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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对策,以期能够满足企业和企业相关者的完整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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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Take Henan Dayou Energy Co., Ltd. as an Example

Hefang Yuan, Meng’en Guo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valuates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Henan Dayou Energy Co., Ltd.,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on this basis, so as to meet the
complet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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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过利益相关者等视角下使用因子分析法,

以详细的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和生产经

经营煤炭生产的企业,并在2010年成功上

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使得企业

营状态,但是在企业的财务指标体系中

市。它煤炭储量丰富,品种齐全,产品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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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财务绩效评价将绩

大江南北以及国外,同时公司技术优势明

2 因子分析法的概念

显,拥有“八所一站”的技术研发系统。

因子分析法是指从研究指标相关矩阵

公司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用3-5年的时间

内部的依赖关系出来,把一些信息重叠,具

带动了企业上千亿以上的投资规模,为我

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不

国煤炭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想管的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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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利于清晰绩效评估的层次 。

4 相关理论
4.1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的利益相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绩效评价相关概念

关者包括企业股东、内部员工、债权人、

财务绩效评价最开始的研究内容是

3.1绩效评价的概念。绩效评价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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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的管理以及评价方法。其中最具有

过科学的评价方法,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

都是企业利益的相关者。最早的利益相

代表性的杜邦分析法,它最显著的特点

公正的进行考核,同时不同企业管理者对

关者理论认为一定要平衡好企业与利益

是将若干个用以评价企业经营效率和财

绩效评价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企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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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维护二者的利益,同时一个企业的

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最大程

益,并且企业经营效益水平的高低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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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保障公司利益及各股东的权益。随

现在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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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对财务绩效的研究和分析,并通

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在绩效评价中可

些群体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这才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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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性目标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
4.2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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