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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你将可以：
●●
定义价值和内在价值，解释定价错误的原因。
●●
解释持续经营假设，对比持续经营价值和清算价值两个概念。
●●
描述价值的定义，并识别与上市公司最相关的价值定义。
●●
描述股权估值的应用。
●●
描述在进行行业和竞争分析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
对比绝对估值模型和相对估值模型，描述两个模型的例子。
●●
描述分类加总估值法和多元化折价。
●●
解释对指定公司估值时选择合适估值方法的一般标准。

1.1

引言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行业参与者——投资者、基金经理、监管者和研究人

员，要面对一个常见而又往往很复杂的问题：某项资产的价值是多少？这个问题的
答案通常会影响投资目标的实现与否。对投资行业其中一类参与者——股权分析师而
言，这个问题和可能的答案尤其重要，因为这个职业活动和决策的核心就是确定所有
权的价值。估值（valuation）是资产价值评估，基于对影响未来投资回报相关变量的
估计、对相似资产的比较或（在合适的时候）对即将进行的清算程序的估计。估值技
巧是投资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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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介绍性的章节中，我们将解答一些基本问题：什么是价值？谁使用股权价
值评估？行业知识有多重要？分析师如何有效地报告分析结果？本章回答的这些和其
他一些问题为后面的章节奠定基础。
本章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1.2 节对价值进行定义，描述股权估值的多种用
途。1.3 节考察估值过程的步骤，并讨论分析师的角色和责任。1.4 节探讨如何报告估
值的结果，并就有效研究报告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一些指引。1.5 节是本章的小结。

1.2

价值的定义与估值的应用
在概述各种股权估值工具之前，明确价值的含义和理解不同背景下这个含义的变

化是有益的。估值的背景，包括估值的目的，一般会决定合适的价值定义（def inition
of value），从而影响分析师对估值方法的选择。

1.2.1

什么是价值

对价值的各种看法构成了分析师选用多种估值模型的基础。内在价值必然是讨论
的出发点，但其他价值概念——持续经营价值、清算价值和公允价值也很重要。

1.2.1.1

内在价值

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估值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股票的市场价格会偏离它的内在价
值。任一资产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是在假定已全面了解资产投资特征时的资
产价值。对某个特定的投资者而言，内在价值的估计反映了他对资产“真实”或“实
际”价值的看法。如果某人假设股票的市场价格完美地反映了它的内在价值，估值将
只需要观察市场价格。大体上说，正是这种假设为有效市场理论打下了基础，该理论
认为资产的市场价格是其内在价值的最优估计。
与这种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一致看法相反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格罗斯曼 - 斯蒂格
利茨悖论（Grossman-Stiglitz paradox）。如果基本免费可得的市场价格能完美地反
映证券的内在价值，那么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就不会为得到证券价值的另一个估计值而
花钱去搜集和分析信息。但是，如果没有投资者搜集和分析证券的相关信息，那么
证券价格又怎么可以反映证券的内在价值呢？理性有效市场表述（rational eff icient
market formulation，Grossman and Stiglitz，1980）认为，理性的投资者不会承担
收集信息的成本，除非他们预期能够获得比接受免费市场价格更高的总报酬。此外，
现代理论家认为，当内在价值很难确定（例如普通股），且存在交易成本时，价格偏离

第1章

股权估值：应用与过程

    3

价值的幅度会更大（Lee，Myers and Swaminathan，1999）。
因此，分析师对市场价格的看法常常是既尊重又怀疑。他们企图发现错误定价，
同时又经常寄希望于价格最终向内在价值回归。他们还认为，不同市场或市场的不同
层次（例如被很多分析师追踪的股票和被分析师忽视的股票）在市场有效性的程度上
存在差别。总之，如果对有市场交易的证券进行估值，就是承认错误定价的可能性。
在本书全文，我们区分市场价格（P），和内在价值（简称“价值”，V）。
对积极的投资经理而言，要创造比同等风险投资更高的回报率，即风险调整后
正的超额回报率，必须有估值这一步骤。风险调整后的超额回报率也叫超常回报率
（abnormal return）或 α（alpha）。（后面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各种回报率概念。
）
积极的投资经理希望通过研究内在价值获得正的 α。市场价格对内在价值估计值的任
何偏离被视为错误定价（mispricing，资产的内在价值估计值与市场价格的差异）。
以下的表达式可以说明上述要点并发现错误定价的两个可能原因：
式中

VE——估计的价值；

VE - P = (V - P) + (VE - V)

一

（1-1）

P——市场价格；
V——内在价值。
根据定义，式（1-1）说明了估计的价值与现行市场价格的差异等于两个部分之
和：第一个部分是真正的错误定价，即无法观察到的真实内在价值 V 与观察到的市场
价格 P 之间的差异（此差异产生超常回报率）；第二个部分是估计的价值与无法观察到
的真实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即内在价值的估计误差。
要获得有用的内在价值估计，分析师必须将正确的预测与适用的估值模型相结
合。分析师预测（尤其是估值模型中使用的预测）的质量是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决定
因素。要想持续获得积极选股的成功，基金经理的预期必须与市场普遍预期不同，而
且平均来说还是正确的。
不确定性在股权估值中一直存在，对预期的信心实际上总是片面的。没有分析师
在进行估值时可以保证已考虑了会反映在资产价格中的所有风险。互相竞争的股权风
险模型将总是存在，这个难题没有明确的最终解决办法。即使分析师进行了充分的风
险调整，做出准确的预测并采用了合适的估值模型，但成功还是没有保证。届时的市
场条件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无法从观察到的错误定价中获得好处。市场价格向内在价值
的回归（如果最终能实现）可能不在投资者的投资期限内。因此，除了发现错误定价
的证据，一些积极的投资者还寻求能导致市场重估企业前景的特定市场（或公司）事
件（催化剂，catalyst）。
公式推导：VE - P = VE - P + V - V = (V - P) + (VE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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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持续经营价值和清算价值

一个企业通常有两个价值，一个是它被立即解散的价值，另一个是它持续经营的
价值。在估值时，持续经营假设（going-concern assumption）是假设企业在可预见
的未来都会维持商业活动。换句话说，企业会持续生产和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使
用资产，在相关经济期内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并从最优渠道融资。持续经营价值
（going-concern value）是企业在持续经营假设时的价值。本书各章节关注的就是持
续经营价值模型。
但是，持续经营假设对处在财务困境的公司可能不合适。一个代替持续经营价值
的定义是企业立即解散并将资产单独销售的价值，即清算价值（liquidation value）。
尽管一个持续亏损的企业死了可能比活着更值钱，但是对许多企业来说，将资产组合
起来使用并运用人力资本管理这些资产会使（估计的）持续经营价值高于其清算价值。
除了资产的组合使用方法和管理这些资产的技巧外，企业资产的价值还取决于清算的
期限。例如，不易腐坏的存货如果立即销售，其价值一般会低于在长时间有序销售情
况下的价值。因此，有时会使用一些像有序清算价值（orderly liquidation value）这
样的概念。

1.2.1.3

公允市场价值和投资价值

对上市公司的股票分析师而言，有关的价值概念通常就是内在价值。但在其他背
景下，有关的价值概念定义不同。例如，非上市公司所有者内部的股权买卖合同［明
确所有者（股东或合伙人）什么时候以什么价格和什么条件可以销售其所有权］关心
的主要是对买方和卖方的公平对待。在此背景下，相关的价值定义可能是公允市场价
值。公允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是资产（或负债）在自愿的买方和卖方之间交
易的价格，前者没有受到任何强迫要买，后者也没有受到任何强迫要卖。此外，公允
市场价值概念通常包含了买卖双方熟悉所有重要投资相关信息的假设。公允市场价值
常常会用在与税收相关的估值计算中。在财务报告背景下——例如以减值测试为目的
的资产估值，财务报告准则引用的公允价值（fair value）是一个相关（但不相同）的
概念。

二

假设市场相信企业管理层的行动是符合所有者最佳利益的，市场价格在长期会趋
向公允市场价值。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例如有潜在的经营协同效应），资产对某个特定
投资者的价值更高。对一个特定买家而言，考虑了潜在协同效应并且以投资者的要求
和期望为基础的价值概念被称为投资价值（investment value）。
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公允价值就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
资产交换、债务清偿或股权授予的交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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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价值的定义

分析师对资产估值时需要清楚与任务相关的价值定义。与上市公司股票估值相关
的价值定义通常是内在价值。根据持续经营假设估计的内在价值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1.2.2

股权估值的应用

投资分析师在许多类型的组织和职位上工作，需要运用股权估值工具解决一系列
的问题。尤其是在以下工作中，分析师会运用估值的概念和模型。
●●
选择股票。选择股票是本书各章节所介绍工具的主要用途。股票分析师对现有
（或预期）投资组合中或者负责报告的每一只股票，持续地研究同一个问题：与
当前的内在价值估计值和可比证券的价格相比，这只股票的价格是高估了、低
估了还是合理的？
●●
推知（挖掘）市场预期。市场价格反映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业绩的期望。分析
师可以研究：对公司未来业绩的什么期望与公司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一致？关
于公司基本面的什么假设可以说明当前价格合理？［基本面（fundamental）是
与公司盈利能力、财务实力或风险相关的特征。］这些问题之所以与分析师有
关可能是源于以下原因。

分析师可以将自己的预期与隐含的市场预期进行比较，评价市场价格所隐含
的预期是否合理。

市场对一个公司基本面因素的预期可以作为另一个公司相同因素的参考标准
或比较值。
为挖掘或倒推出市场预期，分析师根据股票特点选取合适的模型，将基本
面预期与价值相联系。然后，除了所关注的某个基本面因素外，分析师对其余
所有的基本面因素进行估计。最后，分析师找出使模型估值与当期市场价格相
等的关注因素的取值。
●●
评价公司事件。投资银行家、公司分析师和投资分析师使用估值工具对诸如合
并（merger）、收购（acquisition）、剥离（divestiture）、分立（spin-off）和私
有化（going-private）等公司事件的影响进行分析。［合并是两家企业归并为
一家企业的统称。收购也是两家企业的合并，其中一家被认为是收购方，另一
家为被收购方。在剥离中，企业出售一些重要的业务部门。在分立中，企业将
业务部门独立，并将独立业务部门的所有权转给股东。杠杆收购（leveragedbuyout）是使用了高杠杆（即债务）的收购，常常以被收购公司的资产作为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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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物。］这些事件都会影响公司的未来现金流，从而影响股权的价值。此外，
在合并与收购中，公司的股票也经常被用作购买的支付手段，投资者需要知道
股票是否被合理估值了。
●●
提供公平意见。合并的双方可能需要从第三方，例如投行，获取关于合并方式
的公平意见。估值是这些意见的核心。
●●
评价商业战略和模型。关心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会评价备选战略对股票价值
的影响。
●●
与分析师和股东沟通。估值概念方便公司管理层、股东和分析师就一系列影响
公司价值的问题进行沟通与讨论。
●●
评估非上市公司。 对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估值在交易（例如收购这类企业，或
三

在一个所有者死亡或退休时在股东之间买卖其所有权）和报税（例如房地产税
收）时尤为重要。尽管使用的基础模型与上市公司股权估值的一样，但缺乏
市场价格使得这类（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分析师在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时就会遇到这些特点。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是原来没有股票公开交易的企业首次在公开市场登记发行股票的行为，
这类企业原来可能是私人的或政府的，也可能是新成立的。
●●
以股票为基础的支付（薪酬）。管理层薪酬有时以股票为支付基础（例如授予限
制性股票）。对这类薪酬价值的估计经常需要使用股权估值工具。

例 1-1

推知市场预期

2000 年 9 月 21 日，英特尔公司（NASDAQ-GS:INTC） 发布了一条关于第三
四

季度营业收入增长预期的新闻公告。公布的增长率比此前公司自己预计的低 2 ～ 4
个百分点，比分析师的预测低 3 ～ 7 个百分点。公告后的 5 天内，英特尔的股票应
声下跌近 30%——从公告前的 61.50 美元跌至 5 天后仅有的 43.31 美元。
为评估英特尔公布的信息是否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价值损失，康奈尔（2001）
将预期的未来经营活动现金流减去维持公司增长所需的支出，然后折现，以估计公
司股票的价值。（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讨论这种自由现金流模型。
）
private company 在本书中是相对于上市（有公开交易）公司而言的。除非有特别注明，本书都译作非
上市公司。——译者注
在本书里，真实公司的股票会标注股票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市场的缩写，并在后面标注股票的代码或
正式的首字母缩略词。例如，NASDAQ-GS 表示“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INTC 是英特尔公司在 NASDAQ-GS 的股票代码。（许多股票在全球多个交易所交易，有的
股票可能有多于一个的正式首字母缩略词；我们通常只注明一个市场和一个股票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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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采用一个较保守的低折现率，认为英特尔公告前 61.50 美元的股价与前
10 年每年增长 20%、此后每年增长 6% 的预期是一致的。公告后的股价 43.31 美元
与 10 年内每年增长率降低至 15% 以下是一致的。在预测期的最后一年（2009 年），
较低增长率的营业收入预期比公告前的营业收入预期低 500 亿美元。因为新闻公告
并没有明确指出英特尔在基本的长期经营条件上有任何改变（英特尔将季度销售下
降的原因归结为欧洲需求的周期性减缓），所以康奈尔的详细分析使他怀疑股票市
场的反应可以由基本面因素解释。
假设康奈尔的方法是合理的，一种解释是投资者对新闻公告的反应非理性；另
一种解释是英特尔在新闻公告前的股价被高估，而新闻公告就像是“一种使价格趋
于合理的催化剂，尽管公告本身并没有包含足以说明这种价格波动的对长期估值有
用的信息”
（Cornell，2001，p. 134）。如何评价这两种可能的解释呢？
解答：要评价市场对英特尔公告的反应是非理性行为还是对此前价格高估的理
性修正，我们可以将公告前股价所隐含的 20% 的预期增长率与某些基准指标进行
比较，例如公司最近的实际销售增长率、行业最近的增长率和行业与经济的预期增
长率。从股价中推知隐含的增长率是利用估值模型和实际股价推知市场预期的一个
例子。
注： 康奈尔（2001）观察到公告前股价所隐含的 20% 销售增长率远高于英特尔前 5 年——在公司还相对
较小时的平均增长率。他的结论是公告前英特尔的股价被高估了。

例 1-1 呈现了预期在股票估值中的作用，也说明了一种典型的情况：给定相同的
一组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个例子还说明，市场价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有时
会持续，精明的投资经理有机会从中获得 α。

1.3

估值的过程
估值通常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了解公司业务。行业与竞争力分析，财务报表和其他公司公告分析，为预测
公司业绩提供基础。
（2）预测公司业绩。预测销售、盈利、股利和财务状况（预计分析），为大多数的
估值模型提供数据。
（3）选择合适的估值模型。考虑到公司的特点和估值的背景，某些估值模型可能
比其他模型更合适。
（4）将预测转化为估值。估值不是机械地获得模型的结果，而是需要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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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用估值的结论。估值的结论可以用来为某只股票提供投资建议、为交易价
格提供意见或者对一项潜在战略投资的经济利益进行评价，取决于分析师的目的。
以上步骤多数会在后续章节里详细介绍，我们在此仅对每一步进行概括说明。

1.3.1

了解公司业务

了解公司经营的经济和行业背景、公司的战略以及公司以往的财务表现有助于预
测公司的财务业绩，并进一步决定该公司或公司证券的投资价值。行业与竞争力分析
加上财务报表和其他公司公告的分析，是预测公司业绩的基础。

1.3.1.1

行业与竞争力分析

因为相似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往往会影响一个行业里的所有企业，所以行业知识有
助于分析师理解公司所在市场的特征和公司的经济状况。航空业分析师知道人力成本
和燃油成本是航空公司最大的两项费用，而且在许多市场条件下，航空公司无法通过
提高票价来转移高昂的燃油成本。利用这些知识，分析师可以询问不同的航空公司，
它们使用的对冲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内在的燃油成本价格风险。有了这些信息，
分析师就能更好地预测风险和未来的现金流。分析师还可以运用敏感性分析来决定不
同的燃油价格水平会如何影响估值。
行业与竞争力分析有多种框架。这些框架的首要用途是帮助分析师对一个行业最
重要的经济驱动因素给予适当的关注。换句话说，其目的不是为了准备一份正式的行
业结构或公司战略框架，而是为了利用框架去组织一些关于行业的想法，以更好地理
解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竞争的前景。进一步说，尽管框架提供了模板，但分析师显
然需要加入背景信息才会使框架与估值相关。最后，行业与竞争力分析应该强调公司
业务的哪些方面最具挑战和机遇，因此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更多的敏感性分
析（sensitivity analysis，确定一项假设数据的变动会如何影响分析结论的一种分析）。
框架可以帮助分析师关注以下与理解公司业务有关的问题。
●●
公司所在的行业在可持续盈利前景上具有多少吸引力？
行业内在的盈利性是决定公司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师应该尝试去理解
行业结构（industry structure，行业的基本经济和技术特征）和影响行业结构的变动
趋势。基本的经济因素——供给和需求是理解行业的基本框架。
我们在此对归纳行业特征的波特五力模型（1985，1998，2008）进行概述，并解
释每一项竞争力如何提高潜在的行业盈利性。每一项竞争力的相反情况会对行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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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生负面影响。
（1）行业内竞争。行业参与者之间竞争较少（例如，快速增长行业中相对较少的
竞争对手和较好的品牌认知度）可以提高行业的潜在盈利性。
（2）新进入者。行业相对较高的进入成本（或其他进入障碍，例如政府政策）会
导致较少的新进入者和较少的竞争，从而提高了行业的潜在盈利性。
（3）替代品。在几乎没有潜在的替代品或转用替代品的成本很高时，行业参与者
提价的限制较少，从而提高了行业的潜在盈利性。
（4）供应商力量。当行业参与者需要的物品有大量供应商时，供应商提价的能力
受到限制，从而不会对行业的盈利性产生潜在的压力。
（5）购买者力量。当行业的产品有大量的买家时，顾客讨价还价的能力受到限
制，从而不会对行业的盈利性产生潜在的压力。
分析师必须常常关注公司所在行业的情况和新闻，包括管理、技术或财务等方面
的最新进展。影响长期盈利性和增长前景的因素对估值尤其重要，例如人口统计的变
动趋势。
●●
公司在行业中的相对竞争地位如何？它的竞争战略是什么？
公司市场份额的大小和变动趋势表明了它在行业中的相对竞争地位。一般而言，
公司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它能创造和维持多大程度的竞争优势。波特指出了获得优于平
均业绩水平的三种基本公司战略。
（1）成本领先——做成本最低的生产商，提供与其他公司相似的产品并按行业平
均价格或接近于平均价格定价。
（2）差异化——在某些方面提供客户青睐的独一无二的产品或服务，并因此收取
较高的价格。
（3）专一化——在目标领域或行业领域寻求基于成本领先（成本集中）或差异化
（差异化集中）的竞争优势。
“商业模式”这个术语通常指企业怎么赚钱：目标客户群是什么，向顾客销售什
么产品或服务，还有怎么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包括如何为这些活动融资）。这个术语
得到广泛应用，有时会包含前文所述的基本企业战略。例如，一家基于成本领先战略
的航空公司可能会使用低成本运输公司的商业模式。低成本运输公司仅提供一种等级
的服务，使用唯一一种机型，从而实现培训和维护费用的最小化。
●●
公司执行战略的效果如何？执行的未来前景如何？
竞争的成功不但需要合适的战略，还需要有效的执行。分析师要评价企业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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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并形成对企业未来业绩的预期。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可
以为此提供基础。分析历史数据不仅意味着参考最新年报中的历史（例如近 10 年）数
据，而且还需要查阅 10 年前、5 年前和最近 2 年前的年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
回顾以往的年报常常可以洞察管理层以前预见挑战和调整业务以适应挑战的能力。（上
市公司网站的投资者关系一栏通常会提供最近几年的电子版年报。
）
在检查财务和经营战略执行情况时，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必须考虑定性因素
（即非量化因素）的重要性。这些非量化因素有很多，例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它
的智力财产和有形财产，执照和特许代理协议等无形资产的条款，法律诉讼的可能结
果及其他或有负债。第二，要避免简单地用过去的经营结果来预测未来业绩。一般而
言，经济和技术力量常常会导致均值回归的现象。具体来说，即成功的企业倾向于吸
引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行业，对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产生压力；相反，业绩差的企
业会重组，从而提高长期的盈利能力。因此，分析师在许多预测利润和长期（例如未
来 10 年以后的）盈利增长率的案例中，可能会假设公司的增长率和整个经济的平均增
长率趋同。

1.3.1.2

财务报告分析

在评价公司实施战略选择是否成功时，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要使用不同的财报内
容。财务比率对分析一般的公司很有用，可以根据既定的公司战略目标评价（商业或
制造业）企业盈利性的各个驱动因子。例如，通过建立较强的品牌认知度来创造有持
续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公司，估计会有较大规模的广告支出和相对较高的价格；以品牌
竞争为主的公司与以成本为竞争目标的公司相比会有较高的毛利率，但其销售费用占
销售收入的比例也较高。

例 1-2

竞争性分析

基于 2012 年的收入，最大的六家油田服务公司如下所示。
（1）斯伦贝谢（Schlumberger Ltd.，NYSE:SLB）
●●
收入：421 亿美元
●●
净利润：55 亿美元
（2）哈里伯顿（Halliburton，NYSE:HAL）
●●
收入：285 亿美元
●●
净利润：2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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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Inc.，NYSE:BHI）
●●
收入：214 亿美元
●●
净利润 13 亿美元
（4）国民油井（National Oilwell Varco Inc.，NYSE:NOV）
●●
收入：200 亿美元
●●
净利润：25 亿美元
（5）韦瑟福德国际（Weatherford International Ltd.，NYSE:WFT）
●●
收入：152 亿美元
●●
净损失：- 7.78 亿美元
（6）卡梅伦（Cameron，NYSE:CAM）
●●
收入：85 亿美元
●●
净利润 7.51 亿美元
这些公司为油气生产商和钻井公司提供能提高钻井速度的设备和服务，这些设
备和服务通常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1）有哪些经济因素可能影响对油田服务公司所提供服务的需求？讨论这些因
素并描述分析和预测这类公司营业收入的逻辑框架。
（2）如何通过比较利润率（净利润 / 营业收入）与每名员工营业收入的水平和
变动趋势，评价这些公司中的某一家是否为行业的成本领先者？
问题（1）的解答：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与油气勘探和生产相关，所以
油气公司的勘探和生产活动水平很可能是决定这类服务的主要因素。相应地，天然
气和原油的价格在决定勘探和生产活动水平中至关重要。因此，分析师应该研究原
油和天然气的供求因素。
●●
天然气的供给因素，例如天然气的存货水平。
●●
天然气的需求因素，例如民用和商用的天然气需求、使用天然气的新发电设
备的数量。
●●
原油的供给因素，包括欧佩克（OPEC）和其他产油国的产能约束和产量、
新发现的石油基地和海上石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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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的需求因素，例如民用和商用的石油需求、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新发电
设备数量。
●●
预计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需求方因素、能源消耗率作为供给因素，对原油和天
然气都适用。
问题（2）的解答：利润率反映了成本结构，但分析师在解释利润率时应该考
虑公司通过改变价格提高利润率的能力有差异。成功实施的成本领导战略会降低成
本并提高利润率。其他条件相同时，我们还预期成本领先者的每名员工营业收入相
对更高，反映了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
注： 能源分析师需要熟悉研究供给和需求信息的资料来源，例如，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欧洲石油行业协会（European Petroleum Industry Association，EUROPIA）、能源
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美国天然气协会（American Gas Association，
AGA）和美国石油协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API）。

如果是新公司或者是开创新产品、新市场的公司，非财务指标对准确预测公司前
景可能更重要。例如，生物科技公司的临床试验结果或互联网公司独特的日均访客数
可能为评价未来营业收入提供有用的信息。

1.3.1.3

其他的信息来源

对行业和竞争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有时可以从公司自己提供的监管规定披露的文
件、定期报告、公司新闻公告、投资者关系资料和与分析师的联系中获得。分析师可
以将公司直接提供的信息与自己的独立研究进行比较。
国际上关于公告披露和文件备案的监管规定存在差异。一些市场，例如加拿大
和美国，要求管理层在一些法定文件中提供行业和竞争信息，而且这些文件可以在
互联网上免费获得（例如加拿大的 www.sedar.com 和美国的 www.sec.gov）。以美
国为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即美国公司的 10-K 表
和非美国公司的 20-F 表）的业务描述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两个部分提
供行业和竞争信息。中期报告（例如 SEC 规定的季度报告，即美国公司的 10-Q 表
和 非 美 国 公 司 的 6-K 表） 提 供 中 期 财 务 报 表， 但 一 般 提 供 较 少 的 具 体 行 业 和 竞 争
信息。
至于分析师和管理层的联系，分析师必须清楚地知道监管条例（例如美国的 FD
条例）禁止公司在没有同时向公众披露的情况下向分析师披露重要的非公开信息。 然
五

而，管理层对于公开信息的看法对分析师仍然有用，许多分析师认为与管理层的面对
可能有公开披露公司重大事件的特殊公告，例如美国的 8-K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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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会议对了解一家公司至关重要。
CFA 协会的《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标准》禁止使用重要内幕信息；FD 条例
（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条例）禁止公司有选择性地提供这类信息。这些道德和法律规定
有助于分析师弄清自己的主要角色和目的。
除了法定报告外，公司提供的信息来源还包括新闻公告和投资者关系资料。与分
析师最密切相关的新闻公告就是定期的利润公告。公司一般在会计期末的几周后和提
交定期报告的几周前发布这些利润公告。利润公告总结了企业在会计期间的业绩，通
常包括对业绩的解释和财务报表（一般是简化版）。许多公司在发布利润公告后会召开
电话会议，更详尽地解释报告的业绩。会议一般会留一部分时间回答分析师的问题。
许多公司在网站上发布电话会议的录音和文字材料，提供分析师会议演示文件的下
载。从这些文件中，公众不仅可以获得公司的报告，而且还可以获得分析师的提问和
公司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除了公司提供的信息来源外，分析师还可以从行业组织、监管机构和市场情报公
司等第三方获取信息。

1.3.1.4

使用会计信息的考虑

分析师在评价公司的历史业绩及预测未来业绩时，一般会非常依赖公司的会计信
息和财务披露。公司报告结果的稳定性或者说可持续性有所不同。此外，公司披露的
信息在反映经济活动的准确性和会计结果的详细程度上可能有很大差别。
盈利质量分析（quality of earnings analysis）这个词广义地包括了对全部报表
（含资产负债表）的细查，其目的是评价公司业绩的可持续性和报告信息反映真实情况
的准确性。股票分析师一般会提高对公司盈利质量的评估能力，从而增加对企业的了
解并提高预测的准确程度。分析师主要通过识别报告业绩中不太可能经常发生的项目
来判断业绩的可持续性。例如，与盈利主要来自公司的主营业务相比，主要由诉讼赔
款、临时税收减免或非经营性资产的出售利得等非经常性项目组成的盈利被认为质量
较低。
除了识别非经常性项目，分析师还要识别导致利润水平不太可能持续的报告决
策。这种盈利质量分析的一个好的起点就是对比公司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现金流。举
一个简单的例子，某公司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但没有经营活动现金流，因为它的所有
销售都是赊销而且从来没有收回应收账款。比较的系统方法是将净利润分解成现金部
分（包括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和应计部分（定义为净利润减去现金部分）。资本市
场研究表明，盈利的现金部分比非现金部分更稳固（persistent），研究结果发现当期
应计部分相对较高的公司未来的资产回报率（ROA）相对较低（Sloan，1996）。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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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稳固性更高，是指相对于当期的应计部分，当期的现金部分能更好地预测未来
的净利润。较高的应计部分可以解释为盈利质量较低。
针对一个公司的盈利质量分析要求分析师仔细审查会计报表、附注和其他相
关的披露内容。盈利质量分析和会计风险因素的学习资料有马尔福德和科米斯基
（Mulford and Comiskey，2005）、 施 利 特 和 皮 勒（Schilit and Perler，2010）、 美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2002 年 2 月 28
日）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的国际审计准则 240《审计师关注财务报表审计中
舞弊和错误的责任》（2008）。表 1-1 列出了公司盈利质量潜在问题的特征指标的一
部分。

六

表 1-1
类

型

营业收入和收益

费用或损失

表

部分盈利质量指标
现

可能的解释

过早确认营业收入，例如：
● 开票 - 持有的销售方法
● 在安装和客户接收前确认设备或软件的销售

加速收入的确认，提高报告的
利润，掩盖经营业绩的下滑

将非经营性利润或收益归入经营项目

利润和收益可能不具有持续
性， 可 能 与 真 实 的 经 营 业 绩 无
关，可能掩盖经营业绩的下滑

在当年确认太多或太少准备
● 重组准备
● 坏账准备或贷款损失准备
●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值准备

通过牺牲未来利润来提高当期
利润，或者通过降低当期盈利来
提高未来业绩

将支出项目资本化为资产从而延迟费用的确认，例如
● 客户购买成本
● 产品研发成本

通过牺牲未来利润来提高当期
利润，可能掩盖潜在的业务绩效
问题

使用激进的估计和假设，例如
● 资产减值准备
● 较长的折旧年限
● 较长的摊销年限
● 估计养老金负债时假设较高的折现率
● 估计养老金负债时假设较高的薪酬增长率
● 假设较高的养老金资产投资回报率

激进的估计值可能表明公司采
取了提高当期报告利润的行为。
改变假设可能意味着公司企图掩
盖当期业绩的潜在问题

资产负债表问题
使用表外融资（off-balance-sheet f inancing，不在资产
资产和负债可能没有正确地在
（也可能影响盈利） 负债表上显示的负债），例如资产租赁或应收账款证券化 资产负债表上反映
经营活动现金流

将增加的银行透支金额记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经营活动现金流可能被人为地
虚增

以下例子说明了会计行为对财务报告的重要影响，也说明了分析师在使用这些结
果进行估值时加以判断的必要性。

开票 - 持有的销售方法（bill-and-hold sales）是指先确认销售但日后才发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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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质量的预警信号：激进的估计

在伯克希尔 - 哈撒韦公司 2007 年致股东的信中，沃伦·巴菲特写了“异想天
开的数字——上市公司如何美化盈利”一节，谈论了投资回报率的假设（固定收益
养老金计划对当期和未来资产投资回报率的预测）：
数十年荒唐的期权会计准则终于停歇了，但其他一些会计选择问题
仍然存在，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司在计算养老金费用时使用的投资
回报率假设。许多公司选择的假设使得公司可以报告不怎么可靠的“盈
利”，这毫不奇怪。2006 年，标准普尔指数中有养老金计划的 363 家公
司估计的投资回报率平均是 8%。（http://www.berkshirehathaway.com/
letters/2007ltr.pdf，18-19.）
养老金的基金资产里平均有 28% 是现金和债券，巴菲特在文中假设这部分的
回报率是 5%。这意味着其余 72% 的养老金资产主要是股权投资，必须获得 9.2%
的回报率，扣除所有费用后，养老金资产才能获得整体 8% 的回报率。为了说明养
老金获得平均 9.2% 的投资回报率是什么概念，巴菲特估计道琼斯指数需要在 2099
年 12 月 31 日报收 2 000 000 点（他写信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位于 13 000 点），而美国
的股票指数在 20 世纪平均的年复合增长率仅有 5.3%。
（1）激进乐观的养老金资产回报率假设如何影响养老金费用？
（2）哪里可以找到某公司养老金资产回报率假设的相关信息？
问题（1）的解答：与养老金资产回报率假设相关的预期投资回报金额是计算
养老金费用时的扣减项。激进乐观的养老金资产回报率假设意味着计算养老金费用
时的扣除额高于合理水平，这种抵减会导致养老金费用被低估，净利润被高估。实
际上，养老金费用可能变为一项利润，视乎相关的数额。
问题（2）的解答：公司养老金资产回报率假设的相关信息可以在财务报表附
注中找到。

在以下盈利质量差的例子中，管理层的选择已经超出了激进假设的范畴。这个例
子让我们回忆起本杰明·格雷厄姆提过的一个幽默小故事。有个公司的董事长在计划
使公司恢复盈利时说，“与预期相反，我们不会改变公司的制造和销售政策，但会改
变整套会计记账系统。通过使用和改进一系列的现代会计和财务工具，公司的盈利能
力将会获得令人惊异的改观”。（Graham，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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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

盈利质量的预警信号：一个极端的例子

利文特公司原来是一家上市的戏剧制作公司，上演了许多非常受欢迎的戏剧，
例如获得东尼奖的《演艺画舫》和《福斯》。利文特公司将许多演出前的成本进行
了资本化，包括演出前的广告费、公关和促销，舞台布景、小道具和表演服的制
作，排练期间付给演员、音乐师和剧组人员的工资和费用。然后，公司根据预期的
收入将这些资本化的成本在估计的戏剧演出年限内进行摊销 。
七

（1）解释利文特公司对演出前成本的会计处理如何影响每股收益？
（2）解释利文特公司对演出前成本的会计处理如何影响资产负债表？
（3） 如果不加判断地使用利文特公司的会计数字计算“ EBITDA/ 利息费用”
和“债务 /EBITDA”比率，分析师在评价利文特的财务实力时可能会被如何误导？
（EBITDA 的定义是未扣除折旧、摊销、利息和所得税的利润。
“ EBITDA/ 利息费用”
八

和“债务 /EBITDA”这类比率从“债务 - 还款能力”这个方面反映公司的财务实力。
）
问题（1）的解答：利文特公司对演出前成本的会计处理推迟了费用的确认，
从而立即增加了报告的每股收益。
问题（2）的解答：利文特公司将演出前成本列入了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
而不是立即费用化。预警信号“推迟费用确认”反映了激进的会计处理：戏剧制作
产生的收入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演出前成本应该立即费用化。没有人能够保
证这些成本可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销售收入。
问题（3）的解答：利文特公司没有将演出前成本作为费用从利润中扣除，如
果将（资本化的）演出前成本的摊销加回到利润，演出前工资这种现金支出将不会
在“ EBITDA/ 利息费用”和“债务 /EBITDA ”比率中有任何反映，而现金流出却
会减少公司可用以还债的资金。如果在计算 EBITDA 时机械地将演出前成本摊销
加回，分析师就会错误地高估利文特公司的财务实力。在仔细考察该公司会计处理
的基础上，分析师就很可能不会将演出前成本的摊销加回 EBITDA。如果不加回演
出前成本的摊销，利文特公司的财务实力就会显得很不一样。1996 年，利文特公
司报告的“债务 /EBITDA ”比率是 1.7，但没有加回演出前成本摊销的比率是 5.5。
1997 年，用正的 5 830 万美元 EBITDA 计算的“债务 /EBITDA ”比率是 3.7，但没
有加回摊销的 EBITDA 是 - 5 260 万美元。
注： 1998 年 11 月利文特公司宣告破产，该公司现已不存在。该案的刑事审判于 2009 年在加拿大结案，
利文特的共同创始人承认欺诈和伪造的罪名。

此例的讨论得益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2000）。
EBITDA 是“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 depreciation & amortization ”的缩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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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某项资产（例如在利文特公司例子中的递延成本）的增长率如果比销
售收入的增长率快得多就可能表明了激进的会计处理。分析师会留意许多预警未来盈
利意外降低的风险因素。部分有用的风险因素列举如下（AICPA，2002）。
●●
会计披露（例如关于分部信息、收购、会计政策和假设的披露）质量低或缺乏
对负面因素的讨论。
●●
存在关联交易。
●●
有过多的管理层、员工或董事贷款。
●●
管理层或董事的流动率高。
●●
公司员工完成销售或盈利目标的压力过大，尤其是在管理团队或管理者很强势
和激进的情况下。
●●
负责审计的事务所有重要的非审计服务。
●（通过法律文件）公告与审计师的争议或更换审计师。
●
●●
管理层和董事的报酬与盈利或股价挂钩（通过所有权或薪酬计划）。尽管这种
安排通常是可取的，但它们仍然是导致财务报告激进的风险因素。
●●
经济、行业或公司自身因素对盈利能力的压力，例如市场份额降低或利润率
下降。
●●
管理层满足债务合约要求或盈利预期有压力。
●●
有违反证券法的历史记录、违规的报道，或经常延迟报告的提交。

1.3.2

预测公司的业绩

估值步骤的第二步——预测公司业绩，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企业经营所处的经
济环境和自身的经营与财务特征。
企业在特定行业、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大环境中开展商业活动。用自上而下预
测法（top-down forecasting approach）在大环境中评估企业：首先对国际和国内的
宏观经济进行预测，然后是行业预测，最后对单个企业和资产进行预测。 例如，对
九

一家主流家电制造商的销售收入进行预测可以从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测的行
业销售量预测开始。企业的销售量应等于行业的预计销售量乘以该家电制造商的预计
市场份额。收入预测将取决于预计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
自上而下投资法（对应自下而上投资法）是一个不同但相关的概念，用以描述积极投资风格的一大类
别。例如，自上而下投资者会使用宏观经济预测找出有潜在投资机会的经济部门；相反，遵循自下而
上投资法的投资者可能会在没有明确判断整体经济或不同部门相对价值的情况下，用一些估值指标决
定某种证券的价值是否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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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自下而上预测法（bottom-up forecasting approach）用一些特定假设
将微观层面的预测综合为更大范围的预测。例如，一家服装零售商有几间正在经营和
两间即将开业的店铺，利用现有店铺（可能正处在经营初期）每平方米销售额的信息，
分析师能够预测新店的每平方米销售额。加上对现有店铺的类似预测，分析师就能得
到对整个公司的预测。在运用这种自下而上的销售预测时，分析师会对售价和商品成
本做出一些假设。继续使用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对个体零售商的预测可以综合成对
行业整体的预测。
一般来说，分析师会整合行业和竞争力分析与财务报表分析中获得的深刻观察，
形成对企业销售收入、盈利和现金流这些项目的具体预测。分析师在财务预测和估值
中通常既考虑定性因素又考虑定量因素。例如，分析师也许会根据一些定性因素，对
企业管理层商业敏锐度和正直的看法、对会计操作透明度和质量的意见等，修改自己
对预测和估值的判断。这些定性因素不可避免地是主观的。

1.3.3

选择合适的估值模型

本节讨论估值步骤的第三步——为估值任务选择合适的模型。对估值模型的详细
描述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绝对估值模型和相对估值模型是持续经营假设下的两大类
估值模型。这里，我们只对这两类模型做简要的介绍，探讨一些关于模型选择的问
题。在实践中，分析师可能使用多种模型去估计企业或者其股票的价值。

1.3.3.1

绝对估值模型

绝对估值模型（absolute valuation model）是一种明确指出资产内在价值的模
型。使用这种模型是为了得到能与资产市场价格相比较的估计价值。现值模型是最重
要的一类绝对股权估值模型。在金融理论中，现值模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股权估值
方法。这类模型的逻辑是：资产对投资者的价值一定与投资者持有该资产的预期回报
相关。一般来说，这些回报被称为资产的现金流，而现值模型也被称为现金流折现
模型。
在股权估值中，现值模型（present value model）或者现金流折现模型（discounted
cash ﬁow model）将股票的预期未来现金流现值或折现值作为股票的价值。 对普通
一〇

股来说，一种常见的现金流是股利。 股利是经董事会批准酌情分配给股东的利润。
一一

股利直接支付给股东，因此是股东层面的现金流。基于股利的现值模型被称为股利折
在非上市公司价值评估中，这种模型被称为收益模型（income models）。
这里的股利是指现金分红，不包括不涉及现金流分配的股票股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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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模型（dividend discount models）。分析师很少将现金流定义为股利，而是将现金
流定义在公司层面上。理论上说，在支付了优先于普通股的要求权后，剩余现金流的
所有权属于普通股股东，而不管这些现金流是否以股利形式分配。优先于普通股的要
求权包括债券持有人权利、优先股股权（和政府征税权）等。
目前主要的两种公司层面现金流定义是自由现金流和剩余收益。自由现金流是在
考虑了固定资产再投资和持续经营所需营运资本后的经营性现金流。股权自由现金流
模型（free cash ﬁow to equity model）将现金流定义为偿付了债权人以后的净现金
流，而企业自由现金流模型（free cash ﬁow to the f irm model）将现金流定义为偿付
债权人以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给出自由现金流和各模型更准确的定义。用权责发
生制的收益扣除（为获取收益）投资的机会成本，这是剩余收益模型的基础。
因为现值方法是常见的债券价值计算工具 ，所以对比股权估值和债券估值中的现
一二

值模型应用是有益的。相对债券估值而言，用现值模型对股权估值通常有更大的不确
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现值模型的两个关键数据——现金流和折现率上。债
券估值是将法律合同［债券契约（bond indenture）］规定的一系列现金流贴现。而
在股权估值中，分析师必须先明确定义待估值的现金流——股利或自由现金流，然后
预测这些现金流的数额。与债券估值不同，没有现金流是根据合同规定归普通股股东
所有的。显然，企业总的现金流和随之可能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现金流会受商业、财
务、科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可能会比债券的合约化现金流有更大的波动。此外，
因为普通股没有到期日，所以对普通股现金流的预测要无限延伸到未来。除了在现金
流预测中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之外，股权估值在估计适用于这些现金流的折现率时也有
显著的不确定性。债券估值能够利用市场利率和债券评级确定折现率，而股权估值通
常需要更主观、更不确定地估计适用的折现率。 最后，除了现金流和折现率估计的
一三

不确定性之外，股权分析师也许还需要解决其他问题，例如公司控制权和闲置资产的
价值。
用于股票估值的现值方法因而显得相当复杂。雄心壮志要估计内在价值的现值模
型对应用提出了许多挑战。格雷厄姆和多德（Graham and Dodd，1934）建议分析师
考虑报告内在价值的范围，这个建议至今仍然有效。最后，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是现金流折现估值时的一个基本工具。我们将在后文更详细地讨论敏感性
分析。
另一类绝对估值是资产价值基础法（asset-based valuation）。这种方法以企业拥
本节使用的债券一词是广义的，包括所有的债务证券和贷款。
对一些债券市场工具（如抵押贷款证券和结构性票据）而言，估计现金流和适用的折现率所面临的挑战
与股权投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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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资产或者控制资源的市场价值为基础对企业估值。对合适的企业来说，资产价值
基础法能够提供独立的价值估计。分析师一般会觉得，不同的独立估值是有用的。以
下例子描述了一个适用于这种绝对估值方法的情况。

例 1-5

资产价值基础法

分析师经常将资产价值基础法应用在自然资源类企业上。举例来说，一家原
油 生 产 商， 如 巴 西 石 油 公 司（Petrobras，NYSE ：PBR）， 可 能 会 用 它 现 在 已 探
明石油储备的市场价值减去估计的开采费用来估值；一家林业企业，如惠好公司
（Weyerhaeuser，NYSE：WY），可能会以它所控制的木材板平方米（或板英尺）为
基础来估值。但是，比起过去，如今越来越少的企业只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或生
产。例如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NYSE：OXY），虽然以石油命名，
但同时也拥有大规模的化工制造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公司的价值可以用各分
部价值之和来估计，其中自然资源分部仍以其探明的资源来估值。

1.3.3.2

相对估值模型

相对估值模型是持续经营假设下的另一大类估值模型。相对估值模型（relative
valuation model）评估一种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值。相对估值的潜在思想是：相
似的资产应该以相似的价格出售。相对估值的应用通常涉及价格乘数（股票价格相对
于基本指标，如每股现金流的比率）或者企业乘数（普通股和债权的总值减去现金和
短期投资，相对于基本指标，如营业利润的比率）。
最众所周知的价格乘数大概就是市盈率，即股票的市场价格除以企业的每股收
益。当一只股票相对另一只与它（例如在盈利增长率和风险方面）相似的企业股票以
较低的市盈率出售时，对参照的股票而言这只股票就是被相对低估了（适合买入）。分
析师为了方便可以简单说被低估了，但分析师必须知道，如果用于比较的股票（在绝
对意义上和它的内在价值相比）被高估了，被认为是低估了的股票也可能是被高估了。
因此，注意区分低估和相对低估是有必要的。如前文所述，不管是哪一种利用（绝对
或相对）错误定价进行的投资，都以预期的差异为基础，也就是说，投资者的预期与
市场价格所反映的预期不同，而且更准确。
基于相对估值的保守投资策略会给相对低估（高估）的资产比基准权重更高（低）
的权重。较激进的策略则允许卖空被高估的资产。这种激进的方法被称为相对价值投
资（如果用隐含折现率表示，也可以称为相对息差投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配对交
易（pairs trading）。这种方法将联系密切的股票配对（例如两只汽车股票），买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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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估价过低的股票，卖空相对估价过高的股票。不管市场整体的变化方向如何，只要
相对估价过低的股票比相对估价过高的股票升得多（或跌得少），投资者就能盈利。
相对估值常常需要一组而不是单个的可比资产，例如一个行业组。相对估值法在
股权中的应用经常被称为可比法（method of comparables，或简称 comparables），
这是本书后面章节的主题。

例 1-6

相对估值模型

在 研 究 一 家（虚 构 的） 医 疗 保 健 信 息 服 务 公 司 史 密 森 基 因（Smithson
Genomics）公司时，你得到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分析师声称，考虑了该企业和同
类企业的基本面后，史密森的市盈率与医疗保健信息服务行业其他公司市盈率的中
位数相比，至少被高估了 15%。另一位分析师则认为史密森被低估了 10%，这是基
于与罗素 3000 指数市盈率的比较。罗素 3000 是美国股票的一个广基指数。两个意
见的分析过程和报告看上去都很认真。有可能两位分析师都是正确的吗？
解答：答案是肯定的。两位分析师的主张都是关于相对估值的，而且他们所选
择的比较基准不同。第一位分析师将史密森与医疗保健信息服务行业的其他公司相
比，认为它被相对高估了。第二位分析师将史密森与罗素 3000 所代表的整个市场
相比，认为它被相对低估了。如果整个医疗保健信息服务行业与罗素 3000 相比是
被低估了，那么两位分析师都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做出的是相对估值。
分析师估值对投资的意义一般还取决于其他考虑，包括罗素 3000 的市场价格
是否公允地反映该指数的内在价值，市场的流动性是否能够满足所需要的仓位并保
持投资的吸引力。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师会用内在价值的估计来辅助相对估值。

可比法的特点是在应用时有很多种可能的选择，第 6 章讨论了多种价格乘数和企
业乘数。使用者经常考察多种价格乘数和企业乘数来获得它们所提供的互补信息。一
般来说，必须假设可比资产的价格是公允的，可比法才能确定内在价值。可比法的优
点在于简单，与市场价格相联系，还有可靠的经济原理为基础（即相似的资产应以相
似的价格出售）。价格乘数和企业乘数被投资者广泛认可，因此分析师可以将绝对估
值的结果以价格乘数或企业乘数的形式报告。

1.3.3.3

整体股权和部分股权的估值

企业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值，也可以作为多个独立的持续经营业务部门之和
进行估值。将每个业务部门当作独立的持续经营实体，用各个部门价值之和进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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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方法被称为分类加总估值法（sum-of-the-parts valuation）。使用这种方法得到
的估值有时被称为拆卖价值（breakup value）或者非公开市场价值（private market
value），但使用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对企业有重组的预期。
当一家公司有部门处于不同行业且估值特征不同时，分类加总估值法是最有用
的。分类加总估值法也常常被用于评估通过分立（spin-off）、拆分（split-off）、跟踪
股票（tracking stock）或股权（IPO）切离等方式重组而解锁的值。
例 1-7 展示了一个用分类加总估值法洞察公司未来前景的例子。在实践中，需要
对每个业务部门的盈利、现金流和价值贡献做详细的拆分。

例 1-7

分类加总估值法

唐纳森公司（Donaldson Company，NYSE ：DCI）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
过滤器制造商之一。根据 FASB 关于分部报告的指引，该公司有两个报告分部：发
动机产品和工业产品。分部选择的基础是内部组织结构、运营管理以及管理层和公
司董事会的业绩评价。2012 年的 10-K 数据（单位：千美元）如表 1-2 所示。
发动机产品分部的销售对象包括建筑、采矿、农业、航空航天、国防和卡车市
场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独立的分销商，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经销商网络，自
有品牌客户和大型设备车队。产品包括空气过滤系统、排气和排放系统、液体过滤
系统（包括液压系统、汽油和润滑油），以及过滤器替芯。
工业产品分部的销售对象包括各种工业终端用户、燃气涡轮机的原始设备制造
商、需要清洁空气的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产品包括灰尘烟雾水雾收集器、
压缩空气净化系统、燃气涡轮机空气过滤系统、膜产品、应用于计算机 \ 硬盘驱动
器 \ 其他电子设备的专用空气和气体过滤系统。
表

1-2

发动机产品

工业产品

公司合计①

1 570 140

923 108

2 493 248

税前利润

227 941

149 249

370 780

总资产

845 176

520 739

1 730 082

46 816

24 083

78 139

1 440 495

853 534

2 294 029

税前利润

211 255

123 871

312 263

总资产

888 080

519 730

1 726 093

36 423

19 442

60 633

2012 年
净销售收入

资本支出②
2011 年
净销售收入

资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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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发动机产品

工业产品

公司合计①

2010 年
1 126 007

751 057

1 877 064

税前利润

155 833

91 084

230 176

总资产

702 300

477 154

1 499 506

24 355

15 250

43 149

净销售收入

资本支出

①公司合计与两个部门之和不同，差异在于是否包含公司分摊的金额。
②资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不包含收购业务的支出。

（1）为什么分析师要使用分类加总估值法来给唐纳森公司估值？
（2）分析师可以怎样在分析和估值中利用以上信息？
问题（1）的解答：发动机产品分部的规模已经明显大于工业产品分部，而且
增长速度更快。2010 ～ 2012 年，两者销售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 18.1% 和 10.9%，
资本支出的年增长率分别是 38.6% 和 25.7%，发动机产品都占优势。另外，工业产
品的利润率似乎更高。在 2012 年，工业产品和发动机产品的息税前利润 / 销售收
入比率分别是 16.2% 和 14.5%，息税前利润 / 资产比率分别是 28.6% 和 27%，工业
产品更占优势。
2013 年 5 月唐纳森管理层在向投资者介绍中表示，他们预计到 2021 年，工业
产品将占公司产品组合的 48%。然而，最近的结果如上所示：发动机产品占唐纳森
总业务的份额越来越大，伴随这个增长的是较低的利润率。公司最终能否成功改变
其产品组合对分析师判断唐纳森的股价至关重要。
问题（2）的解答：分析师可能会根据不同分部的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对它们
进行单独估值。整个公司的价值将是各分部价值之和加上公司项目的调整，例如税
收、管理费用，还有与独立经营分部没有直接关系的资产 / 负债等。

使用分类加总估值法时，常常会出现多元化折价这个概念。多元化折价（conglomerate discount）是指经营多个不相关业务的公司相对经营面较窄的公司其股票价
格在市场上会有折价。多元化折价有几种解释：①内部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即企业投
资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没有最大化全体股东利益）；②内生因素（即业绩不佳的企
业倾向于通过收购向无关业务领域扩张）；③研究的测量误差（即多元化折价实际并不
存在，有证据说明它们的确是测量有误导致的）。 当企业剥离与其核心业务没有什么
一四

协同效应的部门时，多元化折价的例子最明显。
参见，例如 Lamont and Polk（2002）以及 Burch and Nand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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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拆卖价值被发现高于企业调整前的持续经营价值，类似于剥离或分立的战略
行动就可能发生。

1.3.3.4

关于模型的选择和解释

应该如何选择估值模型？模型选择有三大准则。
●●
与被估值的企业特征一致。
●●
与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相适。
●●
与估值的目的（包括分析师的视角）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多个模型可以获得更多深入的观察。
较好地理解公司业务是估值步骤的第一步，也有助于选择与被估值企业特征一致
的模型。要了解企业，理解它的资产性质和它如何利用资产创造价值是其中一步。例
如，银行大部分是由市场化或可以市场化的资产和证券组成的，因此，基于资产（按
会计确认的价值）的相对估值法更适合银行，而不是一家几乎没有市场化资产的服务
型企业。
在选择模型时，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可能会成为限制性因素。例如，一家企业从
未发放过股利，也没有信息可以帮助分析师估计未来的股利。虽然股利折现模型是最
简单的现金流折现模型，但分析师可能对较复杂的现值模型有更多信心。类似的考虑
也适用于具体相对估值法的选择。例如，市盈率的比较虽然很有意义，但对一家盈利
波动很大或持续亏损的企业就很难适用了。
估值的目的或分析师的视角可能也会影响模型的选择。例如，打算获得企业控股
权的投资者会选择预期自由现金流，而不是预期股利为基础估值，因为这些现金流可
以被收购方重新分配而不影响收购的价值（其他章节将会详细讨论这种估值方法）。在
阅读他人的估值和研究报告时，分析师应该考虑作者的视角（和可能的偏见）会如何
影响对特定估值方法和估值所需数据的选择。后面讨论现值模型和价格乘数的章节会
对模型选择提供具体的指引。
关于模型选择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是专业人士在选择股票时经常使用多种估值模
型或估值因子，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美林机构因素调查”（Merrill Lynch
Institutional Factor Survey，2006），被调查的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平均使用约
9 个估值因子。 使用多种估值因子的选股方法有很多。股票筛选法这一主要方法将在
一五

后面的章节里讨论。另一种方法是在给定的投资范围里根据特定的估值因子对各证券
排序。证券的排序还可以合并为单一的综合指标，对每个因子赋予一个权重。分析师
在报告中，“因子”包括估值模型和股权收益率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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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用数量模型来确定这些权重。

1.3.4

将预测转化为估值

预测转化为估值不仅仅是在模型中输入预测值然后得到对公司或证券价值的估
计，还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是敏感性分析和情景调整。
敏感性分析是确定某个输入值变化会如何影响输出值的一种分析。多数估值都会
做一些敏感性分析。例如，敏感性分析可以用来检测公司未来增长率或折现率的变化
会如何影响估计的价值，改变未来增长率的一种方法是将它分解为销售增长预测和利
润率预测。有的敏感性分析取决于使用的背景。举例来说，假如分析师获知目标企业
的竞争对手计划推出一个竞争性产品，考虑到目标企业竞争性回应的不确定性（企业
可能降低价格保住市场份额，给经销商折扣，增加广告或改变产品的特点），分析师可
能会做出一个基本预测，然后分析不同的竞争性回应将怎样影响预测的财务数据，进
而影响估计的价值。
要分析一些特殊问题对估值的影响就需要做情景调整。控制权溢价、市场流通性
折价和流动性折价是三个可能影响估值的特殊问题。在企业拥有控股权地位（例如占
有超过 50% 的股份 ）就能控制董事会，决定资产的重新配置或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
一六

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控制地位的股票投资，其价值通常会反映出控制权溢价（control
premium）；也就是说，这个价值会比没有考虑控制权溢价的一般定量模型结果要
高。通常不会直接建模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者因为缺乏公开市场（或缺乏市场流通
性）而要求额外回报作为补偿。没有公开交易的股票，其价值通常会反映出缺少流
通性折价（lack of marketability discount）。在公开交易（即可市场化）的股票中，
市场深度不够（缺乏流动性）的股票价格通常会反映出缺少流动性折价（illiquidity
discount）。如果投资者想要出售数量比股票交易量大很多的股票，流动性折价也
会存在。大单（出售）股票获得的价格通常比小单股票的要低，即所谓的阻塞因子
（blockage factor）。

1.3.5

一七

估值结论的使用：分析师的角色和责任

正如前文所提，估值的目的和目标客户有多种。

虽然一个小得多的比例也常常能给投资者影响企业的显著能力。
然而，请注意在美国公允价值会计准则（SFAS NO.157）中，不允许对经常交易的股票做阻塞因子调
整。持有股票的价值就等于报价乘以持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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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投资公司经纪业务相关的分析师可能是提供估值意见的分析师中最常见的一
种。他们的研究报告被广泛发布给当前和潜在的零售与机构客户。在经纪公司
工作的分析师被称为卖方分析师（sell-side analysts，因为经纪公司向资产管
理公司等机构销售投资产品和服务）。

一八

●●
在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银行基金部门和类似的机构中，分析师可能会向
基金经理或投资委员会报告估值结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这种分析师叫作
买方分析师（buy-side analysts）。不管是以详细的公司分析为基础选择证券，
还是以高度的定量分析为基础投资，分析师的估值专业知识都非常重要。定量
分析包括发现、测试和更新挑选证券的方法。

一九

●●
公司里的分析师可能会进行一些与货币管理公司相似的估值工作（例如在公司
内部管理养老金计划）。公司和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有时也要为了识别潜在收购
对象为企业估值。
●●
在独立财务信息销售公司服务的分析师通常在公开发布的研究报告上提供估值
信息和意见，但有时只是提供公司信息的分析整理。
在估值时，投资分析师在多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方面包括收集、整
理、分析和传递公司的信息，有时还要根据可靠的分析给出恰当的投资行动建议。当
分析师出色地完成工作时，他们的客户、资本市场和资本的提供者都能从中获益。
●●
分析师帮助客户做出更好的买卖决定，从而达到投资目标。
●●
分析师提供的分析可以促成更为理性的买卖决定，使资产价格能更好地反映潜
在的价值，从而为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做出贡献。当资产价格准确反映潜在价
值时，资本会更容易地流向价值最高的地方。
●●
当分析师能有效地考察管理层业绩时，资本的提供者（例如股东）就会从中得
益。这种考察能使管理层的行为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一致。

例 1-8

二〇

哪些是分析师应该做的

如果经纪公司分析师推荐的股票最终表现很糟糕，或他们没能发现公司的不当
行为，他们可能就要被公开审查。行业领导者届时可能会被要求对批评做出回应，
并对分析师应有的角色和责任做出评论。2001 年后期，因为安然公司（一家能源、
经纪业务（brokerage）通常是为了获得佣金，作为买方或卖方代理的业务。
根据某些反映相对吸引力的指标（加上控制风险的调整），对股票排序是定量投资领域的关键部分，我
们将在后文做更详细的讨论。
Jensen 和 Meckling（1976）对股东和管理层利益冲突的成本做出了经典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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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交易和电信公司）的倒闭，美国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件。美国投资管理与
研究协会（AIMR，CFA 协会的前身）的主席兼 CEO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做了关于
经纪分析师工作条件和责任的总结。在以下摘录中提到的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
是指为支持投资建议所做的调查和分析。许多证券法规定，不完成尽职调查有时会
导致负债。华尔街分析师是指在美国经纪行业工作的分析师（卖方分析师）。
什么是华尔街分析师应该做的？他们被指派去跟踪一些公司和行业，
应该对这些公司和它们所在的行业进行全面的研究，并预测其前景。他们
必须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合适的估值模型，为这些公司的证券确定
合理的公允价格。将这个公允价格和当前市场价格进行比较，分析师就能
够提出建议。如果分析师的“公允价格”显著地超过当前市场价格，这只
股票就可以被列为“买入”或“表现超越大市”的评级。
分析师如何得到信息？通过认真地工作和尽职调查。他们必须研究并
解读多种公开披露文件（例如年报和其他法定文件）中的信息，并收集估
值模型所需的定性和定量因素。
尽职调查不是简单地阅读和分析年报，还包括与公司管理层、员工、
竞争对手等交谈，解答在阅读公开文件时产生的问题。与管理层的交谈不
可以只是参加定期的电话会议，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种电话会
议中提出。一方面是有时间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分析师和记者一样，不希
望在竞争对手面前“亮出手上的牌”——提出特别的试探问题，暴露自己
辛苦工作获得的见解。
华尔街分析师在总结研究报告并做出推荐之前还应该了解行业和整体
经济状况的动态。最后，为了证明他们应该继续被聘用，华尔街分析师必
须发布自己所负责公司的研究报告，并对购买了他们研究报告的客户做出
推荐。

二一

将财务分析师组成专业协会而不是商会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指导原则：分
析师必须在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行为标准上对自己负责。胜任投资分析工作需要高水
平的训练、经验和纪律。 此外，投资专业人士处于受托人的位置，必须对公众、客
二二

户、潜在客户、雇主、雇员和同行保持道德操守。对 CFA 协会的成员来说，这种受
托责任反映在《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标准》（以下简称《规范和标准》）及成员每
Thomas A-Bowman，CFA，对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的证词（节选），2002 年 2 月 27 日。
这个胜任能力概念反映在获取 CFA 称号所必需的考试和工作经验要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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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交的职业行为声明中。《规范和标准》指导分析师进行独立的分析、仔细的研究
和认真的记录，1.4 节将对此进行介绍。

1.4

报告估值结果
写作是分析师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是写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委员会

（或组合投资经理）看还是发给经纪公司的零售或机构客户，投资报告都有一些共同的
元素。我们将在本节讨论：一份有效研究报告的内容、写这种报告的格式（可调整）
和分析师在编制投资报告中的责任。很多时候，机构的规范会指导报告写作的格式和
内容。

1.4.1

研究报告的内容

决定研究报告内容的首要因素是读者打算从报告阅读中获得什么。卖方分析师报
告的读者会对投资建议感兴趣。在评估投资建议的重要性和权重时，读者会寻找有说
服力的论据。支撑投资建议的一个关键要点就是证券的内在价值。
因为证券内在价值评估的重要性，多数投资报告都会给读者提供关于估值关键假
设和预测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包括企业最新的财务和经营结果、当前宏观经济和行
业背景方面的描述，以及行业和公司的分析与预测。
报告可能会提供一些具体的预测和关键的估值因素（例如估计的资本成本），描述
估值模型，并讨论定量因素和其他会影响估值的考虑因素。优秀的投资报告还会客观
地说明该证券投资的不确定性和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估值因素。将预测转化为内在价
值估计，然后比较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这是投资建议的基础。当研究报告在投资建
议中指出一只股票（基于其内在价值）的目标价格时，报告应该清楚地说明这个目标
价格的计算基础、达到目标的时间范围以及与达到目标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投资
建议可能会附带关于内在逻辑（即投资理论）的解释，它总结了某个特定的投资建议
从分析师预期中获利的原因。
虽然报告写得好不能弥补分析做得差，但报告写得差会降低优秀分析的可信度。
写一份有效的研究报告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总的来说，一份有效的研究报告应该：
●●
包含及时的信息。
●●
用清晰、一针见血的语言写作。
●●
客观，经过认真研究，并清楚地说明关键假设。
●●
明确区分事实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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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分析、预测、估值和建议的内在一致性。
●●
为读者评价估值提供足够的信息。
●●
说明投资该公司的主要风险因素。
●●
披露分析师所面对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这些基本特征是一份受人尊敬的报告所具备的全部优点，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
些更具体的要求。例如，各个国家要求披露利益冲突或潜在利益冲突的法规有所不
同，分析师应及时跟进相关的披露要求。又如，投资建议有时取决于分析师所在机构
的政策，比方说政策可能要求当证券价格比估计的内在价值低 X 个百分点时考虑“买
入”。即使没有这样的政策，分析师也需要区分一个“好企业”和一项“好投资”。不
管发行股票的公司业务前景是好、是差还是无关，股票投资的回报总是取决于股票的
价格。

例 1-9

研究报告

以下两段文字基本上来自两份真实的研究短文，讨论的是真实公司的估值，但
日期和公司名称是虚构的。
A. 基于最近 6.5 倍的价格乘数，我们 2012 年的每股收益乘数，我们预测该期
间 14% 的增长率意味着股票正在被折价销售。MXI 有两个经营分部……使用相对
收购价格乘数和同业价值中位数法对两个部门分别进行估值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
高于最近的市值。此外，股票交易价格相对账面价值也有折价（0.76）。根据从两
种估值体系得出的价值判断，我们认为该股票值得持有。但考虑到近期经济疲软，
对 MXI 业务的需求降低，我们的热情有所保留。（在报告的其他地方，MXI 被列为
该机构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级别。
）
B. 尽管 TXI 的股票从本年开始已超越大市 20 个百分点，较低的乘数仍然显示
它是被低估的……（说明市盈率和另一个乘数的价值。
）根据股利折现模型，我们
的估值是 3.08 欧元，在目前价格的基础上还有 36.8% 的上升空间。我们重申“超
越大市”的建议。（在括号中注明了目前的股利、假设的股利增长率和预测期。分
析师还简要地解释了折现率的计算。报告的其他地方指出 TXI 的目前价格为 2.25
欧元。
）
虽然上面两段提到的一些概念看起来还不熟悉，但你仍然可以开始评价两份报
告的工作。
A 段对分析的介绍很笨拙。“我们预测该期间 14% 的增长率意味着股票正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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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价销售”这句话的含义不是很清楚。分析师可能预测了 2012 年的盈利增长率，
并认为市盈率对于该预期增长率来说比较低。接着，分析师讨论对 MXI 用分类加
总估值法估值。在描述方法时，分析师说“使用相对收购价格乘数和同业价值中位
数法”，但没有清楚地说明具体做了什么。可能是先找出与 MXI 每个部门相似的公
司，然后计算可比公司某个乘数的平均值或中位数作为估计 MXI 价值的基础，但
是作者对 MXI 被低估的程度语焉不详。例如，分析师说 MXI 的价格低于账面价值
（股东投资的会计衡量方法），却没有与类似股票的平均市净率比较（市净率将在后
面章节讨论）。最后，报告的总结文字软弱无力而且模棱两可。虽然运用了技术词
汇，但 A 段文字对 MXI 估值的表述缺乏条理性。
与此相反，在 B 段的第二句里，分析师明确给出了 TXI 的估值和评价估值所需
要的信息。报告其他地方指出了目标价格为 3.08 欧元，读者可以从中看到 TXI 价
格的上升潜力［（3.08/2.25）- 1，大约是 37% ］。分析师在第一句就给出了可能支持
TXI 被低估的信息（这句话的语气不强，因为分析师还没有解释市盈率为什么“较
低”），总结的文字也很清晰。B 段的分析师用了比 A 段更少的篇幅，更好地表述了
估值结果。

1.4.2

研究报告的格式

股票研究报告可以用多种方式有逻辑地陈述。分析师所在的公司有时会固定一种
格式，以达到对一致性和质量控制的要求。我们在表 1-3 中给出一种可调整的格式供
分析师详细地报告研究和估值结果，但这并不是说该格式优于其他报告组织形式（很
显然，研究短文或较短的研究报告会有一种更精简的格式）。
表 1-3
章

节

目

研究报告的一种格式

的

内

容

备

注

内容目录

● 展示报告的结构

● 与叙述的顺序和语言一致

● 通常只在很长的研究报告
中使用

总结和投资建议

● 综观全局
● 介绍主要的分析结论
● 建议投资行动方针

●
●
●
●
●
●

概述公司情况
最近的主要进展
盈利预测
其他主要结论
估值总结
投资行动

● 执行摘要，可以简称
“摘要”

业务综述

● 更详细地介绍公司
● 表达对公司经济和目前状
况更细节的理解
● 做出特定的预测并解释①

●
●
●
●
●

对公司部门层级的描述
行业分析
竞争分析
过往业绩
财务预测

● 反映了估值步骤的第一步
和第二步
● 对财务预测应该有足够的
解释并反映出对盈利质量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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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章

节

目

的

内

容

备

注

风险

● 提醒读者注意投资证券的
风险

●
●
●
●
●

可能不利的行业变动
可能不利的法律法规变动
可能不利的公司变动
预测的风险
其他风险

● 读者应该有足够的信息判
断分析师是如何定义和估
计特定的证券投资风险的

估值

● 介绍一份清楚而且认真的
估值

● 描述使用到的模型
● 对输入数据进行摘要重述
● 说明结论

● 读者应该有评价分析的足
够信息

历史和预期数据表

● 整理并展示数据，支持业
务综述里的分析

● 一般只有较长的研究报告
将其作为单独的一部分。
多数报告将全部或部分信
息纳入业务综述里

①实际的结果可能而且通常会与预测的不同。讨论关键的随机因素并检查结果对这些因素的敏感度是有用的。

1.4.3

研究报告的责任

所有分析师都有义务用清晰全面的格式报告有意义、有实质的内容，但身为 CFA
协会会员的分析师还有约束力更强的额外责任，即在所有关于研究报告的工作中遵循
《规范和标准》。CFA 协会的《规范和标准》规定：
CFA 协会会员必须……在进行投资分析、提供投资建议、采取投资行动
和执行其他职业活动时，保持合理的谨慎，做出独立的职业判断。
在这个总的责任说明以外，表 1-4 还展示了一些与分析师写作研究报告相关的具
体职业行为标准。
表 1-4
职业行为标准
I(B)
I(C)

关于研究报告的 CFA 协会《职业行为标准》节选①
责

任

会员和考生必须保持应有的谨慎，做出合理的判断，在执行专业活动时实现和保持独立性
与客观性。会员和考生不得提供、索要或接受任何常理上认为有损个人或其他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礼物、好处、补偿或报酬
会员和考生不得有意曲解投资分析、建议、行动或其他专业活动

V(A)1

会员和考生进行投资分析、提供投资建议、采取投资行动时，必须保持勤奋、独立和精确

V(A)2

会员和考生进行任何投资分析、建议或行动都必须有合理充分的依据，有适当的研究和调
查支撑

V(B)1

会员和考生必须向客户和潜在客户披露用于分析投资、选择证券、构建投资组合的投资过
程的基本格式和一般原则，并且必须即时披露可能对这些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动事项

V(B)2

会员和考生必须应用合理的判断识别影响投资分析、建议或行动的重要因素，包括与客户
和潜在客户沟通的那些因素

V(B)3
V(C)

会员和考生必须区分投资分析和建议演示中的事实和观点
会员和考生必须记载和保留适当的记录，以支持投资分析、建议、行动以及与客户和潜在
客户沟通的投资相关事项

（Standards of Practice Handbook，www.cfainstitute.org)。
①参见 CFA 协会最新的《从业标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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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股权估值的范围，概述了估值的过程，介绍了估值的概念

和模型，讨论了分析师的角色和估值时的责任，描述了有效介绍估值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素。
●●
估值是在未来投资回报的潜在相关变量基础上，或在与相似资产比较的基础
上，对资产价值的估计。
●●
资产的内在价值是假设已全面了解资产的投资特征时资产的价值。
●●
积极投资的隐含假设是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这与有效市场理论的
理性有效市场表述一致。
●●
内在价值包含了持续经营假设，即假设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持续经营。相反
地，清算价值是假设公司解体、资产被单独售卖时的价值。
●●
公允价值是资产（或负债）在特定条件下的交易价格。该条件是，买家和卖家
没有受到任何强迫要买 / 卖，而且双方都知晓重要的相关事实。
●●
除了被积极投资者用于选择股票以外，估值还可以用作：

推知（挖掘）市场预期。

评价公司事件。

提供公平意见。

评价商业战略和模型。

评估非上市公司。
●●
估值过程有 5 步。
（1）了解公司业务。
（2）预测公司业绩。
（3）选择合适的估值模型。
（4）将预测转化为估值。
（5）应用估值的结论，做出投资建议和总结。
●●
了解公司业务包括评估行业前景、竞争性地位和公司战略，这些会有助于更
准确地进行预测。了解业务还涉及对财务报告的分析，包括评估公司的盈利
质量。
●●
预测公司业绩时，自上而下的预测方法从宏观经济预测开始，然后依次是行业
预测、单个公司和资产的预测。自下而上的预测方法将单个企业的预测汇总，
合并成行业预测，还可以再进一步合并成宏观经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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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适的估值方法意味着估值方法必须：

与被估值的公司特征一致。

与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相适。

与估值的目的（包括分析师的视角）一致。
●●
绝对估值模型和相对估值模型是两大类估值模型。

绝对估值模型是明确指出资产的内在价值，为价值提供一个点估计，以便与
市场价格相比较。股权现值模型是最重要的一类绝对估值模型。

相对估值模型评估一种资产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值。应用于股权估值时，相
对估值是将股票的价格乘数与基准价格乘数进行比较，也被称为可比法。基
准价格乘数可以参考某只相似股票或一组股票的平均价格乘数。
●●
将预测转化为估值的两个重要方面是敏感性分析和情景调整。

敏感性分析是确定某输入值的变化会如何影响输出值的一种分析。

情景调整包括控制权溢价（反映企业控制权的溢价）、缺少流通性折价（反映
企业股票因缺乏公开市场产生的折价）和缺少流动性折价（反映企业股票因
缺乏市场流动性产生的折价）。
●●
估值目的决定了估值结论的应用。
●●
在进行估值时，分析师必须对自己的胜任能力和行为标准负责。
●●
一份有效的研究报告应该：

包含及时的信息。

用清晰、一针见血的语言写作。

客观，经过认真研究，并清楚地说明关键假设。

明确区分事实和观点。

保持分析、预测、估值和建议的内在一致性。

为读者评价估值提供足够的信息。

说明投资该公司的主要风险因素。

披露分析师所面对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
分析师都有义务提供有意义和实质的内容。CFA 协会会员还有约束力更强的额
外责任去遵循 CFA 协会的《道德规范》和相对更具体的《职业行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