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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16 年，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经济增长

更重内在质量。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同样面临挑战，表现在市场“怪

象”层出不穷。回到资本市场的初衷，资本市场应该将资源更多地配

置到价值创造型企业而非价值损害型企业。基于此，本报告对十几年

来 A 股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从价值创造

的总量来看，A 股上市公司十几年来价值创造的总量快速增加，为社

会创造大量价值。但近两年，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总量有所下降，主

要原因在于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超过其带来的收益。 

分板块看，沪市上市公司是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主力，创业板公

司增长动力较强，深市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呈下降趋

势。分公司属性看，中央国有企业价值创造的总量远高于地方国企和

民营企业，但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的公众企业价值创造总量大幅上

升，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分行业看，产能过剩行业价值

损害严重，凸显“去产能”的必要性。价值创造的行业既有消费新兴

行业，包括汽车、家电和食品饮料行业等，也有房地产、建筑等传统

行业。 

从价值创造能力来看，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与上证指数近年来

出现不一致，市场指数表现未能有效反映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市场价

值投资理念有所缺失。分指数看，大盘蓝筹股指数成分公司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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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其他公司更强，且波动性较小，表现较为稳定，但近几年来出

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对于产能过剩行业而言，“去产能”后行业整体

价值创造能力有所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价值损害阶段。 

针对 2016 年以来大股东减持和并购重组等热点问题，本报告进

行分类分析后发现，大股东减持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往往偏低，且大

部分年份属于价值损害型。对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在重组前后

的价值创造能力的统计显示，公司在重组完成后的价值创造能力不升

反降，并购重组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并无显著的提升作用。 

综合来看，要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提升公司整体的经营净利润水平；二是

通过去杠杆，降低公司的债务成本；三是通过降低公司股价的波动性，

降低公司的权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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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年度报告 

一、引言 

2016 年，我国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经济增长

更重内在质量。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同样面临挑战：一方面股票发行

端发行不畅，另一方面大股东大量减持“抽血”；一方面“壳”公司

炒作盛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突出；一方

面，投资者暴炒“高送转”的股份，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

低。回归资本市场的本原，在发挥资金融通功能的同时重视资源配置

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是资本市场建立的初衷。在这其中，资

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市场主体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的高低，也

即取决于具备融资优势的上市公司能否真正创造价值。 

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与总结，力求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提供决策参考，促进资本市场价值投

资理念的形成。 

二、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度量 

（一）经济增加值（EVA）的理念及应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的两位学者 Stern 和 Sterwart 提出了经

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的概念。EVA 是对企业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的综合考核，其核心在于资本投入是有成本的，企业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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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高于资本成本时才会为股东创造价值。相比于其他仅考虑了债务

融资成本的会计指标，如每股收益、投资回报率，经济增加值（EVA）

还考虑了股权资本成本，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的经济效

益与公司股东的价值增加情况，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得以强

化和发展的产物。运用经济增加值（EVA）来衡量企业创值能力和经

营绩效，可以更好地保护股东利益，保证经理人与股东目标的一致性。

当公司经济增加值（EVA）大于 0 时，为价值创造；而当公司经济增

加值（EVA）小于 0 时，则为价值损害。 

2010 年起，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

办法》，正式地将 EVA 指标纳入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指标，要求央

企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及其可持续性。2012 年国资

委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强化了业绩考核的价值导向，将绝大

多数央企 EVA 考核指标权重提高至 50%，利润总额指标权重降低至

20%，足见对经济增加值（EVA）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肯定和重视。 

（二）经济增加值（EVA）的计算 

EVA 的计算比较复杂，这也是以往 EVA 在实务中运用得较少的原

因之一。以往文献中关于 EVA 的计算中涉及的多个变量都有着多种定

义和方法，本报告借鉴了以往计算方法中的主流方法，采用以下公式

计算 EVA 净值： 

EVA 净值=税后经营净利润-总投入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总投入资本等于公司债权资本与股权资本的总和；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公司权益合计/总资产×公司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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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公司杠杆×利息率×（1-公司税率） 

其中，利息率采用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公司税率统一定为 25%，

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运用 CAPM 公式来进行计算，即： 

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无风险利率+贝塔值×风险溢价 

关于无风险利率，国际上通常采用短期国债利率度量无风险资产

收益，但中国市场的短期国债较少，从而较难计算出市场化的到期收

益率。本报告采用 7 日国债回购利率度量无风险收益。 

关于风险溢价，原则上风险溢价等于市场组合预期收益减去无风

险利率，其中市场组合预期收益根据我国股市自 1991 年以来的市场

综合收益率进行测算。首先对样本期前 10 年的市场综合收益率（按

照总市值加权方法对上市公司年度收益率进行加权平均，并考虑股利

再投资问题测算而得）进行几何平均。例如，2001 年的市场组合收

益率等于 1991~2000 年全市场综合收益率进行几何平均，以此类推。

而后将这些以 10 年为限测算出来的市场平均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

得到市场在不同年份的风险溢价。 

三、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特征 

（一）上市公司创造价值总量出现下降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近十几年来上市公司创造的

经济增加值（EVA）总量，其与 GDP 之间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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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3-2016 年 GDP 与上市公司创造的总价值

  

注：坐标左轴表示我国 GDP 总量，单位为亿元。坐标右轴表示我国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总

量，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原始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创造的总价值在近十几年来高

速增长，从最初的 800 亿元增长至 2014 年最高点的 2 万亿元，增长

了二十五倍有余，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但同时，我们也

发现，2014 年，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达到顶点后，在 2015-2016 年，上

市公司创造的总价值出现了持续性的大幅下降。 

根据 EVA 净值的计算公式，公司价值创造的总量由三部分决定：

一是公司税后经营净利润，二是公司债务产生的债务资本成本，三是

权益融资产生的权益资本成本。税后经营净利润对公司价值创造产生

正向影响，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对公司价值创造产生负向影

响。从公司价值创造总量的分解分析来看，2014 年后上市公司的权

益资本成本大幅上升，是上市公司整体创造价值下降的主因。由于公

司权益融资产生的效益增速低于其对应的权益资本成本增速，使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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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整体价值创造在近两年大幅下降，凸显出公司权益融资资金投资效

率问题。 

图 2  上市公司创造的总价值分解分析 

 

注：图中债务资本成本=公司投入资本*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公司投入资本*权益

资本成本，坐标左轴标示的是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三个指标的整体值，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原始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二）沪市主板上市公司是价值创造的主力 

分板块来看，沪市主板成为上市公司整体价值创造的主力，贡献

了几乎全部上市公司所创造的价值。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自创业板开

设以来，板块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总量逐年上升，特别是 2013 年后

增长较快，实现年均 50%以上的增长速度。相比之下，深市主板及中

小板在近年来价值创造的动力不足，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由价值创造

转为价值损害，下降趋势以中小板最为突出。 

表 1  各板块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单位：亿元） 

年份 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 创业板 中小板 

2000 548.57  340.78    

2001 732.18  148.15    

2002 -53.36  -1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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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652.62  143.55    

2004 921.07  57.13   8.78  

2005 611.77  -206.45   6.61  

2006 2848.26  32.99   48.76  

2007 9366.96  634.44   100.60  

2008 2853.44  -376.08   -23.07  

2009 9331.51  584.94  31.38  268.73  

2010 12126.08  613.45  125.19  301.66  

2011 16072.21  975.54  202.38  535.22  

2012 15819.38  596.97  217.51  303.94  

2013 17757.41  849.78  267.09  114.50  

2014 18856.22  902.24  389.02  224.88  

2015 15331.88  129.60  598.92  -435.90  

2016 12392.59  -56.60  910.12  -936.26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原始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三）公众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性攀升 

按照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属性划分，我们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中央国

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众企业1、外资企业和集体企

业等几类。其中前四类企业的价值创造总量如下图所示： 

                                                             
1 公众企业，是指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10 - 

图 3 不同实际控制人属性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 

 

注：坐标左轴标示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总量，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从图中可以看出，央企创造的价值总量远高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

业，2003 年以来整体创造的价值在 5.8 万亿元左右。民营企业整体价

值创造水平较低，2014 年后进入价值损害阶段。而地方国有企业在

2010-2014 年间发展较好，但近两年来创造价值总量大幅下降，也进

入价值损害阶段。值得关注的是无实际控制人的公众企业的发展。在

2008 年后，公众企业创造的价值总量大幅上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势头，在 2012 年后超过央企，成为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主力，在上

市公司中重要性攀升。 

对不同控制人属性的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总量进行分解分析后，

可以发现，公众企业尽管数量不多，但整体创造价值较高，其主要原

因在于其权益资本成本在所有类别的企业中最低，但其高昂的债务资

本成本也影响了其价值创造的总量。而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造

价值量偏低，一方面是由于这两类公司经营净利润本身就偏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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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二者的权益资本成本在 2014 年后快速攀升，使其价值创造由

正转负。 

图 4 不同实际控制人属性上市公司价值创造分解分析 

 

 
注：左上图表示不同控制人属性上市公司的数量，右上图表示各类上市公司的经营净利润，

左下图表示各类上市公司的总债务成本，右下图表示各类上市公司的总权益成本。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四）产能过剩行业价值损害严重 

我们分行业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总量进行统计后发现，产能过

剩行业如煤炭、有色金属和钢铁行业整体价值损害的程度较高，特别

是石油石化行业和煤炭行业价值损害在所有行业中最低，凸显去产能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他传统周期型行业如基础化工、机械和建材行

业，价值损害的程度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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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6 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 

 
注：坐标左轴标示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总量，单位为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在所有行业中，共有 9 个行业在 2016 年价值创造总量为正，其

中价值创造总量最高的为汽车、房地产、家电、建筑和食品饮料这几

个行业。这其中既有消费类行业如汽车、食品饮料和家电行业，也有

传统行业如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其中汽车行业价值创造的总量远超其

他行业，代表了经济动能转换的新趋势，消费新兴类行业成为经济发

展的新动力。 

四、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特征 

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公司整体是否创造价值以

及创造多少价值。然而，由于价值创造的总量——EVA 净值容易受

到公司资产规模的影响，因此为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我们进一步用总

资产对已得到的 EVA 净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用 EVA 净值/总资产计

算出 EVA 回报率，用来反映公司单位资产所能创造的价值，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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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创造能力的高低。当 EVA 回报率高时，公司价值创造的能力高；

反之则价值创造的能力低。当 EVA 回报率为负时，表明公司为价值

损害型，且增加资产会降低公司整体创造的总价值。 

（一）资本市场未能有效反映公司价值创造能力 

我们用整体法计算出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并将其与上证指数

的变动趋势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与上证指数

 

注：坐标左轴标示上证指数，右轴标示上市公司 EVA 回报率（整体法）。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从图 6 可以看出，2010 年以前，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与上证

指数之间变动趋势相似。而在 2011 年后，二者变动趋势在一定程度

上出现不一致，甚至相反。这表明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未能有效反

映在指数上，市场整体价值投资理念有所缺失。 

（二）大盘蓝筹股价值创造能力较强，但呈现一定下降趋势 

根据上市公司是否属于上证 50 指数、上证 180 指数和沪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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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我们按照整体法对上述指数成分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行了计

算，并对比其他非指数成分公司的表现，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7 指数成分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与非指数公司的对比 

 
注：坐标左轴标示指数成分公司 EVA 回报率（整体法）。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大盘蓝筹指数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动趋势

高度一致，并且显著高于非指数成分公司，整体价值创造能力为正，

为创造价值。相比之下，非指数成分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年份间波

动较大，且在个别年份为损害价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指数成分公

司价值创造能力在十几年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应适时对指数成

分公司进行调整，调整纳入更多价值创造的公司，剔除价值损害公司。 

（三）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初显成效 

从行业整体价值创造水平来看，“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煤

炭、建材和有色金属行业，在 2016 年实现了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说明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初显成效。但从绝对值来看，行业整体

价值创造能力仍为负，说明仍处于价值损害阶段，未来“去产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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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仍艰巨。 

从历史变化来看，在几大产能过剩的行业中，煤炭行业整体价值

创造能力表现较好，2015 年后进入价值损害阶段，但 2016 年有所回

升。建材行业整体表现最差，在大部分年份中价值创造能力均为负，

仅在 2008-2012 年处于价值创造阶段。有色金属行业表现略好于建材

行业，但年份间变动幅度很大，行业最好的时期为 2006-2008 年。在

近十年来价值创造能力降幅最大的为钢铁行业，该行业在 2005 年后

价值创造能力出现持续性的大幅下降，在 2008 年后由价值创造阶段

进入价值损害阶段，价值创造能力在 2015 年降至所有行业最差。 

从“去产能”效果来看，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效果较好，尤其

是钢铁行业，行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在 2016 年上升最快。而建材和

有色金属行业 2016 年变化不大，“去产能”效果仍不显著。 

图 8 产能过剩行业整体价值创造能力 

 
注：坐标左轴标示行业 EVA 回报率（整体法）。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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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股东减持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较低 

按照公司大股东的增减持行为来划分，我们对公司在大股东增减

持当年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图 9 大股东增减持行为与公司价值创造能力 

 

注：坐标左轴标示样本组内公司 EVA 回报率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从大股东的增减持行为来看，大股东减持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普

遍低于大股东增持的公司，且大部分年份中，大股东减持公司的价值

创造能力为负，属于价值损害型公司。大股东减持行为本身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价值损害型公司在大股东减持后经营

业绩更加难以保证，这不仅对公司后续经营不利，也使得为大股东减

持“接盘”的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五）并购重组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有限 

2016 年以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更为频繁，但是并购重组是否

能够真正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仍有待验证。我们以 2007 年

以来已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作为研究样本，对比了公司在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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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前后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0 年前，并购重组确实能够提升上市公司

的价值创造能力，表现为公司重组后一年的价值创造能力均较重组前

一年的水平有所增强，平均提升幅度接近 9 个百分点。而 2011 年后，

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的价值创造能力普遍低于重组前，并购重组

未能提升公司价值创造的能力。 

图 10 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重组前后价值创造能力变化 

 
注：坐标左轴标示公司 EVA 回报率的平均值，横轴标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开始时间。 

数据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提供的原始数据整理而成。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EVA 的研究方法，对公司价值创造的总量和单位资产

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从价值创造的总量来看，A 股上市公司十几年来价值创造的总量

快速增加，为社会创造大量价值。但近两年，上市公司创造的价值总

量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受宏观经济整体放缓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原

因，在于上市公司内生问题的严重性逐渐显露。上市公司重市值管理

而非价值创造，在近两年体现得尤为突出，使得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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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其带来的收益，成为近两年上市公司创造价值下降的主因。 

分板块看，沪市上市公司是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主力，创业板公

司增长动力较强，深市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创造总量呈下降趋

势。分公司属性看，中央国有企业价值创造的总量远高于地方国企和

民营企业，而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的公众企业价值创造总量大幅上

升，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分行业看，产能过剩行业价值

损害严重，凸显“去产能”的必要性。而价值创造的行业主要为消费

新兴行业，包括汽车、家电和食品饮料行业等。 

从价值创造能力来看，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与上证指数近年来

出现不一致，市场指数表现未能有效反映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市场价

值投资理念有所缺失。分指数看，大盘蓝筹股指数成分公司价值创造

能力较其他公司更强，且波动性较小，表现较为稳定，但近几年来出

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对于产能过剩行业而言，“去产能”后行业整体

价值创造能力有所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价值损害阶段。 

针对 2016 年以来大股东减持和并购重组等热点问题，本报告对

大股东增减持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进行分类分析后发现，大股东减持

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往往偏低，且大部分年份均属于价值损害型。对

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在重组前后的价值创造能力的统计显示，

公司在重组完成后的价值创造能力不升反降，并购重组对上市公司的

价值创造能力并无显著的提升作用。 

综合来看，要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能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提升公司整体的经营净利润水平；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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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去杠杆，降低公司的债务成本；三是通过降低公司股价的波动性，

降低公司的权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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