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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投资 － 现金流量敏感性分析
—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条件下海外和国内证券市场的对比
——

顾 海１

金治中 １

车海辚 ２

（１、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２、
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会计准则趋同后很多公司希望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
本文通过企业投资决策与现金流量的敏感性

通过对比国内上市和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发现企业投资决策与现金流
分析，
寻求海外市场投资扩张的规律。
量敏感性的差别，
发现海外公司对近期现金流量更敏感，
对公司的高溢价也更警觉。
大公司和小公司在市场上
的表现不同，
也影响到了企业的投资决策。
说明企业在追求跨国资本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身盈利能力和资本市
场对企业的认可。
关键词：ＩＦＲＳ 现金流量 投资

一、
引言
自从２００１年颁布新会计准则以来，
中国上市公司适用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就已经相差不大。
经过不断的调整与适应，
在几乎所
那么，
是否我国新会计准则颁布，
企业执行以后，
会计处理和证券市场反应
有重大方面，
国内上市公司会计处理都显示出了很高的趋同度。
就自然而然与国际接轨了呢？
在实际经济现象中，
经常看到国内公司在海外与Ａ股的表现不同，
股价和市盈率也有所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如
果市场真的有效，
那么同一家公司在使用同一会计准则后，
是不是应该在世界所有市场表现一致呢？
这一直是投资者所希望看到的，
他们希
望同股同权，
享有相同的股价波动和市场收益。
由于证券市场影响因素很多，
各种理论都有着自己的理解。
本文从公司内部资产投资的角
度，
来分析以利润计量的现金流量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发现现金流与公司内部投资的关系，
从而揭示出在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
国内公司
在海外和Ａ、
Ｂ股市场对待公司内涵性扩张的不同态度，
为将来的更多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提供启示。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在他关于欧洲公司采用ＩＦＲＳ后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分析，
是本文的直接灵感。
Ｊｏｈｎ Ｌ． Ｈａｖｅｒｔｙ，
引用了

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证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
中国公司使用的准则与美国ＧＡＡＰ有着较大的差别。
但Ｓｏｎｇｌａｎ Ｐｅｎｇ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
两年国际会计准则和中国会计制度的逐条对比，
有力的支持了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顺利趋同，
其差异已经很小。
他们的研究是
另外，
谈到ＩＦＲＳ使用的经济后果，
就必须提到Ａ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７），
Ｃｏｍｐｒｉｘ（２００３），
Ｐａｅ（２００６）等人作出的成就。
ＩＦＲＳ对金融和
本文的坚强背景。
经济成长的贡献，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ｎｅ （１９９３），
Ｌｅｖｉｎｅ ａｎｄ Ｚｅｒｏｓ （１９９８） 都有所提及。结合ＩＦＲＳ与现金流量和投资关系，
Ｆａｚｚａｒｉ（１９９８），
Ｈｏｕｓｔｏｎ＆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１），
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１９９５），
也都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
（二）国内文献 曲晓辉（２００１）对会计国际化的进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会计准则国际发展实质是利益关系的博弈。
一些学者通过

分析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前后上市公司净利润双重披露的实证研究，
来看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李树华，
１９９７；
徐经长等，
２００４），
并把净
周红（２００５）通过向ＩＦＲＳ
利润分析延伸到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后双重披露净资产的差异缩小，
既满足了净收益差异分析也考虑了权益差异。
过渡对欧洲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来引申对中国的研究；
王建新（２００５）则基于ＡＢ股的经验证据研究，
来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协调进程和
可能的效果。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无论从法律环境还是投资者保护看，
都有很大不同。
因此，
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后，
其内涵性扩张投
因此假设：
资将更注重风险，
即对当期现金流量更加重视；
而不同于在国内，
根据上年现金流量，
由预算决定投资。
假设1：海外上市企业决定投资决策时，对当期的现金流更敏感，而对前期的现金流不如仅仅在国内上市的企业更敏感
公司上市的目的，
除了提高经营能力抗风险外，
追求在全球扩张也是其海外上市目的之一。
由于海外上市公司急于抓住机遇，
扩大经
营，
因此假设：
假设2：海外上市公司做投资决策时，公司市场价值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公司资产质量不同，
其战略定位和风险权宜得失会有很大不同。
通常，
资产质量较高的大公司，
市场溢价较高，
比较注重控制风险，
而且
对市场的异常波动保有较高的警惕性，
因此假设：
假设3：海外上市大公司，做投资决策时更谨慎，因此对当期现金流量更敏感，对公司市场价值波动敏感性降低

通常，
资产质量较低公司也较注重控制风险，
其市场溢价较低，
但其扩张的冲动更明显，
对公司市场价值会更有信心，
因此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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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4：海外上市小公司，做投资决策时更谨慎，因此对当期现金流量更敏感，但其对公司市场价值敏感性会增加

（二）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依据Ｆａｚｚａｒｉ（１９８８）和Ｈｏｖａｋｉｍｉａｎ（２００５），
使用投资－现金流量敏感型分析模型来验证假设，
该模型在本文
中只是一般的先验模型：
模型１： Ｉｉｔ ＝βｉ０＋β１ ＣＦｉｔ ＋β２ ＣＦｉｔ－１ ＋β３ＭＴＢｉｔ＋εｉｔ。
Ｉｉｔ为公司ｉ在ｔ年的资本性投资；
ＴＡｉｔ－１为公司ｉ在ｔ－１年的帐面总资产；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ＣＦｉｔ，
ＣＦｉｔ－１公司ｉ在ｔ年或ｔ－１年的税后净利润，
消除非正常项目的影响，
并且剔除利息以及折旧和摊销；
ＭＴＢｉｔ为公司ｉ在ｔ年的Ｔｏｂｉｎ Ｑ值，
上年总资
由于要分析海外上市公司和国内上市公司的不同表现，
因此这
产减上年权益加上该公司的市值，
得到的总数再除以上年总资产得到的比率。
里主要使用对比回归模型二：模型２： Ｉｉｔ ＝βｉ０＋β１ ＣＦｉｔ ＋β２ ＣＦｉ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β３ ＣＦｉｔ－１ ＋β４ ＣＦｉｔ－１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β５ＭＴＢｉｔ＋β６ＭＴＢｉ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ｒ＋εｉｔ 。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ＴＡｉｔ－１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海外上市公司，
取值为１；
非海外上市，
取值为０。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范围为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
中国在海外５０５家上市公司中，
共２８６７个公司和年
度观察点。
剔除股票价格高于１００单位当地货币的特别样本，
以及数据缺失项，
得到６７５个观察项。
然后为使用差分得到总资产的上一年数据，
这４４２个观察项用于先验模型，
作为基本依
进一步失去一年的观察项，
实际得到１７０家公司的４４２个观察项，
且基本全部来自于香港上市公司。
据。
研究中发现，
ＭＴＢ的异常值对结果影响很大，
经计算发现，
海外上市公司ＭＴＢ的平均值为１．２０３，
而小于平均值的观察项为４２８个，
高于平均
值仅为１４个。
因此，
果断采用低于平均值的观察项４２８个，
１６１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回归模型的样本，
样本剔除率为３．１７％。
在国内上市的１６７０
剔除股票价格高于１００单位当地货币的特别样本，
以及数据缺失项，
得到９１５４个观察项。
然后为使用差分得到总资
家公司共９９３４年度观察点。
产的上一年数据进一步失去一年的观察项，
实际得到１４２５家公司的７６１６个观察项。
这７６１６个观察项用于先验模型，
作为基本依据。
研究中发
现，
ＭＴＢ的异常值对结果影响很大，
经计算发现，
国内上市公司ＭＴＢ的平均值为３．１３，
而小于平均值的观察项为６３０９个，
高于平均值仅为１３０７
因此，
果断采用低于平均值的观察项６３０９个，
１３５３家上市公司作为对比回归模型的样本，
样本剔除率为１７．８％。
表（１）提供了详细样本分布。
个。
四、
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随后，
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
结果见表（２）。
（二）相关性分析 接着，
对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以最大限度避免多重共线形，
结果见表（３）。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和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的相关度较
高，
但低于５０％；
同时ＭＴＢ与其他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都不高，
因此认为多重共线形问题不是很严重。
（三）回归分析 根据模型二，
分别针对假设１、
假设２、
假设３和假设４采用不同样本进行了回归，
相关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１）假设１和
表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observations
海外上市公司
国内上市公司
总样本
公司 观察项 公司 观察项 公司 观察项
５０５
２８６７
１６７０ ９９３４
２１７５ １２８０１
所有样本
剔除股价大于 １００ 单位 －３３４ －２１９２
－１３４ －７８０
－４６８ －２９７２
当地货币及非正常数据
因差分取上年度资产数据 －１
－２３３
－１１１ －１５３８
－１１２ －１７７１
－９
－１４
－７２
－１３０７
－８１
－１３２１
调整ＭＴＢ特殊值
４２８
１３５３ ６３０９
１５１４ ６７３７
实际用于对比回归的样本 １６１
样本年份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数据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和锐思
表2
2002-2007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Ｉｉｔ／ＴＡｉｔ－１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
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
ＭＴＢｉｔ
Ｆｕｌ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Ｌｏｃａｌ Ｆｕｌ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Ｌｏｃａｌ Ｆｕｌ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Ｌｏｃａｌ Ｆｕｌ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Ｍｅａｎ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２０２ ０．１０２８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８９５ ０．０３２９ １．５９２８ ０．４６０９ １．６６９６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３５ １．１５１３ ０．３１７６ １．２１４２
Ｐ２５
Ｍｅｄｉａｎ ０．０６８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３５７ １．５０２３ ０．４７４１ １．５４９
０．１４０１ ０．１７２３ ０．１３８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６４６ ０．１１４６ ０．０６１９ ２．００２７ ０．６０３８ ２．０４８４
Ｐ７５
Ｓｔｄ． Ｄｅｖ ０．１３３７ ０．２５５１ ０．１２１１ ０．０７５８ ０．１７０４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４６ ０．０６２９ ０．６３８４ ０．２１５４ ０．５８２４
表3
自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
ＭＴＢｉｔ
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
ＭＴＢｉｔ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１）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
０．４４９６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
０．３７６
０．２７７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４．１８３
０．０２５
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２］
０．２４３
０．３７２
０．２２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２）
－０．１７９
－４．５６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Ｔｅｓｔ ｏｆ （１）＋（２）＝０［ｐ－ｖａｌｕｅ＝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ＭＴＢｉ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２３０
ＭＴＢｉ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０．９９］
［０．２８６］
［０．１８２］
２
８．２０％
２０．０８％
７．２１％
Ｒ
６７３７
１３５１
５３８６
Ｎ
注：
（１）为总体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２）样本取自国内上市公司总资产大
于国内平均值的观察项，海外市场上市公司总资产大于海外平均值的
观察项；
（３） 样本取自国内上市公司总资产小于国内平均值的观察项，
海外市场上市公司总资产小于海外平均值的观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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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检验。
通过表中第二列数据可以看出：
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Ｏｕｔ－
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２６，
可见海外上市公司在作投资决策时，
对当期现金流
量更敏感，说明海外公司投资活动更加依仗现有的盈利能力；而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１７９，说明海外公司投资时相对国内
上市公司，
并不把前期盈利作为主要参考，
而国内上市公司做投资决
策时对当期盈利和前期盈利同样重视。
ＭＴＢｉ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
０００２，
说明企业市场价值对海外企业投资决策有影响，
但影响不可观
相反ＭＴＢ的系数为０．０１３，
说
测，
而且Ｐ值为０．９９，
这种影响可能不显著。
明国内企业作投资决策时对企业市场价值更看重，
国内企业环境风险
小，
更乐于在市值理想时作快速的扩张。
（２）假设３检验。
通过表中第三
列数据可以看出：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的 系 数 为 －４．５６１， 远 小 于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的系数０．３７２，
说明海外大公司投资时相对国内上市大公司，
甚至把前期盈利作为警示，
这可能由于海外上市大公司把前期盈利作
为盈余管理来看待，认为会降低未来盈利，从而产生这个现象。
ＭＴＢｉ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０４２，
说明企业市场价值对海外大企业投资
（３）假设４检验。
决策有负面影响，
但Ｐ值为０．２８６，
这种影响可能不显著。
通过表中第四列数据可以看出：
ＣＦｉｔ－１／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１３１，
比起大公司其系数大了很多，
说明海外小公司作投资决策时与大公司
行为方式不同。
同时ＣＦｉｔ／ＴＡｉｔ－１＊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虽然为０．０２５，
但Ｐ值为
０．７５２，
说明海外小公司对当期现金流量的敏感性不显著。
这与假设是
有矛盾的。
另外，
ＭＴＢｉｔ＊Ｏｕｔｓｉｄｅｒ的系数为０．０２３，
说明海外小企业增加
投资扩大业务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在市场价值对扩张决策产生
支持时更是如此。
但Ｐ值为０．１８２，
其敏感性并不显著。
海外上市的小公
司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一方面他们对风险更敏感；
另
一方面，
小公司寻求海外上市的扩张意图比大公司更急切。
因此，
处于
矛盾中的小企业才表现出了与假设期待所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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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第一，
使用先验基本模型对海外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测试，
样本量为所有非异常观
察项，
包括公司Ｔｏｂｉｎ Ｑ高于平均值的数据。
β１为０．７３６，
但β２变为了０．０７９（Ｐ＝０．２６１）。
这更加证明，
海外上市公司做投资决策时对本期利润的重
β３变为０．０００（Ｐ＝０．９６６），
显示海外公司投资完全不受公司溢价的影响。
间接证实了假设１，
但拒绝了假设２。
这可能跟未考虑异常的公司溢
视。
价有关。
第二，
使用先验基本模型对国内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测试，
样本量为所有非异常观察项，
包括公司Ｔｏｂｉｎ Ｑ高于平均值的数据。
发现自
变量高度相关，
多重共线形很严重。
将低于Ｔｏｂｉｎ Ｑ平均值的样本删除，
发现多重共线性才消除，
说明极少数高溢价的公司样本对总体的影响
很大。
剔除这些少数高溢价公司样本后，
结果与预期假设完全一致。
最后，
将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的数据逐年回归，
发现２００７年样本的结果与假设
所有的稳健性测试的描述性统计和结果列表，
本文限于篇幅而略去。
不一致，
这可能与２００７年股市的异常波动有关，
其他年份基本符合假设。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和海外上市两种情况下，
投资与现金流量的敏感性分析，
以及投资与公司规模的关系后发
相反，
在国内上
现，
中国公司进入海外资本市场后，
风险意识加强 ，
对现金流的及时性更加关注，
同时对资本过渡溢价产生的风险特别警觉。
因此，
对国内准备赴海外上市公司的启示：
跨国投资风险比仅仅在国内上市更大，
应关注市场溢价产生的机
市的公司则没有这些市场表现。
特别是大公司，
应更好地规避风险。
而小公司，
面临的环境将更加复杂。
如果公司准备跨国上市，
要对现金流保持密切关注，
随时
遇和风险。
更新投资预算和盈利预期。
（二）建议

据此，
对国内准备赴海外上市公司提出如下建议：
跨国投资风险比在国内上市更大，
应关注市场溢价产生的机遇和风险。
特

别是大公司，
应更好地规避风险。
而小公司，
面临的环境将更加复杂，
海外投资更应谨慎。
公司准备跨国上市，
要对现金流保持密切关注，
随
本文上有很多不足之处：
海外上市公司的数据缺失比较多，
可能影响实证的效果；
用公司市场溢价大小来划分
时更新投资预算和盈利预期。
样本的异常区域，
可能有失精确；
研究范围并非严格限制在同时在国内和海外上市的相同公司，
因此对比度的有效性会受到损害。
由于本文
的背景是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会计准则作为资本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只是起着规则的作用。
因此，
进一步分析法律、
文化和
资本市场特征，
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企业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进而找出普遍适用于海外上市和国内上市规律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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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首先调整影响程度较大的因素。
例如Ｍ５６应先加强其Ｒ＆Ｄ机构的建设，
其次是增加其发明专利的数量以及参与制定的标准数量，
同时增加
企业Ｒ＆Ｄ投入强度以及扩大新产品的收入，
来提高其创新绩效；
同理也可推断出适合其他企业的调整策略。
（三）规模效益分析 规模效益以∑λ 值为１作为分界：
∑λ＞１，
为规模效益递减；
∑λ＝１，
为规模效益不变；
∑λ＜１，
为规模效益递增。
由表（３）
可以看出，
规模效益不变的有Ｍ１、
Ｍ５、
Ｍ８等３２家企业，
这３２家企业是规模有效的；
规模效益递增的有中Ｍ４、
Ｍ６等４０家企业，
约占安徽省创新型
这些企业可以通过适当地增加创新投入、
扩大创新规模使创新产出有所增加；
规模效益递减的有Ｍ２、
Ｍ３、
Ｍ１２和Ｍ１３这４家企业，
企业的５３％。
这４家企业的创新投入已达到一定规模，
很难再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达到增加创新产出的目的。
五、
结论
本文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角度，
构建了创新型企业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超效率ＤＥＡ模型计算得出了安徽省创新型企业中
７６家企业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创新绩效效率值，
判别出ＤＥＡ有效的企业和非ＤＥＡ有效的企业。
对于ＤＥＡ有效的企业，
可根据效率值的高低作出
进一步比较与分析；
而对于非ＤＥＡ有效的企业，
可通过计算其影子价格，
分析各因素对其创新绩效效率值的影响程度，
从而有助于管理者确定
最佳的改进策略。
政府部门可以借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效率值对企业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于效率值小的企业应该加强考察力度，
督促其改进
策略，
提高创新绩效。
而对于创新绩效效率值大的企业，
应该根据其效率值的高低区别对待：
对效率值排在前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奖励；
对于效
率值相对相对较低的企业，
应加大对其培养扶持的力度，
进一步提高其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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