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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premis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mainly designed to ensure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s in a healthy way. Taking the maturity stage of the high and new tech enterprise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combining with the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argets of the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significance and demand of the index systems’ construction 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the systems’ construction utilizing both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measures, in which the financial index
includes profitability, capability of asset operation and cost control, debt paying ability and the nonfinancial
index like people competenc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competitive power in market ar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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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的业绩评价是企业有效管理的基本前提，其重要目的就是使企业能够长期健康生存。本
文以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为研究对象，结合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的特点及发展目标，阐述了业绩评价
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和要求，分别从盈利能力、资产运营及成本控制能力、偿债能力、发展与创新能
力等财务指标和人力资源素质、创新能力、组织结构、市场竞争能力等非财务指标两方面搭建起高新
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的建议。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 成熟期 业绩评价

1 引言
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是特指高技术、新技术企业，
具有投入研发费用高、产品附加价值高、发展速度快、
技术领先等特点，并以高新技术作为企业成长的前提
和基础。高新技术企业业绩评价是企业战略目标顺利
实现的重要保证，它以实现企业整体目标为导向，全
面考虑投资者、债权人、客户、员工、政府、社会等
相关者的利益，强调从长期和短期、过程和结果等多
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有助于企业向着健康的方向迈进。
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评价体系多是用于所有企业，不
能体现评价企业的特点，更是缺乏针对性。为此，本
文选取高新技术类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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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熟期在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地位和特征，对其
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以实现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分析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促进其健康发
展。

2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的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的种子期、初创期、成熟期、衰退
期、蜕变期或衰亡期组成了整个生命周期，企业所处
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其战略管理的目标、短期的财
务管理目标也有所不同。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
绩评价的重要意义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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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通过及时评价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情况，避
免其过早进入到衰退期
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熟期较其它阶段在各方面已趋
于稳定，盈利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内部的投资者与管
理者之间开始产生矛盾，组织系统的凝聚力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削弱；并且经历了稳定的经营状况之后，企
业开始趋向于保守，企业创造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有
所减退。因此，成熟期可以是企业生命周期中比较重
要的转折时期，如果不能很好的把握企业的经营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有可能会使企业过早得进入到衰退期，
进而走向衰亡而退出市场。

2.2 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其健康、
持续发展

力是首要目标，但这个时期的企业发展迅速，但速度
可能会逐渐减缓，那么怎么保持良好的发展增长势头
很关键，股东权益报酬率、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等指标
可以从企业资本、现金流量的角度考查自有资本的盈
利能力；而无形资产利润率指标，特别对其智力资本
的盈利能力的考查，反映创新和智力资本对企业盈利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3.1.2 资产营运及成本控制能力指标
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熟期阶段开始追求规模效应，
通过有效利用资产、减少成本的方式来获取高额收益。
通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净现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来全面考查其资产营运及成本
控制能力指标变得非常重要。
3.1.3 偿债能力指标

成熟期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
高新技术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日益起
着重要作用，它的作用已大大超过资本密集、劳动力
密集型企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
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因其自身特征及市场竞争激烈
的影响，其发展并不稳定，极易被竞争激烈的市场淹
没。此外，其与一般企业相比，在产品创新、技术发
展、生产经营、市场竞争的成熟方面都有着更大的风
险性。有些企业进入成熟期后，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
资金需求量的增长的加快，很快会面临盈利能力下降、
产业竞争能力不强等危机。那么如何有效的对成熟期
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正确的评价也是其能够长期立于
不败之地的关键，这对于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社会
稳定的提升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3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立
3.1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的基本要求

筹资能力的增强，使负债有了相应的增加，而财务风
险的增大使其要更加重视偿债能力。利用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速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等指标
可以分别从长期、短期负债偿债及流动性强资产偿债
保障能力方面对其偿债能力进行分析。
3.1.4 发展与创新能力指标
发展与创新能力指标对高新技术企业具有特殊的
作用，由于成熟期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已日趋
定位，产品创新投入有所降低，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
大环境下，仍需利用加大创新投入、提升产品差异度
的方式向产业的更深层次发展或者跨行业发展来保持
企业活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成果性开发成
本占成本费用比率、成果性开发成本增长率指标来考
查企业的研发投入及创新产品的创效益情况，同时可
以利用销售增长率、股东权益增长率、主营业务突出
率等指标来关注其发展的能力。
3.1.5 非财务指标

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熟期以长期稳定发展作为主要
目标，发展保持较快速度，并向产业的更深层次发展。
在不断降低费用的同时加大创新投入，追求更大的规
模效应。因此，根据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的特点和发
展目标的要求，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重点是，综
合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及成本控制能力、
偿债能力、发展与创新能力等财务指标，以及人力资
源素质、创新能力、组织结构、市场竞争能力等非财
务指标。
3.1.1 盈利能力指标

基于成熟期阶段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制度、组织
结构已建立完善，用人机制也趋于饱和，市场占有率
逐渐达到自身生命周期的顶峰，且在行业中和社会上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非财务指标显得尤为重要。这就
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通过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比率、
产品开发能力、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比重、市场占有
率、员工知识结构水平、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等指标对
企业人力资本整体素质、产品开发的能力、市场占有
率、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3.2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立

对于成熟期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盈利能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由财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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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非财务指标两部分构成。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

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High and New Tech Enterprises in the Maturity Stage
表 1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高
新
技
术
企

财
务

股东权益报酬率

净利润/平均所有者权益×100%

盈利能力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经营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状况指标

无形资产利润率

净利润/平均无形资产×100%

股东权益增长率

（税后利润—股利发放数）/平均股东权益×100%

资产营运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资产总额

及

总资产净现率

经营现金净流量/平均资产总额×100%

成本控制

流动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净额/平均流动资产余额

能力指标

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已获利息倍数

息税前利润总额/利息支出

速动比率

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当期经营现金净流量/平均流动负债×100%

指
标

业
偿债能力指标

成
熟
期

成果性开发成本占成本费用的比率

成果性开发成本/成本费用×100%

业

发展与创新

成果性开发成本增长率

当期成果性开发成本增长额/上期成果性开发成本额×100%

绩

能力指标

销售增长率

当期营业收入增长额/上期营业收入总额×100%

主营业突出率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当期营业收入×100%

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比率

技术人员总数/员工总数×100%

非

产品开发能力

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的数量、企业申请专利数等。

财

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比重

独立董事人数/全体独立董事人数×100%

务

市场占有率

企业销售收入净额/行业销售收入净额×100%

指

员工知识结构水平

如，具有大专以上职工所占职工总数的比重

评
价
指
标

标

如，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承担社会责任、信用情况以及对环
对社会的贡献程度
境保护做出的贡献等

上述指标体系中财务指标由反映盈利能力、资产
营运及成本控制能力、偿债能力及发展与创新能力的
四个方面的指标构成。其中，盈利能力状况是高新技
术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获得利润的能力，是成熟期
企业业绩评价的重中之重，通过从投资者的角度反映
了投资与报酬的关系、从现金流的角度反映成熟期高
新技术企业盈利现金的保障程度、从企业的智力资本、
创新资产角度反映无形资产获取净利润的能力；资产
营运及成本控制能力状况通过生产经营资产周转速度
的指标反映企业总资产的营运能力、总资产的利用效
果，评价经营者的营运风险及管理水平，通过成本费
用利润率以反映企业成本控制是否有效，体现耗费的
合理性，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熟时期在保持企业平
稳发展、持续获利的同时有效控制成本费用的能力；
成熟期企业要考虑的偿债能力不仅包括了短期偿债能
力，还要重点考虑长期偿债能力以评价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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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是否稳健；发展与创新能力用以衡量企业在市场
中为提升竞争优势，实现产品技术创新和发展的能力，
并起到相关的指导性作用，指引高新技术企业要针对
行业特点突出“高发展、新技术”来找到发展的关键。
建立“成果性开发成本占成本费用的比率”、“成果性开
发成本增长率”等指标反映产品创新研究的研发投入
转化为成果的能力，揭示企业用于成果性研发支出的
增长程度，表现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成长潜力；同时，
成熟时期企业往往由于盲目多元化发展，造成主营业
务萎缩或混乱，最终导致失败，所以从企业主营业务
在全部业务当中的突出程度进行分析，借助销售收入
的增长幅度的角度判断其经营好坏和市场竞争的能
力，在保持销售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找出潜力来
进行其他方向的投资进而扩大规模，稳固企业处于不
败的地位。
成熟期高新技术企业的非财务指标应从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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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创新能力、组织结构、市场竞争能力、对社会的
贡献等方面考虑，通过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比率、产
品开发能力、独立董事占全部董事比重、市场占有率、
员工知识结构水平、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等指标反映企
业内部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科研规模、企业员工的
技术能力、公司治理结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市场
竞争能力、企业的潜在发展能力以及在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社会平稳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

4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应
用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业绩评价各指标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相关性，在分析时综合运用各项指标，把握各
项指标之间的联系，正确企业业绩评价有着非常重要
的现实意义。

4.3 偿债能力指标主要从债权人的角度对企业进
行的考查
在企业中，债务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其中，资
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与盈利能力指标、发展能力
指标（像销售增长率）、积累资本能力的指标（像股东
权益增长率）有着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强、发展能
力好、资本积累多的企业长期偿债能力也会较强。速
动比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分别从财务、现金流的角
度考察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两者要结合分析，因为
速动资产中如果存在大量应收账的呆账，企业经营现
金流量不足时，也会造成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差。

4.4 发展与创新能力指标是从长远角度对企业进
行的分析

4.1 盈利能力指标站在股东的角度分析企业的财
务业绩

发展与创新能力指标分别从企业发展、创新、结
构方面对企业进行考查，是整个财务业绩评价部分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该部分指标是从长远角度对企
业进行的分析，站在企业的整体发展的角度，该类指
标的好坏会影响前面三部分指标的评价，因此，要特
别重视这一部分。

在财务业绩分析当中，盈利能力指标站在股东的
角度考查。其中，股东权益报酬率与盈余现金保障倍
数分别从财务经营状况与现金流量方面对盈利能力进
行综合考察，两者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股东权益
报酬率较高而盈余现金保障倍数较低，主要原因一般
由于净利润的增加会导致盈余现金保障倍数的分母变
大，进而使指标值偏低，但只要盈余现金保障倍数大
于 1，企业的盈利状况可以算是健康的。对于高新技
术企业来说无形资产利润率主要反映了企业的创新技
术创造价值能力，在成熟期来说更是发挥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它虽与其它两个指标相关性低，但确是高新
技术企业比较有特点的测试盈利能力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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