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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利得越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

值原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原支付的相关税费越240 000原

（160 000原30 000原10 000）原（12 000垣840垣360垣24 000垣120）越

82 680（元）。

乙公司债务重组利得越欠甲公司的债务额原土地使用权

的公允价值原支付的补价越300 000原240 000原10 000越50 000

（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之规定，应

该将债务重组利得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由于乙公司进行

账务处理时已经列入“营业外收入”科目并最终影响利润总

额，因此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此外，《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

税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在债务重组业务中因以非现金

资产抵债或因债权人的让步而确认的资产转让所得或债务重

组所得，如果数额较大，一次性纳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

机关核准，可以在不超过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如果乙公司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较大，在财务发生困

难的情况下，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将债务重组利得在不超过

5 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经税务机关批准后可以相应调减债务重组当年的应纳税所

得额。

甲公司应该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无形资产 252 120，银行存款 10 000，坏账准备 3 000，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47 000；贷：应收账款 300 000，

应交税费———印花税 120、———应交契税 12 000。

乙公司应该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账款 300 000，累计摊销 30 000，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 10 000；贷：无形资产 160 000，应交税费———营业税 12 0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840、———教育费附加 360、———印花税

120、———土地增值税 24 000，营业外收入———无形资产转让

收益 82 680、———债务重组收益 50 000，银行存款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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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财务竞争力的“时空”解析入手，系统地分析了财务竞争力的三

维内涵，并建立了分析模型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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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时空解析与指数评价研究

协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和永恒主题，是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财务竞争力是

一个既基础又广泛的概念，对它进行合理把握是企业开展协

同竞争的根本要求。鉴于现有研究中财务竞争力的“时空观”

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本文立足于“先导”、“同步”和“滞后”的

时序理念，从“财务战略环境”、“财务资源配置”和“财务利益

协同”三个维度拓展财务竞争力的空间体系，并进行了财务竞

争力的指数评价研究，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分析

1. 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研究得

益于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于 1980年开创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财富》杂志从

1955年开始，以上一年的营业额为基准指标对全美上市公司

进行排名，并采用一些辅助指标，分别列出各项指标值较大的

前 500家上市公司。《商业周刊》采用单指标和多指标方法对

上市公司进行评价和排序。单指标排序是根据上市公司市价

总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多指标排序是对纳入标准普尔 500指

数中的 500家上市公司，根据 8个指标的单个排序，从得分最

大到最小以 20%的步距划分为 A、B、C、D、E五级，各公司的

总得分是这 8个指标的评分之和，然后按总得分排序。《福布

斯》杂志综合了《财富》和《商业周刊》的评价方法，每年以被评

价公司的营业额、利润、资产额和股票市值作为评价指标，并

分别进行排名。

2. 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对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研究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等专家，从 1995年

开始进行“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方法”的实证研究，并

从 2003年起与中国经营报社一起对我国企业竞争力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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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五年的监测，发布了各年度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该

报告采用数量化的方法对监测各年度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

处理，对换算后的综合标准值进行了排序和比较。1996年，中

国企业联合会开始组织力量设计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以经

济效益、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科技进步、职工素质、对外开放

水平和社会效益等指标为依据，对石化、钢铁、烟草、玻璃等行

业的部分企业进行了评价。2002年，中国新闻社评价中心根

据我国上市公司 2000年和 2001年的年度报告数据，以每股

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等指标为依据，

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了排序，并公布了 100强的排名结果。

2005年，上海世纪联融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采用特尔菲法、层

次分析法和沃尔评分法，通过建立包括财务能力、客户能力、

成长能力、流程能力等在内的指标体系，分析和评价了我国上

市公司的竞争力状况。

3. 相关分析。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分析和定量评价研

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IMD

的评价模式是在宏观层面进行的竞争力评价，虽然将企业竞

争力列入国家竞争力的研究范畴，但对企业竞争力的整体评

价和分析缺乏深度和广度，因而可操作性差、评价环节模糊。

《财富》、《商业周刊》和《福布斯》等杂志的评价比较直观，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指标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不强。国内现有的

研究虽然采用了多种评价方法、建立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力状况，但研究的局限性使得

结果存在较大的偏差。笔者认为，我国企业的财务竞争力定量

评价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企业所处的环境、资源和利益

关系，设计合理的指标体系，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企业的

财务竞争力进行真实反映。

二、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时空”解析

1.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适应环境、配置资源与利益协

同的过程中实现的。淤战略环境为企业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

空间。企业通过外部环境不断地获取资源，提升能力，拓展领

域。于配置资源是企业实现价值转换的核心要务。企业通过对

自有资源的有效配置，以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接受市场

的检验，实现“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盂利益协同是

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最终目的。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得到应有的回报。利益

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投入不仅是构成企业价值链不可或缺的

部分，更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共生”和“共赢”的基础。只有利

益相关者的专用性资产投入得到了期望的补偿，利益相关者

才会持续投入资产，从而产生协同效应。

2. 财务活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血脉。淤从空间层面分

析，企业通过财务活动不断地适应行业与市场竞争环境，并产

生财务战略环境适应竞争力。企业在战略导向下，发挥技术优

势、成本优势、资金优势和价值创造与转换优势，通过保障持

续畅通的现金流来不断增加企业价值，以应对行业环境的变

化和市场竞争的威胁，并获得持久的财务战略环境适应竞争

优势。同时，企业通过财务活动持续地配置资源，并产生财务

资源配置竞争力。企业在利用资源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通

过财务活动获得可持续的筹资能力、可持续的营运能力、整体

资产可持续的盈利能力等。另外，企业通过财务活动与利益相

关者保持长期的协同关系，并产生财务利益协同竞争力。于从

时间层面分析，竞争力的显现存在时序性。具体而言，财务战

略环境适应竞争力、财务资源配置竞争力、财务利益协同竞争

力表现为“先导”、“同步”和“滞后”的时序性。

3. 财务竞争力的数学表达式。财务竞争力是在企业战略

导向下、价值创造过程中、利益协同基础上，充分发挥财务的

外部适应性、内部执行性和利益协同性，使企业通过财务运

作，在适应环境、配置资源和协调利益方面所表现出的综合能

力。三维财务竞争力是财务战略环境适应竞争力、财务资源配

置竞争力和财务利益协同竞争力在“时空”界面上的综合，用

表达式可描述为：

FC（t）=棕1·f1（E（t））+棕2·f2（R（t））+棕3·f3（S（t）） （1）

其中：权重 棕1+棕2+棕3=1；FC（t）为财务竞争力；f1（E（t））

为财务战略环境适应竞争力；f2（R（t））为财务资源配置竞争

力；f3（S（t））为财务利益协同竞争力。

三、企业财务竞争力的指数评价

1. 指标体系。从三个维度建立财务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1所示：

2. 指数体系。根据评价指标体系，从三个维度构建评价

指数，并利用评价指数对财务竞争力进行评价。建立的评价指

数体系如表 2所示：

基础指标层

市场环境适应度X11

投资环境适应度X12

行业竞争地位优势度X13

行业竞争成本优势度X14

行业竞争利润优势度X15

营业收入X16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X17

资源配置优势显示度X21

净资产收益率X22

现金周转优势显示度X23

年末现金支付保障天数X24

总资产X25

净资产X26

改进的自由现金流量渊RFCF冤X27

股东满意度X31

员工满意度X32

现金偿债保障率X33

客户协同显示度X34

供应商协同显示度X35

净利润X36

改进的现金盈利值渊RCEV冤X37

改进的现金增加值渊RCAV冤X38

目标层

财务
竞争力

准则层

财务战略环境
适应竞争力

财务资源配置
竞争力

财务利益协同
竞争力

表 1 财务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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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可得：

FCI= 棕i·FCIi （2）

FCIi= 棕ij·FCIij （3）

其中： 棕i=1； 棕ij=1。

3. 指标转换与指数评价方法。基础指数是由指标值通过

下式转化而来：

ki=
xi-minxi

maxxi-minxi
伊40垣60，（i=1，2，3，…，22） （4）

式中：xi表示指标计算值；minxi表示评价指标 xi的最小

值；maxxi表示评价指标 xi的最大值。ki沂［60，100］。

指标层指数采用几何平均法构建。准则层指数采用公式

（3）和 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CRITIC客观赋权法的计算

公式为：

式中：滓j为评价指标 j的标准差；rij为评价指标 i和 j之

间的相关系数。

综合指数采用定权法计算，即设定 棕1=棕2=棕3=1/3。

根据公式（2）、（3）、（4）、（5）和表 2，计算出相关财务竞争

力指数，并根据各维度指数和综合指数的大小，对样本进行财

务竞争力的排序和评价。

四、结论

财务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市

公司综合竞争能力的反映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现。国内外

对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

系，但为财务竞争力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确理解财务

竞争力的“时空”理念，不仅可以有效拓展竞争力的空间体系，

而且可以为企业竞争力的定量评价研究奠定基础。财务竞争

力的三维时空观，在时间上呈现出“先导”、“同步”和“滞后”序

列，在空间上表现为“财务战略环境”、“财务资源配置”和“财

务利益协同”维度。

三维财务竞争力是财务战略环境适应竞争力、财务资源

配置竞争力和财务利益协同竞争力在“时空”界面上的综合，

是企业财务竞争力三维评价指数研究的理论基础。企业财务

竞争力三维评价指数包括三个维度，可通过指标转换法、几何

平均法进行构建。

通过对财务竞争力进行评价和排序，可以为经营者、投资

者和政府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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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适应指数FCI111

财务综合
竞争力指
数FCI

财务资源配置
竞争力指数
FCI2

财务利益协同
竞争力指数
FCI3

财务战略环境
适应竞争力指
数FCI1

战略环境适应指数FCI11
投资环境适应指数FCI112

市场竞争地位优势指数FCI121

市场竞争成本优势指数FCI122

市场竞争利润优势指数FCI123

经营规模指数FCI131

经营水平指数FCI132

资源配置能力指数FCI211

资源配置优势指数FCI212

现金周转优势指数FCI221

现金支付保障指数FCI222

全部资源配置规模指数FCI231

自有资源配置规模指数FCI232

现金增值指数FCI233

股东满意指数FCI311

员工满意指数FCI312

现金偿付保障指数FCI321

客户协同指数FCI322

供应价值链协同指数FCI323

协同能力指数FCI331

现金盈利协同指数FCI332

现金增值协同指数FCI333

市场竞争优势指数FCI12

环境适应规模指数FCI13

资源配置效益指数FCI21

资源配置效率指数FCI22

资源配置规模指数FCI23

内部利益协同指数FCI31

外部利益协同指数FCI32

利益协同规模指数FCI33

目标层指数 准则层指数 指标层指数 基础指数 公 式

表 2 财务竞争力三维评价指数体系

Wj=

滓j （1-rij）
n

i=1
蒡

［滓j （1-rij）］
n

j=1
蒡

n

i=1
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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