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31 财会月刊·15·□

隐性财务资本内涵探究

【摘要】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变迁，财务资本价值贡献的核心由凸显

有形实体财务资本向凸显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无形、隐性财务资本转变，隐性财务资本在企业价值创

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文献尽管对智力资本、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声誉资本等隐性财

务资本的财务价值创造机理和估值管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究，但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展开隐性

财务资本基本理论的研究。对隐性财务资本的基本理论研究尚呈空白，首次探索性界定隐性财务资本的

概念，以期对隐性财务资本的内涵进行较为深入的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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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论上源自资本结构理论体系自身无法破解的

“资本结构之谜”、财务价值决策实践中源自我国企

业经济效益扭曲的“哈哈镜效应”、企业价值隐性流

失的“漏斗效应”、我国央企负责人EVA绩效考核

时对WACC处置的“一刀切效应”等诸多管理实践

面临的巨大挑战，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显性实体

资本导向的财务价值决策进行深刻反思：财务学基

于资本价值创造导向进行各种财务决策的核心命题

可能更多地强调并关注显性实体资本价值创造，由

于估值技术限制无法将隐性财务资本反映在财务报

表中，财务学较少考虑甚至忽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

隐性财务资本巨大的价值创造功能，可能是引发理

论上存在“资本结构之谜”，实践中出现“哈哈镜效

应”“漏斗效应”“一刀切效应”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针对隐性财务资本内涵、特征、类型、显性化等基础

理论研究的空白现状，强化隐性财务资本基本理论

研究，为破解“资本结构之谜”，消除“哈哈镜效应”

“漏斗效应”“一刀切效应”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分

析思路和研究路径。

Drucker（1993）认为，由企业雇员拥有的各种专

业生产知识和能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形成的

各种关系资本、客户资本是企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可

持续价值创造最关键的核心驱动力。Blair（1978）的
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有形实物资本对企业市场价

值贡献度为 80％，关系资本、客户资本等特殊无形

资本贡献度仅为20％，20年后两者逆转的贡献度比

为 1∶4。谢羽婷（2007）对国内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与市场价值（MV）差值的实证结果表明：联想公司

的MV-BV 差值为 550.79亿元，海尔公司的MV-
BV差值为 555.19亿元。MV-BV差值越大，关系资

本等特殊无形资本价值“溢出效应”就越大，价值创

造贡献度就越大。这些特殊的无形资本本质上就是

收益实现不确定的隐性财务资本。截至目前，相关研

究文献对隐性财务资本基础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呈空

白。因此，本文拟对隐性财务资本的概念、内涵进行

深入探讨。

二、界定隐性财务资本概念的前提

1. 规范隐性资本、隐性成本、隐性资本成本概念。

（1）隐性资本。马克思（1972）认为资本是能够为

企业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源要素价值。闫甜（2008）认
为经济学中的资本是一种有形和无形资源的集合

体，公司财务学中的资本就是量化在资产负债表中

的现金流。可见，资本是指具备交易价值的一种特殊

商品，资本供求双方持有资本的动机是在资本保值

的基础上谋取增值额或者谋取能够超过资本无风险

报酬的收益。因此，隐性资本就是凭借现有的测度方

法、技术对那些不确定的预期收益或利得不能够精

确测度进而无法估算、预测预期报酬率的资本。

（2）隐性成本。对隐性成本的概念可从企业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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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因素、现有测度技术、成本的本质（与决策是

否相关）、显性成本（表内成本）四个方面相结合的思

路来界定。不能够完全控制的、动态变化的企业内外

环境因素是隐性成本产生的必要条件；不能够完全

被现有测度技术精确测定而无法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是隐性成本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看，隐性成本与财

务价值决策相关联，是一种决策相关成本；和表内显

性成本相比较，隐性成本的最显著属性是无法将其

反映在财务报表中，是一种表外成本。因此，隐性成

本是指潜伏在不能够完全控制的、动态变化的企业

内外部环境中，不能够完全被现有测度技术精确测

定而无法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但与财务价值决策相

关联的表外不确定成本。

（3）隐性资本成本。资本市场有效时，资本供求

双方在动态博弈中就会实现资本需求方期望的最低

收益率和资本供给方期望的最低报酬率之间的均衡

状态。资本成本就是这种均衡状态下无风险利率与

风险补偿率的和。事实上，资本供给方期望的最低报

酬率、资本需求方投资时期望的最低收益率都是一

种估算值，是借助现有估值技术对风险市场上资本

交易价格进行估算的结果，实际估算值和预期报酬

率、期望收益率之间存在误差，因此资本成本的实际

估算值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隐性。可

见，隐性资本成本就是资本的隐性交易价格，是资本

供给方期望的报酬率和资本需求方期望的投资收益

率在有效资本市场上动态博弈均衡时的交易价格。

2. 隐性财务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分。隐性财务

资本与无形资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既存在共

性又有区别，具体如右表所示。

三、隐性财务资本的概念及内涵

基于前述分析，可将隐性财务资本界定为：和显

性表内财务资本相对应、相联系的表外财务资本，是

在缔结创造企业价值的隐性财务契约时，企业不同

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由于契约约定承担的责权利不

同，因此在财务价值决策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主体出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财务行为而引发的潜伏

在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各个财务价值决策环节，能

够影响企业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财务价值决策实

践，而且必须借助特定的财务估值技术进行科学估

算的不确定性财务战略要素资本，体现着在隐性财

务契约作用下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隐性财务

关系。因此，隐性财务资本具有如下内涵：

1. 隐性财务资本和显性财务资本在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过程中共同构成基于企业财务价值创造的

财务资本。这表明隐性财务资本的隐性首先体现在

和显性财务资本的动态相互比较中，抛开显性财务

资本这一比较标杆和参照系，就无法刻画、描述和度

量隐性财务资本的“隐性”，同时，隐性财务资本也就

失去了其普遍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显性财务资本之

所以显性是因为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在对其进行

会计核算的过程中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会

计流程后可以将其归集在生产成本、制造费用、期间

费用等相关会计科目中，再通过科目汇总后以表内

资本形式具体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用以反映企业某

一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企业

不同利益相关者就可以借助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

息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财务价值决策，从而实现不

同利益相关者预期的财务目标。

而企业财务价值的创造是在表内显性财务资本

和表外隐性财务资本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知

识经济时代，不能够精确估值的声誉资本、客户资

本、关系资本等隐性财务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

有更大的贡献度，比能够精确估值并反映在表内的

基本关系

共

性

区

别

财务表现
形式

财务价值
创造

财务价值
决策

财务活动
时间

财务活动
空间

财务内容

财务表现
形式

财务报表
披露

财务契约

财务本质

财务内容

隐性财务资本

相互独立基础上的相互联系

除表内无形资本外，两者都具有无形、隐
性的共同特点

都是知识经济时代能够实现企业价值可
持续增长的战略要素资本

都与财务价值决策紧密相关，能够实现
财务价值决策的目标：财务价值最大化

反映在财务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财
务活动时间呈现连续性、长期性

贯穿于不同企业不同类型的财务价值决
策的各个财务活动空间

人力资本、客户资本、关系资本、品牌资
本、声誉资本等表外资本

无形、隐性

只能在表外反
映

隐性财务契约

收益不确定

整个资产负债
表

无形资本

表外无形资本无形、隐
性；表内无形资本可核
算、显性

存在表内核算披露和表
外反映两种形式

表内无形资本遵循显性
财务契约；表外无形资
本遵循隐性财务契约

表 内 无 形 资 本 收 益 确
定；表外无形资本收益
不确定

只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
左边

隐性财务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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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财务资本发挥着更大的价值创造作用，甚至在

某种程度上直接制约着企业创造价值的大小和能力

的高低。现有财务估值技术的限制致使难以精确估

算隐性财务资本及其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但特定

会计期间财务报表的相对稳定性使得隐性财务资本

只能在表外进行反映和披露。就此意义而言，构成企

业财务资本的表外隐性财务资本和相对应的表内显

性财务资本在企业可持续价值创造的财务决策活动

中实现了资本的保值增值。

2. 隐性财务资本收益估值具有不确定性。立足

于财务报表，隐性财务资本收益就是隐性财务资本

的财务价值，是一种需要借助各种财务估值模型进

行估算的表外收益。一方面，各种财务估值模型的局

限性制约着对隐性财务资本收益的精确估算，使其

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现行财会制度导向下，

如果要将财务资本收益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其必须具

备确定性。基于上述分析，隐性财务资本收益是一种

不确定性表外收益，可以从隐性财务资本财务价值

创造、财务价值估值、财务价值管理三个层面进行评

价和衡量。风险本是一种不确定性，但风险不是反映

不确定性的唯一方法。基于此逻辑，风险资本和隐性

财务资本都是不确定性资本，但隐性财务资本不完

全是风险资本。因此，度量风险资本收益的模型不一

定就能够精确估算隐性财务资本收益。

Markowitz（1952）最早构建了衡量不确定性收

益和风险之间关系的“均值—方差”模型，后续研究

者借此思路相继提出了估算收益不确定资本的各种

估值模型，如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法、套利定价法、三

因素法、四因素法和剩余收益法等。尽管这些估值模

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估算收益不确定资本的预

期收益，但其相对合理性决定了对收益不确定的隐

性财务资本估值是一个持续的动态演进和完善的过

程。因此，隐性财务资本本质上是收益不确定的财务

资本，隐性反映出其测度技术和方法的有限性。

3. 隐性财务资本是签订隐性财务契约关系的

利益相关者在创造财务价值的财务活动中隐性关系

的体现。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价值创造活动中的利

益博弈是一种缔结和履行财务契约的博弈，尽管隐

性财务契约是一种“约定俗成”或“相互默认”，其缔

结时可能不会像显性财务契约那样会对博弈各方的

责权利进行明文约定，也可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

制约束力。但如果企业没有履行隐性财务契约中约

定的相关责权利，企业现有的客户就会选择以显性

或隐性的方式背离企业，其产生的“蝴蝶效应”无疑

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声誉资本，其后果是在增

强竞争对手对企业的竞争能力、降低企业持续创造

价值能力的同时还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比如，

在知识经济时代，顾客导向和企业声誉资本的维护

与提升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随着客户对企业产

品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企业生产同质产品只能导致

产品市场份额下降、企业持续竞争能力弱化，进而影

响企业预期现金流入，加大企业面临财务状况恶化

的隐性风险。可见，隐性财务资本体现了企业财务价

值创造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隐性财务契约

关系，企业价值创造的财务过程隐含着隐性财务契

约的作用机理。

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能够缔结隐性财务契约是

基于对各自不同隐性利益的追逐。隐性利益是隐性

财务契约交易的目标之所在，而隐性财务契约是保

障这种交易利益实现的一种契约，是隐性财务契约

缔约主体基于对缔约客体的财务利益预期而成功实

现其缔约财务目标的途径，是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

者缔结的各种利己隐性财务契约的子集合（如企业

和管理层、员工缔结的福利报酬契约；企业和供应

商、顾客缔结的商品买卖契约等）的并集。对于隐性

财务契约与企业财务价值关系分析，通常从企业管

理者等内部人以及股权人、债权人等外部人与企业

缔结的隐性债务契约、隐性股权契约、隐性福利报酬

契约三方面来研究隐性财务契约对企业价值创造和

分割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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