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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股票市场的有效是投资者在信息的引导下发生或改变投资行为而实现的。

会计信息是投资者所需要信息中具有专业特点、不易为广大投资者所理解的一种信息。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 ,并将调查

结果与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的现状进行比较 ,最后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主

要指标、分部信息、人力资源信息和财务预测信息等方面改进或加强会计信息的披露 ,同

时建议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不披露物价变动影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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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 ,关键在于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股票市场的有效是信息的

有效 ,股票市场的有效是投资者在信息的引导下发生或改变投资行为而实现的。因此 ,要使股票市

场有效 ,首先应了解投资者到底需要哪些会计信息 ,这些会计信息应当如何披露等问题。会计信息

是投资者所需要信息中具有专业特点、不易为广大投资者所理解的一种信息 ,它的现行披露方式以

及所包含的内容能否满足投资者的需要 ,则有待于研究。本文通过对我国投资者进行调查 ,并将调

查结果与我国现行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进行比较 ,得出若要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 ,上市

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应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的结论。

一、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

我们设计了《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问卷》,于 1998 年 10 月对投资者进行了调查。调查

对象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征询范围是遍布于全国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证券部与基金管理公司 ,我们随机选取了 100 个公司作为征询对象 ,给其负责人寄去问卷。

100 份问卷共回收 30 份 ,全部回答有效。问卷回收率处于以邮寄方式随机问卷的典型回收率

20 % —40 %之间 ,因而是可以接受的。个人投资者的征询范围是北京、上海、深圳及武汉的股民 ,采

用被调查者自填法进行调查 ,共发出 100 份问卷 ,收回 90 份 ,全部有效。问卷从会计信息的基本类

型、基本披露方式、内容构成以及财务报表的有用性等方面反映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

11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基本类型

会计信息从其所反映的时间来区分 ,可分为历史信息和未来信息。历史信息反映会计主体历

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动等 ,而未来信息反映会计主体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 ,会计

系统提供的基本上是历史信息 ,但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是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在会计系统披露历

史信息的情况下 ,投资者是否需要未来信息 ? 调查结果 (见表 1) 表明 ,无论历史信息还是未来信

息 ,都是投资者所需要的 ,而且投资者更需要未来信息。73133 %的机构投资者和 80100 %的个人

投资者表示“非常需要”未来信息 ,而只有 10100 %的机构投资者和 1111 %的个人投资者表示“非常

需要”历史信息 ;历史信息与未来信息的评价值① 分别为 1193、1199 和 1127、1120 ,未来信息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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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评价值为各答案标号与各自比重的乘积之和 ,下同。



价值要比历史信息的评价值小得多。这些数据说明投资者对未来信息的需求程度比历史信息高。

表 1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一)

信息类型 投资者
非常需要 (1) 需要 (2) 不需要 (3) 完全不需要 (4)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评价值

历史信息
机构

个人

3

1

10100

1111

26

89

86167

98189

1

0

3133

0 　

0

0

0

0

1193

1199

未来信息
机构

个人

22

72

73133

80100

8

18

26167

20100

0

0

0 　

0 　

0

0

0

0

1127

1120

　　21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基本披露方式

从表现形式上看 ,会计信息经历了由文字说明到数据反映、由以实物计量为主到以货币计量为

主的发展过程 (郭道扬 ,1984) 。当前以货币单位计量、数据反映为主要手段来表达会计信息 ,但它

无法对使用者所需要的所有会计信息都量化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信息。根据表 2 的统计结果 ,

86167 %(20100 % + 66167 %)的机构投资者和 82122 %(18189 % + 63133 %) 的个人投资者认为 ,不

便于使用数据进行反映的会计信息 ,“完全可以”或“可以”用文字说明 ,其评价值分别为 1193 和

1199 ,均小于 2 ,说明其赞同程度很高。66167 %(10100 % + 56167 %) 机构投资者认为 ,无法用货币

单位计量的会计信息 ,“完全可以”或“可以”用其它单位进行计量 ,其评价值为 2133 ,小于 215 ,说明

其赞同程度较高 ;但是 ,认为无法用货币单位计量的会计信息“完全可以”或“可以”用其它单位进行

计量的个人投资者 ,只有 40 %(12122 % + 27178 %) ,不足 50 % ,且其评价值为 2152 ,超过了 2150。

这说明个人投资者从总体上看并不赞同用其它单位对会计信息进行计量。可见 ,对于不便于使用

数据进行反映的会计信息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一致认为可以用文字进行说明 ;而对于无法用

货币单位计量的会计信息 ,机构投资者认为可以用其它单位进行计量 ,而个人投资者持否定态度。

表 2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二)

问 　题 投资者
完全可以 (1) 可以 (2) 不可以 (3) 完全不可以 (4)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评价值

无法用货币单位进行计量的会计

信息 ,可以用其它单位计量吗 ?

机构

个人

3

11

10100

12122

17

25

56167

27178

7

50

23133

55156

3

4

10100

4144

2133

2152

不便于使用数据进行反映的会计

信息 ,可以用文字说明吗 ?

机构

个人

6

17

20100

18189

20

57

66167

63133

4

15

13133

15156

0

2

0 　

2122

1193

1199

　　问卷还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分部披露和比较披露进行调查。根据表 3 ,绝大多数机构投资

者认为上市公司“非常需要”或“需要”披露经营业务分部信息、市场 (国家) 分部信息和产地 (国家)

分部信息 ,其评价值分别为 1173、2107 和 2103 ,说明它们需要程度高。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也认

为 ,上市公司“非常需要”或“需要”披露经营业务分部信息、市场 (国家)分部信息和产地 (国家)分部

信息 ,其评价值分别为 1169、2110 和 2103 ,也说明了其需要程度高。根据表 4 ,只有 1 个机构投资

者认为上市公司不需要提供比较信息 ,从评价值 3110 和 3104 来看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都认

为上市公司应提供三年的比较信息。可见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分部披露与比较

披露的需求基本一致 ,均认为上市公司应分经营业务分部、市场 (国家)分部和产地 (国家)分部披露

会计信息 ,并应披露三年的会计信息以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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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三)

问 　题 投资者
非常需要 (1) 需要 (2) 不需要 (3) 毫无需要 (4)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评价值

对于从事多种业务经营的上市公

司 ,其是否需要分别提供各种经

营业务的信息 ?

机构

个人

10

38

33133

42122

18

42

60100

46167

2

10

6167

11111

0

0

0 　

0 　

1173

1169

对于在不同国家销售产品的上市

公司 ,其是否需要分别提供不同

市场区域的信息 ?

机构

个人

6

18

20100

20100

17

46

56167

51111

6

25

20100

27178

1

1

3133

1111

2107

2110

对于在不同国家生产产品的上市

公司 ,其是否需要分别提供不同

生产区域的信息 ?

机构

个人

4

19

13133

21111

22

49

73133

54144

3

22

10100

24144

1

0

3133

0 　

2103

2103

表 4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四)

问 　题 投资者
不需要提供(1) 二年 (2) 三年 (3) 四年 (4) 五年 (5) 五年以上 (6)

次数比重 ( %)次数比重 ( %)次数比重 ( %)次数比重 ( %)次数比重 ( %)次数比重 ( %)
评价值

上市公司应提供

几年的比较信息 ?

机构

个人

1

0

3133

0 　

5

12

16167

13133

19

66

63133

73133

1

8

3133

8189

3

4

10100

4144

1

0

3133

0 　

3110

3104

　　31 关于财务报表的有用性

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是企业的三大财务报表。它们对投资者是否具有有用性呢 ?

根据表 5 的调查结果 ,现行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所提供的信息对于投资者来说具有有

用性。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这些报表“非常有用”或“有用”,部分投资者认为它们“部分有用”,没有一

个投资者认为它们“毫无用处”。它们的评价值都处于 115 —215 之间 ,说明了它们的有用性。可

见 ,这些报表所提供的关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的信息都是投资者所需要的。

表 5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五)

财务报表 投资者
非常有用 (1) 有用 (2) 部分有用 (3) 毫无用处 (4)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评价值

现行资产负债表
机构

个人

8

7

26167

7178

20

59

66167

65156

2

24

6166

26166

0

0

0

0

1180

2119

现行损益表
机构

个人

6

14

20100

15156

19

51

63133

56167

5

25

16167

27177

0

0

0

0

1197

2112

现行现金流量表
机构

个人

4

20

13133

22122

21

46

70100

51111

5

24

16167

26167

0

0

0

0

2103

2104

　　41 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内容构成

现行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作用得到投资者的首肯 ,并不能说明它们所提供的会

计信息是充分的。问卷调查结果 (见表 6) 表明 ,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还远远不能满足投资

者的需求 ,其中部分会计信息已在现行会计报告中以报表注释、附表等形式进行披露 ,如会计方法

的改变、报告主体的改变、资产抵押、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等 ;另外部分会计信息还未在现行会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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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得到披露 ,如人力资源信息、财务预测信息、物价变动影响信息和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

表 6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六)

项 　　目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次数 比重 ( %)

未来机会与风险 23 79131 6 20169 82 93118 6 6182

财务预测信息 20 68197 9 31103 58 65191 30 34109

经营业务性质 28 93133 2 6167 83 92122 7 7178

关联方交易业务 29 96167 1 3133 74 82122 16 17178

人力资源信息 27 90100 3 10100 68 77127 20 22173

股票与股本变动 25 86121 4 15179 79 87178 11 12122

股东数量 6 20169 23 79131 18 20100 72 80100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25 86121 4 13179 77 85156 13 14144

内部股东持股情况 10 34149 19 65151 24 26167 66 73133

会计方法的改变 22 75186 7 24114 68 75156 22 24144

报告主体的改变 21 72141 8 27159 57 63133 33 36167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估计的改变 18 62107 11 37193 52 57178 38 42122

坏账损失估计的改变 22 75186 7 24114 52 57178 38 42122

资产抵押 24 82176 5 17124 70 78165 19 21135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24 82176 5 17124 65 73103 24 27197

股利支付的限制 16 55117 13 44183 57 64104 32 35196

权益持有人的权利 15 51172 14 48128 43 48131 46 51169

待履行合同 17 56167 12 43133 60 67142 29 32158

期后事项 15 51117 14 44183 40 44194 49 55106

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 20 66167 10 33133 69 77153 20 22147

物价变动的影响 27 90100 3 10100 61 67178 29 32122

　　51 关于上市公司主要指标的构成

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与附表所提供的信息 ,都是关于某一特定项目的。一般而言 ,单独某

一特定项目的信息 ,并不能较好地表达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及发展前景。只有将

不同项目进行比较 ,得出一些有意义的指标 ,方能达到这一目标。事实表明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

计信息的运用 ,绝大多数是以运用指标的形式而进行的。使用者可以根据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

与附表中的信息 ,自行计算他们所需要的指标。由于使用者具有共同的信息需求 ,所需要的指标具

有一致性。与其让他们重复计算这些指标 ,还不如企业提供 ,因为这将更加节约社会资源。

调查结果 (见表 10)表明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主要指标的需求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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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试行)》所规定的指标为基础。



50 %以上的机构投资者表示他们经常使用的指标有 10 个 ,50 %以上的个人投资者表示他们经常使

用的指标有 9 个 ,其中 8 个指标是相同的 ,它们分别是 (1) 每股收益 ; (2) 市盈率 ; (3) 流动比率 ; (4)

速动比率 ; (5)应收账款周转率 ; (6)资产负债率 ; (7)销售利润率 ; (8)存货周转率。这 8 个指标分别

代表了通行指标体系中的 5 类指标 ,其中 (7) 属于获利能力指标 , (3) 和 (4) 属于短期流动性指标 ,

(5)和 (8)属于营运资本效率指标 , (6)属于中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以及 (1)和 (2)属于股东交易指标。

表 7 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统计表 (七)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排序 指 　标 次数 比重 ( %) 排序 指 　标 次数 比重 ( %)

1 每股收益 27 90100 1 每股收益 79 87178

2 市盈率 25 83133 2 市盈率 70 77178

3 流动比率 23 76167 2 速动比率 70 77178

3 应收账款周转率 23 76167 4 流动比率 66 73133

5 资产负债率 21 70100 5 销售利润率 60 66167

5 速动比率 21 70100 6 应收账款周转率 59 65156

7 存货周转率 20 66167 6 资产负债率 59 65156

8 销售利润率 17 56167 8 资产报酬率 54 60100

8 权益报酬率 17 56167 9 存货周转率 49 54144

10 每股股利 15 50100 10 每股股利 38 42122

11 销售毛利率 12 40100 11 每股账面价值 33 36167

11 每股账面价值 12 40100 12 各项业务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28 31111

13 总资产周转率 11 36167 13 总资产周转率 27 30100

13 资产报酬率 11 36167 13 权益报酬率 27 30100

13 各项业务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11 36167 15 每股面值 22 24144

16 现金比率 10 33133 15 现金比率 22 24144

16 应付账款周转率 10 33133 15 应付账款周转率 22 24144

18 税前毛利率 9 30100 18 销售毛利率 15 16167

18 产品销售量 9 30100 18 股利支付率 15 16167

20 营业毛利率 7 23133 20 税前毛利率 13 14144

20 股利支付率 7 23133 21 产品销售量 10 11111

22 每股面值 6 20100 21 营业毛利率 10 11111

22 利息保障倍数 6 20100 23 利息保障倍数 8 8189

24 以实物量计算的人均劳动生产率 4 13133 24 以实物量计算的人均劳动生产率 4 4144

25 每小时工资 3 10100 25 每小时工资 1 1111

　　

二、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的现状及其与投资者需求的比较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主要是通过招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年度

报告和中期报告等进行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最为全面。它主要依据《公

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二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确定其所应披露的

信息 ,其中 ,财务报表及其附注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等进行编制。根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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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可分为以下几类 : (1) 财务指标和业务数据摘要 ; (2)

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 (3)公司股票和股东情况 ; (4) 财务报表 ; (5) 财务报表注释 ; (6) 关联企业信息 ;

(7)重大事项。① 在会计报告实务中 ,上市公司是否会依照这些规定进行披露 ,它是否会自愿地披

露有关规定中未作要求的信息 ? 为此 ,我们对上市公司 1997 年的年度报告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

了 100 份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在分析研究中发现 : (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基本上是按照有关规定编

制而成的。年度报告基本上都包括 : (1)公司简况 ; (2)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 (3)股本变动及股

东情况 ;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5)重要事项 ; (6)财务报告 ; ② (7) 备查文件。其中 ,财务报告由审

计意见、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等三部分组成 ,财务报表附注往往包括公司简介、主要会计政策、财务

报表项目注释、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或有事项和期后事项等。(二)上市公司未能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披露信息。根据规定 ,公司业务经营情况部分应提供公司所处行业的总体情况、相关产业政策、本

行业主要统计数据、新年度的业务发展规划和分经营业务和市场区域反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构

成等信息 ,而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没有任何一份年度报告提供了行业主要统计数据 ;只有 20 %的

年度报告说明了公司所处行业的总体情况及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 ,但均未说明相关产业政策 ;只有

1 %的年度报告提供了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信息 (该公司本年度亏损) ;在分部信息披露方面 ,32 %的

年度报告提供了经营业务分部信息 ,没有任何一份报告披露市场分部信息。(三) 上市公司年度报

告未能提供有关规定未作要求的信息。

相对于投资者的会计信息需求来说 ,我国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的披露 ,存在着披露过量、基本

满足投资者需求、披露不足和完全未披露等四种情况。

11 披露过量。上市公司根据有关规定披露的公司股票和股东信息 ,包括股票发行、上市、交易

各种情况与股东结构、数量以及他们的持股情况。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79131 %的机构投资者和

80100 %的个人投资者不需要“股东数量”,65151 %的机构投资者和 73133 %的个人投资者不需要

“内部股东持股情况”。表明大多数投资者没有使用“股东数量”和“内部股东持股情况”的信息。

21 基本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披露的信息 ,能够基本满足投资者需求的

有 : (1)公司经营业务信息。按照有关规定 ,公司经营业务信息 (除分部信息) 涉及到了公司所处行

业及其地位、相关产业政策、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等方面 ,它基本上能够满足投资者

的需求。由于上市公司在披露公司经营业务信息时未能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披露 ,使得它在满

足投资者的需求方面略显不足 ; (2)关联企业信息。它涉及了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营业务范围

以及公司持有的所有者权益份额 ; (3)重大事项。它已明确包括了 23 个方面的事项 ,另外 ,可能对

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而未作规定的 ,也视作重大事项。我们的问卷结果表明 ,86167 %的机

构投资者和 91111 %的个人投资者需要这些“重大事项”信息。

31 披露不足。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披露的信息 ,相对于投资者信息需求来说 ,披露不足的

有 : (1)人力资源信息。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人力资源信息 ,仅仅包括公司董事、监事与

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专业简历以及年度报酬情况。这是远远不够的。公司董事、监事与高

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能力对公司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 ,技术人员的素质对公司发展也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职员总体结构影响着公司的发展 ,等等 ; (2)财务报表。投资者肯定了财务报表的有

用性 ,但也有 15 %至 25 %的投资者认为财务报表“部分有用”。另外 ,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定提供

的是两年的比较式财务报表 ,而投资者需要三年的比较信息 ; (3) 分部信息。上市公司按照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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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年度报告采用的是“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二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企业会计准则》和

《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等。



定披露的经营业务分部信息和市场地理分部信息极为简单 ,而且也未披露 86167 %的机构投资者

和 75156 %的个人投资者所需要的生产地理分部信息。

41 完全未披露。上市公司会计报告未能披露下列投资者所需要的信息 : (1) 财务预测信息 ,

68197 %的机构投资者和 65191 %的个人投资者需要 ; (2) 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 ,66167 %的

机构投资者和 77153 %的个人投资者需要 ; (3)物价变动的影响 ,90100 %(16167 % + 73133 %) 的机

构投资者和 67178 %(17178 % + 50100 %)的个人投资者需要。

三、改进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离投资者的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差距主要在于未来信息以及目

前无法用货币单位进行计量 ,甚至无法用数据进行反映的信息。在其他一些会计信息的披露上也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根据上文的比较分析结果 ,我们对改进上市公司会计报告的建议如下 :

11 上市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主要指标首先应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都经常使用的 8

个指标 ;另外 ,分别有 50100 %的机构投资者和 42122 %的个人投资者经常使用每股股利指标 ,它表

示流通于股市的普通股每股所能得到的实际现金流入 ,而每股收益和市盈率所表达的收益仅仅是

指流通于股市的普通股每股所能分摊到的 ,它并不是普通股股东实际所能得到的 ,建议主要指标包

括每股股利 ;现金流量信息是会计信息的重要组成内容 ,投资者经常使用的指标中尚未包括现金流

量指标 ,建议增加每股现金流量指标 ;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是关于企业社会效益的重要指标 ,

它们将会越来越得到使用者的重视 ,建议作为主要指标的组成部分。据此 ,上市公司会计报告所披

露的主要指标共有 12 个 ,它们分别是 (1)每股收益 ; (2) 市盈率 ; (3) 流动比率 ; (4) 速动比率 ; (5) 应

收账款周转率 ; (6)资产负债率 ; (7)销售利润率 ; (8)存货周转率 ; (9)每股股利 ; (10)每股现金流量 ;

(11)社会贡献率 ; (12)社会积累率。杨雄胜、杨臻黛 (1998)在《企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一文中

曾就企业综合评价应包括多少指标这一问题 ,对国内 17 个理论专家和 15 个实务专家进行调查 ,调

查结果表明 ,理论工作者倾向于 10 —20 个 ,实际工作者倾向于 8 —15 个。我们选定的指标为 12

个 ,符合这一调查结果。

21 大多数投资者虽然未使用“股东数量”和“内部股东持股情况”的信息 ,由于这两项信息的披

露成本极为低廉 ,信息量也很小 ,为维护“股票和股东”信息的完整性 ,建议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对其

予以保留 ;虽然物价变动影响信息备受投资者关注 ,但是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通货膨胀问题已

大大得到缓解。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根据近年来世界物价变动情况 ,认为“通货膨胀的火山已经熄

灭”(陶德言 ,1998) 。近年来 ,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不断下降 ,1997 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仅

为 10018 (1996 = 100) , ① 而 1998 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则比 1997 年下降 216 %。② 我们认为 ,

会计系统只能提供相对可靠的会计信息 ,物价变动是客观存在的 ,且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

对于使用者来说具有有用性。如果不是恶性通货膨胀 ,建议会计报告不对物价变动影响的信息进

行披露。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 ,为保持会计信息的一致性 ,财务报表仍坚持历史成本原则 ;

物价变动的影响可以附表的形式进行披露 ,附表的编制建议采用原始成本/ 不变币值模式 ,其原因

在于历史成本对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建议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报告目前不披露物价变动影响信息。

31 分部信息是投资者所需要的会计信息 ,建议上市公司会计报告披露更加详细的经营业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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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曾培炎 :《关于 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1999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经济日报》,1999 年 3 月 19 日。

1994 至 1997 年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为 12117、11418、10611 和 10018 (上年 = 100)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部信息和市场地理分部信息 ,同时增加生产地理分部信息。另外 ,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应增加披露管

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 ,其披露重点在于对有关项目发生较大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它将有助于

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深入理解。①

41 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应加强对人力资源信息的披露。用货币单位对人力资源信息进行计量 ,

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必须明确 ,会计信息是可以计量 ,货币是会计信息的主要计量单位 ,

以货币来表现价值是价值形式发展的最终结果 ,但它不是会计信息唯一的计量单位。从会计发展

史的角度考察 ,会计计量单位经历了实物计量单位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实物量度与货币量度兼用阶

段、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阶段、以货币为统一量度的阶段的过程 (郭道扬 ,1984) 。更值得我们注

意的是 ,12、13 世纪的意大利北方的一些城市 ,银行业已较为繁荣 ,货币在量度中的作用已显示出

来 ,然而 ,这一时期的某些账簿记录仍运用实物量度。这一现象的存在 ,或是人们对货币计量作用

的认识不足 ,或是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的缺陷所造成 ,但它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对某些无法或不

宜进行货币计量的会计对象可以采用非货币单位进行计量 ,这是对货币量度的补充 ,而非对货币计

量的否定。根据调查结果 ,投资者认为不便于使用数据进行反映的会计信息可以用文字进行说明。

故建议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对人力资源信息的披露 ,目前可以在附注中用文字说明人力资源状况 ,等

到可以对其进行货币计量时再把它纳入到财务报表之中。②

51 上市公司会计报告可以增加对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 ,纠正有关中

介机构对它们的不合理预测 ,往往会主动披露财务预测信息。财务预测信息表示的是上市公司的

未来发展状况 ,因而备受投资者的关注。上市公司会计报告披露财务预测信息 ,其中存在的一个最

重要的问题就是财务预测信息的质量难以保证 ,并由此引发有关各方承担法律责任。财务预测信

息是着眼于未来的信息 ,它是基于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的推测 ,可能会因经营环境与经济活动未能

与预测一致而与实际结果存在差异 ,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都有可能因此而招致法律诉讼。当然 ,

财务预测信息与实际结果存在差异 ,也与上市公司在披露财务预测信息过程中倾向于报告“好消

息”,隐瞒“坏消息”,而且披露的“好消息”往往也过于乐观有关。我们建议在规定上市公司会计报

告披露财务预测信息时 ,应建立相应的财务预测信息质量保证机制。可以考虑的措施有 : (1) 强化

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意识 ,让他们认识到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 ,将负有法律责任 ; (2) 若财务

预测信息与实际有重大差异 ,要求上市公司对此作出说明 ,以促使上市公司在作财务预测时能综合

考虑各相关因素 ,从而提高财务预测的准确性 ; (3) 发挥注册会计师在评价财务预测信息质量中的

作用 ,可以在《证券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 :披露的财务预测信息 ,必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世界上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实施了这条措施。(4)在有关法律中规定 ,只要上市公司并无故意提供虚假财

务预测信息 ,只要注册会计师已按公认审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审核 ,他们不应对财务预测信息的质量

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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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Key Papers in English

Financial Diff iculties and Financing Sequences of Private Economy

Zhang Jie

Private economy ,whose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adual reform and eco2
nomic growth ,is in a difficult financial position in recent years. As an endogenous element in the re2
form ,private economy is doomed to get no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state2congtrolled financial system

without harming its capital st ructure. This essay argues that the way out of the position for private e2
conomy is not to change the state2owned banks’credit behavior or to set up many medium2and small2
sized exogen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government or to facilitate its access to stock market . The key

is to create a climate f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dogenous financial system. Only under such a sys2
tem the internal financing mechanism of private economy will not be harmed.

Forecastabil ity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Listed Company

Zhao Yong , Zhu W uxiang

The forecastability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companies ,like that of bankruptcy ,profitability and

stock price ,is a hot issue debated among financial economists and investors for long time. Whether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can be predicted ,means whether excess profits can be gained according to public

information. This paper studied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1998 —1999 by means of Logit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model. The estimating model can strongly

demonstrate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yet satisfied prediction is not able to be achiev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semist rong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 Survey and an Analysis of Investors’Demands

for Listed Companies’Accounting Information

W u L ianshe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ock market is achieved when investors make or change their investment under

the steering of informati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an information which has major characteristics

and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for investors.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about investors’demands for

listed companies’accounting informatio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vestiga2
tion results and current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accounting information. We conclude that main

indexes , segmental information , human resource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forecas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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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improved or st rengthened ,and suggest that price altering information should not be disclosed

by listed companies.

An Innovation of Property Right in the Groundwater Irrigation

System and It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W ang Ji nx ia , Huang Jikun , and Scott Rozelle

Water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dealing with water

shortage problems.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roperty right in2
novation in the groundwater irrigation system and to generat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rrigat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An econometric model on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is developed and estimated using a

unique set of data f rom randomly selected 30 villages in 3 counties in He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llectively owned groundwater irriga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a more mar2
ket2oriented private or quasi2private irrigation system since 1980. Major determinants of the property

right innovation in groundwater irrigation system are the increasing water shortage problems ,st resses

f rom local population growth with declining land endowment ,village or community economic power ,

human capital of the community , market development , and finance and credit policies for the water

work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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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购一定比例资本后 ,再根据基金管理业绩情况分期认购基金份额 ;三是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

可以永久存续 ,但为了强化对基金管理人的声誉约束 ,应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公司的最长存续期限不

超过一定年限 (比如 15 年) ,存续满即予清盘 ;四是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分配方式并未做出强制性

规定 ,但对于创业投资基金公司 ,必须规定其在每一个投资项目获取投资收益之后即进行分配。

(四)实行与项目挂钩的业绩报酬制和与管理公司长远发展相关连的股票期权制 ,强化对项目

经理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为了促使项目经理能够始终对所投资的项目负责 ,应建立起项目经理的

投资业绩与项目挂钩的制度 ,即只有当所投资的项目获取了收益才能以超额提成的方式计提业绩

报酬 ;另一方面为了促进项目经理能够与基金管理公司建立起长期利益关连关系 ,防范项目经理拿

基金资产设租 ,项目经理在进行实际投资时应拿出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作为风险资金作跟进投资 ,

并视所投资项目的收益情况决定其以这部分风险资金购买管理公司的股票期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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