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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刚性理财与柔性理财探讨 

摘 要：民营企业在各项法律和财务制 

度的约束下，实施刚性理财，同时为了迅速响 

应外界环境 的 变化 ，也 需要 实施柔性 理 财。 

柔性理财的方法主要有实施网络财务、编制 

泽】生预算和滚动预算等。深入研究柔性理 

财，对提高民营企业理财效果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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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民营企业是指除国有 企业以外的所有企 

业，它是从经营机制而不是从所有制的角度 

来界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企业，是狭 

义上的民营企业．仅指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 

业。近年来，民营企业 已经成 为一股锐 不可 

挡的经济势力，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 

越来越大。2003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国 

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接受CCTv采访时 

指出，民营经济在我国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 

已经超过1／3。我们相信，今后民营企业在我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I必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民营企 

业的理财问题，帮助他们提高理财效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营企业理财，亦称民营企业财务管理， 

是指 民营企业按照 国家的各项法律规范，遵 

循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有效地组织企业资 

金运动，从 而实现 企业理财 目标 的综合性管 

理活动。民营企业理财的主要内容是筹资、 

投资、资金营运和利润分配。通常情况下，人 

们只知道民营企业理财必须遵循和服从各项 

法律规范和财务制度，是绝对刚性的，其实民 

营企业理财也存在着柔性。对民营企业柔性 

理财的研究，是民营企业理财学的一个新领 

域。 

二、民营企业的刚性理财 

民营企业的刚性理财是指 民营企业在理 

财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循各项法律规范。这些 

法律规范是民营企业理财系统有序性和稳定 

性的保证，它们贯穿于理财的各个内容之中。 

民营企业的筹资、投资、资金营运和利润分配 

等理财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法律规范约束下进 

行的。制约 民营企业理 财的 法律规 范主要 

有： 

l，企业组织法律规范。民营企业都必须 

依法设立。组建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要依 

照不同的法律规 范。按法律地位可将我 国的 

民营企业分为非法人企业和法人 企业。非法 

人民营企业主要是个人独资企业和舍伏企 

业，法人民营企业主要是公司制企业(有限责 

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 司)。 

民营企业不管采用个人独资企业、舍伙 

企业还是公 司制企业形式．其理财 活动都 I必 

须相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舍伙企业法》或《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些 法律规 范既是 民 

营企业的组 织法，也是 民营企业的行为法，它 

们都具有强制性，是民营企业的理财活动不 

能违反的。 

2．财务法律规 范。民营企业理财要遵循 

的财务法律规范主要是企业财务通则和行业 

财务制度。我国的《企业财务通则》从 1993 

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以来，就成为 了民营企业 

理财弛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在《企业财务通 

则》中，财政部规定了企业理财的原则、任务 

和方法。此后财政部依据此通则叉制定了分 

行业的企业财务制度，如工业企业财务制度、 

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等。 

3、税务法律规范。民营企业必须按照法 

律规定向国家和地方政府交纳税款。目前， 

我国民营企业需要遵守的税收法律规 范主要 

有三类：所得税法规(企业所得税)、流转税法 

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和其他地方税 

法规 。 

除了上述的法律规范外，还有证券法、合 

同法、票据法和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等．这些也 

是制约民营企业理财的法律规范。所有这些 

法律规范都是刚性的，民营企业在理财活动 

中I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存在丝毫的柔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 

意在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保证企业之间公 

平竞争，从而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市 

场效率。 

三、民营企业的柔性理财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和科技的迅 

猛发展 ，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发生 了很 大的 

变化。适应环境变化，进而改变环境。提高可 

持续发展 的能力，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管理 的 

基本任务。于是，民营企业的柔性管理应运 

而生。通常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柔性管理可 

划分为制造柔性、设计柔性、营销柔性、研发 

柔性、组织柔性和财务柔性等。 目前，理论界 

关于企业柔性管理的研究很多，但主要集中 

在制造柔性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其它功能系 

统柔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营企业 

财务柔性的研究更是凤毛辟角。 

民营企业柔性理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民 

营企业处理理财活动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的 

能力，就是要使民营企业的理财系统具有柔 

性 ，能迅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1 民营企业理财 系统柔性的内涵。民营 

企业理财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理财 系统 

秦睦存在的前提。柔性是相对于刚性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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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营企业理财 系统柔性是指 民营企业快 

速而经济地处理理财活动中由外界环境变化 

引起的不确定性 的能力。这种能力一般 由缓 

冲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构成。 

缓冲能力是指民营企业的理财活动 不受 

环境 变化的影响，保证理财 系统相对稳定、继 

续有效运转的能力，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 

能力。适应能力是指民营企业采取新的行 

动，重新组织财务活动，使理财 系统适应变化 

的能力，是 一种 以变应变的能力。创新能力 

是民营企业理财系统采用新举措，影响环境 

的能 力。民营企 业理 财 系统 不仅 要快 速应 

变，而且要主动求 变，要 影响环境 ，使之朝着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和发展。 

2．民营企业柔性理财的方法。 目前我 国 

的民营企业 95％以上的都是中小型企业，大 

型民营企业只是少数。民营企业(尤其是大 

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做到迅速响应，有效抵御因外界环境变化 

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就必须在刚性理财的同 

时，实行柔性理财，使企业理财 系统具有相应 

的柔性。民营企业柔性理财的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 方面 。 

(1)实施 网络 财务。 网络 财 务是 基 于 

lntemet／~tr~et技术，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业 

务管理与财务管理一体化，支持电子商务，能 

够实现各种远程操作和事中动态会计核算与 

在线财务管理，能够处理电子单据和进行电 

子货币结算的一种全新的理财模式。网络财 

务具有动态核算、远程处理和集中处理、财务 

与业务协同、集成化和智能化 、办公方式 多元 

化、电子单据和电子货币等特点。网络财务 

采用网上营销、电子支付 、可以为民营企业节 

约营销费用和交易费用，这部分节省下来的 

费用就成了企业的积累资金。当宏观环境或 

微观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经济大萧条时期．民 

营企业的筹资往往会变得更加困难。此时这 

部分积累资金正好可以用来缓冲民营企业筹 

资困难的状况，这体现了民营企业理财系统 

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缓冲能力。网络财务充分 

地利用了因特网，具有实时、动态的特点．民 

营企业可以通过 网络迅速地对环境 变化引起 

的不确定性作 出反应，部署企业 的经 营活动 

和作出各种财务安排 ．随环境 变化 而快速适 

应变化，这体现 了民营企业理财 系统对外界 

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网络财务作为一种新 

的理财模式，在理财的观念、方式、技术等方 

面都有所创新，如办公方式不仅仅限于办公 

室、电子支付等，具有主动引导外界环境变化 

的能力。当然，实施 网络财务也需要 民营企 

业具备一定的实力与规模。一般大型的民营 

企业都可以尝试实施网络财务，进行柔性理 

财，而对于大量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讲，实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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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财务则可能不太容易实现。 

(2)编制弹性预算。弹性预算是企业在 

不能准确预测业务量的情况下，根据本量利 

之间有规律的教 量关 系，按照一 系列业务量 

水平编制的具有伸缩性的预算。事实上，弹 

性预算可以用于民营企业理财活动 中的所有 

预算领域，如可以编制收入弹性预算、利润弹 

性预算和各种费用弹性预算等。弹性预算能 

够适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从 而在 不同的业务 

量下，达到有效地规划和协调民营企业各种 

生产经营活动和理 财活动。这是因为弹性预 

算是按一 系列可能的业务量水平编制 的，从 

而扩大了预算的使用范围，这样无论外界环 

境发生怎样的 变化，民营企 业都 可以迅速在 

弹性预算中找到一套适用的数据来发挥作 

用。这就体现了弹性预算对环境不确定性的 

适应能力．即弹性预算使民营企业理财 系统 

具有了柔性。 

(3)编制滚动预算。滚动预算是指预算 

的编制时间是连续不断的，始终保持一定期 

限的预算。滚动预算根据计划的执行情况和 

民营企业面临环境的 变化来调整和修订未来 

的计划，并逐期向前移动 ，把近期计划和远期 

计划结合起来。编制滚动预算通常都是对头 
一 个季度的预算按月编制，后三个季度的预 

算按季度编制。滚动预算的优点在于：首先 

它可以保持预算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使有关 

人员既能 了解民营企业的近期 目标 ，又能了 

解民营企业的总体规划；其次 它体现 了计划 

的弹性，特别是在剧烈变化的环境中，提高了 

民营企业理财系统的抗变化能力。滚动预算 

的实质是以预算调整的“变”来适应民营企业 

理财环境的“变”，即“以变应 变”，这就是一种 

柔性理财。编制弹性预算和滚动预算，对于 

任何规模的民营企业来讲都是可行的，因为 

其花费的成本并不太高，技术上也容易操作。 

中小型民营企业在不太容易实施网络财务的 

条件下，首选的应该是这两种柔性理财的方 

法 。 

四、刚性理财与柔性理财的关系 

1．刚性理财是柔性理财的基础。民营企 

业实施柔性理财是 以刚性 的法律规范为基础 

的。柔性理 财充分体现 了理财的灵活性，但 

它并不抛弃各种刚性 的法律规范。理财的各 

种刚性法律规范为民营企业整个理财工作构 

建了一个框架，柔性理财等其他理财活动都 

是在这一框架下有序地运行。没有财务法律 

规范的约束．民营企业的理财 系统必然是无 

序的和不稳定的。 

2．柔性理财与刚性理财互补。刚性理财 

是必要的，民营企业通过各种刚性的财务规 

章制度形成有序的理财行为。但是由于刚性 

理财的形式化，难免出现机械化的负面效应， 

导致民营企业理财出现低效率现象。因此， 

它需要柔性理财来填充和提升。’柔性理财是 

保持民营企业理财系统动态稳定性的条件。 

从某种意识上说 ，柔性理财是剐性理财的“润 

滑剂”。 

民营企业的刚性理财与柔性理财在最终 

的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是为 了实现 民营企业 

的理财目标。在知识经济时代，民营企业必 

须在刚性理财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理财系统 

的柔性，创造 自己独特的理财模式，方能增强 

企业理财 系统对环境变化 的迅速 响应能力， 

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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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8页)而发生社会不稳定。调节国民收益，保持社会公平和稳 

定，是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 

对收益分配进行调节，有利于社会经济整体增长。如果社会没有分 

配调节，那么，贫富差距会加大，富人能够支付大量精神生活费用，穷人 

只能支付有限物质生活费用，需要帮助者只能或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社 

会总购买力为 Gl。如果社会进行按需要调节，高收入者承担较多税收 

(以不明显降低其消费水平为限)，中收入者承担较少税收，低收入者可 

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需要帮助者得到过正常生活所需要的帮助，其 

社会总购买力为C 。由于高收入者和中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基本保持不 

变，低收入者和需要帮助者的边际消费有较大提高(虽然他们可能将部 

分因收入调节而增加的收入用于储蓄)，社会总消费水平将随之提高，社 

会总购买力会增加，即C1>C0。社会总购买力提高，有效市场需求增加， 

必然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 

1．调节的原则。按需要进行调节是以按贡献分配为前提的。如果 

企业收益分配不是按照贡献进行分配，就很难说是公平分配，那么，进行 

合理的调节就会非常困难。按需要调节是有限调节，通过调节来增加社 

会幸福和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在工程企业里，它要求：对企业收益分配的 

调节．应该以不影响企业赢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度；对员工的收益调节， 

应该以不违背按贡献分配原则为前提。按需要进行调节，要有利于企业 

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应该遵守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公平调节原则：以 

按贡献分配原理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节。(2)有限调节原则：调节 

力度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不能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负面影 

响。(3)人道主义原则：调节要有利于增加社会幸福，提高社会公平和社 

会福利。虽然人的能力和贡献有大小，但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 

利．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机会。(4)持续发展原则： 

调节要有利于社会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 

2．调节的过程。企业的收益分配调节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1)劳 

动报酬调节：劳动报酬与劳动的贡献成正比，它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的 

成本，可分为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利润分享和人力资本等。例如，对工 

资的调节，要根据物价水平和工资管制，实行最低工资和公平工资；社会 

保障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 

(2)资本报酬调节：主要是调节资本利息。(3)税收调节：如个人所得税 

(这依赖于国家的税收政策)。(4)其它调节：如利润分享、市场价值分 

享、所有权分享(员工持股)、知识股权、人力资本投资等。 

四、走向人性化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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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贡献分配并按需要进行调节，把收益分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 

统一起来，把公平分配和社会公平协调起来，把增加人类幸福和社会持 

续发展作为目标(约束条件)，正是收益分配人性化的反映。 

1．有限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曾提出“有限理性论”：理 

论指一种行为方式，是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适于达到给定目标的 

行为方式。理性行为是在处理给定条件、约束条件和既定目标这些决策 

信息时，行动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其行为也只能是有限的。 

按贡献分配并按需要进行调节，就是依据这种有限理性论，来实现 

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当然，这种公平是有限的：作为企业家，他寻求自 

己满意的利润；作为消费者，他寻求自己满意的效用；作为劳动者，他寻 

求自己满意的劳动报酬；作为投资者，他寻求自己满意的资本报酬。总 

之，人们寻求的是问题的满意答案，而不是最优方案。 

2走向和谐。在这种管理模式(竞争机制、按贡献分配并进行合理 

调节)下，人起了更关键的作用。知识和创新成为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知识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产所有者发现，合作可以把蛋糕做大，合理分 

配使大家受益，成功带来荣誉和精神享受。各种生产要素具有相同的分 

配地位，经营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通力合作，根据各自贡献大小获得相应 

的收益，并认可适当的合理调节，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平、人类进步和 

经济持续发展。从而走向一种和谐的氛围。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理 

想，对贡献大小的衡量和对调节适度的把握，都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解 

决的技术难题。 

企业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成功和法制的完善以及人们思 

想、素质的整体提高等多种因素。反过来，只有多数企业取得成功，员工 

满意，才能够推动政策成功、法制健全和思想高尚。社会才会更稳定，经 

济才会更好地发展，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魏杰著．企业制度安排．中国发展出版社，20H02 

2．魏杰著．企业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H01 

3．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编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三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何传启著．分配革命．经济管理出版社．20H01 

5．王梦奎等著．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H01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H031) 

(责编：贾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