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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many unicorn enterprises, although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s not ideal, 
but the valuation level is high. Most unicorn companies even broke after listing, investors face los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optimizing the valuation method of unicorn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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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诸多独角兽企业尽管财务业绩不够理想，但估值水平居高不下。多数独角兽

企业上市后甚至破发，投资人面临亏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试图从人力资本角度探讨优化我国独角

兽企业估值方法的对策。 

1．引言 
独角兽企业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未来发展前景被看好，颇受

资本市场青睐的企业[1]。这类企业尽管财务指标可能不尽如人意，甚至连年亏损，但估值依

然很高。对这类企业而言，传统估值方法无法体现独角兽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本文

以此为切入点，拟从人力资本角度探讨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的优化对策。 

2．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的优化对策 

众所周知，企业价值取决于其经营模式，所拥有资产运营的效率效果。独角兽企业有优

秀的创新团队、独特的经营模式，且处于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行业。这类企业的特点决定了人

力资本及其创新能力在估值中的重要作用。为了使传统估值方法适应独角兽企业的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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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人力资本角度探讨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的优化对策。其路径在于：基于人力资本视

角探讨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的账面价值法、市盈率法等的优化对策。 
 

2.1  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账面价值法的优化对策 

所谓账面价值，也就是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该方法的原理为，企业的价值是由企业

资产负债表上各类资产账面价值去除负债后的净额决定。其模型表达式为：企业价值=企业净

资产账面价值。 
尽管账面价值法确定企业估值简单，但该估值方法的缺陷在于无法体现独角兽企业创新

团队、管理团队等这类特殊的资产。与传统企业相比，独角兽企业创新能力、管理团队是其

重要的资产，这些资产的运营效率是该类企业基业长青的保障。对于独角兽企业来说，其人

力资资本的范围至少应该包括公司的高管、项目技术的研究人员等，因为这些职位稀缺性大，

可替代性小，对于这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独角兽企业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3]。一旦将人力

资本量化，引入到企业资本结构与资产结构，不仅将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企业的财务

风险，而且将优化企业的资产结构，降低经营风险，并能缓解股东与经营者的矛盾，降低代

理成本。因此，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将人力资本的占用形态——人力资产视为企业资产的一

部分，可将企业估值的账面价值法修正为：企业价值=企业净资产+人力资产。 
使用该方法对独角兽企业估值，需确定该类企业人力资本价值的基础上，进而确认人力

资产价值。从可操作性角度看，结合独角兽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即技术人员、

管理团队的收益），并采用收益法确定该类企业人力资本价值， 其模型为： 
 

  
 
Vn表示独角兽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I（t）代表独角兽企业每年对技术创新人员、管理

团队的投入；r则为企业的折现率，可结合企业所处行业的风险水平确定折现率。折现期可趋

向无限期。 
  上式可依据预计投入推导出若干种形式，如每年投入固定增长、每年投入固定不变等。

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下，当独角兽企业每年对技术创新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保持同一水

平时，则基本公式变形为永续年金求现值，基本公式变形为： 

r

I
Vn   

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下，当独角兽企业每年对技术创新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以年增

长率 g固定增长时，则人力资本基本估价公式类似于股利固定增长模型，基本公式变形为： 

gr

I
Vn 

 1
 

 在确定独角兽企业人力资本价值的基础上，确认该类企业人力资产价值，若未来独角兽企

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实际投入低于或高于原先预计投入，则从资本保全原则角度考虑，

作为人力资产贬值或升值，只调整人力资产价值，而不调整人力资本价值[4]。 
收益法确定独角兽企业人力资本价值，因可直接取得该类投入的数据，而使得该方法具

有可操作性。此外，修正后的结果必将大大提高独角兽企业的估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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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市盈率法的优化对策 

全文的行距设定为单倍行距，段落首行缩进2字符。采用市盈率估值即依据企业利润以及行

业市盈率水平确定企业价值。当前诸多独角兽企业大量的战略性补贴、巨额的高管、研究人

员的薪酬支出是侵蚀该类企业业绩的主要原因。对独角兽企业而言，改变这些支出的属性，

采用收益法将独角兽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资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后，则该类企

业的利润将比原先账面收益高。其原因在于，因原先财务核算将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支出

该类费用计入管理费用，并直接冲减当期利润。显然，从人力资本角度资本化这些支出，则

该类企业的净利润必然增加
[5]。相应地，其估值水平也必然提高。 

市盈率法下独角兽企业的估值为：{税后净利润+独角兽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

×（1-所得税率）}×行业市盈率水平 

上式推导过程如下： 

当前会计准则对高管、研究人员的薪酬支出列为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本文主张

将这部分支出资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相应地，调整后的企业净利润={当前会计准则核算下

的税后净利润÷（1-所得税率）＋高管、研究人员的薪酬支出}×（1-所得税率） 

因此，市盈率法下独角兽企业的估值为：调整后的净利润×行业市盈率水平，即为： 

{税后净利润+独角兽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1-所得税率）}×行业市盈率水

平 

依上述主张，修正后的账面价值法和市盈率法的模型如表1 ： 

Table 1 Evaluation methods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 

表1 修正前后的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 修正前 修正后 

账面价值法 企业价值=企业净资产 
企业价值=企业净资产+人力资产价值 

 

市盈率法 企业价值=净利润*同行业市盈率 

企业价值={税后净利润+独角兽企业对

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1-所得

税率）}×行业市盈率水平 

 

2.3  利用对赌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提升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水平 

对赌的本质是估值调整协议，即投融资方对未来不确定事项的特殊约定。若企业未来的获利

能力、关键指标等达到某一标准，则融资方享有一定的权利，用以补偿融资企业价值被低估

的风险；否则，投资方享有一定的权利，用以补偿被投资企业价值被高估的风险。通常对赌

的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财务业绩以及非财务业绩（股价、企业KPI指标等）。 
从人力资本角度探讨优化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方法的对策时，不妨引入对赌的思路。若我

国独角兽企业人力资本未来每年业绩指标超过对赌业绩指标，则增加其薪酬水准，并增加估

值水平，否则，降低薪酬水准、分期支付薪酬、递延支付绩效薪酬，并降低估值水平。与当

前投融资双方对赌的不同是，独角兽企业与高管、研究人员对赌方式除财务业绩外，更多偏

向非财务业绩，如用户人数、产量、销售量、技术专利成果等。 
利用对赌思维，独角兽企业对高管、研究人员这些人力资本所有者形成一种激励监督机制，

促使其 大化人力资产的效能，提高该类企业资产的持续竞争力，增强该类企业估值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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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举例分析，利用修正后的方法对独角兽企业进行估值计算 

以下通过举例分析，利用修正后的账面价值法以及市盈率法对独角兽企业的价值进行计

算。表2是某独角兽企业2017年12月31日的部分财务资料。 

首先我们计算人力资本价值。 

独角兽企业是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人力资本的对象主要体现在高管

和研究人员。其计量形式，可以利用薪酬折现模型计算。该模型表述如下： 

 

。 

 

假设独角兽企业每年对高管和研究人员的投入每年以固定比例增长，故上述模型可以变

形为： 

 

 

该模型类似于股利折现模型中的固定股利折现模型。其中I1表示下一年度独角兽企业对

高管及研究人员的薪酬支出，g表示企业每年对高管和研究人员投入的增长比例。假设每年投

入以5%的比例增长，由表2可知2017年为35.06亿元，故下一年为35.06*（1+4%）=36.81（亿

元）；r则表示企业的折现率，该折现率可以用企业的收益率表示，不妨设为12%。 

将上述参数带入模型中计算得到Vn=36.46/（12%-4%）=525.56亿元。因此，人力资产的

价值为525.56亿元。 

后计算独角兽企业的整体评估价值，由于修正后的账面价值法表达式为： 

企业价值=企业净资产+人力资产价值；将各项数据带入可得：企业价值=5+525.56=530.56（亿

元）。因此，利用修正后的账面价值法计算得到的该独角兽企业评估价值为530.56亿元。从

计算结果可知，修正后的独角兽企业估值金额比修正前提高了104倍，使独角兽企业的估值水

平大幅提升。 

接下来利用修正的市盈率法来计算独角兽企业的评估价值。市盈率是企业市值与企业净利

润的比值，因此该模型关键驱动指标为净利润。从表2中可知，该独角兽企业的净利润为12

亿元，利用上述净利润分析修正的思路对其净利润重新计算。由于将高管及研究人员的薪酬

资本化，将其作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因此原先将其作为费用支出的这部分金额应该加回来。

修正后的市盈率法表达式如下： 

企业价值={税后净利润+独角兽企业对技术人员、管理团队的投入×（1-所得税率）}×行

业市盈率水平 

综上分析，修正后的税后净利润计算如下： 

税后净利润=12+35.06*（1-25%）=38.3（亿元）。得到净利润后，再参考同行业市盈率就

可以计算出企业的价值。取该行业平均市盈率40， 后代入计算得到： 

企业价值=企业净利润*同行业市盈率=38.3*40=1532（亿元）。与修正前的估值金额

12*40=480（亿元）相比，独角兽企业的估值提高了219%，并且其每股收益，资产回报率也随

之大幅增加。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知，修正后的账面价值法、市盈率法对新兴的独角兽企业重新焕发出生

机，依然发挥出理论作用，并极大提高了独角兽企业的估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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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某独角兽企业2017年12月31日部分财务资料 

会计科目 金额（亿元） 修正后金额（亿元） 

总资产 840 
 

主营业务收入 400 
 

无形资产 49.8 
 

净利润 12 38.3 

股东权益 5 530.56 

高管及研究人员薪

资 
35.06 

 

 

4．结束语 

本文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将我国独角兽企业对其高管、研究人员的支出资本化，在此

基础上修正独角兽企业估值的账面价值法以及市盈率法，并主张利用利用对赌激励人力资本

所有者，提升我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水平，期待本文起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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