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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阅读年度报告指南



免责声明

本文件所提供的信息不构成金融咨询服务。其它机构所发布的任何声明或信息均系作者各自做出。新交所
及其附属机构对本文件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适销性和适切性，对任何使用该信息或者该文件中所涉及
的投资产品的任何个人等都不负有任何担保责任。新交所保留随时对该文件做出修改的权利。本文件及其
内容或文件中任何改动、遗漏或错误均不构成任何针对新交所与/或其任何附属机构的索赔、要求或诉讼
请求，新交所与/或其附属机构特此对相同事项明确表示免责。

本指南的内容无需反映新交所作为监管机构的任何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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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阅读年度报告指南

本指南旨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投资者:

•	 更好的利用年度报告

•	 关注重要事项和提出相关的问题

•	 促进他们对所评估的公司的整体概况的了解

    
在以下几页中，你将看到一份列表，列出当阅读年度报告的每一部分时应该注意的
事项和问题。这短短几页的概要难免 会有 疏漏。因此，我们真诚地敦促投资者通过
其他的读物及课程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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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阅读 
年度报告？

如果我只有 
10分钟, 应该看
年度报告中的 
那些内容? 

请注意: 1.	 年度报告主要是对已经发生的情况进行回顾。

2.	 由于公司必须对所有公开的披露负责，其前瞻性的陈述往往是广泛的。
投资者应针对所担心的问题，要求管理层做出解释。

3.	 审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公司是否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一份公允的审计报告，并不能保证该公司就一定没有欺诈的行为。

因为年度报告通常是唯一公开发布的文件，它为投资者概括地描述公司一年
所取得的进展，包括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管理层对公司业务的论述以及公司
主席的简报。

在很多方面，年度报告就像是您每年的健康检查报告:

•	 都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才能懂得该行业的术语;

•	 都为健康状况提供一个概括地描述:	一个有关身体状况，另一是财务状况
(如果您持有股票);	以及

•	 忽略以小号字体描述的信息中的一些要点，可能带来不堪的后果。

当然，如果您已经了解一个公司的主要问题，及时查看公司发布的中期和全年 
业绩要比查看年度报告更为妥当。这些资料都可以在新交所网站的公司公告一栏中 
获得。我们所提供的主要事项和问题的清单，对您阅读相关信息也具有很好的 
指导作用。

•	 快速浏览主席或首席执行长的声明。仔细阅读最初和最后的两段。这将使您
掌握该公司营运状况的要点。以同样方式阅读管理层论述和业务分析。

•	 查看独立审计师是否认为公司的状况一切良好。

•	 阅读财务报表，并且查看是否:

1.	 净盈利是正数，它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2.	 营业额是在增长还是在下滑。

3.	 营运现金流经营运资金调整后，其现金流为正值还是负值;

4.	 净负债额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5.	 股息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 (按净盈利的百分比计算)。

•	 查看财务账目附注中每个部门的分类账，以确定各部门的销售和收入是在
增长还是在下滑。  

•	 对于所有表现下滑的部门，要查看在论述中是否有解释或要求公司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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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介绍
•	 主席的声明、业务回顾与展望、管理层的论述。

•	 试图了解公司的核心业务，并且评估管理层是否把重心放在核心业务上、是否设法应对各种风险、其言行是否保持
一致。

在以下几页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需要更多的会计知识才能给予恰当地评估。 

这些问题将以星号(*)进行标记。

问题 特别提示 注解

什么是核心业务? 1

1.	 是否有关于公司使命或战略性
经营方向的明确定义和陈述?

2.	 公司到底靠什么赚取盈利?

a.	 公司销售产品	(如制造业)	还是
服务	(如医院或学校)?	

b.	 您能否明确界定该公司的产品
或服务类别以及顾客群，如地
理和人口等?	

c.	 公司需要动用什么资源	(如雇
员，研发，投资)	以满足顾客
的需求?

如果读完公司的概况和查阅了 
年度报告中有关公司概况和介绍 
部分后，您仍然不明白该公司 
如何赚钱，最好换另一家公司。

建议: 
选择您所熟悉的行业里的公司。

注意: 
如果该公司是一家集团 (即经营
多种不相关的业务)	则应专注于
其主要部门。

管理层是否专注其核心业务?
3.	 对于企业将如何发展，管理层的

既定计划是什么?	

a.	 产能扩张?

b.	 表现欠佳的方面是否合理?

c.	 是否向现有客户推出新产品	/
服务?	

d.	 是否通过在研发和营销	(新的
产品功能，附加服务)	等方面
的投资来提高利润率?

4.	 是否要通过收购来实现上述	
3a,	c,	或	d	的计划?

针对那些不利于	3a,	b,	c,	或	d
的投资或者收购提出质疑。例如，
制造公司为发展物业而购买土地。	

如果根据您的知识和理解，您认为
所提出的计划不清楚，或不可能 
使公司取得发展，或没有道理， 
请提出质疑。

如何应对风险?
5.	 管理层强调了哪些风险?	

6.	 将如何应对这些风险?

7.	 管理层的计划	(例如，通过收购
使公司规模加倍)	是否增加了
这些风险?	该风险能否被有效
地控制?

对所强调的风险保持警惕。

当心未能设法减轻风险的管理层。

如果有关减低风险的信息不足够，
请提出疑问。

管理层是否前后一致? 2

8.	 过去所讨论的计划是否仍在
进行?

9.	 过去所预期的风险是否已得到
控制?	

10.	 管理层讲话的总基调是否有
改变?	更乐观还是更悲观?

如果过去的计划不再被提及， 
请提出质疑。

如果过去所强调的风险不再被 
提及，请提出质疑。

如果基调的改变不合情理， 
请提出质疑。

注释:	 1.	可通过新交所网站和公司网站获得有关公司的更多信息。
 2. 可通过查阅在上一次的年度报告和最近的中期业绩中所提供的管理层的论述，加强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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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特别提示 注解

13.		净利润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以下
哪个方面出现变化:

a.	 	 销售?		

b.	 	 毛利率?	

c.	 	 营业利润率?

d.	 	 利息支出或税务?

e.	 	 非经常性项目?

我们总是愿意在各个层面看到 
销售额和利润率的提高。然而，
重点应该是评估其可持续性。 
应警惕:	

-	 利润率持续下降;

-	 依赖非经常性的收入。

14.	 现金周转期是在延长还是缩短?	

					为什么?

如果是现金周转期延长，那么 
库存和应收账款可能增长太快， 
应予以注意。

15.	 营运现金流是否健康?

a.	 存货增加速度是否比产品
销售成本的增加速度快很多?

b.	 应收账款是否比销售的
增加速度快很多?

快速增长的公司通常会出现负的
营运现金流。如果不属于此类公
司，负的营运现金流是 
应该予以注意的。对于其现金 
用在何处，应提出疑问。

16.	 财务杠杆率是否太高?	

	 例:	财务杠杆率高于50%

17.	 公司一年内应偿还的债务
是否与净营运现金流很接近?

财务杠杆率具有行业的特殊性，
最好与同行业的其它公司比较。
无论如何，如果短期债务水平 
与现金流相比太高的话，通常 
被认为是有风险的。

18.	 股本收益率正在增加还是减少? 如果收入增加伴随着股本收益率
的持续下滑，则应予以注意。

19.	 查阅会计政策有无改变，
如折旧以及将研发资本化。

会计政策的改变可能扭曲收益 
数字。警惕那些将收入挪前或 
将开销延后的变动。如果原因 
尚不清楚，请提出质疑。

第二部分 – 公司治理的披露
查阅公司治理的披露是否符合《2005年公司治理守则》(CG2005)	，这是一份22页的通告，
它刊载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网站上。

第三部分 – 财务报表
查阅财务报表，以从量的角度对经营业绩的各个方面及风险进行评估。 
请注意，这些问题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公司。附录中列出的问题更适合房地产和金融等专业领域。

问题 特别提示 注解

11.	 公司必须强调他们在哪些方面
不符合《2005年公司治理守则》
的指导方针。要审查被强调的 
所有方面。

12.	 查看独立董事人数，他们至少应
占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他们
是否是独立的?

《2005年公司治理守则》的制定
是为了提高对股东负责的标准，
但真正遵守该守则的精神，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独立懂事。所以
应该深入研究他们的背景，对他
们有更全面的了解。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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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其它问题

问题 特别提示 注解

分类资料。
(这些都列在财务报表的注释中)

20.	对销售、盈利能力、资产和资本
支出作分项评估。

a.	 这些地区的销售和收入的年同比
的改变，是否与这些地区的经济
状况一致?

b.	 与问题 3	和 4的答案相比较，
资本支出的数额是否合理?

c.	 对于银行，应注意各部门的
贷款增长情况。按目前的经济 
条件，银行所冒的风险是否 
合理?

d.	 对于房地产，应根据地理位置
注意其资本开支。	

					其扩展是否合理?

某些领域的疲弱可能被其他领域的
收益所抵消。此分类有时可帮助 
鉴别其稳定性和非经常性的收入。

以现金股利回报股东
21.	 公司是否有一套明确的股息派发

政策并指定了派息率？实际派出
的股息是保持稳定，还是增加或
减少?	

	 请注意，派息率可以从 0%	(典型
的高增长企业)	至	100%	(有非常
稳定的现金收入的企业)。预期
将取得 5-15%	的年增长的公司，
理论上可以承受	20%	至	40%	的
派息率。

当公司削减股利分配时， 
应提出质疑。

要密切注意那些在资产负债表上有 
现金积累而没有明确的投资计划的
公司。	

公司是否真有现金?
22.	现金水平与利息收入要互相调节.

23.	与所述的投资计划相比，
所持现金是否太多?

如果长期以来利息收益率与可得利率
相比太低，要多加注意。

公司是否言行一致?
24. 哪些部门的资金投入/	总资产在

增加?	它是否与问题3的答案
相吻合?	(也请看问题20)

25. 资产负债表中哪些资产项目在 
增加或减少？它是否与问题3的
答案相吻合?

如果资产负债表	(资产项目)	或
分类账所列的项目与问题3的答案
不吻合，要多加注意。

审计结果?
26.	独立审计师是否认为公司的状况

一切良好?

注意独立审计师是否在审计报告 
中保留意见或提出强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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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房地产公司

问题 特别提示

资本负债比率与经济周期

1.	 按现在的经济展望，资本负债比率是否合适?

如果面临经济衰退，高资本负债比率是危险的。但在经济
复苏或增长期，它可能是好的现象。不过，营运现金流应
足以偿还短期债务。

收入趋势

2.	 销售额的年同比是否增加?

3.	 收入的年同比是否增加?

4.	 毛利率的年同比是否增加?		

稳步上升的销售和盈利是一个正面的迹象，但鉴于这个行
业的周期性波动，其前景更为重要。见问题20。

毛利率是由库存通膨率和发展商利润率组成。投资者应查
询哪些项目可能造成了不同时期之间毛利润的显著变化。

物业组合的质量
(详细披露是强制性的)

您对组合中的主要项目是否乐观？ 
同去年相比，他们的销售是否有所增加?	

评估该组合的资产价值	(不论是未开发土地还是在建项目)	
是非常重要的，仅次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

问题 特别提示

资产增长

1.	 与同行业的公司相比，贷款增加速度有多快?	
(行业统计数据通常由货币当局提供)

2.	 在所处的经济周期中，贷款增长是否太快?		

贷款增长高于平均水平是好事，除非经济正走向高峰。

盈利能力

3.	 净利息收入是否在增加?

4.	 非利息收入是否在增加?	这主要来自于稳定的还是
非经常性的来源?	

5.	 营运开销是否受到控制?	计算总费用/总收入的
年同比是否有变化?	

6.	 贷款损失的准备金是否增加?	是否足够?

一般来说，来自稳定收入的增长，如净利息收入和收费
等，其质量要好于来自交易的收入。

在经济萧条时期，贷款损失准备金是影响收入的一个因素。
例如在经济接近顶峰时贷款增长过度，贷款损失准备金 
可能会达到危险的高度。(参阅第4部分)。

股本充足

7.	 第1级的资本充足率是否高于法定的最低额?	
(2009年，新加坡规定为6%)。

8.	 总资本充足率是否高于法定的最低额?	
(2009年，新加坡规定为10%)

各国通常都规定自己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

新加坡银行趋向于保守，其资本充足率一般比最低要求 
高2%以上。

资本充足率足够并不能保证没有破产的风险。

银行和金融公司
金融机构的分析是一个专业领域。因此，在这里只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使您更好地理解在其年度报告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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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缩写和术表

术语 解释

年报 

Annual Report

年度报告

资本充足率

Capital  
Adequacy Ratio

是一种复杂的衡量方法，用以评估金融机构的资产是否足以承受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所有国家的货币管理 
机构一般都要求公司必须披露此数据。因此业余投资者可利用所提供的数据而不必试图复制计算。总的来说，
这是金融机构的风险加权资产与调整后的资产净值的比率。

现金周转期

Cash cycle

较短的现金周转期意味着公司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销售盈利转变为现金，因此需要较少的股东投资来维持营运
和取得发展。

常用的计算方法为:	(应收交易帐款	+	库存	–	应付交易帐款)	/	销售额	x	销售天数。以此方法，如果你用季度
销售额，销售时间是90天,	年销售时间就是365天。

举例:

1.	 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资产项目下

-	 应收交易帐款:		$100,000	(2005财政年);	$120,000	(2006财政年)

-	 库存:		$50,000	(2005财政年);	$80,000	(2006财政年)

2.	 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负债项目下

-	 应付交易帐款:		$80,000	(2005财政年);	$110,000	(2006财政年)

3.	 在收益表	(或称损益表)	中:

-	 年销售额:	$520,000	(2005财政年);	$800,000	(2006财政年)

-	 第4季度的销售额:	$150,000	(2005年第4季度);	$225,000	(2006年第4季度)

计算:

•		 2005财政年的现金周转期	

-	 (应收交易帐款	+	库存	–	应付交易帐款)	/	销售额	x	销售天数	[用2005财政年的数据]

-	 ($100,000	+	$50,000	-	$80,000)	/	$520,000	x	365天	[一整年的销售时间是365天]

-		 49.1天 

•		 2006财政年的现金周转期	

-		 ($120,000	+	$80,000	-	$110,000)	/	$800,000	x	365天	

-		 41.1天

•		 2005财政年第4季度的现金周转期	

-		 ($100,000	+	$50,000	-	$80,000)	/	$150,000	x	90天	[我们用90天作为每个季度的销售时]

-		 42.0天

•		 2006财政年第4季度的现金周转期	

-		 ($120,000	+	$80,000	-	$110,000)	/	$225,000	x	90天	

-		 36.0天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由于该公司将产品转变成现金的时间越来越快，其周转期正在改善，从2005	财政年
的49.1天减少到2006财政年的41.1天;	从2005财政年第4季度的42天减少到2006财政年第4季度的36天。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它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术语，因为它是在考虑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对一个公司总体管理的描述。 
虽然通常被认为是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责任，一个更全面地分析也会考虑股东的责任	(例如，参加股东
大会、提出问题、参与投票等)	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责任	(如环保等问题)。

产品销售成本

Cost of  
Goods Sold

这一项通常在损益表中明确列出。它是与销售直接相关的所有开销，通常包括佣金，原材料成本和直接工资。

派息率

Dividend Payout 
Ratio

最常用的定义为:	(全年总股息)	/	(净盈利)。

股本

Equity

其实就是业主在生意中所投入的资金量，包括所有的累积盈余和储备。一般也俗称为股东资金，它包括缴足资本，
各种形式的储备金和 (通常)	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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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负债比率 /
财务杠杆率

Gearing /  
Net Gearing

用来比较总债务和股本的术语。通用的计算方法是:	总债务	/	总股本，或者	(总债务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总股本。后者有时更具体地称为净负债。

举例:	假设资产负债表显示	

•	 长期债务为S$200,000	;	

•	 短期债务为$100,000,	

•	 现金和银行存款为$50,000

•	 股东资金总额为$500,000,	

那么，	

财务杠杆率为:	总债务/总股本	=	($200,000	+	$100,000)/$500,000	=	60%

净资本负债比率为:	(总债务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总股	=	($200,000	+	$100,000	-	$50,000)/$500,000	=	50%

毛利率

Gross Margin

总利润与总销售的比例，其中的总利润是销售额减去销售成本后的利润	(见上述销售成本的解释)。

利息收益率

Interest Yield

总利息收入与产生利息的资产的比率	(如现金及债券等现金等价物)。	

贷款损失准备金

Loan loss 
provisions

在损益表中，这是与实际和潜在的贷款损失有关的开销。在资产负债表中，这是用于抵消贷款的潜在损失的累积
缓冲资金。

净利润率

Net Margin

(税后净利润减去少数股东权益)	/	总销售。

非经常性支出

Non-Recurring 
Expenses

在性质上被认为是一次性的开销。这包括以低于净账面值的价格从长期投资中撤资所造成的亏损、裁员的成本，
外汇兑换的损失	(除非有理由使人相信这还会持续)。

非经常性收入

Non-Recurring 
Income

在性质上被认为是一次性的收入来源。例如:	从长期投资中撤资的收入、外汇兑换的盈利、由于以低于公平价格
收购资产而进行的调整。 

营运现金流 
(净营运现金流)

Operating  
Cash Flow

营运现金流这一项目应明确列在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部分的现金流量表内。它是对增加营运资本金的需要进行
调整后，所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营运现金流既是营运现金流减去利息支出和已缴付的税款。

营业利润率

Operating Margin

营业利润率是营运利润占总销售额的比率，其中的营运利润是以销售所获得的利润扣除与经营有关的全部开销。
为分析之目的，我们一般会排除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利息收入和费用、税金等。

股本收益率

Return on Equity

这是 (税后净利润减去少数股东权益)	/	(股本减去少数股东权益)	的比率。在评估资本创造收入的效率时，这是最常
用的比率。一般来说，股本收益率的范围从10%以下	(商品型业务)	到20%以上	(通常为价值创造力强的业务)。 

营运资金

Working Capital

通常的计算公式为:	库存 +	应收交易帐款	–	应付交易帐款。一般上，应该考虑到运作所需资金的所有项目。
因此，更广泛的定义是:	(流动资产减去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流动负债减去债务和债务等价物)。	

举例:

假设资产负债表显示	

•	 流动资产为$500,000;

•	 在流动资产中，你有$100,000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及$50,000短期投资;

•	 流动负债为$350,000;

•	 在流动负债中，你有$80,000的债务	(或银行借贷、租赁);

那么，你的营运资金为:	

•	 (流动资产减去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流动负债减去债务和债务等价物)	
=	($500,000	-	$100,000	-	$50,000)	–	($350,000	-	$80,000)	=	$80,000

年同比

Year on Year

即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指从一年到下一年增加或减少。例如，2006年同比是从2005年到2006年增加或减少。

资料来源:	Universe	Within	Pte	Ltd	(经同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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