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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安然事件后,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 SB ) 作为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面对
种种质疑, FA SB 正迅速着手解决财务会计与报告中的一些问题, 以维持和提高资本市场参与者对透明信
息的获取, 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趋势就是准则制定模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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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SB 承担建立准则规范会计与财务报告的

责任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在安然事件后, FA SB 作
为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许多
人质疑现行准则体系的有效性以及 FA SB 在服务
公众中的作用。于是, FA SB 对此做出反应, 重申
其在服务公众中扮演的角色, 并承诺开展一些工作
以便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FA SB 前主席 J enk in s 指
出:“如果安然破产有一些积极后果的话, 就是……
透明的财务会计与报告非常重要, 缺乏透明性将会
为 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带来巨大成本。”( FA SB , 2002)
目前, FA SB 正迅速着手解决财务会计与报告中的
那些可能成为安然破产原因的问题, 以维持和提高
资本市场参与者对透明信息的获取。其中一个重要
的改革趋势就是引导会计准则的制定由以详细规
则为基础 ( ru le- ba sed ) 转向以原则为基础 (p rinci2
p a l- ba sed ) 。
一、 美国准则制定模式的改变动因分析
近几年美国的准则越来越趋向于以详细规则
为基础, 例如衍生工具、 职工股票期权、 租赁等。
而其中关于衍生工具的 FA S133 ( 衍生工具和套期
活动) 是美国所发布的准则中最长、最复杂的, 共
有 257 页, 除了必要的介绍与叙述外, 剩下的都是

对许多不同情况下如何运用 FA S133 的说明。尽管
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实际
运用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 而美国安然事件等则
把这些问题暴露无遗, 从而促使 FA SB 开始反思
其一直认为是全世界最好、 质量最高的准则体系。
( 一) 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导致了对经济反映
的滞后性。
目前的经济情况非常复杂, 主要表现为跨国业
务非常普遍、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很快、金融 ( 衍
生) 工具的种类愈来愈多, 金融性质的交易非常复
杂等等。这些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准则能迅速而且
尽可能准确的对所发生的经济行为进行反映, 以向
报 表使用者呈现有用的信息供其决策。 而许多
FA SB 发布的会计规范重点是放在详细规则而不
是原则规定, 这样就会使准则制定机构在面对需要
解决的新问题时, 常常花大量的时间用于搜集资
料、研究措辞、制定尽可能多的例外事项与运用条
件等等。 其结果是当准则制定出来时往往时过境
迁, 导致对实务指导的滞后。而且准则的详细规则
模式又具有刚性, 缺乏足够的弹性适应市场的未来
发展, 致使对非预期交易的会计处理透明度较低且
与其应运用的基本会计原则可能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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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由于准则的不完全性, 详细规则不可能

做到查漏补缺。
由于会计实务的复杂多样性, 会计准则制定机
构不可能事无巨细的针对每一类经济事项的具体
情况都给出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 同时, 由
于经济环境的难以预测性, 会计准则的规定往往落
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所以, 会
计准则只是不完全契约。
( 三) 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成本是巨大的, 包
括准则制定成本与执行成本、公司管理人员的寻租
成本以及其寻租行为带来的社会成本。
详细规则基础的准则要求准则制定机构花费
大量的时间、人力搜集信息, 进行分析与研究, 而

真实情况。 SEC 首席会计师 Robert K. H erdm an
代表 SEC 作证时 ( 2002. 3. 14) 指出: “一个理想
的会计准则应该是以原则为基础, 要求财务报告反
映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是形式。”而且, SEC 认为
过去其在保证准则制定符合联邦证券法的目标方
面放弃了许多责任, 因此, SEC 要在保证准则使市
场和投资者受益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其中就包
括: 确保 FA SB 发布原则基础的准则, 把重点放在
总体上的准确与完整, 以更快的适应变化的商业环
境。可以相信, SEC 将在以后 FA SB 的准则制定中
行使更多的发言权。 其实, 在 2001 年的财务会计
准则咨询委员会 (FA SA C ) 年会回顾中, FA SA C
就指出 FA SB 未来的议程中应优先安排公认会计

准则制定机构的资金来源有限。而且规则基础的准
则毫无意义的增加了报表提供者和审计人员评价
准则运用是否符合准则目的的难度。
安然事件所反映的更重要的准则相关成本是
报表提供公司高管人员的寻租成本及社会成本。规

原 则 的 简 化 与 编 纂 方 案, 以 解 决 “准 则 超 载”
(“Standa rd O verload ”
) 问题。准则超载不仅指会
计规则的数量、复杂程度与详细程度方面, 也包括
因此带来的令人困惑的附注披露和对某一特定项
目难以找全所有的会计规定问题。 在 2002 年 1 月

则基础的准则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规则试图囊括准
则的所有应用情况。这种规则基础的准则会给公司
提供“交易设计”和“组织创新”的机会以规避准
则的约束, 因为会计规范的重点放在详细规则会产
生误导, 使人们认为: 凡是没有明文禁止的, 都是

9 日的 FA SB 会议上, 委员会达成一致采取一些行
动以提高美国会计文献 ( 除 FA SB 发布的会计规

允许的。 这就推动公司高管人员为了实现其目的
( 如达到盈利预期、 维持和刺激较高的股票价格以
实现个人财富的最大化) 努力做到在“字面上”符
合准则, 而不论是否与经济交易的实质和公认会计
原则 ( GAA P ) 的目标一致。同时也滋生了会计师
对财务报告只是“检查技术黑箱”(“check the box 2
) 的心理, 而消除了对其应用的主观判断。管理
es”

的简化 (Sim p lifica t ion ) 方案中明确指出: “提高所
发布准则的可行性, 把重点放在基本原则与目标而
不是制定详细的规定、 例外事项与备选方案。”
减少准则详细程度的变化使会计重点放在交
易实质而不是形式。这个改变会鼓励那些使用会计
准则的公司不仅在“字面上”合法 (“let ter of the
) , 更重要的是符合法律的目的 (O b ject ive of
law ”
the law ) 。同时也会更好地提高报表提供者与审计

人员的这种寻租行为是以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受损为代价的。
安然公司作为全球的第五大跨国公司走到了

范外, 还包括 E IT F [ FA SB 下属的紧急事务处理小
组 ]、A ICPA [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SEC 发布的
指导) 的有效性和使用效率。在委员会 (FA SA C )

人员的编报技巧。出于同样的考虑, 目标或原则基
础的准则就意味着很少的明确边界或安全港, 以及

破产的地步, 其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 成为美
国准则制定模式改变的直接导火索。而此后, 上市
公司财务丑闻不断, 许多大公司纷纷重新表述其报
表。从社会公众、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到国会都要
求准则制定机构审视其准则中可能提供报表粉饰

很少的例外情况。
但正好与规则基础的准则相对应, 原则基础的
准则其可操作性也将大大降低。FA SB 要做的是在
寻求制定原则或目标性的准则的同时, 如何避免过
于抽象而导致的难以操作问题。因此, FA SB 面临

机会的那些问题并做出改变。因此, 在国会的压力
下, 作为准则制定机构监管者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SEC ) 直接引导了美国准则制定模式的改变。
二、新的准则制定模式对准则制定机构的要求
鉴于规则基础的准则的缺陷, SEC 认为应实

的突出难题是如何 “在规则与原则之间达到平
衡”——既能引导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符合交易实
质又能为其会计处理与呈报提供可操作的指导。在
2001 年发布的 FA SB Sta tem en t N o. 141: B u siness
Com b ina t ion ( 企业合并) 和 FA SB Sta tem en t N o.
142: Goodw ill and O ther In tang ib le A sset s ( 商誉

行原则基础的准则, 因为其更适合反映财务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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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无形资产) 已向原则基础靠近。这些准则会
作为一种工具以检验 “在规则与原则之间达到平
衡”这一要求的实现程度。FA SB 正期望原则基础

的自由度与灵活性, 只要符合准则的基本原则与目
标即可。鉴于准则被滥用的可能, SEC 应引导报告
公司披露会计处理对反映交易与符合准则要求的

的准则会生成一种具有较低复杂度却更能对所出
现的问题做出反应的财务报告模式。但是还应注意
到, 如果未来的 FA SB 准则降低详细程度, 就可能
出现不同的会计实体对相似的交易记录不同, 而且
原则基础的准则也能够被滥用。出于可比与可验证

履行情况, 加强披露的透明度与及时性, 提高披露
质量 ( 如改进M D &A ) 。而且 SEC 在保护社会公众
责任中负有领导责任, SEC 还要建立明确的监管
措施, 对公司准则的滥用行为施以惩罚以保证公司
对其行为负责。从安然 (En ron ) 、施乐 (Xerox ) 到
世界通信 (W o rldCom ) , 人们意识到安然事件并非

目的, 一些标准化水平是必要的, 即由权威机构提
供这些准则的补充与解释指导, 当然这种情形应是
会计处理的差异性将消除报表的可比性 ( 财务报表
的相关与可靠性) 。
三、 新的准则制定模式对准则执行的要求

个案。美国一家咨询机构的调查显示, 约有三分之
一的美国上市公司存在着报表粉饰问题。 SEC 以
前的监管措施侧重于对报告公司实施, 而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的报表粉饰问题与 CEO 密切

朝原则基础的准则迈进, 除了民间准则制定机
构 的努力外还需要公司团体、 会计职业界以及
SEC 的更多约束。FA SB 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
对资本市场至关重要, 建立和维护全面的准则是关
键。 但是仅仅依靠 FA SB 的力量难以完成这一目

相关, 因此 SEC 在目前的相关规定中加强了对报
告公司 CEO 的个人责任。例如 SEC 最近列举了一
些公司的 CEO 和 CFO 要求他们公开 ( 包括口头与
书 面 ) 证 明 其 报 表 的 真 实 性 与 完 整 性。
( SEC 200216128)

的。FA SB 对准则的实施没有权威性。保证财务报
告符合会计要求的责任由报告实体的经理与董事
长、报告实体的报表审计师、SEC 履行。其他各方,
包括报告实体、审计师和监管者都必须履行其在公
众利益中的责任。”驶离“check the boxes”这一方

此外, 还要加强 CPA 的专业判断责任。 审计
人员对公众负有首要责任, 既然投资者和其他信息
使用者没有途径接触到实体经营与交易后的事实。
审计人员在检查实体对 FA SB 准则的运用中要判
断这些准则运用的公允性, 同时他们必须确信准则

法意味着所有的相关机构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努力
使对交易的报告与准则目的一致。这一方案的成功
和美国会计准则的未来方向无疑将取决于所有各
方——包括报表提供者、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对框
架的 “购买”
。 具体而言, 在向以原则为基础的准

的目的得以遵循, 并且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由于
准则没有说一个实体不能以模糊的形式报告, 因此
含糊不清的报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 如何保证会
计师在审计中充分履行专业判断职责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相关的审计准则体系与职业监管。拟成立中
的新的职业监管机构——公共责任委员会 (Pub lic
A ccoun tab ility Boa rd ) 将加强对事务所的质量控

则转变时, 主要应在三个方面相应的做出调整以保
证新的准则制定模式的目的得以实现。
首先是对报告公司提出明确的要求: 报告实体
在运用 FA SB 准则时必须忠于准则的目的, 寻求
准则漏洞以寻找途径来模糊报表会破坏透明性与

制检查。如果审计人员没有被认为履行高质量的要
求就面临失去有价值客户的风险, 而不论是否遵循
了起码的准则。

交易经济实质的真实反映。而报告实体能否实现对
交易的真实反映取决于报告公司对准则的把握度、
报告公司的主观忠诚度与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度以
及对其的监督力度。因此, 对报告公司而言, 进一
步完善公司治理、加强 CEO 等高层管理人员的个

美国准则制定模式的变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
景与环境动因, 由以具体详细的规则为基础向以原
则为基础的转变, 同时也是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在一
定程度上的向国际会计准则靠近。美国的准则制定
模式转变还刚起步, 成效如何还不能做出结论。但

人责任尤为重要。
其次是 SEC 要加强公司披露规则与监管力
度。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在运用中给报告公司很大

这种转变说明美国的准则制定机构与监管机构在
面临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时, 能从自身的报告体系
中寻找原因并迅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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