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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新会计准则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
完善，企业的财务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完善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将成为研

库

究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现行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有待进行有效的逻辑整合
和进一步系统提升。本文遵循继承、改进和创新的思维，试图构建并完善我国新

要

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为财务信息的使用人准确及时地做出正确决

摘

策提供信息或依据。该框架继承了现有财务分析框架体系的精华，同时在理念和
技术上又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

文

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在充分收集企业

论

内、外部信息并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管理者品质评价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经营
环境进行分析，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对企业经营战略分析，从战略的

士

高度来分析企业的经营状况；其次，进行财务报表分析（含会计分析、财务效率

硕

分析和横向分析），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并评估其可持续
性；再次，进行企业潜在能力指标和社会责任分析，为企业前景分析提供依据；

博

最后，完成对企业的前景预测。本文创新点是：完善了我国新准则下企业财务分

学

析逻辑框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增加了对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者品质的分析；更
注重会计分析，尢其是对企业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分析；新增了潜在

大

能力指标和社会责任分析；财务效率分析强调使用帕利普财务分析综合体系和绩

门

效考核 EVA 指标；前景分析中注重企业风险预警和企业未来发展能力分析。
论文分为两部分：首先，对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主要内

厦

容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其次，以一汽轿车 2012 年财务分析为例对新会计准则下
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实际应用进行案例分析，验证其实用性。新会计准则下
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和完善，是企业财务分析模式的创新，它使企业的
财务分析更加快捷有效，对提升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财务分析；逻辑框架；一汽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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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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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库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nd continuous improve
mentof multi-level capital market system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 Corpora
te financ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perfect corporate financia
l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framework will be an important tool for studying the econo
mic activity of corporate .The current financial analysis system should be effecti
vely integrated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logic system.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im
provement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China's logical fr
amework of the corporate financial analysis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 provi
ding information or basis to make it right decisions for the use of accurate and timel
y financial information. The framework inherited the essence of the existing fina
ncial analysis framework,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idea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he contents of financial analysis logical framework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
tandard areas follows: firstly, In the full collection companies, on the basis of externa
l informat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and management quality evaluation, analyz
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enterpris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speci
ally on the business strategy analysis, analyzes the business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fro
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Secondly, Conducts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Includin
g accounting , 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horizontal analysis), evaluates the financial co
ndition, results of operations cash flows and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gain, ppotent
ial indicator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alysi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enterprise prospect analysis. Finally, to complete the business outlook forecast Thi
s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 ,firstly ,it perfected the logical framework unde
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analysis. Secondly, combined w
ith our country enterprise actual adds to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
ol and management quality; third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alysis of accounting,
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earnings quality, the quality of assets and
cash flow, added potential indicator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alysis. Finally ,Pal
i Pu integrated system of financial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EVA was a
dopted in financial efficiency analysis and corporate risk warning and the company's f
uture development capacity analysis was focused on prospect analysi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theoretically illustrates the main conte
nt of logical framework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 corporate financial analysi
s .then ,taking FAW Car 2012 financial analysis as a case ,analyzes the logical frame
work of corporate finance under the new accounting standard, verify its practicality.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 of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analysis is
an innovativemodel of corporate financial analysis, which makes financial analy
sis of enterprises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And to enhance the completenes
s and accuracy of financial analysis is of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words：new accounting standard；financial analysis；logical framework；
FAW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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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1.1

绪论

绪

论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财务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应用学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目的是将企

业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转换为更为有用的信息，为财务分析使用者进行相关

库

决策提供依据。财务分析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最早的财务分析

要

产生于 19 世纪后期，最先由美国银行家倡导，主要是为银行服务的信用分析；
资本市场出现后，财务分析扩展到为各种投资者服务，进入投资分析阶段，发展

摘

为比较完善的外部分析体系；公司组织发展起来后，逐步形成了内部分析的有关

文

内容；上世纪末财务分析逐步扩展为包括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和前景
分析等四个组成部分的更完善的财务分析体系［1］。财务分析根据不同使用者的需

论

求，分析的目的和内容也有所不同，但其分析使用的逻辑框架是可以相同的，完

士

善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①必将对财务分析技术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新的会计准则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不

硕

断完善，企业的财务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我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及广泛

博

应用，使财务报表概念越来越专业化，提供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扩大，财务
分析技术也日趋复杂，许多财务分析使用者感到从财务报表中提取有用信息日益

学

困难。并且“现有的财务分析框架缺乏有效的逻辑整合”②，主要局限于企业财

大

务报告的分析，缺乏对企业总体财务状况的把握［2］。因此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
务活动的复杂性及我国现行的财务分析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要想从根本上

门

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体

厦

系与之相适应，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应运而生。
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是指将企业财务分析的内容、程序和方法有效的融合

在一个有机整体的框架体系内，并将包含在框架内具有逻辑关系的各组成部分按
一定的逻辑顺序整合成一种系统、全面的财务分析体系。目前我国对新会计准则
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还比较少，近些年国内外一些研究者
在构建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方面提出许多有益的模式值得借鉴，本文尊循继
① 注：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概念见本节第三段开头部分，下同。
② 周福源著：《公司财务分析框架：融合观点》，《商业会计》，2012 年 09 期，第 104 页，摘要第一行。

1

第一章

绪论

承、改进和创新的思维，参考了国内外现有的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理论，尤其借鉴
了“哈佛分析框架”理论和参考了黄世忠教授所著《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
法和案例》一书提出的框架理论，并以一汽轿车的财务分析实践为例，试图构建
我国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的逻辑框架。本文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企业财务
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上，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对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
架的构建研究，探索构建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财务分析现状的企业财务分析框架

库

体系，以满足财务分析使用者的需求。把此框架加以完善并真正应用于实践将具

要

有重要意义。

1、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和完善，是适应经济全球化

摘

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是解决我国财务分析难题的主要方法，也是新会计

文

准则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求新的财务分析体系与之相适应的必然选择。
2、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和完善，是企业财务分析模

论

式的创新，它使企业的财务分析更加快捷有效，对提升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

士

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3、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和完善，将加速将公司财务

硕

状况准确及时地传递给各利益相关方，从而为财务信息的使用人了解企业过去、

博

评价企业现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3］，因此，
新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和完善将成为研究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

学

4、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很不成熟，通过建立一套统一的财务分析逻

大

辑框架体系，提高财务分析的适用性，适应经济形式的发展需要，并培养和建立
良好的执行机制环境，这对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分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门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财务分析文献综述

1.2.1

财务分析国外研究现状

厦

1.2

理论的发展总是以实践的发展为先导的。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
展，财务分析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来，财务分析
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其发展的历程以及重要著作和研究现状如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财务分析的重点是筹资财务问题，主要由银行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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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国学者格林于 1897 年出版的《公司财务》一书，被公认为筹资财务理论
的最早代表作；1900 年，汤姆斯（美国）发表了题为《铁路报告分解》的小册
子，它使用了现代的分析方法，开了财务报表分析的先河；亚历山大.沃尔在 20
世纪初出版的《财务报表比率分析》和《财务分析方法―战略展望》等文章，建
立了比率分析体系，1925 年他又提出了替代比率技术的方法；H.guthmand 1925
年出版的《财务报表分析》和 S.Gilmain 在 1926 年出版的《分析财务报表》，标

库

志着财务分析学科的建立；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使用的杜邦分析法形成了全面、

要

系统的财务报表分析；同期，斯蒂芬.吉尔曼对管理会计的经营分析做出了开创
性的贡献，奠定了企业财务内部评价的理论方法的基本框架；1968 年 10 月威廉.

摘

比弗在《会计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单一比率模型；20 世纪中后期由美国财务

文

学家爱德华.阿尔曼创立的最为著名的“Z 计分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4］。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形成的以 MM 理论和权衡理论为代表的资本结构理论则

论

被称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1952 年，美国著名财务学家哈里·马可维兹在《财

士

务杂志》上发表的《资产组合的选择》一文，奠定了投资财务理论发展的基石。
20 世纪中后期陆续产生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理论以及套利

硕

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当代投资财务理论的基本框架［5］。

博

西方理论界关于财务分析的范围的争论，其观点多种多样，比如：J.J.Wild
的《财务报表分析—理论、应用与解释》、C.P.Stikney《财务报表分析—战略展

学

望》和 E.A.Helfert 的《财务分析技术—管理与计量企业绩效的实践指南》
。

大

20 世纪后期，哈佛大学佩普、希利和伯纳德在《运用财务报表分析进行企
业价值评估与估价》一书中提出的融战略分析和财务报表分析于一体的财务分析

门

逻辑框架—“哈佛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是财

厦

务分析体系的里程碑之作。
1.2.2

财务分析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财务分析思想出现较早，但真正开展财务分析工作还是在 20 世纪初。

主要是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金融资本家开始分析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还债能力

［5］

。

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前，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财务分析
是无足轻重的。这一时期主要文献有 1952 年和 1957 年出版的苏联《工业企业经
济活动分析》的中译本和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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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以后，财务分析开始引起重视，财务管理等学科中都增加了财务分
析的内容。进入 90 年代以后，统一了财务会计制度，1992 年，财政部颁布了《企
业财务通则》，同时下发了工业经济评级考核八项指标；1995 年，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1999 年 6 月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颁布了《企业
效绩评价体系》，2002 年进行了修订；2007 年出台了《企业效绩评价标准值
（2007）》，进一步完善了财务分析体系，便于企业财务分析进行横向比较。

库

从国内来看，关于企业财务分析的理论日益增多，比如，郭复初教授提出了

要

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评价体系。国内专门介绍财务分析的著作较多，代表
作有张金昌《现代企业财务分析》、张先治《财务分析》等，前者较早地提出了

摘

现金流量分析，后者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趋势分析和预测分析。目前更多

文

地学者是将财务分析与绩效评价联合起来对企业进行诊断，比如高立法、冯腾达
的《企业经营分析与效绩评价》及高立法、曲云翠《企业财务诊断与治理》［4］。

论

我国对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体系的研究较晚，魏素艳的《企业财务分析》

士

及黄世忠的《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是这方面的代表，二者更
注重对财务报表分析的逻辑框架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理

硕

论界和实务界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博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企业财务分析理论的丰富内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案例选择原因

大

1.3

学

有益借鉴，为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本文研究方法：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并

门

在现有的财务分析框架下，尊循继承、改进和创新的思路，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

厦

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采用规范研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论述了新准则下
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其次，结合案例分析方法，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
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技术层面对一汽轿车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等
进行案例分析，详细论述了新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实际应用。
本文创新点：1、完善了我国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按照收
集信息—内控和管理者品质分析—经营环境分析—财务报表（会计、财务效率和
横向分析）分析—潜在能力和社会责任分析—前景分析的顺序和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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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我国企业实际增加了对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者品质的分析；3、更注重会
计分析，尢其是对企业盈利质量、资产质量和现金流量分析；4、新增了潜在能
力指标和社会责任分析；5、财务效率分析强调使用帕利普财务分析综合体系和
绩效考核 EVA 指标；6、前景分析中注重企业风险预警和企业未来发展能力分析。
本文案例选择的原因：选择一汽轿车为案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汽车产
业入世以来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从规模上看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汽车产销量

库

高居世界第一［6］，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

要

轻重的作用。而一汽轿车又是我国汽车行业中有代表性的企业，是中国轿车制造
业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已经走在了同行业企业的

论文结构安排

文

1.4

摘

前面，代表了我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方向。

论

本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共五章。

士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篇论文的选题背景、目的和意义，揭示了选
择这一题目作为研究对象的背景及其现实意义；其次介绍了财务分析的国、内外

硕

研究现状，并且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创新点和结构安排进行简要的介绍。

博

第二章论述新会计准则下现行企业财务分析的局限性和解决对策，主要内容
是首先对新会计准则体系的特点及对财务分析的影响进行介绍；其次针对现行财

学

务分析体系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解决对策—新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

大

第三章是对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首先从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入手，建立新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体系；其

门

次对逻辑框架体系下的各子框架进行构建和分析，具体说明新框架的理论内容。

厦

第四章是以一汽轿车为实例进行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案例

的应用分析，运用新构建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对一汽轿车近三年的财务经营
状况进行财务分析，具体说明新准则下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实际运用。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阐述了完善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的构建是适应我国
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是当前和未来解决我国财务分析难题的主要方法，虽然目
前我国的企业财务分析逻辑框架在理论上还有待完善，在财务分析领域全面推行
还有一定的困难，但其仍是今后财务分析体系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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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会计准则下现行企业财务分析的局限性和解决对策

新会计准则下现行企业财务分析的局限性和解决对策

2.1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特点及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2.1.1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特点

库

我国于 2006 年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该准则体系下，企业的财务数
据是根据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加工后生成的信息，因此进行财务分析前必须先了解

要

新会计准则体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摘

首先，新准则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原则导向。其次，新准则下会计理念发
生了变化，采用“资产负债观”的理念来规范交易或事项，这表明我国的会计理

文

念已从“损益观”向“资产负债观”转变。再次，新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

论

模式，突破了我国应用多年的历史成本计量原则，按照市场化的股权交易条件下
的计量方法来确定企业的资产价值，导致利润表体现出了全面收益观；新准则下

士

财务报告的内涵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融合；费用资本化范围扩大，影响

硕

损益的可变因素增多，损益预测的不确定性增加；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
形式上，新准则给予了企业较多的职业判断空间。最后，新准则突破了传统的以

新会计准则对财务分析的影响

学

2.1.2

博

利润为核心的观念，企业价值最大化代替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的考量目标［7］。

大

新会计准则不论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还是在财务报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有
很大的改变和突破，企业财务分析是以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所进行的分析，所以

门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对财务分析必然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影响如下：

厦

1、新准则采用原则导向，给予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在相应规范制约范围

内灵活应用的更大空间，使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选用大量的
职业判断，从而使财务报表信息包含太多的“噪音”，加大了财务分析的难度［8］。
2、新准则下会计理念主要是“资产负债观”，更加看重资产负债表和现金
流量表所描述的企业财务状况，注重资产价值的真实性，提高资产质量。这提高
了财务分析的质量和实用性［9］。
3、新准则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确认、计量和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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