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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基于代理理
论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从管理

对企业价值管理
非财务指标研究的思考

效率的角度，分析综合业绩评价体系能否
更有效反映管理行为，以利于管理人员进
行决策。如 Ｂａｒｕａ 等（１９９５）的研究发现，
将非财务指标加入业绩评价体系在一些情
况下能比单一使用财务指标更快与更直接
地反映出管理行为。Ｒｅｅｓ等（１９９４）认为，
非财务指标能更好地衡量现在的管理行为
所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使管理人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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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纠正管理上的行为。另一方面，研
究非财务指标在经理人报酬契约中的作用。
Ｒｅｅｓ 等（１９９４）研究表明非财务指标更
不容易被操纵，因为它们不象成本分配或

（一）以战略为导向的非财务指标的选
内容摘要：非财务指标的运用与企业
价值管理（Ｖ Ｂ Ｍ ）的 需 要 密 切 相 关 ，
而 因 果 关 系是非 财 务 指 标 研 究 的 核
心。本文在对现有非财务指标研究相
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研
究的优点及不足，认为基于因果关系
的价值动因研究是未来研究主导方
向，并提出构建因果模型应注意的几
个方面。
关键词：非财务指标 价值管理 价
值动因 因果关系

平

择与业绩的关系
这是侧重于研究非财务指标与战略之

资产估值那样那么依靠管理人员的判断。
（三）基于权变理论研究不同变量对
非财务指标选择的影响

间的紧密度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现有对非

权变理论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企业

财务指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集中

管理所形成的两大综合理论之一，它强调

于验证顾客满意程度与全面质量管理

对管理会计特定技术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企

（Ｔ Ｑ Ｍ ）方面非财务指标的运用与业绩间

业所面临的环境。通过早期一些不同的实

的关系。
１．在顾客满意程度方面。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

证研究结果，发现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与企
业的一些变量（如：时间等）相关。当考虑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通过从７７家代表不同行业的

到非财务指标是否与公司的特性相符时，

瑞典企业中取得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

非财务指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是一种

衡记分卡是试图将非财务指标纳

发现会计业绩与顾客满意度正相关。

权变的关系。这使近年的一些研究意识到

入管理控制系统的一种新的管理

Ｐｅｒｅｒａ 等（１９９７）发现公司通过改变他们

基于管理会计的柔性化特点，只有从权变

工具，它强调因果关系链的选择

的生产战略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使用非财务

理论的角度，分析不同的影响变量，才能

与运用，但平衡记分卡所描述的只是企

指标与改进业绩有关。
Ｉｔｔｎｅｒ等（１９９８）用顾

更好区分非财务指标在不同条件下使用的

业中众多因果关系的一部分。因果关系

客层面、业务单位以及公司层面的数据检

有效性。
如：Ｉｔｔｎｅｒ等（２００２）通过对雇员的

中的因与果实质上是一种先行指标与滞

验了顾客满意度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

报酬体系进行研究，发现不同的非财务指

后指标的关系。非财务指标具有双重性：

发现只有公司层面的顾客满意度与公司当

标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所产生的业绩是不

虽然从产出的角度看，它可以作为一种

前的市价有关，但与当前的会计指标并不

同的。Ａｍａｌ 等（２００３）的研究则表明非

结果指标，解决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计

相关。

财务指标的使用与企业以下几个变量显著

量模式所无法反映的产出结果，如无形

２．在全面质量管理方面。现有对 ＴＱＭ

相关：是否存在革新进取的战略、质量导

资产、风险产出。但是它更主要的是从动

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基本上都证明了

向的战略、产品开发周期的长短、行业规

因的角度，作为财务指标的前导指标，是

采用 Ｔ Ｑ Ｍ 的公司会计业绩与市价都会提

则、处于财务困境的程度。

企业发展的价值驱动因素。因此，基于价

高。Ｓｙｍｏｎｓ 等（１９９５）研究表明，基于

值管理的非财务指标的研究核心是对企

Ｔ Ｑ Ｍ 的报酬体系会带来更高的业绩。

对现有研究的分析与思考

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分析。对

Ｃｈｅｎｈａｌｌ（１９９７） 的研究认为，同时采用

从以上文献可看出现有研究具有如下

非财务指标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进而

Ｔ Ｑ Ｍ 与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会比只采用

优点：强调了非财务指标与战略相结合的

研究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

ＴＱＭ 但是未使用非财务指标的企业得到更

重要性，改变了传统业绩评价模式下，业

方面，对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的运用具

好的业绩。

绩衡量与战略不相关的研究方式；验证了

有指导意义。

非财务指标的相关研究综述
综观国外相关研究，与非财务指标相
关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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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都表明同时使用

非财务指标与业绩方面存在的关系，研究

财务与非财务指标比单一使用财务指标要

方法具有多样化，采用了实验研究和实地

更为有效地反映企业真实业绩。

研究、
统计研究调查等不同实证研究方法，

（二）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
代理理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及研究

符合非财务指标具有多种量化表现形式缺
乏统一比较规则的特性，
在数据取样上，
也

业绩产生影响。

使用了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不同的

标的研究应围绕价值管理为核心，强调企

数据取样方法；研究了非财务指标在激励

业因果关系链的价值动因研究。而对因果

不断改进因果关系模型。契约理论认

机制中的作用，有助于解决传统业绩评价

关系链的研究，最终应以能找出对长期财

为，只有当市场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组

模式难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困境，并且

务业绩影响最大的非财务指标为目标，这

织成本时，交易才会在企业内部进行。所

开始用权变理论的观点对非财务指标的变

使构建一个有效的因果模型离不开以下几

以，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要素影响着管理

量选择进行研究。权变性是非财务指标区

个方面：

会计实践。因果模型确定后不是一成不变
的，它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需要

别于财务指标的一大特点。权变理论的引

围绕企业战略建立因果关系。因果关

入，是符合非财务指标特质的研究基础。

系的建立是确定所选指标权重的基础，而

不断调整。特别是企业发生战略转移时，

但是，从文献中还可以看到现有研究

指标与权重二者又决定了企业资源的配置。

原有的因果模型可能需要重新建立。
而且，

的局限性：大部分研究将非财务指标作为

因果关系的建立应该围绕企业战略而建立，

企业内部已验证的价值动因的背后，还可

财务指标的补充，侧重于从反映企业价值

才可以令企业取得战略成功的价值驱动因

能存在更深层次的价值动因，需要不断挖

创造的结果角度对它进行研究，而对它在

素与企业业绩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因果关

掘，因果模型也应随之相应调整。

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作用的研究较少。

系链与企业价值链连为一体。

综上所述，基于价值管理的非财务指

验证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建立

标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引入阶段，无论在

价值管理中所形成的因果链研究得很少。

过程中与建立后，都存在因果模型是否

用契约理论或权变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对它

除了Ｉｔｔｎｅｒ等少数学者的一些研究开始注意

有效的问题。在因果关系的建立过程中，

进行解释，或是价值动因、非财务指标的

到权变理论在非财务指标研究中的意义外，

对因果模型也常常出现意见难以一致的

理论等方面，还是在其与企业价值创造结

相当部分的研究对权变关系并不十分关注，

现象，需要对不同的几个因果模型进行

果或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方面都存

对非财务指标的研究还限于一些粗糙的模

验证，选取最有效的模型。对于已建立因

在很大的研究空间。但对它的研究最终脱

块分析，
套用财务会计的实证研究方法，
影

果模型的企业，也需要进一步验证非财

离不了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对因果关系的

响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务指标的改善是否确实会对未来的财务

研究是未来研究的核心。

特别是对非财务指标作为价值动因在企业

因此，对非财务指标在价值管理中
的作用的研究仍处于进展中，各种实证

上接 ６５ 页
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关系，组织保证是

研究还需进一步结合企业内外部影响要
素进一步细化深入，特别是对因果关系

则。我国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制

必不可少的，故需依法设置一个专门的机

链的研究应成为对非财务指标进行研究

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规，
如
《财

构来具体负责，如澳大利亚的“联邦拨款

的关键要点。如果缺乏因果关系的研究，

政法》
、
《转移支付法》
、
《预算法》
、
《财政

委员会”
，英国的“环境部”等专门机构，

将会使在非财务指标研究中出现以下不

监督法》等，就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

并以立法形式规定该机构的任务、职权和

足：可能对不正确的目标设置了错误的

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等以立法形

职责。建立专门的转移支付机构，一方面

指标，导致了最后结果的不利；可能导致

式予以规范。尤其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

可以对转移支付的形式产生一定的制衡作

企业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之间出现背

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

用，以确保转移支付的公正、合理；另一

离的现象，缺乏因果关系，非财务指标同

付的条款，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

方面，可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设置

样易于受到人为操纵，由于财务指标具

地位，还要制定关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

一个“缓冲区”
。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国外

有统一的披露规则与适用标准，具有规

的单行法规，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目

成功的管理经验，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建

则约束，刚性较强，而非财务指标并无统

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分

立专门的决策机构和专门的执行机构，并

一标准，一旦受到操纵，影响企业未来决

配公式等做出具有权威性的统一规定，确

以《转移支付法》加以规定，赋予它们法

策，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可能导致企

保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有法可

定的转移支付管理职责。中央一级的专门

业产生大量“噪声”，误导管理人员决策

依。转移支付收支预算要单独编制，并由

决策机构即专门委员会，负责转移支付方

选择；对一些公司而言，它存在成本效益

各级权力机构审查后予以实施，以增强转

案的确定和必要监督，可隶属于全国人大

问题。大量的分散的业绩指标通常会需

移支付决策的公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常委会或者中央政府。相应的各省也可成

要对信息系统进行大量投资，以从不同

但是，具体的计算公式或补助标准，财政

立这样的专门委员会，负责省以下转移支

的数据库中提取相关信息，如果指标间

部或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

付的决策和监督。同时，我国在《转移支

缺乏因果关系，用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

做出修改，以体现法制化与灵活性的很好

付法》中要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对违反

可能费钱费时。

结合。

规定的地方政府，作出必要的处罚，以强

基于因果关系的价值动因研
究是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对非财务指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中的机构设
置和监督机制
各国经验说明，执行各级政府间复杂
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别是确定和调整中央

化监督管理，使地方按照中央财政的要求
来使用转移支付资金；相应的在地方性法
规中，也可在中央的指导下制定必要的惩
罚措施，
以提高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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