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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业绩对标应用研究
——以 F 集团为例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传统业绩评价体系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而受到经济增加值越来越

多的挑战。以F集团为例，分析经济增加值在企业业绩对标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具

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发现，无论是经济增加值还是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F集团与行业标杆企业间存

在较为显著差异，但是F集团的经济增加值呈现递增趋势，且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亦呈逐渐提高趋

势。通过计算分析可知，随着公司战略转型深化，战略效应逐渐显现，F集团在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之后，

新的核心竞争力和业绩增长点逐渐培育形成并发力，经济增加值稳健、持续增长，公司业绩与标杆企业

的差距将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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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

但是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传统业绩评价体系，仅仅考

虑债务资本成本，没有考虑资本占用成本，不能反映

公司真实经济价值。为克服这一缺陷，美国思腾思特

咨询公司于1982年提出经济增加值（EVA）指标，该

指标是一种综合考虑了税后营业净利润和产生这些

利润所需资本投入总成本的企业绩效财务评价方

法，它较以往的财务评价指标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成

本因素，并从企业创造股东财富这一根本目的出发，

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经济价值。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传统业绩评价体系

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而受到经济增加值越来越多的挑

战。2010年，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全面推行经济增加

值考核，目的是通过引进新的考核办法和企业管理

理念，进一步引导中央企业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和科

学发展水平。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业绩对标管理，

有助于深入分析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提升

公司运行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真正实现战略

目标和价值创造最大化。因此，研究基于经济增加值

的业绩衡量方法在企业业绩对标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增加值概述

（一）经济增加值的内涵

经济增加值表示公司的税后经营净利润扣除全

部资本成本（债权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后的余

额，该指标全面考虑了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从企业创

造股东财富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全面而真实地反映

了企业的经济价值。

如果EVA为正值，说明投资者获得的收益大于

承担的成本，实现价值创造；如果EVA为负值，说明

投资者获得的收益未能弥补承担的成本，未实现真

正价值创造，即使会计利润为正，也只是虚盈实亏。

本文借鉴国资委EVA考核办法，计算公式如下：

经济增加值=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成本=税

后净营业利润-资本占用×平均资本成本率

其中：税后净营业利润=净利润+（利息支出+
研究开发费用调整项+资产减值损失-非经常性收

益调整项×50%）×（1-25%）
资本占用=平均所有者权益+平均负债合计-

平均无息流动负债+约当权益资本-平均在建工程

资本成本率=（股权资本/全部资本占用）×股权

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全部资本占用）×税后债务

资本成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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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调整项目说明

依据经济增加值原理，在计算EVA时，需要对

企业税后营业净利润和投资资本进行会计调整，排

除不同会计程序和处理方法对两者造成的影响。若

要精准计算EVA，则需要进行164项的会计调整，然

而在实际工作中，巨大的工作量虽会提高研究结论

稳健性，但是会降低研究结论时效性。根据重要性和

谨慎性原则，在充分考虑公司经济业务的性质和规

模的情况下，多数公司一般只需要进行 5 ~ 10项会

计调整就可以达到相当的准确程度。同时，对会计调

整项目的选择是准确和简便之间的权衡，同时，不同

公司性质、不同公司规模、不同组织形式和不同发展

时期下的会计调整项目都是不一样的。一般主要根

据重要性原则、可影响性原则、可获得性原则、可理

解性原则及现金收支原则来选取会计调整项。

本文充分考虑 F集团业务性质和业务经营范

围，税后经营业利润会计调整选取一次性付款但收

益期较长的费用、利息支出、非经常性收益调整项、

会计准备和递延税款五个项目；资本占用的会计调

整选取无息流动负债、在建工程、会计准备、递延税

款四个项目。

三、研究设计

企业业绩对标管理需要筛选与 F集团所处行

业、业务规模、业务性质等相同或相似的标杆企业，

通过剖析标杆企业的共性特征，构建行业标杆的基

本框架，为提高公司业绩水平提供行业标准。

（一）样本选取

标杆企业的选取一般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公司业绩卓越，尤其是在基准化的指标方

面，它们应是行业中具有最佳实践的领先企业。

第二，标杆企业被瞄准领域应与本企业成本部

门有相似的特点。选择标杆的范围首先是竞争对手

及其他有潜力的公司，也可以在同一行业或跨行业

企业中一个相近的部门。标杆的选择一定要具有可

比性并且管理实践是可以模仿的。

第三，标杆企业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剖析标杆企

业内在发展共性，必须取得标杆企业发展数据，因此

数据可获得性是标杆企业选取的重要标准。

基于以上原则，结合F集团产融一体化的特点，

本文选取了五家与 F集团业务结构相似、业绩突出

的多元化集团公司作为标杆企业，这六家企业分别

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复星国际有限

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

司、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期间是 2010 ~ 2016年。对标企

业财务数据来源于各公司历年年报；债务资本成本

用3 ~ 5年期中长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表示，数据来

源于Wind资讯；资本成本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法（CAPM）计算得出。

四、基于经济增加值的公司业绩对标

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体系，经济增加值反映了

企业的真实的盈利水平。通过比较 F集团与标杆企

业在 2010 ~ 2016年的经济增加值，不仅可以明确企

业是否真正实现价值创造，还可以直观认识到对标

企业与标杆企业在业绩方面的差距。下文从经济增

加值和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两个层面进行对标

分析，明确F集团在行业内的业绩水平和行业地位。

（一）经济增加值对标

如表 1所示，本文计算了 6家对标企业 2010 ~
2016年的经济增加值。由表1可知：第一，2010 ~ 2015
年间，中国平安、恒大地产和新希望的经济增加值连

续为正值，并保持持续增长，表明企业真正实现盈

利，为股东创造价值。第二，F集团、复星国际和中信

股份，由于在此期间进行战略调整，经济增加值出现

正负变化。其中，F集团在2010 ~ 2014年的经济增加

内容
年份

F集团

中国平安

复星国际

恒大地产

中信股份

新希望

2010年

-791.18
58422.53
3296.02
9177.40
2154.14
1314.84

2011年

-800.10
49001.49
1985.52

13698.45
2126.14
2321.93

2012年

-225.03
26169.27
2783.53

11686.97
705.32

1529.15

2013年

-134.63
34006.64
5415.73

19353.29
47576.16
1366.83

2014年

-227.56
61921.27
3908.12

20222.61
-72183.77

1429.20

2015年

206.12
103655.75
-2042.25
20531.73

-89622.07
2475.66

2016上半年

-1556.68
5078.22

-10562.62
7.41

-182097.89
312.95

表 1 2010~2016年F集团和5家对标企业的经济增加值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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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为负值，虚盈实亏，2015年转为正值，实现价值

创造；复星国际在 2010 ~ 2014年的经济增加值为正

值，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而2015年转为负值，来实

现真正盈利；中信股份在 2010 ~ 2013年的经济增加

值为正值，实现价值创造，在 2014年和 2015年的经

济增加值均为负值，为虚盈实亏状态。第三，从横向

角度对比分析，F集团的经济增加值与其他标杆企

业经济增加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平安的经

济增加值屡居于首位；从纵向角度分析，F集团经济

增加值呈现持续增加状态，2015年由负值转为正

值。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这段时期，公司实施战略

转型，资本支出较大，负债上升，导致经济增加值为

负值，但是随着战略效应逐渐显现，业绩增长点形

成，经济增加值连续增长，这表明F集团战略调整具

有准确性和前瞻性。

（二）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对标

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是经济增加值的相对

指标，是经济增加值与资本总额的比值，该指标反映

每单位资本投入所产出的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的

资本回报率越高，意味着企业资本利用效率越高，单

位资本创造价值越高。如表 2所示，本文计算了 6家
对标企业的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水平。

内容
年份

F集团

中国平安

复星国际

恒大地产

中信股份

新希望

2010年

-4.58%
10.46%
4.48%

20.96%
1.72%

16.50%

2011年

-4.71%
4.42%
2.07%

17.47%
1.47%

15.06%

2012年

-1.06%
1.42%
2.99%

10.93%
0.42%
8.52%

2013年

-0.48%
1.48%
4.85%

11.95%
26.43%
6.25%

2014年

-0.54%
2.29%
1.92%
8.01%

-1.73%
5.52%

2015年

0.33%
3.29%

-0.67%
5.29%

-1.77%
25.33%

2016上半年

-1.70%
0.14%

-3.11%
4.12%

-3.14%
1.04%

表 2 2010~2016年F集团和五家对标企业的EVA资本回报率

通过2010 ~ 2016年6家对标企业的EVA资本回

报率数据可知：第一，中国平安、恒大地产和新希望

的EVA资本回报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是呈现一

定分化。尽管中国平安的经济增加值绝对量处于行

业领先水平，但是EVA回报率低于恒大地产和新希

望，表明其资本利用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增加值的

增加更多得益于资本规模的增加；第二，从横向角度

对比分析，F集团的EVA资本回报率与其他标杆企

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从纵向角度分析，F集团的

EVA资本回报率呈现持续增加状态。

（三）经济增加值对标结论

从横向对比分析，无论经济增加值，还是经济增

加值的资本回报率，F集团与标杆企业存在较为显

著差异；从纵向对比分析，F集团的业绩呈现递增状

态，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以上分析表

明，尽管 F集团业绩与标杆企

业存在一定差距，但是随着公

司战略转型逐步地深化，战略

效应逐渐显现，新的业绩增长

点逐渐形成并发力，经济增加

值稳健、连续增长，公司业绩不

断提高，与标杆企业差距不断

缩小。

五、企业经济增加值驱动因素对标

寻找经济增加值的价值驱动因素是缩小对标企

业与行业标杆企业差距的重要方法。在前文对经济

增加值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内容

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即从

盈利能力（财务指标）、盈利的可持续性（成长能力）、

营运能力、资本结构和现金流量五个方面，对企业经

济增加值驱动因素进行对标分析，并深入分析对标

企业经济增加值驱动因素的竞争力水平。

（一）企业基本情况对标

通过对企业基本情况分析，可以了解企业目前

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司基本的发展方向，便于剖析

企业发展的内在问题。

表 3是六家企业的基本情况描述。通过对这六

特 征

历 史

资本规模

行业地位

组织规模

发展速度

发展战略

F集团

较长

较小

快速发展

精简

保持快速增长

发展型

中国平安

较长

巨大

全球领先

庞大

平稳，较缓

稳定型

新希望

较长

较小

国内领先

精简

平稳

发展型

复星国际

短

较大

国内领先

复杂

平稳

发展型

恒大地产

短

较大

国内领先

复杂

平稳

发展型

中信股份

长

巨大

全球领先

庞大

平稳

发展型

表 3 六家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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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基本情况的分析可知，F集团发展历程较长，

企业发展动能衰退，核心竞争力逐步减弱，业绩增长

点逐步减少，但战略转型和调整后，通过培育新的核

心竞争力和业绩增长点，企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

度，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无论从其组织规模

还是从资产规模来说，相较标杆企业而言，F集团存

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实力差距较为明显。

（二）企业财务指标竞争力对标

为了便于对经济增加值的财务驱动因素的竞争

力进行对标分析，本文计算了相关财务指标数据，通

过雷达图进行对标分析，将总分值定为 8分，分为 5
个等级：8表示最好，7表示较好，6表示差，5表示较

差，4表示很差。计算结果如图所示。

根据图中企业经济增加值的财务驱动因素竞争

力对标分析可知，在成长能力方面，F集团表现优

异，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得益于公司战略转

型。随着战略转型不断深化，传统业绩增长点逐渐消

失的同时，新的业绩增长点逐渐形成并发力，公司快

速稳健地成长；在营运能力和资本结构方面表现适

中；在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方面表现欠佳，这与F集团

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F集团目前处于发展阶段，

企业业务量快速增长，营运资本和其他资产的需求

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实体经营现金流量为负值，同

时，在战略调整和转型时期，新旧业绩增长点处于交

替状态，传统业绩增长点逐渐消失，新业绩增长点处

于逐渐形成阶段，从而导致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表

现欠佳。

六、基于经济增加值的公司业绩对标的主要结

论及经验总结

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各标杆企业

抓住机遇，及时进行战略调整，实现了公司稳健、可

持续增长。为实现公司可持续、高速发展，进一步向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集团迈进，F集团应

通过组织企业业绩对标活动，深入分析公司发展现

状及公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

上，归纳总结了企业业绩对标的经验及启示。

（一）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业绩对标的主要结论

基于经济增加值计算结果进行企业业绩对标分

析，可以得出：F集团与标杆企业在业绩方面存在明

显差距，且资本利用效率较低；在成长能力方面显著

优于对标企业，表现出显著优势，但是在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和现金流量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拖累经济

增加值。

从横向角度分析，无论经济增加值，还是经济增

加值的资本回报率，F集团与标杆企业间存在较为

显著的差异；从纵向角度分析，F集团的业绩呈现递

增趋势，经济增加值的资本回报率也呈现不断提高

趋势。以上分析表明，尽管目前F集团业绩与标杆企

业存在一定差距，但是随着公司战略转型深化，战略

效应逐渐显现，新的业绩增长点逐渐形成并发力，经

济增加值稳健并连续增长，公司业绩与标杆企业差

距不断缩小。

通过经济增加值驱动因素的对标分析可知，F
集团在成长能力方面显著快于对标企业，表现出显

著优势，但是在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现金流量方面

存在明显不足，拖累了经济增加值。

（二）提高公司业绩的经验总结

1. 立足企业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制定正确的

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分析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企业

具有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明确其在行

业中定位，并根据企业当前的业务领域和优势资源，

选取合理的业务发展模式。如中信股份的房地产业

务重组。

2. 创新驱动，深入布局互联网金融。对标企业

按照“科技引领金融”理念，推动互联网金融平台建

设，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业务，同时，基于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其他信息技术，加速推进传统

产业与互联网平台结合，打造更为高效的商业模式，

其中中国平安和复星国际的互联网金融布局效果尤

为突出。

对标企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创新驱动，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并利

用逐渐成熟的互联网平台创新客户经营模式和优化

产业结构，如中国平安3.0时代模式；另一方面，依靠

互联网平台，以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造强大的、统一的

后台，实现各业务板块资源共享，如复星国际的“独

经济增加值财务驱动因素竞争性对标分析图

现金流量

盈利能力

成长能力

营运能力资本结构

F集团
中国平安
复星国际
恒大地产
中信股份
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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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兽”战略。

3. 海外布局，整合全球市场和资源。在国内经

济放缓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各对标企业

加强海外布局，整合全球市场和资源，实现业绩稳

健增长，如复星国际实行全球资源的投资模式，中

信股份坚持走出去战略并进行海外投资，新希望加

强海外布局等。一方面，在当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产能过剩的大环境下，海外布局帮助公司在海外新

兴市场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公司借助海

外运营平台，积极开展海外投资与融资活动，把全

球范围的优质产业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与中

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对接，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全球化

发展。

4. 人才保障是公司发展核心。公司成功的关键

在于战略、文化和人才的有效结合。各对标企业均

强调人才保障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以新希

望和复星国际表现尤为突出。总结这两家企业成功

的经验可知，两家企业主要通过加大招聘力度、明

确定位和优化人才激励方案三个方面推行人才策

略。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选聘专业知识丰富，运

作能力、职业操守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员工，实

现人员的合理配置，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员

工绩效。

5. 注重品牌维护和建设，提高公司声誉。集团

公司多元化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对外集团以统一的

品牌形象，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的金

融服务。优质的集团品牌必然是在集团多元化经营

充分获取协同效应的基础上创建与维护起来的。一

个统一而又强势的品牌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整体

声誉，对外在客户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对内还能

使不同业务岗位的员工对品牌形成统一的认知，为

不同领域的子公司开展合作、联合营销提供基础。

如平安集团形成平安银行、平安证券、平安信托等

平安系集团公司，各机构通过统一的品牌，提高公

司声誉，提高公司价值，不仅减少了品牌建设投资，

同时还增加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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