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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效率评价

【摘要】运用DEA-Malmquist方法，通过构建股权融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2014 ~ 2016年挂牌的

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新三板股权融资效率整体偏低，仅有少部分挂

牌企业股权融资效率达到了DEA有效。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股权融资效率提升的贡献度最大，技

术效率的下降对股权融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其中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对于股权融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

大，股权集中度高以及成本费用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股权融资效率；不同类别的高新技术

企业之间的动态效率差异不大，但不同企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发展状况仍然影响了股权融资效率的

发展趋势。最后针对影响股权融资效率的关键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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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三板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三板市场的开放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

型、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平台。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新三板已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正趋

于规范化。根据新三板现状，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

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占主体；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分

布在北京、广州和“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从主要

的服务对象来看，中小企业居多。

近年来，新三板的市场总规模和融资需求呈现

出疯涨态势，截至2017年1月，新三板挂牌企业的数

量达 10216家，成为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6年新三板股权融资额为 1390.87亿元，同比增

长了14.36%，但2016年“零融资”的企业占总挂牌企

业数量的 54.1%，达 6039家，定增、股权质押融资等

融资方式遇冷。由此看来，尽管挂牌的企业数量倍

增，新三板的股权融资能力却降低了，而新三板市场

存在着流动性不足、融资覆盖面不广、融资供需矛盾

等情况，因此研究股权融资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以往的股权融资效率相关文献来看，对新

三板某一个行业进行研究以及对效率进行动态分析

的较少。本文以新三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评价股权融资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
Malmquist方法对股权融资效率进行评价，并分析了

股权融资效率动态变化的原因，以期为新三板高新

技术企业如何提升股权融资效率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股权融资效率

我国中小企业通过外源融资极大地改善了资金

短缺的状况，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会受到非完全

有效市场的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体制存在的缺陷导

致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大打折扣。以往研究证明了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存在规模、代理成本等差

异，从而带来融资结构和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

的融资效果和收益回报。成长期的企业偏好股权融

资，而成熟期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债权融资。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股权融资效率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定量研究。沈忱[1]运用三阶段DEA进行分析

对比，得出环境因素会对融资效率产生影响，中小企

业的融资效率主要取决于规模效率的结论。方先明、

吴越洋[2]，廖艳等[3]发现，挂牌前和挂牌当年企业的

融资效率呈上升趋势，挂牌后企业的融资效率则呈



□·58·财会月刊2018.11

下降趋势，新三板企业存在利用挂牌粉饰报表的现

象。张征超、张婷婷[4]在分析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

融资效率后得出结论：超募现象、过度依赖股权融资

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

综上所述，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成本收益观，且

主要将相关因素区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包括政策

环境、治理结构、融资结构等。本文认为影响企业股

权融资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股权融资净总额、股权

集中度、股票流通性等内部经营管理因素以及外部

金融环境，因此将根据这些影响因素以及中小企业

的融资特点来选取投入以及产出指标。

（二）股权融资评价中DEA-Malmquist方法应用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指运用线性规划

模型构建出一个非参数的效率前沿面，研究某一

个行业或者企业的技术进步状况，对决策单元的相

对效率水平进行评价。郑念宇[5]在分析杭州市新三

板挂牌公司股权融资状况时，借助DEA模型得出

融资能力弱和资金利用效率低导致规模报酬偏低

的结果。何丽娜[6]从总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三个方面对工业类和科技型公司的融资效率进

行对比，发现大部分科技型企业面临着资金管理的

问题。

DEA方法对于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具有

方便快捷的优势，在评价股权融资效率时不需要确

定各个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

响。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模型下，可以对技术效率、纯

技术效率、规模报酬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找到决

策单元未能达到技术有效的原因，并将之改进为

DEA有效的目标值。Malmquist指数突破了DEA对

各个决策单元的静态分析，该指数应用于生产效率

变化的测算，可以分析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效率变

化趋势。本文拟采用DEA与Malmquist指数相结合

的方法，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为了使样本数据真实地反映出新三板市场挂牌

公司融资效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本文选取了 2014 ~
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剔除财务

报表数据缺失的公司、ST类挂牌公司，以及连续亏

损 2年以上、运营状况不佳、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

最终选取了50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数据来源

于2014 ~ 2016年的企业年报和东方财富网等。

（二）指标选取与确定

本文结合股权融资效率评价指标的适用性和可

操作性，主要从企业股权融资过程的资金筹集和资

金配置方面确定投入和产出指标。从企业的资产规

模、公司治理和融资成本三个方面选取投入指标，从

企业的价值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发展能力三个方面

选取产出指标来评价企业股权融资效率。

1. 投入指标。

（1）股权融资募集资金总额（X1）。该指标是指

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总额，反映企

业股权融资的规模，是企业资金运营的基础。

（2）资产总额（X2）。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拥有的

全部资产，以资产总额进行计量。

（3）股权集中度（X3）。该指标反映公司治理结

构，用公司股权集中度与本行业平均股权集中度之

比进行计量。股权结构通过公司的治理结构影响股

权融资效率。

（4）成本费用（X4）。人力资源投入是高新技术

企业的重要成本支出，该指标用应付职工薪酬和财

务费用之和进行计量。

2. 产出指标。

（1）每股收益（Y1）。每股收益又称每股税后利

润、每股盈余，是综合反映上市公司获利能力的重要

指标。同时，每股收益是投资者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投

资价值的标准，也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对公司价值

的增值程度。

（2）净资产收益率（Y2）。该指标反映企业获利

能力，用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之比进行计量。

（3）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3）。该指标反映企

业的成长性。主营业务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

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

成长性越好，发展潜力越强。

（4）无形资产增加额（Y4）。高新技术企业的产

出一部分转化为主营业务收入，其余部分形成无形

资产，该指标用上一年无形资产与当年无形资产之差

进行计量，反映了企业的发展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模型构建

1. DEA 模型。本文基于DEA方法的基本模型

BCC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以每个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个决策单元，

假设有 n个决策单元DMUj（j=1，2，…，n），通过m
个输入变量 xij（i=1，2，…，m）得到 p个产出值 yrj，据

此，在锥性、凸性、无效性和最小性公理假设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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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j个公司基于规模报酬变化的VRS模型，计算如下：

对以上线性规划方程求解，得到最优解θ、ε、Si
-

和Sr
+。其中，θ表示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效

率的综合技术效率，Si
-和 Sr

+分别为投入和产出的

松弛变量，ε为阿基米德无穷小。结果判定的方法为：

如果θ=1，Si
-=0，Sr

+=0，说明新三板公司的股权融资

效率DEA有效；如果θ=1，Si
-≠0，Sr

+≠0，表示DEA
弱有效；如果θ≠1，表示非DEA有效。

模型中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

乘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等于 1时为最优

解，该值越大，表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越高。

2. Malmquist 指数。Malmquist指数主要应用于

动态效率变化趋势研究，其计算以同一企业在相邻

两年的距离函数Dt（Xt，Yt）为基础。基于规模报酬

可变的条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是 t到 t+1期间的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是 t到 t+1期间

的技术进步指数，代表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变化。当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值大于1时，表示技术效率提升；

反之，表示技术效率下降。当技术进步指数值大于1
时，表示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退步。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静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Deap 2.1对选取样本企业进行融资效

率分析，得出的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得，在 2014年
有14%的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效率相对效

率值为 1，表明这些公司同时达到了技术与规模的

有效状态；剩下 86%的 43家企业中，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至少有一个为非DEA有效。2015年和2016

年达到DEA有效的企业数量分别为8家和11家，技

术效率的均值为0.8624和0.9114。从时间序列上看，

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达到DEA有

效的企业在逐年递增，技术效率均值也呈现上升的

趋势，说明这些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在逐年改善，但

达到DEA有效的企业数量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高

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较低。

根据VRS模型，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和规模效率。在 2014 ~ 2016年，纯技术效率均值分

别为 0.8067、0.9391和 0.8783，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8254、0.8908和 0.9131，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基

本呈现增长趋势，这三年的技术效率均值基本大于

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均值，表明纯技术效率和

规模效率共同推动了技术效率的提升。2014年达到

纯技术有效未达到规模有效的企业有40家，表明这

40家企业虽然在内部管理和技术水平方面达到了

有效状态，但存在股权融资投入不足或过量的问题；

有 41家样本企业达到了规模有效但未达到纯技术

有效，表明这 41家企业的融资投入达到了规模有

效，而控制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在2015 ~
2016年，达到纯技术效率有效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2
和 13家，达到规模效率有效的企业数量分别为 9和
14家，均呈现出增长趋势。综上，大部分企业的资金

投入未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需通过调整规模或改

进技术等手段提高股权融资效率。

（二）动态结果与分析

1. 新三板企业股权融资动态效率的总体特点。

从静态分析中得到的结论表明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

的融资效率低下，Malmquist指数可以结合技术效率

变化和技术进步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在样本

期内的股权融资效率的动态变化情况。Malmquist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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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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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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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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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1=
Dt+ 1(xt + 1,yt + 1)

Dt(xt,yt)
×

Dt(xt + 1,yt + 1)×Dt(xt,yt)
Dt+ 1(xt + 1,yt + 1)×Dt+ 1(xt,yt)

Dt+ 1(xt + 1,yt + 1)
Dt(xt,yt)

Dt(xt + 1,yt + 1)×Dt(xt,yt)
Dt+ 1(xt + 1,yt + 1)×Dt+ 1(xt,yt)

年份

2014

2015

2016

融资效率指标

技术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技术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技术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DEA有效企
业数量（家）

7
10
9
8
12
9
11
13
14

所占
比例

14.00%
20.00%
18.00%
16.00%
24.00%
18.00%
22.00%
30.00%
28.00%

效率
均值

0.8753
0.8067
0.8254
0.8624
0.9391
0.8908
0.9114
0.8783
0.9131

表 1 2014~2016年DEA模型融资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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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计算运用MaxDEA软件，基于Malmquist指数

模型的DEA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 2来看，在各个年份区间的平均Malmquist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中，2014 ~ 2015年的值小于 1，
2015 ~ 2016年的值大于 1，三年的平均值大于 1，这
表明 2014 ~ 2016年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权融资效

率整体上有所提升。

从表3来看，在2014 ~ 2016年，新三板高新技术

企业整体动态效率呈增长趋势，但全要素生产率指

数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2014 ~ 2015年全

要素生产率大于 1的企业数量为 12家，占总样本的

24%；2015 ~ 2016年大于 1的企业数量增加到 20家，

占总样本的 40%，说明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

资效率在这两个时段的增长态势比较明显。但是，不

同时间段各个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从0.33
增加到 2.46，说明企业之间的股权融资效率及其增

长趋势之间的差距比较大。

2. 新三板企业股权融资动态效率分解。由表 2
得出，在观测期内，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均值分别为 1.01 和

1.18，这表明两者共同推动了企业股权融资效率的

改善，但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年均 18%的技术进步推

进的。2015 ~ 2016年相较于2014 ~ 2015年，技术进步

指数的增长幅度 34%大于技术效率的增长幅度

24%，说明新三板企业股权融资效率的提高离不开

技术进步，但内部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效

率在观测期内增长了 1%，增长幅度不大，但规模效

率的增长弥补了纯技术效率的下降。这表明新三板

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和风险管理提供了适当的

保障，但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低下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股权融资效率的提高。

在 2014 ~ 2015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的变化指数均小于 1，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

0.85，仅小于纯技术效率的值，而技术进步指数大于

1，表明此时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影响了融资效率，可

能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股市过热，导致新三板高新技

术企业将资金投入金融领域，进而导致资金利用效

率低下，同时融资机制的不成熟也影响了中小企业

的融资。在 2015 ~ 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所

提高，这种增长也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指数的大幅

增加。纯技术效率下降了 3%，而规模效率增长了

8%，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增长了 3%，这表明规模效率

的增长对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增长的影响小于对纯技

术效率的影响，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水平对股权融

资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新三板提供的融资渠道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股权融资效率的提高。

总体上，从 2014 ~ 2016年新三板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全要素生产

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很好地说

明了 2014 ~ 2016年技术进步是支持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主要动力。

3. 不同类别高新技术企业的动态效率分析。本

文研究的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大致分为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咨

询等类别，不同类别的企业所需的资金基础和人力

投入之间的差异较明显，同时产出的差异也很明显，

为分析不同类别企业的全要素变动状况，将 2014 ~
2016年各指数求平均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

根据表 4可知，不同类别的企业股权融资全要

素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差别较小。同时，2014 ~ 2016年
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类企业的股权融资呈

上升趋势，而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咨询类企

业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能实现增长，

说明此类企业在管理和融资渠道方面仍有待加强。

年 份

2014 ~ 2015年

2015 ~ 2016年

均值

技术效
率变化
指数

0.83
1.03
1.01

技术
进步
指数

1.02
1.37
1.18

纯技术
效率变
化指数

0.82
0.97
0.90

规模效
率变化
指数

0.89
1.08
1.07

Malmquist
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

0.85
1.26
1.10

表 2
2014~2016年Malmquist动态效率

及其分解的计算结果

年 份

2014 ~ 2015年

2015 ~ 2016年

最小值

0.69
0.89

最大值

1.02
3.35

均值

0.85
1.26

大于1的
企业数量

12
20

比例

24%
40%

表 3
2014~2016年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

股权融资动态效率特征统计

企业类别

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

技术效
率变化
指数

1.05
1.03
0.96
0.88

技术
进步
指数

1.07
1.08
1.03
1.02

纯技术
效率变
化指数

0.98
1.01
0.91
0.93

规模效
率变化
指数

1.07
1.02
1.06
0.94

Malmquist
全要素生
产率指数

1.12
1.11
0.99
0.90

表 4 不同类别高新技术企业动态效率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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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来看，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类企

业在公司治理方面有相对高的提升。就规模效率变

化来看，信息技术咨询类企业在融资渠道上相对退

步。同时这四种类别的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均呈现

上升趋势，说明新三板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进步

极大地推动了股权融资效率的提升。不同类别的高

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效率变动与企业自身的投入产出

相关，也与其他企业的投融资及运营状况相关。企业

在进行融资方面的投入时，难免产生冗余和不足。部

分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整改，转变经营策略，提

高股权融资效率；也有部分企业仍然局限于原地，未

能实现技术支持和管理投入的优化配比。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对

50家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进行了

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从静态分析来看，大多数企业未达到DEA有

效，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整体偏低。

这可能与高新技术企业的运营状况以及新三板的配

套制度相关，新三板对于股东的准入条件和投资金

额的限制降低了股票的流动性。但达到DEA有效的

企业数量呈增长趋势，说明股权融资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从动态分析来看，新三板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

有所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对股权融资效率提升的贡

献度最大，表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融资机制

的完善对股权融资效率的提升有重大影响。技术效

率的下降对股权融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纯技术效

率的下降对股权融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投入

指标来看，由于新三板企业的规模较小，公司的经营

者一般也是公司所有者，股权的高度集中弱化了公

司的治理机制。新三板企业面向的投资者较少，在人

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较大，融资成本和人工费用的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股权融资效率。从不同企业

类别来看，不同类别企业全要素变动之间的差异不

大，但不同类别企业之间产出提升的动力不同，即技

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不一致，导致其在管理水

平和融资渠道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种变化可能源

于行业的类别特征和企业资源配置的差异。

（二）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 从宏观环境来看。政府应该优化融资环境，

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更多地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

创造高效和谐的发展环境。新三板的发展还处于探

索阶段，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

护、逐步完善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拓宽中

小企业融资渠道。

2. 从整个行业来看。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的自

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很强，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应该

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建立稳定的产业融

资渠道。但不同类别企业的经营环境具有差异，因此

企业应该转变发展观念，针对自身的不足选择合适

的经营战略，以实现整个行业的飞速发展。

3. 从企业自身来看。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

融资效率的改善主要得益于技术创新，因此高新技

术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产品的性能，降低

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

更多的利润。同时，应该完善组织结构，强化规范运

作意识，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强化信息披露，完

善内部管理机制。新三板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的

财务费用不高，成本费用主要是研发生产中对人力

资源的投资，且金额较大，但是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

率不高，因此，应该合理控制成本、有效使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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