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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financial early-warning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elects Chinese big data listed
companies as research samples, constructs financial
early-warning mode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listed companies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zes its discriminat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onstruct a financial early-warning
model by using logistics regression method to help
listed companies prevent financ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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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国内外财务预警研究进行系统研究
的基础上,选取我国大数据上市企业公司作为研究
样本,综合运用 Logistic 回归法构建电子信息上
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并分析其判别效果。研究结
果表明,通过运用 logistic 回归法构建财务预警
模型来帮助上市公司防范财务风险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
关键词—财务预警模型，财务风险，Logistic
回归分析

I.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经济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金融危机、
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股市震荡反复，这
些事件在让我们担忧的同时，又迫切地希望
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预警监督系统。企业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企业的发展影响
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要想保持企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

系统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危机。建立
风险预警系统有助于企业及时发现经营管理
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避免
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困境之中。近年来，企
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事件也是时有发
生，全球企业破产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且波及
范围广。电子信息上市公司也没能逃脱破产
的厄运。许多电子信息上市公司被带上了
ST、*ST 的帽子，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声誉和
发展，财务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
发展也会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
健康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
用，保持企业的良好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都大有好处。然而已有越来越多
的企业卷入破产的风暴，这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建立
一套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当企业财务状况
出现恶化时，系统提前发出预警信号，使企
业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风
险。现如今国内外关于财务风险预警的研究
已有不少，但具体到每一个行业的研究还不
是很多，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
电子信息业上市公司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被认为是现代财务理
论的理财标准，不只有要保护股东的权益，
更应该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要
对企业进行财务风险预警研究，对企业进行
财务风险预警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Copyright © 2019,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79

Advances in Intelligent Systems Research, volume 171

II.

文献综述

A. 国外研究现状

III.

研究设计

A. 研究思路及方法

国外对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已
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大量有效的财务危
机预警模型。Fitzpatrick[1] 最早对企业财务危
机预警进行了单变量研究 , Beaver[2]对 79 个失
败企业和相同数量、同等资产规模的成功企
业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单变量判定模型,即
通过个别财务比率指标的走势的恶化来预测
财务危机状况。由于采用不同的比率指标预
测同一个公司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Altman[3]
首先采用判别分析方法,运用多种财务指标加
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值(称为 Z 值)来预测财
务危机,建立了企业财务危机预警分析的多变
量模型。Zavgren[4]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B.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和证券市场
出现比较晚,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起步
较晚,主要是利用国外的方法来建立中国的财
务危机预警模型。吴世农、黄世忠曾介绍企
业的破产分析指标和预测模型。张玲[5]以 120
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多元线性判别模型,
发现该模型具有超前四年的预测能力。张钱
等[6]运用 logistic 模型建立了风险评价方法。
郑茂[7]分别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 Logistic 模型
建立和估计了预警模型。巢剑雄[8]利用因子分
析方法和 Logistic 模型的结合来最大程度地区
分企业财务状况好坏,有效进行企业财务困境
预警。闫哲[9]利用 logistic 模型，然后选择 ST
公司和非 ST 公司对企业财务危机进行预测，
而且对实证模型构成的方法进行了充分的检
验。
单变量模型只是利用个别比率指标预测企
业财务失败,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许多
因素的影响,故单个比率反映的信息往往有限,
无法全面显示企业的财务状况。多元判别模
型要求自变量呈正态分布且两组样本等协方
差时才能使用,而现实的样本数据往往不能满
足这一要求,这就大大限制了多元线性判别模
型的使用范围,并且其工作量比较大,研究者需
要做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工作。Probit
模型要求企业样本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函
数的 P 分位数可以用财务指标线性解释,其假
设不算很严,但计算过程复杂,且有较多近似处
理,其预测精度较高。神经网络方法没有严格
的假设条件,但目前普遍运用的算法存在鲁棒
性差、搜索的空间维数较小,易陷入局部最优
解等不足,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还有待提高。而
Logistic 模型虽计算过程复杂,且有很多近似处
理,但不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预测精度又较高,
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本文旨在运用 Logistic
回归来进行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预警分
析。

本文以上市公司被 ST 作为企业经营失败
的界定标准,这也是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
标志。本文先对 ST 公司的类型和阶段进行划
分,就所选取的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 ST 的所
有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经初选剔除非正常且数
据缺省的公司,最终获得 90 个财务危机公司
样本,同时根据行业和规模匹配原则另外选取
了 90 个 正 常 公 司 作 为 配 对 样 本 。 由 于
Logistic 回归对多重共线性敏感,当变量的相
关程度较高时,样本的较小变化将会带来系数
估计较大的变化,从而降低模型预测的效果。
而各项财务指标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之间的
相关程度往往较高,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的影
响,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模型中删除某些变
量,但这样又会损失较多财务信息。因此,本
文首先对财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再根据一定
的贡献率选出若干公因子进行 Logistic 回归。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了反映期偿债能力、盈
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经营能力四大类共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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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原始变量浓缩
成少数几个公因子,再根据所得到的因子得分
进行 Logistic 回归,最终得到财务危机预警模
型。本文着重以定量模型为主、以定性分析
为辅进行财务危机预测。
Logistic 模型是对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假设企业破产的概率为 P (破产取 1,非破
产取 0) ,并假定 ln [ P / ( 1 - P) ]可以用财务比
率线性解释,则可得到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一般
形式:
Zi = ln[ Pi/ (1 - Pi) ] =α+ n∑j = 1βjXij +εi

(1)

然后推导后可得出 Logistic 概率函数的形

的是 2016 年的数据,则财务正常公司也同样采
用 2016 年的数据。(2)配对样本与财务危机公
司行业类型相同或相近。(3)配对样本与财务
危机公司的总资产规模相当。(4)剔除数据严
重缺失或不合理的公司及两年内就被 ST 的公
司。(5)剔除因其他状况异常而被 ST 的公司。
据此,本文在剔除了非正常的 ST 公司和数
据缺省的公司后,最终得到数据齐全且典型的
样本总数为 180 个。本文参考人民网上公布的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质量测评系统,选取了反映
期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经营能
力四大类共 9 个财务指标 ,然后通过因子分析
法确定模型的预测变量。

式:

Pi=

表 1.初始财务指标
偿债能力指标

X1：流动比率
X2：现金流动负债比
X3：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指标

X4：营业利润率
X5:净资产收益率
X6：资产净利率

成长能力指标

X7：营业收入增长率
X8：总资产增长率

经营能力指标

X9：总资产周转率

(2)

Pi 是指在条件 Xij = (Xi1, Xi2, …, Xin)下事件
发生的概率,则(1 - Pi)就表示该事件不发生的
概率,a 是截距,βj 是待估的参数。通过设定临
界值作为事件发生与否的标准,如果事件发生
的概率大于临界值,则判定事件发生,反之,判定
事件不发生。一般的判定规则是:如果 Pi 值大
于 0.5,则表示该企业破产的概率较大,那么判
定该企业为即将破产型;如果 Pi 值低于 0.5,则
表明该企业财务正常的概比较大,判定该企业
财务正常。
B. 样本和财务指标的选取
1) 研究样本的选择设
由于 A 股上市公司执行国内的会计准则和
会计制度,并由会计事务所审计,B 股上市公司
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由外资会计事务所审计,从
而导致了 A 股公司资料与 B 股公司财务资料
缺乏可比性,所以本文只以 A 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本文将 ST 股票作为财务危机组处理,
依照其产生的原因及特征,从我国上海证券交
易所被 ST 的 A 股上市公司中选取 90 家作为
财务危机组,同时又从财务正常 A 股公司中选
择 90 家作为财务正常组。样本数据可以从锐
思数据库上公布的年度财务指标中查到。
由于证监会是根据上市公司前两年的年报
所公布的业绩判断其是否出现财务状况异常
并决定是否要对其进行特别处理的,所以采用
上市公司前两年的年报预测其是否会被 ST 显
然会夸大模型的预测能力。因此,本文选择在
上市公司被 ST 的前三年进行预测,判断其最终
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 即如果某上市公司在
2019 年被特别处理,我们采用 2016 年的年报数
据进行预测。

2) 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
因子分析是以最少的信息损失 ,将众多的
原始变量浓缩成少数几个公因子,使得变量具
有更高的可解释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本
文用 SPSS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表 2 给出了因
子分析的 KMO 检验和球形 Bartlett 检验结
果。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概率 p 值为 0. 000,即
原假设被拒绝,也就是说,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
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别。同时 KMO 值为 0.
638,根据 KMO 度量可知,原变量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
表 2.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

0.638

量。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93.808
df

36

Sig.

0.000

首先得到各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见表
3。

为了剔除不同年份、行业和资产规模因素
对财务危机预测的影响,我们根据以下原则按
1：1 的比例选择财务正常的上市公司作为配
对样本: (1)研究期间一致,如财务危机公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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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F1
4.274
62.833
62.833
F2
0.906
13.320
76.153
F3
0.717
10.540
86.693
F4
0.322
4.738
91.432
F5
0.235
3.451
94.883
F6
0.149
2.192
97.075
F7
0.098
1.447
98.521
F8
0.058
0.853
99.375
F9
0.043
0.625
100.000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到 ,前 4 个公因子的
累积贡献率达到 91. 432%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
4 个公因子来代替原始的财务指标。其因子载
荷矩阵见表 4。

我们将得到的 3 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作为
自变量,用 SPSS 对分析样本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析,最后得回归方程为:
Z=36.527 - 68.960F1 - 77.906F2 - 90.877F374.430F4
P=(1/1 + exp( - 36.527 + 68.960F1 +
77.906F2 + 90.877F3 ) )
(4)
运用上面公式对检验样本进行预测,根据
所得到的 Logistic 方程,把检验样本的因子得分
代入回归方程,得到 P 值,以 0.5 为最佳判定点
对检验样本进行回归判定 ,如果得到的 P 值大
于 0.5,则判定该公司为即将破产型;如果 P 值
低于 0.5,则判定该公司财务正常。通过 spss 进
行 logistic 检验，其结果见表 5:
表 5.检验判定结果表

表 4.因子载荷矩阵
财务指标

分类表 a

成份
1

2

已预测

3

资产净利率(%)

0.881 -0.080 -0.171

资产负债率(%)

-0.794 0.172 0.319

营业利润率(%)

0.773 0.021 -0.382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0.563 -0.246 0.043
营业收入增长率(%)

0.226 0.876 0.19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194 0.805 -0.067

总资产增长率(%)

0.422 0.563 0.332

现金流动负债比

0.479 -0.279 0.633

流动比率(%)

0.379 -0.342 0.529

从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到 :因子 F1 在
X6 、 X3 、 X4 、X5 上有较大的载荷,它主要是由
资产净利率、资本负债率、营业利润率和净
资产收益率解释;因子 F2 在 X7、X8、X9 上有较
大的载荷,它主要是由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
产增长率和总资产周转率解释;因子 F3 在 X1、
X2 上有较大的载荷,它主要是由现金流动负债
比解释。在确定了各因子的经济意义之后,可
以从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得到各因子关于原始
财务变量的线性表达式如下:
F1=0.379X1+0.479X2-0.794X3+0.773X4
+0.563X5+0.881X6+0.226X7 +0.422X8+0.194X9
F2=-0.342X1-0.279X2+0.172X3+0.021X40.246X5-0.080X6+0.876X7+0.563X8+0.805X9
F3=0.529X1+0.633X2+0.319X3-0.382X40.043X5-0.171X6+0.199X7+0.332X8-0.067X9
(3)
3) 实证分析

是否即将破
产
百分比校
否
是
正

已观测
步骤 是否即将破 否
1
产
是

79

11

87.8

14

76

84.4
86.1

总计百分比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该 Logistic 模型对检验
样本的分类都相当令人满意,在 90 个财务正常
的公司中,只有 11 个公司被误判为财务危机公
司,其对财务正常公司的预测精度达到了
87.8% ,而在另外的 90 个财务危机公司中,也只
有 14 个公司被误判为财务正常公司,其预测精
度也达到了 84.4%。总精确度达到了 86.1%。
IV.

结论与建议

A. 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
析，利用 2016 年 180 家电子信息上市公司财
务报表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财务风险预警
的实证研究，将 Logistic 回归模型应用到我国
的电子信息上市公司，并取得了较好的预测
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财务数据建立的
预警模型可以提供比较高的判别精度，能够
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使
企业能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积
极应对财务风险。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B. 政策建议
预期的风险如果得不到良好地控制就很有
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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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首先要做的是树立起一种风险管理意识。
同时还要多方面考虑，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其主要应对措施
有：
1) 提高财务预警意识
现如今经济的发展迅速，企业的竞争压力
也越来越大，时时刻刻面临着来自外部和内
部的风险，因此企业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财务
预警意识。通过企业对外提供的一些财务信
息就可以看出一个企业财务状况得正常与
否，因为财务数据起警报器的作用，在企业
被 ST 的前几年这些财务数据会出现一些异常
变动，这时企业就可以通过这些异常变动的
数据及时发现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并实施有效
手段使企业免受更大的损失。
2) 合理安排负债的规模，保持资金的流动
性和安全性
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是影响企业财务状
况的两个重要指标。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发
现危机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都比较高，企业
因承担过重的债务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影
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实际上负债筹资是
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杠杆收益，也有可能
引发财务危机，企业负债筹资很正常，但不
是说负债越多越好，它有一定的比例限制，
一般认为企业资产负债比率不要超过 60%，
超出这个界限就有可能使企业面临严重的财
务风险。
3) 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利
润来源于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在本文的研
究中我们得知，财务危机企业的获利能力不
强，销售增长缓慢，有的甚至出现负值，企
业获利能力不强就不能实现更多的销售收
入，收入不多当然实现的利润就少，企业预
留下来的留存收益也就不会那么多，企业也
就不可能自由支配更多的资金，当然企业就
不能应对一些意外情况和实现扩大再生产。
因此要使企业不断的成长，提高它的获利能
力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实现更多的销售收
入前提下，企业才能够支配更多的自由资
金，在企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时才能坦然应
对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
能力，使自己在行业中处于重要地位。
4) 建立财务危机预警体系
财务预警系统对于企业防范财务危险具有
重要作用，因此在企业内部建立预警体系制
度是十分有必要的，相关部门应该给予支

持。便于企业能够采取有效的手段转移风
险，使损失最小化。在建立财务预警体系中
要注意：一是在企业内部要建立高效的信息
系统。建立信息系统的目的是便于信息的收
集、传递，信息的收集和反馈都离不开人，
因此还必须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这是建立
财务危机预警体系首先要做的；二是完善企
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尤其要注意财务控制制
度的建立，因为它对财务预警体系的建立影
响最大，在财务控制制度建立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以下方面：现金流预算、成本费用、应
收账款等方面，设置岗位时要遵循不相容职
务相分离、授权批准等原则，防止因内部管
理混乱造成的危机；三是要实行责任机制。
坚持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问
题出在谁的身上，谁就应该负起全部的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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