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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退出倍数法的理论框架

及其在周期性公司估值中的应用

【摘要】从应用背景、基本思路、模型推导、应用步骤、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系统构建退出倍

数法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周期性公司估值实例对退出倍数法进行模拟应用和提出具体建议。研究发现：

退出倍数法特别适用于周期性公司估值和部分增长性行业公司估值；假定退出时点的确定、退出倍数的

选择与测算、可比对象的选择等是退出倍数法的应用重点与难点；退出倍数的口径、可比对象价值比率

的计算时点，以及对价值类型和评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把握等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周期性公司；公司估值；退出倍数法；收益法；市场法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9-0053-6

陈 蕾（副教授），于 田

周期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且转

型升级态势凸显。由于周期性公司收益波动性大，其

估值参数的预测较一般公司存在更多困难，这导致

周期性公司估值成为国内外评估界一直以来的难题。

在选择适用性较强的收益途径（Income Approach）
对周期性公司进行估值时，其投资回收期较长、产品

价格变动幅度大等特征，使得利用两阶段永续模型

评估第二阶段收益额容易出现较大偏差。对此，在周

期性公司第二阶段的收益额难以预测的情况下，可

以考虑采用退出倍数法对常规的收益法模型进行改

进，以提高周期性公司估值的有效性。

立足于公司估值领域，郜志宇（2011）提出可以

合理运用退出倍数法，对矿业企业进行价值评估，并

对退出倍数法的大致思路与应用步骤进行简要描

述。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投资价值

评估课题组（2016）对退出倍数法的适用范围进行适

当补充，并提出退出倍数法的具体计算模型。此为当

前关于退出倍数法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依据，有关退

出倍数法的较为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理论剖析与模

拟应用在现有研究中尚未涉及。

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应用背

景、基本思路、模型推导、应用步骤、适用范围和注意

事项等方面系统地构建退出倍数法的完整理论框

架，结合周期性公司估值实例对退出倍数法进行模

拟应用并提出具体建议，以此为公司估值的方法选

择和使用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周期性公司估值的实

务操作提供参考。

一、退出倍数法的理论框架

（一）退出倍数法的应用背景

两阶段永续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当前的公司估

值中。通常情况下，在预期收益额较为确定的第一阶

段以后，目标公司达到或近似达到稳定状态，其在第

二阶段的收益额可能是永续年金形式，也可能是永

续增长形式。此时，两阶段永续模型可以进一步分为

两阶段永续年金模型和两阶段永续增长模型，分别

用公式表示为：

P= （1）

P= （2）

式（1）、式（2）中，P 为目标公司评估值，Rt为未

来第 t个预测期的收益额，A为第n年以后的稳定收

益额，Rn为第n年目标公司收益额，gn为n年后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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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长率，r为折现率，t为收益预测期，n为收益预

测期限。

但是，目标公司在第二阶段可能未达到或未近

似达到稳定状态，在第二阶段的预期收益额剧烈波

动或者缺乏显著特征的情况下，如果仍采用两阶段

永续年金模型或两阶段永续增长模型，可能无法合

理体现目标公司在第二阶段的收益水平。此时，可以

尝试将市场法的估值思路融入收益法估值体系以解

决这一难题。也就是说，在收益额较为确定的第一阶

段预测期，仍采用将各年收益额折算为现值进行加

总的收益法进行估值；在收益额难以预测的第二阶

段，则按照谨慎性原则，以目标公司退出变现为假

设，采用市场法模拟估算目标公司在退出时点的可

变现价值，使股东利益得到合理保障，进而计算得到

目标公司价值。

（二）退出倍数法的基本思路

退出倍数法正是基于以上应用背景被提出的。

不难看出，退出倍数法本质上是收益法和市场法的

综合运用：在第一阶段的收益预测期，采用收益法预

测目标公司的收益现值合计值；在收益预测期后，不

再采用永续年金模型或永续增长模型第二阶段的计

算方法，而是假定目标公司在明确预测期的最后一

年年末，以在市场上进行出售的方式收回投资。在具

体的估值技术上，采用市场法对可比公司或可比交

易案例进行分析，测算目标公司在退出时点的退出

倍数，再乘以与该倍数的价值关联指标的预测值，将

计算结果与第一阶段的收益现值合计数相加，进而

得到目标公司价值。

这里所谓的“退出”，是指假设公司将在市场上

进行出售，以此种方式收回投资；“退出”不同于公司

清算，仅是公司产权发生转让，公司将由买受方继续

经营。所谓“退出倍数”，是指在假定退出时点，应用

市场法估值时公司价值关联指标的估值倍数，即价

值比率；通常是通过修正可比公司或可比交易案例

的价值比率得到目标公司的退出倍数。

（三）退出倍数法的模型推导

应用收益法评估资产价值时，在已知未来若干

年后资产价格（Pn）的条件下，有以下计算公式：

P= （3）

如果将式（3）用于公司估值，则Pn即终值，表示

目标公司在第n年年末退出的可变现价值。

应用市场法评估公司价值时，可以通过可比公

司的价值比率，分析调整得到目标公司价值比率，然

后以此价值比率乘以目标公司的价值关联指标，从

而计算得到目标公司价值。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P=I×
P0
I0

=I×X0 （4）

式（4）中，I为目标公司价值关联指标的预测值，

P0为可比公司价值关联指标的对应数值，I0为可比

公司价值，X0为可比公司价值比率。

根据退出倍数法的基本思路，将第一阶段的收

益法与第二阶段市场法模型相结合，在式（3）和式

（4）的基础上，假定目标公司在第 n年年末退出变

现，得到退出倍数法基本模型如下：

P= （5）

式（5）中，P为目标公司评估值，Rt为未来第 t个
预测期的收益额，r为折现率，t为收益预测期，n为
收益预测期限，In为退出时点目标公司价值关联指

标的预测值，X为退出倍数。

（四）退出倍数法的应用步骤

退出倍数法应用于公司估值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定目标公司的假定退出时点（n）。退出时

点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对目标公司未来收益的判断。

如果在某一时点以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极大程

度地影响了对收益预测因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则

可将这一时点作为目标公司的假定退出时点。在评估

实践中，应当首先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近期投资计

划、经营风险水平等，确认其预测期和退出时点。

2. 测算目标公司在收益预测期的收益现值合

计数。通过分析目标公司的历史财务数据和预测其

在未来若干年可能的盈利情况，测算各年预期收益

额；此外，在估算目标公司折现率的基础上，将各年

预期收益额折算为现值。根据投资口径的不同，目标

公司的预期收益额可以选择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CFF）、股权自由现金流量（FCFE）、息税前利润

（EBIT）、息税摊销折旧前利润（EBITDA）等不同的

净现金流量或利润指标；目标公司的折现率可以选

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或权益资本成本等。

3. 选择目标公司价值关联指标和作为退出倍

数的价值比率。根据投资口径的不同，采用市场法评

估公司价值时使用的价值比率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全

投资口径价值比率和股权投资口径价值比率。全投

资口径是对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股权投资口径

是对公司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公司股权价值是公司

整体价值扣除债务价值后的金额。在选择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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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关联指标和价值比率时，也需要与目标公司

价值口径保持一致。

价值比率的分子通常反映价值，可以是公司价

值、股价等，分母为主要的公司价值关联指标。对于

价值关联指标，一般根据分析目标公司的具体类型

及财务状况，可以选择息税前利润、息税摊销折旧前

利润、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每股

收益、销售收入等盈利类指标，也可以选择净资产价

值、总资产价值、固定资产价值、每股净资产等资产

类指标，矿业企业还可以选择矿山可开采储量、装卸

量、仓储量等非财务类指标。在这三类价值关联指标

中，盈利类指标和资产类指标较为常用，非财务类指

标适用于特殊行业的公司估值。一般情况下，目标公

司退出倍数的选择需要与价值关联指标相对应。

据此，退出倍数法中常见的退出倍数类型既包

括公司价值/息税前利润（EV/EBIT）、公司价值/息
税摊销折旧前利润（EV/EBITDA）、公司价值/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EV/FCFF）、公司价值/销售收入、公

司价值/总资产价值、公司价值/固定资产价值、公司

价值/非财务类指标等全投资口径价值比率，也包括

市盈率（P/E）、市销率（P/S）、市净率（P/B）、股权价

值/企业自由现金流量（EV/FCFE）、股权价值/非财

务类指标等股权投资口径价值比率。其中，公司价值

和股权价值一般以公司市值为基础计算得到。

4. 计算退出时点目标公司价值关联指标的预

测值（In）。对于盈利类指标和资产类指标在退出时

点的预测值，可以在目标公司收益额预测值的基础

上进行计算；对于非财务类指标在退出时点的预测

值，则需要通过查阅目标公司公开披露的各类报告

及其相关部门的内部研究报告，以及市场调研、实地

调查和访谈目标公司管理层等方法获得。

5. 测算基于价值关联指标的目标公司退出倍

数（X）。目标公司退出倍数主要有两种测算方法：一

种是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通过修正可比公司的价

值比率计算得到目标公司的退出倍数；另一种是采

用交易案例比较法，通过修正可比交易案例的价值

比率计算得到目标公司的退出倍数。在采用上市公

司比较法时，选择的可比公司应与目标公司经营业

务相似且从事该业务已有一段时间、生产规模相当、

未来成长性相当；在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时，选择的

交易案例应与目标公司经营业务相同或相似、成交

日期与评估基准日相近、控制权状态相似，以此尽可

能合理地测算得到目标公司的退出倍数。可比公司

或可比交易案例应选择至少 3家（个）。可比对象价

值比率的计算时点可以是评估时点，也可以是与退

出时点市场特征一致的其他时点，但以前者居多。

6. 计算目标公司评估值（P）。将目标公司收益

预测期的收益现值合计数以及目标公司价值关联指

标的预测值、目标公司退出倍数等代入式（5），可以

计算得到目标公司价值。但如果目标公司存在非经

营性资产或溢余资产，则需要将此评估值再加上评

估基准日的非经营性资产评估值和溢余资产评估

值，以此作为目标公司价值的最终评估结果。

（五）退出倍数法的适用范围

综上可知，只要是第一阶段预期收益额较为确

定，而第二阶段预期收益额波动剧烈或者缺乏显著

特征的公司估值，均可采用退出倍数法。退出倍数法

综合运用收益法和市场法的估值思路，一方面避免

了应用收益法时因公司长期收益难以预测所形成的

估值困扰，另一方面有效利用了较为可靠的短期收

益预期对整体估值合理度的提升作用，降低了在评

估时点直接采用市场法时因可比对象选择不当而可

能产生估值偏差的概率。因此，退出倍数法特别适用

于未来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周期性行

业公司估值。部分增长性行业成长性强、未来收益不

确定性大，并且在实践中真实存在私募股权基金等

择时退出的情形，因此亦可选用退出倍数法进行公

司估值。

（六）应用退出倍数法的注意事项

1. 假定退出时点的确定。在确定目标公司的退

出时点时，如果公司处于收益波动性较强的行业，收

益预测期应当尽可能涵盖当前时点所处的完整收益

周期，尽量避免将退出时点选择在收益周期的波峰

或波谷，这样可以减少收益剧烈波动对退出时点市

场法估值造成的影响，避免对目标公司退出变现价

值的过分高估或低估。

2. 退出倍数的选取与测算以及可比对象的选

择。在利用市场法估算目标公司退出变现价值时，主

要是根据可比公司或可比交易案例的价值比率测算

目标公司的价值比率。市场的有效性、退出倍数的合

理选择以及可比对象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显得至关重要。退出倍数的口径应与目标公司价值

口径及其所处行业特征相一致，对于可比公司或可

比交易案例的选取应满足可比对象的选择标准，据

此通过客观、合理的比较、分析和修正，测算得到目

标公司的退出倍数。

3. 价值类型的一致性。由于退出倍数法结合收

益法和市场法的思路分别计算目标公司在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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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现值合计数与退出变现价

值，而公司估值中的价值类型涉及市

场价值、投资价值等不同类型，因此

在估算不同阶段公司价值时应采用

与价值类型相一致的价值评估方法。

4. 评估报告中的评估方法和

评估假设。退出倍数法中的“退出”

只是一种退出变现的假设行为，因

此在应用退出倍数法进行公司估值

时，应在评估报告中清晰地说明退

出倍数法的基本思路与计算模型，

合理设定关于退出、退出时点、退出

变现价值的具体假设，以避免报告

使用者对评估报告的误解或误用。

二、退出倍数法在周期性公司

估值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退出倍数法特别适

用于周期性公司估值和部分增长性

行业公司估值。本文选择某周期性

上市公司（以下简称“SJ公司”）作为

研究样本，对退出倍数法进行模拟

应用。SJ公司主营钢铁冶炼，金属轧

制设备配件、耐火材料制品、金属结

构及其构件制造，废钢收购与加工

等业务。现拟评估 SJ 公司整体价

值，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12月31日。假设SJ公司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产或溢余资产，下面根据退出倍数

法的应用步骤，分六步对 SJ公司整体市场价值进行

评估：

（一）确定SJ公司的假定退出时点

SJ公司属于钢铁行业，公司收益额波动较为剧

烈。根据 SJ公司发展现状与趋势，SJ公司在 2016 ~
2020年的收益额预期相对确定，但2020年以后不确

定性大幅增加，导致收益额难以判断，所以 2020年
年末是可供考虑的假定退出时点。

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钢铁行业走势进行分析：

钢铁产品年产量通常随市场总需求量的变化而变

动，所以每年粗钢产量及其增长率等钢铁产量指标

的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钢铁行业的周期性

规律。由图1可知，2001 ~ 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及其

增长率变化趋势呈周期性，与 2001 ~ 2015年我国

GDP及其增长率（图 2部分）走势相似，平均 9年左

右为一个周期，2008年和 2015年分别形成两个波

谷。因此，我们推断 SJ公司在 2020年应该处于其收

益增长周期的中段，较大程度上避开了波峰或波谷，

可以选择2020年年末作为SJ公司的假定退出时点。

（二）测算收益预测期SJ公司FCFE及现值

根据 SJ公司经营状况及其 2011 ~ 2015年财务

年报数据，预测第一阶段（2016 ~ 2020年）SJ公司各

年 FCFE，并通过折现率将各年 FCFE折算为现值，

计算得到收益预测期的收益现值合计为 234959.47
万元，具体测算明细如表 1所示。表 1中使用的折现

率是采用WACC模型计算得到，取值为12%。

（三）选择SJ公司价值关联指标和退出倍数

EBITDA相较于其他收益类指标不受利息及税

收的影响，在剔除折旧与摊销后，可以使信息使用者

更清晰地观察企业的经营情况；在选取可比公司或

可比交易案例时，资本结构、税率和折旧摊销政策不

同的可比对象可以在EBITDA的统一口径下对比分

析盈利能力。所以，这里选取EBITDA作为价值关联

指标，选取EV/EBITDA作为退出倍数。

图 1 2001~2015年我国粗钢产量及其增长率走势

图 2 1995~2015年我国GDP及其增长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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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退出时点SJ公司EBITDA预测值

选择 EBITDA 作为 SJ 公司价值关联指标，

EBITDA的计算公式为：

EBITDA=净利润+所得税+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 （6）
根据表 1中 2011 ~ 2015年 SJ公司财务预测数

据，测算 2011 ~ 2015年 SJ公司EBITDA预测值及其

现值，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SJ公司在退出时点的EBITDA预测

值为146943.45万元，EBITDA现值为83375.71万元。

（五）测算基于EBITDA的SJ公司退出倍数

拟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通过修正可比公司评

估时点的 EV/EBITDA，计算得到 SJ公司的退出倍

数。按照可比公司的选择标准，在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中选择四家与 SJ公司经营业务相似、生产规模相

当、未来成长性相当、已有一定存续时间的可比公

项 目

一、营业收入

二、营业成本

减：主营业务税金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

三、营业利润

四、利润总额

五、净利润

加：折旧摊销

减：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本增加额

六、股权自由现金流

加：新增贷款

税后财务费用

减：贷款偿还

七、企业自由现金流

折现率

折现系数

八、收益现值

收益现值合计（经营性资产价值）

2016年

678877.79
605408.74

4978.97
4539.76

25206.71
2300.05

0.00
0.00
0.00

36443.55
36443.55
27332.66
14590.49
1000.00
6522.81

34400.35
0.00

150.76
0.00

34551.10
0.12
0.89

30850.68

2017年

746765.57
637644.68

6501.25
5777.88

37804.95
3240.96

0.00
0.00
0.00

55795.85
55795.85
41846.89
16390.49
1000.00

10985.24
46252.14

0.00
236.21

0.00
46488.35

0.12
0.80

37060.52

2018年

776636.19
633382.07

7996.88
6370.11

42007.73
4690.77

0.00
0.00
0.00

82188.63
82188.63
61641.47
18190.49
1000.00

10036.94
68795.02

0.00
422.79

0.00
69217.81

0.12
0.71

49269.23

2019年

815468.00
637581.36

9720.70
6786.70

46723.70
6700.83

0.00
0.00
0.00

107954.71
107954.71
80966.03
19703.90
1000.00

11095.89
88574.04

0.00
603.75

0.00
89177.79

0.12
0.64

56672.49

2020年

897014.80
692511.45
11048.77
8177.61

50723.39
9120.30

0.00
0.00
0.00

125433.28
125433.28
94074.96
20689.10
1000.00
6889.41

106874.64
0.00

821.07
0.00

107695.72
0.12
0.57

61106.55
234959.47

表 1 2011~2015年SJ公司FCFE及现值测算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净利润

所得税

加：折旧和摊销

税后财务费用

EBITDA终值

折现率

折现系数

EBITDA现值

2016年

27332.66
9110.89
14590.49
150.76
51184.8

12%
0.8929

45702.91

2017年

41846.89
13948.96
16390.49
236.21

72422.55
12%

0.7972
57735.26

2018年

61641.47
20547.16
18190.49
422.79

100801.91
12%

0.7118
71750.80

2019年

80966.03
26988.68
19703.90
603.75

128262.36
12%

0.6355
81510.73

2020年

94074.96
31358.32
20689.10
821.07

146943.45
12%

0.5674
83375.71

表 2 2011~2015年SJ公司EBITDA预测值及其现值测算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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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过分别计算这四家可比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的股权价值、公司价值及EBITDA，
得到各可比公司的 EV/EBITDA。通常选取各可比

公司价值比率的平均值或中位数作为目标公司价值

比率的参考数，这里将四家可比公司 EV/EBITDA
的平均值作为 SJ公司退出倍数（7.29），如表 3所示。

其中，股权价值、公司价值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股权价值=评估基准日股价 ×发行在外股票数

量 （7）
公司价值=股权价值+净负债 （8）

（六）计算SJ公司整体价值评估值

假设 SJ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产或溢余资产，

将 SJ公司 2016 ~ 2020年收益现值合计数 234959.47
万元、退出时点的EBITDA现值83375.71万元、退出

倍数EV/EBITDA取值 7.29等代入式（5），计算得到

SJ公司整体价值评估值为：

P=234959.47 + 83375.71 × 7.29=234959.47 +
607808.93=842768.40（万元）

其中，SJ公司在假定退出时点的退出变现价值为

607808.93万元，整体价值评估值为842768.40万元。

（七）案例分析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案例模拟，可进一步推知：①应用退出

倍数法进行周期性公司估值时，由于周期性行业受

宏观经济影响显著，收益额波动剧烈，准确判断其周

期性拐点比较困难，所以应综合考量公司发展趋势、

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周期性行业走势，以确定合理的

假定退出时点。②通过修正可比公司评估时点的

EV/EBITDA计算得到样本公司的退出倍数不是最

佳选择。因为样本公司在评估基准日正处于收益周

期的波谷，该时点的价值比率可能无法客观体现退

出时点处于收益周期中段的水平，计算所得退出倍

数可能低于退出时点平均水平，因此，更合理的做法

是选取收益周期中段的对应时点计算可比对象价值

比率，或者直接测算价值比率的历史平均水平用于

计算样本公司的退出变现价值。③本案例分别选取

FCFE和WACC作为收益预测期的收益额和折现

率，选择EV/EBITDA作为假定退出时点的退出倍

数，以评估样本公司的整体价值。如果评估的是样本

公司的股权价值，则应分别选取 FCFE和权益资本

成本作为收益预测期的收益额和折现率。在计算样

本公司退出变现价值时，还应扣减退出时点的债务

价值现值，或者直接选择股权口径退出倍数计算样

本公司的退出变现价值。④若样本公司不存在非经

营性资产或溢余资产，则可将经营性资产评估值作

为样本公司的整体价值。若样本公司存在非经营性

资产或溢余资产，则需要将现有评估结果加上评估

基准日的非经营性资产评估值和溢余资产评估值，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三、结论

退出倍数法综合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的估值思

路，为公司估值尤其是周期性公司估值提供了新的

路径。本文从应用背景、基本思路、模型推导、应用步

骤、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系统构建退出倍数

法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周期性公司估值实例对退出

倍数法进行模拟应用和提出具体建议。研究发现：

①恰当应用退出倍数法进行公司估值，一方面避免

了应用收益法时因公司长期收益难以预测而形成的

估值困扰；另一方面，有效利用了较为可靠的短期收

益预期对整体估值合理度的提升作用，降低了直接

采用市场法时因可比对象选择不当而可能产生估值

偏差的概率，从而提高了公司估值的合理性和可靠

性。②退出倍数法特别适用于周期性公司估值和部

分增长性行业公司估值。③目标公司假定退出时点

的确定、退出倍数的选择与测算、可比对象的选择等

是退出倍数法的应用重点与难点，退出倍数的口径、

可比对象价值比率的计算时点以及对价值类型和评

估假设等评估要素的把握等是值得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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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GL公司

SF公司

DF公司

GJ公司

平均值

股权价值

861554.82
609050.00
808916.72
907777.57

公司价值

873331.32
779542.45
994137.72
982438.54

EBITDA
113396.79
96379.10
158011.53
138619.20

EV/EBITDA
7.70
8.09
6.29
7.09
7.29

表 3 2015年12月31日可比公司EV/EBITDA
金额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