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导读】

通过前面的系统学习，使我们明确一切复杂的经济活动均可转换为以货币来计量的会

计数字，这些会计数字（即“商业语言”）最后被压缩成几张薄薄的特定财务报表，通过我们的

解读与分析，来了解企业的基本经营信息。也就是说，财务报表信息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晴雨

表，在财务报表编制出来后，接下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则

以企业会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表为主要依据，结合一定的评价标准，采用科学系统的分析方

法，遵循规范的分析程序，通过对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重要

指标的全面分析，来为各自的决策提供定量和定性的数据支持。

本项目主要针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几张基本财务报表列报的主要

项目及项目之间、报表之间的相互联系，先来直观解读报表中蕴含的企业经营活动信息，再

通过报表数据计算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财务比率指标来

深层次揭示企业的经营活动效率、规模、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

【职业能力目标】

１．熟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基本财务报表的特点和作用。

２．能正确解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基本财务报表所蕴含的财务信息。

３．掌握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信息的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４．能正确计算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

５．会利用各种财务指标进行简单的财务分析。

【任务导入】

王玥系某财经职业学院会计系大三学生，已进入毕业实习阶段。经过努力，她联系到红

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去实习。２０１７年１月３日，王玥一到公司，财务部总账会计张

姐就让其将本公司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财务报表呈报给公司赵总经理阅览。王玥小心翼翼地交

给赵总后，正准备离开，赵总却叫住了她，让她解释一下这几张报表所反映的基本财务信息。

王玥被难住了，通过解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基本财务报表，针对每张报表所

列报的不同内容，她应分别侧重陈述哪些财务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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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３１　资产负债表解读与分析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的解读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月末、季末、半年末、年末）财务状况的报表。

它是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等式，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和顺序，把企业在

一定日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项目予以适当排列，并对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交易和事项

产生的数据整理后编制而成的。

１资产负债表解读的内容与目的

资产负债表主要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方面的信息，即某一特定日期关于企业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及其相互关系。需要解读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１）通过阅读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净资产）各列报项目的具体数据，盘点

企业的“家底”，从而了解企业基本的财务状况。

（２）通过阅读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判读经济资源的结构是否合理，并

预测未来这些经济资源会给企业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的流入。

（３）通过阅读企业负担的债务总额及其结构（即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来清

偿债务，何时清偿，其中流动负债有多少、长期负债有多少；长期负债中有多少需要用当期的

流动资金进行偿还，如一年后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并评估不同类别资产的变现能力，预测

未来现金流入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从而评估不同类别债务的偿还先后，预测未来现

金流出的金额、时间，从而根据有关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对比来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

（４）通过阅读企业所有者所拥有的权益，据以判断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以及对负债的

保障程度。

（５）通过阅读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从而评价企业的财务弹性。

财务弹性又称财务适应性，是指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现金流动的金额和时间分布，

以应对突发事件和抓住获利机会的能力，它是由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来决定的。

资产结构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在流动资产、长期资产等不同类别资产上的分布。通常，流

动资产比例高，企业的变现能力就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强；长期资产比重大，长期经营

能力强，但变现能力则相对较差，财务弹性就弱。

资本结构是指企业所有资本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债务资本比例高，则企业

的财务弹性相对较差。

（６）通过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结合起来阅读，可以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

企业的经营业绩主要表现在获利能力上。而企业获利能力的评价主要通过资产利润

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利润率等一些相对指标来衡量。

根据利润表所提供的当期利润情况，结合资产负债表所提供的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

额等信息，就可以分析、评价和预测企业的经营业绩。

２资产类项目的解读

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类项目按照流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进行依次排列，我们按此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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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解读资产类项目。

１）流动资产类项目的解读

（１）货币资金项目的解读

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货币资金”项目是企业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三个账

户的期末余额之和，让我们总览了企业的货币资金总量。但要知悉每一个货币资金项目，必

须通过解读报表附注，才可知晓这三者各自具体的数额，明确这三者在货币资金总量中所占

的比重，进一步确定企业短期支付能力的大小。其次，我们还可对比货币资金项目期末与期

初数的增减变动情况，考察货币资金对债权收回的保障程度或是否存在资金闲置浪费的

情况。

（２）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项目的解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项目以公允价值计量，而且其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亦应记入该项目，它反映的是企业持有的准备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的投

资情况，通过解读该项目可以知晓报告企业的流动资金的投向，能够部分反映该企业的短期

变现能力，进而可以分析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当然，我们也要通过对比年初与年末的数据变

动，进而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３）应收票据项目的解读

“应收票据”项目是根据“应收票据”账户和“坏账准备”账户合并填制的，它反映的是报

告企业持有的应收商业汇票的账面价值，而非面值。该项目的增加意味着企业短期的债权

增加，其原因可能是赊销产生的应收债权，它表明企业已经确认了收入，但却未真正增加收

益。它的增加，会降低资金周转速度。它的减少，可能基于三种原因：一是应收资金可能收

回；二是到期转账可能增加了应收账款；三是可能办理了票据贴现业务。若是第一、第三种

原因，则可能表明企业资金已经回笼，但第三种可能还要结合报表附注进一步分析，看票据

贴现是否附追索权，如果不附追索权，票据贴现转移了所有权，则表明企业的资金收回；若是

附追索权，说明企业仍具有连带还款责任，该笔票据资金仍悬而未决；若是第二种原因意味

着资金仍未收回。此项目增加或减少是利好消息还是不利消息，还需通过进一步的报表分

析来实现。

（４）应收账款项目的解读

“应收账款”项目也是企业的一项债权，该项目也是源于企业采取赊销而形成的。它的

增加意味着销售收入的增加，但货币资金并未增加，而且大量的应收债权很可能成为企业资

金流转的障碍；它的减少通常是债权的收回，货币资金实现回笼，但也可能是发生坏账或抵

偿其他债务。总之，该项目金额不宜过大。

（５）预付款项的解读

“预付款项”是企业的债权，它主要产生于企业先付款后购货的采购业务，反映的内容可

能是所需货物属稀缺或紧俏商品等，这个项目的增减变动通常不会很大，对于整个企业的总

资产而言，影响较小。

（６）应收利息项目的解读

“应收利息”项目反映的是企业对外投资购买债券等业务中应收而未收的利息，此项目

数额不宜过多，过多就意味着企业虚增利息收入，一般而言少比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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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其他应收款项目的解读

“其他应收款”项目为企业的短期债权，反映的是企业应收或暂付的除应收账款、应收票

据、预付款项之外的应收款项，一般金额不大，变化亦不会很大。

（８）存货项目的解读

“存货”项目为企业的流动资产，属于实物资产，不宜过多，过多即意味着企业的存货可

能滞销或者积压，资金不能迅速回笼，影响企业正常经营，长期维持此种情况，企业经营会出

现问题，必须考虑转产或停产，因此存货增加一般来说不是好消息，但小幅变动影响不大。

出现波动也属正常。

（９）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的解读

此项目一般为企业的对外长期债权投资（即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将

于一年内到期收回。此项目的解读一般应结合非流动资产中的金融资产之持有至到期投资

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共同解读，可以分析企业的投资资金的投向及回笼情况。

（１０）流动资产合计项目的解读

这一项目是前面各项的合计数，它的增减变动反映的是各流动资产项目综合变动的结

果。通过解读此项目可以总体了解流动资产的规模及其在总资产中的比率，总览流动资产

在企业中的地位。

２）非流动资产项目的解读

（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的解读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反映的是企业对外金融资产投资中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部分，它是介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之间的债券投资或是不准备长期持有

但又准备近期出售的股票或基金等有公允报价的有价证券投资而未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那一部分，它是企业的对外长期性投资资金，能够提高企业长期偿债能力。

（２）长期应收款项目的解读

“长期应收款”项目反映企业的长期应收款项，包括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项、采用分期

收款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业务中产生的应收款项。长期应收款是企业的

一项长期债权，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是其账面价值，即扣除了坏账准备后的净额。这个项

目数额不宜过多，过多则影响企业的资金流转。

（３）长期股权投资项目的解读

“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反映企业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即对外的长期股权

投资资金的变现能力。本项目反映企业对外进行长期投资的资金实力，对外投资多，说明企

业资金充足；但若企业对外投资过多，可能意味着自身发展潜力的缺乏，这种情况不能一概

而论。

（４）投资性房地产项目的解读

“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持有的以投资为目的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反映的是

企业经营房地产业务的投资资金的流向，非主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如果将过多的资金投向

房地产业务，在房地产行业景气的经营形势下可以获得超额回报，但若遇房地产业务经营不

景气的情形，会使投资资金长期套牢，进而会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可能陷入困境而

不能脱身。因此，此项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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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固定资产项目的解读

“固定资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拥有的厂房、机器、设备等可供企业长期使用的实物资

产，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此项目反映的是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即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与累

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的现实价值（即现值）。固定资产项目的

增加或减少的变动是否合理，需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分析

与判断。增加可能是企业欲扩大经营规模，减少可能是企业欲减小规模、缩减经营、可能转

产或是其他情况。小幅变动亦属正常情况，切忌妄加评论。

（６）在建工程项目的解读

“在建工程”项目核算的是企业基建、更新改造等在建工程发生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示的是它的账面价值，即在建工程扣除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后的净额。该项目反映的是企

业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的现实价值。此项目变动大小不能以金额来衡量，因为每一项

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的资金都不是小数目。只要合理规划，变动大小或多少不是关键。

（７）工程物资项目的解读

“工程物资”项目核算的是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物资的成本，应结合在建工程项

目解读和分析。

（８）固定资产清理项目的解读

“固定资产清理”项目核算的是企业因出售、报废、毁损、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等原因转出的固定资产价值以及在清理过程中发生的清理费用等，应结合企业固

定资产的使用情况及清理需要进行解读，本项目可能是借方余额，也可能是贷方余额，具体

情况需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分析和判断。

（９）生产性生物资产项目的解读

“生产性生物资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尤其是农业企业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价值，

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是其账面价值，即账面余额与减值准备或累计折旧的差。其主要为

农业企业或经营农业业务的企业核算使用。“生产性生物资产”项目中属于固定资产还是存

货资产，应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而定。

（１０）油气资产项目的解读

“油气资产”项目核算企业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持有的矿区权益和油气井及相关

设施的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本项目列示的是其账面价值，即油气资产与累计折耗、减值准

备的差。它是油气开发企业特有的资产项目。

（１１）无形资产项目的解读

“无形资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持有的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所有权

等无形资产的成本。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其账面价值列示，即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扣除累计

摊销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账户的账面余额的差额，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此项目一般金额

较大。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本项目不宜过多。对此，公司法也有明确规定。解读时，

应区分报告企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读。若是土地使用权这类无形资产的投资，则不在

国家法律的限制之列。

（１２）开发支出项目的解读

“开发支出”项目核算的是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能够予以资本化的部分，但尚未达到预

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支出。这一项目是企业自主研发实力的证明，也是企业进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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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写照。

（１３）商誉项目的解读

“商誉”项目反映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的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其账面价值列示，

即商誉账面余额与商誉减值准备之差。本项目只有发生过合并业务的企业才会列报，解读

时需结合合并业务的补充说明才能获得较为准确的信息。

（１４）长期待摊费用项目的解读

“长期待摊费用”项目核算的是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本期或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如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等。本项目应注意结

合相关业务（比如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业务等）解读会更明了。

（１５）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的解读

“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企业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

纳税所得额为限。企业在确定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包括未来期间

正常经营活动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因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的转回而增加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应提供相关证据。解读这一项目时应在领会新所得税

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报告企业具体情况做出判断。

（１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的解读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持有的经国家批准的特准储备物资或涉及诉讼的

财产、银行冻结的财产物资等资产。企业一般情况下无此项目。解读时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１７）非流动资产合计项目的解读

“非流动资产”项目反映的是企业所有非流动资产的总和，它的增减变动反映的是各项

非流动资产项目综合变动的结果。通过解读此项目可以总体了解非流动资产的规模及在总

资产中的比率，以及非流动资产在企业中的地位。

◆ 知识链接

资产负债表解读的重点资产项目
在解读资产负债表资产类项目时，需重点关注的资产项目有以下内容。

１．已费用化的资产项目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预先一次性支付但属于跨期负担的费用，依据权责发生制会计处理

基础的要求，是需分次计入成本的，在没有计入成本之前，都要作为资产项目挂在账上，这些

资产项目实质上属于“已费用化的资产项目”，其资产特征不明显，因为它已失去资产交换的

功能，已经处于费用形态，如长期待摊费用项目，它列报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摊

销期限在１年以上的各项费用；又如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它属于已经缴纳的税款，只不过

要等待以后期间予以转回。这些所谓的“资产”项目，其实都是已经支出的费用，不是真正的

资产，体现不了企业的实力，在阅读时应予注意。

２．可操纵的资产项目

对一些资产项目进行操纵，无非是为了掩饰真相，所以阅读资产负债表时，要特别关注

这些项目。如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项目都易成为可操纵的资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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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收账款项目，其是企业因赊销产品或劳务而形成的应收款项，是企业流动资产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信用的推行，企业应收账款数额明显增多，应收

账款的管理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活动中日益重要的问题。为了实现虚假盈利，企业则需进行

虚假销售，而虚假销售多利用应收账款这个账户，即通过“打欠条”方式虚增利润，少则几百

万，多则上千万，从而以应收款的名目做成盈利入账，把亏损变为盈利。利用应收账款粉饰

利润易于操纵，且具隐蔽性，因此，应收账款已成为上市公司对利润进行操纵的主要手段

之一。

３．有异常数的资产项目

在解读企业财务报表时，首先需要看看是否存在异常账户或有异常金额的账户，或者从

表中不同账户金额的分布来看是否异常。通常报表项目数额异常表现为三种形式：特大数、

负数和不合理数。

例如特大数，一个企业的资产总额是３００亿元，但在流动资产存货项目中，就列示了

１４５亿元，说明这个企业在存货方面有问题



。

３负债类项目的解读

１）流动负债项目的解读

（１）短期借款项目的解读

“短期借款”项目核算的是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

年）的各种借款。资产负债表中此项目反映的是企业需要近期偿还的金融机构的负债，也是

需要付出利息代价的负债。解读这一项目可以知晓报告企业的金融负债，为金融企业发放

贷款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２）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的解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核算企业承担的交易性金融

负债的公允价值，企业持有的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也在此项目核算。如企业发行的准备近期收回或回购的短期债券等，它也是企业的一种

金融负债，一般需要支付利息，但与短期借款的区别是，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短期借款是按

面值计量。解读时注意即可。

（３）应付票据项目的解读

“应付票据”项目反映的是企业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开出、承兑的商业汇

票，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一般不带息，此项目反映的是商业汇票的面值，若

为带息票据，利息通过应付利息项目反映。因为商业汇票最长期限为六个月，一旦超过六个

月未支付，则应转入应付账款项目，所以这一项目在解读时，应同时关注应付账款项目的变

化，其中就可能有因应付票据结转而增加的。

（４）应付账款项目的解读

“应付账款”项目核算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价、税

等款项。属于企业的不带息流动负债，也是一种信用负债，其数额过多则可能导致短期偿债

风险或可能影响企业的信誉，解读时应关注其变动不宜过大，多少应依企业的采购规模等具

体情况决定。该项目金额是否合理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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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预收款项项目的解读

“预收款项”这一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按照合同预收的购货等款项，一般是在销售过程中

因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物资短缺、畅销等预先收取购货款、后发货的销售行为。因此，其偿还

需通过提供商品、货物或劳务来实现，此项目数额不宜过多，过多可能是企业商品供应不到

位，长期发展，可能会影响企业的信誉。但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读时应比较多期数据

和相关资料。运用财务分析方法进行科学而合理的分析判断。

（６）应付职工薪酬项目的解读

“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根据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的各种薪酬，包括工资、职

工福利、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辞退福利、股份

支付等内容。应付职工薪酬属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的日常负债，一般各月变动不大。解读

时年末与年初比较，若发生较大变动，应注意企业是否有拖欠工资之嫌。

（７）应交税费项目的解读

“应交税费”项目核算企业按照税法等规定计算应缴纳的各种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

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教

育费附加等税费。企业代扣的个人所得税也在此列报。这项负债也是企业正常经营产生的

负债，增减变动属正常现象，增加可能是销售收入的增加所致，减少也与销售的减少等有关，

具体还需结合利润表及相关附表进一步分析才能知晓。

（８）应付利息项目的解读

“应付利息”项目核算企业按照合同规定应支付的利息，包括吸收存款、分期付息到期还

本的长期借款、企业债券等应支付的利息。作为一般企业而言，主要是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

两项负债的需要分期支付的利息，是企业借债的代价（即筹资费用），一般变动不大。

（９）其他应付款项目的解读

“其他应付款”项目核算的是企业除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

税费、应付利息、长期应付款等以外的其他各项暂收或应付的款项。典型的比如收取押金这

种情况，就属于其他应付款项目核算内容。本项目解读时主要关注是否有异常变动，如变化

不大，是正常现象。

（１０）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的解读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反映的是企业的非流动负债距到期日还有不到一年

（含一年），如长期借款还有不到一年到期等，这一项目提醒报表使用者注意近期需要偿还这

些债务。

（１１）其他流动负债项目的解读

“其他流动负债”项目反映的是企业除上述流动负债之外的流动负债，一般企业无此

项目。

（１２）流动负债合计项目的解读

“流动负债合计”项目反映的是企业流动负债的整体水平，通过解读这一项目，可以总体

把握企业的短期负债水平，对经营者而言，应及时调配资金，以及时还债；对债权人而言，可

以衡量债务企业的短期还款能力，进而确定放债的规模；对股东而言，可以进一步了解企业

的现金流量，进而做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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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流动负债项目的解读

（１）长期借款项目的解读

“长期借款”项目核算企业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

各项借款，本项目只反映截至报告期末偿还期限超过一年的金融机构借款，至报告期末止偿

还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借款已在流动负债中列示了，即本项目仅仅反映的是实质上

的长期借款。解读时必须注意这一点。这个项目可能因企业长期资产的增减而增减变动，

但不一定同比例变动，这要依据企业自有资金的情况来决定，具体的增减变动是否合理，还

需要借助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２）应付债券项目的解读

“应付债券”项目核算的是企业为筹集（长期）资金而发行的债券本金和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的债券利息。发行债券必须符合公司法的严格规定，且企业有确实的资金需求，同时企业

有一定的还款能力。本项目如果金额较大，那么企业的财务风险将提高，企业的长期债务偿

还压力同时增大。因此，应付债券业务在企业不是经常发生。本项目一般一经发生，年度内

不会发生多大变化，一般变化体现为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利息计提而增加的金额。还有到

期偿还本金会有较大变动，因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金额较大，解读时注意这些即可。

（３）长期应付款项目的解读

“长期应付款”项目核算的是企业除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种长期应付款项，

包括应付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等发生的长期应付款

项。这一项目一经发生，一般金额较大，所以不是日常业务，年度内一般不会发生变化，不同

年度因分期偿还而有可能减少，除非发生新的长期应付款业务，一般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４）专项应付款项目的解读

“专项应付款”项目核算企业取得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定用途的款

项，如政府拨专款扶持企业搞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类资金一般专款专用，国家还会有

后续的配套检查，防止企业滥用资金，造成资金的损失和浪费。本项目一经发生，金额较大，

年度内变化不大，一般在过程或项目结束时，该项目减少，除非再次拨款，否则一般不会增

加。而且一般企业不会发生，只有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企业才可能发生。

（５）预计负债项目的解读

“预计负债”项目核算的是企业确认的对外提供担保、未决诉讼、产品质量保证、重组义

务、亏损性合同等原因产生的预计负债，一般企业不会经常发生，如对外提供担保、未决诉

讼、亏损性合同、重组义务等而确认的预计负债很少发生。对于产品质量保证而产生的预计

负债，若企业产品质量过硬，一般也不会发生。所以，本项目属非常规报表项目，解读时应结

合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判断。

（６）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的解读

“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核算企业确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负债。解读时

应结合资产、负债项目的计价等资料认真分析和领会。

（７）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的解读

“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反映的是企业除上述非流动负债之外的非流动负债项目，一般

企业无此项目。若有，应结合相关资料认真分析和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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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非流动负债合计项目的解读

“非流动负债合计”项目是综合项目，总括反映企业非流动负债的金额，让相关报表信息

使用者综合掌握报告企业的长期债务，进而做出相关决策。

（９）负债合计项目的解读

“负债合计”项目是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两项的合计，总体反映企业负债的规模与水

平，也能反映出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同时相关信息使用者也可借此项目初步做出相关判断，

最终决策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多方分析和研究才能做出。

◆ 知识链接

资产负债表解读的重点负债项目
在解读资产负债表负债类项目时，需重点关注的负债项目有以下内容。

１．硬性的负债项目

硬性的负债项目主要是指银行贷款，企业的银行贷款从时间上区分为短期贷款和长期

贷款，会计分别在“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这两个账户中反映企业的贷款情况。如果企业

的贷款比较多，说明企业在靠银行过日子。如果企业的短期借款多，说明企业的“短平快”项

目多；如果企业的长期借款多，表示企业的工程项目多。而在一个资产负债表上，如果看不

到贷款，可以判定为两种情况：企业经营好，不需要银行贷款；企业经营差，银行不给贷款。

当然，还要结合其他报表或其他项目来判定。

除了银行贷款外，企业还有一个硬性的负债项目，即应付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募集资

金，到期是必须连本带息一起偿还的，所以，应付债券属于硬性负债项目。

２．软性的负债项目

软性的负债项目主要是指应付账款，即企业交易行为产生的负债。从中可以看到企业

的收现能力，甚至是企业所采购物资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看到企业采购物资的质量。

对软性的负债项目，要注意两点：一要注意企业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挂账，即关联方采取

相互赊欠挂往来账方式的业务交易来虚增销售收入和利润；二要注意企业对外负债的不当

计算，一些企业采取对外欠款在当期漏计、少计或不计利息费用，少估应付费用等手法，来隐

瞒真实财务状况。

３．其他负债项目

其他负债项目主要关注的是预收款项等项目。在会计实务中，预收账款是企业隐匿收

入的“隐蔽所”。一些企业为了逃避税收，或达到其他目的，往往就把销售收入作为预收账款

处理，挂在这个账上。如一家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显示，负债总额３亿元，流动负债２．２亿元，

而预收款项高达１亿元，应付账款１元，显然，隐匿收入的动机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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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所有者权益类项目的解读

１）实收资本（或股本）项目的解读

“实收资本（或股本）”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接受投资者投入的实收资本以及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发行的股票的面值总额。本项目数额一般不会减少，增加的情况也为数不多，一般在年

度内变化不大。如有变化，应结合相关资料认真解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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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本公积项目的解读

“资本公积”项目核算的是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

部分。解读这一项目时，应结合企业具体说明认真分析和研读，不能只关注资产负债表，还

应关注报表附注，结合财务分析方法，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判断。

３）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解读

“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情况主要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的变动，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等。

解读这一项目，不能只关注资产负债表，还应同时结合利润表同步填报的此项目，据此了解

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在企业收益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以及这部分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利得和

损失与计入当期损益中去的利得和损失各自的比重。

４）盈余公积项目的解读

“盈余公积”项目反映的是企业从净利润中提取的盈余公积，包括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

盈余公积两部分，根据法律规定法定盈余公积达注册资本５０％时可不再提取，任意盈余公

积是由企业股东大会或类似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提取的盈余公积，不受法律法规的限制，因此

对于一个经营平稳的企业而言，这一项目数额各年之间会平稳增加；盈余公积主要用于弥补

亏损和转增资本，经股东会议等机构批准，也可用于发放现金股利。解读时，应注意结合利

润分配表和相关资料来领会本项目提供的信息。

５）未分配利润项目的解读

“未分配利润”项目反映的是企业由净利润分配后历年滚存而形成的累计未分配利润

（或待弥补的亏损），这一项目数额的平稳增加，既表明企业经营情况平稳上升，又表明企业

经营稳健；这一项目数额的减少则意味着，企业可能经营发生亏损，也可能是企业多分配了

以往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具体仍需通过解读利润分配表及相关资料得出结论。

６）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的解读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反映的是有外币业务的企业因外币项目采用的折算汇率不同

等因素产生的折算差异，非外币业务经营企业无此项目。解读时需关注其他项目的综合折

算情况而定。

７）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解读

本项目为母子公司制企业专用的项目，一般企业无此项目。若有，应结合相关合并报表

资料进行分析解读。

８）少数股东权益项目的解读

“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为需编制合并报表的母公司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使用的项目。

９）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解读

“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反映的是企业各项所有者权益的综合，本项目总括反映企业权

益中归属于投资者所有的部分，投资者据以了解自身投资应享有的权益。通过比较年初、年

末此项目数额的增加与减少的变动，来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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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的解读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项目与资产总计相应，通过解读资产负债表比较其增减变动

是我们信息使用者关注的信息。本项目数额增加，则说明企业运行平稳，经营形势不错；本

项目数额减少，说明企业经营出现困境，需要注意谨慎决策。

◆ 知识链接

资产负债表解读的重点——所有者权益项目

在解读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类项目时，需重点关注的所有者权益项目有以下内容。

１．实收资本项目

实收资本是企业投资人投入企业的资本，需要关注它的构成。投入的资产应该是既有

现金等货币资产形式，也应该有设备等实物资产形式，还应该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形式。投入

的资产不同，对企业的影响也不同。最优良的当然是货币资产，但全部是货币资产也不行，

这样会增加实物资产的采购成本。所以对企业的投入一般是多种资产组合，对投入企业的

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应关注它们的价格。一些企业往往在这方面做手脚，如高报资产价

格等。

此外，还需关注企业有无借款注册、虚拟资本等现象。在创办企业时，一些企业的做法

是向有关企业借钱注册，或是由主管部门垫款注册，待注册登记后，将资金抽走。如果在一

家企业的报表上看到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但银行存款没有钱，肯定是“借款注册”。

２．资本公积项目

企业的资本公积的增加途径主要是资本（或股本）溢价。这些来源形成的资本公积，并

不需要原投资者投入，也不一定需要谋求投资回报，所以容易被企业利用造假。

３．盈余公积项目

盈余公积项目是企业盈利的标志。企业取得利润后，都要按照规定比例提取盈余公积，

所以从这个项目中可以看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状况。如果结合上期报表来看，还可以

看到企业的盈利数量和速度；如果结合“未分配利润”这个项目来看，还可以看到企业对利润

的分配态度。

４．未分配利润项目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发现，我国的一些企业报表上“未分配利润”这个项目数额较大，表

明企业挂着较多利润未向投资者分配；如果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的话，“未分配利润”项目挂

着的利润多，则可以判定它有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嫌疑，因为不给个人股东分配利润，个人就

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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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链接

编制财务报表的作用

按照会计核算流程，通过一系列会计核算方法的运用，期末编制完成的财务报表是会计

工作的最终成果，它可以为不同报表使用者提供必要的经济信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对企业投资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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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借入资金和自有资金。其中，借入资金是债权人

提供的，自有资金是企业的投资者投入的。投资能够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同时

也会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如果决策失误，投资不当，不仅不能取得预期的收益，反而

会带来投资损失，以至于血本无归。为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投资后必须掌握被

投资方各方面的信息，如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本结构等信息，而通过财务报表及财务

报表分析获得上述信息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分析评价企业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经营业

绩、理财环境、财务风险等，为投资决策、业绩考核等提供依据。

２．对企业债权人的作用

债权人向企业借出资金的基本目的是在债务人能如期归还借款的前期下取得一定的利

息收入，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则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债权人最关心的是

企业的偿债能力。而通过财务报表的解读与分析即可获得此方面的信息。

３．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作用

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等内部使用者而言，财务报表解读与分析所涉及的内容最广泛，

不仅涵盖投资者和债权人分析的所有目的，而且还要考核、评价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

算的完成情况，并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决策和规划。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财务报表的

解读与分析，发现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确保企业财务目标的顺利实现。

４．对政府监管部门的作用

除了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经营者以外，还有政府监管部门和其他一些单位、个人同样

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需要通过财务报表分析来获取所需的信息和资料，为决策

提供依据。作为政府监管部门的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由于它们和企

业的关系不同，因而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的目的和内容也有所不同。

作为财政部门，主要关心企业执行有关财政、财务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的情况；而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的法定代表人，其关心的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

有资产收益，因而其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税务部门是国家征收、管理各

种税收的专业职能部门。照章纳税是每个企业向国家、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企业的责任。

企业向税务部门报送财务报表是纳税申报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税务部门通过财务报表分

析企业纳税情况，对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审计部门是专门进行审计监督的经济

部门，它通过对财务报表的检查分析依法对国有企业以及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企业的财

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型进行审计监督。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可以了解不同行业的

经营状况和发展趋势，适时制定有关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此外，供应商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决定能否与企业长期合作，了解企业的销售信用水平，

以便决定是否对企业延长付款期；竞争对手需要通过对财务报表的分析，了解企业的盈利水

平、其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等信息，从而有利于在制定产品价格、调整产品品种结构等方面

做出合理的决策；注册会计师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可以确定审计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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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资产负债表分析

１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和内容

１）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家底”的一张报表，它将一定时点的企业财务状况汇集起来，并

予以披露，静态地反映了企业一定阶段的经营管理活动成果。无论是从投资的角度，还是从

经营管理的角度，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都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１）了解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及其动态变化，盘点“家底”，以期做出下

一阶段的决策。

（２）揭示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分析比较，以便修正下一阶段的经营

行为。

（３）评价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其运营能力，提示风险并提出防范措施，以期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的总体水平和经济效益。

２）资产负债表分析的内容

依据资产负债表分析的目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的内容如下。

（１）资产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资产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 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② 经营资产与非经营资产的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③ 流动资产的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④ 非流动资产的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⑤ 从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以及同行业平均税，对企业资产的变化进行评价。

（２）负债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负债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 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结构、变动趋势、负债成本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② 硬性负债与软性负债的结构、变动趋势、负债成本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③ 流动负债的结构、变动趋势、负债成本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④ 非流动负债的结构、变动趋势、负债成本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⑤ 从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以及同行业平均税，对企业负债的变化进行评价。

（３）所有者权益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所有者权益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 所有者权益的结构与变动趋势。

② 权益资本与留存收益的比例关系、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

③ 股东权益结构与企业利润分配政策。

④ 股东权益结构与企业控制权。

⑤ 从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以及同行业平均税，对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变化进行

评价。

２资产负债表的水平分析

资产负债表的水平分析是指将前后各期（或基期与计划期）的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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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计算各项目增减变动金额及比例，考察企业计划执行或完成情况，预测并有效控制企业

财务状况变动趋势的一种分析活动。

【做中学３１】新月公司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比较资产负债表见表３１。

表３１ 新月公司比较资产负债表

项目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１５年增长

金额／元 金额／元 金额／元 百分比／％

货币资金 ２１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４．２７

应收票据 ９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９．５７

应收账款 １６４７７０ ３３８５００ ＋１７３７３０ ＋１０５．４４

预付款项 ９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９．５７

存货 ２６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８．４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１９７７０ ９３８５００ １１８７３０ ＋１４．４８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９２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０ — —

固定资产原值 ５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

减：累计折旧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３４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５２．９４

在建工程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６２．５

固定资产合计 ６６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３

无形资产 ６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４５２０００ １４３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８

资产合计 ２２７１７７０ ２３７０５００ ＋９８７３０ ４．３５

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

应付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６０

应付账款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７１７７０ １５０５００ ＋７８７３０ ＋１０９．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１７７０ ５７０５００ －１２７０ －０．２２

长期借款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 —

应付债券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 —

其他长期应付款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１０７１７７０ １０７０５００ －１２７０ －０．２２

实收资本（股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

资本公积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

盈余公积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３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２７１７７０ ２３７０５００ ＋９８７３０ ＋４．３５

通过表３１可以看到，新月公司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两年的财务状况变化比较大，总的来说

２０１６年要好于２０１５年，比较分析的结论如下。

１）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

（１）流动资产的流动性增加明显：流动性较强的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等均较

上年明显增加，其中应收票据增加幅度较大；流动性较差的存货下降幅度达到３８．４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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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了库存。

（２）在建工程的减少和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说明大部分在建工程已完工交付使用，扩

大了经营规模。

２）短期债务的清偿能力增强

通过比较报表可以看到，该公司２０１６年流动资产增加了１４．４８％，并且流动负债略有

下降。

３）企业长期偿债能力有所提高

资产总额增加明显，负债总额略有下降，公司资产增长主要来自于留存收益的积累，偿

债基础更加雄厚。

４）应重点加强对应收账款的分析和控制

应收账款增幅达到１０５．４４％，虽然能够说明存货销售规模的扩大，但同时也增加了债

券风险，所以应当专题分析信用政策的适用性。

◆ 知识链接

比较分析法

１．含义

比较分析法是将分析对象数值与具有可比性的判断标准数值相比较，通过两者之间的

差异，找出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是财务报表分析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也是财务分析过程的起点。

２．比较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１）计算差异额

差异额（增减额）＝分析对象数值－判断标准数值

（２）计算差异率

差异率（增减率）＝
差异额

判断标准数值
×１００％

差异额、差异率相互推算：

已知差异率，则差异额＝差异率×标准数

已知差异额，则差异率＝
差异额
标准数

×１００％

３．比较分析法的种类和内容

（１）比较分析法的种类

① 趋势分析法。趋势分析法是以本企业历史数据为判断标准，与分析对象相比较，观

察其增减变动情况及变动幅度，用于考察发展趋势，预测发展前景。其又可分为定基比较和

环比比较两种。

定基比较是以某一历史数据作为固定的判断标准，将作为分析对象的各期数值分别与

之相比较，计算出一系列反映增减变动的比率，据此观察发展动态，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定基发展速度＝
报告期数值
基期指标值

×１００％

定基增长速度＝
报告期数值－基期指标值

基期指标值
×１００％

环比比较是以上一期的历史数据作为判断标准，将作为分析对象的后一期数值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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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计算出反映增减变动的比率，经过如此一系列的比较，据此观察发展动态，预测未来的

发展趋势。

环比发展速度＝
报告期数值
上期指标值

×１００％

环比增长速度＝
报告期数值－上期指标值

上期指标值
×１００％

② 横向比较法。横向比较法是以国内外行业平均水平或先进水平作为判断标准，与本

企业实际数据相比较，据以观察企业的相对规模和竞争地位。

③ 目标完成分析法。目标完成分析法是以企业目标数值为判断标准，与企业实际完成

数值相比较，分析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

（２）比较分析法的内容

① 绝对额比较。如财务报表中各项目的金额，包括总资产、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流动

负债、长期负债、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即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等。

② 结构（比重）比较。如对于资产负债表，可以用资产各项目除以资产总额，计算出各

项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各项目金额除以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

算出各项资金来源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再比如，利润表，可以用所有项目的金额分别除

以主营业务收入的金额，计算出各项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通过结构比较，常常能够发

现有显著问题的异常数，为进一步分析指明方向，这是一种很有效的重要方法。

③ 比率比较。比率是两个有内在联系的数据相除的结果。财务分析涉及的比率叫作

财务比率，是两个有内在联系的财务数据或会计数据相除的结果。因为财务比率是相对数，

排除了规模的影响，使规模不同的企业之间具有了可比性，所以比率分析是财务分析中最重

要的分析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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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３２】星光公司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简明资产负债表如表３２所示。

表３２ 星光公司资产负债简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流动资产

速动资产 ３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存货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００００ １８１３０００ １９１２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０００ ２５７３０００ ２６６２０００

负债

流动负债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１０００ ４６５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１９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２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７４０００ １５４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 ２９６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５５７０００ ８７５０００ １１９５０００ １４４５０００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００００ ２５７３０００ ２６６２０００

提示：速动资产是指可以迅速转换成为现金或已属于现金形式的资产，通常情况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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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减去变现能力较差的且稳定的存货、预付账款、待摊费用和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等

之后的余额。

速动资产＝货币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

根据表３２所示的资料，以２０１３年为基数（即以２０１３年为１００％）计算资产负债表主要

项目的定基发展速度，见表３３。

表３３ 主要项目定基发展速度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３年（基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流动资产

速动资产 １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０

存货 １００ １１６．６７ １３３．３３ １５０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００ １３６．２５ ２２６．６３ ２３９

资产总计 １００ １３１．４３ １８３．７８ １９０．１４

负债

流动负债 １００ １００．６７ ３１０ １１７．３３

非流动负债 １００ １３４．４５ １５２．９４ ２０５．８８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００ ２０８．１１ ３１２．１６ ４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００ １５７．０９ ２１４．５４ ２５９．４３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００ １３１．４３ １８３．７８ １９０．１４

分析表３３各主要项目发展速度可以发现如下内容。

① 该公司总资产逐年增长，增长速度快，说明该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正处于成长期。

② 该公司留存收益（公积金、未分配利润）逐年增长速度均超过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和负

债的增长速度，成为公司资本的主要来源渠道。

③ 该公司负债增长速度弱于留存收益增长速度，与资产增长速度相适应。

上述结论表明，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对收益采用低分配高积累政策，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公司正处于成长发展期，发展趋势良好。

３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

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又称为资产负债表垂直分析，是指分别将资产总额、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总额两个总体项目作为１００％，考察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构成项目比重是否适

当，资产的流动性和资本来源方式是否相对应等内容。

【做中学３３】下面以新兴公司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结构分析。

由表３４的计算结果表明，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新兴公司的流动资产比重下降了

４．１％，长期资产的比重相应增加，说明公司的流动性有所下降；而公司的长期资产在增加

４．１％的同时，公司资产对应的长期资本（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却下降了５．２％（－５．９％、

＋０．７％），流动负债比重相应下降，说明公司在２０１６年部分长期资产是以流动负债方式取

得的，这将直接给公司的资金运作造成困难。总体而言，该公司的资产、资本质量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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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的安全性有所降低。

表３４ 新兴公司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表（简表）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差异

流动资产 ５６．６ ５２．５ －４．１

非流动资产 ４３．４ ４７．５ ＋４．１

资产总额 １００ １００ —

流动负债 ２９ ３４．２ ＋５．２

非流动负债 ２７．２ ２１．３ －５．９

所有者权益 ４３．８ ４４．５ ＋０．７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００ １００ —

任务３２　利润表解读与分析

３２１　利润表解读

１利润表解读的内容和目的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经营成果的财务报表。利润表列报的利润数额，是企业

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经济利益关联方重点关注的内容，也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

过解读企业利润表，从而帮助报表使用者获得以下信息，满足其相关活动的需要。

（１）通过解读利润表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的基本信息，可以预测企业未来盈利状况和

现金流动状况，有助于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经营决策，并为利润分配提供依据。

在利润表中，通过阅读各项收入、费用的发生状况以及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各

项要素的数据，从而获得企业一定期间经营成果的基本信息，判断企业财富的增长规模，在

此基础上，结合资产负债表等报表项目及其附注解读出企业获利能力的信息，从而可有助于

预测企业未来盈利的规模和趋势和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程度，并通过分析收入、费用与利

润之间的消长关系，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产生

问题的原因，找到改善措施，以做出合理的经营决策。

◆ 知识链接

经营成果和获利能力
经营成果是指企业在一定期间收支相抵后的差额，通常体现为一定期间的利润总额，它是

一个绝对值，反映了企业财富的增长规模。获利能力是指企业运用一定的经济资源获取经营

成果的能力，它通常是以资产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等一系列相对指标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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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利润表直接反映了企业经营成果的形成及经营成果各组成部分的具体数额，在一

定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企业分配制度下，利润额的多少决定了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分享

额，如国家的税收收入、股东的股利、经营者、员工和管理人员的薪酬等，为企业进行利润分

配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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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解读利润表获利能力信息，可以间接地评价和预测企业的偿债能力。

企业的偿债能力不仅取决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和资本结构，也取决于企业的获利能

力。倘若企业获利能力逐渐降低，甚至亏损，势必会造成资产的流动性和资本结构逐步恶

化，进而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最终陷入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境地。因此，较强的获利能力

能促进企业资产变现能力和资本结构处于良好的状态，为债权人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企

业的获利能力主要集中体现在利润表中，因此，通过解读企业的利润表，可以间接地评价和

预测企业的偿债能力。

（３）通过解读利润表管理绩效信息，据以评价和考核企业的经营业绩。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对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

行评价和考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利润表提供的利润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企

业在生产经营、投资理财等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工作绩效的集中体现，它所提供的信息是了解

企业经营管理有效性程度的重要依据。

通过对本期利润表和前后期利润表的比较，可以较为恰当地评价企业管理当局、各职能

部门、各市场经营单位的绩效，评判各级管理人员的功过得失。

２利润表项目的解读

１）营业收入项目的解读

“营业收入”项目反映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的总和，解读时应结合

利润表附表进行，从而了解营业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各自的金额，帮助读者

分析企业主营业务发展趋势，进而做出合理的决策。通过对比不同期间本项目数额的变化，

可以掌握企业经营前景和未来发展态势。若与基期比较该项目数额增加，说明企业经营状

况良好，经营前景乐观，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计划。但具体决策还需通过进一步分析做出。

２）营业成本项目的解读

“营业成本”项目与营业收入相对应，反映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的

总和。解读时应结合利润表附表进行，以了解营业成本中注意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各

自的数额，看是否与营业收入相互配比。同时，还应比较报告期与基期的成本变化，分析成

本变化的趋势则需通过进一步借助财务分析方法才能进行。

３）税金及附加项目的解读

“税金及附加”项目反映的是企业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应交的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等税费，一般与营业收入成比例。

通过解读此项目数额的增加或减少即可知晓营业收入的增加或减少。

４）销售费用项目的解读

“销售费用”项目反映的是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

括包装费、保险费、展览费、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

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此外企

业发生的与专设销售机构相关的固定资产修理等后续支出也在此项列示。解读时应关注其

变化情况，是否与营业收入成比例变动，至于导致变化的因素，还需结合利润表附表进行收

入的研读。

５）管理费用项目的解读

“管理费用”项目反映的是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发生的管理费用，包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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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由

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工会经费、董事会费、诉讼费、业务招待费、技术转让费、研究费

用、排污费等支出。解读时一般通过比较掌握其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化是否合理，有无可降

低的空间。

６）财务费用项目的解读

“财务费用”项目反映的是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包括利息

支出、汇兑损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企业发生的现金折扣或收到的现金折扣等。为构建或生

产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发生的借款费用中不能资本化的部分也应在此列示。解读时主要关

注其变化情况，进而分析节约开支的可能性。

７）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解读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反映的是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企业应提供

减值损失的相关证明材料。对于其变化，必须结合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相应的分析，才能解读

其变化的具体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８）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的解读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映的是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

益的利得或损失。该项目解读时应结合利润表附表相关具体项目的明细资料具体分析，帮

助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９）投资收益项目的解读

“投资收益”项目反映的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发生的投资损失或投资收益。本项目应结

合企业的具体投资项目进行解读和分析，以便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１０）营业利润项目的解读

“营业利润”项目等于营业收入减去各项营业成本和营业支出加投资收益等综合计算的

结果。解读时应通过对比不同期间的变化，找出节约增效的途径和措施。

１１）营业外收入项目的解读

“营业外收入”项目反映的是企业发生的营业外的收入，主要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

１２）营业外支出项目的解读

“营业外支出”项目的反映的是企业发生的各项营业外支出，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损失、债务重组损失、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亏损失等。

１３）利润总额项目的解读

“利润总额”项目反映的是企业的营业利润与营业外收支净额的和，通过解读此项目总

括的了解企业利润的总量，并通过对比分析，找出进一步提高利润的途径和方法。

１４）所得税费用项目的解读

“所得税费用”是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与所得税税率的乘积，反映企业确认的应从当期利

润总额中扣除的所得税费用。本项目实质上是应纳税所得额的反映。解读时应结合相关资

料综合评价。

１５）净利润项目的解读

净利润是利润总额与所得税费用的差，不需特别注意。但通过解读该项目可以了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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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净利润的总体水平。

１６）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项目的解读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项目反映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

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企业在计算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时，应当扣

除所得税影响，并在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影响。解读此项目，应同时

结合资产负债表列报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分析。此项目的列报是基于企业在经营业

绩评价以及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等方面的需求，要求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不仅要强调日

常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利益流入，还要反映非日常活动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变动，也就是所谓的

综合收益观。实现了由本期收益观向综合收益观的转变。

１７）综合收益总额项目的解读

“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企业净利润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合计金额。

１８）每股收益项目的解读

“每股收益”项目反映的是企业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股票的

加权平均数。作为投资者来说，他们比较关注的首先应是这一项目，通过该项目股东可以计

算自身在报告企业净利润中拥有的份额。

◆ 知识链接

利润表解读时需注意的问题

１．收入项目

收入项目主要是关注“营业收入”项目。对于这个项目，主要关注两点：一是收入的真实

性；二是收入的确认期。一些企业通过混淆会计期间，把下期销售收入提前计入当期或者错

误运用会计原则，虚增销售业务的方法来虚增本期利润，以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对此，可

关注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关系，过高或过低都是不正常的，从而据此进行判断。

２．成本项目

成本项目主要关注成本的比重和构成，最好能参照行业标准。企业往往在成本的核算

上进行造假。一些企业为了虚增利润，在成本核算上，该摊的费用不摊或少摊，该提的费用

不提或少提，将一些已支付应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挂在“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款”账上，或

者将已竣工的基建项目发生的长期借款利息挤入工程成本等，均属于造假行为。

３．费用项目

费用项目主要关注是否存在费用任意递延的现象。如一些企业把当期的财务费用和管

理费用列为长期待摊费用，从而达到减少当期费用虚增利润的目的；或者一些企业把应计入

当期损益的费用虚列为资产，虚增利润，进行造假等。

４．税收项目

税收项目主要关注企业所得税与利润之间的比重。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为２５％，所得

税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与利润总额并不一致，是从利润总额调整而来的，但总体来讲相

差不大。

如果支付的所得税与利润总额的比例，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相比小很多，则说明企业的利

润总额水分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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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利润表分析

１利润表分析的目的和内容

１）利润表分析的目的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盈亏”的报表，它将企业一个阶段的收入、成本费用等经营指标汇集

起来，并予以披露，直观地反映了企业一定阶段的经营成果。不论从投资的角度，还是从经

营管理的需求，对利润表进行分析，都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１）了解企业收入、成本和费用的构成及其动态变化，弄清楚“赚钱”或“亏损”的因素，

以便扬长避短，做好下一阶段的经营决策。

（２）揭示企业损益的变动状况、趋势及变动原因，并与同行业分析比较，以便完善下一

个阶段的经营行为。

（３）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持续盈利能力，提示风险并制定防范措施，以便提高企业

总体的经济效益。

２）利润表分析的内容

根据利润表分析的目的，利润表分析的内容如下。

（１）收入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营业外收入、投

资收益等项目的结构、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以及根据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同

行业平均水平，对企业收入的变化进行评价。

（２）成本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的结构、变动趋

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以及根据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同行业平均水平，对企业成

本的变化进行评价。

（３）费用的结构、趋势和水平分析　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的

结构、变动趋势及其在同行业的水平，以及根据企业的财务计划或预算指标、同行业平均水

平，对企业费用的变化进行评价。

（４）收益项目的占比分析　即对成本、费用、利润在收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进行结构、

趋势分析，并与同行业水平进行比较，找差距、寻方法，从而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

２利润表的水平分析

【做中学３４】大兴公司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５年比较利润表见表３５。

表３５ 大兴公司比较利润表（简表）

项目 ２０１５年金额／元 ２０１６年金额／元
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１５年增减

金额／元 百分比／％

营业收入 ３３２００００ ３３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８１

减：营业成本 １６９００００ １９７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１６．３７

期间费用 ６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

营业利润 １０３００００ ８９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３．５９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１０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 －３９．０９

利润总额 １１４００００ ９５７００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６．０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３７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６

净利润 ７６５０００ ６４２００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６．０８

通过表３５可以看出大兴公司盈利能力的变化以及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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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净利润较上年下降了１６．０８％，盈利能力明显下降。

（２）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成本大幅度上升。

① 营业外收支净额虽然下降达到３９．０９％，但其绝对额太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较小。

② 期间费用较上年有所下降，不会降低盈利能力。

③ 营业收入仅增长１．８１％，但营业成本却增加了１６．５７％，远远超过收入增长幅度，因

而导致盈利水平急剧下降。

（３）因营业成本大幅度增加，所以应进一步查找原因进行有效控制。

３利润表的趋势分析

利润表的趋势分析，即通过对比多期利润表中的相关数据，找出形成利润的各个项目的变动

趋势，进而探讨节约开支、增加收入以提高投入产出率、销售利润率和不断增加利润的分析活动。

利润表的趋势分析，应综合运用因素分析法、水平分析法、垂直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实现。

【做中学３５】星光公司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利润表主要项目见表３６。

表３６ 星光公司利润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６０８０００ １０２３６０００ １２２９６０００ １５９７８０００

净利润 ３１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００００

根据表３６的资料，各期均以上一年数值为基数计算利润表主要项目环比发展速度，见表３７。

表３７ 主要项目环比发展速度

单位：％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０ ９６．４９ １２０．１３ １２９．９４

净利润 １００ ９５．２４ １２３．３３ １０６．４９

根据表３７数据可以发现，除２０１４年以外，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较上一年有所

增长，并且营业收入逐年增长速度还在稳步提高，说明公司营业状况稳步发展趋势良好。但

是也应该注意到，净利润的发展趋势并不稳定，２０１６年的增长速度比同年营业收入增长速

度明显降低，应该重点分析原因。

４利润表结构分析

利润表的结构分析是指将营业收入作为１００％，通过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利润的比重

差异，分析利润水平低或高的原因所在。

【做中学３６】下面将新兴公司２０１６年利润表结构分析表与同行业最高水平对比进行

结构分析，见表３８。

表３８ 新兴公司利润表结构分析表（简表）

单位：％

项目 新兴公司 同行业最高水平 差异

营业收入 １００ １００ —

营业成本 ６２．０５ ６２．１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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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新兴公司 同行业最高水平 差异

管理费用 ４．３ ２．８ ＋１．５

财务费用 １６．４ １７．５ －１．１

销售费用 ４．７５ ３．２ ＋１．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９

所得税费用 ５．４ ６．４ －１

净利润 ７．１１ ８．１ －０．９９

由表３８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新兴公司营业收入的构成状况，虽然该公司的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以及所得税费用均比同行业最高水平稍低，但是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比重却分

别高出了１．５５％和１．５％，使得公司净收益水平比同行业最高水平低０．９９％，所以该公司

下一步应重点控制综合费用。

任务３３　其他财务报表解读与分析

３３１　现金流量表解读与分析

１现金流量表解读与分析的目的和内容

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流出的财务报表。编制现金流

量表的主要目的，是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内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

流出的信息，以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了解和评价企业获取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并据以

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现金流量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助于评价企业

支付能力、偿债能力和周转能力；②有助于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③有助于分析企业收益

质量及影响现金净流量的因素，掌握企业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可以

从现金流量的角度了解净利润的质量，为分析和判断企业的财务前景提供信息。

２现金流量表水平分析

【做中学３７】星光公司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比较现金流量表见表３９。

表３９ 星光公司比较现金流量表（简表）

项目 ２０１５年金额／元 ２０１６年金额／元
２０１６年比２０１５年增减

金额／元 百分比／％

现金流入 ３５３７２２４ ３８３７４２２ ＋３００１９８ ＋８．４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３０８９７３７ ３３９７１８６ ＋３０７４４９ ＋９．９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７２９００ ９０１５０ ＋１７２５０ ＋２３．６６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３７４５８７ ３５００８６ －２４５０１ －６．５４

现金流出 ３３８９７８５ ３６８９７０２ ＋２９９９１７ ＋８．８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３０８５７４５ ３３３７８６０ ＋２５２１１５ ＋８．１７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８２４８６ １０７３７３ ＋２４８８７ ＋３０．２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２２１５５４ ２４４４６９ ＋２２９１５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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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３９可以看到如下情况。

（１）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增长幅度高于总的现金流入，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增长低于

总的现金流出。

（２）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出的增长均大幅度高于总的现金流入、流出。

（３）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明显下降，筹资活动现金流出的增长接近总的现金流出增长。

上述增减变化情况表明：星光公司的现金流量对筹资的依赖性已经降低，经营活动净现

金流稳中有升，投资活动的流入正处于活跃期，所以该公司现金的流入、流出总体是良性的。

３现金流量表结构分析

现金流量表结构分析是分别将现金流入总额、现金流出总额和现金余额分别作为

１００％，计算三种流量的构成比重，反映各类流入和流出的合理性。

【做中学３８】下面将星光公司２０１６年现金流量表（简表）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对比进行

分析，如表３１０所示。

表３１０ 星光公司现金流量表结构分析表（简表）

单位：％

项目 星光公司 同行业平均水平 差异

现金流入量 １００ １００ —

经营活动流入 ８８．５３ ９１．６７ －３．１４

投资活动流入 ２．３５ １．４７ ＋０．８８

筹资活动流入 ９．１２ ６．８６ ＋２．２６

现金流出量 １００ １００ —

经营活动流出 ９０．４６ ９０．３２ ＋０．１４

投资活动流出 ２．９１ ２．１４ ＋０．７７

筹资活动流出 ６．６３ ８．８１ －２．１８

由表３１０的分析可以看到，星光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和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比重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重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基本

持平；投资活动流入、流出比重均略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筹资活动流入比重明显高于同行

业平均水平，筹资活动流出比重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这个结果反映出该公司正处于

相对成熟期，投资规模趋于平衡，同时公司的现金流量对筹资活动有一定的依赖性，经营活

动的现金流入还不能保持正常运转。

３３２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解读与分析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反映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的增减的变动情况的报

表，即是反映企业“权益变化”的报表。通过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各项目进行解读与分析，主

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了解企业权益的构成及其动态变化，从而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决策；二

是揭示企业权益变动情况及其变动原因，分析比较，从而有助于修正下一阶段的经营行为；

三是评价企业的权益状况，提示风险并提出防范措施，提高企业的运营水平。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解读与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比一些项目，来确认企业对股东权益的保值、增值的保障情

况，同时了解企业的盈利水平。分析指标主要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所有者财富增长率、股利

分配率以及留存收益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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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财务报表附注解读与分析

财务报表附注是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列示

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等。

财务报表中的数字是经过分类与汇总后的结果，是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的高度简化

和浓缩的数字，如有没有形成这些数字所使用的会计政策、理解这些数字所必需的披露，财

务报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效用。因此，报表附注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财务报表的补

充说明，它对财务报表不能包括的内容，或者披露不详尽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因此，报表使用者要准确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则应当全面解读报表

附注。

任务３４　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财务报表各方除直观获取经济信息外，还可以运用一定的方法，计算一些特定的经济指

标获取企业综合的经济信息，反映企业经营更为深层的状况，从而提高经济决策的科学性。

财务信息分析处理中最常用的是比率分析法。财务报表中呈现出大量的数据，我们可

以将这些数据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组合，从而计算出多种有意义的比率，再对这些比率进行分

析，以揭示财务报表所蕴含的信息。利用财务比率可以进行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

和发展能力分析。

３４１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各种到期债务的能力。对于企业而言，偿债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它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偿还到期债务，则会损害企业形象，并导致企

业后续的筹资能力减弱，最终会使企业陷入破产偿债的境地。因此，进行财务分析，首先应

考察企业的偿债能力，了解企业的财务风险。对企业偿债能力分析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偿债能力分析除了通过报表进行直接分析以外，还可设计并计算一系列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指标进行分析。

按照债务到期时间的长短不同可将企业偿债能力分析分为短期偿债能力分析和长期偿

债能力分析。

１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短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它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好坏以及评价企

业经营风险程度的重要内容。

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分析的主要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

１）流动比率的概念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其公式为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做中学３９】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的流动资产为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元，流动负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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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元，则：

流动比率＝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１．９２

流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重要财务指标，一般认为，这个比率越高，说

明企业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越强，流动负债得到保障的程度越高。但过高的流动比率也不

一定好，因为过高的流动比率，可能说明企业滞留在流动资产上的资金多，会削弱企业的盈

利能力。一般认为，生产企业合理的最低流动比率是２∶１。这是因为处在流动资产中变现

能力最差的存货金额，约占流动资产总额的一半，剩下的流动性较大的流动资产至少要等于

流动负债，企业的短期偿还能力才会有保证。但人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还不能成为一个

统一标准。

某公司计算出来的流动比率，只有和同行业平均流动比率、本企业历史的流动比率进行

比较，才能知道这个比率是高还是低。要找出过高或过低的原因，还必须分析流动资产和流

动负债所包括的内容以及经营上的因素。一般情况下，营业周期、流动资产中的应收账款数

额和存货的周转速度是影响流动比率的主要因素。

２）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虽然可以用来评价流动资产总体的偿还能力，但由于不同的流动资产偿债能

力各不相同，有的很容易变现，有的在短期内难以变现，有的甚至不能变现，因此，流动比率

所反映的短期偿债能力有可能被夸大。为了尽可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应将流

动资产中短期内难以变现甚至不能变现的流动资产剔除掉，计算出来的指标才能比较客观

地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这个指标被称为速动比率，也被称为酸性测试比率。

速动比率是从流动资产中扣除变现能力较差的那部分流动资产（主要是存货部分），再

除以流动负债的比值。速动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

【做中学３１０】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的流动资产为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元，存贷为９９２３７５５．００

元，流动负债为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元，则：

速动比率＝（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９９２３７５５．００）÷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１．８４

速动比率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时点所拥有的速动资产可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保障程

度。一般而言，速动比率越高，短期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通常认为正常的速动比率

为１∶１，低于１倍的速动比率被认为是短期偿债能力偏低。但我们也应看到，行业不同，速

动比率会有很大差别。例如，采用大量现金销售的商店，几乎没有应收账款，大大低于１倍

的速动比率则是正确的。相反，一些应收账款较多的企业，速动比率可能要大于１倍。

３）现金比率

通过分析速动资产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应收及预付款项与现金等货币

资产不同，预付款项减少后，通常形成企业的存货资产，应收款项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全

额及时收回，这部分资产的变现能力也可能不强。因此，速动比率所反映的短期偿债能力仍

然可能被夸大。为了尽可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应从速动资产中剔除应收及预

付款项，剩余的资产主要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流动负债相比，计算

出来的财务指标叫作现金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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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比率＝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流动负债

【做中学３１１】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１６００万元，流动负债为

１０００万元，则：

现金比率＝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１．６

现金比率可以反映企业的直接支付能力。一般而言，现金比率越高，短期偿债能力越

强；反之，越弱。但该指标也不是越高越好，较高的现金比率虽然表明企业对短期债务的保

障程度较高，但又会使货币资金大量闲置，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４）影响短期偿债能力的其他因素

上述短期偿债能力指标，都是从财务报表资料中取得的，还有一些财务报表中没有反映

出来的因素，如可动用的银行贷款指标、准备很快变现的长期资产、企业偿债能力的声誉等

也会影响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甚至影响相当大。企业管理者应多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助

于做出正确的判断。

２长期偿债能力的分析

长期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偿还到期的长期债务的能力。企业对一笔债务总是负两种责

任：①偿还债务本金的责任；②支付债务利息的责任。分析一个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主要

是为了确定该企业偿还债务本金与支付利息的能力。具体的分析方法是：通过财务报表中

有关数据来分析权益与资产之间的关系，计算出一系列的比率，可以看出企业资本结构是否

健全合理，评价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

１）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是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１００％

【做中学３１２】某公司２０１６年负债总额为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元（即流动负债＋长期负

债），资产总额为６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３９元。则：

资产负债率＝１２３００７０００．６７÷６３３１１０６８０．３９×１００％＝１９．４３５％

资产负债率反映了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款来筹集的，也可以衡量企业在清算

时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程度。一般而言，该比率越小，说明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越强。但也并非

越小越好。从债权人角度看，该比率越小越好，因为说明企业有较强的偿债保证。而对企业

所有者而言，该比率越大，说明利用较少的自有资本投资形成了较多的生产经营用资产，不

仅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而且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原理，得到较

多的投资利润；该比率过小，则表明企业对财务杠杆利用不够。但该比率过大，则表明企业

的债务负担重，企业资金实力较弱，不仅对债权人不利，而且经营不善企业有濒临倒闭的危

险。此外，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应当将偿债能

力指标与盈利能力指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平衡分析，保持一个适度的资产负债率。

２）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是负债总额与股东权益总额的比率，也叫作债务股权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产权比率＝
负债总额

股东权益（或所有者权益）×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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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３１３】某公司２０１６年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为５１０１０３８５９．７２元，负债总额为

１２２９８６０４０．５８元，则：

产权比率＝１２２９８６０４０．５８÷５１０１０３８５９．７２×１００％＝２４．１１％

产权比率反映债权人提供的资本与股东提供的资本的相对关系，是企业财务结构稳健

与否的重要标志，说明债权人投入资本受到股东权益保障的程度。该比率越低，表明企业的

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得到的保障越高，债权人越有安全感；反之，表明企业的长期偿债

能力越弱，债权人得到的保障越低，债权人的安全感越小。一般情况下，该比率应小于１，但

也不能一概而论。从股东来看，在通货膨胀加剧时期，企业多借债可以把损失和风险转嫁给

债权人；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少借债可以减少利息负担和财务风险。产权比率低，是低风险、

低报酬的财务结构。从上例中的计算结果看，该企业债权人提供的资本是股东提供资本的

２４．１１％，表明该企业举债经营的程度比较低，财务结构比较稳定。但在经济繁荣时期，无法

分享多借债可以获得的额外利润。

３）已获利息倍数

从债权人的立场出发，他们向企业投资的风险，除了计算上述资产负债率和产权比率以

外，还要计算营业利润占利息费用的倍数。利用这一比率，可以测试债权人投入资本的

风险。

已获利息倍数指标是指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值，反映企业偿还借款利息的

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已获利息倍数＝
息税前利润
利息费用

＝
利润总额＋利息费用

利息费用

计算公式中“利润总额”，包括税后利润和所得税；“利息费用”是支付给债权人的全部利

息，包括财务费用中的利息，也包括计入固定资产的资本化利息。

已获利息倍数指标的数值反映了企业息税前利润相当于本期所要支付的债务利息的倍

数。只要企业已获利息倍数足够大，企业就具有足够的能力偿还利息，否则相反。国际上通

用的评价标准认为该指标为３较为适当。从长期来看，若要维持正常的偿债能力，已获利息

倍数至少应大于１。另外，这一指标的评价还要参考行业水平或企业历史水平。

【做中学３１４】某公司２０１６年税前利润为１０万元，利息为２．５万元，则：

已获利息倍数＝（１０＋２．５）÷２．５＝５（倍）

计算结果表明，该企业的已获利息倍数较高，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３４２　企业营运能力分析

企业营运能力是指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企业营运能力的高低

关系到企业财务状况的稳定和盈利能力的强弱，通过对企业营运能力进行分析，有助于管理

当局改善经营管理，充分挖掘资产的利用水平，加速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

和盈利能力。

企业营运能力的比率分析主要侧重于对资产管理效果的分析评价，主要计算存货周转

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营业周期、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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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存货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也称存货利用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产品或商品销货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

的比率，即企业的存货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周转的次数。计算公式为

存货周转率＝
产品或商品销货成本
存货平均余额

其中：

存货平均余额＝
年初存货余额＋年末存货余额

２

【做中学３１５】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商品销售成本为８２４１６３７１．７２元，年初、年末存货

余额为９９２２３７５５．００元、２０７０７５６．１２元，则：

存货周转（次数）＝８２４１６３７１．７２÷［（９９２３７５５．００＋２０７０７５６．１２）÷２］＝１３．７４（次）

存货周转率也可以用存货周转天数表示。存货平均周转天数也即存货平均销售期，以

反映企业平均销售所需天数。其计算公式为

存货周转天数＝
３６０

存货周转率

沿上例，该公司２０１６年的存货平均周转天数为

３６０÷１３．７４＝２６．４０（天）

存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等环节的管理状况和运营效率的

综合性指标。一般说来，存货周转率越高，库存的占用水平越低，说明企业存货转化为现金

或应收账款的速度快，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高，资产的流动性强，销售能力较强，进而企业的

利润率较高，短期偿债能力也较强，反之则相反。但是过快的不正常的存货周转率也可能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业存货不足或无货供应的局面。

２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和存货一样，在流动资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及时收回账款，不仅增强了

企业的短期偿还能力，也反映出企业管理应收账款方面的效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指企业商品或产品赊销净额与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比率，即年度内

应收账款转为现金的平均次数，它说明应收账款流动的速度。用时间表示的周转速度是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叫平均应收账款回收期或平均收现期，它表示企业从取得应收账款的权

利到收回款项转换为现金所需要的时间。其计算公式为

应收账款周转率＝
赊销收入净额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其中：

赊销收入净额＝销售收入－销售折扣与折让－销售退回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年初应收账款余额＋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２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３６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
＝
平均应收账款余额×３６０

赊销收入净额

【做中学３１６】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赊销收入净额为１８３５２４５７９．６９元，年初应收账款余

额为２７０５３２０７．８１元，年末应收账款为４２８７２７４７．７１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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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１８３５４２５７９．６９÷［（２７０５３２０７．８１＋４２８７２７４７．７１）÷２］＝５．２５（次）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３６０÷５．２５＝６８．５７（天）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反映企业应收账款变现速度和管理效率的指标。一般来说，应收账

款周转率越高，平均收账期越短，说明应收账款的收回越快。否则，企业的营运资金会过多

地呆滞在应收账款上，影响正常的资金周转。

３流动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是销售收入与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流动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

平均流动资产

【做中学３１７】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初流动资产为３９７７９３７６５．６９元，年末流动资产为

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元，销售收入为１８３５４２５７９．６９元，则：

流动资产周转率＝１８３５４２５７９．６９÷［（３９７７９３７６５．６９＋２３５９６３８０２．６５）÷２］＝０．５８（次）

流动资产周转率反映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流动资产周转期率越快，说明周转速度越

快，会相对节约流动资产，等于相对扩大资产投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反之，流动资产周转

速度慢，则需补充流动资产参加周转，形成资金浪费，降低盈利能力。

４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是销售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收入

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

平均资产总额＝
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

２

【做中学３１８】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流动资产总额为５４０２５０５２７．１５元，固定资产总额

为６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３９元，销售收入为１８３５４２５９７．６９元，则：

总资产周转率＝１８３５４２５９７．６９÷［（５４０２５０５２７．１５＋６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３９）÷２］＝０．３１（次）

该项指标反映资产总额的周转速度，周转越快，反映销售能力越强。企业可以通过薄利

多销的办法，加速资产周转，使利润绝对额增加。

３４３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资金不断增值的能力，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绩效，

是企业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的综合体现。其分析指标如下。

１销售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是指净利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销售净利率＝
净利润
销售收入

×１００％

【做中学３１９】某公司２０１６年的净利润为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元，销售收入为１８３５４２５７９．６９

元，则：

销售净利率＝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１８３５４２５７９．６９×１００％＝５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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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净利率反映每一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是多少，表示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从

销售净利率的指标关系来看，净利润与销售净利率成正比关系，而销售收入额与销售净利率

成反比关系。企业在增加销售收入额的同时，必须相应的获得更多的净利润，才能使销售利

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通过分析销售净利率的升降变动，可以促进企业在扩大销售的同

时，注意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盈利水平。根据企业利润和收入的构成，在实务中还可计算主

营业务利润率、销售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等指标来分析企业主营业务的获利水平。具体公

式为

主营业务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１００％

销售毛利率＝
销售毛利或（销售收入－销售成本）

销售收入
×１００％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１００％

２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了企业成本费用与利润的关系，用以衡量每元成本费用上取得的

利润。计算公式为

成本费用利润率＝
净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总额

×１００％

成本费用总额包括营业成本、管理成本、财务成本、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这五个项目

之和。

【做中学３２０】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净利润总额为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元，成本费用总额为

８７８１９００６．２３元，则：

成本费用利润率＝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８７８１９００６．２３×１００％＝１２１．７３％

该指标反映每元成本费用所取得的利润水平。指标值越高，说明耗费带来的收益越高；

否则相反。

３总资产报酬率

总资产报酬率是指企业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百分比。

平均资产总额＝
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２

总资产报酬率＝
净利润

平均资产总额
×１００％

【做中学３２１】某公司２０１６年期初资产为５４０２５０５２７．１５元，期末资产为６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３９

元，净利润为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元，则：

总资产报酬率＝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５４０２５０５２７．１５＋６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３９）］

　×２×１００％＝１８．２２％

把企业一定时期取得的净利润与企业的资产相比较，表明企业资产利用的综合效果。

指标越高，表明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说明企业在增收节支和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否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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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所有者权益）的百分比，也叫股东权益报酬率

或净值报酬率。其计算公式为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平均股东权益
×１００％

股东权益＝总资产－负债＝净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平均净资产
×１００％

公式中的平均股东权益指年初股东权益与年末股东权益的平均数。

【做中学３２２】根据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有关报表资料，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

元，年初股东权益总额为４００２６０８４０．２６元，年末股东权益总额为５１０１０３８５９．７２元，则：

净资产收益率＝１０６９０４６４４．７２÷［（４００２６０８４０．２６＋５１０１０３８５９．７２）÷２］

　×１００％＝２３．４９％

该指标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指标值越高，说明股东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

◆ 知识链接

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

１．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是净利润与流通股数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收益＝
净利润
流通股数

公式中流通股数是企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的平均数，也就是目前由普通股股东持有的

股份数。如果企业同时有优先股发行在外时，则必须将利润净额减去优先股股利之后的余

额作为分子。

每股收益是衡量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之一。该指标反映每一股份的获利水

平。指标值越高，每一股份可得利润越多，股东的收益越好；反之则差。

２．市盈率

市盈率是指每股市价与每股收益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市盈率＝
每股市价
每股收益

公式中的估价是指普通股每股在证券市场的买卖价格。

例如：市盈率＝１５÷０．５３＝２８．３０（倍）

该指标是衡量股份有限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用每股收益与现行股价相比，反映

投资者对每元利润所愿支付的价格。这一比率越高，意味着公司未来成长的潜力越大。一

般说来，市盈率越高，说明公众对该股票的评价越高。

３．每股股利

每股股利是指股利总额与流通股数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股利＝
股利总额
流通股数

公式中的股利总额是指用于分配普通股现金的股利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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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股利也用于衡量股份有限公司的盈利能力。该指标反映的是每一普通股获取股利

的大小，该指标值越大，股本获利能力越强。影响每股股利多少的因素，除了获利大小外，还

取决于企业的股利发放政策。如果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而多留盈余公积金，那么每股股利

必然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

４．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也称每股账面价值，反映了流通在外的每股普通股所代表的股东权益的金

额。其计算公式为

每股净资产＝
股东权益总额－优先股权益
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每股净资产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最佳标准。在投资分析中，只能有限度地使用每股净资产

指标。因为，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是根据历史成本数据计算的，它往往低于实际的市场价值



。

３４４　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企业发展能力，也称企业的成长性，它是企业通过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扩大积累

而形成的发展潜能。企业能够健康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外部经营环境、企业内在素质

及资源条件等。企业发展能力分析指标主要有销售增长率、资产增长率、收益增长率等。

１销售增长率分析

１）销售增长率的含义与计算

销售增长率是指企业本年销售增长额与上年销售额之间的比率，反映销售的增减变动

情况，是评价企业成长状况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销售增长率＝
本年销售增长额
上年销售额

＝
本年销售额－上年销售额

上年销售额

２）销售增长率指标分析

销售增长率是衡量企业经营状况和市场占有能力、预测企业经营业务拓展趋势的重要

指标，也是企业扩张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重要前提。该指标越大，表明其增长速度越快，

企业市场前景越好。销售增长率的分析又分为销售增长率的趋势分析和同业分析，其中趋

势分析一般选取三年或以上的数据进行分析。

２资产增长率分析

１）资产增长率的含义与计算

在企业销售增长的前提下，一般会导致企业资产的增长，而企业资产的增长体现为企业

的投资规模的增长。对于一个健康成长的企业来说，其投资规模应该是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如企业处在成长期，通常存在许多良好的投资机会，此时企业会加大投资规模；如企业 处在

成熟期或衰退期，通常缺乏投资机会，此时企业一般不会考虑增加投资规模。

资产增长率是企业本年资产增加额与上年资产总额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资产增长率＝
本年资产增加额
上年资产总额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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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增长率是用来考核企业资产规模增长幅度的财务指标，资产增长率为正数，说明企

业本年资产规模增加；资产增长率为负数，说明企业本年资产规模减少；资产增长率为零，说

明企业资产规模没有发生变化。

２）资产增长率指标分析

常用的分析方法有两种。

① 分别计算负债的增加和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占资产增加额的比重，并进行比较。如果

所有者权益增加额所占比重大，就说明企业资产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说明

企业资产的增长状况良好。反之，负债增加额所占比重大，说明企业资产增加主要来源于负

债的增加，反映企业资产的增长状况不好。

② 采用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即资本积累率）来分析。资本积累率是用于衡量企业所有

者权益增长幅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资本积累率＝
本年所有者权益增加额
年初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

资本积累率越高，表明企业本年度所有者权益增加得越多，反映企业资产增长状况良好；

资本积累率越低，表明企业本年度所有者权益增加得越少，反映资产增长状况不是很理想。

为全面认识企业资产规模的增长趋势和增长水平，应将企业不同时期的资产增长率加

以比较，即进行增长率的趋势分析。因为一个健康成长的企业，其资产规模应是不断增长

的，若时增时减，则说明企业经营不稳定，也说明企业并不存在良好的发展能力。

３收益增长率分析

一个企业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盈利及其增长能力，企业的盈利也即收益的增长是

反映企业增长能力的重要方面。而企业的收益通常表现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

标，据此，收益增长率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践中，一般选择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

增长率两个指标。

１）营业利润增长率

一般来说，企业的创立或发展总是从单一产品开始，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多数都是主营

业务突出、经营比较单一的企业。当企业进入成熟期时，其经营格局就会逐步由单一经营向

多元化经营发展。因此，利用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可以反映企业

不同时期的成长性。在成长初期，采用主营业务利润率较为恰当；而在成长即将进入成熟期

或已进入成熟期时采用营业利润率来考察企业的成长性则较为合适。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本年主营业务利润增长额
上年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０％

营业利润增长率＝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上年营业利润

×１００％

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或营业利润增长率越高，表明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或营业利润增长

越快，企业的主营业务突出或企业的日常经营稳定增长，企业的成长顺利。主营业务利润或

营业利润增长率越低，表明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停滞或日常经营不稳定，企业的业务扩展能力

弱，成长不顺利。

要分析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或营业利润增长率的优劣，应结合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与

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或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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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而言，若通过分析发现主

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则表明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

附加等超过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说明企业的主营业务能力不强，企业发展潜力值得怀

疑。对于营业利润而言，若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企业的营业利润增长率低于营业收入增长率，

表明企业的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等增长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长，企业的发展能

力令人质疑，应进一步分析，找出制约企业发展能力的因素，以提高企业的自身发展能力，增

强竞争实力。

２）净利润增长率

由于净利润是企业经营业绩的成果，因此净利润的增长是企业成长性的基本表现。净

利润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净利润增长率＝
本年净利润增长额
上年净利润

×１００％

净利润增长率越高，表明企业的收益增长得越多，说明企业的业绩突出，市场竞争能力

越强；相反，净利润增长率越低，企业收益增长得越少，说明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佳，市场竞争

能力越弱。

欲全面衡量一个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的优劣，全面分析其净利润的增长趋势和增长水平，

仅仅计算和分析企业一个时期的净利润增长率是不够的，因为企业某个时期的净利润可能会

受一些偶然因素或非正常因素的影响，从而无法反映出企业净利润的总体增长趋势。正确分

析企业净利润的增长趋势应该选取企业多年净利润的资料，进行净利润增长率指标的分析，才

能发现其变化的趋势，从而得出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净利润发展趋势或是企业净利润发展不

稳定。若通过多年资料的分析发现净利润增长率一直平稳上升，则说明企业具有良好的净利

润发展趋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自我发展趋势。若其中或增或减或不增长等情况出现，则表明企

业净利润增长不稳定，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不稳定，不具备良好的增长趋势。

项目小结

本项目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资产负债表的解读与分析、利润表的解读与分析、现

金流量表以及其他财务报表资料的解读与分析和企业财务指标分析，其中重点是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的解读与分析以及企业财务指标分析。在本项目中，分别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等主要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逐一进行解读，指出各项目蕴含的主要信息和解读

的重点，在此基础上，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进行分析，指出分析的目的和主

要内容，并通过实际案例，采取科学的财务报表分析方法进行了结构、趋势变动、财务指标等

计算、分析与应用，并作出相应的分析结论，从而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基

本方法和内容，满足相应的工作岗位和业务需要。

课后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下列各项中，不会引起利润总额增减变化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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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销售费用　　　　Ｂ．管理费用　　　　Ｃ．所得税费用　　　　Ｄ．营业外支出

２．利润表中的“本期金额”栏内各项数字一般应根据损益类科目的（　　）填列。

Ａ．本期发生额 Ｂ．累计发生额 Ｃ．期初余额 Ｄ．期末余额

３．下列各项中，（　　）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Ａ．资产负债表 Ｂ．利润表

Ｃ．现金流量表 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４．“预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如有贷方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　　）项目中反映。

Ａ．预付款项 Ｂ．预收账款 Ｃ．应收账款 Ｄ．应付账款

５．下列资产项目中，属于非流动资产项目的是（　　）。

Ａ．应收票据 Ｂ．交易性金融资产 Ｃ．长期待摊费用 Ｄ．存货

６．互惠公司２０１６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为６０１１１万元，其年初资产总额为６８１０万元，年

末资产总额为８６００万元，该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及周转天数分别为（　　）。

Ａ．８．８３次，４０．７７天 Ｂ．６．９９次，５１．５天

Ｃ．８．８３次，５１．５天 Ｄ．７．８次，４６．１５天

７．某公司２０１６年年末的流动资产为３６００００元，非流动资产为４８０００００元，流动负债

为２０５０００元，非流动负债为７８００００元，则２０１６年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　　）。

Ａ．１９．０９％ Ｂ．１６．２５％ Ｃ．１５．１２％ Ｄ．２０．５２％

８．衡量企业偿还到期债务能力的直接标志是（　　）。

Ａ．有足够的资产 Ｂ．有足够的流动资产

Ｃ．有足够的存货 Ｄ．有足够的现金

９．在下列项目中，企业短期债权人主要关心企业（　　）。

Ａ．资产的流动性 Ｂ．收益的稳定性

Ｃ．负债与权益的比例 Ｄ．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的比例

１０．以下（　　）指标是评价上市公司获利能力的基本核心指标。

Ａ．每股收益 Ｂ．每股市价 Ｃ．净资产收益率 Ｄ．每股净资产

１１．企业商品经营盈利状况最终取决于（　　）。

Ａ．主营业务利润 Ｂ．营业利润 Ｃ．利润总额 Ｄ．投资收益

１２．如果企业本年销售收入快于销售成本的增长，那么企业本年营业利润（　　）。

Ａ．一定大于零 Ｂ．一定大于上年营业利润

Ｃ．一定大于上年利润 Ｄ．不一定大于上年营业利润

１３．在企业处于高速成长阶段，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往往是（　　）。

Ａ．流入量大于流出量 Ｂ．流出量大于流入量

Ｃ．流入量等于流出量 Ｄ．不一定

１４．总资产周转率高，表明企业全部资产的使用效率较高；如果总资产周转率低，表明

企业全部资产的使用效率越差，最终会影响企业的（　　）。

Ａ．盈利能力 Ｂ．发展能力 Ｃ．偿债能力 Ｄ．营运能力

１５．净利润增长率是从企业盈利能力方面来衡量企业的发展能力，净利润增长率越高，

表明企业发展潜力（　　）。

Ａ．越大 Ｂ．越小 Ｃ．不变 Ｄ．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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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留存收益与利润分配水平之间的关系是（　　）。

Ａ．此高彼低

Ｂ．留存收益率与利润分配水平正相关

Ｃ．没有直接联系

Ｄ．有关系，但不一定是正相关，也不一定是负相关

１７．能够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是（　　）。

Ａ．总资产周转率 Ｂ．销售增长率

Ｃ．已获利息倍数 Ｄ．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某企业２０１６年流动资产平均余额为１０００万元，流动资产周转次数７次。若企业

２０１６年销售利润为２１０万元，则２０１６年销售利润率为（　　）。

Ａ．３０％ Ｂ．５０％ Ｃ．４０％ Ｄ．１５％

１９．营业利润与营业利润率的关系是（　　）。

Ａ．正比例关系 Ｂ．反比例关系 Ｃ．相等关系 Ｄ．没有关系

２０．以下（　　）项目属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收入。

Ａ．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Ｂ．收到的包装物租金

Ｃ．处置无形资产收到的现金

Ｄ．借款收到的现金

二、多项选择题

１．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解读与分析可以了解（　　）。

Ａ．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 Ｂ．企业的资产结构

Ｃ．企业的资金来源 Ｄ．企业的资本保全状况

２．企业对外报送和公布的主要财务报表包括（　　）。

Ａ．成本报表 Ｂ．资产负债表 Ｃ．利润表 Ｄ．现金流量表

３．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　　）。

Ａ．销售利润率 Ｂ．净资产收益率 Ｃ．利息保障倍数 Ｄ．成本利润率

４．下列项目中，不属于企业资产规模增加的原因的是（　　）。

Ａ．企业对外举债 Ｂ．企业发放股利

Ｃ．企业发行股票 Ｄ．企业实现盈利

５．分析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有（　　）。

Ａ．存货周转率 Ｂ．速动比率

Ｃ．流动资产周转率 Ｄ．应收账款周转率

６．应收账款的周转率越高，则（　　）。

Ａ．资金回笼速度越慢 Ｂ．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越短

Ｃ．资产流动性越强 Ｄ．短期偿债能力越强

７．现金流量中现金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是（　　）。

Ａ．库存现金 Ｂ．银行存款 Ｃ．短期证券

Ｄ．发行债券 Ｅ．发行股票

８．衡量企业营运能力的财务指标主要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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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应收账款周转率 Ｂ．存货周转率

Ｃ．流动资产周转率 Ｄ．固定资产周转率

９．企业综合财务评价主要从（　　）等方面进行。

Ａ．盈利能力 Ｂ．发展能力 Ｃ．偿债能力 Ｄ．营运能力

１０．以下（　　）项目属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Ａ．支付的各项税费 Ｂ．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Ｄ．支付的经营管理人员职工薪酬

１１．下列各项中，影响营业利润的项目有（　　）。

Ａ．主营业务收入 Ｂ．其他业务成本 Ｃ．营业外支出 Ｄ．税金及附加

１２．下列各项中，属于非流动负债的是（　　）。

Ａ．长期借款 Ｂ．应付职工薪酬 Ｃ．应付债券 Ｄ．其他应付款

１３．以下项目中，应列示在资产负债表流动资产的项目包括（　　）。

Ａ．应收账款 Ｂ．预收账款 Ｃ．长期应收款 Ｄ．预付账款

１４．下列账户中，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预付款项”项目金额的有（　　）。

Ａ．预收账款 Ｂ．应收账款 Ｃ．应付账款 Ｄ．预付账款

１５．下列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说法，正确的有（　　）。

Ａ．提供某一日期资产的总额及其结构，表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分布情况

Ｂ．提供某一期间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表明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

债务以及清偿时间

Ｃ．反映所有者所拥有的权益，据以判断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以及对负债的保障程度

Ｄ．提供某一日期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表明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

债务以及清偿时间

１６．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决定企业利润分配水平的是净收益

Ｂ．决定企业利润分配水平的是现金

Ｃ．利润分配水平越高，表明企业的实力越强

Ｄ．利润分配水平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有关

１７．下面能引起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有（　　）。

Ａ．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Ｂ．进行利润分配

Ｃ．用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Ｄ．用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１８．反映商品经营盈利能力的指标有（　　）。

Ａ．总资产报酬率 Ｂ．销售利润率

Ｃ．净资产收益率 Ｄ．销售成本利润率

１９．提高企业销售净利率最直接的途径有（　　）。

Ａ．增强偿债能力 Ｂ．扩大销售收入

Ｃ．提高发展能力 Ｄ．降低成本费用

２０．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有（　　）。

Ａ．流动比率 Ｂ．速动比率

Ｃ．资产负债率 Ｄ．应收账款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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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断题

１．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财务状况的报表。 （　　）

２．企业拥有的各种资产都可以作为偿还债务的保证。 （　　）

３．尽管流动比率可以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但却会出现有的企业流动比率较高，却

没有能力支付到期的应付账款的现象。 （　　）

４．税率的变动对产品销售利润没有影响。 （　　）

５．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即为企业当期可供分配的利润。

（　　）

６．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大于零说明企业盈利。 （　　）

７．企业分配股利必然导致现金流出量的增加。 （　　）

８．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长期的偿债能力越强。 （　　）

９．营运能力反映企业资金盈利的效率，表明企业管理人员经营管理和使用资金的能

力。 （　　）

１０．借助应收账款周转期与企业信用期限的比较，可以评价购买单位的信用程度以及

企业原定的信用条件是否得当。 （　　）

１１．企业利润表中的利润总额由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组成。 （　　）

１２．利润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日期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 （　　）

１３．“应收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期末有贷方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预付款项”项目内

填列。 （　　）

１４．每股收益越高，意味着股东可以从公司分得更多的利润。 （　　）

１５．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一定期间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情况的静态报表。 （　　）

１６．偿债能力很强的企业，其盈利能力也很强。 （　　）

１７．财务分析报告与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基本相同。 （　　）

１８．在企业起步阶段实现的利润，一般不进行分配。 （　　）

１９．在销售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产利用率可以提高资产报酬率。 （　　）

２０．净资产收益率是所有财务比率中综合性最强、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　　）

四、简答题

１．简述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

２．简述在对资产负债表进行阅读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３．简述在对利润表进行阅读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４．简述偿债能力分析所运用的主要财务比率及相应的含义。

５．简述盈利能力分析所运用的主要财务比率及相应的含义

６．简述营运能力分析所运用的主要财务比率及相应的含义。

五、综合题

１．祥瑞公司２０１６年度财务报表的主要资料如表３１１、表３１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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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祥瑞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万元

资产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现金（年初３８２） １５５ 应付账款 ２５８

应收账款（年初５７８） ６７２ 应付票据 １６８

存货（年初３５０） ４８３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３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３１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６０

固定资产净额（年初５８５） ５８５ 长期负债 ５１３

实收资本 ７２２

资产总额 １８９５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额 １８９５

表３１２ 利润表（简表）

编制单位：祥瑞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 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３２１５

销售成本 ２７８５

毛利 ４３０

管理费用 ２９０

利息费用 ４９

税前利润 ９１

所得税 ３６

净利润 ５５

要求：

（１）计算流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

（２）已知要求（１）中各财务指标行业对应的平均数分别为１．９８、６次、３５天、５０％、３．８，

说明该公司经营可能存在的问题。

２．Ｂ公司２０１６年有关财务比率如表３１３所示。

表３１３ 犅公司部分财务比率（２０１６年）

　　　　　月份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流动比率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２ ２．０ １．９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２

速动比率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０ ０．９ ０．８

资产负债率／％ ５２ ５５ ６０ ５５ ５３ ５０ ４２ ４５ ４６ ４８ ５０ ５２

资产报酬率／％ ４ ６ ８ １３ １５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０ ６ ４ ２

销售净利率／％ ７ ８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０ ８ ８ ７

提示：该题涉及企业财务、生产、采购和营销多方面问题。

要求：根据Ｂ公司部分财务比率，回答下列问题。

（１）企业生产经营有何特点？

（２）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的变动趋势为什么会产生差异？怎么消除这种差异？

（３）资产负债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问题？３月资产负债率最高，说明了什么问题？

（４）资产报酬率与销售净利率的变动程度为什么不一致？

（５）该企业在筹资、投资方面应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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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某公司２０１６年的财务预测如下：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万元，流动比率２．２，速动比率

１．２，销售利润率５％，净资产收益率２５％，产权比率８０％，流动负债与股东权益之比为

１∶２，应收账款与销售额之比为１∶１０。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简化的资产负债表（见表３１４）。

表３１４ 资产负债表（简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单位：万元

资产 金额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金额

现金 流动负债

应收账款 非流动负债

存货 所有者权益

固定资产净值

总计 合计

４．红河公司流动资产由速动资产和存货构成，年初存货为１４５万元，年初应收账款为

１２５万元，年末流动比率为３，年末速动比率为１．５，存货周转率为４次，年末流动资产余额

为２７０万元。一年按３６０天计算。

要求：

（１）计算该公司流动负债年末余额。

（２）计算该公司存货年末余额和年平均余额。

（３）计算该公司本年销货成本。

（４）假定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为９６０万元，应收账款以外的其他速动资产忽略不计，

计算该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期。

５．某企业连续三年的资产负债表中相关资产项目的数额如表３１５所示。

表３１５ 资产负债表连续三年资产项目（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年年末 ２０１５年年末 ２０１６年年末

流动资产 ２２００ ２６８０ ２６８０

其中：应收账款 ９４４ １０２８ １１４０

　　 存货 １０６０ ９２８ １０７０

固定资产 ３８００ ３３４０ ３５００

资产总额 ８８００ ８０６０ ８９２０

已知２０１６年主营业务收入额为１０４６５万元，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１５％，其主营业务成本

为８１７６万元，比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１２％。

要求：

（１）计算该企业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５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２）对该企业的资产运用效率进行评价。

６．某企业经营Ａ、Ｂ、Ｃ三种产品，其相关资料如表３１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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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６ 企业销售相关指标表

单位：万元

品种
销售数量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本期 上期 本期 上期 本期 上期

Ａ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５６７ ５４０ ３３７ ３３４

Ｂ ５４００ ５６２５ ３４０２ ３３７５ ２０９５ １９９６

Ｃ ４９５０ ４５００ １６３４ １３５０ １０２９ ８１０

合计 — — ５６０３ ５２６５ ３４６１ ３１４０

要求：计算该企业的毛利额和毛利率，并对该企业毛利额和毛利率的变动因素进行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