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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lvency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reflect the financial condition of an enterprise, and also affects its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can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entire enterpris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lvency.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H Group of the halogen products industr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its
2012-2016 financial stat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short-term and long-term solvency and
proposes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Short-Term Solvency, Long-Term Solvency, Current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以H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宗

莹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收稿日期：2019年7月2日；录用日期：2019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19年7月30日

摘

要

偿债能力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内容，也影响到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以通过偿债能力的
分析来预测出整个企业的未来发展状况和可持续经营能力。本文主要以卤制品行业的H集团为例，以其
2012~2016年的财务报表为基础，分析其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并提出相关建议。

文章引用: 宗莹.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J]. 商业全球化, 2019, 7(3): 32-37. DOI: 10.12677/bglo.2019.73005

宗莹

关键词
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正确地运用负债经营是许多企业争取巨大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使企业面临
巨大的风险，如债务负担过重、资产负债率偏高、应收账款收不回来等等现象。因此，企业需要结合
自身经营特点，找出与自身各方面相匹配的负债规模，争取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均衡，这就要求企业加
强对偿债能力的分析。而且分析偿债能力对于企业本身合理规避存在的风险，实现长远的利益意义重
大。

2. 偿债能力分析简述
2.1. 偿债能力简述
偿债能力是指企业可以将可动用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能力，是作为判断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一
个重要标志。偿债能力可以说是企业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和保障，可分为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
来分析。
2.1.1. 短期偿债能力简述
就是指企业用现在手头上空闲的现金及应收账款履行偿债义务的能力。如果前者对后者的覆盖率不
足，则表明该公司可能会遇到困难，无法立即履行财务义务。当企业无力偿付短期借款时，过度的负债
会使企业面临巨大的潜在风险利息成本和潜在破产风险[1]。总而言之，短期偿债能力直接影响着企业运
营能力的健康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其对于企业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2.1.2. 长期偿债能力简述
长期偿债能力基本上来说是一家公司的财务保留能力。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非流动负债是必不可
少的，它是企业进行长期投资，购买固定资产的重要来源。由于长期借款的筹集速度较慢，并且筹资
成本高，相应的限制条件也比较繁杂，客观上会加大企业所面临的的风险[2]。因此如果企业无法保证
自己的长期偿债能力，企业就不得不面对对自身发展造成威胁的巨大的财务风险，筹资前景也会不容
乐观。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企业一旦长期偿债能力丧失，就会被认为是无力偿债的，然后别无选择，只
能破产进行清算。一个企业若短期资产流动性枯竭即丧失了短期偿债能力，它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使
企业恢复生机。但企业要是长期偿债能力丧失了，等待它的也许只有破产的命运。所以，长期偿能力
对于企业而言举足轻重。

2.2. 企业偿债能力主要分析指标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主要指标包括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企业的
长期偿债能力主要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权益乘数和利息保障倍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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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影响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因素
2.3.1. 企业的资产结构，特别是流动资产结构
流动负债到期，多数企业都会选择用流动资产来偿还，所以可想而知，一个企业流动资产越多，它
还款的难度就越小。当然若要深层次地再加以深究的话，资产的内部结构也是要重点分析的对象[3]，影
响着企业偿债能力。
2.3.2. 流动负债的规模和结构
流动负债如果规模很大，企业及时偿债压力相应就会增大。而且如果流动负债偿还期限都较为集中，
那么对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无疑是一种挑战。
2.3.3. 企业的融资能力
若对融资能力再加以考虑则会使得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评价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因为当流动负债
到期而无流动资产能用来偿还时，与企业平时保持良好交际的金融机构能够借款给企业，把企业从无力
还款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
2.3.4. 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水平
现金流对于企业无疑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充足的现金流量可以说是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基础。而且
若现金流量不足的话，企业很有可能会丧失金融机构和社会大众的信任，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甚至会
逐步走向破产的厄运。

2.4. 影响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
2.4.1. 企业的盈利能力
众所周知如果企业能够赚取数量可观的利润的话，对长期偿债能力肯定是有积极影响的。若企业处
于亏损状态的话，不仅是无法保证债务的偿还，对后续一系列的营运活动也会造成巨大冲击[4]。
2.4.2. 投资效果
通常来说企业一般不会将所有的自有资金以及举借的长期债务都用于固定资产的购置或经营规模的
扩大，很多企业都会在证券市场或者其他地方，把一定量的空闲资金用来进行投资，显然当投资效果比
较好时，企业就会获得客观的收益，这时这部分收益也就自然而然地能够在企业无力偿还长期借款的千
钧一发之际，挽救企业。
2.4.3. 盈利分配
从理论上来说企业有盈利时，不仅要分配给投资者，还要把一部分留存在公司。可以想见，如果分配
给投资者过多，那留存在企业的必然就是少部分了，这显然会对企业偿还长期债务造成消极的影响[5]。
2.4.4. 企业经营现金流量
不只是短期偿债能力要关注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在讨论长期偿债能力的时候，它也不可或缺。欠债
还钱是自古以来就颠扑不破的真理，充足的现金流量，在它作为偿债能力基本保障的地位上来讲，是无
法动摇的。

3. H 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H 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创立之初就以畜禽肉制品加工为主，之后不断向其它领域延伸，企业愈
发壮大，至今已走过了 27 个年头。其总部位于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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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的主要业务为酱卤肉制品、佐餐凉菜快捷消费食品及米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品种涵
盖繁多，达到两百多种。不仅包括了鸡，鸭等耳熟能详的具有鲜明公司特色的快捷消费酱卤肉制品，还
延伸至水产，豆制品等佐餐凉菜食品。产品种类丰富，安全卫生，是广大消费者节假日餐桌上的常客。

3.2. 行业发展阶段
公司目前处于快捷消费食品行业快速发展后的早期成熟阶段，不断有新品牌涌入市场，市场份额逐
渐被各大品牌占据。在这个发展阶段，如何打造一个消费者接受和喜欢的品牌对于企业而言是重中之重。
行业领先企业不仅将品牌建设作为战略发展的核心，还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大力挖掘新的营销方式，
形成线上与线下同时经营的模式，一直致力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业务拓展份额，形成强者恒强的市场竞争
局面。

3.3. 周期性特点
酱卤肉制品及佐餐凉菜一年四季都常见于我国居民的餐桌，可以说已成为广大消费者居家出行的必
备品，节假日购买此种食品更成为一件约定俗成的事。且此种类型食品的食用不受季节等因素的影响，
虽然价格会在特定范围内上下浮动，但并没有对市场需求造成明显冲击，因此，行业未有明显的周期性
特征。

3.4.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有多个行业及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头衔，且在全国酱卤食品企业中一直是佼佼者，是全国酱卤行
业三大巨头之一，在消费者心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和形象。

4. H 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4.1. 分析企业短期偿债能力
如图 1，根据对 H 公司 2012~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出：

Figure 1. H company short-term solvency indicator data
图 1. H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1) 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核心指标，H 公司 2012~2016 年的流动比率分别计算得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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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34、5.31、4.72，其数值皆大于行业流动比率标准值 3。而这五年的流动比率数值总体来说处
于下降的状态，说明流动负债相对于流动资产是增加的趋势。整体上看来是从非常高的位置逐步过渡到
较高的一个位置，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还在，只是不那么明显了。
2) 速动比率
速动比率是衡量企业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H 公司 2012~2016 年的 2、
速动比率分别计算得 9.27、12.07、7.63、3.7、3.31，高于一般公认标准，表明企业流动资产扣除存货后
的部分较多，有着令人满意的短期及时变现能力。但总体呈现出的下降状态说明企业变现能力较之前有
所下降。
3) 应收账款周转率
H 公司 2012~2016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计算得 78.62、61.76、58.54、37.8、28.15，由 H 公司的
资产负债表可见，H 公司 2016 年到 2012 年的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1331.37 万元、1561.16 万元、180.07
万元、428.82 万元、436.46 万元，应收账款金额逐年减少。表现出一直下降的趋势说明企业在应收账款
上占用的资金回笼速度变慢，但始终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企业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近五年都表现比较出
色，这对于加速资金周转十分有利。
4) 存货周转率
分别计算得 2.70、2.11、2.25、2.47、2.30，这一指标的表现始终不容乐观，企业大量存货堆积且在
短时间内无法转换为现金或应收账款，对于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而言是一种拖累。但由于前三个指标表现
良好，因此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仍然是具有优势的。

4.2. 分析企业长期偿债能力
如图 2，根据对 H 公司 2012-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出：

Figure 2. H company long-term solvency indicator data
图 2. H 公司长期偿债能力指标数据

1) 资产负债率
H 公司 2012~2016 年的资产负债率分别计算得 6.82%、4.78%、7.38%、15.29%、15.76，一直都远低
于行业水平，表明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可以偿债。但也反映了企业举债经营能力不足，资金成本高，利润
可能会较低。
2) 产权比率
产权比率是负债总额除以所有者权益得出来的结果，它通常被视作衡量企业财务结构稳定与否的关
键比率。H 公司 2012~2016 年的产权比率分别计算得 7.32%、5.02%、7.97%、18.05%、18.7%，企业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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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大，但该指标较行业标准水平低，企业可能没有充分发挥负债带来的财务杠杆收
益。而 2015 年和 2016 年该指标的上升则表明公司举债经营程度提高，财务风险可能有所加大。
3) 权益乘数
H 公司 2012~2016 年的权益乘数分别计算得 1.07、1.05、1.08、1.18、1.19，总体皆低于标准值且一
直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表明总资产与所有者权益数目基本旗鼓相当，企业可利用的财务杠杆较小，
债权人权益受保护的程度较高。
4) 利息保障倍数
H 公司 2012~2016 年的利息保障倍数分别计算得 4.92、−5.67、−4.43、−4.76、−4.76，2012 年的数值
远高于国际公认标准值 3，表明企业利息支付能力非常强。从 2013 年起虽有所下降，但从数据看是由于
企业财务费用为负，说明企业利息收入大于利息费用，具有非常强的利息偿付能力。总体而言企业的长
期偿债能力有所降低但依然较强。

5. 对提高 H 公司偿债能力的建议
5.1. 充分利用财务杠杆，适当开放举债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H 公司对于举债方面表现比较保守，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所以
获得的财务杠杆利益也十分有限。这种保守带来的影响虽然不足以使企业陷入危机，但是这会让企业丧
失许多本可以抓住并取得丰厚回报的机会。介于 H 公司自身偿债能力如此强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对举
债方面开放一点，根据市场的变化以及企业自身内部的变化，适当增加向外举借的债务，更加充分地利
用财务杠杆获取更多的财务杠杆利益，从而为企业的盈利锦上添花。

5.2. 增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
应收账款的管理对于企业的偿债能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所以对于大量的应收账款，经营者应该适
当加强管理，制定合理的收账计划，减少应收账款的坏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采取预收或者货到
即付款的方式，最大程度上减少坏账损失。对于实在是要通过应收账款解决的付款方，公司要对对方拖
欠的应收账款在一定的期限内提醒收回，或者可以采取优惠条件等方式[6]。

5.3. 增强对存货的管理
企业的存货需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而 H 公司五年间这一指标的表现始终不容乐观，企业大
量存货堆积且在短时间内无法转换为现金或应收账款，对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有着不好的影响，所以 H 公
司应该注意控制存货数量，在减少库存积压的同时确保流转需求。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客户量和存货流
动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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