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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税与现金流量

公司核销呆账一般意味着公司资产价值已经下降了。例如，2010 年，美国银行
宣布核销总额为 340 亿美元的呆账。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宣告由于最新立法使得其信
用卡业务价值减损，造成了 105 亿美元的呆账。2010 年美国银行的呆账是继 2009 年
的 337 亿美元的呆账和 2008 年 162 亿美元的呆账之后的。当然，并非只有美国银行
是这样。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s）估计 2009 ～ 2010 年银行
核销的呆账总额为 4 760 亿美元，预期 2011 年银行的呆账将达到 2 860 亿美元。
美国银行的呆账金额很大，但并不是最大的。史上最大的呆账核销记录可能是时
代华纳创造的，该公司 2002 年第 4 季度的呆账金额是 455 亿美元。这是继之前一个
更大的高达 540 亿美元的呆账之后的一个巨额呆账。
那么，美国银行的股东是否因核销呆账而损失了 340 亿美元呢？答案可能并非如
此。要理解其原因，就需进入本章的主题，即现金流量这一重要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应该了解：
◎学习目标 1 会计价值（或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
◎学习目标 2 会计收益和现金流量的区别
◎学习目标 3 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的区别
◎学习目标 4 如何从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判断它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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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我们考察财务报表、税和现金流量。我们不强调财务报表的编制。因为我们发现，
财务报表通常是财务决策信息的重要来源，我们的目标是简单考察这些报表，指出它们更为相关
的一些特点。我们将特别注意现金流量的一些实务细节。
在阅读时，你需要特别注意两个重要区别：①会计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别；②会计收益和现
金流量的区别。这些重要的区别将贯穿全书。

2.1 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相当于一
张体现公司概貌的快照。它是用来组织和
归纳企业在给定时点拥有什么（企业资产）
，
欠别人什么（企业负债）以及两者之差（企
业所有者权益）的一个便利方式。图 2-1 说
明了资产负债表是如何编制的。如图所示，
左边列示了公司的资产，右边列示了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

2.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净营运资本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
1. 有形固定资产
2. 无形固定资产

所有者权益

资产：左边

图 2-1 资产负债表（左边：资产总额；右边：负债和
资产被划分为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两
所有者权益总额）
类。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寿命相对较长的资
产。固定资产可以是像货车、电脑这样的有形资产，也可以是像商标、专利这样的无形资产。流
动资产的寿命小于 1 年。这意味着资产将在 12 个月内转化为现金。例如，存货通常在 1 年内被
购置进来并销售出去，因此被划分为流动资产。很明显，现金本身就是流动资产。应收账款（顾
客欠企业的钱）也是流动资产。

2.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右边
资产负债表右边首先列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它们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流动负债和流动
资产一样，其寿命小于 1 年（意味着必须在 1 年内偿付）
，并列示在长期负债之前。应付账款（企
业欠供应商的钱）是流动负债的一个例子。
期限超过 1 个会计年度的负债划分为长期负债。企业将在 5 年内偿还的贷款就属于这样的长
期负债。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借入长期负债。我们将债券和债券持有人分别归类为长期债务和长期
债权人。
最后，根据定义，资产价值总额（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和负债价值总额（流动负债和长期负
债）之差就是股东权益，也叫普通权益或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表试图反映当公司卖掉所有资产并
且用这个资金去偿还它的债务时，所有剩余的价值将属于股东这样的事实。因此，资产负债表之
所以平衡就是因为左边的数值和右边相等。也就是说，资产价值等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和
资产 = 负债 + 股东权益
（2-1）
这就是资产负债表恒等式，或称方程式，它将永远成立，因为股东权益被定义为资产和负债
的差额。
一

一

业主权益、股东权益和持股人权益等术语会被交替地用来表示公司的权益。还可以用资本净值这一术语。除
此之外，还可以用其他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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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净营运资本
如图 2-1 所示，公司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被称为净营运资本（net working capital）。当
流动资产超过流动负债时，净营运资本为正。基于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定义，净营运资本为正
意味着在未来 12 个月内变为可用的现金将超过同期需要支付的现金。因此，在运营健康的企业，
净营运资本通常为正。
【例 2-1】编制资产负债表
一家公司拥有的资产是 100 美元，净固定资产为 500 美元，短期负债是 70 美元，长期负债是 200
美元。资产负债表是怎样的呢？所有者权益是多少？净营运资本是多少？
在这个例子中，资产总额为 100+ 500 = 600 美元，负债总额是 70+ 200 = 270 美元，因此所有者权
益就是其差额：600- 270 = 330 美元。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
（单位：美元）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100

流动负债

70

固定资产净值

500

长期负债

200

所有者权益

330

资产总额

6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600

净营运资本是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差额，即 100- 70 = 30 美元。

表 2-1 显示了一家虚构的美国公司的简化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按照正常经营程序
下变现时间的长短排列。相似地，负债按正常情况下的偿还时间排列。
表 2-1 US 公司 2011 和 2012 年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11

（单位：百万美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2

流动资产

2011

2012

流动负债

现金

104

160

应付账款

232

266

应收账款

455

688

应付票据

196

123

小计

428

389

长期负债

408

454

600

640

留存收益

1 320

1 629

小计

1 920

2 269

2 756

3 112

存货
小计

553

555

1 112

1 403

1 644

1 709

固定资产
厂房和设备净值

所有者权益
普通股和股本溢价

资产总额

2 756

3 11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特定公司的资产结构反映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管理决策，包括该持有多少现金和存货、信用政
策、固定资产的购置等。
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这边反映有关资本结构和短期负债的使用的管理决策。例如，2012 年，
US 公司的长期负债是 4.54 亿美元，权益总额是 22.69（= 6.4 + 16.29）亿美元，所以长期融资总
额是 27.23（= 4.54 + 22.69）亿美元。其中，16.67%（= 4.54 / 27.23）是长期债务。这个百分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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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US 公司管理层过去所做的资本结构决策。
在考察资产负债表时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需要注意：流动性、负债与权益之比和市场价值
与账面价值。

2.1.4 流动性
流动性表示资产转化为现金的速度和难易程度。黄金是一项相对流动的资产；一般的生产设
备则不是。流动性有两个层面：转化的容易程度和价值的损失。如果价格降得足够低，任何资产
都能很快转化为现金。因此，高度流动的资产是那种能够很快脱手且没有明显价值损失的资产。
低流动性的资产是指如果不大幅降价就不能迅速转化为现金的资产。
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通常是按照流动性递减的顺序排列的，意味着流动性最高的资产列在最
前面。流动资产的流动性相对较高，包括现金和我们期望在 12 个月内转化为现金的资产。例如，
应收账款表示尚未从客户那里收回的销售款项。我们自然期望它在不久的将来能转化为现金。存
货可能是流动资产中流动性最低的资产，起码对很多企业来说是这样的。
固定资产在多数情况下的相对流动性较低。包括有形资产，如建筑和设备这样在正常商业活
动中完全不转化为现金的资产（当然，它们在商业活动中创造现金）。无形资产，如商标，通常
没有实物形式，却很有价值。像有形的固定资产一样，它们通常不转化为现金，一般被视作非流
动的。
流动性是有价值的。一个企业流动性越高，表示它遭遇财务困境（也就是难以偿还债务或购
买需要的资产）的可能性越小。遗憾的是，通常持有的流动资产的盈利能力较差。例如，持有的
现金通常是所有投资中流动性最强的，但它们有时不带来任何回报——只是搁置在那儿。因此，
需要在流动性的优点和放弃的潜在利润之间进行权衡。

2.1.5 负债与权益
在借入资金范围内，债权人通常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享有优先索取权。股东只享有对剩余价值
的索取权利，即偿还债权人之后的剩余部分。剩余部分的价值是股东在该公司的权益，即仅仅只
是公司资产价值减去债务价值。
股东权益 = 资产 - 负债
这在会计意义上是成立的，因为股东权益被界定为这部分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意
义上也是成立的：如果公司卖掉它所有的资产并偿还它的债务，剩下的现金属于股东。
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的运用叫财务杠杆。举债越多（根据占资产的百分比）
，财务杠杆的程
度越高。就像我们后面的章节会讨论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的作用就像杠杆，它的运用能
够大大地放大收益和损失。因此，财务杠杆能增加股东的潜在回报，但也提高了财务困境和倒闭
的可能性。

2.1.6 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
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公司资产的价值是账面价值，通常不是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在一般公
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下，在美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通常
是以资产的历史成本列示的。换句话说，资产以企业的支付价格“载入账簿”的，无论它们是多
久前购置的，也不论它们今天值多少钱。
对于流动资产，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可能比较接近，因为流动资产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跨度内
被购入及转化为现金。在其他情况下，这两个价值可能相差较大。此外，对于固定资产，如果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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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资产的售价）和账面价值相等就纯属巧合。例如，一家铁路公司可能拥
有大量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前购置的土地。铁路公司实际支付的价款可能小过土地今天价值的成
百上千倍。但资产负债表仍然报告的是其历史成本。
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区别能帮助我们理解报告的利得和损失带来的影响。例如，开
篇，我们讨论美国银行的盈利中列支的巨额呆账。实际上这些呆账是由于会计准则变更而导致
的某些特定类型的资产价值减损。然而，会计准则的变化本身对所讨论的资产的实际价值没有影
响。相反，资产的市场价值依赖于它的风险性和现金流量，这些都与会计没有任何关系。
资产负债表对很多不同的使用对象有潜在用途。供应商可能根据应付账款的规模来判断企业
是否能迅速买单。潜在的债权人会考察流动性和财务杠杆水平。企业经理人员可以追踪企业持有
的现金及存货的数量。我们将在第 3 章详细讨论这些作用。
经理和投资者常常对企业价值感兴趣。这个信息不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以历
史成本列示意味着列示的资产总额和公司实际价值没有必然联系。的确，很多公司最有价值的资
产，如优秀的管理、良好的声誉、出色的员工等都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同样地，资产负债表中的股东权益数据和股票实际价值并不相关。例如，在 2011 年年
初，IBM 的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大约是 230 亿美元，然而市场价值却为 1 930 亿美元。同时谷歌
（Google）的账面价值为 440 亿美元，然而市场价值却是 2 020 亿美元。
那么，对于财务经理而言，股票的账面价值就不是特别重要了，重要的是市场价值。今后，
无论我们何时提及资产的价值或公司的价值，我们通常是指它的市场价值。因此，比如说当我们
讲财务经理的目标是增加股票价值时，我们指的是股票的市场价值。
【例 2-2】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
克林根公司（Klingon Corporation）净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 700 美元，市场估值约合 1 000 美元。
净营运资本的账面价值是 400 美元。但如果变现所有流动资产，则大约能得到 600 美元。克林根有
500 美元长期债务，其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一样。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是多少？市场价值是多少？
我们可以编制两个简化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是从会计（账面价值）角度，一个是从经济（市场价
值）角度。
克林根公司资产负债表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
资产
账面价值

（单位：美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市场价值

账面价值

市场价值

净营运资本

400

600

长期债务

500

500

净固定资产

700

1 000

股东权益

600

1 100

1 100

1 600

1 100

1 600

在这个例子中，股东权益实际价值几乎为账面所示的
2 倍。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别的确相当重要，因
为账面价值与实际经济价值的差别可以如此之大。

概念问题
2.1a 资产负债表的特征是什么？
2.1b 什么是流动性？它为什么很重要？
2.1c 财务杠杆指的是什么？

2.2 利润表

2.1d 解释会计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区

利润表（income statement）衡量某一期间的业绩，
通常为 1 个季度或者 1 年。利润表等式是
收入 - 费用 = 利润

别。对财务经理而言，哪个更重
要？为什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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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资产负债表看成是一张快照，那么可以将利润表看成是一段覆盖介于前后快照的那段
期间的录像。表 2-2 列出 US 公司的简化利润表。
表 2-2 US 公司 2012 年利润表
销售净额

1 509

销货成本

750

应税所得

624

税（34%）

212

65

净利润

412

694

股利

103

留存收益增加额

309

折旧
息税前利润

（单位：百万美元）

70

利息支出

利润表中首先报告的通常是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接下来的部分包括财务费
用，例如利息支出。支付的税费单独列报。最后的项目是净利润（所谓的底线）。净利润通常以
每股平均金额表示，称为每股收益（EPS）。
如表 2-2 所示，US 公司支付 1.03 亿美元的现金股利。净利润和现金股利之差，即 3.09 亿美
元，就是这年新增的留存收益。这个数目累加到资产负债表中的留存收益账户。如果你回来再看
US 公司的两张资产负债表，你会发现留存收益确实增加了 16.29（=13.20 + 3.09）亿美元。
【例 2-3】计算盈余和每股股利
假设 US 公司 2012 年年末有 2 亿股流通股。根据表 2-2 的利润表，每股收益（EPS）是多少？每股
股利是多少？
从这个利润表，我们看到 US 本年的净利润为 4.12 亿美元。股利总额是 1.03 亿美元。因为流通股
是 2 亿股，每股收益（EPS）和每股股利计算如下
每股收益 = 净利润 / 总流通股股数 = 4.12/2 = 2.06（美元 / 股）
每股股利 = 股利总额 / 总流通股股数 = 1.03/2 = 0.515（美元 / 股）

在考察利润表时，财务经理需要记住三点：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
，现金项目比非现金
项目以及时间和成本。

2.2.1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和利润表
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编制的利润表在业务发生时列示收入 , 此时不一定有现金
流入。一般原则（确认或实现原则）是在盈利过程实质完成，并且商品或劳务的价值已知或能可
靠确定时，确认收入。实际上，这个原则通常意味着收入在销售时确认，无须同时收到款项。
资产负债表中的费用根据配比原则确认。这里的基本理念是首先确定前述的收入，然后与
创造这些收入的成本相配比。所以，如果我们制造一个产品，然后赊销出去，这项收入在销售
时确认，其生产成本和其他成本也随产品的销售同时被确认。同理，实际现金流出可能发生在
不同时点。
收入和成本的确认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利润表中的数据可能根本不代表一段时期内发生的实
际现金流入和流出。

2.2.2 非现金项目
会计收益不同于现金流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利润表中包含非现金项目（noncash items）。其
中，最重要的是折旧。假设一个企业购置一项价值 5 000 美元的资产，以现金支付。显然，在购
置时，企业有 5 000 美元现金流出。然而，会计上可能在 5 年内对该项资产计提折旧，而不是将
5 000 美元作为一项费用予以扣除。
如果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资产价值在那段期间将递减至零。那么每年将有 1 000（ = 5 000/5）

22

第一部分

公司理财导论

美元被抵减而转为费用。 需要重点注意的是这 1 000 美元抵减额不是现金项目，只是一个会计
数据。实际现金流出发生在购置时。
折旧扣除只不过是会计上配比原则的又一项应用。和资产相关的收入一般会在一段时期内产
生。所以，会计是为了将购置的资产花费和拥有它而产生的收益配比。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财务经理，实际现金流入和流出时间的选择对于市场价值合理估计
数的获得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将现金流量从非现金项目中分离出来。事实上现金
流量和会计利润可能有巨大的差别。以汽车制造公司克莱斯勒为例说明。2010 年第 3 季度，克
莱斯勒报告了 8 400 万美元的净损失，但是，克莱斯勒同时又报告了 4.19 亿美元的正现金流量，
差额约 5.03 亿美元！
一

2.2.3 时间和成本
将未来看成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同的部分是很有益的。它们都不是精确的时期。这个区别和成
本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有关。从长期看，所有营业成本都是可变的。假设时间充分，资产能够卖
掉，债务可以清偿，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的时间范围比较短，有些成本实际上是固定的，它们无论如何都是要支付的
（如房产税）。另外一些成本，例如支付的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款项，则仍然是变动的。因此，即
使在较短时间，企业仍可以从这些方面改变支出，从而改变它的产量。
有时，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区分对财务经理而言是很重要的，但是利润表中报告成本的方
式对于成本的区分并不能提供一个好的指引。原因是，在实践中，会计倾向于按生产成本和期间
费用划分成本。
产品成本包括诸如原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这样的项目。这些在利润表中被列为销货
成本，但是它们既包括固定成本也包括变动成本。类
概念问题
似地，期间费用可能在一段特定时期产生，可能被报
2.2a 什么是利润表等式？
告为销售、一般和管理费用。同理，这些期间费用中
2.2b 考察利润表时，应记住哪三点？
有些可能是固定的，其他则可能是变动的。例如，公
2.2c 为什么会计收益和现金流量不同？
司董事长的薪水是一项期间费用，它就可能是固定的，
给出两个理由。
至少短期内如此。

2.3 税
税可能是公司碰到的最大的现金流出之一。例如，在 2010 年会计年度，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的税前利润约为 529.6 亿美元。它的税款，包括在全球各地支付的所有税款，高达
215.6 亿美元，约为其税前利润的 41%。沃尔玛公司在 2010 年会计年度也是如此，其应税利润是
235.4 亿美元，公司支付了 75.8 亿美元的税，平均税率是 32%。
公司税款的多少取决于税法—— 一个经常被修正的法规。在这部分，我们考察企业税率以
及如何计算这些税。如果税法的许多规定对你来说有些奇怪或复杂的话，请记住，税法是政治上
的要求，不是经济上的。因此，它并无理由需要具备经济意义。

2.3.1 公司税率
2012 年适用的公司税率如表 2-3 所示。1986 年制定了《税改法案》，1993 年的《预算调整
一

直线法的原理是，每年的折旧递减额都是一样的。“减记至 0”指的是假设该资产在第 5 年年末价值没有价值。
有关折旧的讨论详见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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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法案》对其做出详细说明，该税制的突出特征是，税率并非严格递增。如表所示，公司税
率由 15% 上升为 39%，但当利润超过 335 000 美元时，又回到了 34%。然后又上升为 38%，最
后降至 35%。
表 2-3 公司税率
应税利润（美元）

税率（%）

应税利润（美元）

税率（%）

0～

50 000

15

335 001 ～ 10 000 000

34

50 001 ～

75 000

25

10 000 001 ～ 15 000 000

35

75 001 ～

100 000

34

15 000 001 ～ 18 333 333

38

100 001 ～

335 000

39

18 333 334 +

35

按照现行税法制定者的说法，仅有 4 档企业税率：15%、25%、34% 和 35%。38% 和 39%
这两档税率产生的原因是，它们是在 34% 和 35% 的最高税率上加征的“附加税”。然而，税就
是税，就像我们列示的，实际上有 6 档税率。

2.3.2 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
进行财务决策时，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的区分常常很重要。你的平均税率（average tax rate）
是你的应纳税额除以应税所得额，换句话说，就是你要支付的税款占收入的百分比。你的边际税
率（marginal tax rate）是当你每多赚得 1 美元时应多缴纳的税款。表 2-3 所示的百分比税率都是
边际税率。换言之，表 2-3 的税率仅适用于特定利润范围，并非所有利润。
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的差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好地加以说明。假设我们公司的应税所
得额为 200 000 美元。应纳税额是多少？利用表 2-3，我们可以计算出税款（单位：美元）。
0.15×50 000
= 7 500（美元）
0.25×（75 000 - 50 000）
= 6 250（美元）
0.34×（100 000 - 75 000） = 8 500（美元）
0.39×（20 0000 - 100 000） = 39 000（美元）
61 250（美元）
因此，纳税总额为 61 250 美元。
此例中，平均税率是多少？我们的应税所得额为 200 000 美元，应纳税额为 61 250 美元，因
此平均税率为 61 250 美元 /200 000 美元 =30.625%。边际税率是多少呢？如果我们多赚 1 美元，
为这 1 美元所交的税是 39 美分，因此，边际税率为 39%。
【例 2-4】深入理解税款
Algernon 公司的应税所得额为 85 000 美元。应纳税额是多少？平均税率是多少？边际税率又是
多少？
由表 2-3，我们看到最初的 50 000 美元适用的税率是 15% ；接下来的 25 000 美元适用的税率
是 25%，此后其余的小于 100 000 美元的所得适用的税率是 34%。因此，Algernon 必须支付 0.15
×50 000 美元 + 0.25×25 000 + 0.34×（85 000 - 75 000）= 17 150（美元）。因此，平均税率是 17 150
美元 /85 000 美元 = 20.18%。边际税率是 34%，因为如果 Algernon 获得额外的 1 美元利润时，税款
会增加 34 美分。

表 2-4 总结了一些公司不同的应税所得额、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注意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
是怎样共同达到 3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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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公司税和税率
应税所得额（美元）

边际税率（%）

税收总额（美元）

平均税率（%）

45 000

15

6 750

15.00

70 000

25

12 500

17.86

95 000

34

20 550

21.63

250 000

39

80 750

32.30

1 000 000

34

340 000

34.00

17 500 000

38

6 100 000

34.86

50 000 000

35

17 500 000

35.00

100 000 000

35

35 000 000

35.00

在单税率制下仅有一档税率，因此对于所有利润水平来说，税率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税制
下，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永远是一样的。当前，美国的企业税制是建立在一个修正的单税率制的
基础上的，在最高的利润水平上变成真正的单税率。
看到表 2-4，注意企业赚得越多，支付的税款占收入的百分比越高。换句话说，在当前税法
下，平均税率永远不会下降，边际税率甚至也是如此。如表所示，对于公司而言，平均税率从
15% 开始，一直上升到最高值 35%。
通常边际税率与财务决策相关，原因是所有新产生的现金流量都按边际税率征税。因为财务
决策常常涉及新的现金流量或者会在现有现金流量的基础上发生变化，这个税率将告诉我们一项
决策对我们所交税款的边际影响。
关于税法对企业的影响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如果我们的应税所得额超过 1 833 万美
元，很容易证明企业应纳税额恰好是应税所得额的 35% 这一单一税率。同样，对于很多中型企
业，应税所得额在 335 000 美元到 10 000 000 美元之间，适应 34% 的单一税率。因为我们通常
讨论的是大型企业，除非我们做出特别说明，你可以假设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是 35%。
在我们的讨论中，还应注意，我们简化了税法。事实上，税法中存在大量的纳税扣除以及特
定行业的漏洞，远远复杂得多。结果，很多公司的平均税率和 35% 相差甚远。表 2-5 列示了不
同行业的税率。
表 2-5 平均税率
行业

企业数量

平均税率（%）

行业

企业数量

平均税率（%）

公共电力（美国东部）

24

33.8

医疗用品

264

11.2

货车

33

32.7

网络

239

5.9

铁路

15

27.4

药品

337

5.6

证券经纪

30

20.5

生物技术

121

4.5

481

17.5

银行

正如你看到的，平均税率从公共电力行业的 33.8%
变化到生物技术行业的 4.5%。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这部
分所讨论的税率仅限于联邦税。如果考虑到州、地方
及其他税种，整体税率会更高。

2.4 现金流量

概念问题
2.3a 边 际 税 率 和 平 均 税 率 的 区 别 是
什么？
2.3b 从较低税率的角度来看，最富有
的企业是否获得了税负减免？为
什么？

在这里，我们准备讨论的或许是我们能够从财务报表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财务信息：现金流
量。我们这里的现金流量是指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差额。例如，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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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对公司在某一年内实际支付的现金数量很感兴趣。如何确定这个数量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
的问题。
并没有一个标准的财务报表按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提供这些信息。因此，我们需要讨论如何计
算 US 公司的现金流量，并指出这一结果和标准财务报告的计算如何不同。有一个标准的财务会
计报表称为现金流量表，但某种程度上它和另一个问题有关，不能和这部分讨论的内容混淆。第
3 章将讨论现金流量的会计报表。
从资产负债表恒等式我们知道公司资产价值等于负债的价值加所有者权益价值。同样地，资
产的现金流量等于流向债权人和股东（或所有者）的现金流量总额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 流向负债的现金流量 +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2-3）

这是现金流量恒等式。它表明对公司来说，来自公司资产的现金流量等于支付给资金提供者
的现金流量。这反映了一家公司会通过各种活动产生现金流，这些现金要么支付给债权人要么支
付给这家公司所有者。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些现金流量的不同组成部分。

2.4.1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cash flow from assets）涉及 3 个部分：经营现金流量、资本性支出和
净营运资本变动。经营现金流量（operating cash flow）是指来自公司日常生产和销售活动的现金
流量，不包括企业为获得资产而融资的相关费用，因为它们不是经营活动支出。
正如我们第 1 章所讨论的，公司现金流的一些部分在公司内进行再投资。资本性支出是指
花费在固定资产上的净支出（购置的固定资产减去销售的固定资产）。最后，通过比较一段期间
的流动资产变动相对于流动负债的变动来衡量净营运资本变动，它表示花费在净营运资本上的金
额。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考察现金流量的 3 个组成部分。

1．经营现金流量
为计算经营现金流量，我们希望计算收入减成本，但是不包括折旧，因为它属于非现金性支
出，也不包括利息，因为它是财务费用。我们希望包括税款，因为（不幸的是）税款是以现金支
付的。
我们看 US 公司利润表（见表 2-2），息税前利润（EBIT）是 6.94 亿美元。这差不多是我
们所想要得到的，因为它不包括利息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我们需要做两个调整。首先，记得折旧是一
US 公司 2012 年经营现金流量
项非现金费用。为得到现金流量，我们首先
息税前利润
694
加 回 0.65 亿美 元 的 折 旧， 因 为 它 不 是 现 金
+ 折旧
65
扣 除 额。 另 一 个 调 整 是 减 去 2.12 亿美 元 的
- 税收
212
税，因为这是以现金支付的。得到的结果就
经营现金流量
547
是经营现金流量。
因此 US 公司 2012 年的经营现金流量是 5.47 亿美元。
经营现金流量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因为它告诉我们，在一个大致的水平上，一家公司的经营
现金流入是否足够支付日常现金支出。基于这一理由，负现金流量通常是困境的信号。
但当我们提及经营现金流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令人不满的混淆的可能性：在会计实务中，
经营现金流量常常被定义为净利润加折旧。对 US 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将会是 4.12 亿 + 0.65 亿 =
4.77 亿美元。
经营现金流量的会计定义和我们的定义在某个方面有所不同：计算净利润时利息被扣除了。

26

第一部分

公司理财导论

我们计算出来的经营现金流量是 5.47 亿美元，和 4.77 亿美元之间的差额是 0.70 亿美元，即该年
支付的利息数额。因此这个现金流量的定义将利息作为经营性支出。我们的定义恰当地将其作为
财务费用。如果没有利息支出，这两个定义将一致。
为完成有关 US 公司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的计算，我们需要考虑 5.47 亿美元中有多少经营现
金流量在公司进行再投资。我们首先要考虑固定资产支出。

2．资本性支出
净资本性支出是花在固定资产上的资金减去销售固定资产时收到的资金。在 2011 年年末，
US 公司（表 2-1）的净固定资产是 16.44 亿美元。在这年 US 公司在利润表中减记（折旧）了价
值 0.65 亿美元的资产。所以，如果公司没有
（单位：美元）
购置任何新的固定资产，年末净固定资产就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1 709
会 是 16.44 亿 -0.65 亿 = 15.79 亿 美 元。2012
- 期初固定资产净值
1 644
年的资产负债表会显示 17.09 亿美元的净固定
+ 折旧
65
资产，因此 US 这年必定在固定资产上一共花
净资本性支出
130
费了 17.09 亿 - 15.79 亿 = 1.3 亿美元。
1.3 亿美元是 2012 年的净资本性支出。
净资本性支出可能是负数吗？回答是肯定的。当公司出售的资产多于购置的资产时，这就会
发生。这里“净”的概念是指购置的固定资产减去销售的固定资产。你会经常看到资本性支出又
叫 CAPEX，CAPEX 是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s）首字母的缩写。它们常常是一样的含义。
3．净营运资本变动
除了投资固定资产，公司可能也会投资流动资产。例如，回看资产负债表 2-1，我们看到在
2012 年年末，US 公司有 14.03 亿美元流动资产。在 2011 年年末，流动资产是 11.12 亿美元；所
以，这一年在流动资产上的投资是 14.03 亿 - 11.12 亿 = 2.91 亿美元。
公司改变其流动资产投资时，它的流动负债也常常变动。为确定净营运资本变动，最简单的
方法是根据净营运资本（NWC）年初和年末的差额。2012 年年末的净营运资本是 14.03 亿 -3.89
亿 = 10.14 亿美元。同样的，在 2011 年年末，
（单位：百万美元）
净营运资本是 11.12 亿 - 4.28 亿 = 6.84 亿美
期末净营运资本
1 014
元。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得到如右图所
- 期初净营运资本
684
示的资本。
净营运资本变动
330
净营运资本因此增加了 330 美元。换种
方式说，US 公司这年在净营运资本（NWC）上的投资是 330 元。净营运资本（NWC）的变动经
常指净营运资本（NWC）的“增加额”。
4．结论
根据我们得出的数据，我们开始计算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等于经营现
金流量减去固定资产和净营运资本的投资金
US 公司 2012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额。因此，就 US 公司而言，就有
（单位：百万美元）
从之前给出的现金流量恒等式，我们知
经营现金流量
547
道来自资产的 87 美元现金流量等于公司流向
- 净资本性支出
130
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和股东的现金流量之和。
- 净营运资本变动
330
随后我们将考虑这些。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87
一家成长性公司出现负的现金流量不足
为奇。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负的现金流量意味着该年度公司通过举债和发售股票筹集的资
金相对于支付给债权人和股东的资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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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自由”现金流量的说明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有时候适用于一个不同的名称，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当然，
没有这样一个“自由”现金（我们倒希望有！）。这个名字却是指企业可以自由支付给债权人和股
东的现金，因为它无需用于营运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将继续坚持采用“来自资产的现金流
量”作为这一重要概念的称谓，因为确切地说在实务中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有所差别；不同使用
者计算的方式不同。无论如何，任何时候你听到“自由现金流量”这个术语的时候，你应该明白
正在讨论的是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或某些相似的东西。

2.4.2 流向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流量
流向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流量是指本年度支付给债权人和所有者的净额。它们的计算类似于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cash flow to creditors）是利息支出减新增借款净
额；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cash flow to stockholders）是支付的股利减新增权益净额。

1．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根据表 2-2 所示的利润表，我们看到 US 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是 0.7 亿美元。从表 2-1 中的
资产负债表，我们看到长期负债增加
US 公司 2012 年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单位：百万美元）
额是 4.54 亿 - 4.08 亿 =0.46 亿美元。
利息支出
70
所以 US 公司支付了 70 美元的利息，
- 净新增借款
46
但它借了额外的 46 美元。因此，流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24
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是 24 美元。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有时也称为流向债券持有者的现金流量；我们将交替使用这些术语。
2．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从利润表，我们看到发放给股东的股利总计 1.03 亿美元。为得到新增权益净额，我们需要
看普通股和股本溢价账户。这个账户
US 公司 2012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单位：百万美元）
告诉我们公司发售了多少股票。在
股利支付
103
这一年中，这个账户增加了 0.4 亿美
- 发行新股净额
40
元，新增权益净额 0.4 亿美元就是这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63
样筹集到的。根据这些，就有如右图
所示的现金流量。
因此，2012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是 0.63 亿美元。
最后我们需要做的是验证现金流量恒等式是否成立，以确保我们没有任何差错。从前文我
们知道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是 0.87 亿美元。流向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流量是 0.24 亿 + 0.63 亿 =
0.87 亿美元，所以，经检查一切正确。表 2-6 概括了不同现金流量的计算，以备将来参考。
表 2-6 现金流概括
1．现金流量恒等式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 流向债权人（债券持有者）的现金流量 + 流向股东（所有者）的现金流量
2．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 经营现金流量 - 净资本性支出 - 净营运资本变动（NWC）
其中：
经营现金流量 = 息税前利润（EBIT）+ 折旧 - 税收
净资本性支出 =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 期初固定资产净值 + 折旧
净营运资本变动 = 期末净营运资本 - 期初净营运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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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3．流向债权人（债券持有者）的现金流量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 利息支出 - 净新增借款
4．流向股东（所有者）的现金流量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 股利支付 - 发行新股净额

2.4.3 举例：Dole 可乐公司的现金流量
这个延伸的例子涉及本章讨论的不同的现金流量的计算。它还说明了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

1．经营现金流量
这一年 Dole 可乐公司的销售收入和销货成本分别为 6 亿美元和 3 亿美元。折旧是 1.5 亿美
元，支付的利息为 3 000 万美元。我们直接采用 34% 的税率计算来得到税款。股利为 3 000 万美
元。Dole 可乐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是多少？为什么和净利润有所不同？
在此最简单的就是编制一张利润表。那么我们可以获得我们所需的数据。Dole 可乐的利润
表如下：
Dole 可乐公司 2012 年利润表

（单位：百万美元）

净销售收入

600

应税所得额

销售商品成本

300

税

41

折旧

150

净利润

79

息税前利润

150

股利

30

留存收益增加额

49

30

利息支出

120

因此，Dole 的净利润是 7 900 万美元。现在我们就有了所有需要的数据。参照 US 公司的例
子和表 2-5，就有如下表所示的现金流量。
Dole 可乐公司 2012 年经营现金流量
息税前利润

150

+ 折旧

150

-税
经营现金流量

（单位：百万美元）
41
259

就像这个例子所阐述的那样，经营现金流量和净利润不同，因为在计算净利润时折旧和利息
被扣除了。如果你还记得之前的讨论，在计算经营现金流量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它们扣除，因为折
旧不是现金支出，利息支出则属于财务费用，不是经营费用。

2．净资本性支出
假设期初固定资产净值是 5 亿美元，期末固定资产净值为 7.5 亿美元。本年净营运资本支出
是多少？
由 Dole 的利润表，我们知道本年折旧为 1.5 亿美元。固定资产净值增加了 2.5 亿美元。因
此，Dole 花费了 2.5 亿美元外加 1.5 亿美元，合计 4 亿美元。

3．净营运资本变化和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假设 Dole 可乐期初流动资产是 21.3 亿美元，流动负债为 16.2 亿美元，对应的期末数据是
22.6 亿美元和 17.1 亿美元。这一年净营运资本变动了多少？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多少？与净
利润相比如何？
期初净营运资本是 5.1（= 21.3-16.2）亿美元，期末为 5.5（= 22.6-17.1）亿美元。因此，净
营运资本增加额为 0.4（= 5.5-5.1）亿美元。总结 Dole 公司的所有信息，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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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e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为 -1.81 亿美元。净利润是正的 7 900 万美元。来自资产的负的现
Dole 可乐公司 2012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金流量是否应引起警惕呢？不一定。此处出

（单位：百万美元）

现负的现金流主要是因为有大额的固定资产
投资。如果这些投资是好的，那么得到负的

经营现金流量

259

现金流量也不需担心。

- 净资本性支出

400

4．流向股东和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我 们 看 到 Dole 来 自 资 产 的 现 金 流 量

40

- 净营运资本变动

-181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是 -1.81 亿美元。负的现金流量意味着 Dole 本年度以新债和新股的方式筹得的资金大于支付的
资金。假设我们已知 Dole 本年没有发售任何新股。那么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是多少？流向债权
人的呢？

Dole 可乐公司 2012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因为它没有增加新的权益，Dole 流向股

（单位：百万美元）

东的现金流量恰好等于支付的现金股利。

30

股利支付

至此，由现金流量恒等式，我们知道支
- 发行新股净值
-1.81
付给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总额为
亿美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元。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为 3 000 万美元，因
此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应为 -2.11（ = -1.81- 0.3）亿美元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 -1.81（亿美元）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 0.3 亿美元

0
30

= -1.81（亿美元）
= -2.11（亿美元）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因为我们知道，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是 -2.11 亿美元，利息支出为 0.3 亿美元（由利润表
得知）
，我们就能确定净新增借款。Dole 本年度应该为新增固定资产的融资借入了 2.41 亿美元。
概念问题

Dole 可乐公司 2012 年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单位：百万美元）
利息支出

2.4a 现金流量恒等式是什么？请加以

30

解释。

- 新增债务净值

-241

2.4b 经营现金流量的组成部分有哪些？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211

2.4c 为什么利息支出不是经营现金流量
的一个组成部分？

概要与总结
本章介绍了财务报表、税和现金流量的一些
基础知识。
1．资产负债表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大不相同。
财务经理的目标是使股票的市场价值最大化，
而不是账面价值。
2．利润表上计算的净利润不是现金流量。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计算净利润的时候扣除了
折旧，而折旧是非现金费用。
3．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同，而与大多数财务
决策相关的是边际税率。

4．利润最高的公司支付的边际税率是 35%。
5．类似于资产负债表恒等式，存在一个现金流
量恒等式，它是指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等于
流向债权人和股东的现金流量。
从财务报表计算现金流量并不难，在处理诸
如折旧之类的非现金费用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
并且不要将经营成本和财务成本混淆。最重要的
是不要将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会计利润和现金
流量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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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复习和自测题
2.1

Mara 公司的现金流量 这个问题会给你一
些编制财务报告和计算现金流量的实践经
验。根据 Mara 公司的以下信息，编制 2012
年的利润表和 2011 年及 2012 年的资产负
债表。接下来，根据本章 US 公司的例子，
计算 Mara 公司 2012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
量、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以及流向股东
的现金流量。使用 35% 的税率。将你的答
案和表进行核对。

（单位：美元）
2011 年

2012 年

销售收入

4 203

4 507

销货成本

2 422

2 633

折旧

785

952

利息

180

196

225

250

流动资产

2 205

2 429

固定资产净值

7 344

7 650

流动负债

1 003

1 255

长期负债

3 106

2 085

股利

章节复习和自测题答案
2.1

要编制资产负债表，请记住所有者权益是
剩余收益。记住了这个，那么 Mara 的资产

负债表可以表示如下：

Mara 公司 2011 年和 2012 年资产负债表
资产

（单位：美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 年

流动资产

2 205

2 429

流动负债

1 003

1 255

固定资产净值

7 344

7 650

长期负债

3 106

2 085

所有者权益

5 440

6 7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额

9 549

10 079

资产总额

9 549

10 079

利润表就比较简单：
Mara 公司 2012 年利润表

（单位：美元）

销售收入

4 507

应税所得额

726

销货成本

2 633

税（35%）

254

净利润

472

952

折旧
息税前利润

922

股利

250

利息费用

196

留存收益增加额

222

注意我们使用 35% 的平均税率，还应注意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固定资产变动量
留存收益增加额恰好是净利润减现金股利。
（注意考虑折旧）得到本年的净资本性支出。
现在我们可以从中选出计算经营现金流量的
（单位：美元）
数据。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7 650
Mara 公司 2012 年经营现金流量表
（单位：美元）
息税前利润

922

+ 折旧

952

-税
经营现金流量

254
1 620

- 期初固定资产净值
+ 折旧
经营现金流量

7 344
952
1 258

计算期初和期末净营运资本之后，我们可以
通过其差额得到净营运资本变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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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美元）
期末净营运资本

1 174

- 期初净营运资本

1 202
-28

净营运资本变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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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公司 2012 年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单位：美元）
利息支出
净新增借款
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196
-1 021
1 217

现在，我们将经营现金流量、净资本性支出
以及净营运资本变动额结合起来，计算来自资产
的总现金流量。

益，我们必须进一步计算。权益总额 6 739-5 440

Mara 公司 2012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因此，新增的 1 077 美元权益是本年募集的。那

（单位：美元）
经营现金流量

1 620

- 净资本性支出

1 258

- 净营运资本变动
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28
390

为得到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请注意本
年长期借款减少了 1 021 美元，利息支出为 196
美元。

最后，股利支出是 250 美元。为得到新增权
= 1 299 美元。其中，222 美元来自新增留存收益，
么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为：
Mara 公司 2012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单位：美元）
股利支出
- 新增权益净额
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250
1 077
827

检查一下，发现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390
美元）等于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加流向股东的
现金流量（1 217 - 827 = 390 美元）。

概念复习和重要思考题
1．流动性 流动性衡量什么？解释公司在面对
坏兆头吗？
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水平时如何权衡。
8．净营运资本和资本性支出 某家公司某年的
净营运资本的变动数有可能是负数吗？
（提示：
2．会计和现金流量 为什么标准利润表上的收
有可能）解释这是可能如何发生的。那么净资
入和成本金额不表示这段期间实际发生的现
本性支出呢？
金流入和流出。
3．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 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 9．流向股东和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某家公司某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可能为负数吗？
（提示：
为什么标准会计实务侧重于历史成本而非市
有可能）解释这是如何可能发生的。那么流向
场价值？
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呢？
4．经营现金流量 在比较会计净利润及经营现
10．企业价值 再参照本章开头美国银行的例
金流量时，请说出两个你通常在计算净利润
子，请注意，我们假设美国银行的股东不会
时需要的但是却不是包含在经营现金流量中
因报告的损失而遭受不好的影响。你觉得我
的项目。它们分别是什么？并解释为什么净
们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利润将经营现金流量排除在外了？
5．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 在标准会计准则下， 11．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等于该企业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的市场价值减企业持有的现金及现金
某家企业的负债超过资产是有可能的。在这
等价物。这个数字对潜在收购者来说是很重
种情况下，所有者权益是负数。市场价值下
要的。为什么？
可能吗？为什么？
12．盈余管理 公司通常尽量保持会计盈余以
6．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假设某段时间某家公
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从而避免盈余
司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是负数。这一定是个
在某段期间大幅波动。它们还尽量满足盈
好兆头或者坏兆头？
利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它们使用各种策
7．经营现金流量 假设一个公司的经营现金流
略。最简单的方法是控制期间收入和期间
量连续几年为负数。这一定是个好兆头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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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这是所有公司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
到的。例如，如果本季度盈利过低，那么
一 些 会 计 成 本， 可 以 递 延 到 下 一 个 季 度。
这种做法被称为盈余管理。这是很常见的，

它 派 生 出 很 多 问 题。 企 业 为 什 么 要 这 么
做？为什么在公认会计原则下，允许企业
这么做？这符合道德吗？对现金流量和股
东财富有何影响？

思考和练习题
美元，2011 年为 360 万美元。该公司 2011 年
的利润表显示折旧费用为 345 000 美元。2011
1．编 制 一 份 资 产 负 债 表 PenguinPucks 公 司
年的净资本性支出是多少？
拥 有 流 动 资 产 4 800 美 元， 固 定 资 产 净 额
27 500 美元，流动负债 4 200 美元，长期负 10．计 算 净 营 运 资 本 增 加 额 Greystone 公 司
2010 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资产为 31 20
债 10 500 美元。企业所有者权益账户的金额
美元，流动负债是 1 570 美元。2011 年的资
是多少？净营运资本是多少？
产负债表显示流动资产是 3 460 美元，流动
2．编 制 一 份 利 润 表 Billy’s Exterminators 公 司
负债是 1 980 美元。该公司 2011 年的净营运
的销售收入是 734 000 美元，成本为 315 000
资本（NWC）变化了多少？
美元，折旧费用为 48 000 美元，利息费用为
35 000 美元，税率为 35%。该公司净利润是 11．流 向 债 权 人 的 现 金 流 量 Maria 网 球 公 司
2010 年的资产负债表表明，长期负债为 230
多少？
万美元，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长期负债
3．股利和留存收益 假设第 2 题中支付 85 000
为 255 万美元。2011 年的利润表显示利息支
美元的现金股利，留存收益增加多少？
出为 190 000 美元。该公司在 2011 年中流向
4．每股收益及股息 假设第 3 题中有 110 000 股
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每股收益（EPS）是多
12．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假设 Maria 网球公司
少？每股股息是多少？
的普通股为 68 万美元，股本溢价是 430 万
5．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 Klingon Widgets 公司
美元。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这两个账
3 年前购置了价值 600 万美元的缝纫机。该
户的金额分别是
71.5 万美元和 470 万美元。
机 器 现 在 可 以 以 530 万 美 元 卖 给 Romulans。
如果该公司 2011 年支付 54 万美元的现金股
Klingon 目前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净额
利，该年度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为 320 万美元，流动负债为 90 万美元，净营
运资本是 21.5 万美元。如果所有流动资产都 13．计算现金流量总额 如果 Maria 网球公司的
相关信息如第 11、12 题所示，假定你也知
被清算，那么公司将收到 125 万美元的现金。
道该公司 2011 年的净资本性支出为 130 万
Klingon 公司现在的资产总额的账面价值是多
美元，公司将其净营运资本投资额减少
5.5
少？市场价值呢？
万美元。那么该公司
2011
年经营现金流量
6．计算税金 Anberlin 公司 2011 年的应税所得
（OCF）是多少？
额为 25.5 万美元。用本章中的表 2-3 的税率，
计算该公司 2011 年的所得税。
中级问题
7．税率 在第 6 题中，平均税率是多少？边际 14．计 算 现 金 流 量 总 额 Jetson Spacecraft 公
税率又是多少？
司 2011 年的利润表信息显示如下：销售收
8．计算 OCF Chevelle 公司的销售额为 39 500
入 = 235 000 美元；成本 = 141 000 美元；其
美元，成本为 18 400 美元，折旧费用为 1 900
他费用 = 7 900 美元；折旧费用 = 17 300 美
美元，利息费用为 1 400 美元。如果税率是
元；利息费用 = 12 900 美元；税费 = 19 565
美元；股利 = 12 300 美元。另外，你知道该
35%，那么经营现金流量（OCF）是多少？
企业 2011 年发行了 6 100 美元新股，偿还了
9．计算净资本支出 Earnhardt Driving 学院 2010
4 500 美元长期债务。
年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固定资产净值为 280 万
基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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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1 年的经营现金流量是多少？
b．2011 年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c．2011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是多少？
d．如果该年度固定资产净值增加 25 000 美
元，那么净营运资本（NWC）增加多少？
15．运 用 利 润 表

假 设 Calvani 比 萨 公 司 的 相

关信息如下，计算折旧费用：销售收入 =
52 000 美元；成本 = 27 300 美元；留存收益
增加额 = 5 300 美元；股利支出 = 1 800 美元；
利息费用 = 4 900 美元；税率 = 35%。
16．编制资产负债表 根据以下信息编制 Cornell
公司 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现金 = 127 000
美元；专利和版权费用 = 630 000 美元；应
付账款 = 210 000 美元；应收账款 = 105 000
美元；固定资产净额 = 1 620 000 美元；存货
= 293 000 美 元； 应 付 票 据 = 160 000 美 元；
累计留存收益 = 1 278 000 美元；长期负债 =
845 000 美元。
17．剩余索取权 Dimeback 公司年内必须支付其
债权人 5 800 美元。
a．如果资产的市场价值是 7 100 美元，那么
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b．如果资产等于 5 200 美元呢？

资本支出为 0，并且本年未发行新股，该公
司长期负债账户会怎样？
21．计算现金流量 Zigs 工业公司 2011 年的经
营成果如下：销售收入 = 27 360 美元；商品
销售成本 = 19 260 美元；折旧费用 = 4 860
美元；利息费用 = 2 190 美元；股利 = 1 560
美元。年初，固定资产净值是 16 380 美元，
流动资产是 5 760 美元，流动负债是 3 240
美元。年末，固定资产净值是 20 160 美元，
流动资产是 7 116 美元，流动负债是 3 780
美元。2011 年的税率为 34%。
a．2011 年的净利润是多少？
b．2011 年的经营现金流量是多少？
c．2011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多少？这
可能吗？请解释。
d．如果本年没有举借新的债务，那么流向
债权人的现金流量是多少？流向股东的
现金流量是多少？解释从（a）到 (d) 的答
案中正负号表示什么。
22．计算现金流量 Parrothead 公司的简化财务
报表如下所示：
Parrothead 公司 2010 年和 2011 年部分资产负债表
（单位：美元）
资产

公司的应税所得额为 76 000 美元，Income 公

目能增加 10 000 美元的税前利润。每家
公司会支付多少额外的税收？为什么这
19．净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OCF） 在 2010 年，
Raines 雨伞公司的销售收入是 850 000 美元。
商品销售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折
旧 费 用 分 别 是 610 000 美 元、110 000 美 元
和 140 000 美元。另外，公司的利息费用是
（不考虑纳税返还
85 000 美元，税率为 35%。
和递延条款。
）
a．Raines 公司 2010 年的净利润是多少？
b．经营现金流量是多少？
c．解释 a、b 的结果。
20．会计价值和现金流量

在第 19 题中，假设

Raines 雨伞公司支付了 63 000 美元的现金股

2010 年 2011 年

流动资产

914

990

流动负债

365

410

固定资
产净值

3 767

4 536

长期负债

1 991

2 117

Parrothead 公司 2011 年利润表 （单位：美元）
销售收入

两个数是相同的？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2010 年 2011 年

司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760 万美元。
b．假设两家公司都有一个新的项目，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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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这可能吗？假设固定资产支出和净营运

18．边际成本与平均税率 （参见表 2-3。
）Growth

a．每家公司的税是多少？

财务报表、税与现金流量

成本

11 592
5 405

折旧
利息支出

1 033
294

a．2010 年 和 2011 年 所 有 者 权 益 分 别 是 多
少？
b．2011 年净营运资本变化多少？
c．2011 年，Parrothead 公 司 新 购 置 了 1 890
美元固定资产。Parrothead 公司的固定资
产卖了多少钱？这一年来自资产的现金
流量是多少？
（税率是 35%。
）
d．2011 年，Parrothead 公司举借了 378 美元
新的长期债务。Parrothead 公司本年偿还
了多少长期负债？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
量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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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理财导论

挑战性问题

多少？
用
Taco
Swell 公司的以下信息回答第 25 ～
23．固定资产净值和折旧 在资产负债表中，固
定资产净值（NFA）等于固定资产总额（FA） 26 题（假设税率为 34%）：
（单位：美元）
（记 录 购 置 固 定 资 产 的 成 本） 减 去 累 计 折
旧（AD）（记录企业对固定资产提取的折旧
2010 年
2011 年
总额）。根据 NFA = FA - AD 的关系，请证
销售收入
11 573
12 936
明本章所说的资本支出净值，即 NFA 期末 折旧
1 661
1 736
，等于 FA 期末
NFA 期初 + D（D 为本年折旧费用）
销货成本
3 979
4 707
-FA 期初（年末固定资产总额 - 年初固定资产
其他费用
946
824
总额）。
利息
776
926
24．税率 参考表 2-3 中的公司边际税率信息。
现金
6 067
6 466
a．你为什么会认为当应税所得额为 100 001
应收账款
8 034
9 427
美元时，边际税率从 34% 跳到 39%，而
短期应付票据
1 171
1 147
当应纳税所得额为 335 001 美元时，边际
长期负债
20 320
24 696
税率又跳回 34% ？
固定资产净值
50 888
54 273
b．当应税所得额恰好为 335 001 美元时，计
应付账款
4 384
4 644
算该公司的平均税率。这是否证实了你
存货
14 283
15 288
在 a 题中的解释？当应税所得额恰好为
股利
1 411
1 618
18 333 334 美元时，平均税率为多少？会
25．财务报告 编制该公司 2010 年和 2011 年的
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c．39% 和 38% 的税率都表示税收“泡沫”。
26．
计算现金流量 计算 2011 年来自资产的现
假 设 政 府 希 望 将 39% 的 边 际 税 率 的 纳
金流量、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和流向股东
税收入等级的上限从 335 000 美元降低
的现金流量。
到 200 000 美元。新的 39% 的泡沫率是

章末案例
SunsetBoards 公司现金流量和财务报表
SunsetBoards 公司是位于马里布的一家生产
和销售冲浪板的小型生产公司。塔德·马克斯
（Tad Marks）是该公司的创始人，负责冲浪板的设
计和销售，但他的行业背景是冲浪而不是经商。
因此，该公司的账务记录工作并没有做好。
SunsetBoards 公司最初的投资是由塔德和他
的朋友以及家人提供的。但是初始投资相对较
小，而且公司仅为自己的店面提供冲浪板，投资
者并没有要求塔德提供详细的财务报表。但由于
专业冲浪者的口碑，销量最近已经开始攀升，塔
德最近正在考虑一个大型的扩张。他的计划包括
在夏威夷再开一家冲浪板公司，同时将“大棒”
（冲
浪板专业术语）供应给其他卖家。
塔德的扩张计划需要一项很大的投资，他计

划对外发行一些新股，另外从银行借一些钱。当
然，新的投资者和债权人需要塔德提供比以前
更有条理更详细的财务报表。在投资者的催促
下，塔德聘请了财务分析师克里斯蒂娜·沃尔夫
（Christina Wolfe）来评估公司过去一年的业绩。
通 过 梳 理 以 前 的 银 行 对 账 单、 销 售 收 据、
纳税申报表和其他记录，克里斯蒂娜得到了以
下信息：
（单位：美元）
2010 年

2011 年

163 849

206 886

现金

23 643

35 721

折旧

46 255

52 282

销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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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利息费用

2010 年

2011 年

10 056

11 526

销售和管理费用

32 223

42 058

应付账款

41 786

47 325

固定资产净值

204 068

248 625

销售收入

321 437

391 810

应收账款

16 753

21 732

应付票据

19 046

20 796

长期负债

103 006

116 334

32 255

43 381

0

20 500

存货
新股权益

SunsetBoards 公司目前支付给了塔德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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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投资者净利润 50% 的股利，税率是 20%。你
是克里斯蒂娜的助理，她要求你准备以下资料：
1．2010 年和 2011 年的利润表。
2．2010 年和 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
3．每年的经营现金流量。
4．2011 年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
5．2011 年流向债权人的现金流量。
6．2011 年流向股东的现金流量。
问题
1．你如何评价 SunsetBoards 公司 2011 年的现金
流量？简短写一下思考过程。
2．根据你对前面问题的讨论，你认为塔德的扩
张计划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