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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教材变化
章节 2017 位置 2018 位

置 变动说明

第一章

1 1 修改了企业的定义
2 2 补充了“有限合伙企业”的

相关内容
2 2 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的

相关内容
3 4-5

补充介绍了投资管理、筹资
管理、营运资金管理、成本
管理、收入分配管理

13-14 14-15
删除了“集权与分权的选
择”，换成“影响企业财务
管理体制集权与分权选择的
因素”。

第二章

24 23 修改了货币时间价值的定义
27-29 26-

28，31
对预付年金现值和终值、递
延年金现值的计算公式做了
精简
补充了很多图示，更换了大
部分例题

28 26 给出了递延期的定义
34 补充了“现值或终值系数未

知的利率计算”
34-35 删除了“单期资产的收益率

计算公式和例题。
40-41 删除了“风险偏好”的全部

内容
43 41 删除了 β 系数的计算公式，

重新定义了 β 系数
43 补充了关于 Rm 和(Rm-Rf)Rm-Rf))

的说明
46

删除了“证券市场线”的相
关内容，以及回归分析法的
公式

第四章 104-112 增加了第四节衍生工具筹资

第五章

106-114 减少了第一节 衍生工具筹
资

118-136 124-137
第三节 资本成本与资本结
构 拆分为：第二节 资本成
本、第三节 杠杆效应、第
四节 资本结构

122 删除了“融资租赁的资本成
本计算”

131 增加了“资本结构理论”

第七章

186 187 资金管理模式中增加了“收
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

188 190 收款管理补充了“收款方式
的改善”

194-196 195-197 例 7-4、7-5、7-6 内容做了
替换和修改

191 删除了“应收账款的管理目
标”

第九章
278 275-277 对于“折让定价策略”展开

写了，共计包括 11 种策略
297 295 第三节最后，增加了“七、

纳税筹划经典案例解析

第十章

333 333 把“资本积累率”改为“所
有者权益增长率”。

334 334
修改了销售现金比率公式的
分母，由含税收入改为不含
税收入

339 339 修改了每股净资产的计算公
式

337 337
补充了认股权正或股份期权
行权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计
算公式
把“销售收入”和“销售收
入净额”改为“营业收
入"；“销售成本”改为
“营业成本”，销售毛利率
改为营业毛利率，销售净利
率改为营业净利率，销售收
入增长率改为营业收入增长
率，销售利润率改为营业利
润率，销售现金比率改为营
业现金比率。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企业与企业财务管理

一、 企业及其组织形式
企业是依法设立的、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

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三种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有限合伙）；公司制企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等）。
二、 企业财务管理的内容
（一）投资管理

投资规模；投资方向；投资结构；投资项目对企业
价值和财务风险的影响；对内投资与对外投资。



（二）筹资管理
预测筹资规模；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的选择（筹资

结构）；资本成本。
（三）营运资金管理

现金持有计划；应收账款管理；存货管理；短期借
款计划；商业信用筹资计划。
（四）成本管理

本量利分析；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作业成本管理；
责任成本的管理。
（五）收入与分配管理
初次分配：对成本费用的弥补；利润分配：对初次

分配的再分配。
第二节 财务管理目标

一、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理论
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
• 利润最大化
• 股东财富最大化
• 企业价值最大化
•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二、 利益冲突与协调
原则：尽可能使企业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在数量和时

间上达到动态的协调平衡。最重要的两种情况：
• 所有者和经营者。解决方法：解聘；接收；激励
（股票期权，绩效股）

• 所有者和债权人。解决方法：限制性借债；收回
借款或停止借款

三、 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
• 对员工的责任
• 对债权人的责任
• 对消费者的责任
• 对社会公益的责任
过分地强调社会责任而使企业价值减少，就可能导

致整个社会资金运用的次优化，从而使社会经济发展
步伐减缓。

第三节 财务管理环节
一、 计划与预算
1. 财务预测  ：根据历史资料，考虑现实要求和条件，

对未来的财务活动做出具体的预计和测算。方法有
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

2. 财务计划  ：根据企业整体战略目标和规划，结合财
务预测成果，以指标和表格的形式对财务活动进行
规划，并以指标形式落实到每一计划期间。确定财
务计划指标的方法有：平衡法，因素法，比例法，
定额法等。

3. 财务预算  ：根据财务战略、财务计划和各种预测信
息，确定预算期内各项预算指标的过程。它是财务
战略的具体化，是财务计划的分解和实施。财务预
算的编制方法包括：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增量预
算与零基预算，定期预算于滚动预算。

二、 决策与控制
1. 财务决策  ：从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佳方案的过程。决

策方法有两类：
• 经验判断法：淘汰法；排队法；归类法。
• 定量分析法：优选对比法；数学微分法；线性规

划法；概率决策法。
2. 财务控制  ：

• 控制方法：前馈控制；过程控制；反馈控制。
• 控制措施：预算控制；运营分析控制；绩效考评
控制。

三、 分析与考核
1. 财务分析：

• 是根据企业财务报表等信息，采用专门方法，系
统分析和评价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未来趋
势的过程。

• 分析方法有：比较分析；比率分析；综合分析等。
2. 财务考核：

• 是将报告期实际完成数与规定的考核指标进行对
比，确定有关单位和个人任务完成情况。

• 考核的形式：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完成百分比；
综合评价。

四、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1. 五个要素：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

与沟通，内部监督。
2. 要求企业在遵循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

成本效益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
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
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
略。

3.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中的控制，与以上的财务控制中
的控制并非同一个概念。

4. 企业在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全面落实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的要求。

第四节 财务管理体制
一、 财务管理体制的一般模式

• 集权型
• 分权型
• 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二、 影响企业财务管理体制集权与分权选择的因素
（一）企业生命周期
初创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稳定增长阶段、成熟阶



段、衰退阶段。在初创阶段，企业经营风险高，宜偏
重集权模式。
（二）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发展的四个阶段：数量扩大、地区开拓、
纵向或横向联合发展、产品多样化。不同战略目标应
匹配不同的财务管理体制。
（三）企业所处市场环境
如果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则应给中下层财务管理人

员较多的随机处理权。
（四）企业规模
小规模偏重集权模式。大规模下各种权限就需要重

新规划。
（五）企业管理层素质

素质高、能力强：集权。反之，分权可以调动积极
性。
（六）信息网络系统

集权体制下，需要有内部的及时、准确传递信息的
网络系统。
三、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设计原则

• 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适应。
∘ 以产权管理为核心，以财务管理为主线，以财

务制度为依据，体现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现代
企业产权制度管理思想

• 明确企业对各所属单位管理中的决策权、执行权
和监督权分立

• 明确财务综合管理和分层管理思想
∘ 从企业整体角度对企业的财务战略进行定位
∘ 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进行统一规范，做到高
层的决策结果能被低层战略经营单位完全执行

∘ 以制度管理代替个人的行为管理，从而保证企
业管理的连续性

∘ 以现代企业财务分层管理思想指导具体的管理
实践

• 与企业组织体制相适应
∘ 三种基本的企业组织体制：
━ U型组织 (Rm-Rf)Unitary Form): 以职能化管理为核
心，典型特征是在管理分工下实行集权控制，
没有中间管理层，依靠总部的采购、营销、财
务等智能部门直接控制各业务单元，子公司的
自主权较小。

━ H型组织 (Rm-Rf)Hybrid f)orm)：控股公司体制。集
团总部下设若干子公司，每个子公司拥有独立
法人地位和比较完整的职能部门。典型特征是
过度分权，总部缺乏有效的监控约束力度。

━ M型组织 (Rm-Rf)Multi-divisional f)orm)：事业部
制。按企业所经营的事业来划分部门，事业部
是总部设置的中间管理组织，不能独立对外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比H型组织集权程度更高。

∘ 演化：
━ 现代意义上的H型组织既可分权管理，也可

集权管理
━ M型组织下的事业部在企业统一领导下，可

以拥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实行独立经营、独
立核算，甚至可以在总部授权下进行兼并、收
购和增加新的生产线等重大事项决策。

四、 集权于分权相结合型财务管理体制的一般内容
总结中国企业的实践，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型财务管

理体制的内容是企业总部应做到制度统一、资金集中、
信息集成和人员委派。

• 集中制度制定权
• 集中筹资、融资权
• 集中投资权
• 集中用资、担保权
• 集中固定资产购置权
• 集中财务机构设置权
• 集中收益分配权
• 分散经营自主权
• 分散人员管理权
• 分散业务定价权
• 分散费用开支审批权

第五节 财务管理环境
一、 技术环境

• 会计信息化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XBRL
• 人才队伍
• 会计信息化与管理融合
• 信息化审计

二、 经济环境
1. 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2. 经济周期：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在不同阶段，

企业应采取不同的财务管理战略。
3. 经济发展水平：财务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
切相关的。

4. 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
会计制度。

5. 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的财务活动会产生多方面的
影响。初期，进行投资可实现资本保值；签订长期
购货合同可减少物价上涨损失；取得长期负债，保
持资金成本的稳定。持续期，可减少债权，防止和
减少企业资本流失等。

三、 金融环境
1. 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
2. 金融市场的分类
3. 货币市场
4. 资本市场
四、 法律环境



1. 法律环境的范畴
2. 法律环境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

第二章 财务管理基础
第一节 货币时间价值

一、 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
货币时间价值，是指在没有风险和没有通货膨胀的

情况下，货币经历一定时间的投资和再投资所增加的
价值。

用相对数表示的货币时间价值也称为纯粹利率（简
称为“纯利率”）。纯利率是指在没有通货膨胀、无
风险情况下资金市场的平均利率。没有通货膨胀时，
短期国库券的利率可以视为纯利率。
二、 终值和现值的计算
复利终值：

F = P*(1+i)^n
(F/P,i,n) = (1+i)^n

复利现值：
P = F*(1+i)^-n
(P/F,i,n) = (1+i)^-n

普通年金终值：
F(A) = A * [(1+i)^n-1]/i
(F/A,i,n) = [(1+i)^n-1]/i

预付年金终值：
F(A) = A * [(1+i)^n-1]/i * (1+i)
     = A * (F/A,i,n) * (1+i)

递延年金终值：
(同普通年金终值，n表示A的个数，与递延期无关)

普通年金现值：
P(A) = A * [1-(1+i)^-n]/i
(P/A,i,n) = [1-(1+i)^-n]/i

预付年金现值：
P(A) = A * [1-(1+i)^-n]/i * (1+i)
     = A * (P/A,i,n) * (1+i)
     = A * (P/A,i,n-1) + A
     = A * [(P/A,i,n-1)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          1            2           3           4            5          n-1        n
（从0期期初到n-1期期末（n期期初）总共支付了n次。先求
第1期期末到第n-1期期末的现值（普通年金现值），再加上
0-1期的现值。）

递延年金现值：
PA = A * (P/A,i,n) * (P/F,i,m)

永续年金现值：
PA(n→∞) = A * [1-(1+i)^-n]/i
        = A/i

年偿债基金：
A = [[(1+i)^n-1]/i] / FA
    = FA * i/[(1+i)^n-1]
(A/F,i,n) = i / [(1+i)^n-1]

年资本回收额：
A = [[1-(1+i)^-n]/i] / PA
  = PA * i/[1-(1+i)^-n]
(A/P, i, n) = i / [1-(1+i)^-n]

三、 利率的计算
（一）线性插值法（linear interpolation）
１. How to Interpolate Interest Rates
Interpolation is a mathematical process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dependent variable based 
on the values of) known surrounding dependent 
variables, wher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a 
f)unction of)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It's used to 
determine interest rates f)or periods of) time that 
are not published or otherwise made available. 
In this case, the interest rate i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length of) time i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interpolate an interest 
rate, you'll need the interest rate of) a shorter 
period of) time and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 
Source: How to Interpolate Interest Rates
Step 1:
Subtract the interest rate of) a time period 

shorter than the time period of) the desired 
interest rate f)rom the interest rate of) a time 
period longer than the time period of) the desired 
interest rate. For example, if) you are 
interpolating a 45-day interest rate, and the 30-
day interest rate is 4.2242 percent and the 60-day 
interest rate is 4.4855 perc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nown interest rates is 0.2613 
percent.
Step 2:
Divide the result f)rom Step 1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ngths of) the two time periods. For 
examp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60-day time 
period and the 30-day time period is 30 days. 
Divide 0.2613 percent by 30 days and the result is 
0.00871 percent.

https://www.sapling.com/8396129/interpolate-interest-rates


Step 3:
Multiply the result f)rom Step 2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ngth of) time f)or the 
desired interest rate and the length of) time f)or 
the interest rate with shortest length of) time. For 
example, the desired interest rate is 45 days 
away, and the shortest known interest rate is the 
30-day 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45 days and 
30 days is 15 days. 15 multiplied by 0.00871 
percent equals 0.13065 percent.
Step 4:
Add the result f)rom Step 3 to the interest rate 

f)or the shortest known time period. For example, 
the interest rate f)rom the 30-day time period is 
4.2242 percent. The sum of) 4.2242 percent and 
0.13065 percent is 4.35485 percent. This is the 
interpolation estimate f)or the 45-day interest 
rate.
针对教材例 2-14：已知 8%利率对应的 20 年期复利

终值为 4.6610，9%利率对应的 20 年期复利终值为
5.6044。20 年期、复利终值 5 对应的利率是多少？

第一步：i2 - i1 = 9%-8%=1%.
第二步：1% / (Rm-Rf)5.6044-4.6610) = 0.010599958
第三步：0.010599958 * (Rm-Rf)5-4.6610) = 0.003593386.
第四步：0.003593386 + 8% = 8.3583% ≈8.36%.
教材给出的计算公式：
i = i1 + [(B-B1)/(B2-B1)] * (i2-i1)

２. 与注会教材中计算公式的对比
两个公式相同。其原理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知：
(Y-Y0) / (Y1-Y0) 
= (X-X0) / (X1-X0) 
= 斜率
即：
Y = Y0 + [(Y1-Y0)/(X1-X0)] * (X-X0)

（二）永续年金对应的利率
i = A / PA

（三）现值或终值系数未知的利率计算
通过多次测试确定相邻的利率，然后采用插值法计

算。
（四）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１. 一年多次计息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i = (1+r/m)^m - 1
其中，r为实际利率，m 为每年复利计息次数。
例如，年利率为 12%，按季度计收复利，则实际利

率为：i=（1+r/m)^m-1 = (Rm-Rf)1+12%/4)^4 - 1 = 12.55%.
２. 通货膨胀情况下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1+名义利率=(1+实际利率)*(1+通货膨胀率)
实际利率=(1+名义利率)/(1+通货膨胀率)-1
例如，一年期存款利率 3%，假设通货膨胀率为

2%，则实际利率=(Rm-Rf)1+3%)/(Rm-Rf)1+2%)-1=0.98%.
第二节 风险与收益

一、 资产的收益与收益率
（一）资产收益的含义与计算

单期资产的收益率 
= 资产价值的增值/期初资产价值
= (利息或股息收益 + 资本利得)/期初资产价值
= 利息或股息收益率 + 资本利得收益率

（二）资产收益率的类型
１. 实际收益率
已经实现或确定可以实现的收益率。若存在通货膨

胀因素，还应当扣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２. 预期收益率（期望收益率）

预期收益率E(R) = Σ Pi×Ri
式中：Pi 表示第 i种情况可能出现的概率，Ri 表示

第 i种情况出现时的收益率。
３. 必要收益率（最低必要报酬率）

必要收益率 = 无风险收益率 + 风险收益率
风险收益率：不存在违约风险、不存在再投资收益

率的不确定性。一般用短期国债的利率近似地替代无
风险收益率。

风险收益率：资产持有者因承担该资产的风险而要
求的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额外收益。取决于风险的大小
以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二、 资产的风险及其衡量

资产的风险指资产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其大小可用

Y1

X1

Y

Y0

XX0

图 1: 插值法原理图



资产收益率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衡量指标主要有：收
益率的方差、标准差、标准离差率等。

方差： σ
2
=∑ (Xi−Ē)2×p1

标准离差： σ=√∑ (Xi−Ē)
2
×p1

标准离差率： V=σ
Ē

×100%
风险对策：
• 规避风险：拒绝与不守信用的厂商业务往来、放
弃可能明显导致亏损的投资项目、停止试制等。

• 减少风险：控制风险因素；控制风险发生的频率
和降低风险损害程度。

• 转移风险：转嫁给他人承担。
• 接受风险：风险自担；风险自保。

三、 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
（一）证券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E(Rp)=∑ Wi×E(Ri )式中，Wi 表示第 i 项资产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

E(Rm-Rf)Ri)表示第 i 项资产的预期收益率。
（二）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及其衡量
１. 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功能

σp
2=w1

2σ1
2+w2

2σ2
2+2w 1w2ρ1,2σ1σ2式中，σp表示证券资产组合的标准差，用于衡量组

合的风险。σ1 和 σ2 分别表示组合中两项资产的标准
差；w1和w2分别表示组合中两项资产分别所占的价
值比例；ρ1,2反映两项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程度（相关
系数），介于[-1,1]内。

相关系数等于 1 时，两项资产完全正相关，此时
σp2=(Rm-Rf)w1σ1 + w2σ2)2.相关系数等于-1 时，两项资产完全负相关，此时
σp2=(Rm-Rf)w1σ1 – w2σ2)2.实务中，有：0 < σp < (Rm-Rf)w1σ1+w2σ2)，即：证券资产
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小于组合中各项资产收益率标准
差的加权平均值，也即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小于组合
中各项资产风险之加权平均值。因此，在大多数情况
下，证券资产组合能够分散风险（但不能完全消除风
险）。
当组合中证券个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组合的风险

将趋于平稳，接近系统性风险。
２. 非系统性风险（可分散风险）
非系统性风险（公司风险）可通过证券资产组合而

分散掉。包括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３. 系统性风险

单项资产或证券资产组合受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程度，
可以通过系统风险系数（β 系数）来衡量。

βi=
COV(R i ,Rm)

σm
2

=
ρi , mσ iσm

σm
2

=ρi , m×
σ i
σm

式中：ρi,m表示第 i 项资产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
率的相关系数；σi表示该项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σm表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三个指标的乘积表示
该资产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方差。

通俗地说，某资产的 β 系数表达的含义是该资产的
系统性风险相对于市场组合系统风险的倍数。

β 系数的计算通常根据历史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
方式计算取得。（2018 年教材中删除了该计算公式及
例题，仅了解即可。）

证券资产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
βp=∑ (Wi×βi)由于单项资产的 β 系数不尽相同，因此通过替换资

产组合中的资产或不同资产在组合中的比例，可以改
变组合的风险特性。
四、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一）基本原理
必要收益率 = 无风险收益率 + 风险收益率
R = Rf + β × (Rm − Rf)
式中：R 为必要收益率，Rf) 为无风险收益率（短期

国债），Rm 为市场组合收益率（市场平均），β表
示该资产的系统风险系数。

Rm还可以称为平均风险的必要收益率、市场组合
的必要收益率等。Rm-Rf)称为市场风险溢酬。
（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1.某些资产或企业的 β 值难以估计，特别是对一些
缺乏历史数据的新兴行业；

2.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使得依据
历史数据估算的 β 值对未来的指导作用必然要大打折
扣；　　
3.CAPM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的，其中一些假

设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使得CAPM的有效性受
到质疑。这些假设包括：
①市场是均衡的并不存在摩擦；
②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
③不存在交易费用；
④税收不影响资产的选择和交易等。

第三节 成本性态
一、 成本性态及其分类
（一）成本性态

成本总额与业务量存在增减变动关系。
（二）成本分类
１. 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指其总额在一定时期及一定业务量范围

内，不直接受业务量变动的影响而保持固定不变的成



本。
２. 变动成本
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会随业务量增加而

成正比例变动，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３. 混合成本

成本总额随业务量变动而变动，但不成正比例关系。
（三）成本的进一步分类
１. 固定成本
(Rm-Rf)1) 约束性固定成本（经营能力成本）
a. 特点：管理当局的短期（经营）决策行动不能改

变其具体数额的固定成本。
b. 举例：保险费、房屋租金、折旧、管理人员的基

本工资等。
c. 降低策略：降低约束性固定成本的基本途径，只
能是合理利用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效
率，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Rm-Rf)2) 酌量性固定成本（经营方针成本）
a. 特点：管理当局的短期经营决策行动能改变其数

额的固定成本。
b. 举例：广告费、职工培训费、新产品研究开发费

用等。
c. 降低策略：要想降低酌量性固定成本，只有厉行

节约、精打细算，编制出积极可行的费用预算并
严格执行，防止浪费和过度投资等。

２. 变动成本
(Rm-Rf)1) 技术变动成本
a. 含义：与产量有明确的技术或实物关系的变动成

本。
b. 特点：只要生产就必然会发生，若不生产，其技
术变动成本便为零。

c. 举例：生产产品所需要耗费的直接材料。
(Rm-Rf)2) 酌量性变动成本
a. 含义：通过管理当局的决策行动可以改变的变动

成本。
b. 特点：单位变动成本的发生额可由企业最高管理
层决定。

c. 举例：按销售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支付的销售佣金、
技术转让费。

３. 混合成本
(Rm-Rf)1) 半变动成本
a. 含义：有一定初始量基础上，随着产量的变化而

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b. 举例：固定电话座机费、水费、煤气费等。

(Rm-Rf)2) 半固定成本
a. 特点：也称阶梯式变动成本，这类成本在一定业

务量范围内的发生额是固定的，但当业务量增长

到一定限度，其发生额就突然跳跃到一个新的水
平，然后在业务量增长的一定限度内，发生额又
保持不变，直到另一个新跳跃；

b. 举例：企业的管理员、运货员、检验员的工资等
成本项目就属于这一类。

(Rm-Rf)3) 延期变动成本
a. 特点：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基数，当业务量增长超出了这个范围，它就与业
务量的增长成正比例变动。

b. 举例：职工的工资=职工的基本工资+工作时间超
出正常标准支付加班薪金。

(Rm-Rf)4) 曲线变动成本
a. 特点：通常有一个不变的初始量，随着业务量的

增加，成本也逐步变化，但它与业务量的关系是
非线性的；

b. 举例：递增曲线成本（累进计件工资、违约金
等）；

c. 递减曲线成本（有价格折扣或优惠条件下的水、
电消费成本、“费用封顶”的通信服务费）。

（四）混合成本的分解方法
１. 高低点法
它是以过去某一会计期间的总成本和业务量资料为

依据，从中选取业务量最高点和业务量最低点，将总
成本进行分解，得出成本性态的模型。

单位变动成本=（最高点业务量成本-最低点业务量
成本）/（最高点业务量-最低点业务量）
固定成本总额=最高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

最高点业务量
或=最低点业务量成本-单位变动成本×最低点业务

量
提示：公式中高低点选择的标准不是业务量所对应

的成本，而是业务量。
特点：计算简单，但它只采用了历史成本资料中的

高点和低点两组数据，故代表性较差。
２. 回归分析法
它根据过去一定期间的业务量和混合成本的历史资

料，应用最小二乘法原理，算出最能代表业务量与混
合成本关系的回归直线，借以确定混合成本中固定成
本和变动成本的方法。
特点：是一种较为精确的方法。

３. 账户分析法
又称会计分析法，它是根椐有关成本账户及其明细

账的内容，结合其与产量的依存关系，判断其比较接
近哪一类成本，就视其为哪一类成本。

简便易行，但比较粗糙且带有主观判断。
４. 技术测定法



又称工业工程法，它是根据生产过程中各种材料和
人工成本消耗量的技术测定来划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
本的方法。
该方法通常只适用于投入成本与产出数量之间有规

律性联系的成本分解。
５. 合同确认法
它是根据企业订立的经济合同或协议中关于支付费

用的规定，来确认并估算哪些项目属于变动成本，哪
些项目属于固定成本的方法。

合同确认法要配合账户分析法使用。
二、 总成本模型
总成本 = 固定成本总额+变动成本总额

 = 固定成本总额+(Rm-Rf)单位变动成本×业务量)
应用：目标利润确定、弹性预算编制、杠杆系数计

算、信用政策决策、产品定价等。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一节 主要内容

一、 预算的特征与作用
（一）预算的特征
（二）预算的作用
二、 预算的分类
1. 业务预算（经营预算）、专门决策预算、财务预算。
2. 长期预算、短期预算。
三、 预算体系
四、 预算工作的组织

第二节 编制方法与程序
一、 预算的编制方法
（一）增量预算法与零基预算法

增量预算法：以基期成本费用水平为基础，结合预
算期业务量水平及有关降低成本的措施，通过调整有
关费用项目而编制预算的方法。
零基预算法：以零为基础的编制计划和预算的方法。

它不考虑以前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
是一切以零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逐项审议预算期
内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开支标准是否合理，在综合平衡
的基础上编制费用预算。
（二）固定预算法与弹性预算法
固定预算法（静态预算法）：在编制预算时，只根

据预算期内正常、可实现的某一固定的业务量水平作
作为唯一基础来编制预算的方法。
弹性预算法（动态预算法）：在成本性态分析的基

础上，依据业务量、成本和利润之间的联动关系，按
照预算期内可能的一系列业务量水平编制系列预算的
方法。分为公式法（y=a+bx）和列表法。

（三）定期预算法滚动预算法
定期预算法：在编制预算时，以不变的会计期间作

为预算期。
滚动预算法（连续预算、永续预算）：在编制预算

时，将预算期与会计期间脱离开，随着预算的执行不
断地补充预算，逐期向后滚动，使预算期始终保持为
固定长度。
二、 预算的编制程序

略
第三节 预算编制

一、 业务预算的编制
（一）销售预算
起点，主要内容是销量、单价和销售收入。

（二）生产预算
（三）直接材料预算
（四）直接人工预算
（五）制造费用预算
（六）产品成本预算
（七）销售及管理费用预算
二、专门决策预算的编制
三、 财务预算的编制
（一）现金预算
（二）利润表预算
（三）资产负债表预算

第四节 执行与考核
一、 预算的执行
二、 预算的调整

企业调整预算，应当由预算执行单位逐级向预算委
员会提出书面报告，阐述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客观
因素变化对其预算执行造成的影响程度，提出预算指
标的调整幅度。
三、 预算的分析与考核

第四章 筹资管理（上）
第一节 筹资管理概述

一、 企业筹资的动机
（一）创立性筹资动机
（二）支付性筹资动机
超出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资金需求的季节性、临时性

需求。
（三）扩张性筹资动机
（四）调整性筹资动机

因调整资本结构而产生的筹资动机



二、 筹资管理的内容
三、 筹资方式
四、 筹资的分类
五、 筹资管理的原则

第二节 债务筹资
第三节 股权筹资

第四节 衍生工具筹资

第五章 筹资管理（下）
第一节 资金需求量预测

一、 因素分析法
资金需要量 = (基期资金平均占用额 - 不合理资金占用额) * 
(1+预期销售增长率) * (1-预测期资金周转速度增长率)
例：甲企业上年度资金平均占用额为 2200万元，

经分析其中不合理部分为 200万元，预计本年销售增
长 5%，资金周转加速 2%。则：

预测本年资金需求量 = (Rm-Rf)2200-200)*(Rm-Rf)+5%)*(Rm-Rf)1-2%) 
=2058万元。 
二、 销售百分比法

外部融资需求量 
= 敏感性资产增加的资金需求 - 敏感性负债提供的资金 

- 预测期收益留存提供的资金
= 基期敏感性资产占销售额的比例 * 销售变动额 - 基期

敏感性负债占销售额的比例 * 销售变动额 - 预测期销售额*净
利率*利润留存率

= (A/S1) * ΔS - (B/S1)* ΔS - P*E*S2S - (B/S1)* ΔS - (B/S1)* ΔS - P*E*S2S - P*E*S2
式中：A为随销售额而变化的敏感性资产，B为随

销售额而变化的敏感性负债，S1为基期销售额；S2为
预测期销售额；ΔS S 为销售变动额；P为销售净利率；
E为利润留存率。

例：光华公司 2012 年 12月 31日的简要资产负债表
及相关信息如下表。假定该公司 2012 年销售额
10,000万元，销售净利率为 10%，利润留存率 40%。
预计 2013 年销售额增长 20%，公司有足够的生产能
力，无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
资产 金额 与销售关

系
负债与权
益

金额 与销售关
系

现金 500 5% 短期借款 2500 N
应收账款 1500 15% 应付账款 1000 10%
存货 3000 30% 预提费用 500 5%
固定资产 3000 N 公司债券 1000 N

实收资本 2000 N
留存收益 1000 N

合计 8000 50% 合计 8000 15%外部融资需求量 = 10,000 * 20% * 50% - 10,000 * 
20% * 15% - 10,000*120%*10%*40% = 220万元。
三、 资金习性预测法

（一）根据资金占用总额与产销量的关系预测
Y = a+bX
式中：Y表示资金需要量，X为产销量，a为不变

资金，b为单位产销量所需变动资金。a和 b可通过回
归直线方程组求出。
b=
n∑ xy−∑ x∑ y

n∑ x2−(∑ x)
2

a=
∑ y−b∑ x

n例：某企业历年销售量与资金变化情况如下表。
2017 年预计销售量为 1500万件，预计 2017 年的资金
需求量。
年度 产销量X 资金占用Y X*Y X^2
2011 1200 1000 1200000 1440000
2012 1100 950 1045000 1210000
2013 1000 900 900000 1000000
2014 1200 1000 1200000 1440000
2015 1300 1050 1365000 1690000
2016 1400 1100 1540000 1960000
sum 7200 6000 7250000 8740000b = (Rm-Rf)6*7250000 - 7200*6000) / (Rm-Rf)6*8740000-
7200*7200) = 0.5
a = (Rm-Rf)6000 - 0.5*7200) / 6 = 400
若X=1500，则Y=400+0.5*1500=1150.

（二）采用逐项分析法预测
根据各资金占用项目（如现金、存货、应收账款、

固定资产）和资金来源项目同销售量之间的关系，把
各项目资金都分为变动部分和不变部分，然后汇总在
一起进行资金总需求量预测。

例：某企业历年现金占用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如
下表，计算现金占用项目中不变资金和变动资金的数
额。
年度 销售收入 现金占用
2011 2,000,000 110,000
2012 2,400,000 130,000
2013 2,600,000 140,000
2014 2,800,000 150,000
2015 3,000,000 160,000
采用高低点法来计算现金占用项目不变部分与可变

部分的数额：
b = (Rm-Rf)160,000-110,000)/(Rm-Rf)3,000,000-2,000,000)=0.05
a = Y-bX = 160,000 – 0.05*3,000,000 = 10,000
其他资金占用项目也可根据历史资料进行类似的预

计，并进行汇总：



项目 年度不变资金 单位变动资金
流动资产：
  现金 10,000.00 0.05
  应收账款 60,000.00 0.14
  存货 100,000.00 0.22
小计 170,000.00 0.41
应付帐款及应付费用 80,000.00 0.11
净资金占用 90,000.00 0.30
固定资产 510,000.00 0.00
所需资金合计 600,000.00 0.30因此，总资金需要量模型为：Y=600,000+0.30X.

第二节 资本成本
一、 资本成本的含义与作用

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
包括筹资费用和占用费用。
二、 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
总体经济环境，资本市场条件，企业经营状况和融

资状况，企业对筹资规模和时限的需求。
三、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

一般模式：
资本成本率 = 年资金占用费 / (筹资总额 – 筹资费用) 
                       = 年资金占用费 / [筹资总额 * (1-筹资费用率)]
贴现模式：
筹资净额现值 – 未来资本清偿额现金流量现值 = 0
资本成本率 = 所采用的贴现率

（一）银行借款的资本成本率
Kb=
年利率×(1−所得税税率)

(1−手续费率)
=
i(1−T )

(1− f )对于长期借款，考虑货币时间价值，还可以用贴现
模式计算资本成本率：

M (1−f )=∑
t−1

n I t(1−T )

(1+Kb)
t +

M
(1+K b)

n=利息现值+本金现值

例：某企业取得 5 年期长期借款 200万元，年利率
10%，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借款费用率
0.2%，企业所得税税率 20%。则：
借款资本成本率 = 10%*(Rm-Rf)1-20%) / (Rm-Rf)1-0.2%) = 

8.02%.
若考虑时间价值，则：
2,000,000*(Rm-Rf)1-0.2%) = 2,000,000*10%*(Rm-Rf)1-20%)*(Rm-Rf)P/

A, Kb, 5) + 2,000,000*(Rm-Rf)P/F, Kb, 5)
1996000 = 160000*(Rm-Rf)P/A, Kb, 5) + 2,000,000*(Rm-Rf)P/F, 

Kb, 5)
采用插值法：
(Rm-Rf)P/A, 10%, 5) = (Rm-Rf)1-1.1^-5)/0.1 = 3.7908
(Rm-Rf)P/F, 10%, 5) = 1.1^-5 = 0.6209

160,000*3.7908+ 2,000,000*0.6209 = 1,848,328
(Rm-Rf)P/A, 8%, 5) = (Rm-Rf)1-1.08^-5)/0.08 = 3.9927
(Rm-Rf)P/F, 8%, 5) = 1.08^-5 = 0.6806
160,000*3.9927+ 2,000,000*0.6806 = 2,000,032
(Rm-Rf)Kb-0.08)/(Rm-Rf)0.1-0.08) = (Rm-Rf)1,996,000- 

2,000,032)/(Rm-Rf)1,848,328- 2,000,032)
(Rm-Rf)Kb-0.08) = (Rm-Rf)0.1-0.08)*0.026578073=0.000531561
Kb = 0.000531561+0.08 = 8.05%

（二）公司债券的资本成本率
Kb=

年利息×(1−所得税税率)

债券筹资总额×(1−手续费率)
=
I (1−T )

L(1− f )例： 某企业以 1,100元的价格溢价发行面值为
1,000元、五年期票面利率为 7%的公司债券一批，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发行费用率为 3%, 企业
所得税税率 20%, 则该批债券的资本成本率为：
Kb = (Rm-Rf)1,000*7%*(Rm-Rf)1-20%)) / (Rm-Rf)1,100*(Rm-Rf)1-3%)) = 

5.25%
若考虑时间价值，则：
1,100*(Rm-Rf)1-3%) = 1,000*7%*(Rm-Rf)1-20%) * (Rm-Rf)P/A, Kb, 5) 

+ 1,000 * (Rm-Rf)P/F, Kb, 5) = 56*(Rm-Rf)P/A, Kb, 5)+1,000*(Rm-Rf)P/F, 
Kb, 5)=1067

(Rm-Rf)P/A, 5%, 5) = (Rm-Rf)1-1.05^-5)/0.05=4.3295
(Rm-Rf)P/A, 4%, 5) =  (Rm-Rf)1-1.04^-5)/0.04=4.4518
(Rm-Rf)P/F, 5%, 5) = 1.05^-5=0.7835
(Rm-Rf)P/F, 4%, 5) = 1.04^-5=0.8219
56*4.3295+1000*0.7835=1025.952
56*4.4518+1000*0.8219=1071.2008
(Rm-Rf)Kb-0.04)/(Rm-Rf)0.05-0.04) = (Rm-Rf)1067-1071.2008) / 

(Rm-Rf)1025.952-1071.2008) = 0.092837821
(Rm-Rf)Kb-0.04) = 0.092837821*0.01 = 0.000928378
Kb = 0.04+0.000928378 = 4.09%

（三）优先股的资本成本率
K s=

D
Pn(1−f )例：某上市公司发行面值 100元的优先股，溢价发

行价格为 120元，规定的年股息率为 9%，筹资费用
率为 3%，则该优先股的资本成本率为：
Ks = (Rm-Rf)100*9%) / (Rm-Rf)120*(Rm-Rf)1-3%)) = 7.73%

（四）普通股的资本成本率
１. 股利增长模型法：
K s=

D0(1+g)
P0(1−f )

+g=
D1

P0(1−f )
+g

例：某公司股票市价 30元，筹资费用率 2%，本年
发放现金股利每股 0.6元，预期股利年增长率为
10%，则：普通股资本成本率为
Ks = (Rm-Rf)0.6*(Rm-Rf)1+10%)) / (Rm-Rf)30*(Rm-Rf)1-2%)) + 10% = 12.24%

２.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



K s=R f+β(Rm−Rf )例：某公司普通股 β 系数为 1.5，此时一年期国债
利率为 5%, 市场平均报酬率为 15%, 则普通股资本成
本率为：
Ks = 5% + 1.5*(Rm-Rf)15%-5%) = 20%

（五）留存收益的资本成本率
留存收益的资本成本率，表现为股东追加投资要求

的报酬率，期计算过程与普通股成本相同，也分为股
利增长模型法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不同点在于不
考虑筹资费用。
四、平均资产成本的计算
Kw=∑

( j=1)

n

K jW j

权数的选择：账面价值权数，市场价值权数，目标
价值权数等。

例：万达公司本年年末长期资本账面总额为 1000
万元，其中：银行长期贷款 400万元，占比 40%；长
期债券 150万元，占比 15%；股东权益 45万元（200
万股，面值 1元，市价 8元），占 45%。个别资本成
本分别为：5%, 6%, 9%. 则该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为：
按账面价值计算：
Kw = 5%*40% + 6%*15% + 9%*45% = 6.95%
按市场价值计算，则：
Kw = (Rm-Rf)5%*400 + 6%*150 + 9%*200*8) / 

(Rm-Rf)400+150+200*8) = 8.05%
五、边际资本成本的计算
边际资本成本，是指企业追加投资的成本。宜采用

目标价值权数。
例：某公司设定的目标资本结构及个别资本成本如

下，则追加投资 300万元的边际资本成本计算为：
资本种类 目标资本结

构
追加投资额 个别资本成

本
 边际资本成
本

银行存款 20% 60 7% 1.40%
公司债券 15% 45 12% 1.80%
股东权益 65% 195 15% 9.75%
合计 100% 300 N/A 12.95%

第三节 杠杆效应
一、 经营杠杆效应
（一）经营杠杆

经营杠杆是指由于固定性经营成本的存在，而使得
企业的资产报酬（息税前利润）变动率大于业务量变
动率的现象。经营杠杆反映了资产报酬的波动性，用
以评价企业的经营风险。用息税前利润（EBIT）表示
资产总报酬，则：

EBIT = S–V–F = (P–Vc)*Q – F = M – F
式中：EBIT表示息税前利润；S表示销售额；V表

示变动性经营成本；F表示固定性经营成本；Q表示

销售业务量；P表示销售单价；Vc表示单位变动成本；
M表示边际贡献。
当存在固定成本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产销业务

量的增加虽然不会改变固定成本总额，但会降低单位
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从而提高单位产品利润，便息
税前利润的增长率大于产销业务量的增长率，进而产
生经营杠杆效应。
（二）经营杠杆系数

DOL=Δ EBIT
EBIT 0

/ Δ
Q
Q0

=
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产销业务量变动率 

DOL=
M 0

(M0−F0)
=
EBIT 0+F0
EBIT0

=
基期边际贡献
基期息税前利润

DOL=
EBIT0+F0
EBIT 0

= 1 +
基期固定成本
基期息税前利润

边际贡献 = 销售收入 * (Rm-Rf)1-变动成本率)
例：泰华公司产销某种服装，固定成本 500万元，

变动成本率 70%。年产销额 5000万元时，变动成本
3500万元，固定成本 500万元，息前税前利润 1000
万元；年产销额 7000万元时，变动成本为 4900万元，
固定成本仍为 500万元，息前税前利润为 1600万元。
要求：计算公司的经营杠杆系数。
DOL = (Rm-Rf)(Rm-Rf)1600-1000)/1000) / (Rm-Rf)(Rm-Rf)7000-5000)/5000) = 

1.5倍
DOL = (Rm-Rf)5000*(Rm-Rf)1-70%)) / 1000 = 1.5倍

（三）经营杠杆与经营风险
经营杠杆本身并不是资产报酬不确定的根源，只是

资产报酬波动的表现。但是，经营杠杆放大了市场和
生产等因素变化对利润波动的影响。
DOL的计算公式表明，在息税前利润为正的前提下，

经营杠杆系数最低为 1, 不会为负数；只要有固定性经
营成本存在，经营杠杆系数总是大于 1。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销售额越小，经营杠杆

系数越大，经营风险也就越大。
二、 财务杠杆效应
（一）财务杠杆

财务杠杆效应是指由于固定性资本成本(Rm-Rf)利息、优先
股利等)的存在，而使得企业的普通股收益(Rm-Rf)或每股收
益)变动率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现象。

EPS=
(EBIT− I )×(1−T )−D

N（二）财务杠杆系数
DFL=普通股盈余变动率

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
EPS变动率变动率
EBIT变动率变动率

DFL=基期息税前利润
基期利润总额

=
EBIT 0
EBIT0−I 0

DFL=1+ 基期利息
基期息税前利润−基期利息若存在固定股息的优先股，则：



DFL=
EBIT 0

EBIT0−I 0−
D p

(1−T )

例：有A、B、C三个公司，资本总额均为 1000万
元，所得税率均为 30%，每股面值均为 1元。A公司
资本全部由普通股组成;BB公司债务资本 300万元(Rm-Rf)利率
10%)，普通股 700万元;BC公司债务资本 500万元(Rm-Rf)利
率 10.8%)，普通股 500万元。三个公司 20×1 年
EBIT均为 200万元，20×2 年 EBIT均为 300万元，
EBIT增长了 50%。
DFL(Rm-Rf)A) = 200 / (Rm-Rf)200-0) = 1.000
DFL(Rm-Rf)B) = 200 / (Rm-Rf)200-300*10%) = 1.176
DFL(Rm-Rf)C) = 200 / (Rm-Rf)200-500*10.8%) = 1.370

（三）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
财务杠杆放大了资产报酬变化对普通股收益的影响，

财务杠杆系数月大，普通股收益的波动程度越大，财
务风险也就越大。
三、 总杠杆效应
（一）总杠杆
总杠杆，是指由于固定经营成本和固定资本成本的

存在，导致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动率大雨产销业务量
的变动率的现象。
（二）总杠杆系数

DTL=
普通股收益变动率

产销量变动率

=DOL×DFL

=
基期边际贡献
基期利润总额

=
基期税后边际贡献
基期税后利润（三）总杠杆与公司风险

在总杠杆系数一定的情况下，经营杠杆系数与财务
杠杆系数此消彼长。

第四节 资本结构
一、 资本结构理论
（一）资本结构的含义

资本结构，是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构成比例。
最佳资本结构，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使企业平均资本

成本率最低、企业价值最大的资本结构。
（二）资本结构理论
MM理论：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有无负债

不改变企业的价值，因此企业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
修正的MM理论：在考虑了企业所得税后，企业可

以利用财务杠杆增加企业价值，因负债利息可带来避
税收益，企业价值可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

权衡理论：有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
加上税赋结余现值，再减去财务困境成本的现值。
代理理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理人员的工作水

平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
业市场价值。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

本和债务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的。
优序融资理论：认为企业外部融资要多支付各种成

本，使得投资者可以从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来判断企
业市场价值。
二、 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企业经营状况的稳定性和成长率；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
企业的资产结构；
企业投资人和管理当局的态度；
行业特征和企业发展周期；
经济环境的税务政策和货币政策。

三、 资本结构优化
（一）每股收益分析法

每股收益分析法的核心是寻找每股收益无差别点。
在每股收益无差别点上，无论是采用债务或股权筹资
方案，每股收益都是相等的；当预期 EBIT大于每股
收益无差别点时，应选择债务筹资方案，否则应选择
股权筹资方案。

(EBIT− I1)⋅(1−T )−DP1
N1

=
(EBIT− I 2)⋅(1−T )−DP2

N2例：光华公司目前的资本结构为：总资本 1000万
元，其中债务资本 400万元（年利息 40万元），普通
股资本 600万元（600万股，面值 1元，市价 5元）。
现需要追加投资 800万元，所得税税率 20%，不考虑
筹资费用因素。有三种筹资方案：
甲方案：增发 200万股，每股发行价 3元；同时向

银行借款 200万元，利率保持原来的 10%。
乙方案：增发 100万股，每股发行价 3元；同时溢

价发行 50万元面值 300万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
15%。
丙方案：只溢价发行 600万元面值为 400万元的公

司债券，票面利率 15%；由于受债券发行数额的限制，
需要补充向银行借款 200万元，利率 10%。
甲、乙方案的比较：
(Rm-Rf)EBIT - 40 - 20)(Rm-Rf)1-20%)/(Rm-Rf)600+200) = (Rm-Rf)EBIT - 40 - 

45)(Rm-Rf)1-20%)/(Rm-Rf)600+100)
(Rm-Rf)EBIT-60)*0.8/800= (Rm-Rf)EBIT-85)*0.8/700
(Rm-Rf)EBIT-60)*0.8*700 = (Rm-Rf)EBIT-85)*0.8*800
560EBIT - 33600 = 640EBIT - 54400
80EBIT = 54400-33600 = 20800
EBIT = 260
乙、丙方案的比较：
(Rm-Rf)EBIT-40-45)(Rm-Rf)1-20%)/(Rm-Rf)600+100) = (Rm-Rf)EBIT-40-60-20)

(Rm-Rf)1-20%)/600
(Rm-Rf)EBIT-85)*0.8/700 = (Rm-Rf)EBIT-120)*0.8/600
(Rm-Rf)EBIT-85)*0.8*600 = (Rm-Rf)EBIT-120)*0.8*700
480EBIT-480*85 = 560EBIT-560*120
80EBIT = 26400



EBIT=330
甲、丙方案的比较：
(Rm-Rf)EBIT - 40 - 20)(Rm-Rf)1-20%)/(Rm-Rf)600+200) = (Rm-Rf)EBIT-40-60-

20)(Rm-Rf)1-20%)/600
(Rm-Rf)EBIT-60)*0.8/800 = (Rm-Rf)EBIT-120)*0.8/600
(Rm-Rf)EBIT-60)*600 = (Rm-Rf)EBIT-120)*800
200EBIT = 800*120-600*60=60000
EBIT=300
因此，当预期 EBIT为 260万元以下时，因采用甲

方案；260-330万元之间时，应采用乙方案；330万元
以上时，应采用丙方案。
（二）平均资本成本比较法

例：长达公司需要筹集 100万元的长期资本，有以
下筹资方案，其个别资本成本率已分别测定。
筹资方式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个别资本成

本率
贷款 40% 30% 20% 6%
债券 10% 15% 20% 8%
普通股 50% 55% 6-% 9%
合计 100% 100% 100% N/AA方案综合资本成本率=40%*6%+10%*8%
+50%*9%=7.7%
B方案综合资本成本率=7.95%
C方案综合资本成本率=8.2%

（三）公司价值分析法
公司市场总价值=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债务资本的

市场价值
V=S+B
S=(Rm-Rf)EBIT-I)*(Rm-Rf)1-T)/Ks （此处假设股利分配率为

100%，则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为永续年金现值）
例：某公司息税前利润为 400万元，资本总额账面

价值 2000万元。假设无风险报酬率为 6%，证券市场
平均报酬率为 10%，所得税率为 40%。经测算，不同
债务水平下的权益资本成本率和债务资本成本率如下
表所示。
债务市场价值 B
（万元）

税前债务利息
率 股票 β 系数 权益资本成本

率
0 — 1.50 12.0%
200 8.0% 1.55 12.2%
400 8.5% 1.65 12.6%
600 9.0% 1.80 13.2%
800 10.0% 2.00 14.0%
1000 12.0% 2.30 15.2%
1200 15.0% 2.70 16.8%
根据上表可计算出不同资本结构下的企业总价值和

平均资本成本：
债务市场
价值

股票市场
价值

公司总价
值

债务税后
资本成本

普通股资
本成本

平均资本
成本

0 2,000 2,000 0.00% 12.0% 12.0%
200 1,889 2,088 4.80% 12.2% 11.5%

400 1,743 2,143 5.10% 12.6% 11.2%
600 1,573 2,173 5.40% 13.2% 11.0%
800 1,371 2,171 6.00% 14.0% 11.1%
1000 1,105 2,105 7.20% 15.2% 11.4%
1200 786 1,986 9.00% 16.8% 12.1%

结论：当债务资本达到 600万元时，公司总价值最
高，综合资本成本率最低。

第六章 投资管理
第一节 投资管理概述

一、 企业投资的意义
略

二、 企业投资管理的特点
略

三、 企业投资的分类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项目投资与证券投资
发展性投资与维持性投资
对内投资与对外投资
独立投资与互斥投资

四、 投资管理的原则
可行性分析原则
结构平衡原则
动态监控原则

第二节 投资项目财务评价指标
一、项目现金流量
（一）投资期

投资阶段的现金流量主要是现金流出量。包括长期
资产投资、营运资金垫支。
（二）营业期
既有现金流出量，又有现金流入量。
营业现金净流量NCF 
= 营业收入 - 付现成本 - 所得税
= 税后营业利润 + 非付现成本
= 收入*(1-所得税税率) - 付现成本*(1-所得税税率) + 非付现
成本*所得税税率
注意此处所指的现金，既包括货币性资产，也包括

相关非货币性资产的变现价值。
例：收入 100万，付现成本 60万，折旧 20万，所

得税率 30%。则：NCF=100-60-(Rm-Rf)100-60-20)*30%=34
万。
（三）终结期

终结期的现金流量主要是现金流入量，包括：固定
资产变价净收入，固定资产变现净损益对现金净流量
的影响，以及垫支营运资金的收回。

固定资产变现净损益对现金净流量的影响 = (账面价值 - 变价



净收入) * 所得税税率
例：A公司找到一个投资机会，该项目投资建设期

为 2 年，营业期 5 年，预计该项目需固定资产投资
750万元，分两年等额投入。会计部门估计每年固定
成本为(Rm-Rf)不含折旧)40万元，变动成本是每件 180元。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折旧年限为 5 年，估计净
残值为 50万元。营销部门估计各年销售量均为 40000
件，单价 250元/件。生产部门估计需要 250万元的净
营运资本投资，在投产开始时一次投入。为简化计算，
假设没有所得税。要求计算各年的净现金流量。
NCF0 = -375万元
NCF1 = -375万元
NCF2 = -250万元
NCF3-6 = 1000-40-180*4=240万元
NCF7 = 240+50+250=540万元

二、净现值NPV
净现值 = 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 - 原始投资额现值
若净现值为正或为零，说明方案可行。贴现率为投

资者所期望的最低投资报酬率。
该方法能基本满足年限相同的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

能灵活地考虑投资风险。但所采用的贴现率不易确定，
且不适用于独立投资方案的比较决策，不能用于对寿
命期不同的互斥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三、 年金净流量 ANCF

年金净流量 = 现金净流量总现值 / 年金现值系数
= 现金净流量总终值 / 年金终值系数
例：甲、乙两个投资方案，甲方案需要一次性投资

10,000元，可用 8 年，残值 2000元，每年取得税后
营业利润 3500元；乙方案需一次性投资 10,000元，
可用 5 年，无残值，第一年获利 3000元，以后每年递
增 10%. 资本成本率 10%, 问应采用哪种方案？
甲方案净现值 

= -10,000 + (Rm-Rf)3500+(Rm-Rf)10000-2000)/8)*(Rm-Rf)P/A, 10% 8) + 
2000*(Rm-Rf)P/F, 10%, 8) 
= -10,000 + 4500*(Rm-Rf)1-1.1^-8)/10% + 2000*1.1^-8
= -10,000 + 4500*5.3349 + 2000*0.4665
= 14940.05
甲方案年金净流量 = 14940.05/5.3349=2800.44
乙方案净现值 

= -10,000 + (Rm-Rf)3000+10,000/5)*1.1^-1 + (Rm-Rf)3000*1.1 + 
10,000/5)*1.1^-2 + (Rm-Rf)3000*1.1^2 + 10,000/5)*1.1^-3 + 
(Rm-Rf)3000*1.1^3 + 10,000/5)*1.1^-4 + (Rm-Rf)3000*1.1^4 + 
10,000/5)*1.1^-5
= -10,000 + 4545.45 + 4380.17 + 4229.90 + 4093.30 + 
3969.12
= 11217.94

(Rm-Rf)P/A, 10%, 5) = (Rm-Rf)1-1.1^-5)/0.1 = 3.7908

乙方案年金净流量 = 11217.94/3.7908 = 2959.25
乙方案年金净流量大于甲方案，因此应选择乙方案。
该方案适用于期限不同的投资方案决策，但同样不

适用于对原始投资额不相等的独立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四、 现值指数

现值指数 = 未来现金净流量现值 / 原始投资额现值
现值指数大于等于 1，方案可行。小于 1，方案不可

行，说明方案实施后的投资报酬率低于必要报酬率。
五、 内含报酬率 IRR

内含报酬率，是指对投资方案未来的每年现金净流
量进行贴现，使所得的现值正好等于原始投资额现值，
从而使净现值等于零时的贴现率。
若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则：
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 * 年金现值系数 = 原始投资额现值
若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相等，则需要采用逐次测试的

方法通过插值法求出内含报酬率。
该方法可用于评价原始投资额现值不同的独立投资

方案。
六、 回收期 PP
（一）静态回收期

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直接用未来现金净流量累
计到原始投资数额时所经历的时间为静态回收期。

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时：
静态回收期 = 原始投资额 / 每年现金净流量
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相等时，应把每年的现金净

流量逐年加总，根据累计现金流量来确定回收期。
（二）动态回收期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时：
(P/A, i, n) = 原始投资额现值 / 每年现金净流量
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相等时，应把每年的现金净

流量逐年贴现并加总，根据累计现金流量现值来确定
回收期。

第三节 项目投资管理
一、独立投资方案的决策
决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各独立方案之间的优先次

序。以各方案的获利程度作为评价标准，一般从采用
内含报酬率法。

例：某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准备投资于三个独立投资
项目，贴现率 10%，有关资料如下：
项目 A项目 B项目 C项目
原始投资额 -10,000 -18,000 -18,000
每年NCF 4,000 6,500 5,000



项目 A项目 B项目 C项目
期限 5 年 5 年 8 年
净现值NPV 5163.15 6640.11 8674.63
现值指数 PVI 1.52 1.37 1.48
内含报酬率 IRR 28.73% 23.60% 22.33%
年金净流量ANCF 1362.03 1751.65 1626.01A项目 IRR： 

(Rm-Rf)P/A, i, 5) = 10,000/4000=2.5
(Rm-Rf)P/A, 30%, 5) = (Rm-Rf)1-1.3^-5)/0.3 = 2.4356
(Rm-Rf)P/A, 25%, 5) = (Rm-Rf)1-1.25^-5)/0.25 = 2.6893
(Rm-Rf)x-30%)/(Rm-Rf)25%-30%)=(Rm-Rf)2.5-2.4356)/(Rm-Rf)2.6893-

2.4356)=0.253843122
x-0.3=0.253843122*(Rm-Rf)-0.05)=-0.012692156
x=28.73%
B项目 IRR：
(Rm-Rf)P/A, i, 5) = 18000/6500 = 2.7692
(Rm-Rf)P/A, 25%, 5) = 2.6893
(Rm-Rf)P/A, 23%, 5) = (Rm-Rf)1-1.23^-5)/0.23=2.8035
(Rm-Rf)i-0.25)/(Rm-Rf)0.23-0.25) = (Rm-Rf)2.7692-2.6893)/(Rm-Rf)2.8035-

2.6893) = 0.699649737
i-0.25 = 0.699649737*(Rm-Rf)-0.02)=−0.013992995
i = 23.60%
C项目 IRR：
(Rm-Rf)P/A, i, 8) = 18000/5000 = 3.6
(Rm-Rf)P/A, 25%,8) = (Rm-Rf)1-1.25^-8)/0.25 = 3.3289
(Rm-Rf)P/A, 20%,8) = (Rm-Rf)1-1.2^-8)/0.2 = 3.8372
(Rm-Rf)x-0.25)/(Rm-Rf)0.20-0.25) = (Rm-Rf)3.6-3.3289)/(Rm-Rf)3.8372-

3.3289) = 0.533346449
x-0.25 = 0.533346449*(Rm-Rf)-0.05) = −0.026667322
x = 22.33%
项目实施顺序：A>B>C.

二、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
决策的实质是选择最优方案。从选定经济效益最大

的要求出发，最恰当的方法是采用年金净流量法。
例：现有甲、乙两个机床购置方案，所要求的投资

报酬率为 10%。甲机床投资额 10,000元，可用 2 年，
无残值，每年产生 8000元的现金净流量；乙机床投资
额 20,000元，可用 3 年，无残值，每年产生 10,000
元现金净流量。应采用哪个方案？
甲方案：净现值NPV = 8,000*(Rm-Rf)1-1.1^-2)/0.1 - 

10,000 = 8000*1.736-10000=3888，年金净流量
ANCF=3888/(Rm-Rf)(Rm-Rf)1-1.1^-2)/0.1)=2240.23
乙方案：净现值NPV=10000*(Rm-Rf)1-1.1^-3)/0.1 - 

20,000 = 10000*2.4869-20000=4869, 年金净流量
=4869/ 2.4869=1957.86
甲方案年金净流量大于乙方案，因此应当选择甲方

案。
三、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属于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类型，

因此所采用的方法是净现值法和年金净流量法。
若寿命期相同，可采用净现值法决策；否则，应采

用年金净流量法决策。
第四节 证券投资管理

一、 证券资产的特点
略

二、 证券投资的目的
略

三、 证券资产投资的风险
略

四、债券投资
（一）债券要素
面值，票面利率，到期日

（二）债券的价值
１. 债券估价基本模型
V b=∑

t=1

n

(
I t

(1+R)t
)+

M
(1+R)n

=利息的现值+面值的现值

２. 债券期限对债券价值的敏感性
债券价值

债券期限

票面利率 10%=市场利率1000

票面利率 12%

票面利率 8%

３. 市场利率对债券价值的敏感性
市场利率是决定债券价值的贴现率，市场利率的变

化会造成系统性的利率风险。

15%

利率

债券价值

1000

2年期债券

20年期债券

从上图可知，长期债券的价值波动较大，特别是票
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的长期溢价债券，容易获得投资
收益但是安全性较低，利率风险较大。如果市场利率
波动频繁，利用长期债券来储备现金显然是不明智的。



（三）债券投资的收益率
假定投资者目前以 1075.92元的价格，购买一份面

值 1000元、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本金、票面利率
12%的 5 年期债券，持有到期，则：
1075.92 = 1000*12%*(Rm-Rf)P/A,R,5) + 1000*(Rm-Rf)P/F,R,5)
R=10%时，1000*0.12*3.7908 + 1000*0.6209 = 

1075.80，因此内部收益率 R=10%.
内部收益率的简便计算办法：
R = (I + (B-P)/N) / ((B+P)/2) = 平均收益/平均资金占用
例如，上例中 R=(Rm-Rf)0.12*1000+(Rm-Rf)1000-1075.92)/5) / 

(Rm-Rf)(Rm-Rf)1000+1075.92)/2) = 10.098%
五、股票投资
（一）股票的价值
１. 股票估价基本模型：
V s=∑

t=1

∞

(
Dt

(1+R s)
t )

对于优先股，每期在固定的时点收到的股利相等，
则：

Vs = D/Rs
２. 常用的股票估价模式：

股利固定增长模式：
V s=∑

t=1

∞ D0(1+g)
t

(1+R s)
t =

D1
(Rs−g)

（当Rs>g时）
例：若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收益率为 12%，某公司股

票今年每股股利 0.8元，预计未来会以 9%的速度增长，
则该股票的价值Vs=0.8*(Rm-Rf)1+9%)/(Rm-Rf)12%-9%)=29.07元。
零增长模式：
Vs = D/Rs
阶段性增长模式：分阶段求股利现值并加总。

（二）股票投资的收益率
长期持有的情况下：
R = D1/P0 + g = 预期股票收益率+股利增长率
转卖股票的情况下：
NPV=∑

t=1

n Dt
(1+R)t

+
P t

(1+R)n
−P0=0

例：某投资者 2006 年 5月购入A公司股票 1000 股，
每股购买价格 3.2元；A公司 2007 年、2008 年、
2009 年分别分派现金股利 0.25元、0.32元、0.45元
每股。若该投资者 2009 年 5月以每股 3.5元的价格出
售该股票，则内部收益率计算为：
NPV = 0.25*(Rm-Rf)1+R)^-1 + 0.32*(Rm-Rf)1+R)^-2 + 

0.45*(Rm-Rf)1+R)^-3 + 3.5*(Rm-Rf)1+R)^-3 - 3.2 = 0
若R=13%, 则NPV=0.009394018
若R=14%, 则NPV=−0.068334656
(Rm-Rf)x-0.14)/(Rm-Rf)0.13-0.14) = 

(Rm-Rf)0+0.068334656)/(Rm-Rf)0.009394018+0.068334656)=0.879

143468
x-0.14=0.879143468*(Rm-Rf)-0.01)=−0.008791435
x=0.14-0.008791435=13.12%

第七章 营运资金管理
第一节 营运资金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 营运资金的概念及特点
营运资金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狭义）

二、 营运资金的管理原则
满足合理的资金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资

金使用成本；保持足够的短期偿债能力。
三、 营运资金管理策略
（一）流动资产的投资策略
紧缩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企业维持低水平的流动

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可节约持有资金的机会成本，
但与此同时可能伴随着更高风险，表现为更紧的应收
账款信用政策和较低的存货占用水平，以及缺乏资金
用于偿还应付账款等。对企业的管理水平有较高的要
求。
宽松的流动资产投资策略：企业维持较高水平的流

动资产与销售收入比率。财务风险较小，但承担较大
的流动资产持有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成本。

最优的流动资产投资应该是使流动资产的持有成本
与短缺成本之和最低。其次考虑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
境以及产业因素、企业决策者的影响。
（二）流动资产的融资策略
１. 期限匹配融资策略
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以长期融资方式（负

债或股东权益）融通，波动性流动资产用短期来源融
通。只是概念性的观念匹配，而不要求与实际金额匹
配。
２. 保守融资策略

长期融资支持非流动资产、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部分
波动性流动资产。
３. 激进融资策略

以长期负债、自发性负债和股东权益为所有的非流
动资产融资，仅对一部分永久性流动资产使用长期融
资方式融资。

第二节 现金管理
一、持有现金的动机
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投机性需求。

二、 目标现金余额的确定
（一）成本模型

成本模式下，最优的现金持有量是使得现金持有成



本最小化的持有量。
最佳现金持有量下的现金相关成本 = min(管理成本 + 机会成
本 + 短缺成本)

（二）存货模型
相关总成本 = 机会成本 + 交易成本 = (C/2) * K + (T/C) * F
最佳现金持有量情况下，C*应当满足：机会成本 = 

交易成本，即：
 (C/2) * K  = (T/C) * F
C* = SQRT((2T*F) / K)
其中：C*：最佳现金持有量

T：一定期间的现金需求量
F：每次出售有价证券所需的交易成本
K：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率

例：某企业每月现金的总需求量为 5,200,000元，
每次现金转换的成本为 1,000元，持有现金的机会成
本率为 10%，则该企业的最佳现金持有量为：
C* = SQRT(Rm-Rf)2 * 5,200,000 * 1,000 / 10%) = 322,490

（三）随机模型（米勒-奥尔模型）

R=
3√ 3b×δ

2

4 i
+L

若使用计算器计算，可为：
R=POWER((3b * δ^2) / (4*i), 1/3) + L
H = 3R - 2L
其中：
b：证券转换为现金或现金转换为证券的成本
δ：企业每日现金流量变动的标准差
i：以日为基础计算的现金机会成本

例：某企业现金部经理决定 L值为 10,000元，估计
企业现金流量标准差 δ为 1,000元，持有现金的年机
会成本为 15%，换算为 i值为 0.00039, b = 150元。
根据最佳现金流量随机模型，则：

R = power(Rm-Rf)(Rm-Rf)3*150*1000^2) / (Rm-Rf)4*0.00039), 1/3) + 
10,000 = 16,607元
H = 3R - 2L = 3*16,607 - 2*10,000 = 29,821

三、 现金管理模式
（一）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

目的：对企业范围内的现金进行集中管理，减少资
金持有成本，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

过高效的价值化管理来提高企业效益。
模式构建：(Rm-Rf)1) 资金流向方面：所有分支机构在内部

银行或当地银行开立收入和支出两个账户，各账户分
别负责资金的进和出。收入账户资金由内部银行或财
务结算中心统一管理，所有的货币性支出都必须通过
支出账户支付，支出账户中的资金只能根据一定的程
序由收入账户划拨而来，严禁坐支现金。(Rm-Rf)2) 资金流量
方面，确保所有收入的资金都进入收入，并加快资金
结算速度，精确调度；以收定支，最低限额资金占用。
(Rm-Rf)3) 资金流程控制方面，制定与资金流动有关的程序和
规定。
（二）集团企业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司库制度）
１. 统收统支模式

一切现金收入和支出都集中在集团总部的财务部门。
适用于企业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２. 拨付备用金模式

给分支机构拨付一定备用金，凭有关凭证报销。适
用于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３. 结算中心模式
４. 内部银行模式
５. 财务公司模式
四、 现金收支日常管理
（一）现金周转期

现金周转期，是指介于企业支付现金与收到现金之
间的时间段，它等于经营周期减去应付账款周转期。

经营周期 = 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
现金周转期
=经营周期-应付帐款周转期 
= 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帐款周转期

（二）收款管理
（三）付款管理

第三节 应收账款管理
一、 应收账款的功能
二、 应收账款的成本
１.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实质是指企业为获取赊销款项



而垫付的资金，而不是尚未收回的款项，即占用的资
金并不是应收账款的余额；只有变动成本会影响应收
账款增量的占用资金，而固定成本并不影响。因此：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 日销售额*平均收现期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应计利息（机会成本）
 =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资金成本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 年销售额/360*平均收现期*变动成本率*资本成本
参考：怎样理解：应收账款占用资金  =  应收账款平  

均余额  ×  变动成本率    
２. 应收账款的管理成本
３. 应收账款的坏账成本
三、 信用政策
（一）信用标准
（二）信用条件
１. 信用期间
（三）收账政策
四、 应收账款的监控
（一）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二）账龄分析表
（三）应收账款账户余额的模式
（四）ABC 分析法
五、 应收账款日常管理
（一）调查客户信用
（二）评估客户信用
（三）收账的日常管理
（四）应收账款保理

第四节 存货管理
一、存货管理的目标
保证生产正常进行；有利于销售；便于维持均衡生

产，降低产品成本；降低存货取得成本；防止意外事
件的发生。
二、存货的成本

取得成本TCa = 订货成本 + 购置成本 
    = (订货固定成本 + 订货变动成本) + 购置成本
    = (F1 + D/Q*K )+ D*U
F1: 固定的订货成本 fixed
D:  订货年需要量demand
Q:  每次进货量 quantity
K:  每次进货的变动成本。
U: 采购单价
储存成本TCc = 固定储存成本 + 变动储存成本

     = F2 + (Kc * Q/2)
F2: 固定的储存成本
Kc: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Q:   每次进货量。
Q/2表示平均存货储存量。由于是假设每次进的存

货使用完后再立即购进补足，因此平均储存量 = (Rm-Rf)期初
存货 + 期末存货)/2 = Q/2.

缺货成本TCs = 紧急额外购入成本
储备存货总成本TC = 取得成本 + 储存成本 + 缺货成本
    = TCa + TCc + TCs

三、 最优存货量的确定
（一）经济订货基本模型
假设：存货总需求量是已知常数；订货提前期是常

数；货物是一次性入库；单位货物成本为常数，无批
量折扣；库存储存成本与库存水平呈线性关系；货物
是一种独立需求的商品，不受其他货物影响；不允许
缺货，无缺货成本。则：

TC = F1 + D/Q*K + DU + F2 + Kc*Q/2
当 F1, K, D, U, F2, Kc为常数时，TC的大小取决于

Q. 为了求出 TC的极小值，可对其进行求导演算。可
得：

经济订货批量 EOQ = SQRT(2KD/Kc)
每年最佳订货次数 = 存货年需求总量 / 经济订货批量
最佳订货周期（天）= 360/每年最佳订货次数
经济订货量平均占用资金 = 经济订货量/2 * 存货单价
与批量相关的存货总成本 TC
    = 变动订货成本 + 变动储存成本 
    = D/Q*K + Kc*Q/2
与经济订货批量相关的存货总成本TC(EOQ) = SQRT(2KDKc)
变动订货成本 = 变动储存成本 = SQRT(2KDKc) / 2
例：某企业每年所需的原材料为 80,000kg, 单位成

本为 15元/kg, 每次订货的变动成本为 20元，单位变
动储存成本为 0.8元/kg，一年按 360天计算，则：

经济订货批量 = SQRT(Rm-Rf)2*80,000*20/0.8) = 2000kg
每年最佳订货次数 = 80000/2000=40次
最佳订货周期 = 360/40=9天
经济订货量平均占用资金 = 2000/2 * 15 = 15,000
TC(Rm-Rf)EOQ) =  SQRT(Rm-Rf)2*80,000*20*0.8) = 1,600
变动订货成本(Rm-Rf)EOQ) = 40*20 = 800元
变动储存成本(Rm-Rf)EOQ) = 2000/2 * 0.8 = 800元

（二）经济订货基本模型的扩展
再订货点 R = L * d
送货期 = Q / p
送货期耗用量 = Q/p * d
送货期内平均库存量 = 1/2 * (Q – Q/p *d)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f82f0430102wmp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f82f0430102wmpo.html


与批量有关的总成本 TC(Q)
    = D/Q * K + 1/2 * (Q – Q/p * d) * Kc
    = D/Q * K + Q/2 * (1 – d/p) * Kc
在订货变动成本与储存成本相等时，TC(Rm-Rf)Q)有最小

值，故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的经济订货量公式为：
D/Q * K = Q/2 * (1-d/p) * Kc
EOQ = SQRT(2KD/Kc * p/(p-d))
存货陆续供应和使用的经济订货量总成本 TC(EOQ)
    = SQRT(2KDKc * (1-d/p))
其中：R: 再订货点

L: 平均交货时间
d: 每日平均需要量
D: 订货年需要量
Q: 每次进货量
p: 每日送货量
K: 每次进货的变动成本
Kc: 单位变动储存成本

例：某零件年需要量D为 3600件，每日送货量 p
为 30件，每日消耗量d为 10件，单价U为 10元，一
次订货成本（生产准备成本）K为 25元，单位变动储
存成本Kc为 2元。要求计算该零件的经济订货量和相
关总成本。

经济订货量=sqrt(Rm-Rf)2*3600*25/2 * (Rm-Rf)30)/(Rm-Rf)30-10)) = 
367kg

经济订货量总成本 TC(Rm-Rf)EOQ) = 
sqrt(Rm-Rf)2*3600*25*2*(Rm-Rf)30-10)/30) = 490元。
（三）保险储备
四、存货的控制系统
（一）ABC 控制系统
（二）适时制库存控制系统

第五节 流动负债管理
一、短期借款
（一）短期借款的信用条件
１. 信贷额度
银行并不承担支付全部信贷数额的业务。如果企业

信誉恶化，即使在信贷限额内，企业也可能得不到借
款。此时，银行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２. 信贷周转协定
银行具有法律义务地承诺提供不超过某一最高限额

的贷款协定。企业要想用周转信贷协定，通常要对贷
款限额的未使用部分付给银行一笔承诺费用。

例：某企业与银行商定的周转信贷额度为 5000万
元，年度内实际使用了 2800万元，承诺率为 0.5%。
则企业应向银行支付的承诺费为 (Rm-Rf)5000-2800) * 0.5% 

= 11万元。
３. 补偿性余额

补偿性余额是银行要求借款企业在银行中保持按贷
款限额或实际借用额一定比例（通常为 10%-20%）计
算的最低存款余额。对借款企业来说，补偿性余额提
高了贷款的实际利率。

例：某企业向银行借款 800万元，利率为 6%，银
行要求保留 10%的补偿性余额，则：

企业实际可动用的贷款为 720万元。
实际利率 = 800*0.06/720 = 6.67

（二）短期借款的成本
收款法：借款到期时向银行支付利息。此时，短期

借款的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
贴现法（折价法）：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先从

本金中扣除利息部分，到期时借款企业偿还全部贷款
本金。此时，贷款实际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
=借款额*名义利率/实际拿到的贷款资金
=名义利率/(1-名义利率)
加息法：银行将根据名义利率计算的利息加到贷款

本金上，计算出贷款的本息和，要求企业在贷款期间
内分期偿还本息之和。由于贷款本金分期均匀偿还，
贷款企业实际上只平均使用了贷款本金的一半，却支
付了全额利息，因此实际利率要高于名义利率大约 1
倍。

实际年利率 = 本金*名义利率 / (本金/2)
二、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是由企业依法发行的无担保短期本票。

在我国，发行短期融资券受《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管理。
发行人为非金融企业，需进行信用评级并公示；发

行和交易的对象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由
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承销；采用实名记账方式在中央
结算公司登记托管。
特点：筹资成本低；数额大；条件严格。

三、商业信用
（一）商业信用的形式
１. 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 折扣%/(1-折扣%) * 360天/(付
款期-折扣期)
所谓的“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的含义是如

果放弃现金折扣，则应该承担的资金成本。其实质是
“借款利息率”，时间计算单位为“1 年（360天）”，
所以，计算放弃现金折扣成本时，应该乘以“360/
（信用期－折扣期）”，其中的（信用期－折扣期）
表示的是延期付款的天数，即占用对方资金的天数。



因为“现金折扣百分比”是按照全部货款计算的，
所以，如果在折扣期内付款，需要支付的款项＝全部
款项×（1－现金折扣百分比），由于放弃的现金折扣
（相当于支付的借款利息）＝全部款项×现金折扣百
分比，因此，“放弃现金折扣成本”计算公式中的
“现金折扣百分比/（1-现金折扣百分比）”表示的是
“借款利息”占“借款本金”的比例。

例：某企业按 (Rm-Rf)1/10, N/30) 的条件购进一批商品。
若企业放弃现金折扣，在信用期内付款，则其放弃现
金折扣的信用成本率=1%/(Rm-Rf)1-1%) * 360/(Rm-Rf)30-
10)=18.18%.
２. 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决策
若所获得的投资报酬率高于放弃现金折扣的信用成

本率，则应当放弃现金折扣。
例：应付账款 10000元，付款条件：3/10, 2.5/30, 

1.8/50, N/90. 企业无法在 90天内支付所需资金，需要
通过银行借款解决，借款利率 12%. 则：

10天付款，放弃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 3%/(Rm-Rf)1-3%) * 
360/(Rm-Rf)90-10) = 13.92%;B

30天付款，放弃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 2.5%/(Rm-Rf)1-
2.5%)*360/(Rm-Rf)90-30) = 15.38%;B

50天付款，放弃折扣的信用成本率 = 1.8%/(Rm-Rf)1-
1.8%)*360/(Rm-Rf)90-50) = 16.5%

各方案放弃折扣的信用成本率均高于借款利率，因
此应当以借款偿还货款以获得信用折扣。

10天付款净收益=10000*3% - (Rm-Rf)10000-
10000*3%)*12%*80/360=41.33

30天付款净收益=10000*2.5%-10000*(Rm-Rf)1-
2.5%)*12%*60/360=55

50天付款净收益=10000*1.8%-10000*(Rm-Rf)1-
1.8%)*12%*40/360=49.07.

因此，30天付款是最佳方案。
（二）商业信用筹资的优缺点
1. 优点：容易获得；企业由较大机动权；一般不用担
保。

2. 缺点：筹资成本高；容易恶化企业的信用水平；受
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四、流动负债的利弊
优势：容易获得，灵活性。
劣势：需要持续地重新谈判或滚动安排负债。

第八章 成本管理
第一节 成本管理概述

一、 成本管理的意义
略

二、 成本管理的目标

略
三、 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

成本规划；成本核算；成本控制；成本分析；成本
考核。

第二节 量本利分析与应用
一、     量本利分析概述
（一）含义
量本利分析（CVP分析, Cost - Volume - Profit 

Analysis），是在成本性态分析和变动成本计算模式
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成本、业务
量和利润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
规律性，为企业预测、决策、规划和业绩考评提供必
要的财务信息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保本分
析、安全边际分析、多种产品量本利分析、目标利润
分析、利润的敏感性分析等内容。
（二）基本假设

1. 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组成。
2. 销售收入与业务量是完全线性关系。这意味着销

售量在相关范围内变化时，产品的单价不会发生变化。
3. 产销平衡，即当期产品的产量与业务量（销量）

一致，不考虑库存因素。
4. 产品产销结构稳定，即各产品的占比结构不变。

（三）基本原理
量本利分析的基本关系式：
利润 = 销售收入 - 总成本
          = 销售收入 - （变动成本 + 固定成本）
          = 销售量*单价 - 销售量*单位变动成本 - 固定成本
          = 销售量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

= 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上式中假设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为常量，

则已知销售量或利润，可以计算出利润或销售量。
边际贡献：又称边际利润、贡献毛益等。
边际贡献总额 = 销售收入 - 变动成本
                            = 销售量*单位边际贡献
                            = 销售收入*边际贡献率
单位边际贡献 = 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边际贡献率 = 边际贡献总额 / 销售收入 = 单位边际贡献 / 单
价
变动成本率 = 变动成本总额 / 销售收入 = 单位变动成本 / 单
价
边际贡献率 = 1 - 变动成本率
利润 = 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 销售量 * 单位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 销售收入 *边际贡献率 - 固定成本

二、单一产品量本利分析
（一）保本分析（盈亏临界分析）



１. 保本点
利润 = 0
销售量 * 单位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保本销售量 = 固定成本 / 单位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
保本销售额 = 保本销售量 * 单价
                       = 固定成本 / (1-(单位变动成本/单价))
                       = 固定成本 / 边际贡献率
例 1：某企业生产甲产品，售价为 60元/件，单位

变动成本 24元，固定成本总额 100,000元，当年产销
量 20,000件。试计算单位边际贡献、边际贡献总额、
边际贡献率，利润，保本销售额，保本销售量。

单位边际贡献 = 60 - 24 = 36元
边际贡献总额 = 20,000 * 36 = 720,000元
边际贡献率 = 36/60 = 60%
利润 = 720,000 - 100,000 = 620,000元
保本销售量 = 100,000/36 = 2,778件
保本销售额 = 100,000/60% = 166,666.67元
例 2: 某企业销售甲产品，单价为 100元/件，单位

变动成本为 50元，固定成本为 130,000元，要求计算
甲产品的边际贡献率，保本销售量及保本销售额。
边际贡献率 = (Rm-Rf)100-50) / 100 = 50%.
保本销售量 = 130,000/(Rm-Rf)100-50)=2600件
保本销售额 = 130,000/50% = 260,000元

２. 保本作业率
保本作业率 = 保本点销售量 / 正常经营销售量
                       = 保本点销售额 / 正常经营销售额
该指标反映在保本状态下对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要

求。假设上述例 2 中正常状态下的销售量为 5000件，
则保本作业率 = 2600/5000=52%.
（二）量本利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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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本的量本利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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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边际贡献式的量本利分析图
（三）安全边际分析
安全边际量 = 正常销售量 - 保本点销售量
安全边际额 = 正常销售额 - 保本点销售额 = 安全边际量*单价
安全边际率 = 安全边际量 / 正常销售量 = 安全边际额 / 正常
销售额
保本销售量 + 安全边际量 = 销售量
保本作业率 + 安全边际率 = 1
只有安全边际才能为企业提供利润，而保本销售额

扣除变动成本后只为企业收回固定成本。安全边际销
售额减去其自身变动成本后为企业利润，及安全边际
中的边际贡献等于企业利润：

利润 = 边际贡献 - 固定成本
          = 销售收入 * 边际贡献率 - 保本销售额 * 边际贡献率
          = 安全边际额 * 边际贡献率
销售利润率 = 安全边际率 *边际贡献率
要提高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水平，主要有两种途径：

1. 提高现有销售水平，提高安全边际率；2. 降低变动
成本水平，提高边际贡献率。
三、 多种产品量本利分析
（一）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 = ∑(某种产品销售额 - 某种产品变动成
本) / ∑各种产品销售额
综合保本点销售额 = 固定成本总额 /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

（二）综合单位法
联合单位，是指固定实物比例构成的一种产品。例

如：某企业同时生产甲、乙、丙三种产品，产销量比
为 1:2:3，则 1件甲产品、2件乙产品和 3件丙产品构
成一组产品，建成联合单位。
联合保本量 = 固定成本总额 / (联合单价 -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
联合单价 = 一个联合单位的全部收入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 = 一个联合单位的全部变动成本
某产品保本量 = 联合保本量 * 一个联合单位中包含的该产品
数量



（三）分算法
将全部固定成本按照一定标准在各种产品之间进行

合理分配，确定每种产品应补偿的固定成本数额，然
后再对每一种产品按单一品种条件下的情况分别进行
量本利分析。其关键是合理进行固定成本的分配。
（四）顺序法
按照事先确定的各品种产品的销售顺序，依次用各

种产品的边际贡献补偿整个企业的全部固定成本，直
至全部由产品的边际贡献补偿完为止，从而完成量本
利分析。顺序确定存在主观性。
（五）主要产品法
在企业产品品种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存在一种产品

是主要产品，则可按该主要产品的有关资料进行量本
利分析，视同于单一品种。

例：某公司生产销售A, B, C三种产品，单价分别
为 20，30，40元，预计销量分别为 3万件，2万件，
1万件。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12，24，28元。预计固
定成本总额为 180,000元。要求按加权平均法、联合
单位法、分算法、顺序法等进行量本利分析。
项目 销量 单价 单位变

动成本
收入 比重 边际贡

献
边际贡
献率

A产品 30,000 20 12 600,000 37.5% 240,00040%
B产品 20,000 30 24 600,000 37.5% 120,00020%
C产品 10,000 40 28 400,000 25% 120,00030%
合计 1,600,000 100% 480,00030%1. 加权平均法：
综合边际贡献率 = 40%*37.5% + 20%*37.5% + 

30%*25% = 30%
综合保本销售额 = 180,000/30% = 600,000
A产品保本销售额 = 600,000*37.5% = 225,000
B产品保本销售额 = 600,000*37.5% = 225,000
C产品保本销售额 = 600,000*25% = 150,000
各产品保本销售量可通过其保本销售额分别除以单

价计算。
2. 联合单位法
产品产销比 = 3:2:1
联合单价 = 20*3 + 30*2 + 40* = 160
联合单位变动成本 = 12*3 + 24*2 + 28*1 = 112
联合保本量 = 180,000/(Rm-Rf)160-112) = 3750
A产品保本销售量 = 3750*3=11,250件
B产品保本销售量 = 3750*2=7,500件
C产品保本销售量 = 3750*1=3,750件
3. 分算法
假设固定成本按边际贡献的比重分配：
A产品固定成本 = 180,000*(Rm-Rf)240,000/480,000) = 

90,000
B产品固定成本 = 180,000*(Rm-Rf)120,000/480,000) = 

45,000

C产品固定成本 = 180,000*(Rm-Rf)120,000/480,000) = 
45,000
A产品保本量 = 90,000/(Rm-Rf)20-12) = 11,250
A产品保本额 = 90,000/40% = 225,000
B、C产品计算类似。
4. 顺序法
若按边际贡献率降序排列，则：A产品边际贡献

240,000, 因此固定成本全部由A产品补偿。企业若要
达到保本状态，则A产品销售额为 180,000/40% = 
450,000, 销售量为 180,000/(Rm-Rf)20-12) = 22,500件。
若按边际贡献率升序排列，则：B产品边际贡献

120,000, C产品边际贡献 120,000，因此固定成本全
部由 B和C补偿。若要达到保本状态，则 B产品销售
量需要达到 20,000件，C产品销售量需要达到
(Rm-Rf)180,000-120,000)/(Rm-Rf)40-28)=5000件。
四、 目标利润分析
（一）目标利润分析
目标利润 = (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销售量 - 固定成本
目标利润销售量 = (固定成本 + 目标利润)/单位边际贡献
目标利润销售额 = (固定成本+目标利润)/边际贡献率
                                = 目标利润销售量 * 单价
必要时可考虑使用税后利润进行计算。
例：某企业生产和销售单一产品，单价 50，单位变

动成本 25，固定成本 50,000。如果将目标利润定为
40,000元，则：

目标利润销售量 = (Rm-Rf)50,000+40,000)/(Rm-Rf)50-25) = 3600
目标利润销售额 = 3600*50=180,000

（二）实现目标利润的措施
销售量或价格提高，固定成本或单位变动成本降低。
接上例，加入企业将目标利润定为 58,000元，则影

响目标利润的四个要素应怎样调整：
实现目标利润的销售量 = (Rm-Rf)50,000+58,000)/(Rm-Rf)50-25) 

= 4,320
实现目标利润的单位变动成本 = 单价 - (Rm-Rf)固定成本+

利润)/销售量 = 50 - (Rm-Rf)50,000+58,000)/3,600 = 20
实现目标利润的固定成本 = 边际贡献 - 目标利润 = 

(Rm-Rf)50-25)*3600 - 58,000 = 32,000
实现目标利润的单价 = 单位变动成本 + (Rm-Rf)固定成本+

目标利润)/销售量 = 25 + （50,000 + 58,000) / 36,000 
= 55
五、 利润敏感性分析
敏感系数 = 利润变动百分比 / 因素变动百分比
例：某企业生产和销售单一产品，计划年度内有关

数据预测如下：销售量 100000件，单价 30元，单位
变动成本 20元，固定成本 200000元。假设销售量、
单价、单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均分别增长了 10%，
要求计算各因素的敏感系数。



预计的目标利润=100000*(Rm-Rf)30-20)-200000=800000
元。

销售量变动百分比=10%时，
利润 = 100000*1.1*(Rm-Rf)30-20)-200000 = 900000元，
利润变动百分比=(Rm-Rf)900000-800000)/800000=12.5%
销售量对利润的敏感系数=12.5/10=1.22倍。
单价变动百分比=10%时，
利润=100000*(Rm-Rf)33-20)-200000=1100000万，
利润变动百分比=(Rm-Rf)1100000-800000)/800000=37.5%
单价对利润的敏感系数=3.15倍。

六、 量本利分析在经营决策中的应用
（一）生产工艺设备的选择

例：某公司在原有生产线使用年限到期后，面临更
换生产线的选择。可以选择选择购买与原来一样的生
产线，也可以购买一条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原
有生产线的价格为 150,000元，新生产线的价格为
300,000元。两种生产线的使用年限均为 5 年，无残
值。两种生产线生产出来的产品型号、质量相同，市
场售价为 50元/件。有关数据如下表：
项目 原生产线 新生产线
直接材料 15 15
直接人工 12 10
变动制造费用 10 10
固定制造费用（仅折旧） 30,000 60,000
年销售费用：固定部分 10,000
年销售费用：变动部分 5
年管理费用（全部为固定费用） 10,000

计算分析过程如下：
项目 原生产线 新生产线
单位产品售价 50 50
单位变动成本 15+12+10+5=42 15+10+10+5=40
单位边际贡献 8 10
年固定成本 30,000+10,000+10,

000=50,000
60,000+10,000+10,
000=80,000

保本点 50,000/8=6,250 80,000/10=8,000
设年产销量为 x, 则若：8x-50,000 = 10x-80,000，

则 x=15,000，表示当年产销量为 15,000件时，两种
生产线的年利润相等；年产销量低于 15,000件时，原
生产线获得的利润较多；年产销量高于 15,000件时，
新生产线获得的利润较多。
（二）新产品投产的选择

例：沿用上例中的资料，假设该公司通过对产销量
的估计决定采用新的生产线，并对原有的产品进行了
研发，开发出新产品A和 B。原有产品的产销量为
20,000件。企业面临投产决策，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

选择：
方案一：投产新产品A，A产品将达到 9,000件的

产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20%;B
方案二：投产新产品 B，B产品将达到 4,000件的

产销量，并使原有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15%;B
方案三：A、B产品一起投产，由于相互之间的影

响，产销量将分别为 10,000件和 2,000件，并使原有
产品的产销量减少 50%。
另外，投产新产品 B还需要增加额外的辅助生产设

备，这将导致每年的固定成本增加 10,000元。其他资
料如下表所示：
项目 原有产品 新产品A 新产品 B
年销售量 20,000 9,000 4,000
售价 50 60 75
单位变动成本 40 45 50
单位边际贡献 10 15 25
年固定成本 80,000 - 10,000

计算分析过程如下表：
项目 投产A 投产 B 投产A和 B，视

为联合单
位，A:B=5:1

年销售量 9,000 4,000 (Rm-Rf)10,000+2,000)/
6=2,000

单位边际贡
献

15 25 15*5+25*1=100
边际贡献总
额

135,000 100,000 2,000*100=200,
000

原有产品减
值损失

20,000*10*20
%=40,000

20,000*10*1
5%=30,000

20,000*10*50%
=100,000

增加的固定
成本

0 10,000 10,000
投产新产品
增加的息税
前利润

135,000-
40,000=95,000

100,000-
30,000-
10,000=60,0
00

200,000-
100,000-
10,000=90,000

只投产A产品带来的利润较多，因此公司应选择投
产A产品。

第三节 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
一、 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的相关概念
（一）标准成本及其分类

略
（二）标准成本控制与分析

略
二、 标准成本的制定
（一）直接材料标准成本的制定



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 ∑(材料用量标准×材料价格标准)
（二）直接人工标准成本的制定

标准工资率 = 标准工资总额∕标准总工时
直接人工标准成本 = 工时用量标准×标准工资率

（三）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标准制造费用分配率 = 标准制造费用总额∕标准总工时
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 工时用量标准×标准制造费用分配率

三、 成本差异的计算及分析
（一）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
        = 实际产量下实际成本 - 实际产量下标准成本
        =  实际用量*实际价格 - 标准用量*标准价格
        = 直接材料用量差异 +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直接材料用量差异 
        = (实际用量 - 实际产量下标准用量)*标准价格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 实际用量 * (实际价格 - 标准价格)
例：A产品甲材料的标准价格为 45元/kg，单耗为

3kg/件。假定本月投产A产品 8000件，领用甲材料
32,000kg, 其实际价格为 40元/kg。
直接材料成本差异=32,000*40-8000*3*45=200,000
用量差异=(Rm-Rf)32,000-8000*3)*45 = 360,000
价格差异=32,000*(Rm-Rf)40-45)= -160,000

（二）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 实际总成本 - 实际产量下标准成本
        = 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工资
率
        =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 (实际工时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工资率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 实际工时*(实际工资率 - 标准工资率)
例：A产品标准工资率为 10.8元/小时，工时标准

为 1.5小时/件，工资标准为 10.8*1.5=16.2元/件。假
定企业本月实际生产A产品 8000件，用工 10,000小
时，实际应付直接人工工资 110,000元。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 110,000 - 8000 * 1.5 * 10.8
= (Rm-Rf)10,000 - 8,000*1.5)*10.8 + (Rm-Rf)110,000/10,000-
10.8)*10,000
= -21,600 + 2,000
= -19,600

合计节约 19,600元，其中人工效率差异节约
21,600元，而工资率差异超支 2000元。
（三）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和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 实际总变动制造费用 - 实际产量下标准变动制造费用
        = 实际工时*实际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
        =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 (实际工时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变动制造费用标准
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耗费差异
        = 实际工时*(变动制造费用实际分配率-变动制造费用标
准分配率)
例：A产品标准变动制造费用分配率为 3.6元/小时，

工时标准为 1.5小时/件。假定企业本期实际生产A产
品 8000件，用工 10000小时，实际发生变动制造费用
40000元。

变动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 40000-8000*1.5*3.6
= (Rm-Rf)10000-8000*1.5)*3.6 + (Rm-Rf)40000/10000-3.6)*10000
= -7200+4000 = -3200

效率差异节约 7200元，但耗费差异超支 4000元。
（四）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实际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 实际工时*实际分配率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标准分配率 = 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总额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

１. 两差异分析法：
耗费差异 
= 固定制造费用实际数－固定制造费用预算数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工时标准*预算产量*标准分配率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能量差异
= 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费 - 实际产量下标准固定制费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
标准分配率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 - 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２. 三差异分析法
耗费差异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预算产量下标准固定制造费用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预算产量*工时标准*标准分配率
    = 实际固定制造费用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产量差异
    = (预算产量下标准工时-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标准分配率
效率差异
    = (实际产量下实际工时-实际产量下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例：A产品固定制造费用标准分配率为 12元/小时，

工时标准为 1.5小时/件。假定企业A产品预算产量为
10400件，实际生产产品 8000件，用工 10000小时，



实际发生固定制造费用 190000元。
固定制造费用成本差异 

= 190000 - 8000*1.5*12
= (Rm-Rf)190000-10400*1.5*12) + (Rm-Rf)10400*1.5*12-
8000*1.5*12)
= (Rm-Rf)190000-10400*1.5*12) + (Rm-Rf)10400*1.5-10000)*12 + 
(Rm-Rf)10000-8000*1.5)*12
= 46000

第四节 作业成本与责任成本
一、 作业成本管理
（一）概念
直接费用的确认和分配与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相同。

间接费用的分配对象不再是产品，而是作业活动。
资源：企业生产耗费的原始形态，是成本产生的源

泉。
作业：为了某一目的而进行的耗费资源的动作。是

作业成本计算系统中最小的成本归集单元。
成本动因（成本驱动因素）：导致成本发生的因素，

即成本的诱因。分为资源动因与作业动因。
资源动因反映作业量与耗费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

据资源动因可将资源成本分配给各有关作业。
作业动因是引起成本变动的驱动因素，反映产品产

量与作业成本之间的因果关系，计量各种产品对作业
的耗用情况，并被用来作为作业成本的分配基础。
作业中心（成本库）：构成一个业务过程的相互联

系的作业集合，用来汇集业务过程即其产出的成本。
（二）步骤
1. 设立资源库，并归集资源库价值
2. 确认主要作业，并设立相应的作业中心
3. 确定资源动因，并将各资源库汇集的价值分派的各
作业中心

4. 选择作业动因，并确定各作业成本的成本动因分配
率

5. 计算作业成本和产品成本
（三）例子
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甲乙产品基本资料如

下：
产品名
称

年产量台 单位产品
机器工时

直接材料单位
成本

直接人工
单位成本

甲 10000 10 50 20
乙 40000 10 30 30

企业每年制造费用总额为 2,000,000元。甲乙两种
产品的复杂程度不一样，所耗用的作业量也不一样。
根据作业动因设置五个成本库，其作业成本有关资料
以及作业成本法下的制造费用计算如下：
作业名称 成本动因作业成本 作业动因数 分配率 分配的制造费用

甲产品 乙产品 甲产品 乙产品
机器调整 调整次数 600,000 3,000 2,000 120 360,000 240,000
质量检验 检验次数 480,000 4,000 4,000 60 240,000 240,000
生产订单 订单份数 120,000 200 400 200 40,000 80,000
机器维修 维修次数 600,000 400 600 600 240,000 360,000
材料验收 验收次数 200,000 100 300 500 50,000 150,000
合计 2,000,000 930,000 1,070,000若使用传统计算方法分摊制造费用，则：
甲产品制造费用=2,000,000*(Rm-Rf)10,000/50,000) = 

400,000
乙产品制造费用=2,000,000*(Rm-Rf)40,000/50,000) = 

1,600,000
（四）作业成本管理

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增值作业需要满足三个条
件：1) 该作业导致了状态的改变；2) 该状态的变化不
能由其他作业来完成；3) 该作业使其他作业得以进行。
作业成本管理中进行成本节约的途径：
1) 作业消除：消除非增值作业或不必要的作业，降

低非增值成本。
2) 作业选择：对所有能够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作业，

选取最佳方案。
3) 作业减少：以不断改进的方式降低作业消耗的资

源或时间。
4) 作业共享：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

二、 责任成本管理
（一）流程

划分责任中心，明确责任范围。
编制责任预算，制定考核标准。
跟踪记录信息，进行责任结算。
评价、考核工作业绩，编制责任报告。

（二）责任中心及其考核
１. 成本中心
指有权发生并控制成本的单位。成本中心不考核收

入，指考核成本；只对可控成本负责，不负责不可控
成本。

成本中心考核和控制主要使用的指标：预算成本节
约额；预算成本节约率。

预算成本节约额 = 实际产量预算责任成本 - 实际责任成本
预算成本节约率 = 预算成本节约额 / 实际产量预算责任成本
例：某企业内部某车间为成本中心，生产甲产品，

预算产量 3500件，单位成本 150元，实际产量 4000
件，单位成本 145.5元。则：

预算成本节约额 = 4000*150 - 4000*145.5 = 18000
预算成本节约率 = 18000/(Rm-Rf)4000*150) = 3%

２. 利润中心
指既能控制成本、又能控制收入和利润的责任单位。

它同时对成本、收入以及利润负责。两种形式：自然
利润中心；人为利润中心。



考核指标：
边际贡献 = 销售收入总额 - 变动成本总额。
可控边际贡献（部门经理边际贡献） = 边际贡献 - 

该中心负责人可控固定成本。
部门边际贡献（部门毛利） = 可控边际贡献 - 该中

心负责人不可控固定成本。
例：某企业内部乙车间是人为利润中心，本期实现

内部销售收入 200万元，变动成本为 120万元，该中
心负责人可控固定成本 20万元，不可控但由该中心承
担的固定成本 10万元。则：
边际贡献 = 200-120=80
可控边际贡献 = 80-20=60
部门边际贡献 = 60-10=50

３. 投资中心
指既能控制成本、收入和利润，又能对投入的资金

进行控制的责任中心，如事业部、子公司等。利润中
心与投资中心最大的区别在于，利润中心没有投资决
策权，而且在考核利润时也不考虑所占用的资金。

主要考核指标：
投资报酬率 = 息税前利润/平均经营资产
剩余收益 = 息税前利润 - (Rm-Rf)平均经营资产*最低投资

报酬率)
例：某公司的投资报酬率如下：

投资中心 利润 投资额 投资报酬率
A 280 2000 14%
B 80 1000 8%
全公司 360 3000 12%
假定A投资中心面临一个投资额 1000万元的投资

机会，可获利 131万元，投资报酬率为 13.1%, 假定公
司整体的预期最低投资报酬率为 12％。则：
若A投资中心接受该投资，则其新的投资报酬率 = 

(Rm-Rf)280+131) / (Rm-Rf)2000+1000) = 13.7%, 全公司的新投资报
酬率 = (Rm-Rf)360+131)/(Rm-Rf)3000+1000)=12.275%. 由此，A投
资中心的投资报酬率会降低，因此会抵制该投资机会。
而整个公司投资报酬率会上升，因此应当坚持该投资
机会。
若改用剩余收益指标，则A投资中心接受该投资前

的剩余收益 = 280 - 2000*12%=40, 接受该项投资后新
的剩余收益 = (Rm-Rf)280+131) - (Rm-Rf)2000+1000)*12%=51, 因
此应当接受该投资。
（三）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

内部转移价格直接关系到不同责任中心的获利水平，
其制定可以有效防止成本转移引起的责任中心之间的
责任转嫁，使每个责任中心都能作为单独的组织单位
进行业绩评价。

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可参考：市场价格；协商价

格；双重价格；以成本为基础的转移定价。
第九章 收入与分配管理

第一节 收入与分配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 收入与分配管理的意义与原则

依法分配原则；分配与积累并重原则；兼顾各方利
益原则；投资与收入对等原则。
二、 收入与分配管理的内容
（一）收入管理

销售预测分析；销售定价管理。
（二）纳税管理

筹资纳税管理、投资纳税管理、营运纳税管理、利
润分配纳税管理、企业重组纳税管理。
（三）分配管理
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向

股东分配利润。
第二节 收入管理

一、 销售预测分析
（一）定性分析法

营销员判断法；
专家判断法（个别专家意见汇集法、专家小组法、

德尔菲法（函询调查法））；
产品寿命周期法。

（二）定量分析法
１. 趋势预测分析法

(Rm-Rf)1) 算术平均法：简单平均数。
(Rm-Rf)2) 加权平均法：权数的选择应当“近大远小”。
(Rm-Rf)3) 移动平均法：从n期的时间序列中选取m 期作

为样本值，求其m 期的算术平均数，并不断向后移动
计算平均值，以最后一个m 期的平均数作为未来第
n+1期销售预测值。适用于销售量略有波动的产品预
测。为了能使预测值更能反映销售量变化的趋势，可
对结果按照趋势值进行修正，修正量为本期预测值
（移动平均法）与上期预测值（移动平均法）之差。
年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销售量 5100 5300 5400 5450 5600
假设样本期为 3 期，2014 年预测销售量为 5550，

则：
移动平均法预测 2015 年销售量 = 

(Rm-Rf)5400+5450+5600)/3=5483
修正的移动平均法预测 2015 年销售量 = 

5483+(Rm-Rf)5483-5550)=5416.
(Rm-Rf)4) 指数平滑法：以事先确定的平滑指数 a及(Rm-Rf)1-a)

作为权数进行加权计算。
Yn+1 = aXn + (1-a)Yn



其中：Xn为N期实际值，Yn为N期预测值。
平滑指数的取值通常再 0.3-0.7之间。采用较大的

平滑指数，预测值可反映样本值新近的变化趋势；采
用较小的平滑指数，则反映了样本值的长期趋势。

例如，上例中，若平滑指数 a=0.5，则预测销售量 
= 0.5*5600 + (Rm-Rf)1-0.5)*5550=5575
２. 因果预测分析法
指分析影响产品销售量的相关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

函数关系，并据此进行销售预测的方法。最常用的是
回归分析法，例如回归直线法。
y = a+bx
通过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得：
b=
n∑ xy−∑ x∑ y

n∑ x2−(∑ x)
2

a=
∑ y−b∑ x

n

例：假定产品销售量只受广告费影响。相关数据如
下：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sum
销售量y 3250 3300 3150 3350 3450 3500 3400 3600 27000
广告费 x 100 105 90 125 135 140 140 150 985
x^2 10000 11025 8100 15625 18225 19600 19600 22500 124675
xy 325000346500283500418750465750490000476000540000334550

0n = 8
b = (Rm-Rf)8*3345500-985*27000) / (Rm-Rf)8*124675 - 985^2) = 

6.218951242
a = (Rm-Rf)27000 - 6.218951242*985)/8=2609.291628329
f)(Rm-Rf)x=155) = 2609.291628329+6.218951242*155 = 

3573.229070839
二、 销售定价管理
（一）含义
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选用合适的产品定价方法，

为销售的产品制定最为恰当的售价，并根据情况运用
不同的价格策略，以实现经济效益的过程。
（二）影响产品价格的因素

价值，成本，供求，竞争，政策法规。
（三）企业的定价目标

利润最大化；保持或提高市场占有率；稳定价格；
应付和避免竞争；树立企业形象及产品品牌。
（四）产品定价方法

成本利润率定价：
成本利润率=预测利润总额/预测成本总额
单位产品价格=单位成本*(1+成本利润率)/(1-适用税率)
销售利润率定价：
单位产品价格 = 单位成本/(1-销售利润率-适用税率)

第三节 纳税管理
一、纳税管理概述
（一）纳税管理
（二）纳税筹划
（三）纳税筹划的原则
（四）纳税筹划的方法
二、 企业纳税筹划管理
（一）内部筹资纳税管理
（二）外部筹资纳税管理
三、 企业投资纳税管理
（一）直接投资纳税管理
（二）间接投资纳税管理
四、 企业营运纳税管理
（一）采购的纳税管理
（二）生产的纳税管理
（三）销售的纳税管理
五、 企业利润分配纳税管理
（一）所得税的纳税管理
（二）股利分配的纳税管理
六、 企业重组纳税管理
（一）企业合并的纳税筹划
（二）企业分立的纳税筹划
七、纳税筹划经典案例解析
（一）增值税纳税筹划案例解析
（二）消费税纳税筹划案例解析
（三）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案例解析

第四节 分配管理
一、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
（一）股利分配理论

股利无关论
股利相关论（手中鸟理论，信号传递理论，所得税

差异理论，代理理论）
（二）股利政策

1. 剩余股利政策：其理论依据是股利无关理论。
2. 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要求公司对未来的

盈利和支付能力作出准确的判断。
3.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只适用于处于无奈额定发

展且财务状况也较稳定的公司。
4. 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Y = a+bX, Y为每

股股利，X为每股收益，x为低正常股利，b为额外股
利支付比率。
二、 利润分配制约因素

法律因素：资本保全约束，资本积累约束，超额累
积利润约束，偿债能力约束。



公司因素：现金流量，资产流动性，盈余稳定性，
投资机会，筹资因素，其他因素。

股东因素：控制权，稳定的收入，避税。
其他因素：债务契约，通货膨胀。

三、股利支付形式与程序
（一）股利支付形式

现金股利：最常见的方式。
财产股利：主要是以公司所拥有的其他公司的有价

证券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
负债股利：通常以公司的应付票据支付给股东，有

时也以发放公司债券的方式支付股利。实际上是现金
股利的替代。

股票股利（红股），实际上是将未分配利润转化为
股本和资本公积，只改变股东权益的构成。
（二）股利支付程序
董事会提出分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向

股东宣布发放股利的方案，并确定股权登记日、除息
日和股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是股东领取股利的权利登记截止日期，
而除息日是领取股利的权利和股票开始分离的日期，
除息日在股权登记日的下一个工作日。所以，从除息
日开始，新购入股票的投资者不能分享本次已宣告发
放的股利。在股权登记日购买的股票还是能享有公司
宣告发放的股利的。
四、股票分割与股票回购
（一）股票分割（拆股）

股票分割是将一股股票拆分成多股股票的行为。与
股票股利非常相似，但变化的只是股票面值。

与股票分割相反的是“反分割”，目的在于提高股
票价格。
（二）股票回购
只有满足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才允许股票回购。四

种情形可回购：1. 减资；2. 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
公司合并；3. 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4. 股东因对
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
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股权激励

股票期权模式；限制性股票模式；股票增值权模式；
业绩股票激励模式。

第十章 财务分析与评价
第一节 财务分析与评价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一、 财务分析的意义和内容
略

二、 财务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法：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定基动态比率；

环比动态比率）；会计报表的比较；会计报表构成项
目的比较。

比率分析法：构成比率；效率比率；相关比率。
因素分析法：连环替代法；差额分析法。
连环替代法，是指将分析指标分解为各个可以计量

的因素，并根据各个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顺次用各
因素的比较值（通常为实际值）替代基准值（通常为
标准值或计划值），据以测定各因素对分析指标的影
响。例：
项目 单位 计划数 实际数
产品产量 pcs 100 110
材料单耗 kg 8 7
材料单价 rmb 5 6
材料费用总额 rmb 4000 4620

计划指标：100*8*5 = 4000
第一次替代：110*8*5 = 4400，差异 400
第二次替代：110*7*5 = 3850，差异-550
第三次替代：110*7*6 = 4620，差异 770
若使用差额分析法，则只将实际值分别与基准值可

进行比较。
三、 财务分析的局限性

资料来源的局限性；财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财务
分析指标的局限性。
四、 财务评价

财务评价方法主要有：杜邦分析法、沃尔评分法等。
目前我国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主要使用的是功效系数法。
功效系数法，又称功效函数法，它根据多目标规划

原理，对每一项评价指标确定一个满意值和不允许值，
以满意值为上限，以不允许值为下线，计算各指标实
现满意值的程度，并一次确定各指标的份数，再经过
加权平均进行综合，从而评价被研究对象的综合状况。
可参考 2002《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修订）》.

第二节 基本的财务报表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 短期偿债能力
∘ 营运资金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一般情况下，

生产企业合理的最低流动比率为 2.
∘ 速动比率 = 速动自产 / 流动负债。速动资产不

包括：存货，预付账款及其他。参考最低值为
1.

∘ 现金比率 = 现金性资产 / 流动负债。可接受的
现金比率为 0.2.

• 长期偿债能力：
∘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参考值为



50%.
∘ 产权比率 = 负债总额 / 所有者权益。
∘ 权益乘数 = 总资产 / 股东权益。
∘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前利润 / 应付利息 = (Rm-Rf)净利

润 + 利息费用 + 所得税) / 应付利息
• 影响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 可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或授信额度
∘ 资产质量
∘ 或有事项和承诺
∘ 经营租赁

二、 营运能力分析
• 流动资产营运能力：
∘ 应收账款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
余额。

∘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 计算期天数 / 应收账款周
转次数 = 计算期天数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营业
收入

∘ 存货周转次数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 存货周转天数 = 计算期天数 / 存货周转次数
∘ 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流动资产平均
余额

∘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 计算期天数 / 流动资产周
转次数

• 固定资产营运能力：
∘ 固定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平均固定资产

• 总资产营运能力：
∘ 总资产周转次数 = 营业收入 / 平均资产余额

三、盈利能力分析
• 毛利率 = 营业毛利 / 营业收入
• 净利率 =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 总资产净利率 = 净利润 / 平均总资产 = (Rm-Rf)净利润/

营业收入) * (Rm-Rf)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 营业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平均所有者权益 = (Rm-Rf)净利
润/平均总资产) * (Rm-Rf)平均总资产/平均净资产) = 资
产净利率 * 权益乘数。该指标是杜邦财务指标体
系的核心。

四、发展能力分析
• 营业收入增长率 = 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 / 上年营

业收入
• 总资产增长率 = 本年资产增长额 / 年初资产总额
• 营业利润增长率 =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 上年营

业利润总额
• 资本保值增殖率 = 扣除客观因素影响后的期末所

有者权益 / 期初所有者权益
•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 本年所有者权益增长额 / 年
初所有者权益

五、 现金流量分析

• 获取现金能力：
∘ 营业现金比率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金额 / 营业

收入
∘ 每股营业现金净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普通股股数
∘ 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平均总资产

• 收益质量分析：
∘ 净收益营运指数 = 经营净收益 / 净利润 = (Rm-Rf)净利

润 - 非经营净收益) / 净利润
∘ 现金营运指数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经营所得

现金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Rm-Rf)经营净收益 + 非付
现费用)

第三节 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一、上市公司特殊财务分析指标

• 基本每股收益 EPS。注意加权平均股数计算。
• 稀释每股收益。注意分子分母的调整以及稀释每

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 每股股利。
• 市盈率 = 股价/每股收益
• 每股净资产
• 市净率

二、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略

第四节 财务评价与考核
一、 企业综合绩效分析的方法
（一）杜邦分析法

净资产收益率（权益净利率）
= 净利润 / 平均净资产
=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 (平均总资产/平均净资产)
= 总资产净利率 * 权益乘数
= (净利润/营业收入) *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 权益乘数
= 营业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权益乘数
例：某企业有关财务数据如表所示。请分析该企业

净资产收益率变化的原因。
年度 2011 2012
净利润 10,284.04 12,653.92
营业收入 411,224.01 757,613.81
平均资产总额 306,222.94 330,580.21
平均负债总额 205,677.07 215,659.54
全部成本 403,967.43 736,747.24
制造成本 373,534.53 684,261.91
销售费用 10,203.05 21,740.96
管理费用 18,667.77 25,718.20



财务费用 1,562.08 5,026.17
主要财务比率分析如下：

年度 2011 2012
净资产收益率 10.23% 11.01%
权益乘数 3.05 2.88
资产负债率 67.2% 65.2%
总资产净利率 3.36% 3.83%
营业利润率 2.5% 1.67%
总资产周转率 1.34 2.29

因果关系分析：
系数 2011 2012 说明
净资产收益率 10.23

%
11.01% 上升

总资产净利率 3.36% 3.83% 太低
权益乘数 3.05 2.88 较高

总资产净利率 3.36% 3.83%
营业利润率 2.5% 1.67% 很低且下降。主要原因是成

本较高。
总资产周转率 1.34 2.29 升高

（二）沃尔评分法
二、综合绩效评价
（一）综合绩效评价的内容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管理绩效定性评价。
（二）综合绩效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与权重 财务绩效 70% 管理绩效 30%

盈利能力
状况 34%

净资产收益率 20%
总资产报酬率 14%

营业利润率 10%
利润现金保障倍数 9%
成本费用利润率 8%
资本收益率 7% 战略管理 18%

发展创新 15%
经营决策 16%
风险控制 13%
基础管理 14%
人力资源 8%
行业影响 8%
社会贡献 8%

资产质量
状况 22%

总资产周转率 10%
应收账款周转率 12%

不良资产比率 9%
流动资产周转率 7%
资产现金回收率 6%

债务风险
状况 22%

资产负债率 12%
已获利息倍数 10%

速动比率 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6%
带息负债比率 5%
或有负债比率 5%

经营增长
状况 22%

销售增长率 12%
资本保值增值率 10%

营业利润增长率 10%
总资产增殖率 7%
技术投入比率 5%（三）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标准

（四）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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