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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审计

石油企业现金流管理与财务绩效研究
王 聪[1]

[ 摘  要 ]低油价背景下石油企业现金流空前紧张，经营绩效面临巨大压力，加强现金流管理势

在必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大型石油企业 2011-2018 年的财务报告数

据，研究现金流指标（包含获现性、盈利性、偿债性、发展性四个方面）、集团现金管控程度指标

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长率、净利润现金比率、

子公司持现水平均显著影响财务绩效。建议自上而下坚守资金底线，并由集团总部按计划统筹安排

资金，构建现金流管理新思路。

[ 关键词 ]现金流管理；财务绩效；集团现金管控

一、研究背景

（一）现金流管理与财务绩效研究现状

现金流管理一直是财务学研究的重点领域，经

过多年的研究，“现金流犹如现代企业的血液”的观

念已经深入人心。现金流管理的状态，可以全面地

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水平和风险程度。

目前，国内外针对现金流管理的相关研究比较

丰富。国外学者在基于现金流建立财务预警模型方

面研究较为深入，针对现金流的分析方法、影响因

素、功能、对财务风险的预测能力等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首先在财务困境研究中引入现金流变量

的是比弗（1966）。此后，沃特曼（1968）和布鲁

姆（1974）都充分研究了现金净流量对预测财务风

险或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影响。芬格（1994）

认为与利润指标相比，现金流量指标在预测财务危

机时更加有效。劳森（1997）首次提出现金流在

体现公司价值和经营状况中的决定性作用。罗杰斯

（2011）通过分组的实证检验，运用现金流量比率

精准地预测了目标公司是否会发生财务危机。

我国学者针对现金流管理的相关研究在 2000

年前后快速发展，陆庆春（2003）基于现金流管理

的方法、目的、意义对制定公司的投资计划、筹资

方案和股利政策进行了论述。诸岩霞（2007）对一

具体的案例公司，以现金流指标体系分析其财务风

险。郭水河（2010）和吕雪蕾（2012）都提出企业

应加强现金流管理，完善现金流管理体系。

（二）石油企业现金流管理与财务绩效研究的重

要性

石油行业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命脉行业，同时，

作为能源开发企业，石油企业也具有高投资、高风

险、周期长、收益慢的特点。特别是 2014 年前后，

国际油价遭遇断崖式下跌，国内外石油巨头纷纷受

到重大影响，资金链空前紧张。在困难的经营形势

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不再仅仅盯住收入和

利润指标，在 2016 年首次将“保持公司自由现金

流为正”作为年度业绩目标。由此可见，当前石油

企业的现金流问题远比其他企业更为突出，对石油

企业现金流管理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的需求也尤

为迫切。

现有针对石油企业的现金流相关文献中，张

华（2003）和冷晓岩（2008）都通过研究认为石油

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金流管理。胡晓博（2016）针对

[1] 王聪，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财务处。



Journal of BPMTI
2019年2期62

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石油企业的特点，分析了石油企业在现金流管控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庞明和吴红梅

（2015）实证研究了现金流指标与石油企业财务风

险的相关性，证实了石油企业的现金流情况显著影

响其财务风险水平。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石油企业现金流管理的研

究中，基于定性分析的研究比较多，基于财务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并且在企业集团对现

金流的集中管控这一方面比较缺失。因此，笔者在

现有文献构建的现金流指标体系（包含获现能力指

标、盈利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发展能力指标）

基础上，增加了企业集团现金流管控程度指标，希

望以更完整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研究，讨论现金流

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为我国石油企业在新时期的财

务和资金管理提供一定的合理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石油企业的现金流与财务绩效之间的

关系，选取在 A 股上市的我国两大石油央企——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作为

研究的样本企业，以上述两个企业自 2011 年 2 季

度—2018 年 1 季度共 28 个报告周期的财务数据作

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

国泰安数据库，实证检验由 SPSS 软件完成。

（二）选择变量

1. 被解释变量：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或权益利润

率，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税

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该指标反映股

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

效率。指标值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越高。该

指标体现了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也是财务

研究中最常见的、应用范围最广的获利绩效指标。

因此，用净资产收益率衡量石油企业的财务绩效，

作为本次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合适的。

2. 解释变量：现金流指标和集团现金管控程度

指标

现有文献大多是从获现性、盈利性、偿债性、

发展性四个方面构建现金流指标体系，笔者在此基

础上，加入集团现金管控程度指标，以期检验现金

流指标与集团总部对现金的控制程度是否分别对企

业财务绩效有显著影响。

（1）现金流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现金流指标分类公式

指标 

种类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获现性

销售现金比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营业收入

全部资产现金

收回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

盈利性
股东权益收现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股东权益

净利润现金比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净利润

偿债性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流动负债

现金债务保障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负债总额

发展性

全部现金流量比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性现

金流出额 + 融资性现金流出额）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

额增长率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 上期经营

性现金流量净额

（2）集团现金管控程度指标。选择子公司持现

比例作为关于企业集团现金管控程度的指标。在一

个企业集团中，子公司的持现比例越低，越能说明

集团总部对全集团资金的高度控制；反之，子公司

的持现比例越高，越能说明集团内财权分散，总部

对集团内部资金的控制不够强。因此，子公司持现

比例直接反映了企业集团的现金管控程度。参考张

建平等（2016）的指标计算方法，将集团内部的经

营性现金支出作为其正常的持现需求估计值。考察

集团现金管控程度时，从总的现金占用中剔除这部

分正常的经营性持现需求。

其中，经营性现金支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子公司经营性现金支出＝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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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母公司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

经过简单推演，用扣除子公司经营性现金支

出占比后的值表示子公司的持现比例。其表达式如

下：

 
合并报表现金－母公司报表现金 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母公司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

子公司持现比率
合并报表现金 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

0 1 2 3 4 5ROE cit it it it it itA Pr Ca Op Cd              

 
综上，共设计解释变量 9 个。

（三）共线性检验与提出假设

1. 共线性检验

多重共线性是指线性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

间由于存在精确相关关系或高度相关关系而使模型

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为避免发生这种模型失

效的情况，笔者用强迫进入法，以 9 个解释变量为

自变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共线性检验，得到如表

2 结果。

表 2 第一次共线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符号 允差 VIF

销售现金比率 Sc 0.092 10.885

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 Ac 0.060 1.535

股东权益收现率 Sh 0.068 14.740

净利润现金比率 Pr 0.505 1.979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De 0.033 30.198

现金债务保障率 Dc 0.020 49.299

全部现金流量比率 Ca 0.127 7.873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长率 Op 0.935 1.070

子公司持现比率 Cd 0.755 1.324

从表 2 可见，解释变量中，销售现金比率、股

东权益收现率、现金流动负债比率、现金债务保障

率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大于 10，即存在严重

的高度相关关系，很大程度上具有使模型失真的可

能性，因此这 4 个变量不能作为自变量，应予剔除。

剔除后，剩余的 5 个变量再次进行共线性检

验，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见，剩余的 5 个解释变量的允差均小

于 1，VIF 均小于 2，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 提出假设

表 3 优化后共线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变量符号 允差 VIF

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 Ac 0.516 1.940

净利润现金比率 Pr 0.798 1.253

全部现金流量比率 Ca 0.551 1.815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长率 Op 0.976 1.025

子公司持现比率 Cd 0.946 1.057

（1）获现性：获现能力是现代企业重要的经营

绩效体现，特别是对重资产、长周期的石油行业而

言，能否获取足够现金流是与能否获取利润同等重

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命线。因此选取全部资产现

金收回率衡量石油企业的获现性。

假设 1 ：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越高，财务绩效

越优异。

（2）盈利性：由于石油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主

要来自石油销售收入，而油价受到国际市场以及需

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变化较大，因此选取指标从现

金流量角度分析企业的获利能力和财务绩效之间的

关系。

假设 2 ：净利润现金比率越高，财务绩效越优

异。

（3）发展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是日常营运和

投融资资金的来源保障；由于石油企业开发投资周

期较长、建设投资大、国际油价波动巨大，筹资和

投资过程中面临不确定性，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能

否保持为正，并且维持增长态势，是决定生产经营

是否高效的重要一环。

假设 3 ：全部现金流量比率越高，财务绩效越

优异。

假设 4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长率越高，财务

绩效越优异。

（4）现金管控程度：自 2014 年国际油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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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央企纷纷高度重视并

加强对现金流的集中管理。具体表现在集团总部收

紧资金银根，不再允许子公司无限透支集团资金池，

加强对用款计划的管控，强调用款的时效性，强调

自由现金流为正的概念。

假设 5 ：子公司持现比率越低，财务绩效越优

异。

（四）研究模型

综上所述，笔者将研究石油企业的现金流与财

务绩效的模型设定为： 
合并报表现金－母公司报表现金 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母公司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

子公司持现比率
合并报表现金 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支出

0 1 2 3 4 5ROE cit it it it it itA Pr Ca Op Cd              

 
其中，ROE 为净资产收益率，β0 为常数项，βi

代表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解释变量的下标 it 代表

第 i 个样本单位在 t 年的指标值，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模型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4。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净资产收益率 -1.20 15.93 5.3695 4.1054

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 -0.0258 0.1525 0.0655 0.0456

净利润现金比率 -5.5778 9.9667 2.7097 2.6960

全部现金流量比率 -0.1543 0.4990 0.1917 0.1185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

长率
-1.2045 9.0931 0.9007 1.8238

子公司持现比率 -1.3851 1.9229 0.2565 0.52148

由表 4 可见，中石油、中石化的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仅为 5.37%，与此相比，2017 年我国 A 股上

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为 8.06%。可见，中

石油、中石化近年来的盈利能力比较一般，而其余

各项变量的标准差都比较大，这表明，中石油、中

石化两家企业之间、同一企业在不同时间阶段之间

的现金流状况和现金流管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也说明了从事此类研究的必要性。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标准化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符号

与假设是

否一致

显著程度

假设模型 

整体
0.00

在 1% 水平

上显著

全部资产现

金收回率
0.854 7.917 0.00 一致

在 1% 水平

上显著

净利润现金

比率
-0.587 -6.774 0.00 不一致

在 1% 水平

上显著

全部现金流

量比率
-0.170 -1.631 0.109 不一致 不显著

经营性现金

净流量 

增长率

0.134 1.710 0.093 一致
在 10% 水

平上显著

子公司持 

现比率
-0.202 -2.536 0.014 一致

在 5% 水平

上显著

由表 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全部资产现金收

回率的系数符号与假设时一致，且在 1% 水平上显

著，也就是说，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越高，净资产

收益率越高，石油企业的财务绩效越优异。经营性

现金净流量增长率、子公司持现比率的系数符号也

均与假设的一致，且分别在 10%、5% 水平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即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增长率越高、子

公司持现比率越低，则净资产收益率越高，石油企

业的财务绩效越优异。

同时，净利润现金比率在 1% 水平上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说明净利润现金比率显著地影响着石油

企业的财务绩效，尽管可能由于笔者选取的企业数

量和报告期数不够充分，受到样本量的限制，系数

符号未能与预期一致，但仍证明了石油企业的净利

润现金比率与财务绩效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明显的

相关性。

因此，假设 1、4、5 均充分得到了实证检验结

果的证实，假设 2 部分地得到了实证检验结果的证

实。

四、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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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石油企业的全部资产现金收回率、经营性现金

净流量增长率、净利润现金比率等现金流指标与财

务绩效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且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系

数基本符合假设，这与现有文献的观点是一致的。

另外，石油企业的子公司持现比率与净资产收益率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说明石油企业的经营

水平与资金集中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加强现金流管

理对提升石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现

金流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集团总部对现金流的集中

管理。

（二）加强石油企业现金流管理的几点建议

1. 充分认识现金流管理的战略意义，自上而下

坚守资金底线

“现金为王”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金科玉律。特

别是近年来油价不断下行，完成这个任务显得尤为

迫切。在异常复杂的经营形势下，保障自由现金流

指标为正，对于我国石油企业从容应对困难局面，

保持战略定力，确保稳健经营，积蓄后续发展优势，

乃至增强发展信心和底气，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 强化管控，量入为出，由集团总部按计划统

筹安排资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当前的石油企业来

说，“预”就是资金计划。对于石油企业，分、子公

司众多，全集团法人实体数以千计，只有严格执行

资金计划才能管好“钱袋子”。在科学、严密的资金

计划体系中，以收定支、统筹规划，把集团的资金

池用活、用好，就一定能走出下属单位各自为政的

狭窄眼界，实现全集团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益最大化。

3. 发挥创新思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现金流

管理新思路

石油企业的投资规模大、收益周期长、承担国

家重点项目多，不能机械地说停就停、教条地控制

资金流出，常规的现金流控制手段不一定适用。因

此，有必要站在集团公司的高度开拓思路，例如：

将现金流管理与“票据池”相结合，在盘活各下属

单位沉淀票据的同时减少集团整体现金流出；将现

金流管理与国资委“两金压控”任务相结合，细化

分解“两金”清理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回款

催收力度，进一步降低库存水平，盘活营运资金；

将现金流管理与国家供给侧改革相结合，降杠杆减

负担，有效遏制各种低效、无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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