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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号传递 可以防止逆向选择 的发生。会计信息可以向 外部使用者传递 关于企业价 值( 质 量) 的 信
息, 从而使其能够区分不同质量的企业, 作出正确的投资信贷决策。要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 必
须建立可靠的经济制度, 对会计信息信号传递加以 甄别, 保证信号的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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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can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signal transmission theo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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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会计作为企业
信息系统的一个主要的子系统, 提供的信息具有信
号传递功能, 对防止“
坏车驱逐好车”现象, 实现帕累
托最优有着重大意义。本文拟在借鉴信息经济学有
关原理的基础上, 对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的有
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逆向选择与信号传递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
题。
所谓非对称信息是指“
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
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张维迎, 1996) 。信息不对称
的两个典型后果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谓逆向
选择, 是指在签定契约前由于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
型, 但委托人不知道, 而选择了不恰当的代理人。也
就是说代理人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前, 利用掌握
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定对自己有利的合同, 而
委托人则由于信息劣势处于不利的位置上。如股东
选择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的经理, 病人选择医术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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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生, 老板选择低能力而爱偷懒的工人。
所谓道德
风险是指在签定契约之后, 代理人只顾自身利益最
大化, 而不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受损或从自身利益
出发蓄意使其受损。本文主要探讨逆向选择下的信
号传递问题。
1970 年 Akerlo f 提出了旧货市场模型, 开创了
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
在旧车市场上, 旧车的卖者知
道车的质量, 而买者并不知道, 而只知道旧车的平均
质量, 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价格, 那些质量
最差的车主最急于将车脱手, 当车的价格下降时, 那
些只有轻度缺陷的车主将退出旧车市场, 剩下的将
是劣车, 即发生坏车驱逐好车现象。这样一来, 将导
致市场上质量的恶化, 帕累托最优的交易不能实现,
甚至导致市场的萎缩和不存在。
解决 逆 向选 择 问题 的 一 个方 法 是信 号 传 递
( signalling ) 。如果拥有私人信息的卖方有办法将其
私人信息传递给没有信息的买方, 或买方诱使卖方

· 2·

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揭示其私人信息交易的帕累托改进就能实现。如在
旧车市场上, 好车的卖主会愿意发出信号表明他们
提供了一辆好车而不是一个蹩脚货, 并且质量越高,
其披露将越充分, 这就是所谓的信号显示机制。信号
显示是由 Spence 于 1974 年首先引入经济学的。他
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文凭, 在该模型中, 教育
水平成为传递雇员能力的信号。雇主认为那些不接
受较高教育的人一定是低能力的, 因而只愿意支付
较低工资, 而愿意对那些较高文凭的人支付较高工
资。在这里, 教育水平( 文凭) 传递了能力的信号, 将
不同的劳动者区分了开来。信号传递的其他例子还
有名牌产品的高价, 等等。
旧车市场的信号之所以能
发挥作用使得买主能够在两种车之间做出区分, 是
因为信号只有好车的所有者负担得起, 而坏车的所
有者不能。
但如果坏车的所有者能够模仿信号, 信号
的效率将受到影响。
二、
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证券市场上, 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及其导
致的逆向选择问题。
在证券市场背景下, 信息不对称
是指不同质量的证券可以相同的价格出售( Beaver,
1998)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下, 广大的股东不直接参
加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而是委托经理人员进行
经营管理。
但是, 股东( 委托人) 无法观察经理的全部
行动, 也无法充分了解经理的能力, 而只能获取关于
经理行动和能力的不完全的信息。
这样, 经理等内部
人员就拥有了更多、更准确的对企业的现在和未来
的信息, 也即存在内部信息。尽管按照有效市场理
论, 在一个半强式有效的市场, 股票价格将会充分反
映所有可公开获取的信息, 但内部人仍能拥有比外
部投资都更多的关于企业真实质量的信息, 从而能
够利用信息优势赚取超额利润。投资者由于不能充
分了解企业机会和风险的信息, 因而不能正确地对
企业做出评价, 进行正确的投 资, 从而发生逆向选
择, 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另一方面, 投资
者又是理性的, 他们将意识到内部信息的可能性, 但
由于他们不能区分企业的质量, 因而他们就会采取
与旧车买主一样的决策, 降低愿意支付的购买股票
的价格。其结果是, 如同旧车市场一样, 证券市场将
会变得无效率或萎缩。而且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
投资者和信贷者将会要求更高的资本报酬, 以补偿
其风险或进行财务分析的成本, 导致企业筹资活动
的困难和资本成本的上升。
这时, 财务报告起到了信号传递的作用。
信号理
论认为, 高质量的公司将通过传递信号将其与那些
较次企业区别开来, 市场也会做出积极的反应, 这些
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上涨, 而那些不披露的企业则
被认为是有不好的消息, 其股价将会下降。因而, 企
业就有动力进行充分披露( 当然, 由于股东与经理的
利益函数的不一致, 信息成本的存在, 内部信息总是
存在的) 以向市场传递专业的信号。
通过财务报告充
分披露企业的信息, 减少了内部信息的存在, 以及内
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获利的时间跨度, 从而使外部用
户能将不同的企业区分开来, 促进了证券市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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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运行。
通过可信而充分的披露, 减少了外部用户对
公司前景的不确定性, 外部用户将那些较高质量的
企业从“
柠檬”中剔除, 而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
其证券, 企业的筹资能力将会提高, 资本成本将会降
低, 企业的价值将提高。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 对
于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相
关而可靠的会计信息, 资源提供者可以对不同的企
业的机会和风险进行正确的评价, 从而选择合适的
投资对象,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避免资源的浪费。
因此, 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是证券市场健康运
行的一项重要保证。
会计信 息的信 号作用 有直 接和 间接 两方面。
Hug hes( 1986) 发现, 管理者在期初披露企业价值的
预期, 投资者在期末观察公司的现金流量, 推断管理
者披露的真伪。因此, 管理者将有动力进行真实披
露, 投资者正确地推断管理者的关于公司价值的预
期。这里, 管理者传递的关于公司价值的预期, 是一
种直接的信号。一些会计信息还有间接传递信号作
用。
间接传递信号的会计信息有内部持股比例、
审计
质量、
资本结构、
股利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自愿披露
盈利预测信息等。L eland 和 Pyl e( 1977) 认为, 如果
企业有坏消息, 管理者就不会保留较高比例的权益,
因此, 内部持股比例是一种关于公司价值的间接信
号。
审计质量也是一种间接信号, 如果公司的质量较
差, 就不会花较高的成本请高质量的审计人员来进
行审计, 因此,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信誉, 是一种
信号。
事实上, 公司接受审计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信
号。
在资本结构理论中, 认为企业的融资结构可传递
企业的价值的信号, 内部人将选择合适的资本结构,
传递正面信号避免负面信号, 因此, 从财务报告得出
的企业的资本结构信息是间接信号。股利政策也间
接传递信号, 一般而言, 支付较高股利的企业对未来
的预期较为乐观。
研究表明, 会计政策选择也是一种
间接信号。
采用稳健原则, 高质量的企业可能仍将报
告为盈利, 而低质量的企业将报告亏损。因此, 是否
稳健的会计政策具有信号功能, 采用稳健主义, 说明
管理者对企业将来有信心。管理当局自愿披露盈利
预测, 则更是信号传递的典型体现。在西方, 企业往
往在强制要求之外披露盈利预测信息( 我国实际上
为强制性披露) 。P enman ( 1980) 以一般商品市场为
例说明, 拥有较高质量和较低成本水平的卖方会主
动向市场传递商品质量和成本等信息以求在价格上
得到补偿。自愿披露其盈利预测的公司往往有较佳
的业绩表现。投资报酬率较低的公司往往不会主动
向外界提供盈利预测信息。
其后的一些研究表明, 即
使是业绩不太好的公司也会披露盈利预测。因为如
果不披露, 将被认为隐藏了更坏的消息, 同时也有损
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信誉。
最后, 往往只有那些极差
的企业不披露有关信息。
三、
信号的真实性与充分性问题
会计信息要具有信号作用, 其本身应是可信而
充分的。
但遗憾的是, 目前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存在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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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的一个关键是让对方相信其信号是真
实的。我国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十分严重。为了
经济上、
政治上的种种私利, 管理当局不惜指使会计
人员出具虚假财务报告, 尤其为了取得上市、
配股资
格, 避免被 ST 、
,
利润操纵现象十分严重。
这样的
PT
财务报告所传递的信号当然是令人怀疑的。企业有
散发不真实信号的动机, 这本身并不可怕, 因为经理
作为经济理性人, 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 其私人信
息的传递带有欺骗性和隐藏的倾向, 是无可避免的。
关键在于, 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经济和法律制
度, 来对信号进行甄别、
规范, 否则, 会计信息的信号
功能将不复存在。
“
在一个经济社会中, 对‘制度’的 信任是信任
‘
信号’的首要基础。
因此, 经济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
就是使得经济社会中的活动者能够通过经济制度显
示自己的信号”
( 黄淳、何伟, 1998) 。就会计而言, 会
计准则和其他披露规则就是甄别信号真伪的经济制
度。
如果财务报告的编制遵循了公认会计原则, 即使
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也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因此, 建
立一套高质量的能导致可比、
透明披露的会计准则,
并加强会计准则的实施, 是会计信息的信号功能发
挥的关键。
私人信息在传递中, 如果要让外部人相信, 获得
经济制度的“凭证”
是重要的手段。
这里的凭证, 如上
述旧货市场的好车卖主可以让估价师对旧车进行估
价, 这里估价师的估价就是一种凭证, 又如劳动力市
场的文凭, 也是一种凭证。
审计是保证会计信息可信
性的一项重要制度。
审计是一项独立性的验证活动,
作为会计委托代理关系活动中的独立的第三者, 注
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 对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
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和可比性发表意见, 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因此, 人们对注册会
计师寄予厚望, 注册会计师被称为是经济警察, 市场
经济的看家狗。在这里,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
见, 实际上就是一种凭证。
然而, 由于制度的不健全,
以及业务素质的普遍低下, 我国的审计制度一定程
度上未能充分发挥对会计信息的监督作用。审计舞
弊、
审计失误现象较为严重, 一些事务所为了自身利
益的需要, 甚至与企业管理当局相勾结, 即发生审计
合谋现象, 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财务报告仍被出具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给投资者和债权人造成
了误导, 人们无法对审计制度产生的凭证——审计
意见产生信任, 也就无法对会计信息所传递的信号
信任。投资者和债权人无法鉴别哪些会计信息的信
号是真实的, 因而也就无法将“
好车”
从“
柠檬”
中区
分出来, 会计信息的信号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正如假
文凭泛滥之后, 将对真正有才学的人产生不良影响
一样, 高质量的企业将受到虚假会计信息和不真实
的审计意见的不良影响, 主要表现为整个市场的资
本成本上升, 企业筹资活动难度加大。其结果, 证券
市场的效率将受到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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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信号传递的另一项要求是信息( 信号)
的充分。也就是会计上所说的充分披露。所谓充分
披露, 是指“
为达到公正表达企业经济事项所必要的
信息, 均应完整提供并使用户易于理解, 亦即财务报
告应揭示所有对用户的理解及决策有用 的重要信
息, 换言之, 设或某项信息被忽略或遗漏时, 其结果
将引起用户对财务报告的误解或误导其决策, 则该
项信息就应予以揭示”
( 汤云为、
钱逢胜, 1997) , 也就
是说, 应在重要性、
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下, 披露所
有相关而可靠的信息。
会计信息越充分, 其传递的信
号也就越多, 外部用户也就越能对其质量加以判别。
但是, 一方面由于会计准则的不完善, 造成一些该披
露的信息得不到披露( 或确认) , 另一方面, 目前企业
的披露不甚规范, 一些企业有隐藏信息的倾向, 有些
信息披露过于简洁, 或披露不及时, 甚至不披露, 内
部信息和内部交易较为严重, 从而使外部用户难以
及时而准确地做出判断。也就是说, 一些信号没有得
到传递或传递不充分、
不及时。
综上, 笔者认为, 要使我国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
功能充分发挥, 使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能够充分鉴
别企业发出的信号, 从而选择“
好车”
, 提高整个证券
市场的效率, 在可信性方面, 必须建立可以信赖的经
济制度, 并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建立高质
量的会计准则和其他信息披露规范体系, 对企业的
信号活动加以规范。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完善审计制
度, 一方面要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素质、职业道
德, 另一方面要改善审计环境, 保证审计的独立性,
同时要加强法律责任意识, 对审计作假现象加以严
励制裁, 从而消除市场上的虚假信号。在充分性方
面, 一方面应加强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规范, 减少内部
信息, 打击内部交易行为, 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另一
方面也要鼓励企业自愿披露有关企业价值( 质量) 的
信息, 如给予一些责任豁免, 避免对企业披露行为不
当的诉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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