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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企业的外部

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企业关注的重点也从传统的金融

资本积累、物质资本投资和规模扩张逐渐转变为营销渠道、人

力资本、组织资本的获得和客户关系的建立等方面，企业价值

创造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本文分别从企业财务视角和战略视

角来分析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

一、企业价值与价值创造

对于企业价值，国内外存在着多种观点。当前的主流观点

是从市场交换角度对企业价值进行界定，认为企业价值是由

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决定的，企业价值等于企业在未来各个

时期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的现值之和。

1958 年，美国学者莫迪格莱尼和米勒提出了MM理论无

税模型。该模型指出当企业只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融资

时，企业价值等于企业股票与债券的市场价值之和，即：企业

价值（V）=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S）+企业债券的市场价值（D）。

其中，股票的市场价值为股东在未来N年所获得的股票收益

的现值；债券的市场价值等于债券的预期利息的现值加上债

券的票面价值的现值。如果把企业的债务和股东投资均当作

资本来看待，企业价值就是对企业未来剩余收益的资本化，它

是企业未来预期自由现金流量的现值。

V= （1）

式中：FCFt为企业第t年的自由现金流量；i为折现率。

对式（1）进一步变形后得：

V= = + + +…+

= + +

+…+

令：吟V= + +…+

V0= = + + +…+

则：V=V0+吟V （2）

即：企业价值=维持当前收益不变时的企业价值+未来一

定年限内企业创造的价值增量 （3）

式（3）中的价值增量的来源即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是什么呢？我们将从财务视角和战略视角加以分析。

二、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分析实质上是以

企业价值评价为出发点。企业价值评价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贴现，以拉帕波特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

为代表；二是对财务指标进行调整，以斯特恩·斯图腾特提出

的经济增加值模型为代表。由于用企业价值评估模型和经济

增加值模型来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的结论基本一

致，故本文仅运用企业价值评估模型进行分析。

1. 基于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的分析。企业价值评估模型有

许多种，但受实体价值评估思想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模型得

到了认可和广泛的应用。

自由现金流量模型认为公司价值表现为未来预期自由现

金流量的现值。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产生的满足了再投资

需要后的剩余现金流量，这部分现金流量是在不影响企业持

续发展的前提下可供分配给企业资本提供者的最大现金额。

自由现金流量模型如下：

FCFt=（EATt+Dt-吟Wt-Ft-dt-Pt+Bt）+［It伊（1-Tt）+Pt-

Bt］+dt=EATt+Dt-吟Wt-Ft+It伊（1-Tt）=EBITt伊（1-Tt）+Dt-

吟Wt-Ft （4）

式中：EAT为税后利润；D为折旧额；驻W为增量营运资

本；F为固定资产支出；d为优先股股利；P为债券本金偿还额；

B为发行新债所筹集资金的数额；T为所得税税率；EBIT为息

税前利润；t 为某一预测年度。

式（4）中，影响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基本因素是息税前利

润。为了解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增长率对FCF的影响，可将式

（4）再次分解为：

FCFt=St-1（1-g）Mt（1-Tt）-（St-St-1）（Ft+Wt） （5）

式中：S为销售收入；g为销售收入增长率；M为息税前利

润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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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自由现金流量模型进行分解，可以看出企业价值

与一些指标直接相关，从而可以阐明企业价值与价值创造驱

动因素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价值创造驱动因素包括销售收

入增长率、销售毛利率、所得税税率、营运资本投资、固定资产

投资、资本成本和企业价值增长期。

因此，公司经营者应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价值创造：淤经

营决策层面：采取营销策略以提高销售收入，进行税收筹划

以降低有效税率。于投资决策层面：改进内部业务流程、注重

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要提高销售

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要延长超额收益的获取期间。盂筹资

决策层面：权衡风险与收益以降低资本成本。榆其他层面：设

置进入障碍以延长超额收益的获取期间。

2. 相关评价。从财务视角来看，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

主要表现为一些财务指标，而财务指标是对企业某一期间的

各种经营管理活动结果的表现。由于财务指标过于综合，基于

财务视角的分析无法揭示出究竟是哪些经营活动和决策导致

了企业价值的变化，故无法评价这些经营活动的效果。所以，

有学者将这些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视为

企业价值创造的表层因素，同时指出企业价值创造还有一些

深层次的驱动因素，这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应该包括反映经

营活动成果的非财务指标和反映企业核心能力的指标。此外，

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分析未能揭示企业价

值创造的先导因素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时间周期。

三、基于战略视角的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分析

1. 基于战略视角对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分析。企业

战略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经典战略理论阶段、产业

结构分析阶段和企业核心能力理论阶段。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包括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等，代表最新的企业战略管理思想。

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将企业看成是一组资源和能力的契合

体，从资源、能力及租金的属性角度来考察企业所选择的价值

创造活动，认为企业价值创造主要基于三种不同的机制———

资源的识别和获取、能力体系的构建和关系建立。

根据资源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独特的资源构成，企

业可以通过比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地识别和获取资源来创造

“经济租”（李嘉图租）。当企业获得有价、稀缺且不可替代的资

源时，企业就可以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如果企业获取资源的

成本小于把该资源与已有的资源结合所生产的边际产品带来

的收益时，资源的识别和获取就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

能力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以能力集合体为基础的价值创

造体系，将企业竞争优势归结为能力的具有，认为企业的竞争

优势来源于对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企业能力体系是一种

制度化的知识体系，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知识和经验，企业运用

这些知识和经验能够有效地减少创立新的战略性资产所需的

时间和成本。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于企业可以有效地使资源

相互作用而产生熊彼特租，所以企业具备相关能力对竞争优

势的获得以及价值创造至关重要。

由于资源之间的互补性，某种资源与其他资源相结合所

创造的价值往往高于各种资源单独发挥作用所创造的价值，

因此人们将这两者之间的价值差异称为关系租或准租。所以，

关系学派认为关系是一项新的资本，企业可以通过积累关系

资本来驱动企业价值的增加，即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建

立协作与交易关系而创造价值。这种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协

作与交易关系来创造价值的行为被称为关系建立。关系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能力体系的形成方式，企业之间建立

联盟关系日益成为企业构建能力体系的新的、更加有效的途

径。关系建立是一种更加主动的企业价值创造形式。

2. 相关评价。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采用了租的概念对企

业价值创造进行界定，并试图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

主要研究经济租是如何产生的或经济租如何得以长期维持。

既然“租”是超额利润或价值的代名词，那么企业作为价值创

造的实体，经营的目标应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也说明，

企业战略理论与企业财务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即

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及企业价值的实现途径。

资源理论基于资源识别机制来分析企业的价值创造过

程，认为资源是决定企业业绩的主要因素，企业通过有效地识

别和获取资源来创造经济租。资源识别机制的核心在于准确

地衡量资源的价值和获得该资源，而不是在获得资源以后的

开发与配置。这也说明资源理论将资源配置局限于企业外部

讨论，忽视了企业内部培育资源的能力。

能力理论从能力体系的构建角度来分析经济租的产生，

认为能力来源于企业并隶属于企业，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能力体系的构建是指使企业具备一系列的能力，从而提高企

业资源的价值创造水平。由于要通过具备相应的能力来提高

资源效率而创造企业价值，因此在资源获得之前，运用某些能

力也无法创造企业价值。这也说明了能力理论实际上将资源

的配置问题局限于企业内部来讨论，忽略了外部环境对资源

配置的影响。

关系理论涉及资源的互补性关系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

响。但是，只有当关系所依托的资源及其相关信息与企业知识

结构相协调，关系的运用才会创造经济租；反之，很可能不会

创造经济租。这也说明，关系建立机制并不必然创造企业价值。

总体来看，以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为主的企业战略理论

在解释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时，抛开了传统财务理论的束

缚，顺应了资本泛化的趋势，不再局限于把财务理论中的硬资

产（即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已经确认的

无形资产）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从资源、能力和关系等角度剖

析企业价值创造的机理，关注企业战略定位、环境、竞争对手

策略，并指出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资源配置、战略联盟是企

业价值创造的必要手段，这些对企业价值管理有较大的指导

意义。但是，企业战略理论在解释和分析价值创造驱动因素时

过于笼统和粗略，也未能明确阐明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素以

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层次结构，不利于企业采取价值创

造措施和科学评价这些措施的效果。

四、结语

本文分别从财务视角与战略视角对企业价值创造驱动因

素进行分析，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基于财务视角的分析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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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于价值评估和投资决策，强调现金流量和灵活性价值；基

于战略视角的分析则是从竞争优势来源和未来战略地位

的角度切入，强调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对战略决策和公司价值

的影响。前者重视定量的价值判断，后者重视定性的思考过

程。但遗憾的是，分析的结论并没能表现出应有的一致性。这

也是在提示我们应该还存在一种分析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应

该能够更加深入、合理地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那么，

这种企业价值创造机理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野国有建筑集团价值创造

动力机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7C113冤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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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我国公司的融资方式有两种：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债务

融资包括从银行贷款与发行公司债券等，权益融资包括在资

本市场上公开发行股票和以非公开方式接受投资者投资等。

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下，企业的资本结构是企业在

融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

的成本是有差异的。权益融资的成本高于债务融资的成本，因

为投资于普通股的风险较大，投资者也要求相对较高的收益

率；此外，股利是用税后利润支付的，而债券（或银行贷款）的

利息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具有抵税效应。正是由于债务资本

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同，当债务资本成本发生变化时，必

然会对企业的融资方式产生影响，企业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比

例会发生变化。本文主要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贷款利率

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二者存在滞后反比关系，并对这种滞后

反比关系的形成原因进行说明。

企业的资本成本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在

企业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企业的价值越大。企

业经营的最终目标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即实现企业价值

最大化。由于债务资本成本低于权益资本成本，我们可以提出

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当中国人民银行降低贷款基准利率时，企业经营

者会提高贷款比例来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股东财富。

假设2：当中国人民银行提高贷款基准利率时，企业经营

者会降低贷款比例来维护股东利益。

企业的负债除了银行贷款，还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等

经营性负债项目，这些经营性负债项目的比例一般较小，并且

具有稳定性。企业的负债与股东权益之和等于企业的资产，因

此我们可以用资产负债率这个指标来衡量负债与股东权益的

比例关系。资产负债率的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衣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衣（负债总

额+股东权益总额）

当企业负债比例提高时，资产负债率会相应提高；当企业

负债比例降低时，资产负债率会相应降低。本文通过研究企业

资产负债率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与贷款利率的变化进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贷款利率的关系分析

刘晓光

渊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会 计 学 院 北 京 100026冤

【摘要】本文采用符号检验这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1998~ 2006年的资产负债率变化进行了分析，同时结

合此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化，对贷款利率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并不完全

呈反比关系，而是呈滞后反比关系，并对这种滞后反比关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资产负债率 贷款利率 符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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