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探索 改革

从内部会计控制入手
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许 云

陈 琼

＊

唐予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财政部发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

架和顺序对此次调查的有效问卷做出统计和分析，希望从

基本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规范》）是新《会计法》的

中揭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上市公司对

配套规章，对强化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这些问题的基本见解。

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进一步发挥《规范》的作用，提高

一、 关于内部会计控制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向北京、上海、新疆

１． 按照《规范》的定义：
“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

等地的一些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的

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

内容主要涉及内部会计控制、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两者之间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

的关系三个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设问方式，我们共收回

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它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卷 ７７ 份，其中有效问卷 ７３ 份。本文按照问卷设计的框

是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几乎所有的被调查
者对这一点都有着充分的认识（统计比例高达 ９８．６３％ ）
，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与

这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会计控制在企业管理中所发

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０１ＢＪＹ０１３ 。

挥的作用是认同的。

有些学者探讨 ＡＢＣ 到底会有哪些作用；有些学者从
多方面对新旧成本体系进行比较来阐明作业成本法
的优势；有些学者则重点介绍 ＡＢＣ 的起源及发展变
化的历史，希望对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能有借鉴作
用；有些学者则开始思索应用作业成本法需要什么
样的环境，
具体实施的步骤有哪些，
实施过程中可能
会遇上哪些问题等等。这些文章主要集中于１９９９年
和 ２０００年，它们为作业成本法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充
分的理论准备，
也对作业成本法的操作有指导意义。
其中的代表文章有王平心、李明红发表于１９９９年第
５ 期《财会通讯》上的“ＡＢＣ 核算体系的业务处理程
序设计”和章家瑞发表于《广西会计》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的“作业成本法对相关财会理论的影响及其应用”
。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 １９９９ 年起共有 ７ 篇文章是
作业成本法实际运用后的理论总结和经验介绍。这
也表明，经过整整１０年时间理论界人士热烈的讨论
和理论上的酝酿，
作业成本法不仅在我国生根开花，
而且结出了实践之果。这些文章大部分都详细介绍
了 ＡＢＣ 实施的过程，并且就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进行了总结，为在我国推广作业成本法率先在实践
中进行了探索。
总体来说，
这些文章赞同在我国应用
ＡＢＣ，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至少可以部分
地应用作业管理的某些思想。
代表文章有
《管理会计

应用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课题组发表于２００１年
第 ２期《会计研究》上的“作业成本法在我国铁路运
输企业应用的案例研究”
。
四、未来展望及总结
目前我国理论界基本上对 ＡＢＣ 形成了一致的看
法，
即认为作业成本法要优于原有的成本体系，并且
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
情况选择全面实施 ＡＢＣ 或者在生产、工艺设计、质
量管理等局部性或专门性的管理中使用作业管理的
思想。
而且随着高科技在企业中更深入地应用、市场
竞争的加剧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作业成本法在我
国应用的客观条件必然越来越成熟。
因此，
理论界今
后应该结合自身的理论优势，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
去指导企业实施 ＡＢＣ 系统，如何处理 ＡＢＣ 系统所得
到的信息以及与现有会计法规和税法的矛盾等问题
上，为提高企业效益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由于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仅来自于部分会计类核
心期刊，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会计类期刊上更为
优秀的作业成本法的文章；同时，在收集资料过程
中，笔者在一些理工类杂志及学报上也发现了不少
作业成本法的文章。
但限于笔者精力有限，
难以收集
我国所有的有关 ＡＢＣ 的文章，因此，本文的结论可
能存在一定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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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既然内部会计控制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作用，
哪么

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的措施供选择。结果有 １ １ ％ （人次）

具体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根据《规范》的内容，我们设

认为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应当加强对单位负责人的宣传和提

计了四个方面的作用作为选项。每一项又分为作用很大、

高管理者的素质，有 ９．８９％（人次）认为公司应当加强员

作用一般、作用不大和没有作用供选择。调查结果汇总如

工对内部会计控制的了解。显然，前者的比例高于后者的

下：

比例，这说明在我国当前环境下，企业执行某项政策措施
选择“作用很大”

加权

除了要有员工的理解和支持之外，企业领导的重视程度起

内部会计控制作用

的比例

评价值

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它直接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果。正如

ａ． 保证业务活动有效进行

６４．３８％

１．４７

实施新《会计法》一样，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执行也需要

ｂ． 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

８４．９３％

１．１６

单位负责人的推动，因此在推广《规范》时也应当注意要

ｃ． 防止欺诈和舞弊行为

６９．８６％

１．３７

加强对单位负责人的宣传。

ｄ． 实现经营管理目标

５６．１６％

１．５１

注：加权评价值根据选择的份数和系数除以有效问卷７３份来
计算，评价值越小，说明作用越大。

其中，有 ３６．９９％ 的人选择内部会计控制对“实现经
营管理目标”的作用不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会计

被调查者中也有 １１％（人次）认为完善内部会计控制
应当针对关键控制点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这表明上市公
司各财务负责人还是希望在公司中建立内部会计控制，
《规范》正好为它们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有 １０．１１％（人次）认为上市公司应当加强风险意识，

控制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尚处在保证资产安全、查错防弊的

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这实质上也是针对关键控制点所做

阶段，对于内部会计控制能合理保证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

的基础性工作。

果，实现经营管理目标的作用还持保留态度。

有 ９．８９％（人次）认为应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

３． 在初步了解了被调查者的基本认识之后，
我们就目

从根本上建立和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前不久证监会发布的

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的总体水平设问调查。其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就为《规范》的实施创造了最

中，有 ８３．５６％ 的人认为不很完善或不完善，这反映出我
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着不少问题，仍处于不完
善的状况之中。
４． 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不完善的前提下，
究
竟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有
２１．８９％（人次）认为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其次有

重要的控制环境。
还有 ９．４４％（人次）认为应当加强董事会在内部控制
中的作用，这是由于“董事会在公司管理中居于核心地
位，董事会应该对公司内部会计控制的建立、完善和有效
运行负责”① 。
从以上 ６ 个问题的统计分析，我们看到我国上市公司

２０．６％（人次）认为是设置了监督机制但没有有效执行，这

对内部会计控制在企业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认同的。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普遍存在着这两种内部会计控制不

但总的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还不完善，主

完善的现象。前者是无“法”可依的状态；后者是虽有“法”

要存在的问题是：
（１）没有设置内部会计控制，
（２）设置

可依，但流于形式。因此，财政部《规范》的出台，既为

了但没有有效执行。深层次的原因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

上市公司提供了监督机制，也为有效执行监督机制提供了

善：直接的原因，首先是企业领导层的不重视，其次是员

指导。

工的不理解。因此，调查分析表明，从内部会计控制入手，

另外，在被调查者中，有 １８．４５％ （人次）认为员工

通过完善内部会计控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提高

普遍对内部会计控制不了解和企业领导不重视也是不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是一条新路子，
《规范》在此

的原因之一。注重内部控制的环境建设，改变经营理念，

时发布是非常必要的。

提高人员素质是强化内部会计控制的关键。

７． 接下来，我们有意识地插入了一个检验性的问题，

５． 对于设置了内部会计控制的单位来说，
什么方法经

即新《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有责任建立一个健全、完

常运用呢？我们根据《规范》的内容，列出了内部会计控

善的内部控制是否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与我们的

制的 １ ０ 个方法供选择。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

预计一致，有 ９ ５ ． ８ ３ ％ 的人都认为是有帮助的。

内部会计控制方法都被列为“一般实施”，而没有“严格

８． 我们还调查了，如果企业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应该

执行”
（只有“依法制定会计制度，建立会计控制系统”相

由哪个部门负责呢？也就是说，哪个部门更有能力承担内

对来说“严格执行”的比例较高，为 ５２．０５％）
，这说明上

部会计控制的责任呢？有 ５２．２５％ 的人认为这是财务管理

市公司还是希望财政部门制定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样板以

部门的职责，３６．９９％ 认为这是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只

利于实施。

有 １０．９６％ 的人认为是会计部门的职责。通过这一比例可

６． 针对内部会计控制的不完善，我们列出 １１ 项改进

６

上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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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被调查者并不认为会计信息的生产部门——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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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能承担内部会计控制的职责，这一职责需要管理监督

综上所述，被调查者普遍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应当优先

部门（如财务部、内审部）为主来完成。要解决我国会计

考虑可靠性，而当前我国会计信息的可信度是不高的，主

信息失真问题，不能只从会计本身入手，而应该从更深层

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内部控制不完善。因此，我们有必

次的公司治理、内部会计控制等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我们

要改变治理思路，更多从公司的内部控制入手，同时加强

的这个课题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进行的。

公司外部的会计规范与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从内外两方

二、 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分析
１． 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大家更关注的是相关性呢，
还是可靠性呢？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指出：
“可靠性

面共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
三、 关于内部会计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分析
１． 财政部发布的《规范》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作用有

应当最受报表编制者和准则制定机构的关注”②。与此观

多大？对此，有 ８０．８２％ 的人认为作用很大或是作用较大，

点相同，被调查者中有 ９０．４１％ 的人认为可靠性更重要，这

仍然体现出内部会计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相关度。但

也是我国当前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很明显，这一比例比起前面第一部分的第 ７ 点类似问题的

为了进一步确认上述观点，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提出会

答案比例（９５．８３％）要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上市公

计信息质量不高主要是什么不高？回答中比例最高的仍然

司财务负责人不仅看重内部会计控制的作用，也认识到内

是可靠性。

部会计控制要依托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发挥它应有作用，所

２． 既然可靠性如此受关注，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可靠

以也不能仅就内部会计控制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而应从

性有多少？各财务负责人大都认为可信度是不高的（比例

内部会计控制入手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并进一步完善公

达 ８４．９３％）
；另外，还有 １５．０７％ 的人认为年报基本不可

司治理结构。

信，即使在注册会计师审计之后，可信度也只是“有所增

２． 内部控制报告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如美国

强”而不是“大为增强”。由此可见，我国会计信息质量

Ｔｒｅａｄｗａｙ 委员会、公共监督委员会（ＰＯＢ）和 ＡＩＣＰＡ 的执

亟待提高。最近一次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第

行委员会认为内部控制报告可以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而

六号）也显示，目前我国会计信息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另一些则认为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并无多大用处③。我国财

失真情况，有的问题仍相当严重。

政部门主张“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对外报告财务会计报

３． 为了揭示问题，我们设问了被调查者对在《规范》

告，应当同时提供内部会计控制及其有效实施的专项报

出台之前政府提出的其他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手段的看法。

告”④。就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结果是，有 ９ ４ ． ５ ３ ％ 的

经调查，认为“披露季报”对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有帮助的

人认为应当披露，这说明上市公司也支持报告内部控制的

只占 ６９．８７％（其中有 ４３．８４％ 还只是较有帮助），另外有

观点，但对于具体披露方式也是莫衷一是。其中有４２．４７％

２ ７ ． ４ ０ ％ 认为不大有帮助。这与前面的内部会计控制对治

的人提倡简要披露，有 ２８．７７％ 选择附注披露，有 ２３．２９％

理会计信息失真的作用（高达 ９５．８３％ ）形成对比，这说

选择完整披露。我国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具体披露方式尚无

明治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不能仅限于从外部

明确的规范，但从本次调查来看，更多的财务负责人支持

的公司信息披露及其程度和资本市场监督制度的完善来考

简要披露。

虑，而更多应当从公司内部控制入手。

３． 我们知道，有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会计信息不可

４． 为了进一步明确，
我们调查了会计信息失真的信号

靠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按照数学逆否命题的原则可以推

和原因是什么？在信号方面，有 １６．８９％（人次）选择“随

出，会计信息不可靠的公司，其内部会计控制必然也是不

意采用会计政策”，这实质上反映的是内部会计控制不严

健全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也支持这一联系（比例

的问题；有 １６％（人次）直接选择了“内部控制薄弱或内

高达 ９１．７８％）
。因此，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内部会计控

部控制得不到有效实施”
；另外，还有 １６．４４％（人次）选

制是一个突破口，通过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将有利于我国会

择“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一两个人手中”。以上这些说明

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各财务负责人已将内部控制的不完善视为可能出现会计信

四、总结

息失真的“信号”，所以从内部会计控制入手解决会计信

通过以上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本次调查的主要

息失真问题是有道理的。在原因方面，
“企业内部控制的
不完善”更是排名第一；除此之外，
“会计规范本身的不
完善”与“违规处罚力度不够”也是被选择的主要原因。

启示：
１． 改变以往从公司外部的角度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
失真的思路，直接从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入手，通过完善公

这表明提高会计信息失真既需要从内部入手，也需要外部

司内部控制，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来

的会计规范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上一段中的

实现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目标。

观点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２． 从内部会计控制入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并不意味
上海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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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大型设备融资方式的拓展
——设备信用证方式
○林葳华

陈亚民

在以往，公司增加设备的主要融资途径是：
（１）向银

入与公司的定金（一般为设备价款的 ２０％）一起交付给制

行申请贷款购买设备；
（２）发行股票或债券；
（３）通过租

造商。若公司已用设备进行担保让银行购买设备，则受托

赁公司进行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其中，融资租赁又可具

人将这笔资金交还银行。从而设备的所有权将属于受托

体分为简单融资租赁、融资转租赁、返还式租赁、杠杆租

人，受托人再将设备租赁给公司。设备信用证是一种依托

赁、风险租赁与委托租赁等多种方式。由此可见，商业银

大型设备未来的收益权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而筹集设备

行、租赁公司与设备销售商都是企业设备融资的主要来

的购买资金的过程，在金融市场上也属于 Ａ Ｂ Ｓ 融资模式

源。这些传统的融资方式对于小型企业或是购买小型、价

（Ａｓｓｅｔ－ｂａｃｋｅ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

格不昂贵的特别是无需境外贷款设备的企业而言是很有效

就受托人即 ＳＰＶ 而言，他根据某一设备所在项目的未

的。但是，从这些融资方式自身的角度看来，却存在着许

来预期收益，一次性支付给原始权益人（可能是厂商也可

多不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资金来源问题，尤其对于如

能是银行）一笔款项，以取得该项目营运的未来的现金收

飞机这种超大型设备，所涉及资金量问题则会更大。国外

益权，而原始权益人则可以将其存量的资产变现，从而获

企业在大型设备购买与租赁这方面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

得流动的现金，进而进行新的建设投资。受托人的主要资

的。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由于国外的税制改革导致了大

金来源，则是由上面所述的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

型设备的传统融资租赁方式税收优惠的消失，大多数航空

券”
（设备信用证）筹集资金；设备信用证的赎回与报酬

公司就开始转向资本市场寻求长期融资，特别是担保交

的支付，则是通过公司购买设备进行投入而获得的未来的

易。最后他们选择了使用发行设备信用证的方法从资本市

现金收益进行兑付。

场来获取有效的资金。目前，美国航空公司增加飞机大多

设备信用证通常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一般低级部分

数使用的是设备信用证方式，而只有短期贷款才会使用传

的信用证是向使用设备的公司签署，以保证交易的正常进

统的银行融资方式。

行。如果信用证的发行涉及到了高级、较高级的国际货币

一、 设备信用证融资的概念

基金的贷款，则信用证的信用会提高，称为高级信用证，

设备信用证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ＥＴＣ）
是一

也称为
“增强的设备信用证”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种中长期融资形式。它适用于大型的、价格昂贵的设备的
购买。这种方法通常是由公司为购买设备筹资而使用的。
这些公司在购买机器时，会安排一家受托人也就是一个特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ＥＥＴＣ）
。
对设备进行设备信用证（ＥＴＣ）融资的主要过程如下：
（１）针对设备项目的未来收益进行估计，对设备信用证融

设交易载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ＰＶ）
或中介机构，

资和设备项目融资进行可行性分析。
（２）受托人组建ＳＰＶ，

让他们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设备。在此之前，公司已经与制

通过发行设备信用证而获得的资金和公司的 ２ ０ ％ 的设备

造商签订好制造专门设备的合同，在交付设备的时候，受

价款定金，从原始权益人（可能是厂商也可能是银行）处

托人就向社会投资者发行设备信用证（Ｅ Ｔ Ｃ ）
。发行的收

购买设备收益权，将设备与原始权益人剥离。
（３）原始权

着放弃外部有关的治理手段，相反，也应当同时加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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