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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e constantly upgrading their own software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so that it occupies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the company has a clea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also have weak areas; comprehensive ranking company more of the disadvantages,
but also competitive in prominent place, so we can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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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上市信息服务公司

竞争力评价

张晓雪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贵阳 550025, 中国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全球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在不断升级自身的软件信息服务

产业，使之在行业中占据有利的地位。综合排名靠前的公司的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也有

薄弱的地方；综合排名靠后的公司劣势较多，但也有竞争力突出的地方,因此可以对我国上

市的信息服务公司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信息服务业；竞争力；因子分析；评价

1.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信息服务业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网

络等现代科学技术对信息资源进行科

学的收集、处理、加工、传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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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利用，以信息产品的形式为社会

提供服务并获取利益的一种专门行

业。按照信息服务业所服务的内容，

把该行业分为软件产品业、专业服务

业和信息处理服务业，80 年代初又增

加第四种行业，即一体化服务业。系

统集成和网络服务是信息服务业的主

要业务组成。我国的信息服务业尚处

于起步阶段，因此所占信息产业市场

的份额较少。但随着我国信息服务业

的不断推进，预计信息服务业在今后

仍将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

现代信息服务业是一种“绿色产

业”，其对传统原材料消耗很少。加

大现代信息服务业的投入，对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随着全

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的

广泛应用，使得资源共享变得更加快

捷，信息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一部

分，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

位，同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也

在不断提高，成为许多地区的新型主

导行业，并且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

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信息服

务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十分有

必要探究出一种评价体系，有助于更

加深入的了解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

理，寻求我国各个上市信息服务公司

的特点与其合理定位，找出影响公司

或企业竞争力的因子，判断其优劣

势，促进我国信息服务业整体水平的

提高。

1.2. 研究综述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中

指出企业竞争力就等于企业竞争优

势，二者之间区别很小，竞争优势是

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绩效的核心，归根

结底产生于企业为客户所能创造的价

值：或者在提供同等效益时采取相对

的低价格，或者其不同寻常的效益用

于补偿溢价而有余。田巧娣采用聚类

方法将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力指标进行

分类筛选，再用因子分析对我国上市

的 62 家企业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从

偿债能力、获利能力、发展能力、运

营能力、现金运营能力五个方面构造

出信息服务业经济竞争力的评价体

系。高飞认为对信息服务业中小企业

竞争力进行有效评价，发掘其竞争优

势，对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实现

信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其

对现代企业竞争力评价方法进行比较

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和 BP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评价

方法，对模型进行实例分析，用筛选

后的样本数据训练 BP神经网络，再用

测试样本验证网络的性能。本文的创

新点在于，基于前者的研究上，选取

的样本量较大；从盈利能力、营运能

力、创新能力、成长能力、偿债能

力、管理能力和现金能力 7 个方面构

建信息服务业的指标体系，较全面的

评价信息服务公司的竞争力。

1.3.研究目的与思路

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己有的研究成

果基础上，在国泰安、东方财富网等

网站上收集有关各个上市信息服务公

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对我国上市信息

服务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首先构建了

信息服务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在实

证方面，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出影响信

息服务企业竞争力的各因子和各因子

的得分与排名，并计算出其综合排名

来研究上市信息服务公司的竞争力水

平，促进对信息服务企业竞争力影响

因素的理解，试图让更多的企业认识

到如何提升信息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为提高竞争力以及参与国际信息

服务竞争提出合理、针对性、可操作

性建议。

2.上市信息服务公司竞争力评价指标选

择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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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指标选择

本文对信息服务企业竞争力评价

指标釆用综合可行的选取方法。其基

本步骤和过程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收集影响信息服务业竞争力度

量指标。在进行相关文献阅读、参考

相似信息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以及

搜索实证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收集并

整理已归纳总结的评价指标，分析归

纳各指标体系的共同点和不同处，再

根据各类指标的可得性，最终确定本

文的指标选取。

②确定信息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

标体系。根据实证分析的最终结果，

看本文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合理。若存

在不合理的指标，进行相应指标的修

改并重新利用软件进行分析。

表 2-1 信息服务公司指标体系

2.2.评价方法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与分层聚类相

结合的方法，因子分析是研究如何以

最少的信息丢失将众多原有变量浓缩

成少数几个因子，如何使因子具有一

定的命名解释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

法。

3. 上市信息服务公司竞争力实证研究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上述本文设定了评价上市信息服

务公司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结合我

国信息服务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剔除

了代号为 ST 的公司之后，选定了 122
家上市信息服务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国

泰安数据库、东方财富网中收集了

2016 年原始数据信息，并计算相关指

标。利用软件，对样本竞争力评价指

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实证分析

所得出的结果，分析各个公司的在各

因子排名与综合排名，进行具体解

释。

3.2.因子分析实证过程

在 SPSS22.0 统计软件中，假定显

著水平为 0.05 进行和 KMO 和巴特利

特球形检验，结果显示如表 3-1所示。

表 3-1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图

由表 3-1所示，巴特利特球度检验

统计量为 1267.562，相应的概率 P 接

近 0，小于显著性水平，拒绝零假设；

KMO 值为 0.669，大于 0.5；可以判断

KMO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表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669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67.562

df 120
Sig.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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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统指标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

根值大于 1 的特征根，根据得到的数

据，提取前 6 个因子进行分析，这些

公 共 因 子 分 别 解 释 了 总 方 差 的

21.799% 、 17.659% 、 11.232% 、

9.132%、7.192%、6.714%、这 6 个因

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 73.729%，说明能

够较好地准确地反映出信息服务公司

企业竞争力。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

转法，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根据

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

出，X7、X8、X10、X11、X12 在第 1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

偿债和成长型因子；X1、X2、X3、
X4 在第 2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

以解释为市场盈利型因子；X13、X14
在第 3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

解释为资产管理型因子；X15、X16在
第 4 个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

释为现金流量型因子；X9 在第 5 个因

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创新

力因子；X5、X6 在第 6 个因子上有较

高的载荷，可以解释为资本营运型因

子。运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矩阵由此得到各个因子得分的计算公

式：

其中，为各项指标经处理之后的标准

化数据,再以各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

率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综

合评价得分：

F=0.21879F1+0.17596F2+0.10608F3+0.
07713F4+0.06981F5+0.06889F6；

3.3.因子分析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各信息服务

公司在各因子上的得分与综合得分。

由评价结果可得，从综合得分与排名

与各因子得分排名来看，可以得出影

响上市信息服务公司企业竞争力的主

要因素是偿债和成长型因子、市场盈

利型因子、资产管理型因子、现金流

量型因子、创新力因子、资本营运型

因子，其中对信息服务公司影响力较

为显著的是偿债和成长型因子、市场

盈利型因子。

(1)分析结果可以说明，2016 年我

国上市的信息服务的综合竞争力大于 0
的只有 44 家，占样本总数不到 1/4，
说明总体竞争力偏低。赢时胜、东软

集团、网宿科技、兆日科技、东软载

波是综合排名前五的信息服务公司，

综合得分分别为 1.22、1.08、1.03、
0.85、0.74。其中，赢时胜凭借其良好

的偿债能力、成长能力以及现金能力

排名第一，而排名倒数第一的佳都科

技综合得分为 -0.21，两者之间相差

1.43分，差距较为明显。

(2)偿债和成长型因子的因子权重

约为 21.8%。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的
信息服务公司共有 42 家，占总样本量

的 34.4%，未到样本量的一半，说明我

国上市信息服务公司在偿债与成长能

力方面表现最差，说明缺乏财务安全

的意识与成长潜力。兆日科技、赢时

胜、方直科技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名

前三的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公

司的资金流动性较强，财务安全意识

较高；工大高新、润欣科技、梅安森

是得分排名最后三家公司，且得分差

距较大，两级分化严重。

(3)市场盈利型因子的因子权重约

为 17.7%。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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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公司共有 56 家，占总样本的

45.9%，表现尚可。东软集团、网宿科

技、国电南瑞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名

前三的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公

司的盈利能力较强。华虹计通、恒生

电子、梅安森是排名最后三家，这些

公司需改变自己的营销对策，不断加

强盈利能力。

(4)资产管理型因子的因子权重约

为 11.2%。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的信

息服务公司共有 42 家，占总样本的

34.4%，表现差。恒生电子、用友网

络、中国软件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名

前三的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公

司的管理效率较高，合理利用资源，

减少资金成本。久远银海、银信科

技、京天利是排名最后三家公司，说

明这 3 家公司的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

本较高，应适当更换管理模式。

(5)现金流量型因子的因子权重为

7.2%。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 的信息

服务公司共有 62 家，超过总样本的一

半以上，说明信息服务公司在现金流

量能力方面表现较好。联络互动、光

环新网、赢时胜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

名前三的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

公司的资金利用率较高。金证股份、

浙大网新、银信科技是排名最后 3 家

的公司，这 3 家公司需要提高自身的

现金利用能力，增强自身在整个行业

中的竞争力。

(6)创新力因子的因子权重约为

9.1。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 的信息服

务 公 司 共 有 47 家 ， 占 总 样 本 的

38.6%，在创新力方面信息服务公司表

现也偏差。启明信息、亿阳信通、科

大讯飞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名前三的

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公司的软

实力较强，对于竞争激烈信息服务公

司来说，创新能力是现如今评价竞争

力的关键因素。

(7)资本营运型因子的因子权重为

6.7%。在该因子上得分大于 0 的信息

服务公司有 46 家，占总样本 37.7%，

表现也较差。博彦科技、东软载波、

东方通是在该因子得分上排名前三的

信息服务公司，说明这三家公司的营

运能力较强，汉得信息、国电南瑞、

启明信息是排名最后 3 名的公司，这 3
家公司需要改善资产的数量与规模，

重视资产的合理配比结合公司自身的

情况，制定其债偿、盈利等方面的计

划。

4.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信息服务公

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以及具

体的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其竞争力的 6
个因子，分别是偿债型与成长因子偿

债和成长型因子、市场盈利型因子、

资产管理型因子、现金流量型因子、

创新力因子、资本营运型因子，影响

信息服务业最重要的因子是偿债型与

成长因子，通过综合得分与排名，得

出我国信息服务公司总体的竞争能力

偏弱，而通过各因子的得分与排名，

找到各公司的优劣势，可以方便对我

国信息服务公司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来提升其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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