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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

【摘要】我国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比重不断攀升，金融化现象日益严重，应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

深入思考。合理的金融化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防范财务支付危机，但金融化率过高会导致公司资产周转速度下降、代理成

本上升、资金闲置、效率达不到应有水平，股东应加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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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金融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现象

近年来，我国一些制造业、服务业等上市公司大量从事

金融资产交易，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以洋河股份

为例，该公司 2009年 11月上市，2011年开始购买理财产品，

截至2012年2月21日，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

共计 36.8亿元。根据其 2015年年报数据，洋河股份货币资金

为 470779.65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 112512.28万元，分

别占总资产的37.95%和9.07%。再看五粮液，该公司多年以来

不仅没有有息负债（又称“带息负债”，指需要支付利息的债

务，主要包括银行借款、公司债等），而且是“存款大户”。从五

粮液的 2015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其货币资金为 263亿元，

已经达到总资产的 50.19%。从其历年财务数据可以看出，这

家酿酒公司的资产结构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融资产

比重增大，固定资产等专用性资产比重较小。一些学者把这

种现象称为非金融业公司的金融化现象。

非金融业公司的金融化是指，非金融业公司将其资源大

量配置于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金融资产上以瓜分金融业利

润的行为。蔡明荣与任世驰（2014）认为，企业金融化分为两

个层面：从行为角度看，这是公司采取的一种偏重于资本运

作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公司资产更多地运用于投资活动

而非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结果的角度看，公司的利润更

多地来源于非生产经营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运作，追求单纯的

资本增值而非经营利润。笔者认为，非金融业公司生产经营

过程中正常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以及用于预

防意外、维持日常运转的现金，都不属于“金融化”范畴。美国

学者詹姆斯·范·霍恩（1998）将广义的现金划分为三类：Ready

Cash Segment（狭义现金部分），Controllable Cash Segment（可

控现金部分），Free Cash Segment（自由现金部分）。笔者倾向

于认为，自由现金部分（或称“自由现金存量”）属于“金融化”

范畴，其他两类属于非金融业公司正常业务活动开展所必备

的现金，不属于“金融化”范畴。

在美国，1952 ~ 2008年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比重

平均值从25.3%上升到41.1%，同期利息所得和分红所得占税

前利润的平均比例从8.9%上升到16.1%（赵峰，2010）。从可口

可乐公司年报也可以看出金融化的痕迹：2013 ~ 2015年，可

口可乐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短

期投资和权益性长期投资四项资产共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

为39.12%、39.45%和36.03%。

非金融业公司金融化行为发生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

然趋势呢？张文中（2004）提出了企业金融化的四大动机，即

趋利动机、资金约束动机、理财需要动机和战略调整动机。从

宏观环境来讲，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是实业资本与虚

拟资本在盈利上的财务不公平引起的，实业利润不断下降促

使实业资本流向金融资产以瓜分金融业的丰厚利润。从微观

企业角度看，有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是出于缓解融

资约束的目的，比如新希望等上市公司热衷于控股、参股银

行，以方便在适当之时获得急需的银行贷款；而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在内部人控制的环境下，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将公

司的自由现金流量低效地配置于金融资产上，以便管理层能

够随意开支现金。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因为超募而暂时性产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市公司员工收入与资本回报财务公平测度研究”（项目编号：13BJY015）；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多元共治模式倒逼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项目编号：2016cx031）



□·4·财会月刊2016.34

□学术交流

过度金融化，或者是实际控制人在财务上过于稳健而过度持

有货币资金从而导致金融化。

总之，鉴于上市公司中高比例的“内部人控制”治理结

构，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将会是证券市场的普遍现

象，股东应该充分认识金融化之利弊并在公司过度金融化时

采取措施加以治理。

二、非金融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定量考察

对于如何衡量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目前学

术界有三种观点：金融分配比重法、金融利润比重法和金融

资产比重法。

1. 金融分配比重法。众所周知，现代公司很少采取实物

股利分配方式，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股票回购（严格意义上

不属于股利分配，但不少实证研究专家认为其有股利分配类

似效应）等方式是最常见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企业采取金

融形式进行分配，但这不是金融化。因为，金融化的本质是企

业稀缺财务资源在实业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而

股利分配只是解决财务资源衍生物（或者说财务成果）采取

何种方式回报股东问题。如果按照金融分配比重法的逻辑，

一家公司当年不分红则金融化率为零，另一家公司净利润全

部分配则金融化率为 100%。这种金融化率计算方法没有任

何实践意义，它无法说明这些公司财务资源在实业资本与虚

拟资本之间的合理配置情况。

2. 金融利润比重法。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可能有部分带来

固定收益，也有可能从事炒股、炒汇、期货交易带来亏损，如

果稳健投资带来的收益不足以抵补冒险投机投资带来的亏

损，那是否可以说该公司金融化率为负？显然不可以。因为公

司实际上进行了实业资本之外的金融投资，即有实业资本与

虚拟资本的财务资源配置问题，明显存在金融化行为，其错

误在于过程与结果的混同。所以，用金融投资的结果来衡量

金融化水平是不合理的。

3. 金融资产比重法。笔者比较赞同以金融资产比重法来

衡量金融化水平，因为它体现了财务资源在实业资本与虚拟

资本之间的配置问题。金融化率公式如下：

金融化率=（货币资金-短期有息负债+交易性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总资产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等作为企业持续经营

所必备的资产，虽然属于金融类资产，但不属于金融化的资

产。货币资金全部作为金融化资产也不妥，因为出于交易性、

临时性资金需求的目的，企业也会预留实业资本。笔者建议

从货币资金中扣除短期有息负债（具体包括短期银行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因为公司预留实业资本很大

程度上是为了偿还近期的有息负债。依据这一公式，测算出

19家白酒类上市公司2015年年末的金融化程度（金融化率）

如表1所示：

顺鑫农业金融化率为负数，奇怪的是，这家公司一方面

有近25亿元的货币资金，另一方面短期借款高达28亿元，相

当于用自己的钱承担很高的利息费用。这种“三高”（高存款、

高贷款、高资金成本）现象在我国企业集团中并不罕见，亟待

公司进行财务资源整合。∗ST皇台、沱牌舍得、金徽酒这三家

上市公司因短期借款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多，金融

化率出现负数，短期财务支付压力大。

金融化率是否存在正常范围？自由现金流量的提出者迈

克尔·詹森（1986）认为，存在正的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如果

没有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就应该把剩余的现金返还给股

东，否则就容易引发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上

市公司金融化率过高，很可能是由于自由现金流量未足量分

配给股东引起的，如低效地配置于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资

产上。笔者认为，根据核心能力理论，除非企业有意转型，否

则其主要资本应该配置在经营活动上，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率

不宜超过20%，否则即为过度金融化。

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金融化之效果与治理

非金融业上市公司过度金融化的物质基础是自由现金

流量被公司截留形成的自由现金存量。张功富（2007）实证研

究发现，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显著地进行更多的过度投

资，但它们并未将全部自由现金流量用于过度投资，而是仅

以其中的18.92%用于过度投资，更大比例（55.16%）的自由现

金流量以金融资产的形式持有。虽然学术界对非金融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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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化的认识存在分歧，但笔者认为，由于金融化资产

产生的收益是可以单独计量的（公式如下），如果金融化资产

收益率低于股东要求的投资报酬率，股东应该对上市公司不

合理的过度金融化行为进行治理。

金融化资产带来的收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本期发生额+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净收

益+汇兑净收益

出于稳健方面的考虑，公式中金融化资产带来的收益口

径宽，涵盖了已实现、可实现和未实现的收益。对上述白酒行

业金融化率超过 20%的上市公司进行效率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可以看出，这些过度金融化的白酒业上市公司金

融化资产报酬率除泸州老窖达到10.45%外，其他均低于7%，

有三家上市公司甚至连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率都达不

到（2015年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经过 4次调整，最高 2.75%，

最低1.75%）。

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如果股东认为

金融化资产报酬率过低，可以采取如下治理措施：

1. 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明确下达股东要求达到的最低报

酬率，并在业绩评价中体现出股东意志。长期以来，我国一直

以利润总额或税前利润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财务指标，这类

指标最显著的缺陷是不考虑企业占用股东资本的机会成本。

虽然，近年来中央企业将经济增加值融入了业绩评价体系，

并将经济增加值权重上升到40%，但是很多内部人控制的上

市公司管理层只有“利润表管理”意识，没有“资产负债表管

理”意识，把股东投入企业的资本当成“免费的午餐”。为了解

决权益资本软约束问题，建议股东大会向管理层明确下达股

东要求的最低报酬率，对于金融化资产较多的上市公司，可

以按营业活动和金融化活动分别下达。《中央企业负责人经

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规定：中央企业权益资本报酬率原则

上定为 5.5%；对军工等资产通用性较差的企业，权益资本报

酬率定为 4.1%；资产负债率在 75%以上的工业企业和 80%以

上的非工业企业，权益资本报酬率上浮0.5个百分点。地方国

资委也应结合各地情况和行业实际向所属国有企业明确下

达股东要求达到的最低报酬率。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也可以参

照去做，以维护股东的正当权益。

2. 发挥上市公司治理作用，对上市公司低效的金融化行

为进行制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设有监事会、独立董事、审

计委员会等相关治理结构。对于上市公司过高的金融化水平

和过低的金融化效率，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应加以

关注，必要时可以借助社会审计对金融化资产配置必要性及

低效率进行审计。

3. 加强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的建设。笔者注意

到，上述过度金融化的白酒业上市公司有一个共同的财务现

象，即“无杠杆”现象。这些上市公司的有息负债，包括短期借

款、长期借款、公司债均为零。完全无有息负债自然无财务压

力，也必然造成财务松懈。为什么这些上市公司不利用财务

杠杆？作为饮料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可口可乐却一直使用很高

的财务杠杆。根据可口可乐公司年报数据，2013 ~ 2015年的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带息债务分别为 0.41、0.36和 0.36。

笔者认为，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不愿意使用财务杠杆跟“新

兴加转轨”市场下我国上市公司普遍缺乏激励机制有关。如

果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不线性相关，就容易产生消极

财务行为，比如贪图享受、回避风险等。建议上市公司建立与

每股净利、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和股票市值挂钩的经

营者薪酬体系，奖勤罚懒，使经营者切实站在股东角度思考

如何不断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盈利质量，积极利用财务杠杆

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4. 完善资本市场。要遏制上市公司的过度金融化行为，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也很重要。Shleifer和Vishny（1993）的研

究发现，高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更易成为并购的目标。Harris

和Raviv（1988）研究认为，当公司面临被收购的威胁时，管理

者会随时将自由现金流量返还给股东，从而避免由“钱多”所

引发的并购动因。笔者建议，国资委可以考虑降低部分国有

控股公司的并购门槛。在“猎食者”（raiders）的外部环境下，拥

有大量低效配置的金融化资产的上市公司会面临被并购威

胁，自然会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或者将自由现金流量回

报给股东。另外，建议在修改《公司法》时借鉴国际做法，考虑

适当降低股票回购门槛，在征得债权人同意以及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前提下，允许有自由现金存量

的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这样可以减少资金在组织中的闲

置或低效使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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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率

51.91%

42.68%

41.87%

41.27%

38.14%

26.19%

25.04%

20.30%

金融化资产报酬率

2.81%

0.16%

4.70%

10.45%

1.69%

2.13%

6.48%

0.78%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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