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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2020年下半年出现了几个区域性交易主题，
在美国兴起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
在欧洲持续出现大型拆分交易以及在亚太地
区的线上线下零售融合。 我们预计这些主题
将在2021年继续上演。”
Neil Sutton

普华永道全球购并交易服务消费市场行业主管合伙人

“

• 过去六个月，消费市场的并购活动在地区呈现出不同
的交易主题，并预示了2021年的交易趋势将如何发展。
例如，在亚太地区，线上线下购物体验的融合引导电
子商务公司收购实体零售商，以扩大其对消费者的辐
射范围。在美洲，购物中心业主在收购陷入困境的零
售商，以维持商场的入驻率，抵抗客流量减少的影响。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由大型零售商和快消
品公司（FMCG）等进行业务调整而引发的巨额交易继
续主导着并购市场。

• 新冠疫情对零售业、消费品、酒店及休闲旅游业等细分板块
产生了不利影响。政府的系列救济和援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帮助企业抵御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企业必须利用这段时
间重新思考并购战略、商业模式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进而从危
机中恢复过来。

• 我们认为，疫情的全部影响将在未来几个月显现，在2021年
以重组为主导的并购活动进一步增加。

消费市场行业出现区域性并购主题，将在2021年为交易参与者提供多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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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费市场行业交易数量及交易金额

2020年下半年并购趋势

来源: Refinitiv, Dealogic and PwC分析

零售业、消费品、酒店和休闲旅游业等细分板块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2020年下半年
环比有所回升，并购活动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特征。今年下半年三大地区（亚太、
EMEA及美洲）的并购交易额均高于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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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增加了人们对具有韧性的行业
或商业模式的兴趣。随着疫情继续肆
虐，投资人和企业继续检视受影响最
严重的领域，以提供企业生存急需的
资金或寻找业务合并的机会。”

Lisa Hooker

普华永道英国合伙人

“在美国，充裕的市场资本、对创新的
需求以及酝酿已久的转型战略，让本行
业的并购交易活动保持活跃。”

John Potter 

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尽管亚太是最早受新冠疫情冲击的
地区，但一些国家实现了快速恢复。
这有助于增强投资人对并购活动的信
心，并购活动在2020年下半年迅速反
弹，并预期持续到2021年。”

叶永辉
普华永道购并交易服务消费市场行业
主管合伙人

亚太地区正率先摆脱危机，反映出
该地区对疫情控制的相对成功。纵
观整个并购市场，亚太地区的交易
数量超过了美洲地区和EMEA地区，
企业继续重塑业务组合以专注于战
略重点。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的不确
定性，亚太地区的IPO和跨境并购
活动仍有所回暖。

在美洲，尽管2020年下半年的交易
数量在三个地区中最少，但交易额却
是三个地区中最高的。 许多交易涉
及非传统买方，如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 SPAC ）和购物中心业主。

今年下半年EMEA地区的并购交易额
高于上半年，但与亚太和美洲相比
仍略显逊色，主要经济体正努力应
对一波又一波疫情禁令。大型零售
商对业务组合的调整是下半年大型
交易的关键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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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热点

• 生鲜与健康在2020年下半年继续表现强劲，并在各品
种类别中独占鳌头。过去的半年里，由于道德消费主义
的推波助澜，一定程度推动了素食主义的潮流，这使得
对清洁和可持续概念的品牌的并购活动有所增加。

• 宠物市场消费持续增长，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并购活动
也有所增加。

• 全球趋势表明，由于消费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其消
费重心从服装和化妆品转向家居，从而使得某些零售领
域（如家装市场）受惠。这个趋势利好电子商务巨头。

• 疫情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
如商品的可持续供应和生产、符合道德的供应链和品牌
管理，这正在影响整个交易领域的投资决策。

• 在零售、消费品、酒店及休闲旅游行业，已经出现了直
接面向消费者的重大转变。 这导致了企业之间合作的
增加，尤其是与拥有线上平台的企业开展合作。疫情还
促进了“最后一公里”配送、物流和支持直达消费者的
技术，这些对提升电子商务销售发挥着重要作用。

• 企业寻求创新以保持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消费市场与科
技和制药的融合程度有所提高。

• 我们预计，2021年并购活动将出现更多的困境情况下
的并购重组，尤其是线下非食品零售（服装和百货等）
以及酒店和休闲领域（旅游和餐厅等）。

零售、消费品、酒店和休闲旅游等细分行业出现了几个并购热点，我们预计这些热点仍将在
2021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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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并购活动的关键主题（1/3）

不断重新定义核心业务

• 我们预计，继2020年之后，重新定义业务组合依旧是
2021年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力。大型零售商，快速消费
品和大集团在2020年表现出业务韧性，并始终专注于价
值创造策略，通过继续参与并购交易寻求并创造价值。
这可以通过并购具有持续增长品类、渠道和市场的标的
公司、剥离非核心业务以及退出非战略目标市场的方式
来实现。

• 举例来看，雀巢于2020年8月将其非核心产品线的中国
瓶装水业务出售给青岛啤酒；沃尔玛在10月份退出英国
市场并出售连锁超市Asda，以便集中精力发展其核心的
美国市场以及增长更快的中国和印度等海外业务；卡夫
亨氏将北美和国际市场上的一系列品牌（包含天然奶酪
业务在内）出售给法国乳制品公司兰特黎斯集团。从卡
夫亨氏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服务于自身的产品组合管
理战略，同时奶酪业务在战略上更适合兰特黎斯集团。

• 除前述业务组合调整和业务分拆，一些陷入经营困境的
公司为寻求长期生存而将做出战略调整，也会进一步增
加2021年并购交易。资金雄厚的企业和私募投资机构将
是主要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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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并购活动的关键主题（2/3）

买入可以打破常规的企业

•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可以打破常规的企业入局现有市场，
不断改变零售、消费品、酒店和休闲旅游行业的传统格局。
这日渐成为一种常态，疫情已经证明人们比预期的更愿意
接受改变和尝试。

• 过去六个月中，与数字化、直销、科技与店内体验融合、
无接触配送、支付方式以及ESG因素相关的业务发展正在
提速。企业将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商业模式并迅速采取行动，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消费者购物习惯。原有市场中一些企业
本身具有创新和颠覆能力，而另一些则会通过并购交易来
收购可以打破常规的新兴企业。

• 产业投资人和私募投资机构都对这些有能力打破常规
的企业饶有兴趣。例如，雀巢在2020年投资了两家直
销企业，其中雀巢在10月宣布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的
初创企业FreshIy，该企业专注于生产并配送健康的熟
食；在11月收购了经营厨师上门与餐饮外送服务的
Mindful Chef公司。General Atlantic收购了英国健身服
装线上品牌Gymshark 20%的股份，称其真正具有颠
覆性和差异化。 General Atlantic看重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围绕着
Gymshark的产品和服务建立的庞大的社群团体。

• 我们预计，投资或收购这类可以打破常规的创新企业，
将是2021年并购交易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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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并购活动的关键主题（3/3）

构建有力的业务韧性

• 在市场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压力并迫切需要在其商业模式中建立运营和财
务韧性，以避免遭到市场淘汰、陷入经营困境或被动
成为收购标的。零售和休闲旅游业中的传统企业正寻
求借助并购以实现战略转型，如供应链多元化、纵向
整合、数字化和保持流动性等战略目标。另外一些企
业则计划进行业务重组以在其商业模式中建立业务韧
性。

• 过去六个月，随着线上线下购物体验的融合，电子商
务和实体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并购来扩大市场份额、
获取消费者数据和新渠道。例如，阿里巴巴斥资280亿
港元增持并控股高鑫零售，未来希望通过提供全面整
合的线上线下购物体验以及利用自身的数字业务触及
更多消费者。

• 在日本，KKR和电子商务零售商日本乐天出于类似考虑，
共同收购了当地连锁超市Seiyu的多数股权。在休闲细
分行业，美国赌场和酒店运营商Caesars 

Entertainment于2020年9月宣布收购英国博彩巨头
William Hill，这一交易使Caesars Entertainment获得
体育博彩和在线博彩业务，使其得以立足于快速发展
的美国体育博彩市场及受益于新冠疫情的在线博彩市
场

• 除了参与并购活动外，在过去的半年内，企业利用数
字业务能力，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新市场和新渠道。
例如，高端巧克力连锁店 Hotel Chocolat 与电子商务
巨头The Hut Group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协议，使
其能够在美国推出直售业务。

• 这些交易反映了企业应对疫情引发消费者生活方式加
速数字化的举措。我们预计传统的并购、战略联盟和
合伙企业将在2021年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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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对我们的客户意味着什么？

• 新冠疫情展示了系统性风险对企业产生挑战的影响，
使得私募投资机构和企业客户更有必要关注ESG。

• 欧盟和英国致力推行“低碳”和惩罚“高碳”的监管
改革，正在挑战传统商业模式。投资人更加关注社会
影响力和脱碳相关的基金。消费者对ESG的意识也在
整体提高。

• 企业在证明自己能够实现可持续经营方面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财务不再被视为唯一的价值驱动因素。而
能够展现社会和环境目标的企业更容易渡过危机，也
更有能力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 展望未来，消费市场企业不仅需要识别和解决自身
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问题，还需要解决与上游
供应链，消费者使用和产品报废有关的排放问题，
以及考虑人权、多样性、包容性和公司治理，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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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业并购市场展望

• 新冠疫情导致消费习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加速了数字化、创新、直销和
ESG等新兴趋势的发展。 并购被视为帮助企业保持灵活性、构建业务韧性、恢复
和创造价值的关键杠杆。

• 随着政府援助和救济措施的结束，疫情对实体零售商、酒店和休闲旅游业的直接
影响将在2021年进一步显现。这将导致更多的合并和不良资产出售，尤其对经营
模式陈旧的企业和受到颠覆影响的企业。

• 我们预计，2021年市场充裕的资金面将继续推动并购活动，引导更多的合作与伙
伴关系建立，完成更多的IPO和以重组为主导的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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