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54窑 援 下旬

具体因素，能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作出一定程度的判断。

第二，基于因子分析的结果，本文以被ST公司前三年的

财务数据建立BP网络模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预测得出了

比较准确的结果。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根据2007年被ST

公司t-1年的数据得到的整体预测精度为100豫，根据t-2年的

数据得到的整体预测精度为68.25豫，根据t-3年的数据得到的

整体预测精度为88.89豫。根据2008年被ST公司t-1年、t-2年的

数据得到的整体预测精度均为88.46豫，根据t-3年的数据得到

的整体预测精度为69.23豫。这证明了所建立的BP网络模型对

预测公司财务危机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适用性，特别是根据被

ST公司前两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的预测有着很高的精确度。虽

然t-3年的预测结果不是非常理想，但还是能起到一定的警示

作用。同时经过进一步分析2007年、2008年的预测结果可以发

现，如果对某公司连续两年的预测结果中有一个表明会发生

财务危机，那么一年后该公司实际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在

90豫以上；如果对某公司连续两年的预测结果中有一个表明

不会发生财务危机，那么一年后该公司实际不会发生财务危

机的可能性在89豫以上。这对于实际经济活动中投资者、债权

人、监管机构及管理者了解上市公司财务状况、预测上市公司

财务危机，从而及时作出决策避免或减少损失有着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晓袁陈治鸿.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中国会计

与财务研究袁2000曰3

2.陈静. 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 会计研究袁

1999曰4

3.谷祺袁刘淑莲.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袁会

计研究袁1999曰10

4.彭韶兵袁邢精平.公司财务危机论.北京院清华大学出版

社袁2005

5.吴世农袁黄世忠.企业破产的分析指标和预测模型.中国

经济问题袁1986曰6

6.杨淑娥袁黄礼.基于BP神经网络的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

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袁2005曰1

7.张玲. 财务危机预警分析判别模型及其应用. 预测袁

2000曰6

目前，国内主要从供给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业，以此来判

断房地产业的发展是否理性。政府和学者对房地产业发展状

况的判断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投资额、商品房的空置率、

房地产业的贷款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例、商品房的售价增幅

以及商品房总价与居民年收入的比例等。这些从商品住宅供

给的角度出发对市场总体或平均的状况进行描述的指标虽然

能给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开发商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但由于

其没有从商品住宅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没有

充分考虑消费者偏好、房屋异质性、房屋供给市场变化的影

响，从而不能充分反映各个细分市场的特点。而特征价格理论

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一、传统定价方法

1. 成本导向定价法。这是一种通过计算开发成本和利润

率来确定价格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开发商角度来确定价格。

从住宅成本构成来看可以认为，住宅商品房价格=土地取得

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开发利

润。由于长期以来商品房市场是一个卖方市场，所以按照这

种方法制定的价格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卖方的利益，不具有科

学性。

2. 竞争导向定价法。这是一种从市场竞争状况出发，以

企业的市场定位为基础，为争取有利的竞争条件与地位，以一

定范围内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或者稍低于、稍高于平均价格

的价格为商品房定价的方法。企业经营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

和经营目标制定与竞争者相同的价格或比竞争者略高或略低

的价格。竞争导向定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并不坚持价格与

成本或价格与需求的固定关系，而侧重于关注竞争者的行动。

因此，这种定价方法只适用于在一定区域和一定时间范围内

竞争者众多且无突出特色的项目。

商品房定价中特征价格定价法

与传统方法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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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传统定价方法与特征价格定价法的优劣进行了对比分析，以寻找一种简单、有效且能合理、科学确定商

品房价格的方法，使定价有据可循，从而可以通过合理的定价调节市场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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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导向定价法。这是一种以消费者需求变化及消

费者心理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通过把握目标消费者的经

济承受能力、消费心理等（即要对购房者经济承受能力、购

房者喜好、购房者来源进行详细的分析），有针对性地确定

商品房价格的方法。需求导向定价法由于忽视了商品房成

本，价格的确定完全依赖于市场，受国家政策和人群价值取

向的影响较大，导致其价格起伏较大。尤其是在一定区域市

场本身价格普遍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定价方法常常导致商

品房价格虚高。

4. 混合定价法。这是一种既考虑产品成本，又兼顾市场

竞争水平的定价方法。具体来说，商品房售价考虑市场竞争水

平，但并不以此为准，同时发挥开发商、中介商的主观能动性，

争取合理范围内的最大利润。该种方法比较复杂，往往与开发

商个人的决策及其对市场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所以相对而言，

该方法并不是非常科学。

二、现代定价方法

相对传统定价方法而言，现代定价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

计算机软件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对房地产属性（内部属性和

外部属性）进行整合，最后确定价格。其中，特征价格定价法作

为现代定价方法的代表，与传统定价方法相比具有先进性和

科学性，同时可以比较准确、合理地确定房地产价格。

1.理论起源。特征价格理论中“特征”的英文表示是“Hed-

onic”。“Hedonic”源于希腊文“Hedonikos”，意为享乐的，指的

是消费产品或服务而得到的效用或者满足。在有关城市商品

住宅价格的研究中，就是住宅价格决定于房地产属性的系数

值及其效用。特征价格模型是国外用来处理异质产品差异特

征与产品价格之间关系时广泛应用的一种模型。最初特征价

格模型并非应用于房地产领域，而是主要应用于一些异质性

商品（如汽车、拖拉机、洗衣机等）的定价策略。1967年，里德科

尔首次将特征价格理论应用到住宅市场，分析住宅环境的改

善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此时特征价格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

本形成。1972年，兰开斯特的消费者理论和罗森的市场均衡模

型奠定了特征价格定价法的理论基础，为特征价格模型的应

用拓展了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征价格模型得到了广泛

应用。在对房地产价格的研究中，更着重于关注某一特征对房

地产价格的影响，这些特征包括空气质量、社区的人口统计学

特征、建筑年龄、风景、轻轨、机场噪声等等。此外，对房地产价

格指数的研究也比较多。

2.理论定义。特征价格理论认为商品房虽然不同质，但

组成这些不同质的元素是相同的，区别只是元素量的不同。尽

管不同区位上的住宅价格差异很大，但住宅的同一属性的特

征值却有着相同的价格，通过集合多种属性特征，分别乘以每

种属性对应的价格，可以求和确定该商品房的价格。

在运用该方法时，假设整个城市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住房

市场，每个消费者可以充分获取信息，自由选择不同区位上的

住房；每个消费者可以购买不同的商品房，并为不同的商品房

支付不同的价格。假设消费者获得的效用为住宅特征束（Z）

和复合商品（Y）的函数，消费者有固定的收入（M）。特征定价

的主要目的在于反映购买者对不同住房特征的价值估算。在

房地产市场出清的条件下，由住宅的周边环境、结构特征和邻

近特征等构成的住宅特征束决定的住宅价格函数为：

Pi=P（Zi）

其中，i代表住宅特征要素。假设消费者选择了具有特征

束（Z）的住宅，其效用函数为：

U=U（Zi，Y）

其中，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约束为：

M-P-Y=0

对选择的不同特征束求最大化一阶条件：

=鄣P/鄣Zi

上式给出了住宅特征束的边际价格，表示在其他特征不

变时，该特征改变导致住宅价格的变化量。通过确定单个属性

的价格，对住宅属性进行系统的量化，不同属性按照不同的计

量方式、计量单位进行确定，从而求得一个单位的属性价格，

得到某处住宅所对应的该属性的价格，最后将各属性束求和，

得到商品房的整体价格。

3.理论运用。特征价格定价法近些年被越来越多的统计

机构所接纳，并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定价方法。由于国内的统

计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而进行特征价格定价需要进行大量的

数据采集，所以特征价格定价法在我国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

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量数据统计服

务行业的出现，部分城市已经具备了进行特征价格定价分析

的基础。目前，我国一些省市已经就特征价格定价法开展了学

术性研究，虽然采集的数据仍然有限，但是其研究成果已经受

到了很多部门的关注。

特征价格理论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即必须在统

一的市场环境中具有异质性的商品达到市场均衡时才可以使

用。虽然目前无法全部满足上述条件，但是其研究仍然具有很

大的市场指导意义。随着我国城市商品住宅市场的发展，统一

的市场将会形成，城市商品住宅市场供需失衡的情况也将会

得到一定的缓解。

目前，特征价格理论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通常采用的函数

形式包括三种，即线性形式、对数形式、指数形式。具体如下：

P=蒡aiCi+着

其中，ai为特质商品所具有的特征量化值，Ci为特征参数，

着为修正值。

lnP=蒡ailnCi+着

其中，ai为特质商品所具有的特征量化值，Ci为特征对数

参数，着为修正值。

P=蒡aiCi+着

其中，ai为特质商品所具有的特征量化值，Ci为特征指数

参数，着为修正值。

上述公式都已经通过反复检验，经数据处理后得到了一

些核心城市的商品房定价模型，并通过实践证明其定价的准

确性较高，不仅可以反映出商品房比较真实的价格，而且在价

格一定的前提下，可以分析消费者对住房特征的偏好程度，同

鄣U/鄣Zi

鄣U/鄣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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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测算出不同人群对住房特征的需求。

4. 理论拓展。特征价格理论不是脱离了市场供需的纯商

品理论，而是在商品供需平衡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消费者对商品特征属性的偏好及对商品品质的追求都可

以通过模型参数的变化反映出来。

三、特征价格定价法的优劣势及其应用领域

与传统定价方法相比，使用特征价格理论研究城市商品

住宅价格，具有很多独特的优势：淤特征价格理论全面考虑了

影响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各种因素。特征价格理论可以融合

商品特征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综合考察商品的价值。在使用

回归的方法拟合适当的特征价格模型时，参数选择的灵活性

大了很多，从而可以包含更多的市场信息。如在不同的时点将

市场变化因素引入模型中，从而找出对商品房价格真正起控

制作用的因素，这样就能更为客观地对价格进行回归，避免考

虑问题的片面性。于特征价格理论可以多方位把握市场。特征

价格理论可以全面考虑需求方和供给方的相互关系在商品房

价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供求双方都可以据此理论制定自己

心目中的理想价格，从而形成对市场的客观评价，在议价过程

中发挥作用。盂特征价格模型可以及时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征

价格模型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随着时间的变化，各种

因素在模型中的权重会发生变化，适时做出调整能够有效地

提高模型的实际操作性。

当然，特征价格定价法也存在自己的劣势：淤特征价格模

型的应用需要采集大量的数据，对于一些二线城市，其相应的

数据统计机构还不是很健全，数据统计资料不充分，统计手段

不先进，势必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目前的模型应用

主要是针对一些发展比较迅速的城市。于特征价格模型的选

择比较困难，对于不同区域，模型的拟合程度不同，需要进行

多次计算，相对而言，其过程比较复杂。

特征价格定价法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淤特征价格理论

可以用于研究住宅特征要素的隐性价格，进而用于描述商品

房质量变化的价格指数，估算或预测不动产价值。我们将房屋

看做是由一系列的内在属性组成的商品集，房地产市场可以

看做是对这些属性集合进行一次性交易的隐性市场。虽然只

能提供属性集的交易价格而无法提供各个属性的价格信息，

但通过对一系列的具体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各个属性的隐性价格，并通过对其的研究来预

测商品房价格。于特征价格理论可以用于研究城市商品住宅

市场的需求变化，推导出住宅属性和生活、福利设施的需求结

构。某一属性的特征价格一般不是固定的，因此住宅需求也常

常是不清晰的。如果我们知道人们对住宅属性特征的偏好结

构，同时家庭面对的又是不变的商品房价格时，我们就可以建

立具有这种偏好的家庭需求函数。这对于预测住宅市场发生

变化时消费者的反应以及估测与这个变化相联系的成本和收

益方面的福利变动是很重要的。盂将特征分析方法运用于其

他领域。

四、结论与意义

1. 特征价格理论对判断我国城市商品住宅市场是否过

热或需求不足带来了新的启示。总体投资规模、商品房空置

率、贷款余额等宏观经济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由

于没有考虑到商品房的异质性，将具有不同属性、特征价格函

数不同的商品看做是同质的商品来研究，所以其研究结论自

然就缺乏说服力。特征价格理论通过结合消费者偏好、房屋特

征属性、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开发对属性供给的影响以及房屋

属性内部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可以对城市商品住宅市场进

行全面的分析。

2. 特征价格理论对判断我国城市商品住宅价格是否合

理带来了新的启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判断城市商品住宅

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住宅平均价格与居民平均年收入的

比例。发达国家住宅平均价格是居民平均年收入的3 ~ 6倍，

而我国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达到了居民平

均年收入的10倍以上，以此为标准认为北京和上海的住宅价

格过高或者不合理。其实，仅仅依据住宅平均价格与居民平

均年收入的比例来判断城市商品住宅价格是否合理是不准

确的。城市商品住宅的供给主要取决于政府允许农用土地变

更为城市用土地的程度、住房开发以及住房财政等问题。这

些深层次的供给原因形成了不同城市、不同国家商品住宅价

格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性的，不能作为判断住宅价格是

否合理的依据。然而，不同国家在住宅需求结构方面有着很

大的相似性，因此特征价格理论就是以需求结构研究为出发

点，其函数形式的确定及参数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

判断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商品住宅市场成熟度及住宅价格

是否合理的标准。

3. 特征价格理论对研究我国城市商品住宅市场现状带

来了新的启示。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人均土地面积少、土地审批

制度严格，同时贫富差距较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多地少的矛盾以及严格的土

地审批制度必然导致人们对具有稀缺属性、拥有独特资源的

住宅的追逐；严重的贫富差距要求我们一方面对房地产市场

进行细分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各阶层的属性需求与

竞价曲线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不能以反映平均状况的变

量代替特定人群的偏好结构；我国的传统文化（如较严重的从

众心理、储蓄倾向等）也会对消费偏好及住宅属性的隐性价格

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因素很难纳入传统的供给研究领域，但

从特征价格理论的角度出发，则可以很好地有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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