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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high degree of concern. In China's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accounted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f China's small and medium-sized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credit risk status and theoretical basis,
points out that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existing problems,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a seri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 promises to bring; and selecting 9 indexes of 10 small and medium-sized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from three aspects of solvency, operating capacity and profitability the ability of using
the entropy analysis method to evaluate the credit of the final results are give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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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值法的中小医药企业信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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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医药行业的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在我国药品企业中,
中小医药企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本文介绍了我国中小医药企业信用风险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

础，指出中小医药企业发展现存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中小医药企业失信带来的一系列影

响；并选取了 10家中小医药企业的 9个指标，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三个方面

运用熵值分析法对其进行信用评价，最后给出相关结果解释及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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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医药行业对于维护人民健康、提

高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

会进步等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

经济形势下，大多数中小型药品生产

企业都存在着“工业底子薄弱，知名

大品牌不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中

小企业融资难，抵御经济冲击能力

弱，药品安全问题较多”等情况。我

国出台了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来规范

医药行业，为了减少其投资风险，投

资者也越来越重视中小医药企业的信

用情况。目前我国信用评价体系相对

陈旧，评价方式不够成熟，针对性不

够。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思路，寻

找新方法，从而规范医药行业，促进

中小医药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2.文献回顾

信用概念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

英文名为 Credit。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信用是一种在信任的前提下，受

信方对授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做的付

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情况。信用是指

在商品交换或者其他经济活动中授信

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

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向受信人放

贷，并保障自己的本金能够回流和增

值的价值运动[1]。信用评级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穆迪先生在 1980年创

办了穆迪评级公司，对发行铁路债券

举办资信等级评级。由于投资者市场

需求巨大，于是又产生了一些别的评

级公司。1923年标准普尔公司举行债

券评级，紧接着进行了公共领域债务

评级[2]。欧洲市场在 20世纪 80年代之

前对债券的管理较严，从而对信用评

级的需求不是很大。为了吸引美国投

资者，欧洲的信用评级公司按照美国

投资者的要求进行信用评级。欧洲的

大多数国家都用信用评级来扩展其资

本市场，信用评级在欧洲已经发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随着资本市场的

发展，信用评级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通常来说，越发达的资本市

场，其信用评级业也就越成熟 [4]。王

刚、韩立岩（2003）采用了信息熵的

方法，对信用信息数据库中的逻辑变

量进行了量化处理，对指标进行了筛

选，与传统的统计回归进行对比分

析，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信用风险进

行了评估。研究表明，利用该数值化

的处理方法，评估可能发生的信用风

险是有价值的[5]。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经

验来看，信用评级制度的建立对于我

国资本市场健康运作起到重大的促进

作用。因此，大力发展信用评级制度

是十分有必要的[6]。

3.提出问题

医药行业涉及国家富强、人民健

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方面

面，是一个科学与技术相结合产业群

体。至 1978年以来，中国医药行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医药行业

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

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这一时期，我

国医药行业市场竞争将加剧，尤其是

中成药、处方药。医药企业市场品种

结构都将发生更大变化，医药市场进

一步集中，政府政策性降价，行业结

构调整进一步加快。我国医药行业一

直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发展，但发展速

度较慢，再加上外部环境相对复杂，

政府在医疗卫生结构、农村医疗保障

等方面的政策又时有变化。因此，医

药行业要把握好新的发展趋势发展[7]。

医药企业目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

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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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医药企业散乱不集中

我国医药企业专业化程度不高，

缺乏自身品牌特色，医药大型企业又

相对较少。大多数医药企业生产规模

小、生产装备陈旧、管理水平较低，

企业的生产较为分散。我国医药企业

销售额占药品市场份额相对较低，散

乱问题严重，缺乏大型龙头医药企

业。

3.2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

我国医药产品老产品、低档次、

重复生产品种多、低附加值产品多、

产品更新换代慢，即便是新产品，重

复生产现象也较为严重。医药新产品

基础较为薄弱，医药技术创新有待提

高，医药资金投入不足，因此导致产

品更新慢，重复现象严重。我国医药

产品工艺落后，成本较高，高技术高

附加值产品较少，没有形成品牌效

应，缺乏国际竞争能力[8]。

3.3医药流通体系不健全

我国医药企业生产领域存在着低

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致使多数药品

在流通领域供大于求，流通秩序较为

杂乱，治理起来十分困难。再加上非

法药品交易市场屡禁不止，新的医药

流通体系尚未形成，医药市场有效性

有待提升。我国医药企业生存较为艰

难，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努力改变现

在的医药市场情况，大型龙头医药企

业也应加强自身的管理建设。

3.4医疗器械产品质量较差

医疗设备大多数需要科技含量高

的产品，尤其是临床医疗机械，我国

医疗机械生产的大多数是常规中低档

产品，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更新换

代较慢。由于我国自己生产的医疗机

械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质量往往不

能满足医疗行业产品高质量的要求。

因此，高质量医疗产品经常要通过进

口国外产品。

3.5医药产品进出口结构不合理

我国医药企业出口到国际市场的

大多数是常规款技术含量低、产品附

加值低的医疗机械，医药原材料、中

药材等；进口的都是高端医疗机械，

高质量医疗药品。这就导致了我国医

药产品进出口结构不合理。

中小医药企业信用评价体系的建

立可以起到保障医药安全的作用，同

时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本文运用熵值分

析法，通过选择适当的评价指标来建

立中小医药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通过

实施中小医药企业信用评价可以引导

医药生产企业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

不断加强道德约束，提升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信

用环境。

4.方法简介

4.1熵值分析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法，是

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

程度越大，则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

的影响就越大。在信息论中，熵是对

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

不确定性越小，熵也就越小；反之则

越大。根据熵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

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

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

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

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熵值法可以克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

性、臆断性问题，可以解决多指标变

量信息的重叠问题。因此，本文选用

熵值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对十家上

市中小医药企业进行信用评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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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熵值法的计算步骤

（1）原始数据

选取 n 个单元评价，m 个指标，

则 为第 i个评价单元的第 j个指标的

数值。

（2）标准化处理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由于各项指标

的计量单位并不统一，因此在用它们

计算综合纸标前，首先要对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即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

为相对值，并令 =| |，从而解决各

项不同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其具体

方法如下：

（3）平移处理

原因：数据中存在 0，而后面的运

算中要求对数，对 0求对数无意义。

所以要对数据作平移处理，使数据中

不存在 0。具体方法：所有数据加上

1。
（4）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评价单

元占该指标的比重

（5）计算熵值

算出

（6）计算各指标效用值

公示：

（7）熵值分析法求权值

（8）熵值分析法评价 10家上市公司

的结果

5实证分析

5.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 10家中小医药企

业的 9个指标，包括流动比率、利息

保障倍数、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

转率、营运资金周转率、流动资产周

转率、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和

营业利润率，分别反映企业的偿债能

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以下原始

数据皆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5.2基于熵值法的信用评价

从国泰安数据库找取的原始数据

见附录表 1所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及

平移后的数据见附录表 2所示。

最后计算出的每个指标的比重

为：
表 1

最后得出 10家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的评价分数为：
表 2

名

称

新

和

成

华

兰

生

物

京

新

药

业

科

华

生

物

达

安

基

因

双

鹭

药

业

海

翔

药

业

天

康

生

物

沃

华

医

药

紫

鑫

药

业

分

数

1.3

719

744

75

1.4

530

199

92

1.3

824

125

7

1.2

781

216

95

1.1

444

160

38

1.3

964

659

58

1.1

540

449

51

1.5

200

011

89

1.2

978

267

41

1.1

674

986

59

排

名
5 2 4 7 10 3 9 1 6 8

指标

名称
流

动

比

率

利

息

保

障

倍

数

资

产

负

债

率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率

营运资

金（资

本）周

转率

流

动

资

产

周

转

率

资

产

报

酬

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营

业

利

润

率

比重

（%

）

13.

48

12.

50

10.

63

9.8

0
9.95

9.6

0

7.8

6

11.

81

1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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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果解释

经过熵值分析法得出 9 个指标的

权重，而后分析得出的结果可以看

出，天康生物的信用评价分数最高，

在这十家中小医药企业中排名第一，

华兰生物和双鹭药业排名靠前。而排

名最后的是达安基因，其信用状态较

其他企业而言稍差。中小医药企业信

用评价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信息不完

备、不确切的系统。本文将中小板医

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信用风险

评估，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我国的中小医药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制度体制不

成熟，相关设置不合理，信息比较闭

塞，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运用熵值

分析法来研究中小板医药企业的信用

状况，适用性较强。通过文献阅读，

本文结合中小企业和医药行业的自身

特点来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分析法对上述中小

医药企业进行了信用评价，但也存在

着一些局限性。主要的不足之处在

于：本文只选取了 9个指标进行分析

评价，不够完全，也不能非常准确反

映企业的信用状态。且本文只运用了

熵值分析法进行评价，单一评价方法

的准确性有限，就没有组合评价法准

确。此外，中小医药企业的成立时间

不长、数据积累较少、影响信用的因

素多且复杂、信息披露不完全、部分

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等众多不确定性因

素，因此，中小医药企业信用评价体

系具有信息不完全的现象。中小医药

企业在质量管理中应该加强风险监

测，注意消费者的信息反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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