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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国有企业集团总部对子公司及分部的控制和集分权程度不同，可以将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分为操作

管控型模式、战略管控型模式、财务管控型模式三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企业集团规模不

断扩大，业务不断多元化，财务管控型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选取2009 ~ 2014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利用现金流敏感

系数法验证我国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的，并通过提高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来优化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控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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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控型模式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凭借其雄厚

的资金实力，不断发展关联业务，通过合并、重组及兼并等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随着企业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管理

的层级不断增多，企业集团的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也变得相当

复杂。

近年来，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针对国有企业集团关联部门，即母公司和子

公司及分部管理控制的研究较少。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

扩大，如果企业集团内部运行及沟通效率缺失和资源配置效

率低下，国有企业集团将无法发挥其优势。可见，只有正确选

择合适的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对子公司及分部进行有效

的管控，才能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盈利能力，从而提升国

有企业集团的国际竞争力。

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定义：第

一，狭义的定义，即只涉及总部对其所属子公司的管控模式。

第二，较广义的定义，它不仅包括总部对其所属子公司的管

控模式，而且包括如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还包括对总部及

子公司进行角色定位和职责的划分，以及对公司组织架构具

体形式的选择和全面管理体系的建立。第三，更为广义的定

义，在确定公司管控模式时，还需要考虑相关的外部因素，包

括人力资源战略和管理信息系统等因素。

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按照总部对其子公

司及分部的集中、分权程度及其所控制的内容与方式的差

异，可以将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划分为三大类：操作管控

型、战略管控型以及财务管控型模式。操作管控型模式是一

种高度集权的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比较注重管理的过

程。战略管控型模式既有集权的特点也有分权的特点，是集

权和分权进行折中后的一种管控模式，这种管控模式的特点

和主要方式是程序控制。财务管控型模式在三种模式中是分

权程度最高的管控模式，这种管控模式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比

较强调结果控制。

二、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管控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选择国有企业集团管控模式时需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

环境两个方面考虑。国有企业集团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

一，国有企业集团的管控模式当然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法律和法规等。由于外部环境主要是通过

企业的发展战略等内部环境因素影响国有企业管控模式的

选择，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对国有企业管控

模式的影响。

1. 产权关系。按照控股、参股及协作关系可以将国有企

业集团与其子公司的关系分为三个层次。把国有企业集团总

部作为核心，国有企业集团总部与其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可分

为紧密层、半紧密层及松散层三种国有企业集团产权关系。

紧密层类型的产权关系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集团的绝对控

股公司、全资子公司和相对控股公司，国有企业集团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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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战略规划和企业文化等方面来选择合适的管控模式。

半紧密层产权关系主要是针对参股和相对控股的下属公司，

国有企业集团一般会选择财务管控型模式。松散层类型的产

权关系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集团通过契约协作发生关联业

务的公司，对于这种类型的产权关系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管控

模式。

2. 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国有企业集团总部对未来的发

展做出战略性的全局规划，可以分为单一业务战略和多元化

战略。对于单一业务战略国有企业集团一般会采取操作管控

型模式，而对于多元化战略国有企业集团主要采取财务管控

型模式。

3. 企业规模。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集团总部的管理幅度

和范围也是不同的，对于规模较小、子公司及分部比较少的

国有企业集团一般适合于操作管控型模式；而对于规模比较

大、业务比较复杂的国有企业集团，总部会考虑将权力下放

到子公司，从而采用财务管控型模式。

4. 子公司及分部管理水平。国有企业集团子公司及分部

管理部门越健全，管理团队越成熟，管理水平越高。这种情况

下国有企业集团多采用分权型管控模式，财务管控型模式多

数情况下会被采用。

5. 业务重要程度。当子公司及分部所经营的业务在整个

国有企业集团战略规划中的地位越重要，特别是子公司及分

部所经营的业务在集团中处于核心地位时，国有企业集团就

越会采用操作管控型模式。

（二）财务管控型模式选择的情景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市场经济制度不断

完善，企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企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大型

国有企业集团不断涌现，特别是通过同一控制人形成的系族

国有企业集团也不断增多。

首先，国有企业集团总部对分部及子公司的控制多采用

控股形式，而且国有企业集团总部一般情况都会保留核心业

务，这会使更多的国有企业集团采用财务管控型模式。其次，

伴随国有企业集团的不断发展，规模也不断扩大，子公司及

分部业务不断多元化，这也使得国有企业集团优先采用高效

率的财务管控型模式。再次，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及业务日

益成熟，子公司及分部的员工素质和业务的熟练程度及管理

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而这些因素也使得国有企业集团会更多

地采用财务管控型模式。可见，财务管控型模式在国有企业

集团管控模式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被普遍采用。

（三）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财务管控型模式的

关系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和财务管控型模式在功能

上是相同的，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及企业

竞争力。内部资本市场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减少融资成本、优

化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财务管控型模式主要是总部负责财

务控制、资产管理、投资预决算，并对子公司进行监督控制。

集团总部还可以对外部的其他企业进行收购、合并及兼并

等，子公司需要完成总部制定的各项财务目标，总部通过这

些财务目标对子公司进行监督控制。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可以作为财务管控型模式

有效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内部资本市场能将子公司及分部的

资源集中起来，通过共享资源信息，对比资源的配置效率，将

资金投向收益最高的子公司。当内部资本市场运作越是高效

时，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控型模式运行越是成功。为了更好

地实施国有企业集团财务管控型模式，需要提高国有企业集

团内部资本运作效率，下面笔者将对我国国有企业集团内部

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进行检验分析。

三、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有效性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每年都在发生变化，导致各年

的系族国有企业集团也各不相同。根据收集到的样本数据，

笔者发现系族国有企业集团中有的上市公司可能从系族中

脱离，而有的系族国有企业集团中则可能会增加新的上市公

司。按照同一实际控制人，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逐年筛选，具

体过程如下：

1. 样本选取。选取2008 ~ 2014年在沪深上市的所有国有

上市公司，从中将金融、证券板块的上市公司剔除，这类上市

公司财务报表股权结构特殊，与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财务数

据差异较大，在回归分析中容易对总体结果产生影响；将样

本中被标记为 ST类的样本数据剔除，是因为这类企业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现较差，与其他正常企业相比不具有代

表性，选入样本会影响分析结果。

2. 数据处理。导入Excel表，通过筛选各国有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将同一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归为一个系族国

有企业集团。数据中若出现政府部门作为若干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也会形成一个系族企业集团。但是，由于这些作为

实际控制人的政府部门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具有特殊的使命，

资本利用往往缺乏市场利益的驱动，这部分系族国有企业集

团也不是本文的研究样本。同时，对样本中一些异常值进行

剔除，对于数据严重缺失的上市公司也进行剔除。经过筛选

后，得到系族国有企业集团总计 313家，国有上市公司合计

1005家。

（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测度方法

1. 测度方法选择。刘新绍（2012）对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效

率直接研究测度模型进行了改进，将以销售收入为基础的现

金流敏感法改进为以分部资产回报率为基础的现金流敏感

法，即基于上期资产回报率的现金流敏感系数法（CFSa），能

够更好地体现投资意义。这里引入时间滞后因子，是因为在

进行资本投资决策时，采用上一期的现金流回报能力来反映

投资机会。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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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各代码的具体含义见表1。

上式中，若计算的结果CFSa大于 0，则表示企业内部资

本市场有效；反之，则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无效。

尽管我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现行会计准则，但我国的上

市公司在年报中对分部信息的披露还不完善，有的披露了分

部交易信息但是不规范，披露的方法和格式都不统一。要想

对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总体有效性进行评价，需要获

取大量的样本和数据，特别是涉及 2008 ~ 2014年 7年的所有

沪深国有上市公司的批量样本数据时，采用国有上市公司分

部的数据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在使用基于资产回报率的现

金流敏感系数法时需要对样本数据做进一步处理和完善。

2. 测度方法的完善。在研究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

时，理论上应将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作为一个整体，

对国有上市公司分部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测度，鉴于国有上

市公司分部信息披露的问题，在数据的获取上存在困难，仅

仅选取几家或一家不具有代表性。本文将所选取的国有上市

公司按照实际控制人进行归类，将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所有

国有上市公司组成一个整体，称为系族国有企业集团，严格

来说是广义的系族国有企业集团。而将这些广义的系族国有

企业集团下属的每家上市公司视为一个分部，通过以上处

理，便可以用本文所采用的模型对我国2008 ~ 2014年样本国

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测度。

3.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评价方式。本文对样

本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有效采用两种方式进行

评价，即：对样本个别国有上市公司以及整体的有效性分别

进行评价。一是根据样本国有上市公司计算现金流敏感系数

CFSa，若CFSa大于0，则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有效；若

CFSa小于 0，则国有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无效。二是根据

国有上市公司现金流敏感系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现

金流敏感系数的每年分布均值判断总体的有效性。为了进一

步判断样本总体的有效性，还对现金流敏感系数正负进行统

计，计算效率值为正的样本占总样本国有上市公司数量的比

重，当该比重大于等于 50%时，则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

场总体有效。

（三）样本上市公司总体分布统计

从表 2中可以看出，每个企业集团内拥有上市公司数量

平均为2 ~ 4个，2009 ~ 2011年企业集团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

逐年递增，平均个数为 2.91、3.08和 3.33。其原因可能是随着

我国经济的增长，企业通过重组和兼并等方式组成了多元联

合集团，这样在数据中表现为系族企业集团的数量逐年增

多，大型企业集团拥有更多数量的上市公司。2012 ~ 2014年

企业集团拥有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保持稳定。

（四）全部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评价

本文基于上期资产回报率的现金流敏感系数法，对1005

家国有上市公司组成的313家系族国有企业集团分别计算现

金流敏感系数，将计算的 313家系族企业集团的CFSa值，通

过Spss20.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表3可知，全部样本所有

的CFSa均值为 0.0002308，均值为正数，因此，国有企业集团

内部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的。从各年描述性统计来看，各年

的均值也都为正数，说明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是能够

有效配置资源的。

通过计算 2009 ~ 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系族国

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得出有效组占比总体达

到 62.79%（如表 4所示）。已有研究数据表明，2003年和 2004

年我国系族企业集团有效比为56.06%，2004 ~ 2008年五年间

我国系族企业集团有效比分布在49% ~ 61%。通过对比发现，

我国系族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在逐步提

高，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企业规模不断增大，越来越重视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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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为

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国

有企业集团“走出去”成为一种趋势。面对不断扩大的企业规

模及复杂的企业组织结构，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有企业管控

模式来提高企业效率，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国有集

团管控模式的理论和文献进行回顾，本文对国有企业集团管

控模式三种类型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财务管控型模

式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国有企业集团发展。而内部资本市场作

为财务管控型模式有效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其效率越高，国

有企业集团管控型模式就越能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价值也会

随之提高。

本文选取 2008 ~ 2014 年 1005 家国有上市公司组成的

313家系族国有企业集团分别计算现金流敏感系数，通过基

于上期资产回报率的现金流敏感系数法模型，检验发现我国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是总体有效的，但是也有部分国

有企业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应加强国

有企业集团财务管控模式建设，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不断完

善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提高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

市场的效率。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建议在国有

企业内部建立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具有信息优势和有效的监

督职能，在企业集团中发挥着集中管理资金、缓解融资约束、

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利用财务公司调度资金、优化资源配

置的特点，提高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从而优化国有企业集团

财务管控型模式。内部资本市场有无效率可以通过集团总部

的资金流向进行判断，若总部资金流向资源配置效率高的分

部或子公司，则说明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的，否则是无效的。

这种定量判定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也为优化国有企业集团

财务管控型模式提供了参考。

（二）展望

由于我国财务法规对企业分部数据披露没有严格要求，

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只能以国有企业集团各子公司

的数据替代，若采用分部数据则更为准确，但披露分部数据

的公司很少。要想将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作为国有企业财务管

控型模式的组织和实施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集

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因素，后续将对这方面进行

深入研究，从而优化国有企业财务管控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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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计

总样本数

53

53

51

53

51

52

313

有效组数
样本数

36

32

25

36

26

33

188

无效组
样本数

17

21

26

17

25

19

125

有效组占比

67.92%

60.38%

49.02%

67.92%

50.98%

63.46%

60.06%

表 4 各年CFSa大于或小于零的分组统计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

N

统计量

53

53

51

53

51

52

极小值

统计量

-0.001906

-0.003605

-0.004088

-0.002313

-0.001587

-0.001198

极大值

统计量

0.007096

0.005115

0.003548

0.004254

0.001550

0.001643

均值

统计量

0.00041817

0.00035153

0.00008376

0.00033925

0.00006018

0.00013248

0.00023080

标准差

统计量

0.001495608

0.001410339

0.001211945

0.001049085

0.000558562

0.000475182

偏度

统计量

2.324

0.664

0.204

0.683

-0.238

0.294

标准误差

0.327

0.327

0.333

0.327

0.333

0.330

峰度

统计量

7.600

3.351

3.731

3.797

1.523

2.085

标准误差

0.644

0.644

0.656

0.644

0.656

0.650

表 3 各年样本现金流敏感系数描述性统计

改革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