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与技巧 
 

 

财务分析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为了达到财务分析的目的，必须选择科

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步骤。进行财务分析，就是要根据分析目的，选择基本分

析方法、分析指标和分析概念，用基本分析方法对分析指标加以比较和说明。 

本章通过基本分析方法、常用分析指标、财务分析的主要步骤和如何撰写

优秀的财务分析报告等四部分内容来论述。 

2.1  基本分析方法格式 

最常用的财务分析方法主要有：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此外，为了适

应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要求，一些新的分析方法，比如因素替代法和假设分析

法也逐渐发展起来。 

2.1.1  比较分析法 

所谓比较分析法，是通过对比两期或连续数期财务报告中的相同指标，确

定其增减变动的方向、金额和幅度，来说明企业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变动趋势

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分析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变动的性质，并

预测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实际工作具体应用中，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为：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

会计报表的比较和财务报表项目构成的比较。 
1．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 

这种方法是指将不同时期财务报告中的相同指标或比率进行横向比较，直

接观察其增减变动情况及活动幅度，考察其发展趋势，预测其发展前景。不同

时期财务指标的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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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动态比率。是以某一时期的数额为固定的基数数额而计算出来

的动态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定期动态比率=（分析期数额÷固定基期数额）×100%   

（2）环比动态比率。是以每一分析期的数据与上期数据相比计算出来的

动态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环比动态比率=（分析期数额÷前期数额）×100% 
2．会计报表的比较 

这种方法是指将连续数期的会计报表的金额并列起来，比较各项指标不同

时期的增减变动金额和幅度，据以判断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展变化的一

种方法。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比较、利润表比较和现金流量表比较等。 

实例 2.1 

北京万通公司 2011 年资产总计 1,046,625.61 元，较上年减少 5.96%；负债

总计 670,244.91 元，较上年增加 99.67%，所有者权益为 432,059.82 元，较上

年减少 44.41%，如表 2.1 所示。 

表 2.1  2010～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对比（1） 

资产类 2010 年（元） 2011 年（元） 增减额（元） 增幅（%）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24,871.28 456,541.99 -68,329.29 -13.0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1,898.67 78,998.66 17,099.99 27.63% 

预付款项 75,611.36 40,980.00 -34,631.36 -45.8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8,913.51 6,780.12 -2,133.39 -23.93% 

存货 56,780 77,680.87 20,900.87 36.8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28,074.82 660,981.64 -67,093.18 -9.22%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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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资产类 2010 年（元） 2011 年（元） 增减额（元） 增幅（%）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50,000.00 350,000.00 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净值 4,854.89 5,643.97 789.08 16.25% 

在建工程 10,000.00 -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0,000.00 30,000.00 10,000.00 50.00%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4,854.89 385,643.97 789.08 0.21% 

资产总计 1,112,929.71 1,046,625.61 -66,304.10 -5.96% 

2010～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对比（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 2010 年（元） 2011 年（元） 增减额（元） 增幅（%）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0,000.00 30,000 10,000.00 5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9,665.60 8,790.77 -80,874.83 -90.2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56,291.07 77,890.54 21,599.47 38.37% 

应交税费 94,601.30 109,800.63 15,199.33 16.0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968.71 370,762.74 367,794.03 12,389.0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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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 2010 年 2011 年 增减额（元） 增幅（%）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63,526.68 597,244.68 333,718.00 126.6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72,141.84 73,000.23 858.39 1.19%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35,668.52 670,244.91 334,576.39 99.6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333,400.00 333,400 0 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38,776.90 42,980.7 4,203.80 10.84% 

未分配利润 405,084.29 55,679.12 -349,405.17 -86.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77,261.19 432,059.82 -345,201.37 -44.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112,929.71 1,102,304.73 -10,624.98 -0.95% 

 
下面，我们采用比较分析法来分析北京万通公司 2010～2011 年这两年的

财务状况。首先来看资产负债表，如表 2.1 所示。2011 年万通公司的总资产与

上年相比减少了 66,304.10 元，下降幅度为 5.96%，那么总资产减少的原因是

什么呢？通过总资产构成的各个项目，我们可以看到，流动资产下降是总资产

下降的主要原因，2010 年流动资产减少 67,093.19 元，减少幅度为 9.22%。我

们继续往下追寻，在流动资产构成中，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均在

减少，这三个项目减少是导致流动资产也是总资产减少的最主要原因。比较分

析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是不够，应该继续向下探寻，继续寻找货币资金、

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像这样一层层分解，最终找到影响

财务变动的原因。同理，对于负债、所有者权益的比较分析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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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利润表比较分析的基本思路是这样：从净利润出发，向上层层分解，

逐步找出影响利润变化的根本因素。 

仍以万通公司为例来分析 2011 年该公司的利润变化原因，如表 2.2 所示。 

表 2.2  2010～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利润表对比 

项目 2010 年（元） 2011 年（元） 增减额（元） 增幅（%） 

一、营业收入                           639,720.65 877,045.98 237,325.33 37.10% 

  减：营业成本                         302,749.66 363,299.59 60,549.93 2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5,184.63 17609.43 2,424.80 15.97% 

      销售费用 42,268.50 56,712.90 14,444.40 34.17% 

      管理费用 21,490.43 31,808.45 10,318.02 48.01% 

      财务费用 9,347.87 10761 1,413.13 15.12% 

      资产减值损失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投资收益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48,679.56 396,854.61 148,175.05 59.58% 

  加：营业外收入 239.12 1232.85 993.73 415.58% 

  减：营业外支出                        512.99 13.87 -499.12 -97.3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48,405.69 398,073.59 149,667.90 60.25% 

  减：所得税费用                            62,101.42 99,518.40 37,416.97 60.2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6,304.27 298,555.19 112,250.92 60.25% 

 
2011 年万通公司净利润增加 112,250.92 元，增幅为 60.25%，那么净利润

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来看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237,325.33

元，而相应的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合

在一起仅增加 89,150.28 元，这直接促使营业利润增加 148,175.05 元。因此可

以说，主营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是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那

么主营业务增幅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公司的新产品受市场欢迎，销售火

爆，或者是市场需求大幅增加等。除了看主营业务收入之外，主营业务成本为

什么增幅远低于营业收入，可能是原材料价格下跌，也可能是公司在采购方面

通过批量采购降低了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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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比较分析，可以逐个找出导致利润变化的各个因素，从而为管

理层提供促进收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对于现金流量表采用比较分析法的要点是这样：首先看“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这一项的增减变化情况，这一项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因此在分析“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这一项时，应重点从经营活

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中寻找变动的原因。 

再以表 2.3 中的数据为例，我们来分析北京万通公司的现金流量变化状况。 

表 2.3  2010～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现金流量表对比 

项目 行次 
2010 年 

（元） 

2011 年 

（元） 
增减额（元） 

增幅 

（%）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 492,535.71 653,922.46 161,386.75 32.77% 

收到的税费返还 3 -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 - -   

现金流入小计 5 492,535.71 653,922.46 161,386.75 32.7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 139,550.27 169,878.88 30,328.61 21.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 66,231.14 86,488.95 20,257.81 30.59% 

支付的各项税费 8 5,266.53 112,606.63 107,340.10 2038.1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 57,438.62 96,355.40 38,916.78 67.75% 

现金流出小计 10 268,486.56 465,329.86 196,843.30 7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 224,049.15 188,592.60 -35,456.55 -15.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3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4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收回的现金净额 
15 -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 - -   

现金流入小计 17 -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18 217,946.37 162,330.00 -55,616.37 -25.52%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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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行次 
2010 年 

（元） 

2011 年 

（元） 
增减额（元） 

增幅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 - -   

现金流出小计 21 217,946.37 162,330.00 -55,616.37 -25.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 -217,946.37 -162,330.00 55,616.37 25.5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3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4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5 10,000.00 10,000.00 -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 - -   

现金流入小计 27 10,000.00 10,000.00 - 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8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9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 -   

现金流出小计 31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 10,000.00 10,000.00 -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3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 16,102.78 36,262.60 20,159.82 125.19% 

 
2011 年北京万通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增加

20,159.82 元，增幅为 125.19%，增幅很大，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来

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2011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

35,456.55 元，这表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对整个公司的现金流贡献是负值。

同样，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去年持平。最后再看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2011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55,616.77 元，同比

增长 25.52%，因此可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增加，才是促使该公司“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进一步分析，再看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什么增加那么多呢？通过

比较 2010 年和 2011 年这两年的投资活动的现金收入和支出情况，主要是因为

2011 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大幅

减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该公司 2011 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大幅增长，但是，该公司的现金流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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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而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下降的原因在于采购物资大幅增加，员工工资及福利大幅增加，同时公司在

成本费用控制方面存在问题，虽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仍然保持

32.77%的增幅，但由于相关成本费用的大幅增长，逐渐在蚕蚀该公司的现金流

和利润。 

2.1.2  比率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是通过计算各种比率指标来确定财务活动变动程度的方法。比

率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构成比率、效率比率和相关比率三类。 
1．构成比率 

构成比率又称结构比率，是某项财务指标的各组成部分数值占总体数值的

百分比，反映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利用构成比率，可以考察总体中某个部分的

形成和安排是否合理，以便协调各项财务活动。其计算的基本公式为： 

构成比率=（某个组成部分数值÷总体数值）×100% 

比如，存货、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百分比，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短期借款占流动负债的百分比，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百分比等。利用构成比率

可以考察总体中某个部分的形成和安排是否合理，以便协调各项财务活动。 

以万通 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为例，来看其资产、负债构成情况。从表 2.4

中可以看出，2011 年万通公司的总资产中流动资产占六成，固定资产仅占

0.54%，表明该公司以流动资产为主。从流动资产构成看，货币资金所占比例

最高，高达 69.07%，应收账款仅占 7.55%，存货占 11.75%，表明流动资产的

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占用资金的比重比较低。 

表 2.4  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构成比例表 

项目 2011 年占比（%） 

流动资产/总资产 63.15% 

固定资产/总资产 0.54% 

货币资金/流动资产 69.07% 

应收账款/流动资产 7.55% 

存货/流动资产 11.75% 

流动负债/总负债 89.11% 

短期借款/流动负债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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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目 2011 年占比（%） 

应付账款/流动负债 1.47% 

应付职工薪酬/流动负债 13.04% 

应交税费/流动负债 18.38% 

其他应付款/流动负债 62.08% 

长期借款/总负债 10.89% 

所有者权益/总资产 39.20% 

在负债构成中，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 89.11%，长期借款占 10.89%，表明

该公司的负债主要由流动负债构成。流动负债中，以其他应付款为主，占

62.08%，应付账款仅占 1.47%，应付职工薪酬占 13.04%，应交税费占 18.38%，

总体看，该公司的负债构成并不合理。其他应付款所占比重过高，而应付账款

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其他应付款的比重，这违背企业经营正常的情况。但究竟是

什么原因导致其他应付款过高而应付账款过低，这些要更深入地了解该公司的

财务情况才能解释清楚。 
2．效率比率 

效率比率是指某项财务活动中所费与所得的比率，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

系。利用效率比率指标，可以进行得失比较，考察经营成果，评价经济效益。 

比如，将利润项目与销售成本、销售收入、资本金等项目对比，可以计算

出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和资本金利润率等获利能力指标，从不同角度观察

比较企业的获利能力高低及其增减变化情况。 

以北京万通公司 2011 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计算出该公司的效率指

标，如表 2.5 所示。 

表 2.5  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效率指标 

项目 万通公司 2011 年效率指标 

销售净利率 34.04% 

主营业务利润率 56.57% 

成本费用利润率 82.90% 

净资产收益率 69.10% 

总资产报酬率 39.06% 

表中项目中，销售净利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三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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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公司经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另外两个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报酬

率反映的是该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反映公司的经营

效率和资产利润效率。 
3．相关比率 

所谓相关比率，就是指以一个项目与其有关但又不同的项目加以对比所得

的比率，反映企业经济活动所具有的某种关系。相关比率指标可以考察企业相

互关联的业务之间运行是否协调、顺畅。 

比如，将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相比，计算出流动比率，可以判断企业的短

期偿债能力，将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相比，得出资产负债率，可以判断企业长

期偿债能力。 

万通公司 2011 年的相关指标中（如表 2.6 所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还

是不错的，反映该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好，资产负债率略偏高，利息保障倍

数较大，通过这几个相关指标，我们可以看出该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好。 

表 2.6  2011 年北京万通有限公司相关指标 

项目 万通公司 2011 年相关指标 

流动比率 1.11 

速动比率 0.98 

资产负债率 60.80% 

利息保障倍数 37.99 

2.1.3  因素替代法 

因素替代法是通过对决定某一指标各因素的逐个替换，来说明因素指标变

动对分析指标的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常用于同指标计划数值的比较和

指标的变动预测和变动影响分析。由于这一分析过程反映出分析指标对各因素

变化的敏感程度，因此又称敏感性分析法。 

2.1.4  假设分析法 

在比较分析法的基础上，确定某项指标的最高水平数值，然后假设在该指标

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这种假设

情况下，进一步分析其他各影响因素又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实现企业现有潜力的

较充分发挥。因此，这种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对企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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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用分析指标 

财务分析具体分析指标主要有三种：绝对值指标、百分比指标和比率指标。

这三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揭示数据背后的意义。 

2.2.1  绝对值指标 

绝对值指标指通过数字的绝对值变化就能说明一定问题的指标，比如总资

产、净资产、流动资产、总负债、流动负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

净利润等，这些都属于绝对值指标。绝对值指标主要反映绝对值的增减变化。 

绝对值指标的分析主要是分析增减额（量）的变动情况，在实际工作中，

如果仅仅依靠绝对值分析，往往很难得出客观全面的结论，因此绝对值指标分

析必须与百分比指标、财务比率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下面通过实例 2.2 来

简单说明绝对值指标的分析。 

实例 2.2 

凯多公司是一家从事服装加工生产、销售的公司，该公司 2010、2011 年

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收入利润情况如表 2.7 所示。 

表 2.7  2010～2011 年凯多公司绝对值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绝对值增减变化 

总资产 128,900.00 155,969.00 27,069.00 

流动资产 67,985.11 83,261.98 15,276.87 

固定资产 41,328.87 51,007.93 9,679.06 

总负债 58,769.13 61,110.65 2,341.52 

流动负债 34,871.65 42,194.70 7,323.05 

净资产 70,130.87 84,818.35 14,687.48 

营业收入 376,900.65 418,559.72 41,659.07 

营业成本 301,520.52 394,991.88 93,471.36 

营业利润 131,915.23 105,532.18 -26,383.05 

净利润 98,936.42 88,053.41 -10,8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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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凯多公司总资产增加 27,069.00 元，其中流动资产增加 15,276.87

元，固定资产增加 9,679.06，由此可见，该公司总资产的增加主要是由流动资

产的增加所贡献。 

凯多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41,659.07 元，但是其营业成本大幅增加 93,471.36

元，营业成本的增加额远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加额，由此导致了 2011 年营业

利润大幅减少 26,383.05 元。可见，仅仅从绝对值指标的增减变化就能大致找

到企业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某些时候绝对值指标的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 

2.2.2  百分比指标 

百分比指标是反映指标绝对值增减变化的幅度或者所占的比重。财务分析

中的百分比指标一般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反映增长变化的幅度，这些指标有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流动资产增长率、总

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另一种就是反映所占的比重，比如流动资产率、

固定资产率、流动负债率、资产负债率等，如表 2.8 所示。 

表 2.8  2010～2011 年凯多公司百分比指标 

项目 2011 年百分比指标 2010 年百分比指标 

总资产增长率 21.00% 19.10% 

流动资产增长率 22.47% 10.51% 

固定资产增长率 23.42% 12.86% 

总负债增长率 3.98% 12.00% 

流动负债增长率 21.00% 1.95% 

净资产增长率 20.94% 14.88% 

营业收入增长率 11.05% 29.13% 

营业成本增长率 31.00% 30.87% 

营业利润增长率 -20.00% 7.89% 

净利润增长率 -11.00% 3.75% 

2.2.3  财务比率指标 

财务比率指标主要揭示不同的会计科目之间的对比关系，比如流动比率，

反映的是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销售净利率反映的是每 100 元的销

售收入能创造多少钱的净利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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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比率是相对指标，因此在财务分析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弄清楚每一

个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反映的问题和意义，对于做好财务分析至关重要。 

本书所涉猎的财务比率指标均属于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财务指标，当然在

实际工作中，还可能遇到一些其他的指标，但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财务指标的

含义，财务指标的分析方法，就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图 2.1 所示的四大部分财务比率指标，这也是进行财务报表分析中最常用

的指标，如何运用这些财务指标，综合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

在第三篇将重点介绍。 
 

 

 

 

 

 
 
 

图 2.1  财务比率指标图示 

2.3  财务分析主要步骤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财务分析的工作在

某种程度上和做一道菜的道理是一样的，首先确定要做什么菜（目的），假如

要做一道鱼香肉丝，那么首先要了解做鱼香肉丝的方案，比如是先炒肉还是先

炒木耳，白兰片什么时候放，需要用到什么调料等（确定方案）。方案确定之

后，再看鱼香肉丝的原材料有没有，比如猪肉、木耳、白兰条，以及其他油盐

味精等调料是否足够用，这就需要购买准备。原材料准备完毕之后，就要开始

开锅做菜。因此说，财务分析工作与做鱼香肉丝的工作程序基本是相通的，其

流程图如图 2.2 所示。 
 

 

图 2.2  财务分析流程图 

盈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销售净利率 
营业利润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 
 

资金营运效率 

偿债能力 

发展能力 

资产负债率   产权比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流动负债比 
已获利息倍数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资产现金回收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利润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所有者权益增长率 

①    
 确定分析目的 

②   
制定方案 

③   
搜集资料 

④   
 撰写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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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确定分析目的 

财务分析的目的决定了财务指标的选用和财务分析方法的选择，因此在做

财务分析之前必须要有明确的财务分析目的。财务分析的目的由于报表使用者

的不同也会有较大差异，比如投资者目的主要是投资价值分析、投资前景分析、

经营状况分析，商业银行等债权人主要是信用分析，包括偿债能力分析和债务

风险分析，而经营管理者则要求是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

展能力、现金流状况等所有方面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和评价。 

另外，按照分析性质来讲，财务分析包括日常经营数据分析、定期财务分

析（月报分析、季报分析、年报分析等）、预算分析等。 

2.3.2  制定分析方案 

确定好财务分析的目的之后，要根据分析工作量的大小，分析问题的难度

和深度，制定出合理的分析方案。假如是专项分析，比如销售分析，那么就重

点搜集销售额、销售量、销售毛利，以及不同产品、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销

售数据，总之与销售有关的数据就要尽可能的搜集完整，而与销售关系不大的

数据就可以少搜集或不搜集。假如是全面财务状况分析，那么就需要搜集、掌

握整个企业的财务数据，包括盈利能力数据、偿债能力数据、营运数据、市场

销售数据、投融资数据等。 

在制定分析方案时，还要确定哪些是需要简化分析，哪些需要重点分析，

哪些是需要协助进行，哪些需要别的部门和人员分工负责，要列出分析项目，

安排工作进度，确定完成内容，完成的标准和完成的时间。 

2.3.3  收集财务数据和信息 

会计信息只能部分地反映当前的财务状况，但不能全面揭示形成的原因，

因此就需要分析者收集相关资料信息。 

一般财务分析需要收集的内容包括：行业统计数据、市场发展状况、竞争

对手经营状况、产业政策、企业市场占有率、企业内部的销售政策和措施、产

品的种类、销售的区域、公司战略等。详细的内容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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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的因素及需要收集的信息 

当然，收集完各种信息资料之后，还需要核实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是否与财务报表的数据有较大出入，如发现收集的财务资料、数据

存在不真实、不完整的问题，就需要找到问题的原因，寻求真实的情况。财务

数据的核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一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数据，那么

再好的财务分析方法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2.3.4  分析过去、评价现状、展望未来 

根据财务分析的目标和内容，评价所收集的资料，寻找数据之间的因果关

系，联系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逐步揭示企业经营的业绩，寻找企业经营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分析的意见和建议，深入探讨改进的办法和途径。 

财务分析的基本思路就是：分析过去已经发生的数据、评价目前的经营现

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方案，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作出客观的展望和预测。 

2.4  如何撰写优秀的财务分析报告 

有很多拥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经验的会计人员，他们在账务处理、税

收筹划、组织沟通等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对于本企业的经营状况也非常熟

悉，当然对于各种财务数据也都了解，但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写不出合

格的财务分析报告。其原因主要是不了解财务分析报告的撰写要求，也没有

掌握财务分析报告撰写的技巧，因此，即使面对非常熟悉的财务数据，他们

也无从下笔。 

外部因素 

●  产业政策 
●  宏观经济环境 
●  市场竞争 
●  市场供需 
●  市场占有率 
●  产业周期 
●  行业统计数据 

内部因素 

●  销售政策 
●  企业发展战略 
●  核心竞争力 
●  人力资源 
●  投融资情况 
●  生产流程、工艺 
●  采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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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以企业内部管理用的财务分析报告为主题，来介绍如何撰写优秀

的财务分析报告。 

2.4.1  写给谁看？要明确阅读的对象 

就好比做演讲，首先要了解你的听众都是什么人，大学生和小学生关注的

话题和对演讲的理解能力迥然不同，对于不同层次、不同职位的对象自然要区

别对待。财务分析报告的撰写同样如此，报告的阅读对象和使用对象不同，报

告的撰写内容、范围、深度都应有所区别。 

假如财务分析报告的阅读者是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财务副总经理等专

业型人员，那么，这样的财务分析报告就应该本着专业性强的方向努力，尽量

采用财务专业人员都很熟悉的措辞，尽量少用一些过于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另

外，在深度方面，尽可能有深度，在与实际业务结合的过程中，尽可能运用财

务的一些理论来阐述或验证自己的分析结论。 

假如阅读的对象属于非财务专业人员，比如销售经理、销售副总经理、人

力资源部总监等，由于他们对于过于专业的语言和理论是不理解的，因此，对

于这一部分人，在撰写报告时应该力求站在非财务人员的角度来撰写，力求写

得通俗易懂，甚至可以经常运用一些通俗的大白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其次，在明确了报告阅读的对象之后，还需要弄清楚报告阅读者关注的焦

点，要充分了解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地方在哪里。比如销售经理，他可能主要关

注销售收入的增减情况，毛利率的变化情况，不同商品、不同区域、不同部门

的销售情况和利润情况，那么，在撰写财务分析报告时就应该把重心放在销售

有关的分析上面，而对于偿债能力等方面可以适当简化。 

假如是融资部经理，他肯定主要关注偿债压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的信息，

因此就应该在负债构成状况、资产负债率情况、利息支出情况、现金流情况做

重点分析。 

假如是总经理或董事长，他需要了解的是整个公司的运营情况及财务状

况，无论是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现金流量等还是生产、销售、采

购等情况，他都会全面关注，这样的话，就需要把财务分析报告的范围放大，

站在整个公司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撰写。 

总之，在撰写财务分析报告之前，了解报告阅读的对象和他们关注的重点

范围，是写好财务分析报告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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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为什么 

优秀的财务分析人员一定要具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财务分析的

过程，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 

财务分析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发现差异—找出原因—提出建议”。

财务分析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停留在反映问题、揭示问题上，而是要通过对问

题的层层剖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帮助管理者做好决策，这才是财务

分析的根本目的。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财务分析的这条原则是如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去的。 

实例 2.3 

凯多公司在进行 2011 年年度财务分析，财务分析部新来的小王在撰写财

务分析报告时，有这么一部分内容： 

“消费电子事业部 2011 年销售收入为 1200 万元，仅完成全年预算额的

60%。在 2011 年 4 个季度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1%、12.65%、-10.9%、

-20.18%。由此可见，消费电子事业部四个季度的销售增幅逐季下降，尤其是

第四季度，下降幅度高达 20.18%。” 

小王仅仅就写到这一步，当他的部门经理看到后就追问小王：“那么，消

费电子事业部的销售收入为什么逐季下降呢？你了解下降的原因了吗？” 

小王就给消费电子事业部的经理打电话，询问为什么该部门销售收入逐季

下降，而且仅仅完成了全年预算的 60%。消费电子事业部的经理就回答说，他

们部门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人员流动太大，对于新招聘的销售人员来说，很难在

短期内就能拿到订单。 

了解到这一情况，小王就在财务分析报告中加上这么一句话：“消费电子

事业部之所以收入逐季下滑，全年未完成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该部门人员流动太

大，很多招进来的销售人员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新员工又不能在短期内拿到

销售订单，由此导致了该部门的销售业绩下滑。” 

小王以为这次找到原因了，经理应该满意了吧。但是财务分析经理看到小

王修改后的报告，又问：“为什么他们部门的人员流动那么大呢？为什么那些

销售人员干几个月就纷纷辞职呢？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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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无奈，之后再次给消费电子事业部的经理打电话，消费电子事业部

经理回答说：“之所以他们干一段时间都辞职，是因为他们感觉压力太大，完

不成任务，扣奖金、扣工资，所以一般经过两三个月，他们就顶不住了，只

有辞职。” 

当小王把这一信息再次写入报告时，财务分析经理仍然不满意，他问小王： 

“为什么消费电子事业部的销售人员大多数都完不成任务呢？” 

小王通过和消费电子事业部其他的员工沟通后才发现，原来是该部门的年

度预算任务定的太重，以他们部门的人员和能力很难完成，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年度预算任务给他们定那么高呢？ 

再经过深入了解，小王才发现，这个部门的事业部经理是年初刚刚从销售

员提升为经理的，一是没有管理经验，二是性格偏弱势，对于集团公司下达的

预算指标，虽然感觉有些高，但他并未提出异议，由此才导致一年后的一系列

结果的出现。 

当小王把这些了解的信息全部写入财务分析报告时，财务分析经理终于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经过协商，下个年度制定预算时，结合消费电子事业部

的实际情况，对其预算任务做了减少。 

这个案例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真实发生的一件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

以看出，这个财务分析经理就是坚持了一条原则，那就是不断地探寻差异变化

的原因，刨根问底，找到根本原因，最后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个案例可以用一个图示来展示财务分析的过程，如图 2.4 所示。 
 

 

 

 

 

 

 

 

 

 
图 2.4  逐级分析差异变化原因流程图 

差异 

为什么 

为什么 

根本原因 

借鉴措施 

●  消费电子事业部未完成预算任务，销售收入逐季下降 

●  部门人员流动太快，新进销售人员短期难出单 

●  多数销售人员完不成任务，被扣工资奖金，迫于压力辞职 

●  预算指标过高，新上任销售经理缺乏经验 

●  下年度定预算时，视情况减少该部门的预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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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聚焦法”：分析重点内容 

通常情况下，一篇财务分析报告会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假如对所有的内

容都面面俱到，没有主次之分，那么这篇财务分析报告就会显得散乱，没有重

点。因此对于重点问题要深入论述，要善于从零散的分析中筛选出一两个较典

性的问题，这种方法叫做“聚焦法”。如图 2.5 所示。 
 

 

 

 

 

 
 

 

图 2.5  “聚焦法”图示 

那么，究竟哪些问题可以作为焦点内容重点分析呢？事实上，不同的企业

面临的情况会千差万别，有经验的财务分析人员，一般通过前面零星的分析就

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哪些问题可以作为焦点来写。笔者通过多年的财务分析经

验，总结出这样几点可供参考： 

（1）利润的大幅变动，一般可作为重大焦点问题深入分析。 

无论是净利润、营业利润还是主营业务利润，或者是毛利，这些指标的大

幅增加或者减少，都会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因此，这些内容是值得深

入挖掘和分析的。 

（2）营业收入的增减变化也是企业管理者重点关注的问题。 

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的一增一减都会牵

动企业管理者的心，因为收入是企业前进的动力，收入没有增长或者负增长，

那说明企业的销售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特殊的阶段，比如说销售旺季、促销时

期、新产品投放市场时期等，这些阶段都是管理者非常重视销售数字的阶段，

因此在这些特殊时期，在财务分析时要将销售方面的数据分析全面、透彻，把

它作为焦点问题重点论述绝对是必要的，也会引起管理者的高度关注。 

内容Ⅰ 

内容Ⅱ 

内容Ⅲ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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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收账款问题。 

对于那些销售商品以赊销为主，账面上挂有大量应收账款的企业来说，定

期进行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以及应收款回笼速度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很多企业成立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应收账款，比如有的称为信用管理部，

有的叫风险部，他们的职责就是控制赊销风险，降低坏账损失，增加企业利润。 

对于那些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较大的企业来说，财务分析中将应收账款作

为焦点问题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4）存货问题。 

在流动资产管理中，存货是很重要的一块，尤其是以商品销售为主的企业，

如商场超市、经销商、代理商等。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存货周转的快慢，购销

是否协调，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盈利，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 

因此在财务分析时，可以把这一块作为重点问题做专题论述。 

（5）债务风险问题。 

当企业需要融资的时候，企业的管理者就会关注自己的企业债务风险是否

高，偿债能力是否强，能不能从商业银行贷到款，能贷多少款等。在这种时候，

财务分析员要不失时机地对债务风险方面的内容做深一些、细一些，一定会受

到领导的赞赏。 

总之，一个原则，财务分析中的焦点问题都是和企业的经营情况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作为一个专业的财务分析人员，要时刻了解公司的动态和经营现状，

随时掌握财务中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从而在财务分析报告中能够做出一两

个“焦点”的专题，焦点问题的分析往往能够为财务分析报告增添很多亮色。 

2.4.4  紧密结合企业自身经营业务 

财务分析假如不与企业的经营业务结合在一起，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

实上，财务报表上面的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每一个数字的

增减变动都昭示着企业经营政策、投资策略、筹资方式的变化，有些是企业主

动变化，有些是被动变化。财务分析就需要找到这些差异变化的原因，分析那

些主动变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样要分析那些被动变化带来的风

险和问题。 

那么财务分析怎样与经营业务结合在一起分析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

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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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2.4 

帝王石化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润滑油的民营企业，成立于 2000 年，经

过十年的发展，已经由一家仅有 5 名员工，年销售收入 10 万元的小厂，快速

成长为一家拥有 3000 名员工，年销售收入超过 40 亿元的大型工业润滑油生产

企业。我们仅以应付账款和营业收入这两个项目的数字为例，来说明了解企业

的实际经营情况的重要性。 

从表 2.9 中看到，2009～2011 年这三年间，营业收入增速尽管有所下滑，

但是仍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我们看到应付账款在最近三年增幅非

常小，2010 年仅比 2009 年增加 118.95 万元，而同期营业收入增加 11 亿元，

2011 年应付账款较上年增加 3,053.57 万元，而同期营业收入大幅增加了 12.82

亿元。 

表 2.9  2009～2011 年帝王石化公司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09 年 同比增长（%） 2010 年 同比增长（%） 2011 年 同比增长（%） 

应付账款 33,562.65 64.11% 33,680.88 0.35% 36,734.45 9.07% 

营业收入 189,852.22 120.56% 299,966.51 58% 428,232.18 42.76% 

按常理，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其采购货款的金额也会大

幅增加，相应的应付账款也应该大幅增加才合乎常理，那么为什么帝王石化公

司的营业收入和应付账款的变化有些不同寻常呢？ 

事实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帝王石化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有关。帝王

石化的主营产品是润滑油，包括工业用润滑油、汽车用润滑油等，润滑油产品

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基础油、添加剂、辅料等，其中基础油所用比例最大，但

是中国的润滑油生产原料的供应基本被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家企业垄断，中

国石油旗下有昆仑润滑油，中国石化旗下有长城润滑油，由于帝王石化销售额

的突飞猛进已经严重“侵犯”了昆仑润滑油和长城润滑油的市场利益，因此，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限制国内的基础油供应商向帝王石

化供应基础油、添加剂、辅料等，这等于掐住了民营企业帝王石化的脖子，导

致帝王石化在采购润滑油原材料时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从

国外、国内其他渠道采购，因此，即使是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其应付

账款也没有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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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国企垄断润滑油原料的供应这种体制的因素，才导致了作为民营

企业的帝王石化不得不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来尽可能多地采购到生产原料。 

对于帝王石化企业来说，应该在基础油采购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从国外

或者国内其他公司寻找更多能够购得原材料的供应商。 

这个案例就是从一个侧面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有些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

财务指标，如果排除做假账的因素之外，往往由其特殊的经营环境或者经营模

式造成的，如果你不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凭空想象，往往会得出让人啼笑皆

非的结论。 

2.4.5  财务分析中不要轻易下结论 

财务分析的最后是需要有结论性的论述，但是在下结论时一定要慎重，尽

可能不要用过于武断的措辞，对于结论性语言一定要字斟句酌，每一个结论性

的词语都要了解其给报告使用者带来的影响。 

比如在分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时，不能用这样的结论性语句：“本年度我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达 80%，这表明我公司的债务风险很高，偿债能力很差”，

其实资产负债率很高也并不见得企业的债务风险就高，还要结合其资产的变

现能力、负债的构成、现金流量的大小、业务增长的情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来

考虑，决不能仅仅凭一两个指标，就武断地得出“财务风险高，偿债能力很

差”的结论。 

再比如，假如企业的净利润为负值，那么就判断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很差，

这很显然是不行的。我们要分析造成亏损的原因是什么，是主营业务收入下

降，还是主营业务成本的大幅上升所致，是投资损失过大还是营业外支出过大，

是销售费用大幅增加还是筹资过多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所致等，要结合企业

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根据亏损就得出盈利能力差的结论。 

此外，由于非财务人员大多数不能真正读懂财务报表，他们对于财务分析

报告中的结论性语言是很看重的，如果草率下结论，很可能会形成误导，从而

给经营决策带来负面影响。 

为了写好财务分析结论，分析人员对于一些结论性的措辞要非常清楚它的

含义，比如说：很好、较好、一般、尚可、较差、很差等，这些措辞都是在不

同程度的表达财务状况的优劣程度，在表达时，一定要仔细斟酌使用哪一个词

更能代表实际的经营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