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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言 

随着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管理已经是一项集决策、组织、协调、指挥、控制一体的综合性行

为，作为组织行为，计划、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等活动要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复杂。因此考察企业管

理者的信用程度以及是否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具备科学合理的管理素质，

是评价管理者信用的基本条件。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国家发改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信用有关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并结合中国合同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和实际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的制定。 

本标准中如有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时服从现行法律法规执行；本评价标准的不完善之处，可以

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本标准的格式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进行

编制。 

本标准由安徽省安环信用评估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安环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孟斌、张莉娟。 

本标准于 2018 年 06 月 15 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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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价标准的术语定义、特征、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估原则、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估内容、层次分析法、等级划分。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征信机构开展的企业重合同守信用评价、信用认证、

商业征信活动。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119-2017 信用服务机构 诚信评价业务规范  

GB/T 23794-2015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GB/T 31864-2016 职业经理人信用评价指标  

GB/T 31950-2015 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GB/T 33718-2017 企业合同信用指标指南 

GB/T 35431-2017 信用标准体系总体架构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管理者 

是运用职位、权力，对人进行指挥和驾驭的人。这种概念强调的是组织中正式职位和职

权，强调必须拥有下属。管理者在组织中工作，但是并非在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

最简单的一种划分是按照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组织中的人员一般可以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作业者，另一类是管理者。 

3.2  

企业管理者 

是指在企业履行管理职能的机构及其管理人员。企业管理者信用是企业管理者活动的基

础，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市场活动都是依据企业管理者信用而来的，从经济学来看，企业管理

者信用是一种购买力，可以交换商品。 

3.3 

企业管理者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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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指诚实、公正、说话算数，外延则是指对他人的付出能及时地、连本带利地偿还，

并且不附加额外条件。一个管理者就像是一家银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也必须讲求信用，以

信取人。 

4 特征 

企业管理者信用的特征： 

a)  人格性 

b)  稳定性 

c)  财产性 

d)  社会性 

5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估原则 

a)  客观性 

b)  量化性 

c)  可操作性 

6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估内容 

a)  企业管理者素质 

b)  企业管理者能力 

c)  企业管理者财产 

d)  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 

6.1 企业管理者素质 

素质是指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

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企业管

理者素质决定了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诚实守信、为人正

直及参与慈善几方面。 

6.1.1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感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性质、目标、经营方式的取向所做出的选择，并为员工

所接受的共同观念。 

6.1.2 诚实守信 

企业管理者不仅是经济人，还应当是伦理人，具有更高人文精神追求的人，才能对外带

领企业获得更大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内成为凝聚企业人心的向心力。 

6.1.3 为人正直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仅是对物的管理，更是一种对人的管理。对企业管理者而言，

在所有的品德中，正直尤其显得至关重要。主要表现为求真务实。 

6.1.4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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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者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意识和参与程度。 

6.1.5 企业管理者素质分类 

a)  高层领导者素质 

高层领导者素质指标是指管理机构高层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总和。该指标考察领导班子思

想品德、文化和业务水准、责任感，年龄结构等要素，判定其在规划、组织、管理、决策、

协调、沟通等方面是否具备领导能力。 

b)  中层管理者素质 

中层管理者素质指标是指管理机构中层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总和。该指标考察中层干部思

想品德、文化和业务水准、责任感，年龄结构等要素，判定其在执行高层领导者决策或反馈

信息时，能否准正的上传下达、分工合作、细化目标、组织实施的能力。 

6.2 企业管理者的能力 

“企业管理者的能力”划分为“内部控制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履

约能力”和“承受风险事故能力”五个部分。 

6.2.1 内部控制能力 

内部控制制度指标是指企业管理者管理规范、机制、程序的建立健全。该指标考察企业

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从宏观管理到实施细则制定，是否形成系统管理体系，是否公平、公正、

公开。 

6.2.2 盈利能力   

a)  净财产收益率 

净财产收益率是企业本期净利润与平均净财产的百分比，也叫净值报酬或权益报酬率。

其计算公式为： 

         净财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财产）*100% 

净财产收益率是反映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因为企业的根本目标是所有者权益或股东价

值最大化，而净财产收益率既可以直接反映资本的增值能力，有影响着企业股东价值大小。

该指标越高，反映盈利能力越好。 

b)   总财产报酬率 

总财产报酬率是息税前利润与平均总财产之间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总财产报酬率=（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平均总财产*100% 

总财产报酬率高，说明企业财产的运用效率好，也意味着企业的财产盈利能力强，所以

这个比率越高越好。 

6.2.3 偿债能力 

a) 营运资金（短期偿债能力） 

营运资金是指企业流动财产减去流动负债后的差额，用公式表示： 

营运资金=流动财产—流动负债 

营运资金实际上反映的是流动财产可用于归还和抵补流动负债后的余额，营运资金越多，

说明企业可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资金越充足，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越强，债权人收回债权的

安全性越高。因此，可将营运资金作为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绝对数指标。 

b)  流动比率（短期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财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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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流动财产/流动负债）*100% 

流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企业的流动比率越高越好，因为流动比

率越高，债权越有保障，借出的资金越安全。 

c)  速动比率（短期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是指速动财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速动比率=（速动财产/流动负债）*100% 

速动比率可用于衡量企业流动财产中可以立即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它是对企业流

动比率的重要补充说明。 

d)  现金比率（短期偿债能力） 

现金比率是指企业的现金类财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现金比率=（现金及等价物/流动负债）*100% 

在企业的流动财产和速动财产中，现金及其等价物的流动性最好，可直接用于偿还企业

的短期债务。因此，从稳健角度出发，现金比率用于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最为保险。 

e)  利息保障倍数（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利息保障倍数，亦称利息保证倍数没，指息税前正常营业利润与负债利息之比，其计算

公式为： 

利息保障倍数=正常息税前营业利润/利息支出总额 

利息保障倍数指标反映了企业盈利与利息费用之间的特定关系，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

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该指标越低，说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差。 

f)  财产负债率（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财产负债率是指企业的负债总额与财产总额之间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财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财产总额）*100% 

财产负债率是综合反映企业偿还能力的。 

6.2.4 履约能力 

a) 所签合同执行比例（生产经营履约能力分析） 

企业能否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其信用水平的高低，“所签合同执行

比例”很有其存在的意义。 

b) 到期贷款偿还比例（筹资融资履约能力分析） 

企业能否按照约定偿还到期的银行贷款，可以很大程度上体现其信用水平的高低。 

6.2.5 承受风险事故能力 

“承受风险事故能力”有两个指标： 

a)  企业职工数量（风险事故的波及人数分析） 

企业所拥有的职工数量越大，企业一旦发生经营风险或生产事故时，波及的人数越多，

企业管理者的承受风险事故能力也就越高，信用水平也就越高。 

b)  投资期限（投资的风险偏好分析） 

一般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投资的期限越长，企业一旦发生经营风险或生产事故时，企业

用于挽救风险和赔偿损失的资金就越少。因此，企业管理者的承受风险事故能力也就越高，

信用水平也就越高。 

表1 企业管理者能力的框架 

能力类别 分析角度 财务指标 

内部控制能力 宏观及细节管理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 资本经营盈利能力分析 净财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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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经营盈利能力分析 总财产报酬率 

偿债能力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营运资金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现金比率 

利息保障倍数 

财产负债率 

 生产经营履约能力分析 所签合同执行比例 

履约能力 生产经营履约能力分析 所签合同执行比例 

筹资融资履约能力分析 到期贷款偿还比率 

承受风险 风险事故的波及人数分析 职工数量 

事故能力 投资的风险偏好分析 投资期限 

风险事故的资金保障分析 保险额度 

6.3 企业管理者的财产 

企业管理者的资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以及 “信用记录”三个模块。 

a)  动产包括企业管理者年薪、奖金、分红等的财产现值。 

b)  不动产包括所在企业的固定资产、所在企业的无形资产和注册资本。 

c)  信用记录是指社会信用记录，包括纳税记录、银行信用记录和司法信用记录等。 

6.4 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 

企业管理者所处的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项内容，其中“外部环境”

部分又具体分为“行业环境”和“社会环境”。 

a) “内部环境”共有8项指标，包括：职业资质、职业素质、教育状况、从业经历、专

业成就、荣誉奖励、政治面貌、宗教信仰。 

b) “外部环境”包括：所在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所在行业的整体发展速度、所在行

业的平均信用水平、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所在地区的社会信用状况。 

7 层次分析法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估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完成对指标合理性、一致性的判断，

其原理和模型如下： 

EC= XXQC  

其中 X=(1,2,...m) 

假定中间层相对于最高目标有 m 个因素，它们的权数分别为 x1,x2,......,xm。 

经过线性加权合成得到整个模型的静态评价值：EC, 

企业管理者信用得分（EC）=[企业管理者素质*22%+企业管理者能力*28%+企业管理者资

产*18%+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32%]*100 

表2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标准分值 

企业管理者素质 22% 社会责任 5 

诚实守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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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正直 5 

慈善事业 7 

企业管理者能力 28% 内部控制能力 3 

盈利能力 3 

偿债能力 3 

履约能力 3 

承受风险能力 6 

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 18% 内部环境 14 

外部环境 14 

企业管理者财产 32% 动产 10 

不动产 10 

信用记录 12 

8 等级划分 

信用评级由第三方组织实施，并将其信用评级结果公示，使全社会都能进行监督，成为

企业管理者信用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科学评价工具。 

企业管理者信用评价的等级划分为4个级别，即AAA、AA、A、B。各等级含义见下表： 

表3 企业管理者信用等级划分及其含义 

等级级别 得分 等级含义 

AAA 80-100 企业管理者信用很好，企业管理者素质很高，企业管理者能力很强，企

业管理者资产和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等方面问题很小，与其合作风险很

小。 

AA 70-80 企业管理者信用较好，企业管理者素质较高，企业管理者能力较强，企

业管理者资产和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等方面问题较小，与其合作风险较

小。 

A 60-70 企业管理者信用一般，企业管理者素质一般，企业管理者能力一般，企

业管理者资产和企业管理者所处环境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与其合作有

风险。 

B 60分以下 企业管理者信用很差，不能胜任企业管理者职责，不能与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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