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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begin to take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core management of an 

enterprise, especially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y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face of new market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correct reasonabl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strategy 

will provide great support technology and the management idea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reveals its financial strategy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reasonable 

measures by case study of Jiangsu Yunyi Electric Limited by Shar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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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财务战略研究 

顾海华  白冰  郭志琼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徐州，江苏，中国 

摘  要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逐步将财务战略管理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我国的中

小企业，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提高资金流动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新的市场发展前景，财务战略的正确合理实施，

将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力量以及经营理念各方面的巨大支持。本文分析了分析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存在的相关财务战略问题，以江苏云

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分析，提出中小企业财务战略选择的合理措施。 

关键词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财务管理 

1.  引言 

 近些年，中国的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加之宏观经济的

不景气等一系列的影响因素，造成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受到

一定的冲击，导致企业整体的投资环境质量逐步下降，这

些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务发展困

境，给企业今后的发展带来了困扰。中小企业经过漫长的

发展，对 GDP 贡献已经高达 50%，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但随着外部环境的日趋紧张，中小

企业要想在如今这种动态的环境下，继续求得一席之地，

就应该充分认清企业目前所处的经济地位，如何在这样一

个大环境中从客观的角度制定一个符合中小企业自身财务

状况的战略目标，以提高财务目标为目的，关系到企业的

优胜劣汰。由此可见，结合实际情况正确实施企业财务战

略管理，正在逐步成为中国大多数企业进行财务管理的首

要选择。 

2.  中小企业的界定 

中小企业在公司经营规模、人员数量、资产总额等方

面较之大型企业相对较少，每个国家的划分标准不同，现

行规定大致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类，基本上可以分为

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前者主要根据公司的员工总数、资

金总额、营业收入、市场占有率等作为划分标准，后者则

以企业所有权集中制度、自主经营程度、管理方式以及在

行业内所处的地位作为划分标准。相比之下，定量标准更

直观，因此，通常以定量标准作为主要的划分依据。由于

本文涉及的企业所处生产制造业，生产制造业属于工业类

别，在此仅就这一划分标准进行讨论。 

中国 2003 年发布了《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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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只划分了中型和小型企业,适用的行业范围较为狭窄；而

2009 年国务院又发布了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相比较 2003 年的规定，不但增加了微型企业的划分,在适

用的行业范围上也更加广阔，而且在包含传统行业的基础

上，又适当的增加了一些新兴的行业。 

表 1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比较（工业行业）(1) 

 2003 年 2009 年 

划分依据 员工总数、销售额、资产额 员工总数、 营业收入 

 
<2000 人或 <30000 万或 

<40000 万 
<1000 人或 < 40000 万 

中型企业 
≥300 人且 ≥3000 万且 

≥4000 万 
≥300 人且 ≥2000 万 

小型企业 其余为小型企业 ≥20 人且 ≥300 万 

微型企业 无此标准 < 20 人或 < 300 万 

从上表可以看出，较 2003 年的划分标准，2009 年实

行的新标准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水平，针对性

更加明显，有利于中小企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  企业财务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战略”一词最早应用于军事方面，是战术与谋略的完美

结合。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战略”一词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和经济

领域，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表现为更加

全面的对策和方法。 

财务战略是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自身发展能力，用

战略的思想方式，以实现企业长期财务管理目标为目的的

一种解决财务相关问题的战略方针。企业财务战略主要包

括投资、融资和分配三个方面，投资战略是一种优化投资

方向的战略性筹划，融资战略涉及证券等多种方式的融资，

分配战略则是全面对战略规划的方向做好显著地分配。 

财务战略不但具有战略的共性，而且具有财务的个性。

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面性和长期性相

结合。制定企业的财务战略，并不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

题，而是为了企业今后长远发展而制定的，并且是一种全

方位的优化配置安排，对企业发展起到指导和引领的作用。

其次，动态性和风险性相结合。企业的财务战略时刻跟随

经济环境而调整，在谋求获利能力和营运能力的同时，充

分肯定风险的存在并加以防范。最后，全员性和特殊性相

结合。从纵向考虑，财务战略的制定应当依照企业高层领

                                                        
(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国发[2009]36号）. 

导、企业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基层员工为一体的管理过程，

横向考虑，财务战略应当与其他战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因而达到企业资金的最优化使用。 

4.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4.1 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第一，中小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发展主体不断扩

大。201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得知，中国的

中小企业占据企业总数量的九成之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已

经达到了 5000 万家，比 2006 年的 835 万家的确增长了很

多，截止去年末，徐州市就拥有 2650 家。 

其次，经济贡献不断增多，支撑地位明显上升。就徐

州市的中小企业而言，新增就业岗位贡献十分巨大，达到

了 80%以上，营业收入已经超过 5000 亿元，税后利润较往

年同期增长 37%左右（3）。 

第三，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在

徐州，普通的制造企业和其他传统企业，正在加快步伐提

升品牌效益，例如海伦哲等一批科技含量水平高、有一定

市场竞争能力的中小企业正在不断成长，产品质量的不断

上升，基本覆盖了工业的 36 个大类行业。 

4.2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管理的问题分析 

总体来说，大多数中小企业财务战略并不明确，即使

有些企业制定了相应的财务战略，而实质上则是形同虚设，

并没有充分发挥实质的作用。 

1.部分企业决策较为简单，财务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

的管理信息支持。 

企业财务部是一个相对敏感的部门，一些规模相对较

小、层次处于较低水平的企业，财务人员一般由企业领导

者直接任免，这些人员缺乏较强的财务分析能力和决策能

力，尤其是一些私营的企业，加之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方式，

导致企业的管理权和经营权过于集中。而且，中小企业的

财务机构层次划分不明确，有些企业甚至只设置一个综合

财务部门，没有明确专职的财务管理人员，任职的相关人

员身兼数职，既涉及会计核算，又涉及现金管理，导致中

小企业在财务战略管理的过程中会计信息表达不准确。 

2. 部分企业融资相对困难，资金周转率相对较低。 

大多数中小企业实行融资战略，目的是为了扩大公司

的经营规模，多数企业选择银行贷款的目的也是为了规避

控股权的削弱。 

由于中小企业多处于创业阶段，经营时间过短，抵抗

风险的能力明显小于大型企业。企业的上层领导关心的是

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便忽视了经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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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参加任何资信评估，甚至冒险从事民间借贷的行为。

这种情况，使得银行等众多投资主体，难以衡量其真实的

发展情况，而做出拒绝资金申请投放的决定。银行为保证

资金的安全，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贷给大型企业。另外，

部分企业没有做好长期规划，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没有到股

票市场中小企业板块融资的计划，说明对于发行股票融资

的方式并不看好。 

3.受国家宏观经济影响，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严重

挤压。 

自 2011 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 1.97%，尽

管中国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收到的订单的总量比往年提升了

许多，但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企业从

中得到的营业利润却大大降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系

列变化，使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面对

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一些中小企业老板为了挽回损失，

把自身的企业作为融资的条件，甚至不惜冒险挪用向银行

贷款的资金去投资房地产领域，从事高风险的经营。如果

美元汇率持续走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中国将会有大量

的中小企业面临关门歇业的窘境。 

4.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需要进一步优化

加强。 

中小企业受到规模、资金的影响，很难依靠自身的条

件建立关于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机构。相关研究表明，

中小企业的战略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关政府机构给

予相关帮助中小企业进步的财政政策并不够完善，同时，

在教育培训、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技术开发和法律支援

等方面缺失一大批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支持。目前，政府部

门拨用建设性资金所建设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往往只对

本部门、本系统内的一些中小企业展开服务，不仅服务范

围较小，而且局限范围相对较大。另外，中国一些城市也

发扬创新精神，设立一些商业性较强的中介公司，但由于

服务费用十分高昂，并不有利于社会化服务的开展。 

5. 案例分析：云意电气公司财务战略分析 

5.1 案例背景 

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徐州特殊的地理位

置，主要以中国的新车配套市场为基础，通过企业自主管

理等一系列的经营模式，从事车用整流器和调节器等汽车

零部件、电力电子元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中国属于

典型的汽车零件制造业产业。 

5.2 云意电气公司财务战略分析 

如何对一个企业实施准确的财务战略决策，最重要的

是进行合理的财务战略分析，一些主要财务因素的变动，

能够准确反映出企业资本结构等存在的部分问题。 

1. 财务比率分析 

表 2 云意电气公司的财务比率表
（2）

 

比率分类 比率名称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2.93% 2.75% 8.27% 

 速动比率 1.96% 1.96% 7.49% 

 资产负债比率 27.61% 25.98% 11.58%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4.37 次 4.75 次 4.25 次 

 总资产周转率 1.39% 1.17% 0.59% 

 存货周转率   3.39 次 

盈利能力 净利润率 71.37% 72.26% 23.25% 

 总资产报酬率 26.27% 25.81% 13.90% 

根据云意电气公司 2010 年~2012 年财务比率的分析，

可以看出，公司最近三年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都有所增

加，特别是在 2012 年增长十分迅速，说明企业 2012 年 3

月的上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比

率则呈下降趋势，就整体而言，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正在

逐步提高。2012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和总资产周

转率都有所下降，二者作为衡量企业资产状况的重要指标，

下降即表示企业回收应收账款的效率和运用资产从事经营

的效率也相应减弱，会使得企业的营运资金周转方面出现

一定的问题，导致资产利用率下降。最后，该公司的盈利

指标都呈下降的趋势。这充分说明公司的偿债能力虽然提

高，但资产周转的速度并没有改善，盈利能力有下降的趋

势。所以，应该加强企业的产品销售能力，严格控制制造

成本费用，以扭转局势。 

 

图 1 云意电气公司资产比较情况 

                                                        
2） 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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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意电气公司负债比较情况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优势和外

部机会，形成优势与机会相结合的战略，研发、生产和销

售汽车电子产品，充分利用强大的客户资源，增加出口,提

升售后空间。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正在逐步

成长的企业，因此，财务战略的选择必须与企业的发展同

步。面对汽车制造业的不断发展，江苏云意电气公司的发

展前景呈现一片良好的局势，自企业 2012 年成功上市，带

动净利润增长的同时，也促使这一阶段的财务风险随之增

加，现金的需求量也会有所增加，所以，成长型的企业在

实施财务战略的时候，应充分考虑财务杠杆利益，以弥补

资金的短缺。 

在筹资战略方面。公司应该根据行业的发展经营和投

资理财规划、经营现金流入与经营及投资所需开支的差距，

有步骤的进行预期规划，通过各方面努力，提升企业信誉，

开拓融资渠道。另外，将投资和融资二者配合使用，充分

利用财务杠杆理论。由于公司目前现金需求量较大，可以

采取适当的债权融资租赁，而一些长期投资支出主要依靠

股权融资的方式去配合，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财务风险。 

在投资战略方面。进一步加大相关项目的投资力度，

公司 2012 年研发产品共投入金额将近 2000 万元，在公司

营业收入方面占据一定比重，说明这一阶段公司认识到了

对企业核心的产品持续加大研发投资力度的重要性，另外，

尝试多元化投资，通过技术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在分散风

险的同时，适当增加公司运作厂房的数量，进一步加强对

于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争取使得公司主营产品在全国各

地甚至其他国家能够进行批量供货，实现公司海外市场的

销售增长。 

在营运战略方面。现阶段，车用整流器和调节器市场

需求的十分巨大，加之由于车辆制造厂家的零部件供应商

强烈关注产品质量，因此，公司与供应厂商建立长期的合

作关系对完善售后服务市场的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

容，应着重注意产品的质量控制。持有尽可能低的现金节

约营运资金成本。 

在利润分配战略方面。由于公司的现金流量并不稳定，

因此，公司应该较少的采用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尽可能的

使用留存收益来降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财务风险和资

本成本，这样能够节省现金流量以获得企业正常经营所需

要的资金。 

6.  结束语 

    本文从理论上系统的研究了在特殊的行业背景下中小

企业财务战略的实施，分析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存在的相关

财务战略问题，以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载体，对

企业的财务战略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阐述，并从筹资

战略、投资战略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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