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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管理者、利润与市场
学习目标
学完此章后，你将可以：
• (1.1)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依赖于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来分析商业实践，并制定企业战略；
• (1.2)解释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的不同，把经济利润与企业价值联系起来；
• (1.3)讨论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公司治理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
• (1.4)解释价格接受型企业与价格设置型企业的区别，并讨论四种市场结构的特点。

学生：我们会用到这门课程所学的东西吗？
教授：如果你的职业生涯成功的话。
无论你从哪方面考虑，在商业界获得成功就意味着占领市场。从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到小
型私人企业的经理，甚至像医院和大学那样的非营利机构的管理者，如果不对市场力如何既为
企业创造机遇，又给企业设置障碍这一点有清晰的理解，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商业类出版物，
比如《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经济学人》、《哈佛商业评论》、《福布斯》和《财富》
定期讲述许多经理做出高明或糟糕的商业决策和战略的故事。尽管运气在这些故事的结局中扮
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经理们对基本的经济关系是否有足够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商业决策的成
败。尽管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是成功经理的唯一法宝，但它却是一个有力而必需的工具。这本
教材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你：商业经理怎样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来做出决策、制定战略，
从而达到企业的主要目的—通常是利润最大化。
出版商每年都成打地出版新书、发表新文章，吹捧当年最具“洞察力”的商业界某一领袖
近期的战略。这些没完没了的对商界新“战略”、流行语和名人轶事的宣传可能会让你认为，成
功的管理者必须用最新潮的方法不断代替过时的分析方法。尽管经理们必须不断地意识到市场
的新动向，然而能清楚地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思考制定商业决策，对于商业行为和战略分析却是
长久有用的。管理经济学专注于更大范围的经济力和市场力，这两种力量既影响日常商业运作，
也影响使企业长期获益的战略。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提供的不是细则手册，而是为理解现在以及
将来的商业决策和战略提供一种系统而有逻辑的分析方法。
虽然这本书主要讨论如何做出最能够赢利的企业决策，但书中讲到的原则和技巧对于慈善
基金会、大学、医院和政府机关等非营利机构的经营者也会很有价值。比如说，医院里为贫困
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机构的经理人可能会希望在保持较好医疗水平的基础上降低为贫困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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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又比如，面对校董会定下的严格预算，大学校长可能会想要招收并教育尽可能多的学
生，同时又能符合州政府制定的预算限制。尽管利益最大化是这本书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但
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思考企业决策和战略给所有经理人提供了促进企业或组织发展的强大且必不
可少的工具和洞察力。

1.1 企业运作和战略的经济学思考方法
本书主要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如何制定企业决策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我们想简略地
说明一下，经济学理论对于学习经营企业的重要性及其原因。管理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和产
业组织理论这两个相关领域中最有用的概念和理论，创造了一个系统而有逻辑的方式来分析企
业实践和策略，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规划出能长期保持或保护这种利益的企业战略。

1.1.1 经济学理论把复杂简单化
毫无疑问，你已经听说过这样的话：“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在现实世界中呢？”或者“我不
想要这些象牙塔中的理论化东西，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实用的、解决现实世界问
题的方法，很少能在细则手册、肤浅的经验规则、简单指导手册或趣闻轶事中找到。有益的解
决办法通常需要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的运行情况，而如果没有理论的简化假设，这常常是不可能
办到的。理论使人们能够使用简化的假设深入分析复杂的问题，从而于纷繁中理出头绪，让复
杂的问题变得相对简单。尽管理论可能忽略了现实世界的许多特征，但是经理们还是能够从不
相关的事物中抽取有用信息，运用经济学方法思考企业问题，继而做出现实世界中行得通的预
测和解释。而且，需要提醒学生的是：如果理论上不行，那在实践中就更不行了。
使用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使用交通路线图。一张交通路线图除去了不相干的事物，
而只关注与当前任务相关的东西。假设你打算开车从达拉斯驶往孟菲斯，而你从没有走过这段
路，那你就需要一张地图。然后你登录互联网打开Google地图，要选择查看达拉斯与孟菲斯之间
地区的卫星航拍图还是普通交通路线图。卫星航拍图是对真实世界的完全再现，向你展示了达
拉斯和孟菲斯之间的每条路、每棵树、每幢建筑、每头牛以及每条河流。虽然卫星航拍图看起
来很炫，但是因为它包含了两地之间的一切事物，反倒使得它在指引你去孟菲斯这件事上还比
不上普通地图。普通交通路线图去除了不必要的信息，只显示达拉斯和孟菲斯之间的重要道路，
是现实世界的抽象。因此，这张简单的抽象地图比显示真实世界的卫星航拍图更清楚地显示了
怎样驶往孟菲斯。同样，用经济学方法去理解企业可以把企业问题简化到只留下最必要的部分。

专栏1-1

管理经济学：医生的渴求

很多大学提供为医生特设的MBA项目。绝大多数入学学习这一特设课程的医生是想要增长自己的经
营决策技能，他们需要用这些技能来管理私人的、公共的诊所或医院。
我们可以理解，医生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那些能很快教给他们实用经营技能的课程。在管理经济学中，
他们发现许多对制定经营决策有价值的工具，并且可以很快把这些管理经济学原理和工具应用于大量的医
院经营问题中。下面讨论这些应用中的一些较有趣的问题，所有这些方面的应用你都将在这本教材中学到。
• 决策与固定成本无关：几乎所有医生都承认做出过一些基于固定成本的决策。一位肿瘤放射科主任抱
怨说，她所在医院的许多管理成本包括在治疗额外病人产生的增量成本中。尽管医院以朝着实行边际
成本定价结构方向发展而自豪，但是会计部门对边际成本的计算却受固定的管理成本的影响而变动。
• 价格歧视：一位精通输精管切除的医生想通过实行价格歧视来增加收益。经过长时间对医疗服务收
取不同价格的合理性讨论后，他决定在当地报纸的电视节目导视栏附上一张40美元的优惠券，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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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他的输精管切除诊所促销。他认为只有低收入的病人会剪下优惠券，从而支付较低的价格。
• 广告的两难困境：经过一节关于寡头市场中广告的两难困境的讨论课后，一位精通准分子激光角膜
镶术（LASIK）的外科医生说，在她所在的小镇里，其他三家LASIK眼外科医生对做广告一点兴趣
都没有，这使她的压力有所减轻。她意识到在电台做广告对她来说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 线性趋势预测：一些医生用线性趋势分析来预测患者的数量。一家医院的急救室主任发现，用一周
的每一天作为模拟变量，他能够为医院的管理者提供统计上的证据（而不是他的偶然观察），证明
一周内的某几天（在统计上）要比其他几天忙得多。
• 进入障碍战略：新奥尔良的一位医生决定在巴吞鲁日市和摩根市开设新诊所。现在这两个城市里并
没有类似的诊所在经营。为打消其他医生开设相似诊所的念头，他计划把他的服务定价定为只比平
均总成本稍微高一点，远低于垄断情况下利润最大化的价格。
• 利润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在一家药品企业拥有25%股权的医生经过课堂学习认识到，由于销售经
理的报酬主要来自于销售额的提成，以致售出产品的数量太多了。这位医生打算建议提高药品价格
来减少销售量，并且开始把利润的一个百分比作为付给销售经理的报酬。
•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医院的管理者意识到当前的趋势正朝着注重管理的方向发展，迫使医院在不降
低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供了一种很吸引人的解决办法来满足降低成本的需
要。参加课程学习的管理者尤其关心衡量规模经济的经验方法，以此为将来医院的扩张或收缩作打算。
• 成本最小化的投入组合：一位拥有并管理一家非预约诊所连锁店的医生，以课堂上关于成本最小化
的讨论为依据，决定减少雇用医学博士的数量，增加雇用注册护士的数量。显然，对于诊所中执行
的许多步骤来说，只要有医学博士的指导，有经验的护士就能把这些医疗任务执行得几乎像医生一
样好。这位医生兼经理推断说，尽管医学博士的边际产量比注册护士高，但用在注册护士上单位美
元的边际产量超过了用在医学博士上单位美元的边际产量。
商业类出版物报道说，由于医院、健康保护组织和其他类型的保健中心雇用拥有MBA学位的医生管理经
营，他们在医疗职业界正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一些医生，包括美国医学联合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反对把商业价值与医疗价值混为一谈。从以上列举的管理经济学的应用可以看出，管理经济学课程能使医生深
入了解医疗机构的经营，这些他们通常在医学院校是不会学到的。许多医生认为这种知识是一剂良方。

1.1.2 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角色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管理经济学的内容主要来自经济学理论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领域：微
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如果你学过一门经济学基础课程，你肯定知道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是一门研究和分析经济个体行为的科学，包括对消费者、劳动者、资源所有
者、厂商、行业、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研究和分析。作为研究理性个体（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
行为的必要方式，微观经济学发展了一些基本概念和优化方式来解释企业经理人在运作企业时
需要做出的日常商业决策。这些决策包括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水平，决定需要多少生产投入
才能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需要的产出水平，选择广告花费的数额，在两个位于不同地方的工厂
之间分配产量，以及为企业出售的产品制定能使利益最大化的价格。
这些在当前市场条件下做出的日常商业决策通常被称为商业实践或经营策略，与战略决策
区别开来。战略决策是指专门为了影响竞争对手行为而做出的商业行动。换句话说，企业的管
理层会做出很多关于商业实践（business practice）或经营策略（tactic）的决策，从而使企业在
特定商业环境下获得最大利润。由于商业实践往往是把某事物最大化或最小化，微观经济学对
于理解如何做出这些运营决策就会非常有用。因为微观经济学强调最大化和最小化的过程，所
以它为解释如何做出最大获益商业决策提供了一把万能瑞士军刀。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全书中强
调。一旦掌握了这一方法，你就会发现，管理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对“边际分析法”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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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推理方法的重复运用。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分析阐述边际分析法的强大逻辑。经济学家喜
欢说边际分析法提供了“通往微观经济学王国的钥匙”。考虑到微观经济学在管理经济学中的中
心角色，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边际分析法也提供了“通往管理经济学王国的钥匙”。
虽然微观经济学是我们分析大多数商业实践的“瑞士军刀”，但它的一个具体分支—产业
组织理论给了我们进行商业分析的额外互补工具。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具体
关注企业和行业的行为与架构，提供了洞悉企业想要采取的战略行为的性质、动机和后果的方
法。过去30年中，商业分析和战略思想方面很多最重要的发展都直接来自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本书中大多数关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讨论都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方面的进展。
战略决策（strategic decision）与日常商业实践或经营策略不同，因为战略决策并不把现有
的竞争环境看做是固定的，而是试图形成或改变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态势。通过这种方式，
战略决策就可以创造更大的利润，甚至可以长期保护并维持这些利润。普通的商业实践和策略
对于实现企业目标（通常是利润最大化）是必需的，而战略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当某种情况下
一个战略适用且可能获得成功时，经理人可以采取的一种“可选”行动。在第13章中，我们会
向你展示如何运用多种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不同概念制定能带来更多利润的战略性行动。
产业组织理论着重讨论非合作博弈以及竞争者较少的情况下的企业行为，其概念目前在任
何一门现代企业战略课程中都是重点。商业战略家非常依赖产业组织理论来发现并研究影响企
业长期获利的经济力。图1-1列出了决定企业长期利润水平以及长期利润的经济力。 作为企业
管理专业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你可能会希望修一门完整的产业组织理论课来学习这些作用力，
而本书会不同程度地覆盖绝大部分内容。我们相信，当你学完这门课，你会发现管理经济学覆
盖了各种重要的商业决策并提供了对商界一种强大而不可缺少的视角。
替代品少
竞争者进入障碍大
行业内竞争者竞争能力弱
供应商的市场支配力低

长期利润

购买者的市场支配力低
互补性产品多
不利的政府干预少

图1-1 促进企业长期获利的经济力

1.2 经济利润的度量和最大化
如前所述，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让管理者看到怎样做出企业最大利润的决策。利润是商业
“游戏”中的核心，即收入超过成本的部分。当成本超过收入时，利润为负，即经营损失，就是
向所有者明确发出信号—拥有和经营此无利可图的业务是在减少他们的财富。衡量管理者决
Michael Porter在他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一书中分析了图1-1中
列举的前面五种力。他的开拓性作品—“五力分析”一直都是企业战略课程中被广泛学习的模型。最近，
Adam Brandenburger和Barry Nalebuff又把产品互补和投入加到影响企业长期获利的经济力当中。请参考他们
的著作《合作竞争》（Co-Opetit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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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这个决策将创造更高的利润还是降低利润。创造出最大
可能利润不仅使企业获益—经理人通常全部或部分拥有企业，而且为管理者自己创造了善于
做出高获利决策的声誉，使其可以获得上百万美元的高管福利。那么对管理者而言，理解“高
分”的计算方法和如何不被其他不影响成绩的因素左右，获得可能的最高分就成为关键。最根
本的是管理者要永远记住企业的目标是经济利润最大化。在商业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利润更重
要，因为公司的价值和所有者的财富都仅由企业可能获得的利润来决定。
在听到近期大量的财务报告造假丑闻和几起管理层和财务欺诈投机案例，如安然和世通之
后，你可能不会奇怪，我们在这一节里介绍为什么在公司财务报告中呈现的利润高过企业的获
利能力。在本节提到的高估利润与会计错误或者欺诈无关。实际上，会计报告中的利润（会计
可能称为净收入、净利润等，取决于不同情况）不能很好地反映企业的实际获利能力的原因，
可以通过检验由会计协会制定、政府批准、公认会计准则中得到解释。在我们解释为什么财务
会计高估了企业获利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当使用资源生产产品或服务时，如何衡量资
源的经济成本。

1.2.1 使用资源的经济成本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企业用来销售的产品或者服务是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或生
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可能有许多种类的劳动服务和设备资产投入，与土地、建筑、原材料、能
源、财务资源以及管理人才一起被使用。对使用这些资源的企业所有者来说，使用资源生产某
种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成本是机会成本。使用任何资源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企业的
所有者必须放弃该资源的其他用途。
衡量机会成本的方法因企业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而不同。企业使用两类生产要素或者资源：
一类是市场资源（market-supplied resources），即资源为他人所有，企业通过雇用、租借或者租
赁形式获得。例如，从别处购买的资源，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劳动服务，从资源市场
上的商品供应商那里购买的原材料，以及从设备供应商那里租借或租赁的设备资产。另外一类
资源是自有资源（owner-supplied resources）。最重要的自有资源是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金、时
间和企业所有者投入的劳动服务三种，以及所有企业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建筑物或者设备资产。
企业在使用两类资源时都发生机会成本。因此，使用的资源的总经济成本（total economic
cost）是市场提供的资源和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之和。于是，总经济成本代表企业用于生产产
品或提供服务的资源的总机会成本。
市场提供的资源的机会成本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向资源所有者支付。为获得市场提供的资
源所支付的货币称为显性成本（explicit cost）。如，苹果公司生产iMac计算机需要英特尔酷睿2
双核微处理芯片。此芯片由英特尔公司生产，苹果公司可以以每个110美元的价格购买。因此，
苹果公司获得计算机芯片的机会成本是向生产要素供应者支付的110美元。我们想强调的是，这
里显性成本就是实际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就是企业所有者为从市场资源供应商处获得资源
所支付的金额。
相对于使用市场供应资源的显性成本，使用自有资源没有发生从自己口袋掏钱或支付现金。
使用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是企业所有者将自有资源置于市场中所能获得的最好回报。这些使用
自有资源的非货币机会成本称做隐性成本（implicit cost），因为企业使用这些资源时并没有向
别人支付货币。尽管企业使用自有资源要素没有发生对外的支付，但是使用这类要素的机会成
本并不是零。仅当自有资源的市场价值是零时，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企业愿意有代价地使用这些
资源时，它的机会成本才为零。
尽管企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隐性成本，这里我们集中精力关注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最重要的
隐性成本：（1）所有者向企业提供的现金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会计上的权益资本（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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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2）使用企业所有的土地或者资金的机会成本；（3）所有者管理企业或者为企业
付出的其他投入的机会成本。70多年来，这些隐性成本成为争论会计应该如何衡量所有者所提
供资源的成本的焦点。我们将在后面关于度量商业利润的讨论以及专栏1-2中更多地涉及这一题
目。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每种隐性成本的例子。
企业创立初期，以及随后的发展成熟过程中，企业的所有者—单一所有权、合伙人制和
类似的有限公司，为了让企业开始和持续经营，通常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者现金。这类权益
资本是所有者提供的资源，产生了等于资金所有者用于其他投资所产生的最好回报的机会成本。
举例来说，假如投资者用2 000万美元创立他们自己的企业。进一步假设，这个投资者将这2 000
万美元用做风险投资，能赚取与投资于自己的业务同样风险的12%的年回报。那么，所有者因
为向自己所有的企业提供资金而放弃了年240万美元（=2 000×12%）的收益。如果你不认为这
是真正的成本，那么请读专栏1-2（见第8页）。
现在，让我们说明使用企业所有的土地或者资金的隐性成本。假设阿尔法公司和贝塔公司
是两家生产某种特定商品的公司。它们除了一点外，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很相像：阿尔法公司的
所有者租用厂房生产产品；贝塔公司承接了公司现有的房屋，因此不需要支付租金。哪个公司
生产成本更高呢？成本是相同的，尽管贝塔公司没有支付显性租金。成本相同的原因在于贝塔公
司使用房屋用于生产产品，使贝塔公司的所有者丧失了将房屋出租出去所能赚取的租金。换而言
之，阿尔法公司因为使用房屋发生了显性成本，而贝塔公司因为使用自有房屋发生了隐性成
本。 不管成本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使用房屋资源对两个公司来讲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所有者提供的生产要素产生的机会成本，可能与企业为获得要素所支
付的金额没有任何关系。机会成本反映的是目前资源的市场价值。如果两年前企业支付了100万
美元获得一块土地，但是此后土地的市场价值降低到50万美元，隐性成本是如果土地卖到50万
美元，并且将此收益用于投资的最好收益，而不是100万美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如果50万美元年投资回报率为6%，那么隐性成本是每年3万美元（＝50×6%）。你应该注意到，
隐性成本不是资源可能被出售的价格（50万美元），而是放弃的每年的最好收益（3万美元）。
最后，考虑企业所有者花在管理自己企业的时间问题。假设企业所有者不能管理企业或者
不能在其他方面为企业工作，他们会从其他公司得到像管理者一类的工作。担任其他职位获得
的收入，应该考虑到生产总成本中的隐性成本，因为这是这些所有者的机会成本。所有者花在
管理企业或者在其他方面为企业工作的隐性成本，经常是，但不总是等于所有者不为企业工作
而需要雇用同等的经理或者工作人员所支付的成本。
我们希望再次强调，尽管使用所有者提供的资源没有产生任何显性的现金支付，使用1美元
隐性成本的机会成本不少于（也不多于）1美元显性成本。结果，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种机会
成本加在一起构成使用资源的总经济成本。我们现在将关于衡量使用资源的经济成本这一重要
的讨论总结为如下原理：

原理
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是企业使用这些资源所放弃的收益。机会成本可以是显性成本或者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是使用市场提供的资源的成本。隐性成本是使用所有者提供的资源的成本，是在企业生产过
程中使用企业拥有的资源所放弃的最大收益。总经济成本是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之和。

图1-2说明了这一原理。我们已经展示了如何衡量使用资源的成本，下面我们将阐述经济利
润和会计利润的区别。
或者，贝塔公司放弃的回报，当该资源（房屋）出售后，可以用所得的钱投资获得市场回报率来衡量。当资
源出售，并将所得投资时，放弃的回报率是隐性成本。通常这种衡量隐性成本的方法与放弃的房屋出租的租
金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不相等，机会成本是替代方法中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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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给资源的显性成本
所有者支付的现金

+
自有资源的隐性成本
自有资源不投放市场放弃的回报

总经济成本
两类资源的总机会成本

=

图1-2 使用资源的经济成本

专栏1-2

Sarbanes-Oxly法案：它能解决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差异吗

2 0 0 1 年 秋 天 令 人 瞩 目 的 安 然 垮 台 事 件 是 最 近 系 列 企 业 丑 闻 中 最 大 的 一 桩 ， 包 括 像 Wo r l d C o m 、
Sunbeam、Wast Management、Xerox和Global Crossing这样的大公司都涉及高管层的不正当行为和操纵会
计报告。为此，在2002年议会通过了Sarbanes-Oxly法案，给联邦政府新的授权—规范企业财务报告的审
计，以减少会计利润报告的欺诈行为。而Sarbanes-Oxly法案主要专注于通过改善审计来发现和防止欺诈，
这一法案也重新引发了长期以来在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之间关于如何正确衡量利润概念的分歧。正如我们
在本章中所强调的那样，会计遵循公认会计准则，即GAAP的报告准则，这一准则中不允许大多数所有者
使用资源的隐性成本从收入中扣除。没有扣除这些隐性成本导致了会计衡量的利润（会计报告中称为净收
入、税收利润、运营利润和净利润）高估了，需要扣除使用企业所有者资源的经济成本。
大量财务和会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认为Sarbanes-Oxly法案过于注意减少欺诈和制定相关法案了，真正的问
题源于会计原则不能够很好地衡量企业的获利性。最近专注于此的专家之一Robert Bartley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出现欺骗和贪污行为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司报告的概念性问题。EPS，由GAAP决定的大家熟
悉的每股收益（会计利润除以已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被认为可以衡量公司利润。但是经济学家
长期以来意识到利润……与会计利润根本不同。①
这一担心在G. Bennett Stewart关于Sarbanes-Oxly法案的评价中被进一步放大：
（导致最近会计丑闻的）真正问题在于按照GAAP衡量的利润和每股利润（EPS）并不适用
于衡量企业的业绩表现和股票市场价值。会计并没考虑真正重要的事情。②
本章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衡量几种由所有者提供资源，并且目前在GAAP下不被计入成本的隐性成本：
所有者的金融资本（即权益资本）；实务资本、土地；管理他们企业的时间。在计算经济利润时，所有这
些隐性成本都要被作为带来会计利润的成本考虑进去，这是权益资本的机会成本，根据Stewart的说法，这
也是在计算利润时产生的最大单个失真：
GAAP最值得注意的缺陷在于没有从收入中扣除所提供的投资成本。建议对GAAP的最显著
的调整是从净收入（即会计利润）中减去权益资本的成本。不扣除权益资本的成本会造成对收
益的巨大失真。③
他继续解释，在2002年构成标准普尔股票指数500企业拥有3万亿美元的权益资本，如果以年10%权益
资本的机会成本来计算，那么这些企业的资源成本为3 000亿美元（=3×10%）。如果把GAAP忽视的这一
成本考虑进去的话，Stewart注意到标准普尔指数500企业在2002年的会计利润仅为1 180亿美元，从总利润
中减去这个权益资本机会成本的话，所得的经济利润表明这500家企业在2002年亏损1 820亿美元。你现在
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由GAAP带来的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差异造成了非常显著的失真。如果改正过来，
可能使一个看起来赢利的企业和它的CEO一起成为失败者！
资料来源：① Robert L. Bartley, “Thinking Things Over：Economic vs. Accounting Prof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 2003, p.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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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 Bennett Stewart III, “Commentary: Why Smart Managers Do Dumb Thing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2, 2003, p. A18.
③ Ibid.

1.2.2 经济利润与会计利润
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是总收益与总经济成本的差值。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总经
济成本衡量了企业使用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包括市场提供的资源和所有者提供的资源。那么
经济利润=总收益-总经济成本=总收益-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经济利润为企业所有者拥有，并将增加所有者的财富。当收益不能弥补所有经济成本，经济利
润为负，并且损失必然由所有者的财富来弥补。
当会计为财务报告计算企业利润时，他们遵循众所周知的“公认会计准则”，即GAAP。如
果你听过会计课，你会知道GAAP为会计们编制财务报告所需会计信息，诸如资产负债表、现
金流量表和利润表，提供了详尽的衡量标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
（FASB）一起制定了详尽的GAAP准则。为了理解GAAP的重要性，你只需要知道GAAP准则为
了计算纳税所需的会计利润，并不允许会计们扣减大多数隐性成本。
那么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的差别就在于会计利润并不把使用资源的隐性成本从总收益中扣
除。会计利润（accounting profit）是总收益与显性成本之间的差值：
会计利润=总收益-显性成本
会计利润在不同的财务报告中有不同的名称，如收益、净收入、运营利润、净利润等，取决于
财务报表的类型和它出现的位置。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当企业使用所有者提供的资源时，发生的隐性成本没有从总收益中扣
除，因此财务报告中的会计利润夸大了企业的获利性。前面讨论过的三种隐性成本被会计们忽
视了。 然而我们想强调，当会计在财务报告中忽略了这些隐性成本时，他们是遵循了由财务
会计标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公认会计准则。忽略大部分对很多企业而言可能是非
常大的隐性成本的做法，已经被管理者、股东、政府官员和以将财务会计报告转换成更贴近经
济利润获利的金融分析家所认识（见专栏1-2）。
当然，企业的所有者必须承担所用资源的全部显性和隐性成本，尽管从会计的角度，有些成
本可能会被剔除。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所有的成本都是重要的，至此，你应当明白：为什
么企业所有的目标是经济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会计利润最大化。并且，正如在随后章节中解释
的那样，企业价值是由企业的当期和未来各期获得的经济利润决定的，而不是会计利润决定的。
现在你知道，在企业决策中重要的正是这个经济利润，所以在随后章节中的所有地方，我们说
到利润，就意味着是经济利润。我们现在将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之间的关系总结为如下原理。

原理
经济利润是总收益与总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值：

经济利润=总收益-总经济成本=总收益-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不同，因为会计利润没有从总收入中扣减使用所有者资源的隐性成本：

会计利润=总收益-显性成本
由于企业所有者必须担负企业使用所有资源的成本，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而
不是会计利润。
会计计算会计利润时抵减的隐性成本是资本性资产的折旧，即资本性资产价值按通常使用年限抵减价值。正
如你从会计课中学到的那样，企业在计算折旧时，可以从几种方式中选择，其中一些方法往往在拥有设备最
初几年里夸大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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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企业价值最大化
正如我们前面讨论和原理中强调的那样，企业的所有者，无论是公司的股东还是个人独资
企业的所有者，都会因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管理决策而获得最大的满足。一般来讲，当经理
获得最大化利润时，他们也就最大化了企业的价值，这个价值将是有人愿意为购买该企业而标
出的价。会有人为企业出多高的价？假定你打算1月1日购买一家企业，然后在当年12月31日卖
出。如果企业在这一年中获得的经济利润为50 000美元，那么那年你至多愿意为获得这家企业
支付50 000美元（按月支付与利润相对应的数额）。由于其他潜在的买主也至多愿意付50 000美
元，这家企业可能以接近或正好等于一年中挣得的经济利润那么高的价格卖出。
如果企业在将来的许多年中能获得一系列经济利润，那么企业的价值（value of a firm）—
它所能卖出的价格，就是将来企业预期能够挣得的经济利润的现值。
企业的价值=

π1
π2
πT
+
+L+
=
(1 + r ) (1 + r ) 2
(1 + r )T

T

πt

∑ (1 + r )
t =1

t

式中， π t是t期预期的经济利润；r t是风险调整贴现率；T是企业存在的年数。 由于将来的利润
并不完全确知，公司的价值用将来各期能够挣得的预期利润来计算。将来可能利润的变动越大，
买主愿意为将来的风险利润付出就越少。与企业将来未知利润相联系的风险通过风险升水（risk
premium）加无风险贴现率来计算。风险升水增加了贴现率，因此减少了将来所得利润的现值，
这是为了补偿投资者由于对将来利润值不确定所冒的风险。将来的利润越是不确定，投资者估
价该企业时所用的风险调整贴现率就越高，将来利润的折价就越严重。

原理
一个企业的价值是它所能卖得的售价。这个价格等于企业将来预期利润的现值。与将来利润相关
的风险越大（小），用来计算企业价值的风险调整贴现率就越高（低），企业的价值就越低（高）。

1.2.4 价值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等效性
企业所有者要求经理做出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这个
价值是贴现后的当期和将来期间预期利润之和。那么作为一条一般的原则，经理们通过做出使
每一期间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来最大化企业的价值。也就是说单期利润最大化与最大化企业
的价值通常意味着相同的结果：最大化每一期间的利润将导致最大的企业价值，并且最大化企
业的价值要求最大化每一期间的利润。

原理
如果任何期间的成本和收益状况都独立于其他期间的决策，经理就可以通过做出每个单期利润最
大化的决策使企业的价值（企业的现值）最大化。

单期利润最大化与最大化企业价值的等效性，只有当一期的收益和成本状况独立于其他期
的收益和成本时才成立。如果现在的决策影响将来各期的利润，每一期（单期）利润最大化
的定价或产出决策就不能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发生这种情况的两个例子是：（1）企业的雇员
由于以前期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在将来期间变得更加有效率，这是一个学习效应的例子。
由于将来收到的1美元利润的价值低于现在收到的价值，所以多阶段决策中引入了现值的概念。现值是未来
将会收到的金额或者一系列支付金额现在的价值。本章的附录1A中回顾了通常在金融或者会计入门课中的
现值计算的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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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期的产量会增加将来的成本，这种情况见于采矿和石油等采掘业。因此，如果增加当期
产量对于未来的收益和利润有积极影响的话，一个追求价值最大化的经理就会选择一个大于单
期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同样地，如果当期产量会增加未来成本的话，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就会
要求经理选取一个低于单期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尽管会有两种最大化不一致的例子，但总的来说，单期利润最大化（这本教材最重要的主
题）与现值最大化的结论几乎没有差别。因此，一般来讲单期利润最大化是经理们想要最大化
企业的价值所要遵循的原则。

1.2.5 经理人常犯的错误
修一门管理经济学的课不是做出成功企业决策所必需的。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几个特别精明
的企业经理人，他们虽然几乎没有受过商科或经济学方面的正规教育，却能成功地建立或运营
赢利很好的企业。修了这一门课也不能保证让你成为成功的经理人。很多拥有MBA学位的经理
人学过管理经济学，但他们还是遭受了很严重的失败，最终被管理得更好的企业恶意接管时开
除或替换。然而，我们坚信，管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能帮助你避免一些让经理人失败的常见错
误。随着你进一步阅读本书，我们会在很多地方指出现实生活中的经理人应当能避免的常见陷
阱和错误。
虽然我们要证明一些实际行为会使利润减少，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造成损失为时尚早—这
里才是第1章！但我们还是可以预先指出几种常见错误，而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学到如何去避免
这些错误。现在你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个简短介绍中的一些术语，但请放心，我们会在本书后面
章节为你仔细地讲解。

1. 永远不要为了减少平均成本而简单地增加产出
有时候，经理人会把决策制定中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的角色弄错。比如说，企业用100美元
的成本来生产20个单位的产品，那么产品的平均成本或单位成本就是5美元。经理人可能会错误
地认为如果他们增加产出从而使平均成本降低，那么通过扩大生产，利润肯定会增加。实际在
这种情况下，利润可能会增加，可能会减少，也可能会保持不变，因为利润的变化与降低平均
成本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会在第8章学到，短期内生产并销售更多单位的产品的确会使单位成本或平均成本降低，
因为生产的固定成本会分散到更多的单位产品上去。你也会在第9章中学到，在规模经济中，长
期增加产出会使平均成本降低。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永远都不要为了减少平均成本而
简单地扩大生产。我们会向你们展示，是生产的边际成本（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总成本）
在决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经理人通过增加或减少产量来降低单位成本，往往无法
制定出能使利益最大化的产出水平。简单地说，永远都不要因为平均成本的变化而做出增加产
出或扩大销售的决策。

2. 追求市场份额往往会减少利润
很多经理人都会误解市场份额在决定获利状况中的作用，只是简单地增加市场份额不会创
造更高的利润。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经理人采取降价来增加市场份额的话，那么企业的获利实
际上减少了。专栏1-4调查了一些经理人为了增加市场份额而无视利润的实证研究。你将会在第
11章和第12章中学到，最好的建议是在制定商业决策时忽略市场份额。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情况（将会在第12章中更仔细地分析，虽然很罕
见但非常重要）：如果存在“网络效应”，那么市场份额就很重要。如果某种产品对一名用户的
价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假设消费者因为有很多其他
消费者购买了你的产品，而认为你的产品有更高的价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你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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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抢占市场份额就会使你在市场中占据主要位置，因为消费者会从市场份额小的销售商那
里转而购买你的产品，不能占领大量市场份额甚至可能会影响你在市场中的长期生存。我们将
会在第12章中仔细讲解，当存在网络效应时，你最好的行动就是定一个低的初始价格，从而占
领市场，然后在后期再提高价格。再一次说明，我们必须强调，只有在网络效应存在时，追求
市场份额与利益最大化才会是一致的。

3. 只关注利润边际不会使总利润增加
利润边际是单位产品的定价以及生产这些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之差。假设你把每个单位产
品的价格定为15美元，平均成本或单位产品成本是9美元，那么你的利润边际或者说单位产品的
平均利润就是6美元（=15-9）。我们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将会阐释，经理人不应该把提高利润
边际作为首要目标来做决策，因为在利润边际或利润边际最大情况下的产出和价格水平上，总
利润并不是最大化的。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学到在制定定价和产出决策时，不要考虑利润边际。
你会发现，在计算企业获得的利润时，利润边际是非常有用的，但利润边际在做利润最大化决
策时并不起作用。在商业领域，这种合理利用利润边际的细微差别并没有为人所充分理解。

4. 总收益最大化会减少利润
你可能会认为，如果经理人有机会提高价格或数量来增加总收益，那么他们肯定会这么做。
但是，增加总收益并不一定会增加利润，相反甚至会使利润减少。你会发现，企业面对的需求
曲线会告诉经理人为了出售一定数量的产品，最高定价是多少。在需求曲线上的每个点，总收
益是靠价格乘以需求数量计算得出的。在企业的需求曲线上选择不同的点，会改变企业的总收
益，同时也会改变生产成本和企业所有者获得的利润。我们会在第11章和第12章中向你展示，
在企业的需求曲线上，使利润最大化的点并不是使企业总收益最大化的价格和数量。 总经理
们已经认识到，如果销售经理的薪资与出售的单位产量或他们带来的总收益相关，他们会劝经
理人们生产出售过量的产品。结果是总收益增加了，但利润减少了！

5. 成本加成定价法无法制定出能使利益最大化的价格
定价决策很可能是所有经理人必须做的最难也是最冒险的企业决策。更糟糕的是，同一种
产品的定价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制定，因为市场情况时时都在变化，而且很多企业会生产数以百
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产品。所以，对于经理们试图寻找一种简单的只需参照电子表格数据的定
价方法也就无可厚非了。这样一种定价方法就是成本加成定价法，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虽然每
个学过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的人都知道，通过单位成本加上任意比例来定价是绝对行不通的。不
幸的事实是，除非你运气极佳，否则成本加成定价法不会定出能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 。在第
12章中，我们会告诉你，当每个人都为同一种产品支付相同的价格时要怎样制定利润最大化的
价格—这种方法叫做单一定价法。在第14章中，我们也会介绍几种高级定价技巧，这些定价
法会向不同的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并能比单一定价法产生更多的收益。
这些只是我们将会教会你避免的诸多错误中的几个。如果你不是很理解这些错误，那也别
担心—我们向你保证，等你学完这本书，你肯定会懂的！

理论上，这个规则有例外，但在实际中是罕见的。当价格设置型企业的边际成本等于零时，总收益最大化等
于利润最大化。我们将在第12章进一步解释。
只有当企业的成本固定时，单位成本加上能使利润最大化的加价这个方法才能使用。但是，这个定价法应用
起来非常复杂，所以它不如你在第12章中学到的通过“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来制定最优价格的方法实用。
我们认为这个方法毫无价值，故在本书中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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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联盟正在破裂吗：会计利润与市场价值

2000年夏，由主要垒球联盟委任的“蓝带小组”公布了联盟30个垒球队的财务状况报告。小组得出
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垒球联盟面临破裂，因为位于大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市场里的球队能够吸引并留住顶
尖的球员，而位于小的、缺少利润市场里的球队无法吸引并留住最好的球员。根据小组的报告，天才球员
分布的不平衡使垒球比赛缺少竞争性，对球迷而言不激烈。小组总结道，只有显著增加的收入共享，即垒
球球队的调整要求富有的、成功的球队拿出部分收入资助面临困境的、亏损的球队，才会防止球迷失去对
比赛的兴趣。
《福布斯》杂志的两位统计评论者，Michael Ozanian和Kurt Badenhausen对蓝带小组评论道，垒球联
盟要分裂了。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中，他们指出小组担心垒球队将来的获利性会令人误解，有以
下两个原因：首先，小组的分析是建立在主要联盟球队的会计利润的基础上。Ozanian和Badenhausen担心
会计利润太容易被操纵。他们援引垒球联盟现任主席Paul Beeston的话说，“在公认会计准则下，我可以使
400万美元的收益变成200万美元的亏损，并且让每个国家会计事务所都同意。”其次，为了得到主要联盟
球队所有者的准确的财务前景，小组应该检验垒球联盟市场价值的未来趋势，而不是历史会计利润。
Ozanian和Badenhausen指出，球队价值从1995年的平均每支球队11 50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3 300
万美元。根据他们的计算，没有一个球队的市场价值降低了。他们将球队的升值归功于新体育馆和电视转
播权费增加。作为这个趋势的一个例子，他们指出圣弗朗西斯科巨人队的所有者看到，虽然在1995~2000
年亏损了9 400万美元，在2000年赛季，球队的价值增加了12%—球队开始在它新的大西洋贝尔公园打球
的赛季。“建立在资产增值的基础上，娱乐行业是成长的行业，而非萧条的行业。”Ozanian和Badenhausen
断言道。
就像我们在本章所解释的那样，企业的市场价值是买主期望企业在未来产生的经济利润的现值。你可
以确信，买主对于垒球球队影响其未来价值的各种因素非常重视。如果球队的价格上涨了（下跌了），那
么买主对于球队的未来经济利润的预期也会升高（降低） ① 。这样，垒球球队的现值与球队过去的会计
（或者经济）利润没有关系。
垒球行业与其他行业没有不同。预计未来经济利润下降的前景会导致企业的市场价值降低（给定风险
调整后的折现率）。如果在1995~2000年球队价值增加的报道是正确的，很难相信垒球联盟会破裂。简单地
说，如果行业中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增长，那么对行业前景黯淡的预计就值得怀疑。垒球的蓝带小组似乎是
站在会计利润的球上摇摆。
① 如果买主改变他们用来计算未来利润现值的折现率，球队的市场价值也会改变。在目前的情形下，更高利润的
来源—新体育馆和电视转播权费增加—也减少了与未来利润相关的风险，所以买主可能会用更低的调整风
险后的折现率计算垒球队的价值。更低的调整风险后的折现率会进一步增加公司的价值。
资料来源：Michael K. Ozanian and Kurt Badenhausen, “Commentary: Baseball Going Broke? Don’t Believe 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7, 2000, p.A24.

1.3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理也是它的所有者，那么当然对所有者有益的事就是对经理有益的事。
但是大多数企业组织是由少许或根本没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职业经理队伍来经营的。当所有者
和经理不是同一个人时，企业的所有者与经理之间就会有矛盾产生。
这些矛盾是由于所有者和经理的目标不一致产生的。如前所述，所有者希望经理最大化企
业的价值，这通常会通过利润最大化达到。如果经理只有少许或根本没有企业的所有权，他们
就会追求与为所有者挣得尽可能大的利润不相容的目标。比如，一个会降低利润目标的追求就
是经理追求过度消费或过量的津贴。实际上很少有经理不想让公司支付庞大的办公费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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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乡间俱乐部会员费、非常高水平的人寿和健康保险费、豪华轿车及司机，如果可能的话，
再支付一架“挑战者”公务用喷气飞机的费用。另一个会使利润降低的目标是经理追求市场份
额。一些经理想使企业成为行业中最大而不是最赚钱的企业。尽管使企业的增长率最大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与利润最大化一致，但作为一条一般的原则，使公司最大、增长最快的定价和产出
决策并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正如专栏1-4所示，在许多行业中，最赚钱的企业并不是最大或
增长最快的企业。

专栏1-4

管理战略：利润最大化还是市场份额最大化

商战及类似的隐喻普遍存在于商业交流和管理研讨会中，经理们很可能由于过于重视把竞争对手挤出
市场而不是关注于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在最近的一项关于管理战略的研究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J. Scott Armstrong和凯斯西储大学的教授Fred Collopy告诫首席执行官们
“要把眼光放在利润上，而不是市场份额上”。Armstrong和Collopy发现许多经理做决策时，只考虑是否相
对于他们的竞争对手有更好的表现（他们把这种决策的观点称之为“竞争者导向”），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在对超过1 000位职业经理长达9年的研究中，Armstrong和Collopy发现经理们拥有的关于竞争对手行
为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违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让经理们对一种新产品的两
种定价计划（低价策略和高价策略）进行选择，并告诉他们与每种策略相关的5年内每年预期利润的现值。
以下的表格列出了给不同调查对象组的两种“对策”。
5年期内预期利润的净现值

基本对策：
你的企业
竞争对策：
你的企业
对手企业

（单位：美元）

低价策略

高价策略

40 000 000

80 000 000

40 000 000
20 000 000

80 000 000
160 000 000

“基本”对策不给经理提供任何关于对手企业在两种计划下所采取措施的信息，“竞争”对策允许经理
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对竞争对手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所料，在基本对策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经理都选择了
利润最大的策略（高价）。当给出竞争对手赢利的信息时，由于他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决策对竞争对手的影
响，60%的调查对象没有做出利润最大化的选择。为证明这些调查对象是不是由于在考虑长期营利性，
Armstrong和Collopy给出了20年期收益的现值，结果是相同的。
Armstrong和Collopy认为经理们之所以违背了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目标的原则，是因为经理们拥有
关于竞争对手行为的信息。他们发现，告诉经理们赢得市场份额的方法，会增加违背利润最大化的调查对
象的比例。他们还发现，“参加过战略管理课程的执行官们，做出有损营利性的决策的可能性更大。”由于
他们已经对超过1 000个主体重复了40多次试验，所以这些结果是令人信服的。
为证明是否寻求市场份额最大化的企业（竞争者导向企业），从长期来说，赢利能力比不上只追求利
润不考虑市场份额的企业，Armstrong和 Collopy调查了两组企业在54年间的表现。以竞争者导向目标（比
如说增加市场份额）为基础做出定价决策的一组企业，在相同的54年间，赢利能力比不上以增加利润不考
虑市场份额为目标做出定价决策的企业。进一步来讲，他们发现追求市场份额的企业生存的可能性更小。
6家严格追求市场份额的公司有4家（Gulf公司、美国罐头公司、Swift公司和国家钢铁公司）没有生存下来。
而4家赢利导向的企业（杜邦、通用电气、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美铝公司）全部生存了下来。
Armstrong和Collopy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追求竞争者导向目标损害了营利性：“我们认为，强调利润
最大化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对于企业行为来说是最有用的课程，也就是说经理们应该直接关注利润。”为鼓
励经理们把注意力放在利润上而不是市场份额上，他们给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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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市场份额作为目标。
• 避免使用商战或类似的比喻，因为它们会促进竞争者导向。
• 不要使用以市场份额最大化为导向的管理科学方法，比如投资组合计划矩阵、经验曲线分析等。
• 设计以利润衡量企业业绩的信息系统，使企业把注意力集中于赢利。
• 当心测定市场份额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收银台利用扫描仪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过多地关注于
市场份额，而不是赢利能力。
在最近一本探讨西南航空公司企业战略的书中，作者重点研究了该公司总裁Herb Kelleher的决策。在
名为“向市场份额说不”的一章中，Kelleher解释了市场份额在西南航空公司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市场
份额与利润没有任何关系……市场份额告诉我们要做大，如果我们并不关心这样是否赢利的话……但是如
果利润率是我们的目标的话，这就不一样了。”
书中继续讲到Kelleher相信“将两者相混淆（增加利润和增加市场份额）使许多本应能够很好地实现
基本目标（利润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偏离了它们的轨道”。也许这只是巧合，但我们要提及的是西
南航空公司的市场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前期翻了3倍。
正如我们本章所强调的，股东希望看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倾向于成为最大的航空公司或最大的汽车
租赁机构的经理们，可能并没有使企业成为最能赢利的航空公司或汽车租赁机构。而我们在“经理人几个
常犯的错误”一节中提到，网络效应会让追求市场份额成为一种能够赢利的战略，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12
章中详细地阐释。在Richard Miniter最近一本关于市场份额的书中，他对网络效应这个例外情况给出了警
告：“每个规则都有例外（网络效应），每个人也都愿意相信他们就是这个例外。他们的企业是特别的，是
独特的，所以市场份额对他们才是首要的，而不是利润。有太多经理人相信市场份额的谎言不是谎言—
对他们来说不是。在少数情况下，他们是正确的：市场份额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利润才是
一切。”
我们会在第12章中告诉你如何辨别市场份额很重要的少数特殊产业。正如这个专栏所强调的那样，大
多数经理人必须无视市场份额。面对股东们越来越拥有解雇首席执行官们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公司控制市
场（联合、兼并和收购）也很活跃，一个不能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理可能不久以后就会失业。
资料来源：J.Scott Armstrong and Fred Collopy, “Competitor Orientation: Effects of Objectives and Information on
Managerial Decisions and Profitabi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May, 1996, pp.188-199; “The
Profitability of Winning,” Chief Executive, June 1, 1994, p.60; Kevin Freiberg and Jackie Freiberg, Nuts!:
Southwest Airlines’ Crazy Recipe for Business and Personal Success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5),
p.49; Richard Miniter, The Myth of Market Share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02), p.139.

1.3.1 委托-代理问题
在一项合同中，委托者委托一位代理者去执行帮助委托者达到目标的任务。当代理者有不
同于委托者的目标行为时，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就会出现。委托者或者
在强迫代理者执行合同上有困难，或者发现监督代理者保证他帮助委托者达到目标太困难、成
本太高。尽管社会上有大量的委托-代理问题的例子，我们这里只关心所有者-经理人问题，尤
其是当它应用于企业组织是公司形式时。在公司中股东显然是委托人，经理是代理人。
代理问题起因于败德（moral hazard）。如果合同的一方有不遵守合同条款的动机，而另一
方即使可获得信息，也不能以较低的成本发现对方是否遵守合同，或者不能执行合同，就会存
在败德。尽管败德大量存在于商业的委托-代理合同中，我们这里只关心为企业股东服务的管
理层中的败德问题。
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股东不能简单地让经理们最大化企业的价值？如果他们不服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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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经理代替他们。这个过程比乍一看起来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大型现代化的公司是极其复
杂的机构，其上层管理者对公司的运行要比绝大多数甚至所有的股东都熟悉。股东在许多情况
下甚至不知道，经理们是否在试图使企业的价值或利润最大化，尤其当生意正兴旺或股价正在
上涨时。股东对企业业绩的信息，绝大多数来源于经理本人。
在大公司里，每个股东通常都只持有全部流通股中相对很小的一部分。股东们通常大范围
分散投资，并且很难组成一个实际上能够影响公司政策的集团。更进一步说，个别股东可能并
没有通过找到关于企业的必要信息，然后试图监督管理的动机。即使监督是成功的，获取并处
理所需信息的成本可能很大，对于个别股东来说利益可能很小。股东通常会多样化投资组合，
其中哪一种股票在他们持有的全部股票中都不会占很大的份额。他们常常对特定的一种股票没
有多少兴趣。因此，大型公司的所有者们根本没有时间监控经理们。

1.3.2 公司的控制机制
关于代理问题的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股东面对不恪尽职守的经理毫无办法。公司的管理
章程赋予股东通过控制措施直接控制经理，以及通过董事会间接控制经理的权利，董事会的职
责是对管理进行监督。股东们可以与董事会一起，从众多的控制代理问题的机制中选出一种来
控制。除了股东能获取的治理方法外，一些企业的外部力量也能促使经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我们只简单考察几种重要的、激励经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
股东常常通过把经理的报酬与满足股东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从而解决代理问题。如果经理
本人就是股东，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动机做出有助于达到股东目标的决策。资产所有权被认为是
公司控制的最有效机制之一，以至于一些职业基金管理者和大型投资机构拒绝对那些经理只持
有少量或根本不持有他所管理公司资产所有权的企业进行投资。
董事会成员是那些被赋予监控高层管理者决策责任的股东代表。但是正如经理是所有者的
代理人一样，董事们也是所有者的代理人，这样代理问题也会在董事和股东之间产生。许多观
察家认为，指派外部人员（不就职于企业管理层的董事），或把董事的报酬与公司价值联系在一
起，可以增加董事会监督服务的价值。如果经营决策异常复杂，董事会不能确切地判别决策是
否有利于股东的利益，以及首席执行官在董事会成员选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话，董事会的有效
性就会降低。
另一种使经理产生动机，从而做出价值最大化决策的方法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政策有关。一
个强调借债而不是用权益（出售普通股以获得金融资本）为公司的投资进行融资的政策，可以
在某些方面有助于实现股东的利益。首先，债务融资使破产成为可能，因为公司如果没有债务
就不能破产，所以，珍视自己职位的经理们就会为了降低破产的可能性而有更多的增加利润的
动机；其次，如果支付的资本费用是股东的股利，经理们面对的赚取收益支付投资成本的压力
就会变小，他们可以选择递延或取消股利，而一桩贷款却必须定期支付利息；最后，债权人有
监控债务企业的经理的动机，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监控可能会使经理们很难过分挥霍或做出无
利的投资决策。
公司收购也是一种重要的解决股东与不能最大化企业价值的经理之间矛盾的可能方法。如
果企业由其他经理经营，其价值比由现任经理班子经营要大，就会有利润驱使他人收购企业，
用新的经理替换管理层队伍。比如，企业的薪金制度不能激励经理最大化利润，另外一家（或
几家）公司收购者相信它的管理者能够做得更好，就会通过购买足够多的股份来实现控制和接
管公司的目的。尽管大多数的媒体、政客，当然还有被收购公司的经理们不喜欢收购，常称之
为“恶意的”，但恶意收购不失为一种剥夺那些制造低效的经理们权力的方法。当然它也剥夺了
那些由于他们不是主要所有者，就不关心利润最大化，只是忙着扩张公司的业务领域的经理们
的权力。因此，收购有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经理和股东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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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市场结构和管理决策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经理们如果不理解市场力怎样影响企业的赢利能力，就不会成功。
管理决策中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是定价决策。企业运作所在的市场结构可能限制经理们提高企
业产品价格的能力，提高价格可能失去很大部分，甚至全部销售量。
并不是所有的经理都有权力给企业产品定价。在一些行业中，每个企业都只占全部市场销
售量相对较小部分，生产与行业中其他企业相同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不会由一
家企业或经理决定，而是由市场的非人为力量—市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这一点你
将会在下一章中看到。如果一个经理想把价格提到高于市场决定价，这家企业就会把全部销量
拱手让给行业中的其他企业。别忘了购买者并不在意他们是从谁那里买到这件相同的产品，他
们不愿意为这件产品付高于现行市场价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
不能为它所出售的产品定价。我们将在第11章中详细讨论价格接受型企业，你将看到价格接受
型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等于市场决定的价格。
与价格接受型企业的经理相反，价格设置型企业（price-setting firm）的经理却能够为产品
定价。因为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存在差异，或者可能因为产品销售所在的地理
范围内只有一家（或少数几家）卖方，所以价格设置型企业可以在不失去全部销售量的情况下
提高价格。企业以较高的价格销售较少的产品，或以较低的价格销售较多的产品。能够提高价
格而不失去全部销售量的能力称为市场力（market power）。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13章和第14章
中更详细彻底地分析。在我们讨论不同的市场结构（本书后面章节将要详细分析）之前，首先
希望你能想一想市场的基本性质和目的。

1.4.1 什么是市场
市场（market）是这样一个“场所”，通过它买方和卖方可以交换最终的商品或服务、生产
的资源，或者更一般意义来说，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里的“场所”，可以是确定的地点和时间，
比如商业银行只在工作日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营业，每月第一个星期二的农产品市场，商品交
易所交易时间内的一个交易终端，甚至大型露天运动场停车点，在比赛开始一小时前会有票贩
子出现兜售体育赛事的门票。“场所”也可以是非实质的地点和时间，比如报纸上的分类广告，
或者互联网上的一个站点。你应该把市场的概念看得很广，特别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为买方和卖
方的接触创造了新的方式。
市场是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场所”。希望购买物品的买主必须耗费宝贵的时间和其他资源寻
找卖主、收集关于价格和质量的信息、最后做出购买决定；希望出售物品的卖主必须花费宝贵的
资源寻找买主（或者付费让销售代理机构去做这件事）、收集关于潜在买主的信息（比如证明其
信 用 情 况 或 购 买 的 法 律 资 格 ）、 最 终 结 束 交 易 。 这 些 使 交 易 发 生 的 成 本 被 称 做 交 易 成 本
（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是交易中超过实际支付价格的额外成本。买方和卖方利用市场方便
了交易，因为市场为双方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了理解这个看起来有些深奥的问题的含义，考虑两
种可以出售你持有的一辆二手车的方法。为你的车找到买主的一种方法是游说你的邻居，敲各家
的门，直到找到一个愿意支付你能接受的价格的买主为止。这可能需要你大量的时间，甚至还得
为此买一双新鞋。另一种办法是你在当地的报纸登一则广告，描述一下你的车，并给它出一个你
愿意接受的价格。这种卖车的办法就涉及一个市场—报纸广告。即使你必须为登广告付费，你
也会选择利用这个市场。因为比起挨家挨户寻找买主，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交易成本会降低。

1.4.2 不同的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market structure）是决定企业经营所在经济环境的市场特点的集合。正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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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要阐明的，市场结构决定了经理在短期和长期内拥有定价权的程度。下面所列的一些市场的
经济特征的描述实际上还远远不够。
• 在市场上经营企业的数量和大小：经理提高企业产品的价格又不致失去大多数或全部客户
的能力，部分地依靠市场中卖方的数量和规模。如果市场中有许多卖主，每一家只生产全
部销量的一小部分，就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通过改变产量水平来影响市场价格。在另一种情
况下，如果市场的全部产品是由一家或几家占有相对来说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生产的，只
要市场中没有其他厂家决定通过相应调整自己的产出水平来阻止价格变化，一家单独的企
业就能够通过限制自己的产量使价格升高，或通过增加自己的产量使价格下降。
• 在竞争的生产者中产品的差异程度：如果卖主都生产消费者认为是相同的产品，买方就
不必为一家特定公司的产品多付高于其他企业要价的价格。通过产品设计上的实际差异
或广告效应使产品显得多样化，只要消费者发现产品的差异值得付出更高的价钱时，企
业就能够把价格抬到高于其他竞争者的水平。
• 当现有企业赚取经济利润时，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如果市场中的一个企业能赚取
经济利润，其他企业就会知晓这个超过机会成本的回报，并试图进入市场。一旦足够多
的企业进入市场，价格就会压到足够低的程度，从而消除所有的经济利润。当进入相对
容易时，即使有一定市场力的企业也不能长期保持高于机会成本的价格。
微观经济学家们分析了在许多不同市场结构中经营的企业。毫不奇怪，经济学家们给这些
市场结构起名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尽管本书后面会详细分析这些
市场结构，但是现在我们先对每一种简要地讨论，并告诉你市场结构怎样影响经理的定价决策。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许多相对较小的企业出售一种无差别的产品，对新企业没有进入障碍。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营的经理们是没有市场力的价格接受者。在完全由市场需求和供给决定的
价格上，决定生产多少，从而使利润最大化。由于没有进入障碍，在市场决定的价格下，任何
经济利润都将由于新企业的进入，驱使价格降到平均生产成本水平。许多农产品和其他一些在
国内或国际性交易所交易的商品，市场很接近完全竞争的特征。
在完全垄断市场中，单个企业由于受到进入障碍的保护，生产没有相近替代品的产品。垄
断者是价格设置型企业。垄断企业享有市场力的程度，由消费者找到垄断者产品不完全替代品
的能力决定。垄断者的要价越高，消费者就越愿意购买其他产品。进入障碍的存在使垄断者在
抬高价格时，不用担心经济利润是会吸引新企业的。正如你将在第12章看到的，真正完全垄断
的例子很少见。
在以垄断竞争为特点的市场中，存在许多相对于整个市场规模来说较小的企业，在没有进
入障碍保护下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的唯一不同点是产品的差异，这使得垄
断竞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力；一定程度上他们是价格设置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像在完
全竞争的市场中一样，缺少进入障碍，使得任何经济利润都将由于有新的进入者而最终变为零。
牙膏市场为垄断竞争提供了一个实例。许多品牌的牙膏是很接近的，但不是完全的替代品。牙
膏制造商通过不同的配料、研磨剂、增白剂、氟化物水平和其他成分，并伴随大量的、用来制
造品牌效应的广告，来使产品多样化。
在前面讨论的三种市场结构的每一种中，经理们都不必考虑竞争企业对价格变化的反应。
垄断者没有竞争对手；垄断竞争市场的竞争者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较小，以至于它的价格变化，
通常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用改变自己价格的办法实施报复；当然完全竞争的企业是价格接受者，
不能使它的价格偏离市场决定价。相反，在寡头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生产绝
大多数或全部市场的产品，因此，任何企业的定价政策将会对市场中其他企业的销量产生重要
影响。这种寡头企业间的互相依存意味着市场中任何一家企业采取的措施将会影响其他企业的
销量和利润。正如将在第13章中看到的，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做出战略决策是最复杂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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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市场的国际化
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家经历了市场国际化（globalization of markets）的浪潮，即通常
所指的国际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一体化。当商品、服务和资源（特别是人和货币）在国家之间自
由流动时，市场一体化出现了。除了目前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商业压力导致了这一高潮外，市场
一体化的进程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所特有的，而是有时激进有时衰退的持续进程。最近一个国
际化的高潮从19世纪初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在那个阶段，随着铁路的铺设和蒸汽船
的出现，使劳动力从欧洲移民到美国，并且商品在地区和国家间大量流动。尽管一些政府和市
民反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比如大量的反全球化的抗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资源和产品的自
由流动能够提升无论发达国家还是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
过去的10年，全球化运动有几大突破。在此期间，北美、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成功地谈判
签署了大量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20世纪90年代末期，11个欧洲国家统一采用单一的货币
（欧元）来减少不同的货币阻止国家间货物和服务流动的趋势，刺激欧洲大陆贸易。全球化的另
一动因是信息时代对电子交流的革命，使在国际互联网上买卖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能。如专栏1-5
所示，随着世界各地的企业都用Excel电子表格以及Word和PowerPoint沟通，微软办公软件成为
一种商业国际语言。所有这些创新都使不同国家企业的贸易交易成本降低。
你可以从这里的讨论中看出，市场国际化既给管理者带来了向国外客户销售更多产品和服
务的机会，也带来了国际同行的竞争。市场的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改变了管理者看待他们提供产
品和服务的市场的结构，也改变了他们选择组织生产的方式。在本书中，我们将指出市场国际
化的机会和挑战。

专栏1-5

互联网刺激了服务的全球化

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魁北克和热那亚反全球化示威者一直在批评多国合作（包括他们的政府、世
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制造业向低工资国家转移。当示威者对贫穷国家的工人将被多
国“合作”剥削和被迫在衬衫加工厂里以不合理工资工作表示深切关注的时候，在示威者中，更深层的恐
惧看起来是对制造业移到其他国家时，他们自己将失去工作的担心。第2章专栏2-3将对国际化如何影响美
国的制造业做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在最近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Douglas Lavin指出，反全球化示威者忽视了一个更显著的
服务的转移：“更多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微软办公软件和互联网在马尼拉和那不勒斯一样应用广泛，服
务全球分工。”①现在互联网可以像铁路和蒸汽船一样为制造品提供服务：服务可以在世界各地产生，通过
陆地、宽带、光纤或者地球同步卫星向几乎世界每个角落的用户“交付”。从会计服务、诉讼、信用评估
和1-800电话回答客户服务问题，到数据录入、编码，甚至赌博，每个可以想到的服务现在都经历着全球
化。现在在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企业正引导着将业务外包到印度、菲律宾、
牙买加、加纳、匈牙利和捷克的潮流。
正如Lavin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那样，伴随着电信技术巨大变革的互联网“爆炸”
，使服务业参与全球化成
为可能。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担负接入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好的道路和桥梁可能更昂贵—
Lavin预测服务业的全球化可以为贫穷国家带来显著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另外，多国合作后可以购买价格更
加低廉的服务，因此多国合作易于提高生产力而使多国合作的国家工资上涨。虽然，示威者可能认为全球化
剥削贫困地区，但Lavin提醒我们无论是在菲律宾Arthur Anderson公司担任会计，或者在印度思科公司工作
的工程师，这成千上万的人为能够在因特网上就他们的教育和技能进行贸易而兴奋，而且他们也不再贫穷。
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当两者自愿贸易时，双方都是收益的。互联网使服务全球化成为可能，服务全球化
也提供了这样的贸易机会：企业可以降低成本，成千上万的低收入国家的工人可以挣到更高的工资。
①本专栏大量摘自Douglas Lavin, “Globalization Goes Upscal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1, 2002, p.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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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章小结
• 管理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这两

• 如果一个企业的经理不是它的所有者，那么经理就

个相关领域中最有用的概念和理论，创造了一个

会成为企业所有者（委托人）的代理。当代理人有

系统而有逻辑的方式，来分析企业实践和策略，

不同于委托人的目标行为时，委托-代理问题就会

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同时规划出能长期保持或保

出现。委托人或者在强迫代理人执行合同上有困难，

护这种利益的企业战略。边际分析法为理解企业

或者发现监督代理人，保证他帮助委托人达到目标

经理人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了基础。这些决策通常

太困难、成本太高。代理问题起因于败德。如果合

被称为商业实践或经营策略。战略决策与商业实

同的一方有不遵守合同所有条款的动机，而另一方

践不同，战略决策是指专门为了影响竞争对手行

即使可获得信息，也不能以较低的成本发现对方是

为，并保护自己公司长期利润而采取的商业行动。

否遵守合同，或者不能执行合同，就会有败德存在。

产业组织理论指出了七种促进企业长期获利的经

要解决代理问题，股东可以采用一系列的公司治理

济力：替代品少、竞争者进入障碍大、行业内竞

机制。股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减少代理问题：①要

争者竞争能力弱、供应商的市场支配力低、购买

求经理人持有一部分公司股票；②提高企业董事会

者的市场支配力低、互补性产品多、不利的政府

外部成员的比例；③以贷款而不是股票的方式提供

干预少。（学习目标1）

投资。公司收购也能为经理人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

• 使用资源去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成本是企业所有

激励。
（学习目标3）

者的机会成本。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是企业使用这

• 价格接受型企业不能为它所出售的产品定价，市

些资源时必须放弃的收益。总经济成本是市场提供

场的供求力决定价格。价格设置企业能够为自己

资源的机会成本（显性成本）和所有者提供资源的

的产品定价，企业具备一定的市场力，可以在不

机会成本（隐性成本）之和。经济利润是总收益与

失去全部销售量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市场是这样

总经济成本的差。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的差别就在

一个“场所”，通过它，买方和卖方可以交换产

于会计利润并不把使用资源的隐性成本从总收益中

品和服务，通常是为了获得收益。市场是能降低

扣除。企业的价值就是它所能卖出的价格，企业未

交易成本的“场所”。市场结构是决定企业经营

来预期能够挣得的经济利润的现值。它由企业未来

所在经济环境的市场特点的集合：①在市场上企

利润相联系的风险通过风险升水加无风险贴现率来

业的数量和大小；②产品的差异程度；③当现有

算出。与未来利润相关的风险越大（小），用来计

企业赚取经济利润时，新企业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算企业价值的风险调整贴现率就越高（低），企业

市场可能的结构是四种类型之一：完全竞争、完

的价值就越低（高）
。
（学习目标2）

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学习目标4）

关键词
accounting profit

会计利润

总收益与显性成本

之差。

产业组织理论

微观经济

学的一个分支，集中讨论企业和行业的行为和构架。

business practice or tactic

商业实践或经营策略

在企业面对的特定市场条件下，管理者为获取更大
economic profit

market

市场

买方和卖方可以实现任何有价值东

西交换的场所。
market power

利润所做的企业日常决策。
经济利润

总收益和总经济成本

市场力

equity capital

权益资本

企业所有者向企业提供

企业在不全部损失销售

量的情况下提高价格的能力。
market structure

之差。

市场结构

显性成本

使用市场资源的机会成本。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市场国际化

全世界范

决定企业经营所处

经济环境的市场特征。
market-supplied resources

的资金。
explicit cos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市场资源

由他人所

有的资源，可以在市场上雇用、租用和融资租赁的
资源。

围内各国市场的经济一体化。

microeconomics

implicit cost

企业和市场的行为，帮助我们理解企业运作和策略。

隐性成本

使用自有资源的机会成本。

微观经济学

研究单个消费者、

第1章

moral hazard

败德

管理者、利润与市场

当合同的一方有不遵守合同

产生的冲突。

所有条款的动机，而使另一方不能在有效成本内实

risk premium

施监视时存在的风险。

利润的不确定性，所承担风险而增加的贴现率。

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企业所有者由于使

用资源生产产品和服务而放弃的收益。
owner-supplied resources

价格设置型企业

企业自有
能够在不全

部损失销售量的情况下提高价格的企业。
price-taker 价格接受者

由于价格严格受市场供给

和需求决定，而不能设置它所出售产品价格的企业。
principal-agent problem

strategic decision

为补偿投资者对于将来

战略决策

为了提高或巩固长

期利润，企业针对不同市场条件和不同竞争所采取

自有资源

并投入使用的资源。
price-setting firm

风险升水

委托-代理问题

当管

理层（代理人）的目标与企业所有者目标不一致时

的行动。
total economic cost

总经济成本

市场资源和自

有资源的机会成本之和。
transaction cost

交易成本

使交易发生的成本

（而不是商品或服务本身的价格）。
value of a firm

企业的价值

企业能够出售的价

格，它等于将来利润的现值。

概念性习题
1. 解释使用下面资源的成本是显性成本还是隐性成

元，总经济成本是

美元。
美元。

本，并给出每一项的年机会成本。假设企业所有

b. 企业赚取的经济利润

者能够每年投资，并且获得10%的年收益。

c. 企业的会计利润是

a. 用于运行企业网络的计算机服务器每年租金为

d. 如 果 所 有 者 投 资 于 企 业 的 钱 每 年 可 以 赚 取

美元。
美元（当收益

20%，企业的经济利润是

6 000美元。
b. 企业所有者用个人储蓄账户的50 000美元现金

是175 000美元）。
3. 在未来的三年中，企业预期第一年赚取经济利润

开始经营。
c. 企业的房屋三年前用1 800万美元购买，但现

120 000美元，第二年赚取140 000美元，第三年
赚取100 000美元。第三年末企业退出经营。

在已经值3 000万美元。
d. 计算机程序员小时工资为50美元，企业今年将
雇用10万小时编程服务。

a. 如果未来的三年里每年的风险调整贴现率是
10%，企业的价值是

e. 企业有一台1975年的克拉克-欧文垃圾焚烧
炉，用于处理废纸和废纸板。现在由于环境原

以价格

美元出售。

b. 如果未来的三年里每年的风险调整贴现率是

因使用这种焚烧炉是非法的，但是这个企业因

8%，企业的价值是

为适用于法律中的“原始”条款而可以例外继

以价格

续使用。然而，这个例外只适用于现在的所有
者使用，直到它报废或者被更新（注意：所有

美元，企业现在能

美元，企业现在能

美元出售。

4. 填空
a. 只要每个单期成本和收益条件是

者曾经将此焚烧炉捐给Smithsonian学院，但

理们就会采取最大化每个单期

是学院的负责人拒绝了）。

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2. 在一年的经营中，一家企业收益为175 000美元，
原材料、劳动费用、煤气水电和租金支出80 000
美元。企业的所有者为企业提供了资本500 000
美元，他们本可以把这些钱进行投资，赚取14%
a. 显性成本是

美元，隐性成本是

美

的决策

b. 如果当期产出的影响是增加将来的成本，使企
业价值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将

（小、大）

于最大化单期利润的产出水平。
c. 如果当期产出对将来的利润有正的影响，当期
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将

的年回报率。

，经

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产出水平。

（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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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习题答案
1. a. 每年6 000美元显性成本。企业为获得计算机

e. 没有成本。焚烧炉的市场价值为0，因为没有

服务器的使用放弃了每年6 000美元。

其他企业愿意购买它。因此保留焚烧炉所有者

b. 每年5 000美元隐性成本。所有者让企业使用这

什么都没有放弃，所以其机会成本为0— 甚

笔钱，而不是用于投资获得回报，放弃了5 000

至Smithsonia学院认为它一文不值。
2. a. 80 000美元；70 000美元；150 000美元

美元（=0.10×50 000）。
c. 每年300万美元隐性成本。所有者可以出售房
屋，并用出售所得每年赚取投资回报，所有者
放弃了每年300万美元（=0.10×3 000）。
d. 今年500万美元显性成本。所有者必须向计算
机程序员支付小时工资为50美元的10万小时计
算机编程服务。因此企业放弃了500万美元
（=50×10）雇用计算机程序员。

b. 25 000美元
c. 95 000美元
d. -5 000美元
3. a. 299 925美元；299 925美元
b. 310 522美元；310 522美元
4. a. 赢利；利润
b. 小
c. 大

应用性习题
1. 年初的时候，一位音像工程师放弃了年薪175 000
美元的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Sound Device公

弃原工作而创业这一行为试做评价。
2. 一位医生花了两周的时间在墨西哥做慈善性医疗

司。这家公司为需要高级音响系统的企业建造、

工作。在计算她当年的应税收入时，她的会计师

安装和维护定制的音响设备。Sound Device公司

把她的往返机票、伙食费、两星期的住宿费作为

第一年的部分利润表如下。

经营费用扣除。当她得知遵循国内税务署的规则，
（单位：美元）

会计师不能把她由于两星期没有行医损失的收益
8 000美元作为成本扣除时，她非常惊讶。她问

收益
出售产品和服务的收益

970 000

会计师：“既然损失的收益不能作为费用扣除，
明年在我做出去墨西哥进行慈善活动的决定时，

运营成本和费用
产品和服务成本

355 000

应该忽略这一损失吗？”你能为这位医生的决策

销售费用

155 000

提供一些建议吗？

管理费用

45 000

运营成本和费用总计
运营收入
利息费用（银行借款）

555 000
415 000

3. 当伯顿·卡明斯从加拿大卡车驾校毕业后，他
父亲送给他一个价值35 000美元的卡车拖车装

45 000

备。最近，伯顿经常向同行们吹嘘他每月的收

28 000

入有25 000美元，而他的运营成本（汽油、维修

利润所得税

165 000

和折旧）每月只有18 000美元。与伯顿相同的卡

净利润

177 000

车拖车设备每月租金是15 000美元。如果伯顿为

创办企业法律费用

为了创办这家新公司，这位工程师将自己

与其竞争的卡车公司开车，每月可以挣5 000美元。

的积蓄100 000美元投入。在创立的第一年，如

a. 每月伯顿的显性成本是多少？隐性成本是多少？

果这笔钱投资于股市中那些与这家新公司有相同

b. 伯顿·卡明斯每月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是多少？

风险级别的公司的话，可能会有15%的收益。

c. 伯顿为每月净现金流7 000美元（=25 000-

a. 2010年这家公司的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总经
济成本各是多少？
b. 2010年这家公司的会计利润是多少？
c. 2010年这家公司的经济利润是多少？
d. 根据你对问题b做出的回答，对这位工程师放

18 000）感到很骄傲，因为他如果为卡车公司
工作每月只有5 000美元收入。你可以给伯顿
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4. 解释为什么离开职业网球巡回赛而开一家网球商
店，比辅导一个大学网球队需要安德鲁·阿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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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维纳斯·威廉姆斯付出更大代价？
5. 《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美国一些大公
司的这样一种趋势，即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薪金部
分依靠公司的业绩来决定。“这种越来越流行的做

管理者、利润与市场

己的宾馆？而在有大量的回头客闹市区设立特
许经营宾馆？从保持质量的声誉效应和特许经
营的激励效应来考虑。
7．《财富》杂志报道，SkyWest公司，一家地区性

法使得董事与公司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公司还把

独立航空公司，与Delta航空公司和United航空

赠与董事的股票或购股权与财务业绩的改善相联

公司达成财务协议，条件是为这两家大公司提

系，财务业绩以权益年回报率等方法来衡量。
”

供地区性喷气式飞机服务。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这种联系是怎样试图从总体上降低经理与

SkyWest同意在它所拥有的飞机的机身上涂上上

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的？为什么董事能比股东更

述两家公司的标志，并只在这两家公司所指定

有效地提高管理者的业绩，并改变他们的激励？

的航线上飞行。作为回报，Delta和United这两

6. 《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些大的宾
馆连锁企业（如Marriott）正试图减少给外部所

家公司承担其大部分运营成本并向SkyWest支付
一个预先约定的利润率。《财富》杂志解释说，

有者经营特许授权的宾馆数量，同时增加连锁企

虽然这个协议限制了SkyWest公司所能够获得的

业自有并自我管理的宾馆数量。一些连锁企业正

利润，但是同时也使这家小公司免受收益波动之

要求所有者或获特许方提高宾馆服务质量，但是

苦，因为Delta和United两家公司将承担SkyWest

它们实施这一政策时遇到了困难。Marriott说：

公司的燃油成本，提高它的载客率，并且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良
好的声誉。”

它的机票价格。
《财富》杂志同时报道说，在协议生效后，

a. 解释Marriott面临委托代理的性质？

SkyWest公司的市值从1.43亿美元猛涨到11亿美

b. Marriott为什么担心特许经营的非自有宾馆的

元，表明华尔街对这桩协议持赞赏态度。请你解

质量？
c. 为什么像Marriott这样的连锁企业，打算在只
有少量回头客的度假区（如国家公园）拥有自

释一下，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既然SkyWest公司
的利润额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它的市值还发生了
戏剧性的增长？

附录1A 现值计算方法
现值的概念是用来决定企业价值—能赚得的
未来预期利润现值的工具。第16章研究企业的投资

美元。因为一笔支付的现值少于那笔将来支付的数
额，计算现值的过程有时称为贴现。

决策，那时你就会发现掌握现值计算的方法很有用。

为正确地对100美元的未来支付进行贴现，你

即使你还没有在财务或会计课程中学习现值分析，

必须首先确定等待这笔钱的机会成本。假定在无风

这里简短的介绍，也能为你提供计算一系列未来期

险的情况下，通过把这笔钱在一年期内进行投资，

间要得到的预期利润现值所需的基本计算技巧。

你可以得到6%的回报。由于它决定了你对将来资

1A.1 将来一次性支付的现值

金进行贴现以确定其现值所用的贴现率（假定你不

你现在愿意接受（而不是等到将来再收取）的

承担所得会少于承诺数额的风险），所以这个6%回

一笔未来支付（或一系列支付），称为那笔未来支

报也叫做无风险回报率。在15章将告诉你当将来的

付（或一系列支付）的现值。例如，假定一个值得

支付承担一定的风险时，怎样确定恰当的风险升水，

信任的人，答应从现在起一年以后付你100美元。
即使你确信一年以后你可以得到100美元，但现在
的一美元也要比将来的一美元更值钱。你愿意现在
拿到多少钱，而不是为一笔确定的支付等一年？对
于一笔一年以后肯定会得到的100美元支付，为避
免等待，现在给你多少，你就可以接受？由于资金

并把它与无风险贴现率相加。现在，你不必关心对
风险的调整。
假定对于你的资金你可以获得6%的回报（无
风险），从现在起一年后你可以拥有100美元，现在
你需要多少资金（以X美元代表这个数额）？由于

的时间价值，不到100美元你也愿意接受；也就是

X(1.06)美元是一年以后X美元的价值，令这个将来

说，一年以后的一笔100美元支付，其现值不到100

价值等于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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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6)=100

的贴现率呈反向关系— 对于6%的贴现率，两年

于是得到，为一年以后拥有100美元，你现在必须

以后的100美元，其现值为89美元；而对于8%的贴

投资的数额为94.34美元（=100/1.06)。因此一年以

现率，只有85.73美元[=100/(1.08) 2]。

后收到的100美元的现值为94.34美元。换句话说，
你现在愿意接受94.34美元，一年后这笔钱将增值

关系

为100美元（以6%的年贴现率）。
现在假定这笔100美元的支付不是一年以后，

一笔现金的现值与到期时间呈反向关系：
t年后收到的一笔现金流其现值大于t+1年后收

而是两年以后才能收到。以6%的回报率投资X美元

到的同样一笔现金流。一笔现金流的现值与贴

在第一年末将得到X(1.06)美元，在第二年末将得到

现率也呈反向关系。

X(1.06)2美元。对于一笔两年以后值100美元的投资，
X(1.06)2=100
为在两年后拥有100美元，你现在必须投资的数额
为89×[100/(1.06) 2]。因此对于6%的贴现率，两年
以后的100美元其现值为89美元。
显然，有如下公式：对于6%的贴现率，一年以后
的100美元，其现值为

1A.2 系列支付的现值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一次性支付的现
值。现在把对现值的分析延伸到将来一系列支付的
价值。假定一个你值得信赖的朋友答应一年以后付
你100美元，两年以后再付你100美元。对于第一年，
利用6%的无风险贴现率第一笔支付的现值为
PV=100/1.06=94.34（美元）

PV=100/1.06=94.34（美元）
对于6%的贴现率，两年以后的100美元，其现值为
PV=100/(1.06)2 = 89（美元）

由于你认为利率将会上升，现在假定第二年的机会
成本预期为7%。对于7%的贴现率第二笔支付的现
值为

因此，对于6%的贴现率，t年（t可以是任何年数）
后收到的100美元，其现值为
PV=100/(1.06) t

PV=100/(1.06)2=87.34（美元）
因此，这个两年期的现金流的现值为
PV=100/1.06+100/(1.06) 2=94.34+87.34

更一般地来说，这种关系可以用来确定贴现率为r，

=181.68（美元）

t年以后收到的某一净现金流（NCF）的现值。净

从前面的说明中，你可以看出系列净现金流的

现金流是t期收到的现金，减去为得到这笔现金流

现值等于这些净现金流的现值之和。这个关系更精

入所付出的所有成本或费用。同时注意，比如贴现

确地陈述如下。

率是6%，r被表示为6%的小数形式即0.06。

关系

关系

系列现金流的现值，可以通过如下方程给
如果贴现率为r，t年以后收到的NCF美元，其
现值（PV）为

出，NCFt美元是t期收到或付出的现金流
PV =

PV=NCF/(1+r)t
正如以上所说明的，一笔现金流的现值会随着

+L +

其收到期限的延长而递减。比如，对于6%的贴现
率，一年以后的100美元，其现值为94.34美元；而
两年以后的100美元，其现值仅为89美元。显然对
于现值的更一般陈述为，一笔现金流的现值与相应

NCF3
NCF1
NCF2
+
+
(1 + r ) (1 + r ) 2 (1 + r )3
NCFT
=
(1 + r ) T

T

∑ (1 + r )
t =1

NCFt

t

式中，r是贴现率，T是这一系列现金流的时间
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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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练习题
1. 使用6.5%的贴现率，计算在如下时间点收到的一

c. 3年以后
2. 一家还有5年寿命的公司预期利润流量如下（假

笔1 000美元的付款：
a. 1年以后

设所有利润在年末收到），假设风险调整贴现率

b. 2年以后

为12%，计算该公司现值：

年

预期利润（美元）

年

预期利润（美元）

1

10 000

4

75 000

2

20 000

5

50 000

3

50 000

3. 假设有这样一份离婚协议，Ashton Kutcher答应

求5 000 000美元。如果恰当的贴现率为8%，对

在10年期内等额地共付给Demi Moore 10 000

于Ashton和Demi，最好的选择分别是哪个？如

000美元。但是如果马上就支付的话，对方就要

果贴现率是2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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