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企业并购、企业收购、企业资产重组甚至是海外并购

事件越来越多，并购业务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企业价值评估结果是否准确。因此，研究企业价

值评估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市场

上对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主要有基于资产价值的评

估方法、收益法（现金流贴现法）和市场法。本文旨在

分析上述三种主流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可能

更为客观全面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期权定价

法，并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这种方法同样具有可操

作性。

1. 基于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基于资产价值的

评估方法是基于会计核算思想的一种评估方法，是

指对企业中的各单项资产分别按照账面价值法、重

置成本法等方法进行评估，然后再加总得到企业价

值，该方法简单易行，但却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忽

略了企业价值评估的本质。企业价值评估的本质是

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评估，企业所创造的价

值也是整体协调运作的结果，将企业中按一定组合

组成的各资产拆分开来分别估算明显有悖于企业价

值评估的真实含义，企业价值不等于各单项资产价

值的简单加总。不仅如此，对于“企业价值=固定资

产价值+无形资产价值”，该方法只能评估固定资产

部分，而不能对无形资产价值做出合理估计，因而基

于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即便有

着诸多的局限性，但因为该方法可操作性强，目前仍

是我国企业进行价值评估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

2. 收益法。收益法即现金流贴现法，企业的价

值来源于未来获取的现金流，在考虑货币的时间价

值后有：

Pv=∑
i = 1

n CFi

（1+ r）i +
Pn

（1+ r）n （1）

其中：Pv为企业价值；CFi为第 i年的现金流；r
为无风险利率；Pn为 n年末企业的残值。一般情况

下，为简化分析会假设每期获得的现金流相等，均为

CF，这样就能用CF替换掉式（1）的CFi。从上式中可

以看出，收益法下企业价值取决于期限n、每期的现

金流CFi、无风险利率 r和 n期末企业的残值 Pn。但

一般企业不可能在整个经营期间均保持平稳不变的

发展速度，因此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不可能太准确，

该模型得出的结果带有比较多的主观因素，不同的

评估者得出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

3. 市场法。市场法一般比较适合于被评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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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上市公司且未来现金流难以预测的情况，可以

用同行业同类型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作为参照，对

比被评估企业与参照企业在品牌影响力、区域知名

度、销售额及利润率上的比率系数，得出被评估企业

的市场价值。如果被评估企业没有同行业上市公司，

则可以从同行业相似企业被收购的财务数据中获取

收购价格乘数，然后再以被收购企业的市场份额算

出加权平均后的收购价格乘数，据此评估目标企业

价值。但是，没有两个企业在资本结构和运营模式上

完全一致，因此市场法得出的结果会因选择样本的

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偏差。

4. 期权定价法。实物期权法是一种把金融期权

理论运用于非金融资产定价的方法，通过研究发

现，期权定价理论不仅适用于金融资产的定价问

题，也同样可以运用在非金融资产的定价上。在期权

定价模型中最具有开创性的是著名的Black-Scholes
（B-S）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通过对标的资产的价

格运动做出一定的假设，加上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

了不依赖于主观预期的B-S定价模型，下面将详细探

讨B-S定价模型以及它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

二、期权定价模型

期权是一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的价格买

卖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按其买卖方向可分为

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持有人有权在一定

时间内按约定的价格买入一定数量的标的资产，看

跌期权持有人则有权在一定时间内按约定的价格卖

出一定数量的标的资产。期权的买方拥有权利而非

义务，期权的卖方则只能接受义务。期权的特殊之处

在于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为获得这份

权利，买方需要支付一笔费用给卖方，称为权利金或

期权费，也即期权的价格。通过分析发现，期权与股

权的性质极为相似，股权是对公司资产减去公司负

债后的剩余索偿权，故有：

E（t）=V（t）-D（t） （2）
其中：E（t）为企业股权资本收益；V（t）为企业资

产总额；D（t）为企业负债总额。

由于我国企业实行的都是有限责任制，当企业

债务到期时，如果企业资产价值大于负债总额，则股

东选择清算企业债务并持续经营，此时获得一个正

的股权资本收益V（t）-D（t），相当于在标的资产价

格大于期权执行价格时看涨期权持有者行使期权获

得一个正的收益；如果债务到期时企业资产价值小

于等于负债总额，则股东放弃从债权人手中购回企

业资产继续经营的权利并申请破产清算，此时股权

资本收益为 0，相当于在标的资产价格小于期权执

行价格时看涨期权持有者会放弃行使权利。因此，基

于期权与股权在这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可以用期权

定价的方法给股权定价。

目前，关于期权定价的方法主要有Black-Scholes
期权定价法、蒙特卡洛模拟法、二叉树定价法等。下

面利用著名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法，分别在公

司股票不支付股息、支付固定股息以及支付固定股

息率的情况下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作一些探讨。

1. 不支付股息情况下的股权价值评估。在公司

股票不支付股息的前提下，可以用常规的B-S期权

定价模型来计算企业股权价值。B-S期权定价公式

的假设条件有：①没有交易费用或税收；②证券价格

遵循几何布朗运动且μ、σ为常数；③所有证券都是

无限可分的；④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⑤无风险利

率为常数；⑥交易是连续的；⑦允许卖空标的证券；

⑧标的证券在有效期内不支付红利。

从以上假设条件可以看出，本文的大前提（不支

付股息）符合B-S期权定价模型的假设条件，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运用B-S期权定价模型：

C=S0N（d1）-Xe-rTN（d2） （3）

其中：d1=
ln（S/X）+T（r +σ2/2）

σ T

d2 = ln（S/X）+T（r -σ2/2）
σ T

N（d）=

其中：C表示看涨期权价格（股权价值）；S0表示

标的证券现价（企业资产总值）；X表示期权执行价

格（企业负债总额）；r表示无风险收益率（同期国债

利率）；σ表示标的证券价格波动率（标的资产价值

波动率）；T表示期权的行权时间（债务的期限）。

由式（3）可以看出，看涨期权的价格C取决于标

的证券现价S0、期权执行价格X、无风险收益率 r、标
的证券价格波动率σ、期权的行权时间T这五个参

数。将各个参数用括号中的对应概念替换，则企业股

权价值C取决于企业资产总值S0、企业负债总额X、

同期国债利率 r、标的资产价值波动率σ、债务的期

限T，且除了标的资产价值波动率需要根据企业历

年公布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计算，其他参数都能从

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且不存在需要人为预期设定的

参数，故期权定价法评估的结果客观性较强。

2. 支付固定股息情况下的股权价值评估。以往

用期权定价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的文献中基本

1
2π ∫-∞

d e-
y2

2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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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假定标的证券在期权行权期限内不支付红利，

这也为用B-S期权定价模型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创造了便利。但实际情况是企业债务的持续时间普

遍比较长，因此在这个时间内标的证券不支付红利

的假设不太符合现实。现在取消债务期限内不支付

红利的假设，以期让模型更具有适用性。

假定在债务期间企业股票支付固定股息，且支

付的股息现值为 I0，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则企业股权

价值的表达式可以改写成：

C=（S0-I0）N（d1）-Xe-rTN（d2） （4）
其中：其他参数的含义与式（3）一样，对股息现

值的计算可以引入现金流贴现法的思想，假设公司

债务期限为T年，在每年年末支付固定股息 F给股

东，则有：

（5）

其中：r为贴现率，一般取无风险利率或同期国

债利率。由式（5）可以看出，每年支付的固定股息 F
越大，支付的股息现值总额 I0越大，股权价值C越

小。这与我们的感性认识一致：一只股票分红派息越

多，之后对股票价格的稀释作用越大。

3. 按固定股息率支付股息情况下的股权价值

评估。比较常见的企业分红派息的方式有两种：固定

股息和固定股息率。固定股息是指每年每股派发的

股息固定，是一个数值的概念；固定股息率是指派发

的股息与股本的比率不变，是一个比例的概念。

假定在债务期间企业会定期支付股息，且企业

股票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固定股息率为 q（单位为

年），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则企业股权价值为：

C=S0e-qTN（d1）-Xe-rTN（d2） （6）
其中：q为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固定股息率，其他

参数的含义与式（3）一样。由式（6）可以看出，支付的

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固定股息率 q越大，对标的资产

的折价效应越大，股权价值C越小。这也与我们的感

性认识一致：一只股票的分红派息率越高，之后对股

票价格的稀释作用越大。一般来说，分红派息的方式

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一

般会采用低红利甚至是零红利的方式，处于成熟期

的企业则倾向于采用高红利高股息率的方式。

三、期权定价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

传统的资本评估方法运用于运作良好、经营稳

定且负债比例不大的企业，能取得比较满意的评估

结果，此时可以将现金流贴现法等传统评估方法得

出的结果作为对期权定价法评估结果的参考。但对

于资不抵债的企业来说，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已经

不能合理地估算其价值，从会计核算的角度来看此

时净资产为负数，也就是说此时企业分文不值；资不

抵债的企业经营状况一般趋于不稳定，现金流极少

或现金流波动率大，造成现金流贴现法也无法准确

估计企业价值。但现实中常可以看到一个负债累累

的公司的股价不但不为零，反而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企业股权具有机会价值，

即企业在债务持续期间存在扭亏为盈的可能性。期

权法对应的不仅是企业整体的观点，它更进一步地

探索企业拥有的各种机会价值，是用发展的眼光看

待企业价值。因此，对于机会价值的测度只能采用期

权法，认识机会价值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期权。下面将

分别在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企业资不抵债的情况下

运用实例来分析期权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

1.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的股权价值评估。

（1）不支付股息。例 1：假设有一中型空调上市

公司，其资产总值为1亿元，公司负债总额为5000万
元，债务的平均期限为5年且同期国债利率为10%，

根据历年财务报表数据算出的该公司资产回报率的

标准差为0.2，计算该企业的股权价值。

首先要明确模型中各参数的取值：C=看涨期权

价格=股权价值，S0=标的资产价格=企业资产总值

=10000（万元），X=期权执行价格=负债总额=5000
（万元），r=无风险利率=同期国债利率=0.1，T=行权

期限=债务期限=5（年），σ=标的资产波动率=公司

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0.2。将这些参数值代入B-S
期权定价模型：

C=S0N（d1）-Xe-rTN（d2）

d1=
ln（S/X）+T（r +σ2/2）

σ T

= ln（10000/5000）+5×（0.1 + 0.22/2）
0.2 × 5

= 2.89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N（d1）=N（2.89）=0.9981，
N（d2）=N（2.44）=0.9927，故：

股 权 价 值 C=10000 × 0.9981- 5000 × e- 0.5 ×
0.9927=6971（万元）

从上式结果不难发现，当公司资产价值远大于

公司负债时，d1、d2远大于0，N（d1）、N（d2）趋近于1，
此时C≈S0-Xe-rT，企业股权价值近似等于公司资

产价值减去负债的现值。

（2）支付固定股息。当企业股票支付股息时一般

会对股价造成折价效应，折价的大小取决于股息的

I0 =∑
i = 1

T F
（1+ r）i

d2=d1- σ T =2.89-0.2× 5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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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此时对于外部投资者来说企业股权价值也会

相应下降。保持上述例子的其他条件不变，假设该空

调上市公司每年分红派息一次，且派息额固定为

100万元，派息日跟债务到期日一致，计算企业的股

权价值。

此时运用修正的B-S期权定价公式（4）来计算

企业股权价值，即C=（S0-I0）N（d1）-Xe-rTN（d2）。

其中：I0为债务持续期限内股息的现值，其他参数的

含义与上述例子一致。则：

I0=∑
i = 1

T F
（1+ r）i =∑

i = 1

5 100
（1+ 0.1）i =379（万元）

把 I0的值与其他参数值代入式（4），则：

股权价值C=（10000-379）×0.9981-5000×e-0.5

×0.9927=6593（万元）

对比前述结果可以发现，股票支付股息后降低

了企业股权价值，这与前面的感性认识一致。

（3）按固定股息率支付股息。通常企业股票支付

股息的方式有两种：固定股息和固定股息率，在经营

稳健的企业中选择采用何种派息方式得视企业具体

情况而定。同样保持前述例子的其他条件不变，假设

该空调上市公司每年分红派息一次，且按连续复利

计算的股息率为0.01，派息日与债务到期日一致，计

算企业的股权价值。

此时运用修正的B-S期权定价模型来计算企

业股权价值，即：C=S0e-qTN（d1）-Xe-rTN（d2）。

把q=0.01以及其他参数值代入该式，则：

股权价值C=10000×e-0.05×0.9981-5000×e-0.5

×0.9927=9494-3010=6484（万元）

对比前述的结果同样可以发现，股票支付股息

降低了企业股权价值，这与前面的感性认识一致。

2. 企业资不抵债时的股权价值评估。对于资不

抵债企业的股权价值评估，传统的资产评估方法都

不能很好地解决。资不抵债企业的账面净资产为负

数，按传统视角其股权价值为零。现实情况是存在很

多资不抵债的企业，其股票价格依然不为零，这就是

企业股权价值中的机会价值部分，这部分价值只能

采用期权定价法来度量。由于资不抵债的企业很难

实行支付股息的政策，故可以直接运用B-S期权定

价模型。

例2：假设有一中型空调上市公司，其资产总值

为 1亿元，公司负债总额为 1.2亿元，债务的平均期

限为 5年且同期国债利率为 10%，根据历年财务报

表数据算出的该公司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为0.2，计
算该企业的股权价值。

由B-S期权定价公式C=S0N（d1）-Xe-rTN（d2）

计算模型中各个参数：

d1=
ln（S/X）+T（r +σ2/2）

σ T

= ln（1/1.2）+5×（0.1 + 0.22/2）
0.2 × 5

= 0.93

d2 = ln（S/X）+T（r -σ2/2）
σ T

= ln（1/1.2）+5×（0.1 - 0.22/2）
0.2 × 5

= 0.49

查标准正态分布表，N（d1）=N（0.93）=0.8238，
N（d2）=N（0.49）=0.6879，把各参数代入式（3），则：

股权价值 C=10000 × 0.8238- 12000 × e- 0.5 ×
0.6879=8238-5007=3231（万元）

由于企业的账面价值为 0，此时的股权价值可

以理解为纯粹的机会价值。在本例中企业负债稍高

于总资产价值，此时扭亏为盈的几率很大，故股权

价值仍不小；当企业负债远远高于总资产价值时，

ln（S/X）趋于负无穷，d1、d2也趋近于负无穷，N（d1）、

N（d2）趋近于0，股权价值也就变为了0。这也符合我

们的感性认识：一个负债远远高于总资产的企业扭

亏为盈的几率几乎为零，故此时企业分文不值。

四、期权定价法下影响企业价值评估的因素敏

感性分析

从B-S期权定价公式C=S0N（d1）-Xe-rTN（d2）

可以看出：影响企业股权价值的因素有企业资产总值

S0、企业负债总额X、无风险利率 r、债务期限T和标的

资产价值波动率（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σ这五

个参数。还可以看出，0< =N（d1）<1，-1<
dC
dX

=

-e-rTN（d2）<0，说明企业总资产价值越大，企业股

权价值也越大，且企业总资产价值每增加1个单位，

企业股权价值也会增加但增幅小于1个单位；同理，

企业负债总额越大，企业股权价值越小，且企业负债

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股权价值会减少但减幅小于1
个单位。鉴于上述两个参数对股权价值的影响是固

定的，且在某一给定的评估时点上这两个参数的值

也是固定的，下面仅对剩下的三个参数 r、T、σ做敏

感性分析。

借鉴需求的价格弹性来表达价格对需求的敏感

程度，在此定义三个概念：股权价值的利率弹性、股

权价值的时间弹性、股权价值的标准差弹性。股权价

值的利率弹性是指股权价值变化百分比对无风险利

率变化百分比的比值，同理：股权价值的时间弹性是

dC
dS0

2017.35 财会月刊·57·□



指股权价值变化百分比对债务期限变化百分比的比

值，股权价值的标准差弹性是指股权价值变化百分

比对资产收益率标准差变化百分比的比值。下面分

别运用这三个指标来定量测度无风险利率 r、债务期

限 T、资产收益率标准差σ对股权价值 C 的敏感

程度。

例3：假设有一中型空调上市公司，其资产总值

为1亿元，公司负债总额为8000万元，债务的平均期

限为 5年且同期国债利率为 10%，根据历年财务报

表数据算出的该公司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为0.2。以
下的分析以本例为基准。

1. 无风险利率 r。对 r每变动10%做一次计算，以

上下变动 50%为限，观察企业股权价值以及股权价

值的利率弹性随无风险利率 r变动的情况，结果如

表1所示：

表 1数据显示：随着无风险利率 r的增加，企业

股权价值也会增加，可见无风险利率的变动对股权

价值有正的影响。随着 r每增加 10%，股权价值的增

长幅度越来越小，这一点可以体现在股权价值的利

率弹性上，股权价值的利率弹性随 r的增加而减小

且股权价值的利率弹性小于 1，说明股权价值对无

风险利率的变动不够敏感且敏感度随 r的增加不断

减小。因此，无风险利率的变动对股权价值的影响有

限，相对于参数 r模型的评估结果较为稳定。

2. 债务期限T。对T每变动10%做一次计算，以

上下变动 50%为限，观察企业股权价值以及股权价

值的时间弹性随债务期限T变动的情况，结果如表

2所示：

表2数据显示：随着债务期限T的增加，企业股

权价值也会增加，可见债务期限的变动对股权价值

有正的影响。这一点与我们的感性认识一致：在负债

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债务期限越长，留给企业发展的

时间也就越充裕，企业就越有可能选择稳健的经营

方式获得盈利，股权价值自然就提高了；相反，如果

债务期限很短，由于偿债的压力较大，企业就会被迫

采取激进的经营方式，很容易遭遇失败，降低了股权

价值。随着T每增加 10%，股权价值的增幅越来越

小，这一点可以体现在股权价值的时间弹性上，股权

价值的时间弹性随T的增加而减小且股权价值的时

间弹性小于 1，说明股权价值对债务期限的变动不

够敏感且敏感度随T的增加不断减小。因此，债务期

限的变动对股权价值的影响有限，相对于参数T模

型的评估结果较为稳定。

3. 标的资产价值波动率（资产收益率标准差）σ。

对σ每变动 10%做一次计算，以上下变动 50%为限，

观察企业股权价值以及股权价值的标准差弹性随资

产收益率标准差σ变动的情况，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数据显示：随着标的资产价值波动率σ的增

加，企业股权价值也会增加，可见标的资产价值波动

率的变动对股权价值有正的影响。这一点也与我们

的感性认识一致：一只股票的价格波动率越大，买卖

获利的机会就越大，股权价值就越高。随着σ每增加

10%，股权价值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大，但增幅始终比

较小。这一点可以体现在股权价值的标准差弹性上，

债务期限
T

7.5

7

6.5

6

5.5

5

4.5

4

3.5

3

2.5

债务期限
变动幅度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股权价值
（万元）

6271

6081

5882

5670

5451

5218

4968

4712

4434

4153

3847

股权价值
变动幅度

20.18%

16.54%

12.73%

8.66%

4.47%

0

-4.79%

-9.70%

-15.02%

-20.41%

-26.27%

股权价值的
时间弹性

0.404

0.414

0.424

0.433

0.447

—

0.479

0.485

0.501

0.510

0.525

无风险
利率 r

0.15

0.14

0.13

0.12

0.11

0.10

0.09

0.08

0.07

0.06

0.05

无风险利率
变动幅度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股权价值
（万元）

6236

6048

5853

5648

5437

5218

4993

4760

4523

4279

4033

股权价值
变动幅度

19.51%

15.91%

12.17%

8.24%

4.20%

0

-4.31%

-8.78%

-13.32%

-18%

-22.71%

股权价值的
利率弹性

0.390

0.398

0.406

0.412

0.420

—

0.431

0.439

0.444

0.450

0.454

表 1 股权价值与其利率弹性随无风险利率r
变动的情况

表 2 股权价值及其时间弹性随债务期限T
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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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价值的标准差弹性随σ的增加而增加且股权价

值的时间弹性小于 1，说明股权价值对标的资产价

值波动率的变动不够敏感且敏感度随σ的增加而缓

慢增加。对比表1、表2中 r、T的敏感性可以发现，虽

然σ对股权价值的敏感性边际递增，但增速缓慢且

远小于另两个参数的敏感度，相对来说σ对股权价

值的影响要小于 r、T对股权价值的影响。因此，标的

资产价值波动率的变动对股权价值的影响十分有

限，相对于参数σ模型的评估结果较为稳定。

五、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传统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

特点以及局限性，结合股权与期权的相似性质，提出

以期权定价法作为企业价值评估的新方法；通过放

宽B-S期权定价模型中标的证券在有效期内不支

付红利的假设，得出基于支付固定股息和按固定股

息率支付条件下的修正的B-S期权定价模型，使其

更具适用性且更符合现实情况。同时，通过期权定价

法在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运用实例来说明其在实务中

同样具有可操作性，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

通过对模型中影响股权价值的各参数进行敏感性分

析来度量各自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得出了以下

结论：

首先，分红派息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股权价值，且

股息或股息率越高，对股权价值的稀释作用就越强。

其次，在经营稳健的企业中期权定价法与传统

的资产评估方法同样适用，但在资不抵债或经营状

态不稳定的成长型企业中期权法具有独特的优势。

资不抵债企业与成长型企业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机

会价值，只有期权定价法能对机会价值进行合理的

评估并通过模型中的参数σ体现出来。

再次，期权定价模型中影响股权价值的S、K、r、
T这四个参数都很容易在市场上获得，唯一需要通

过历年财务报表数据计算的企业资产价值波动率σ
对股权价值的敏感程度较低，因此模型评估的结果

较为稳定、可靠。

综上所述，期权定价法的引入，使得我们能对传

统资产评估方法所不能合理评估的部分企业的价值

进行评估，建议在实务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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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6

资产收益
率标准差

σ
0.30

0.28

0.26

0.24

0.22

0.20

0.18

0.16

0.14

0.12

0.10

资产收益
率标准差
变动幅度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股权价值
（万元）

5469

5413

5348

5302

5251

5218

5187

5169

5155

5150

5148

股权价值
变动幅度

4.81%

3.74%

2.49%

1.61%

0.63%

0

-0.59%

-0.94%

-1.21%

-1.30%

-1.34%

股权价值
的标准差

弹性

0.096

0.094

0.083

0.081

0.063

—

0.059

0.047

0.040

0.033

0.027

表 3 股权价值随资产收益率标准差σ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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