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我国中小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初探
"厦门大学
国企业界，
数目最多的当属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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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比如帮助企业的经营者了解企业的经营能力、费

中供了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创造和开发了大量

用结构等，使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能防范企业的持续经

的科技成果，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营风险。

分，与大企业一起共同组成发达的社会经济。虽然中

对于中小企业的外部信息需求来讲，纳税是中小

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企业会计的主要动机。目前，国家逐渐退出对中小企

地位，但我们国家在制定会计规范体系的过程中很少

业的经营，税收征管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对于外商

考虑到中小企业会计需求与大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差

投资企业而言，
由于公司经常备有两套账，
一套按照外

别。对于这样一种状况，
我国会计实务界，
特别是中小

国母公司的会计制度编制，另一套主要是为了向国内

企业的会计人员颇有微词。针对这一现状，笔者提出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尽管原因有所不同，但纳税在会

一点看法。

计核算中的主导作用都与国内小企业完全相同。

一、
中小企业会计的特殊性
中小企业在其规模、
组织结构、
企业组织形式等各

在企业上市方面向国有大企业倾斜，上市成本过
分高昂，
以及种种政策约束的情况下，
中小企业限于资

方面与大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中小企业的经营权与

信条件和资本运作能力，
通常不具备直接融资的条件，

所有权的分离远不如大企业那么明显。这些特征的不

一般只能寻求间接融资，银行资金几乎是企业生存的

同导致了中小企业在会计信息的需求、会计机构的设

主命脉。因此银行也是这类企业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

置、
会计人员的配备等各方面与大企业截然不同。

者。银行通过会计信息对企业的信贷进行监督。当然

!# 中小企业会计信息需求的特殊性。在国家对民

对于小企业而言，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

间兴办企业的鼓励下，
一大批集体经济、
乡镇企业蓬勃

一般都有抵押或担保，从而银行对这些企业的会计信

发展。这些新兴起的及国有改组后的中小企业的一个

息的需求程度便会相对较低。

明显特征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密切相关。这些企业财

$# 中小企业会计机构的特殊性。中小企业种类繁

力有限，融资能力低，控制风险能力不足，从而面临的

多、行业门类齐全、所有制多样化，但企业经营规模不

持续经营的风险较大企业为大。资料显示，中小企业

大，
经营机构和内部组织机构较简单，
没有太多的管理

是诞生最快，倒闭也最快的企业群体。这便决定了中

层次，
有的企业会计机构还不合规范，
有的独资小企业

小企业的会计应着眼于这些企业的内部信息的需求

不设置会计机构。即使设置会计机构的中小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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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的是一种管理行为机制，而吸引力反映的却是一

成员企业组成的企业联合组织，为了发挥集团的整体

种对客观的认识并相应采取某种行动的行为机制。有

组合优势，
统一各成员企业的经营行为，
还应建立财务

效的管理行为机制可以提高生产率，而生产率的提高

信息披露和监控制度，
如财务报告制度、
重大财务情况

又促进了企业集团的发展，进而为满足成员企业的利

通报制度、内部授权制度、内部审计制度、设立财务总

益及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从而加大了吸引力。
而

监制度等。建立财务信息披露和监控制度，
一方面，
能

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够使集团公司总部得到全面、
及时的财务成本信息，
提

来实现。

高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能够对各成员企业受托责任

企业集团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通过上述各项财务

的履行情况进行监控；
另一方面，
作为集团的一般成员

管理工作制度体现出来，
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约束、

企业，
由于它们与整个集团存在利害关系，
也需要了解

一种督促、
一种压力。
但在具体制定财务管理工作制度

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集团公司要通过建

时往往强调制度的约束功能而忽视制度的激励功能，

立财务信息披露制度使它们了解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

为了实现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上的最佳激励效果，在制

和经营成果并接受它们的监督。可以在集团公司总部

定财务管理工作制度就应突出激励内容，如把经营目

设立一个内部监控和信息跟踪系统，直接对总经理负

标和预算约束与成员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奖罚分

责，随时向总经理反映财务管理各项制度以及其他制

明的业绩考评制度等。

度、
计划的执行情况。

%# 财务信息披露和监控制度。企业集团是由众多

四川会计 !

"#$%&’( ’$$)&(*#(+

& 责任编辑

周登万

沈江宁 ’
!""#·!

理论探索

#$ 中小企业会计人员的特殊性。会计人员的素质
与信息的使用者素质一样，
一向为学术界所诟病，
这一
头一尾的知识约束，历来是我们进行会计改革所考虑
的重要参数。根据财政部 !%%& 年的统计，
我国从事会
计工作的人员共 !’(( 万，其中国有单位会计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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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层次不清、
分工不太明确、
兼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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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县以上集体单位会计人员 %% 万，
农村和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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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由于其发展前景及社会上得到人们认可
程度较低以及较差的工作机会保障，使得其对优秀会
计人员的吸引力远不如大企业。由于会计人员知识结
构的老化与过于低浅的专业知识，使得许多理论上完
善的会计方法与复杂的会计技术无法实施，或在实施
时大打折扣、
不伦不类。
二、对我国当前中小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一
些改进建议
会计信息的提供应符合相关性和可靠性原则，但
同时应考虑到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一些对信
息使用者没有多大用处的信息可以不提供，提供的成
本大于资产效益的信息也可以不提供。鉴于目前我国
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和内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对
会计信息质量和数量的需求的不同情况，中小企业的
财务报告应使用有别于大企业的财务报告模式。
!$ 对小企业要求提供较为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和
损益表，对中型企业提供与大企业一样的资产负债表
和较为简略的损益表。
从会计的重要性原则来看，
某项
会计信息在会计报表中是被详尽、充分地披露还是被
简要、
粗略地列示，
主要是看其是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
需要，
是否有利于人们做出满意的决策。
某些对大企业
会计信息使用者而言非常重要的会计信息，可能在中
小企业的信息使用者那里变得毫无意义。对小企业要
求编制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和简略的损益表，在满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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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后的会计数据，
是对会计数据的解释。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 + </=> , !%?( 年 ) 月发表的财务会计
“
概念公告第二号指出：
对决策有用性 + @A05B513 CBA82DE
” 并进而指
3ABB , 应作为会计信息最重要的质量特征，
出：“
会计信息要于决策有用，要具备两种主要的质量，
即相关性 + FADAG;30A , 和可靠性 + FAD5;H5D54I , ，信息的相
关性越大，可靠程度越高，越是合乎需要，那就是越于
决策有用。”
并在可靠性中特别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反映
真实性 + FAJ9ABA34;4513;D <;54K82D3ABB , ，
即是指一项计量
或叙述，
与其所要表达的现象或状况应一致或吻合。我
“
国《
企业会计准则 》
第二章 《
一般原则 》
中也规定：
会计
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即会计信息反映真实性的原则。

’

事业单位及其他经济组织会计人员 *)( 万。国有及集
体单位会计人员 + ))( 万 , 的学历分布如下表：

失
真
的
剖
析

企业的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的前提下，使会计信息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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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耗费的情况下，才会认为提供这样的会计信息

工与处理有张有弛、
有的放矢，
也会使企业的会计工作

是有必要的。
对于现金流量表，
由于其复杂的编制技术

更加有效。

及中小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的原因，使得其编制现金

由于中型企业的银行融资是其经营资金的一大来
源，
因而其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除了纳税的目的以外，

流量表的成本远大于其他两张报表的编制，同时编制
出的现金流量表是否正确还不得而知。同时中小企业

还应满足银行进行信贷决策的需要，因而企业应将其

提供会计信息的对外目标主要是纳税需要，从而使得

详细的财务状况提供给银行，
同时从发展的观点看，
中

这张报表的用处相对降低。
勉强要求编制此表，
只能使

型企业的会计制度应为其进入大企业行列做好准备，

得小企业的会计人员疲于应付填报各种没有意义的复

因而建议编制与大企业格式相同的资产负债表，同时

杂报表而苦不堪言，因而对于小企业可以不要求编制

鉴于成本效益原则，
可以编制较为简略的损益表。

此报表。
对于中型企业而言，
可以只要求提供较为简略

’$ 对小企业不必要求提供现金流量表，中型企业

的现金流量表，将其中的一些项目简化、合并，对于一

对现金流量表实行豁免条款，
对一些项目进行简化。
会

些补充资料可以不要求提供，
以简化编制程序，
降低编

计信息的提供是有耗费的，企业在提供会计信息的过

制成本，同时也使企业的会计人 员易于掌握编制方

程中应讲求成本效益原则。企业只有在其提供特定数

法。

量与质量的会计信息所带来的 “
好处 ”
大于其提供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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