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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折现率的市场应用与改进
——基于 192 份企业价值评估说明的分析

【摘要】收益法折现率作为企业估值的首要参数，其合理设定对运用收益法评估企业股权市场价值

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研究上交所、深交所2012 ~ 2016年披露的企业价值评估说明，发现收益法折现率相

关参数市场应用与理论间存在数据选取期间、市场口径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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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并购重组已成为企业发

挥优化资源配置、价值发现等功能的重要手段，是推

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国务院、证监会颁布

了一系列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文件，

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引导企业开展并购重组。

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并购市场

共完成 3105起并购交易，其中披露交易金额的有

2469起，共涉及交易金额 18435.53亿元，与 2015年
完成的交易量相比，同比增长24.2%，并购金额同比

增长76.6%，就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

服务业。与此同时，资产评估在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公平交易和规范运作方面的作用日趋重要，2015
年度主板上市公司完成资产重组交易的共 946家，

其中，经过评估的有 696家，占比 73.57%。在 1557份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评估报告中，有1251份资产评估

报告结果均被作为交易定价基础，占比达 80.35%，

较2014年的58.81%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资产评估已

成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交易定价环节的专业依据和

参考。

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收益法逐渐被广泛使

用（宋霞、郭涵予，2013），其在并购重组价值衡量中

的地位不断提升。运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时，折现

率的测算一直是重点和难点，折现率的微小变动就

会引起企业价值的巨大变动。目前实务中主要采用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

（CAPM）模型来测算折现率，一般选取企业的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WACC作为估算企业整体价值的折

现率，而选取CAPM模型测算的股权资本成本作为

评估企业股权价值的折现率。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CAPM模型中很多参数的运用条

件已经成熟（王少豪，2005；尉雪波、谢海艳，2009；高
亭亭、苏宁，2010；张晓东，2011）。评估机构对折现率

相关参数的确定原则已基本达成一致，同一通用性

参数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趋同性（高琳、鲁杰钢，

2011）。折现率作为收益法评估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参

数，其数值的准确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估结

果的准确性，由于一些技术操作方面的差异，在折现

率部分参数的确定过程中会出现较大的偏差，所以

建立相对规范的折现率参数指导体系，将不同评估

机构确定的同类可比参数间的差异引导在合理范围

内，对于真实反映资产的评估价值非常重要。

基于现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背景，本文通过对

上交所、深交所公布的192份企业价值评估说明（剔

除数据缺失的样本）进行统计，阐述收益法在企业价

值评估中的应用现状，对折现率相关参数的市场应

用情况进行研究，指出目前折现率相关参数市场应

用与理论间存在的差异，并提出规范折现率相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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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确定方法的建议，制定细化性指引规则，规范评估

师在数据选取、参数应用方面的具体操作，旨在提高

价值评估的规范性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二、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市场应用

本文通过对上交所、深交所近五年（2012 ~ 2016
年）公布的企业价值评估说明进行统计，发现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所涉及的行业主要为服务业、制造业和

文化业，其中服务业样本共 89份、制造业样本共 45
份、文化业样本共14份。在企业价值评估中，评估方

法的选择、折现率相关参数的确定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评估价值，本文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阐述其在当前市场的应用现状。

1. 企业价值评估的主流方法是收益法。本文将

上交所、深交所近五年（2012 ~ 2016年）公布的企业

价值评估说明剔除了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剩

下的192个有效样本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统

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在 192份企业价值评估说明中，所选用的评估

方法主要为资产基础法、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结合、

市场法与收益法结合，其中有 126个样本选用资产

基础法与收益法结合作为评估方法，有23个样本选

用市场法与收益法结合作为评估方法，有 1个样本

选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因此共有 150个样本选

用收益法作为评估方法。在最终的评估结论中，以资

产基础法作为最终采纳方法的样本共有70个，占总

样本的36.46%，与2010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企业价

值评估方法选择研究（岳公侠等，2011）结果相比，以

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方法的比例由

54%下降到 36.46%；以市场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采

纳方法的样本共有10个，占总样本的5.21%，以市场

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采用方法的比例由 1%上升到

5.21%；以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采纳方法的样本

共有112个，占总样本的58.33%，以收益法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采用方法的比例由 45%上升到 58.33%，说

明收益法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衡量中的地位不

断提升，逐渐成为企业价值评估的主流方法。

2. 收益法评估主要采用间接法。运用收益法评

估企业价值，有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种方法。直接法是

指直接利用股权现金流量和权益资本成本计算股权

价值，而间接法则通过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和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计算企业整体价值，再扣除付息债务价

值后得到股权价值。

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150份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样本中，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样本有136份，占

比 90.67%，评估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的样本有 14份，

占比 9.33%。在总样本中，92.67%的样本采用间接法

进行评估，仅有 11份样本采用直接法进行评估，占

比7.33%。

3. 间接法评估股权价值的思路。间接法评估股

权价值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企业自由现金流估算投入

资本价值，在考虑非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价值的基

础上，从投入资本价值中扣减付息债务价值，计算出

股权价值。企业自由现金流包括归属于股东和付息

债务债权人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现金流量，与股权

现金流（直接法）相比，其不需要考虑收益期内付息

债务水平的增减变动。在目前我国评估环境下，间接

计算股权价值可能比直接计算股权价值更合适（俞

华开、王传军，2011）。间接法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股权价值=投入资本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投入资本价值=明确预测期企业现金流现值+
连续价值现值

投入资本价值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根据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WACC折现的结果，WACC为不含税

盾折现率，只要投入资本价值保持不变，则其不随资

本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但WACC的测算难度较大，

它涉及诸多企业外部参数的选择，而这些参数与社

评估客体

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

股东部分
权益价值

合计

占比

具体方法

直接法

8

3

11
7.33%

间接法

128

11

139
92.67%

合计

136

14

150
100%

占比

90.67%

9.33%

100%
选用方法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
+市场法

收益法+
市场法

合计

占比

最终采纳方法

收益法

1

96

15

112
58.33%

资产基础法

35

30

5

70
36.46%

市场法

1

1

8

10
5.21%

合计

35
1
1

126

6

23

192
100%

占比

18.23%
0.52%
0.52%

65.63%

3.13%

11.97%

100%

表 1 评估方法选用情况统计

表 2 收益法评估客体及具体方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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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市场环境密切相关。税后WACC的基本模

型为：

WACC= E
D+E Re+

D
D+E Rd（1-T）

在WACC模型中，权益资本成本Re的确定具

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为无风险收益率、企业的风险程

度（β系数）与市场平均风险报酬率的乘积及企业特

定风险系数三者之和。虽然目前国内有很多关于

CAPM模型的理论研究，但CAPM模型在国内的实

证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Re的计算公式为：

Re=Rf+β（Rm-Rf）+Rc

从基本理论模型中可以看出，CAPM模型的应用

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无风险报酬率Rf的测

算；二是风险溢价Rm-Rf的估计；三是企业的风险程

度系数β的测算；四是企业特定风险系数Rc的测算。

三、收益法折现率相关参数的市场应用

在间接法评估模型中，折现率相关参数主要有

资本结构、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和所得税税

率。目前，资本结构、债务资本成本和所得税税率的

实际应用与理论基本达成统一，其中明确预测期通

常为5年，占比58.67%，明确预测期后企业现金流量

将保持稳定或者稳定增长。资本结构可以选择企业

自身资本结构及可比公司资本结构，即最优资本结

构，实务中很大一部分（占比 47.33%）选择最优资本

结构（邓先军，2013），但轻资产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企

业自身的资本结构（张勇，2013）。债务资本成本Rd

通常（占比 68.42%）采用被评估单位付息债务的平

均年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相比，其更能反映被评估

单位真实的债务成本（杨红祥，2015）。所得税税率一

般为25%，占比54%，其他大多数为享受企业所得税

税收优惠的企业。

然而，基于评估人员素质、评估机构惯例、数据

来源和理论研究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部分折现

率相关参数的实际应用与理论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

差距。在CAPM模型中，无风险收益率Rf通常根据

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来计算，但对于所选国债的剩余

期限仍存在一定的差异；β系数大多数通过Wind或
者同花顺 iFind数据库导出可比上市公司的β值，加

以去杠杆化和加杠杆化，但对于可比上市公司数量

和追溯期的选择尚未统一；市场风险溢价主要是通

过历史数据计算过去的风险溢价水平得到（李永刚，

2015）；公司特定风险系数主要是通过评估人员与可

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主观判断出被评估单位的特

定风险系数。

1. 无风险收益率。通过对评估说明中无风险收

益率计算方法的统计（见表 3），采用国债到期收益

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的样本有 144个，占总样本的

96%，主要原因是国债利率较于银行利率更稳定，应

采用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李胜坤，

2006）。其中，选择 10年期以上国债的样本共 75个，

选择10年期国债的样本共41个，仅有6个样本采用

其他方法确定无风险收益率，占比4%。

2. β值。β值在CAPM模型中作为衡量市场系统

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当前评估实务中，β值主

要根据一定数量的可比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等数据资

料进行计算，然后进行去杠杆化和加杠杆化调整作

为非上市公司的β值。对于被评估对象β值的测算，

可比公司数量的选择在各评估机构间仍存在差异，

在所统计的企业价值评估说明中，部分选择具体数

量的可比上市公司来测算β值，占比52.67%，其他则选

择整个市场的同类上市公司测算β值，占比47.33%。

在可比公司数量的选择上，统计结果表示（见表

4）有 79份评估说明选择具体数量的可比公司来测

算β值，37.97%的样本选择可比公司的数量在5家及

以下，其中以 4家居多，37.97%的样本选择 5 ~ 10家
可比公司，24.06%的样本选择10家以上的可比公司

来测算β值。

Rf计算
依据

国债
利率

其他

合计

国债类型

距基准日
剩余年限
10年期以

上

75
6

150

10
年
期

41

5
年
期

15

5年
期以
上

5

中
期

3

中
长
期

5

合计

144
6

150

占比

96%
4%

100%

表 3 无风险收益率计算方法统计

注：“其他”包括使用香港15年期债券、美国国家无风
险收益率等。

可比公司数量

合计

占比

5家及以下

30
37.97%

5 ~ 10家
30

37.97%

10家以上

19
24.06%

合计

79
100%

表 4 具体数量可比公司统计

可比公
司数量

合计

占比

沪深A股同
类上市公司

54
76.06%

沪深300同
类上市公司

11
15.49%

同行业
上市公司

6
8.45%

合计

71
100%

表 5 整个市场可比公司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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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统计的评估说明中，有71份评估说明选择

沪深A股、沪深300等整个市场的可比公司来测算β
值，其中76.06%的样本选择沪深A股同类上市公司，

15.49%的样本选择沪深 300同类上市公司，而选择

沪深整个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来计算β值的样本较

少，仅占总样本的8.45%。

β值的测算主要是通过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

所以选择适当的追溯期时间间隔非常重要。通过评

估说明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追溯期时间间隔的选

择，不同评估机构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在测算β值时（见表6），追溯期时间间隔在0 ~ 4
年的样本有 73个，占总样本的 48.67%，其中大多数

样本的追溯期为 100周；有 64个样本选择 5年作为

追溯期时间间隔，占比42.67%；时间间隔在6 ~ 10年
的样本有 8个，占总样本的 5.33%；选择评估基准日

当天的可比上市公司数据测算β值的样本有3个，占

总样本的2%。

3. 市场风险溢价。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主要是

对历史风险系数进行修正调整（徐爱农、葛其泉，

2010）。表 7中市场数据采用沪深 300指数的样本有

66个，占总样本的44%；采用上证综合指数作为数据

来源的样本共 53个，占比 35.33%；采用美国市场加

国内风险溢价的样本共 20个，占总样本的 13.33%，

仅有11个样本选择其他方法，占总样本的7.34%。在

运用收益法评估的总样本中，共有 60%的样本采用

几何平均法计算市场风险溢价，有 40%的样本采用

算术平均法计算市场风险溢价。

4. 公司特定风险系数。公司特定风险系数是指

其他与可比公司无关但与被评估企业相关的额外风

险所要求的回报率（陈留平、程静，2014）。考虑公司

特定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CAPM模型是根据可比

上市公司数据来计算非上市公司的折现率，存在个

体风险上的差异。在所统计的企业价值评估说明中，

大多数样本都明确说明被评估对象的特定风险系

数，其均值为2.38% ，主要分布在1% ~ 5%之间。实务

中大多数是评估师根据被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观

判断其特定风险系数或者通过线性回归方程计算特

定风险系数。

四、折现率相关参数的应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实务中对于折现

率相关参数的应用，仍存在期限过短、口径不一致等

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折现率的测算结果。以

下通过对其实际应用与理论间存在的差异进行总结

和思考，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

1. 选择剩余期限长的国债。在确定无风险收益

率时，存在很多选择 5年期国债等剩余期限较短的

国债的情况，如果国债的剩余期限较短，则将会面临

到期与再次投资，再次投资时会增加再投资风险。另

外，投资期限较短的国债的收益率很容易受到短期

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会加大无风险收益率测算的

不稳定性。选择剩余期限较长的国债可以避免再投

资风险和短期内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选择剩余期

限较长的国债作为无风险收益率测算基础比较合

理，目前实务中多数选用10年期或10年期以上国债

的到期收益率测算无风险收益率。

2. 规范市场风险溢价测算过程。在测算市场风

险溢价时，大多数做法是，先求得每一个测算周期的

市场投资回报率，然后直接减掉评估基准日的无风

险收益率。这种做法会使得两个参数之间的时间跨

度不一致，导致测算数据没有可比性。实际上，采用

历史市场风险溢价法进行股权风险溢价测算时，是

对追溯期内每一个测算周期的市场风险溢价求平均

值，而不是测算每一个测算周期内的市场整体收益

率，所以在测算每一个周期内的市场风险溢价时不

仅需要测算出市场整体收益率，还需要测算出与这

个周期相对应的无风险收益率，对二者之差求平均

值得到市场风险溢价，所以需要保证市场风险溢价

测算中市场投资回报率与无风险收益率计算周期口

径一致。另外，还需要保证市场风险溢价测算与β系
数测算的标的指标口径一致。

2. 保证标的指标的统一性。通过统计企业价值

时间间
隔（年）

合计

占比

评估
基准日

3
2.00%

0 ~ 4年

73
48.67%

5年

64
42.67%

6 ~ 10年

8
5.33%

10年
以上

2
1.33%

合计

150
100%

Rm-Rf

计算依据

沪深300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美国市场+国
内风险溢价

其他

合计

占比

计算方法

几何平均

41
36

7

6
90

60%

算术平均

25
17

13

5
60

40%

合计

66
53

20

11
150

100%

占比

44.00%
35.33%

13.33%

7.34%
100%

表 6 追溯期时间间隔统计

表 7 市场风险溢价计算方法统计

注：“其他”包括采用香港恒生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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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说明发现，有的样本在计算市场风险溢价时选

择沪深300指数，但在测算β值时却选择沪深A股或

者其他指数，这样会降低折现率的合理性。运用

CAPM模型进行折现率测算时必须保证各个参数

之间具有相关性且口径一致，β系数是衡量被评估

公司与市场整体股权风险溢价相关性的参数，市场

风险溢价和β值都需要根据整个市场风险收益情况

来计算，所以保证两个参数取值的口径一致尤为重

要。如果测算市场风险溢价时选用的标的指标是沪

深 300，则测算被评估公司β值时需要选择沪深 300
指数进行回归。总之，数据口径一致才能保证折现率

测算结果的合理性。

4. 提高β值测算结果的稳定性。统计结果表明，

在2012 ~ 2016年存在大量的样本在测算β值时选择

的追溯期时间间隔仅为 100周甚至更少的时间，这

样会导致β值测算结果不准确。β系数衡量的是未来

预期的状况，通过回归测算的β值是运用历史数据

预测未来，其需要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测算，所

以充足的样本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量选取较长

的追溯期能保证β值的稳定性。目前相关研究的结

论表明至少应当选择距评估基准日 5年（250周）左

右甚至更长的时间作为测算β值的时间间隔。

5. 降低主观偏差造成的影响。公司特定风险系

数主要通过对评估对象本身的财务状况、规模大小

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进行分析，然后与可比上

市公司进行比较，依据可比上市公司的风险和评估

人员的主观判断来确定。这种方法测算出来的特定

风险系数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同时由于个人的

主观偏差，可能会造成对同一家公司的特定风险系

数测算结果不一，从而影响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如果

引入客观方法，则可以有效地降低偏差造成的影响。

目前关于公司特定风险系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

规模溢价，所以选择回归方程来计算公司的特定风

险系数，可能会使测算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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