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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20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retail industry of six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7 as samples, uses DEA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value of each listed 

company, and uses Tobit regress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any's financial efficiency.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ix provinces 

of East China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number of listed companies that have achieved efficiency is 

4, accounting for 20%; the monetary funds and net fixed asse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of the company. There is a marginal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efficiency impact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retai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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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论文以2013-2017年我国华东六省零售行业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DEA方法

测算出各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值，并且利用Tobit回归方法对公司财务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华东六省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整体上偏低，达到有效率的上市公司数

量有4个，占20%；货币资金和固定资产净额对公司财务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地区居民消费指

数对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影响存在边际效应。 

1．引言 

如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零售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零售企

业公司财务效率如何除了关系着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国家在零售行业领

域制定和发布相关政策和决定，研究分析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是一项极具深远意义

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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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通过对华东六省零售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选出效率表现

较好的几家公司，并且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从而对效率表现较差的公司提供对策及建议，进

而希望业内能够引起重视，以此为鉴。希望本文可以给其他地区的零售企业也提供参考。 

2．财务绩效评价相关方法 

2.1  DEA模型 

DEA，即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简称，数据包络分析[1][2]。在1957年，由著名运筹

学家Farrell提出，其后，经过Charnes和Banker等人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与不断发展，最终用来

评价决策单元（DMU）有效性的一种分析效率的实用方法。 

由于零售企业相比控制产出来说，通常更容易控制它的投入，所以，本文采用基于投入

导向的DEA模型进行效率评价。 

2.2  TOBIT模型 

在1958年，James Tobin研究了被解释变量有上限、下限或者存在极值的问题，在此之后，

业内学者开始前仆后继地纷纷关注起这一类问题的研究。Tobit模型的限制条件是因变量必须

要在符合某些约束、限制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取值]。因此，它的别称也叫作样本选择模型，或

者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模型主要研究的是在某些特定选择行为下连续变量是如何发生变化

的，它由于受限变量是自身的因变量，因此与其他模型有一定区分，比如离散选择模型、连

续变量模型。 

3. 基于DEA-TOBIT模型对华东六省零售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 

3.1  华东六省零售业上市公司概况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行业分类标准，选取了六省25家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本论文的研

究对象。为保证指标数据的可靠性和连续性，剔除在2013-2017年间被ST的公司1家以及公司

财务报表中报表类型为母公司报表的公司4家，筛选出华东六省20家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

本文的研究样本。 

3.2  运用DEA模型测算财务效率 

3.2.1  指标选取  

对于财务效率，本文选取以下三个财务指标作为投入变量。分别是：货币资金（X1）、

固定资产净额（X2）、非流动资产合计（X3）。 

产出指标往往都是可以用来权衡上市公司财务效益如何的指标。本文选取的产出变量：

营业收入（Y1）、营业利润（Y2）、利润总额（Y3）、净利润（Y4）。如下表1所示。 

表1  指标代号及名称 

指标类别 指标代号 指标名称 

投入指标 

X1 货币资金 

X2 固定资产净额 

X3 非流动资产合计 

产出指标 

  

Y1 营业收入 

Y2 营业利润 

Y3 利润总额 

Y4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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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样本选择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行业分类标准，选取了中国华东六省25家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本

论文的研究对象。考虑到环境指标数据采集的连贯性问题，本文以2013年作为节点，选取了

2013-2017年5年间的相关数据。为保证指标数据的可靠性和连续性，剔除在2013-2017年间被

ST的公司1家以及公司财务报表中报表类型为母公司报表的公司4家，筛选出华东六省20家零

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样本，并收集了研究样本在2013-2017年5年间的相关数

据。本论文所选取样本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金融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 

因为原始数据中有负数，因此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为了减少误差，归一化到[0.1,0.9]。 

3.2.3  测算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20家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进行初步测算，结果发现样本公司

的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899，它的纯技术效率的平均值为0.961，相应的规模效率的平均值为

0.935。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在2013-2017年5年间，达到DEA华东六省零售

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相对有效的公司有4个，占总数的20%。而非DEA 有效的上市公司中，

技术效率有效的有4个。可以把华东六省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华东六省零售行业相对有效上市公司。包括华东医药、南京医药、百大集团、

永辉超市四个上市公司。在这一层次上，华东六省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在综合效率、技术效

率以及规模效率三个方面均达到了1 ，说明了这一层次的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无论是

在产出的效率上还是在投入的规模上都是相对合理的，公司各项财务指标都得到了相对优化

合理配置[23]。 

第二层次：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报酬递增，比如辉隆股份、杭州解百、宁波中百。这就

说明了，在这一层次上，华东六省零售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非DEA有效性是因为规模

效率，而与纯技术效率的无效无关，另外财务效率的规模收益是呈现着递增趋势的，这就说

明了投入的规模相对来说是不充分、不够的，需要尽可能加大财务指标的投入力度，才可能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从而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第三层次：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报酬递减。这一层次的上市公司主要是苏宁易购。说明

了在该层次下的财务指标是存在问题的，即存在投入过量，导致产出规模效率不高的问题。

为了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应当尽可能控制财务指标的投入规模，改

善过度投入造成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四层次：非DEA有效，规模报酬递增，例如合肥百货、漳州发展、新华都、亚夏汽车、

宏图高科、中央商场、大东方、南京新百、东百集团、银座股份、文峰股份、三江购物。说

明这些上司公司财务指标的非效率性，既包含了技术非效率性也包含了规模非效率性，但事

实上，这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是呈现递增趋势的，因此，对于这一层次的上市公司财务指

标的效率配置可以在投入规模不变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增加投入规模的手段，来使得配置的

效率得以优化进步，从而可以来达到规模有效的最终目的。比如合肥百货在2013年要想达到

DEA有效的目标值就需要增加0.07个单位的货币资金，0.02个单位的固定资产净额，0.01个单

位的非流动资产合计。 

3.3 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 

3.3.1  效率影响因素选取 

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因素不仅仅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除了被经济、社会、政

策等外在环境影响，也会被上市公司自身财务指标所影响[9][10][11][12]。在综合考量了多方面因

素影响的基础之上，本篇论文将影响华东六省零售行业20家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主要因素概

括为以下五个因素：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净额、非流动资产合计、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居民

消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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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模型构建 

以五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样本20家上市公司DEA测算的综合效率值作为因变量，

构建TOBIT模型如下： 

Y=C+ 1X1+ 2X2+ 3X3+ 4X4+ 5X5+μi                            (1) 

式子（1）中，Y表示样本20家上市公司DEA测算的综合技术效率，C表示常数项， X1

表示货币资金，X2表示固定资产净额，X3代表非流动资产合计，X4代表地区生产总值，X5

代表地区居民消费指数， 1、 2、 3、 4、 5代表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μi 代表误差项。 

3.3.3  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计算出效率值以及统计的影响因素指标值，采用EVIEWS10软件，对华东六省零

售行业20家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表2所示。 

表2  Tobit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X1 0.570248 0.158046 3.60811 0.0003 

X2 -0.473509 0.134589 -3.518172 0.0004 

X3 -0.160622 0.201599 -0.796739 0.4256 

X4 -0.049107 0.031939 -1.537524 0.1242 

X5 0.002511 0.031645 0.079348 0.9368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货币资金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固定资产净额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有显著的反向关系。非流动资产合计和零售业上市

公司财务效率有反向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区生产总值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

率有反向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地区居民消费指数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有正

向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货币资金与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之间有正向关系，且关系显著。通过每提高一个单

位的货币资金，就可以提高0.570248个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正如上文在选取指标时所

分析的，货币资金作为我国企业当中流动性最强的一种资产，它的周转的时期以及风险会对

企业的经营效率以及收益结果造成巨大的影响。另外企业们为了保证自己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都不得不拥有一定量的货币资金。由回归结果分析可知，货币资金的

存量和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有关。存量越大，那么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就越高。 

固定资产净额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之间具有反向关系，并且关系显著。这就说明

了零售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净额的多少显著影响着公司的财务效率，固定资产净额越多，

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越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如上文在指标选取时所分析的，固定资

产净额的存量大小对该企业的经营效率有着重要影响。存量过大，根据回归结果，则会导致

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公司财务效率低下 

非流动资产合计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之间有反向关系，但这一统计结果并不显著。

这就说明了，非流动资产合计对零售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之所以出现这

种结果，本论文认为主要是由于非流动资产合计就是总资产减去流动资产的部分，包含的成

分较多，无法比较精确地描述零售业的上市公司效率。 

地区生产总值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这一统计结果并不显著。

这就说明了，地区生产总值对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地区GDP不仅仅

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也是该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状况的象征。但是，地区生产总

值等于各产业增加值之和，除了零售业还有很多产业的生产值，无法凸显出零售业的财务效

益。 

地区居民消费指数和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有正向关系，但并不显著，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地区居民消费指数对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影响存在边际效应，并不是地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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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指数越大，效率就越高。适当提高地区居民消费指数可以提高零售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

效率，但是过度扩大指数则会使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受到影响。 

4. 总结 

本文基于华东六省零售行业20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以及国泰安金融数据库和国家

统计局网站的数据，运用DEA模型，构建了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投入和产出评价指标

体系，继而测算出了这二十个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并划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接着，把DEA测

算的综合效率值作为因变量，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的五个因素进行

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的结论： 

（1）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效率跟企业的货币资金有显著关系，且货币资金存量越大，

该公司的财务效率越高。 

（2）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和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之间有显著的反向关系。 

（3）地区居民消费指数对零售业上市公司财务效率影响具有边际效应。过度提高地区居

民消费指数，即使是资源优化配置合理的企业，公司的财务效率也会降低，达不到提高效率

的目的。 

建国初，华东六省曾是中国六大行政区之一，并且为当时一级行政区。在2017年中国县

域经济50强中，华东六省占近五分之四。在2018年，内地GDP七大域中华东地区（六省一市）

包含省级单位最多，并且其中江苏省GDP总量排全国第二，山东省排全国第三，浙江省排全

国第四。可见华东六省的经济实力遥遥领先。整体上，华东地区是中国综合技术水平最高，

也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研究华东六省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具前瞻

性，得到的经验、教训也可以为其他地区的零售行业发展提供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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