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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动 资 金 节 约 额 探 析

【摘要】流动资金节约额是评价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指标，但在实务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针对这一现象展开深

入分析后可发现已有研究存在误区，流动资金节约额应是资金周转加速和企业规模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而得出结论：

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应该在资产分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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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主要的资产组成部分，流动资金一直是企业进

行财务管理的重点，流动资金的周转能力因能够反映企业的

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在流动资金周转能

力的分析中，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又体现了企业流动资金的

使用效率，理论上该指标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分析数据。然而

令人疑惑的是，人们对这一指标的关注却远未达到与其作用

相匹配的程度，许多相关专业书籍甚至未提及该指标。本文

通过查找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提高人们对流动

资金节约额指标的关注与应用程度。

一、研究文献述评

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对流动资金节约额概念进行研究

的并不多。1983年出版的《企业经济活动分析》认为：“流动资

金节约额是指流动资金由于加速周转而少占用的流动资金

额，它是一定时期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货币表现。”从该定义

可以明确“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货币表现”是流动资金节约

额指标计算的意义所在，但“加速周转而少占用的流动资金

额”的语句却晦涩难懂，学者们对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理解。

章道云（1982）指出：“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将减少今

后流动资金的占用额，也就是说以少量的资金完成同等的产

销任务，或以同等量的资金完成更多的产销任务……加速流

动资金周转而形成的资金节约，按其是否继续参加周转可区

分为‘绝对节约额’和‘相对节约额’。”

杜晓光（2014）则更明确地表示：“流动资产绝对节约是

指企业由于加速流动资产周转，因而可以从周转中拿出一部

分资金支付给企业的所有者或还给债权人。流动资产相对节

约是指企业由于加速流动资产周转，可以在不增资或少增资

的条件下扩大本企业的生产规模，因而有可能不需要或减少

由债权人或所有者对企业的新投资。”并总结得出：“流动资

产绝对节约与相对节约的区别只在于运用的情况不同，后者

是以节约的资金提供本企业扩大再生产之用，而前者是以所

节约的资金退出企业经营。”

与上述分析不同，夏红雨、刘艳云（2013）关注到“影响流

动资金占用额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流动资金周转率，另外

一个就是销售收入”，因而建议“按照因素分析法的方法去具

体分析这两个因素的变动对流动资金占用额影响的大小”，

即“在流动资金节约额定义的时候，参照固定制造费用的差

异的定义方式，流动资金绝对节约额定义为效率差异，主要

是指流动资金占用率之间的差异而形成的；流动资金相对差

异定义为耗费差异，主要是指由于销售收入之间的差异而形

成的”。

陆海峰（1990）也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提醒学者们

注意：资金的耗用与其所得——周转额是密切相关的，极少

存在目前理论界认识相关问题时所论述的“生产规模不变”

或“生产耗用不变”这种割裂事物普遍联系的可能；从耗用总

额比较资金使用效果，通常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

因而耗用总额的升降并不代表事物的实质。因此，他认为目

前的许多认识存在缺陷，主要理由是：①既然企业生产规模

和资金的占用绝不可能片面或单方面地保持不变或变动，那

么讨论“绝对节约”、“相对节约”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少

现实意义。②实际工作中资金节约额不是一个非计算不可的

指标。③流动资金节约的实质不会因为节约额的处理方式而

改变，而且即使从文字上牵强附会地衍生出“绝对节约”、“相

对节约”的概念，却不可能对两者分别给予不同的内容表述。

进而提出，既然“绝对节约额”和“相对节约额”是一回事，“流

动资金节约”就是单位资金占用引起的周转额增多，或者说

是单位周转额占用的资金减少，理论上硬性地界定两个概念

不仅不必要，也是不正确的。

可见，学者们在流动资金节约额的概念讨论中是各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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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众说纷纭，而在流动资金节约额的计算公式研究中，除了

上述学者，其他学者如张先治（1987）、姜允华（1989）等也分

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同样是莫衷一是。为了一窥各位学

者所提出的不同公式之间的差异，本文以相同的数据对不同

学者设计的公式进行计算验证。

例：某企业2013年实现1200万元销售收入，流动资金周

转次数为10次，则耗用流动资金120万元（1200÷10），意味着

120万元流动资金通过10次周转实现了1200万元销售额。

假设一：该企业 2014年仍然实现了 1200万元的销售收

入，资金周转次数增加为 12 次，企业实际耗费 100 万元

（1200÷12）流动资金。

假设二：该企业2014年实现了1320万元的销售收入，资

金周转次数仍为 10次，企业实际耗费 132万元（1320÷10）流

动资金。

假设三：该企业2014年实现了1440万元的销售收入，资

金周转次数增加为 12次，企业实际耗费 120万元（1440÷12）

流动资金。

假设四：该企业2014年实现了1560万元的销售收入，资

金周转次数增加为 12次，企业实际耗费 130万元（1560÷12）

流动资金。

按照以上四种假设情况采用不同的节约额公式进行计

算，结果如下表所示（本表只列出计算结果，具体计算公式请

参见相关文献）：

由上表可知，章道云、张先治、姜允华的计算结果一致，

而夏红雨、刘艳云和杜晓光的计算结果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这说明学者们对流动资金节约额的划分虽然一致，但对相关

概念的研究却未有一致的结论，同时概念的模糊也造成学者

们计算公式设计的繁琐、多样，因而无法指导该指标的实际

运用，最终导致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在实务中不被重视。

二、流动资金节约额的概念

1. 正确理解“节约”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对“节约（节

省）”的解释是：“使可能被耗费掉的不被耗费掉或少耗费

掉。”而“可能”意指事前对未来发生事件的预期，也就是说，

实际耗费比预计耗费少就是节约。因此，“节约”反映了事前

的预期数据与最终的实际数据相比较的结果，但这种比较需

要建立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基础之上。流动资金节约额可以被

理解为一定时期内预期需要耗费的流动资金实际不被耗费

或减少耗费的数额。

2. 正确理解“预期需要耗费的流动资金”。流动资金是企

业垫支在生产资料、人员工资和其他方面的资金。随着企业

再生产活动的不断进行，垫支的流动资金在供、产、销过程中

也不断以“货币资金——储备资金——生产资金——产品资

金——货币资金”的形式进行周期性循环，实现企业的销售

收入，这就是流动资金的周转。企业只有在资金周转结束时

才能收回初始垫支的流动资金（暂不考虑赊销等销售方式），

这部分资金又将成为下一轮流动资金周转的初始垫支额。如

果企业希望能在一次资金周转尚未结束时就开始下一次周

转，就必须增加垫支的流动资金。此时，如果在一定的时间范

围内（主要为一年）观察企业的资金周转过程，则企业为了维

持这一时间段内正常的经营所需垫支的流动资金总额是可

以确定的。因此，“预期需要耗费的流动资金”是指企业未来

一段时间内因正常经营而计划耗用的流动资金总额。

3.“预期需要耗费的流动资金”如何能够“不被耗费或减

少耗费”是理解流动资金节约额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除非企

业停止经营，否则流动资产“不被耗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企业可以“减少耗费”流动资金。当然，如果企业缩小经营

规模，也可以减少流动资金耗费，但这显然已违背了“节约”

的本意。也就是说，流动资金节约应该在经营规模不变甚至

是扩大的条件下实现，那么怎样才能减少耗费呢？

前文已述及，流动资金通过不断进行周转参与企业的经

营，而一段时期内企业的经营规模也正是多次资金周转综合

产生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流动资金的周转与企业经营规

模是有关联的。

流动资金完成一次周转的时间称为流动资金周转速度，

反映的是流动资金周转的快慢，主要体现为特定时间段内流

动资金周转的次数。周转一次的时间越短，即周转速度越快，

企业就可以越早收回流动资金并继续将其投入到下一次资

金周转中，因而该部分流动资金能够参与经营的次数也就越

多，为企业创造的效益也就越大。但如果周转一次的时间较

长，企业为了实现既定的经营目标，不得不在一次资金周转

尚未结束、无法收回以前垫支的流动资金的情况下，继续追

加新的流动资金以开始下一轮的资金周转，此时企业所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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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负数表示节约，正数表示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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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数额就会增加。

由此可见，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快慢决定了企业需要投

入的流动资产的多少。周转速度越快，单位流动资金能够参

与的周转次数就越多，企业需要投入的流动资金也就越少；

反之则相反。因此，流动资金耗费的减少正是体现在企业因

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而投入的流动资产的减少上，表现为企业

流动资金的实际耗费低于计划耗费的金额。

至此，可以给流动资金节约额一个完整的定义，即：流动

资金节约额是企业在特定时期因资金周转速度加快而导致

的实际耗费的流动资金少于预期需要耗费的数额。

三、流动资金节约额的形式

节约流动资金的主要途径是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同时由

于节约流动资金的前提是使企业经营规模不变甚至是扩大，

因此流动资金节约又有两种形式：绝对节约和相对节约。上

文的分析指出，对于这两种节约形式的划分，学者们的意见

一致，然而在具体内容上的论述却差异较大，令人费解。此时

深入分析两种节约形式对于流动资金节约额的实际运用就

显得尤为重要。

1. 绝对节约：维持企业经营规模不变条件下的流动资金

节约。当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加快时，流动资金能够参与的周

转次数增多，单位流动资金实现的经营成果也就相应增多。

因此，在企业保持原有经营规模的条件下，相比于资金周转

速度慢的情况，资金周转加快会使企业维持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减少。

对于上例中的假设一，企业 2014年在维持 1200万元销

售收入的基础上，由于资金周转次数增加为 12次、企业实际

耗费 100万元（1200÷12）流动资金，较周转速度加快前所需

资金减少的20万元（100－120）即为节约额。此时企业是将已

参与经营的流动资金节约下来并使之退出企业的资金周转，

企业的现有流动资金是“绝对”减少，所以这种在企业经营规

模不变条件下实现的流动资金节约额被称为“绝对节约”。

2. 相对节约：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条件下的流动资金节

约。在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条件下，应该从两个部分分析资金

节约情况：经营规模不变部分和经营规模增加部分。经营规

模不变部分由于流动资金周转加速而实现了绝对节约；经营

规模增加部分由于规模增加，按照原来较慢的资金周转速

度，企业理论上需要从外部追加投入新的流动资金。但如前

文所述，如果资金周转速度同时加快，单位新增流动资金实

现的经营成果也相应增加，因而企业实际可以减少追加的流

动资金。这一节约形式只是节约了理论上可能需要追加投入

的流动资金，而非实际节约了已投入的资金，因此被称为“相

对节约”。

对于上例中的假设四，企业 2014年在销售收入增长到

1560万元的基础上，由于资金周转次数也增加为12次、企业

实际耗费 130万元（1560÷12）流动资金，较周转速度加快前

所需资金减少的26万元（130-156）即为总节约额。这一总节

约额包括两个部分：在原有1200万元销售收入的条件下企业

因资金周转加快，实现了绝对节约额 20万元（100-120）；而

在实现 360万元（1560-1200）销售收入增长的条件下，企业

按原来资金周转速度需要追加投入36万元流动资金，现在资

金周转加速后企业实际只追加了30万元流动资产，减少追加

的部分即为相对节约额6万元（30-36）。

可以看出，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条件下流动资金周转加速

会同时实现绝对节约和相对节约两种形式的节约，而这两种

形式的节约又正好分别对应两种相反的流动资金变动过程：

现有资金的退出和外部资金的补充投入。不难理解，此时本

应退出经营的绝对节约资金很自然地作为外部补充资金的

一部分被重新投入企业，以实现经营规模的增长。也正是这

一以绝对节约的资金再投入企业从而减少外部新增资金投

入的过程，造成了企业现有的流动资金似乎并未退出经营，

从而导致绝对节约较少甚至未能实现、应从外部追加投入的

流动资金也相应减少从而实现较多相对节约的假象（假设四

即是如此，从表面上看企业资金周转加速后不但没有实现绝

对节约，还多耗费了流动资产10万元）。在掩盖了绝对节约和

相对节约的本质的同时，也使学者们对绝对节约和相对节约

的认识产生偏差并最终误导了相关的研究。

综上所述，正确区分绝对节约和相对节约的关键在于明

确两个前提：一是资金周转速度加快是实现节约效果的关键

因素；二是绝对节约和相对节约实现的基础条件不同。相关

学者研究结论差别太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自的研究中未

能清晰体现上述两个前提，要么混淆了计算绝对节约和相对

节约的不同基础条件（如杜晓光，2014），要么忽视了资金周

转加速这一因素（夏红雨、刘艳云，2013），甚至两个前提同时

不满足（章道云，1982；张先治，1987；姜允华，1989）。这也就

不难理解在上例假设二中，本来资金周转速度维持不变，不

应该产生流动资金节约效果，但按照各位学者的计算公式却

得出实现了不同的节约额的反常结论。

四、流动资金节约额的计算

流动资金节约额是一段时期内实际耗费额与按历史（或

计划）数据计算的理论耗费额进行比较的结果。由于流动资

金的具体耗费数据难以取得，考虑到经营的连续性，企业需

要对所耗费的流动资金进行补充，因此在企业生产经营比较

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流动资金期初期末的平均占用额代

替流动资金的耗费额，即：

流动资金节约额=比较期流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比

较期流动资金理论平均占用额=比较期销售收入×（比较期

流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流动资金

实际平均占用额/基期销售收入） （1）

其中：

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流动资金期初余额+流动资金

□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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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余额）/2

“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销售收入”被称为流动资金占用

率，反映了每单位销售收入需占用的流动资金，该比值越大，

说明企业实现单位销售收入需投入的流动资金越多。因此，

该比值可以作为反映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一个指标。实际

上，该指标正是流动资金周转率（销售收入/流动资金平均占

用额）的倒数。“比较期流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比较期销

售收入－基期流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基期销售收入”则

反映了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变化情况。

通过式（1）可以看出，企业的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反映

了资金周转速度的变化对比较期企业流动资金耗费产生的

影响，该公式正好体现了流动资金节约额实现的关键因素是

资金周转加速。对式（1）进行整理，可得：

流动资金节约额=基期销售收入×（比较期流动资金实

际占用率-基期流动资金实际占用率）+（比较期销售收入-

基期销售收入）×（比较期流动资金实际占用率－基期流动资

金实际占用率） （2）

通过式（2）可以看出，流动资金节约额虽然总体上反映

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对流动资金耗费的影响，但从不同的角

度进行分析，流动资金节约额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

分就是式（2）的前半段，此时对流动资金的周转变动影响分

析是以“基期销售收入”为基础，即企业保持基期经营规模不

变前提下的分析，此时实现的节约就是使前期已投入经营的

流动资金减少。第二部分则是式（2）的后半段，此时对流动资

金的周转变动影响分析是以“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销售收

入”为基础，即企业在基期经营规模基础上实现增长的前提

下的分析，此时实现的节约则是减少需要从外部追加投入的

流动资金。结合前文的研究可知，这两部分就是流动资金的

绝对节约额和相对节约额，因此可得出以下公式：

流动资金绝对节约额＝基期销售收入×（比较期流动资

金实际占用率-基期流动资金实际占用率）=基期销售收入×

（比较期流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流

动资金实际平均占用额/基期销售收入） （3）

流动资金相对节约额=（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销售收

入）×（比较期流动资金实际占用率－基期流动资金实际占用

率）=（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销售收入）×（比较期流动资金

实际平均占用额/比较期销售收入-基期流动资金实际平均

占用额/基期销售收入） （4）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绝对节约额的实现只源于资金周

转速度的加快，对其进行分析有利于企业合理利用现有流动

资金；而相对节约额的实现则是企业经营规模增加和资金周

转加速合力的结果，对其进行研究则有助于企业的筹资决

策，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为企业的管理提供依据。因此，将二者

区别开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当然，如果流动资金周转速度不是加快而是变慢，那么

依据上面的公式计算得到的就是流动资金的浪费额，它同样

存在着绝对浪费和相对浪费之分。若各项计算结果为负数，

则表示企业实现了资金节约；若计算结果为正数，则表示企

业的资金被浪费。

五、结语

对于企业而言，在分析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过程

中，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应当与其他相关指标一样重要。但

原有的研究结论显示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当现有流动资金

减少时才产生绝对节约，同时认为只要没有从企业外部追加

新的流动资金投入就是实现了相对节约。事实是这一观点未

正确区分两种节约形式产生的基础从而混淆了两种节约形

式。流动资金的绝对节约与相对节约虽然都源于资金周转速

度的加快，但实现的基础不同，具体的表现也不同。前者是在

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的数据比较结果，即生产规模不变

时，资金周转加速会使参与企业经营的已有流动资金减少并

退出，因而能够产生绝对节约的效果。后者则是在生产规模

扩大基础上的数据比较结果，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经营规

模扩大部分因资金周转加速而减少从外部增加的流动资金，

从而产生相对节约的效果。

也就是说，当企业规模保持不变时，只要资金周转速度

加快，就会实现绝对节约。但是由于规模增长是在原有规模

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企业经营规模增长的条件下，资金周

转加速既能实现绝对节约，又能实现相对节约。但此时的绝

对节约资金由于并未退出企业而是继续参与经营，容易被误

认为未实现绝对节约；同时绝对节约资金参与经营又减少了

所需的外部追加资金，也容易被误认为实现了相对节约。这

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区分，以真正体现流动资金节约额指标

在资产分析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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