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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d the financial data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of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Besides, 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overal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s well as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status between industrial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data, we find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financial status of tobacco products industry and chemical fibe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better. As a whole,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manufacturing is better than mining, power, therm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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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对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对各行业之间的关系，和整体的财
务经济状况，以及产业类别之间财务状况是否有明显差异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分析了解到云南省规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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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业企业中烟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两个工业企业的各种经济效益与财务状况都比较好。整体看
来制造业的状况比采矿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财务状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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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云南省工业生产总值达到 3848.26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
的 28.26%。云南省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有 71.05%是由工业企业贡献的。可见工业企业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工业企业的经济财务指标不仅关系到工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管理经营中，企业的财务指标对企业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对云南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对其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反映公司业务活动的变化情况，从而
综合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利用上述指标，很多研究人员做出了丰硕的成果，金硕元等使用
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财务情况进行分析[1]。余宏对国有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分析[2]。

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制的《云南省统计年鉴(2016 版)》。本组数据内容是
2015 年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计量单位：%。其中原始变量为八个基础指标。

2.1. 其变量名及含义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

变量含义

X1

综合经济效益指数

X2

总资产贡献率

X3

资本保值增值率

X4

资产负债率

X5

流动资产周转率

X6

成本费用利润率

X7

全员劳动生产率

X8

产品销售率

经济效益指数的选取必须可以正确体现出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以利润为主的指标将被使用以实现
上述目标。以利润和实物相关指标挂钩的企业，应降低实物指标比重，逐步提高以利润为主的指标的比
重。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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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资本保值增值率是财政部制定的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十大指标之一，资本
保值增值率反映了企业净资本的变动情况，是企业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资产负债率又称举债经营比率，
它反映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的指标，通过将企业的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相比较得出，反映在企业
全部资产中属于负债比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指企业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反映企业经营的状
况，也反映资金利用效果和再生产循环的速度。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企业全部生产投入与实现利润之间的
比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指平均每个职工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工业生产的最终结果，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
和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产品销售率：反映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是分析产销链接的情况，研究产品
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指标。考虑到以上指标(表 1)是反映企业运行的核心财务数据，本文着重对以上指标
进行分析。

2.2. 各行业名称
行业细分见表 2。
Table 2. Sub-sectors
表 2. 各细分行业
按行业类别分

制造业

采矿业(1)

造纸和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矿采行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有色金属矿采行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行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开采辅助活动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3)

医药制造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制造业(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汽车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3. 理论与实证分析
3.1. 聚类分析
聚类就是把在未知分类的情况下，相似的样品聚集成一类。聚类中有一种方法叫系统聚类法(或层次
聚类法)，它的基本思想是：第一步，将 n 个样品各自聚为一类；第二步，用规定的距离方法将最小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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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距离的样品聚为一个新类，将把新类与其他类的距离计算出来，进行合并；第三步，重复上述合并，
直到合并完全为止[3] [4] [5] [6]。
聚类使用的距离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一下几种，即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类平均法，重心法，离
差平方和法[7] [8]。
最短距离法也就是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定义为两类最近的距离，即

DKL = min dij

(1)

i∈Gk , j∈Gl

其中：
dij 表示第 i 个样品与第 j 个样品之间的距离；

Gi 表示类别；
DKL 表示 GK 与 GL 之间的距离。
最长距离法也就是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定义为两类最长的距离，即

DKL = max dij

(2)

i∈Gk , j∈Gl

其中公式(2)中各字母含义与公式(1)相同。
类平均法也就是把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定义为所有物之间的距离的平均，即
DKL =

1
nk nl

∑

i∈Gk , j∈Gl

dij

(3)

其中

nK , nL 分别表示类 GK ，类 GL 的个数。
重心法也就是把类别的重心之间的欧式距离，即

DML =
( xK − xL )′ ( xK − xL )

(4)

其中：

xK 是的 GK 重心；
xL 是的 GL 重心。
在论文中，我们将采用的是类平均法，重心法和 ward 法。它的聚类步骤如下：
1) 定义样品与样品之间的距离，计算样品的初始距离矩阵 D ( 0 ) ；

2) 把 D ( 0 ) 中最短的两类合并，即 GK 与 GL 合并为一个新类，记作 GM ，即 G=
GK ∪ GL ；
M
3) 计算新类 GM 与其他任意类 G j 的距离的递推公式如下：

{

}

min dij , min dij
min { DKJ , DLJ }
=
DMJ min
=
i∈GK , j∈GJ

i∈GL , j∈GJ

(5)

4) 将上述合并的距离矩阵算出，记作 D (1) ，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所有元素聚为一类为止。
其中：
dij 表示第 i 个样品与第 j 个样品的距离；

G1 , G2 等表示类；
DKL 为 GK 与 GL 之间的距离。

3.2. 实证分析
由类平均法聚类结果如图 1，我们可以把类别整理为五类，第一类为烟草制造业；第二类为化学纤
维制造；第三类包含热力电力娱乐；第四类铁路航空；剩下为第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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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lass average method clustering
图 1. 类平均法聚类

Figure 2. Center of gravity clustering
图 2. 重心法聚类

由重心法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与类平均法相同，可以把上面结果分为五类。所包含的行业有一些
细小差异，但是总体来讲与原有的类别出入都比较大。
Ward 法聚类结果如图 3，用 ward 法聚类与类平均法与重心法聚类结果有很大差异，ward 法聚类，
可以明显的把聚类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包含烟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力热力行业、娱乐用
品制造业、铁路航空及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第二类包含黑色金属采矿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
属采矿行业，汽车制造业，非金属矿采行业，酒水饮料制造业；剩下的为第三类。与原来的分类也不太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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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Word method clustering
图 3. Word 法聚类

总结三种方法聚类，发现聚类的结果与原来的类别都不符合，原来的类别是按照行业来分，通过各
类财务指标再来聚类，可以看到烟草制造在各种方法中都单独被分为一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云南省
的烟草制造行业是云南省的较为核心的产业，自 1987 年起连续 13 年，云南烟草上缴的税利一直占云南
财政收入的 70%以上。2016 年全国烟草行业工作会上指出，“十二五”期间，全国烟草行业累计实现工
商税利 47,680 亿元，累计上缴国家财政 41,323 亿元；云南省“十二五”云南省烟草产业创造的增加值约
为 8880 亿元，占全行业的 18.6%。根据财务指标来聚类，把烟草分为一类是比较合理的。从 2014 年开
始云南省电力热力供应行业形式越来越好，各项财务指标反应的企业的财务状况较好，被分为一类比较
合理。

4. 总结
本文通过使用多元统计的三种不同的聚类分析方法对云南省 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烟草制品与化学纤维行业在经济效应状况以及资本情况较
其他行业都好，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对于铁路、航空航天和其他设备制造业在资产保值增值方面较其
他行业要突出，市场的认可度较高。对于一些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的工业企业，它们的流动资产周转情况
较好，这与生产的产品性质有很大关系。综合各项财务指标烟草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两个工业企业
的各种经济效益与财务状况都比较好。整体看来制造业的状况比采矿业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财
务状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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