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信息化

事项法：会计信息系统革新
周 娟
（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要】 会计信息是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输出物，是衡量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否匹配、
监督和激励是否
相容的一种机制。构建于价值法基础之上的会计信息系统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者决策中的作用屡受指责，
应公司治理之需，其革新势在必行。事项会计以作业管理为理念，
以网络实时报告为现实空间，
实现了财务会
计与管理会计的“同源分流”，昭示着新的会计信息系统的生成。
【关键词】 会计信息 外部性 事项法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管理当局投入人力资本， 报告内涵的会计信息来了解企业状况，并据此进行相关决
投资者注入财务资本后，相应地要求共同分享企业的所有 策。因此，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质量将在一定程度
另一方面，
委托方可以借助剩余控制
权，
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监督与剩余控制权对应， 上影响委托方的决策；
激励与剩余索取权对应。监督需要信息，尤其是会计信息， 权对管理当局的会计信息提供作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甚至支配着管理当局的会计信息提供。
而激励机制的存在可以促使管理当局披露会计信息。由此
可以看出，会计信息位于“监督和激励”、
“剩余控制权和剩
（二）价值法下会计信息的负外部性
余索取权”的中间环节，
是衡量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
学术界对于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一直存在“决策有用
否匹配、
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的一种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
观”和“受托责任观”之争，
但目前“决策有用观”已被普遍
结构的机制之一。
认同，即财务会计目标是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决策的相

一、
价值法下会计信息的外部性特征
（一）会计信息的外部性特征

外部性通常是指个人或个体行为对他人或其他主体带
来的影响，根据影响的性质可划分为正外部性（外部经济）
和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应正视外部性，并抑制负外部
性。
会计信息的外部性体现在其供求过程中：
一方面，远离
企业日常经营的委托方只能通过管理当局定期提供的财务

（三）会计分期假设
现行会计信息的报告和传递模式是按旬、月、年等时
间进行的，而这些期间都是人为地将企业持续经营的时间
长河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连续的期间，形成定期
报告形式，这样做是为了便于核算和报告主体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而在网络经济时
代，
为更及时、合理的提供会计信息，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
的要求，
鉴于网络经济的特点，可以将一个项目的完成期间
作为一个会计期间，每次交易结束后编制一个会计报表即
可，
这样不仅可以使交易的账务处理保持完整，同时有效地
避免了跨期摊配时人为调整等问题，成本和费用的分配也
不存在配比问题，便于企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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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现行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

价值法也隐含了这

一目标。价值法假设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是确知且具体
的，
认为应从使用者需要的角度出发来论证会计理论，
再用
这套理论为特定的决策模型提供输入信息。然而，构筑于
价值法基础之上会计信息系统并没有实现“决策有用”这一
崇高理想，
相反，
其通用报告模式下输出的标准会计信息呈
现出诸多负外部性特征。具体体现在：

（四）货币计量假设
网络经济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多的通过网上银行进行
交易，
货币的形式和本质都将发生变化，
有形的金钱为数字
化所代替，
这不仅大大加快了国内企业间交易的速度，
更使
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各国的币种不
同而给网上交易带来了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如汇率的转
换等），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急需一种与其他所有货币一
起实行汇率浮动的新型国际货币出现，那时在网上所有商
务活动都可以采用这种货币单位。欧元的诞生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范例，
我们可以使用
“世界货币”这一概念，
这种全球
一致浮动的价值单位是对货币计量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将
成为未来企业记账的统一单位，那时，货币就真正成为了
“观念中的货币”。

财务信息化
1. 管理当局从私人边际角度进行决策。一方面，由于 事项的信息即是企业经济活动的原型，并且代表最小的数
委托方和代理方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和信息不对称，管理
据“分子”或“颗粒”。同时，
现代企业又是一个为满足顾客
当局会面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据此，
管理当局可能
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即企业的经营过程表
提供不真实公允的会计信息。譬如，管理当局利用其对会
现为一个作业链。因此，
“事项”也是对
“作业”的展现，
是作
计政策选择的天然优势进行盈余管理，营造企业平稳发展
业的一种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业理念为事项
的假象，
以达到享受奖金或红利的目的；
或者以牺牲企业长
会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使得事项会计广泛关注
远发展来追求个人短期效用。而处于企业外部、远离企业
于经营活动及作业环节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日常经营管理的投资者，
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因未能或未
响。
能及时发现而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会计信息是适应企业
作业成本核算（Activity Based Costing）是作业管理的
内部经营决策需要并经过管理当局主观意识形态过滤后的
基础和中介，
它深入到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作业层次，
追踪
客观结果。因此，以企业为主体的财务报告未必满足投资
成本形成的内在机理，
集价值分析、
流程分析、质量控制和
者的投资决策需求，投资者须对会计信息进行重新分解和
成本核算为一体，实现了成果控制。同传统的经营理念相
分析。这样，投资者需要却被管理当局主观过虑掉的那部
比，作业管理的卓越性主要体现在成本内涵的不同。传统
分会计信息也会产生负外部性。
的成本是狭义的成本观，它假定成本性态和资本可以用劳
2.投资者从私人边际角度进行决策。投资者的决策需
力去替代，
其着眼点囿于人、
财、
物等资源；
作业管理则以作
求决定其会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出要求，而理性经济人假设
业或活动为基本单元，
把成本内涵拓展为资源耗费，
不仅包
也体现了其自利性特点。因此，可能出现管理当局按照投
括有形资源，
而且涉及无形的知识、
技术、
信息等资源，
所有
资者要求提供了会计信息却导致企业整体及其他投资者受
与产品作业有关的资源耗费都构成产品成本的项目。作业
损的情形。譬如，某些会计信息的披露会触及商业秘密，
进
管理把视野延伸至企业的外部信息系统，有利于企业对技
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及其长远发展；投资者因其决策
术进步和市场变化作出灵敏反应，并识别出关键性资源乃
类型不同对会计信息也有不同的要求。对某些投资者而言
至核心竞争力的所在。
“适当”的会计信息，
对其他投资者可能意味着“信息过载”，
（三）现实空间 网络实时报告系统
也可能意味着“信息不足”。这样，其他投资者将花费更多
索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事项会计，但由于当
的时间精力来剔除过量会计信息，或付出更多的交易费用
时缺乏全面的信息技术支撑和信息中介机构服务，其构想
来获取额外会计信息。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共鸣。如今我们已进入了信息技术发达
为此，会计信息系统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投资者决策中
的网络时代，立足于网络技术之上的实时报告系统为事项
的作用屡受指责，应公司治理之需，其革新势在必行。
会计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空间。“实时报告系统”(Real-Time
二、
以事项法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革新
Reporting System)是将会计信息系统内化为企业内部网的
与价值法下的会计模式截然相反，事项法认为财务会
一部分对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实时地处理与反映, 并
计目标应定位于提供与各种可能的决策模型相关的经济事
利用国际互联网向企业外部相关的信息使用者发布的一种
项，
并尽量使其以原始形式呈现；会计人员的职责仅是提供
会计处理与报告模式。
这些经济事项，只有信息使用者才能判断信息的相关性与
借助于网络强大的通讯能力, 通过与各个业务部门处
权重，最终将原始形式的数据加工转化为最适合其决策模
理子系统的互联, 会计信息系统不再是信息海洋中的弧岛,
型的信息。
而是处于信息的动态沟通之中, 以实现对各类经济业务的
（一）对比优势
会计信息的正外部性
实时反映与控制。事实上，实时报告系统与事项会计思想
事项法下，管理当局无需再为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表
有着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划分为
达煞费心机，也无需因“表外”披露的喧宾夺主和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子系统和综合业务处理子系统；前者包括财务会
的不相关而备受指责，还可节约传统会计模式下设置各种
计和管理会计，后者涉及会计以外的其他业务，如市场营
分类账簿造成的资源浪费；投资者可以根据其投资决策需
销、
生产规划、
质量控制、
物流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
求，
按需定制会计信息，
从不同角度去发掘其价值，不仅降
理等。综合业务处理是前台业务，
具有“动态反应性”的特
低了信息冗余度，实现了“决策相关”，更加节省了交易费
点；会计信息系统是后台业务，体现“监控解析性”，
即解析
用。因此，
较之价值法，事项法下的会计信息对于管理当局
过去、
控制现在、
筹划未来。将实时报告系统引入事项会计
和投资者都呈现出正外部性特征。
中，
使前台与后台的融合成为可能 原始的事项数据构成
（二）卓越理念
作业管理
了企业的经济事项信息数据库，综合业务处理系统对其进
在事项法中，
“事项”是与信息使用者决策相关的会计
行及时更新，会计信息系统则实时地做出会计处理并传递
主体的各种经济活动。观察这些活动的角度多种多样，每
即时的财务信息（最后由信息使用者各取所需）。由此，事
一个可被观察的方面就是该项活动的一种属性特征（包括
项会计不仅促进了会计系统的紧凑和谐，也实现了企业的
货币属性和其他任何易于理解的描述方式）；
各种属性特征
一体化结构，
能够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会计问题。
的集合构成对某种经济活动的完整定义。由此可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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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的应用提升企业信息价值链
朱
（ 天津财经大学

钊

会计学系，
天津

300222 ）

【摘要】 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在其问世的几年间得到了如火如荼的发展，
其应用也是方方面面。本文从企业
信息价值链的角度讨论了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ＸＢＲＬ）的应用对其带来的价值提升。
【关键词】 可扩展企业报告语言 ＸＢＲＬ 信息价值链 报告供应链

价值链（Value Chain）概念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于 应用会影响到现有的企业信息价值链，本文拟就此问题展
开一些讨论。
1985年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最先提出。企业价值链由企
业运行的各有机构成部分如资金、物流等各自形成的小链
一、
企业信息价值链及其现存的问题
交织而成的。其中，企业的信息流动
收集、记录、传递、
企业信息价值链是一个围绕企业信息的价值增值和让
汇总、
报告
即形成了一条信息价值链（InformationValue
渡的过程，
由于其最终是以提供各种报告形式终止的，
因此
Chain），这个链条上各环节信息传递
的快捷流畅则是实现企业整个价值链
管理的有力保证。一般说来，企业传
递和报告的大多数是财务会计信息，
通
常表现为各种数据（Data，如数字、文
字、图表等），要保证这些数据在各环
节快捷流畅的传递，最好是使它们具
备统一的标准格式。而可扩展企业报
告语言（The 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简称XBRL）正是定
义了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它是20世
纪90年代末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网
络企业报告语言标准，以可扩展标记
语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简
称XML）为基础，是目前应用于非结构
化信息处理尤其是财务信息处理的最
图 1 目前的企业报告供应链
新标准和技术。显然，这一新标准的

三、
问题与思考
事项法是对会计角色在新信息技术中的重新定位。它
改变的不仅是会计信息的传递与生成，还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确认与计量的困境、信息相关性的风险以及管制的责
任。
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首先是事项会计本身。在实
时报告系统的模式下，事项是否较之其他信息形式更具天
然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信息的保密性和安全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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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风险与责任的转移是否可能使相关性问题愈演愈
烈？其次，
对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而言，
作业管理并非孤立
的行为，在市场上，
有关系的经济现实是整个过程的成本；
对这一过程而言，即使是企业巨人也只是经济链上的一个
环节。因此，
企业如何发展外部信息系统、
评价管理的整体
成果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对于会计信息系统革新，精确地定位其临界点是困难
的，
然而趋势却具有可预见性，
这意味着我们应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