的支付与融资方式选择行为实证检验资本结构理论提供了天

然的场景。通过对目标杠杆偏离企业在并购活动中采用的并购支付与融资方式进行研究，发现过度杠杆企

业倾向于选择股权支付与融资方式进行并购，而杠杆不足企业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与债务融资方式进行并

购，即目标资本结构在企业并购支付与融资方式选择行为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企业根据其资本结构

水平选择并购支付与融资方式将资本结构调整至目标水平，从而达到消除目标杠杆率偏差的目的。并购融

资政策选择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验证了企业存在目标资本结构，企业会调整其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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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此外，学者们还根据并购融资政策数据构建了同时检验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

论、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市场择时理论的实证模型，并发现动态权衡理论对企业并购融资行为的理论解释力

比其他资本结构理论更强。

第二，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相互影响。就目标资本结构偏离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效应而言，企

业实际资本结构相较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决定着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财务困境风险和融资约束程度，

进而会影响企业对并购决策、并购支付与并购融资方式的选择做出的慎重决策，从而影响企业发起是否具

有价值创造作用的并购交易，权衡最优。一方面，过度杠杆不仅会抑制企业并购决策，同时也会降低并购成

功的可能性，以及促进企业发起多元化并购，但由于过度杠杆存在治理效应与融资效应，会促使企业发起价

值创造的并购交易。另一方面，并购企业会根据其资本结构与目标水平的偏离程度选择相应的并购融资政

策调整资本结构至目标水平，如杠杆不足企业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方式和债务融资方式，而过度杠杆企业

则相反。就企业并购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效应而言，一方面，在理论上已有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存在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动机，并且企业并购行为引起了自身实际资本结构、目标资本结构以及两者之间偏离程

度的变化，企业在并购后随着融资能力的增强会逐渐调整并缩小自身实际资本结构与其目标水平之间的偏

差，企业通过并购交易加速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另一方面，在政策实践上我国陆续出台的“去杠杆”

等相关政策也提出将企业并购重组作为去杠杆、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换言之，企业对资本结构调整的需

求会驱动企业进行并购交易。

（二）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也总结得出了相关研

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未来可能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

第一，构建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框架。以往文献主要研究企业并购某一方

面对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的影响效应或者目标资本结构偏离对企业并购某一方面的影响效应，未来关于企

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研究需要构建综合分析框架，以深入系统挖掘两者之间的相互影

响机理及其效应。比如利用企业并购数据构建同时涵盖动态权衡、优序融资和市场择时等资本结构主流

理论替代变量的修正的资本结构局部调整模型，或者通过构建类似于“债务-权益选择模型”的并购支付与

融资方式选择模型，利用企业并购数据，对资本结构主流理论同时进行系统检验，以厘清资本结构各主流

理论之间存在的争议。通过构建企业并购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效应、机制与路径研究的综合分析框

架，深入地分析企业并购行为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效应、具体影响机制以及传导路径，扩展企

业并购行为对资本结构影响的研究深度。通过构建目标资本结构偏离对并购决策、并购融资政策选择以

及并购绩效影响效应的具体研究框架，系统分析目标资本结构偏离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效应，以考察企业并

购交易的各个阶段是否均存在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动机，以及在不同的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下对企业并购

行为产生的影响。

第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相互影响关系。虽然已有文献关注到企

业并购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效应，但较少文献关注企业并购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机理，同时

在考察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时均嵌入了并购支付与融资方式选择这一视角。然而不仅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会对企业并购决策与并购融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企业并购决策与并购融资政策也会反

过来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当聚焦于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

的双向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相互影响的研究维度和深度，可以尝试通过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深入系统研究企业并购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并以此来控制

由于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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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于中国情境利用并购交易活动对资本结构相关理论进行检验。目前国外文献对于企业并购与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基于国外企业的并购数据结合国外资

本市场等制度环境对于资本结构的动态权衡、优序融资以及市场择时等主流理论均进行了极其充分的实证

检验和分析，相较于国内而言，目前其研究体系日益规范，实证方法日渐成熟。然而，目前基于我国企业并

购数据检验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程

度、监管体制以及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基于国外资本市场的企业并购数据对资本结

构相关理论进行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并购数据而言不一定也能够得到支持。因此，未来的

研究应当重视基于中国情境，利用资本市场企业并购交易数据对资本结构相关理论进行进一步地检验，以

增强资本结构相关理论在阐释和指导我国企业并购交易活动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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