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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日益虚拟化,人们对TMT行业再度持乐观态度

概览

• 科技、传媒和通信(TMT)领域的并购活动在
2020年上半年略有放缓，但在下半年开始
提速。在新冠疫情最初带来的不确定性之
后，市场信心的回升导致并购活动急剧升
温，推动技术和通信行业的交易金额飙升。

• 即使疫苗已经推出，疫情仍在持续影响经
济的各个方面，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到公司
的商业运营。由于或将长期执行严格的社
交隔离措施，商业活动也在做着相应地调
整，企业正快速地应用技术制定解决方案。
尽管面临着监管和地缘政治审查的风险，
许多主要的TMT公司已基本恢复并购活动，
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推动增长。然而，电影、
剧院等娱乐领域仍然面临严峻的经营挑战。
这些子行业的困境可能会推动TMT行业的
并购活动，许多公司希望能够在2021年进
行重组。

全球疫情带来的变化正在加速世界的数字化发展，
科技行业则将持续在其中创造价值。这将刺激创
新，带来更多的并购交易，因为公司希望实现价
值多元化，并加强其市场地位。”

Marc Suidan

普华永道全球科技、传媒与通信行业购并业务主管合伙人
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

• 我们仍然看好2021年的行业并购前景。尽
管随着疫苗的推广，日常生活将最终重回
正轨，但疫情加速了社会对TMT行业产品
的使用。在日益虚拟化的世界中，企业将
继续视交易并购为重塑业务、获得或维持
市场领导地位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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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并购
活动处于停摆状态，下半年市场强劲
复苏，量价齐升。一些企业需要努力
维持经营，而另一些企业已经通过技
术和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从中快速
获益。 2020年下半年，TMT行业有23

笔巨额交易（交易总额接近3,500亿美
金）；相比之下，上半年仅有9笔巨额
交易（交易金额总计680亿美金）。并
购趋势显示， 2020年第四季度的交易
数量高于过去三年里任何一个季度。

2020下半年并购趋势

全球科技、传媒和通信行业的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

来源：Refinitiv，Dealogic和Pw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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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热点

我们预计TMT行业将出现以下并购热点趋势：

• 半导体：受高股价支撑的半导体行业中，
可能会有更多企业将其股票作为支付方式
进行收购扩大规模以保持竞争力。随着
5G、数据中心、云计算和工业物联网(IoT)

等内存密集型领域的发展，企业对计算机
闪存设备（NAND）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的需求不断增加，半导体领域
的吸引力持续增加。

• 游戏和食品配送：视频游戏公司销售额在
疫情期间实现了增长，甚至以前不玩游戏
的消费者也逐渐参与其中。同样，消费者
对使用应用程序进行食品配送服务的需求
也在上升。我们预计这些趋势将持续下
去，引发更多的并购和IPO活动,使得企业
抓住这些商业模式带来的增长价值和商业
机会。

• 金融科技：新冠疫情下，许多消费者和
雇员大部分时间选择留家，网上银行加
速渗透。尽管传统银行的业务因此受到
不利影响，但金融科技领域的公司却蓬
勃发展，推动了许多收购活动和少数股
权投资交易。由于信用卡的使用大部分
在线上完成且消费者更多在网上消费，
我们预计在支付领域会看到更多的并购
交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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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趋势的提速

• 科技领头的解决方案一直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
疫情带来的挑战使科技从“有也不错”变成了绝对必要。在
B2B方面，受益于这一趋势的细分行业包括云计算、电子商
务、SaaS和IT安全 — 许多在疫情之前已有良好的发展。我
们还看到远程工作和居家订单的增长使一些公司格外受益，
其中电子商务、OTT服务、游戏和视频会议的用户使用量都
在增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疫情导致的封锁程度成正
比。这一趋势在中国没有这么显著，因为近几个月来中国的
疫情限制措施已大幅放宽，人们已能够重返办公场所并开展
其他日常活动。

• 科技行业在疫情下的强势表现导致了并购活动的增加、估值
的提升、风险资本(VC)融资的历史性高水平以及2020年下半
年科技领域IPO的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来到疫情尾声，
科技行业的突出表现和交易环境的卖方强势在短期内也不会
趋缓。

推动并购活动的关键主题（1/2）

各类型投资估值走高

全球各地股市指数在2020年都出现了反弹，其中科技指数反
弹幅度最大。纳斯达克指数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佳表现，在
2020年[2]上涨43%。这影响了TMT行业中的一些交易进展：
• 高估值推动了半导体领域的整合，四笔巨额交易均采用股

票作为全部或部分支付对价。
• 大量科技公司进行IPO ，利用高估值募集资金，锁定投资

人回报。 2020 年的三宗 IPO—Airbnb 、 DoorDash 、
Snowflake — 成为美国史上十大科技公司IPO[3]。在亚
洲，在京东健康[5] 等科技行业的IPO带动下，香港联交所
的IPO筹资额在2020年超过50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
25% [4]。

[2] Emily Graffeo, ‘US stocks close at record highs to end tumultuous 2020’, Markets Insider, 31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markets.businessinsider.com/news/stocks/stock-market-

news-today-new-years-eve-dow-wrap-2020-12-1029927511.

[3] Ari Levy, ‘Three of the 10 biggest tech IPOs have happened in 2020 — including two in the last week’, CNBC, 12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cnbc.com/2020/12/12/10-

biggest-tech-ipos-ever-three-in-2020-two-last-week.html.

[4] ‘PwC: Total IPO fund raised in Hong Kong predicted hit historical high in 2021’, PwC, 4 January 2021, accessed 12 January2021, https://www.pwchk.com/en/press-room/press-releases/pr-040121.html

[5] Grady McGregor, ‘JD Health shares jump 60% after becoming Hong Kong’s largest IPO of 2020’, Fortune, 8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fortune.com/2020/12/08/jd-health-shares-

ipo-hong-kong-bigges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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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并购活动的关键主题（2/2）

各类型的投资估值走高—续

• 2020年是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创纪录的一年。2020年
共筹集了约700亿美元，占美国IPO数量的一半以上。这种结
构通过为公司提供比传统IPO更快的途径，使公司能够利用当
前市场的高估值。 SPAC通常关注热门科技板块的优质资
产。

• 估值走高在VC投资上也有所体现， VC支持的公司实现了创
纪录的融资规模，以亚洲市场的募资和新交易增长最快[6]。

在如此高的估值情况下，买方需要制定明确的价值创造方案，以
便使收购资产的潜在价值最大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
日益重要，也在改变科技公司的价值及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一
些科技和通信公司加强了对废物管理和减少能源消耗方面的努
力，以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

地缘政治和监管问题

• 虽然现在预测美国新一届政府或中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我们预计地缘政治和监管方面的不利
因素将继续影响2021年的并购活动趋势。

• 在美国，大型科技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正在增加。 大型高科
技公司的CEO在2020年多次被要求在国会作证。到2020年
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7] 和46个州 [8] 提起诉讼，声称
Facebook是一家非法垄断企业。公共安全和隐私等社会问题
也使技术行业备受关注。中国也对上市公司和拟IPO的公司加
强了监管。尽管监管压力并没有减少2020年下半年的交易活
动，但却有可能抑制市场对跨境并购交易、巨额交易活动以
及提高行业集中度交易的热情。

[6] MoneyTree Report, PwC/CB Insights, Q3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pwc.com/us/en/moneytree-report/assets/MoneyTree_Report_2020_Q3.pdf.

[7] Devin Coldewey, ‘FTC seeks to break up Facebook, alleging illegal monopoly’,TechCrunch, 9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techcrunch.com/2020/12/09/ftc-seeks-to-

break-up-facebook-alleging-illegal-monopoly/.

[8] Taylor Hatmaker, ‘Facebook hit with massive antitrust lawsuit from 46 states’, TechCrunch, 9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techcrunch.com/2020/12/09/facebook-

antitrust-state-attorneys-general/.

[9] Sherisse Pham, ‘India bans more Chinese apps as tensions remain high’, CNN Business,25 

Nov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cnn.com/2020/11/25/tech/india-bans-

chinese-apps-hnk-int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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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并购趋势（1/3）—科技

• 在家办公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市场对云、
服务器和网络连接的需求之大，前所未
有。尽管该趋势早已存在，但在疫情的影
响下更是加速发展。因此，随着需求的增
长、进入壁垒的降低，以及买方希望拓展
现有业务能力并转型至更有前景的“即服
务”（as-a-service）运营模式，科技公司
已成为颇具吸引力的并购目标。

• 对科技解决方案的高需求也带来了高估
值，这在半导体领域显而易见。随着公司
试图扩大规模以保持竞争力，以股票作为
支付方式的交易推动了广泛的并购整合。
2020年下半年宣布的大型交易包括Nvidia-

ARM ， AMD-Xilinx ， Analog-Maxim 和
Marvell-Inphi，累计交易总额达到1,050亿
美元。 股票交易不仅限于半导体领域。
2020年11月 IHS Markit和S&P Global的合
并也是全股票交易，交易金额为440亿
美元。

• 疫情也彻底改变了面向消费者的商务技
术的发展格局。远程医疗在2020年初已
经是一个增长行业，随着疫情初期监管
开始趋向宽松，远程医疗的使用急剧上
升[10] 。2020年10月，Teladoc以185亿美
元收购Livongo，以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地
位。外卖送餐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引发
了整合和上市交易。2020年7月Just Eat

Takeaway和Uber Eats 分别宣布收购
Grubhub 和 Postmates 。 2020 年 12 月
DoorDash完成IPO。

[10] ‘HHS Issues New Report Highlighting Dramatic Trends in Medicare Beneficiary Telehealth Utilization amid COVID-19’,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8 July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hhs.gov/about/news/2020/07/28/hhs-issues-new-report-highlighting-dramatic-trends-in-medicare-beneficiary-telehealth-utilization-amid-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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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并购趋势（2/3）–传媒及娱乐

• 疫情迫使传媒和娱乐公司通过OTT服务
（over-the-top service）和上线新平台来
实现远距离的内容交付。并购交易为寻求
扩大内容储备和增加国内外订阅者的OTT

服务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使疫情消
退， OTT服务仍将是传媒交付的核心支
柱。例如，华纳兄弟公司最近宣布计划在
2021年底之前同时在HBO Max和影院上
映其电影[11] 。依赖现场体验或制作的传媒
和娱乐领域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业务，并
可能由于现金枯竭而成为被收购的目标。

• 游戏仍然是一个热门领域，吸引IPO和交
易并购活动。从实际来看，视频游戏不仅
仅是一种休闲活动，还是一种用户间彼此
联系的社交平台。大型科技公司抓住了这
种需求的增长，并开始在游戏领域布局。
例如，微软在2020年9月斥资75亿美元收
购了ZeniMax Media。我们预计2021年视
频游戏仍是一个活跃的并购领域。

[11] Brooks Barnes and Nicole Sperling, ‘Warner Bros. Says All 2021 Films Will Be Streamed Right Away’, New York Times, 3 Dec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03/business/media/warner-brothers-movies-hbo-ma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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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并购趋势（3/3）–通信

• 数字化趋势的加速为电信运营商创造了机会，
尤其在网络连接和技术基础设施方面。随着
5G、人工智能、云架构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的
发展，电信运营商继续经历转型。 这还意味着
电信运营商正在评估其现有资产组合，寻求剥
离非协同和非增值业务的机会。随着电信运营
商寻求扩大网络容量并加速5G部署，并购活
动预计将有所增长。

• 新冠疫情带来了新的挑战，包括远程办公、网
络连接和网络升级（尤其是光纤宽带和5G ）
所引发的市场需求的增加。在欧洲，Liberty

Global以7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Sunrise，进
而利用Sunrise的5G网络来改善瑞士消费者的
网络连接[12] 。我们预计光纤宽带和5G网络的
需求将引发更多的并购交易。

• 在亚太地区，印度已成为电信运营商
的 投 资 热 点 。 在 Facebook 投 资
Reliance Jio 之后， Google [13] 和
Amazon[14] 也承诺在该地区投资数十
亿美元。在日本，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Nippon Telegraph＆Telephone）
以38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移动通信
运营商Docomo，以开发其5G和物联
网服务[15]。

[12] Frances Josephine Espeso and Stefen Joshua Rasay, ‘European Media, telecom M&A activity increase 5.9% YOY in August’, S&P Market Intelligence, 23 Sept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latest-news-headlines/european-media-telecom-m-a-activity-increase-5-9-yoy-in-august-60450879.

[13] Manish Singh, ‘Google to invest $10 billion in India’, TechCrunch, 13 July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techcrunch.com/2020/07/13/google-to-invest-10-billion-in-india/.

[14] Manish Singh, ‘Amazon to invest $2.8 billion to build its second data center region in India’, TechCrunch, 6 Nov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techcrunch.com/2020/11/06/amazon-to-invest-2-8-

billion-to-build-its-second-data-center-region-in-india/.

[15] ‘Japan’s NTT considers taking mobile unit private in $38bn deal’, Aljazeera, 29 September 2020, accessed 12 January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0/9/29/japans-ntt-considers-taking-mobile-unit-

private-in-38b-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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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媒及通信行业并购市场展望

• 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和云计算等技术的进
步将塑造未来，但这依赖于全球范围内通信网络的能力和宽
带基础设施的全面发展。

• 电信运营商已预见到这些需求，并部署5G。随着公司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竞争，我们预计该领域将进一步进行整合。

• 大批科技公司仍在寻求2021年上市。我们预计这将为那些寻
求扩大服务范围或巩固市场地位的公司提供更多整合机会。
同时，整合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大型科技公司，尽管某些行业
的监管力度有所加强可能会限制行业内的巨额交易。

• 实际情况表明TMT行业面对疫情的影响仍极具复原力及可观
的整合潜力。我们相信，TMT行业并购活动在2021年及以后
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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