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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 Ｏ ＳＯ 内部控制要素嵌入的企业组织控制模型研究
姚凌云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主要基于外部审计角度开展研究。
然而，
将主要以审计角度进行研究
的内部控制理论成果运用于企业实践时，
却出现成本高昂、
效率低下等诸问题。
因为企业管理人员是从管理学的
角度，
并非从外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的角度理解与实施组织各层级的控制行为，
而管理学与外部审计
两者在目标与范围方面又是不相同的，因此需要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组织控制模型以解决这种差异导致的问题，
并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提供指引。本文主要分析了COSO内部控制框架与管理学对控制的主要研究成果之间的
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COSO内部控制要素嵌入的企业组织控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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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主要基于外部审计角度开展研究。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49年在其专著《内部控制—协作体系的要
素及其对于管理层和独立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中首次明确提出
“内部控制”
这一概念。
此后，
内部控制理论经历了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结
构与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等发展阶段。
美国COSO委员会于1992年颁布的《内部控制——
—整合框架》被认为是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的里程碑。
然
而，
COSO委员会作为全美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的发起组织，
其肩负着提升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历史使命，
因而其兴趣主要是对内部控
制与财务报告有关的部分感兴趣（Root，
2004），
这一点与外部审计师是相同的。
导致内部控制理论更多地从审计角度开展研究的原因主要有
两方面：
一方面是从外部审计角度考虑，
审计界期望能建立一个测试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与标准，
以提高审计效率并减轻审计责任；
另一方面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财务丑闻频发，
而根据Treadway委员会的调查，
近50%的财务舞弊案件是由于或部分地由于内部控制失败造成。
因此，
公司外部利益相关人期望企业拥有一个能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
保障资产安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同时外部独立审计师能予以鉴证。
然而，
将主要从外部审计角度研究所得出的内部控制理论成果运用于企业组织控制实践时，
却出现诸多问题，
如成本高昂、
效率低下、
失败率
居高不下、
成功经验难以移植（杨周南等，
2007），
内部控制的本质要求与实践作用很不相称（杨雄胜，
2005）。
德鲁克认为企业管理人员付之实
笔者认为，
正是由于企业管理人员是从管理学的
践的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
不是计量方法，
不是行为科学，
后面这些都是管理人员的工具。
角度，
而并非从外部审计对控制的研究成果的角度理解与实施组织各层级的控制行为，
而同时两者在目标与范围方面又是不尽相同的，
进而
导致外部审计角度研究的内部控制理论运用于实践时出现诸多问题。
笔者认为，
应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构建一个组织控制模型，
该控制模型根
本目标是为企业战略实施服务，
同时将外界对内部控制的规范要求嵌入到模型中，
以解决外界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期望要求。
二、
管理学对控制相关研究综述
（一）法约尔对控制的研究 法约尔首先将控制明确纳入管理过程进行系统性研究。
法约尔认为，
管理活动有五项职能：
计划、
组织、
指
协调与控制。
而在一个企业中，
控制就是要检查核实各项工作是否都已遵照被采纳的行动计划运行，
是否和下达的指标一致，
是否和已
挥、
法约尔在其《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提到了
“企业的内部控制”
，
并认为这种控制是专门为了帮助各个部门良好地运行而采
定的原则相符。
取的，
总体来说就是为了企业的顺利发展。
然而，
法约尔主要是为了更清晰地论述其对控制的观点，
强调其所讨论的控制并不是指
“两企业
间”
的控制而是指
“企业内部”
的控制。
因此，
法约尔提出的
“企业内部控制”
实际上与1949年AICPA定义的内部控制在着眼点与内容上都不
作为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
法约尔对后续管理学者在控制职能的研究方面奠定了框架基础，
但是其眼中的控制职能倾向于
“作业
相同。
控制”
的范畴，
重心在于工人工作的效率
“是否和下达的指标一致”
。
（二）安冬尼对控制的研究 罗伯特 A·安冬尼于1965年出版AFramework for Analysis专著，
其将管理控制定义为：
“管理人员在完成组
织目标的过程中确保获得所需资源并使资源得到有效和高效利用的过程”
，
安冬尼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西蒙斯，
1995）。
此后，
安
冬尼在《管理控制系统》一书中将管理控制定义为：
“为执行组织战略，
管理者向组织内的其他成员施加影响的过程”
。
安冬尼对管理控制概
念理解的变化体现了其对战略的重视，
也体现了战略学派对管理控制研究的影响。
安冬尼认为组织中有三个包含计划与控制的系统或者活
动，
即战略形成、
管理控制与任务控制。
其中，
战略形成属于最高层次，
管理控制则是介于战略形成与任务控制之间。
安冬尼认为，
战略形成
与管理控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战略形成在本质上是非系统的，
管理控制过程则涉及到一系列按照较为固定的时间表进行预测的步骤，
并
且这些预测较为可靠。
管理控制与任务控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许多任务控制系统是科学的，
而管理控制却不可能简化为科学。
管理控制
中的重点在组织单位；
任务控制的重点在这些组织单位所执行的具体任务。
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活动内容，
安冬尼认为其包含：
战略计划；
可以看出，
安冬尼较明确地界定了管理控制系统的边界，
为整个组织控制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层级框架，
同时将管
预算准备；
执行；
业绩衡量。
理控制定义为战略实施的过程也代表了现行控制的主流观点。
但从安冬尼论述管理控制系统活动的过程来看，
安冬尼眼中的管理控制更多
的是基于会计与财务角度的控制，
控制的手段与工具主要是会计与财务导向的，
对于非财务控制的考虑较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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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蒙斯对控制的研究 西蒙斯将管理控制系统定义为：
管理控制系统就是管理人员为保持或改变组织内部活动模式而采用的正式
基于信息的例行程序和步骤。
这个定义有两个特点：
一是管理控制系统是正式的例行程序和步骤；
二是管理控制系统是基于信息的系统。
当
的、
这些基于信息的系统用于保持或改变组织的活动模式时就成为控制系统。
西蒙斯将实施战略的管理控制系统区分为四种子系统，
即信念系统、
边界系统、
诊断控制系统、
交互式控制系统。
西蒙斯明确界定了在《控制》一书中所讨论的管理控制系统不包括管理人员用来协调和管理业务活
动的控制。
因此，
西蒙斯所讨论的管理控制系统与安冬尼一样，
都不包括
“任务控制”
，
不同之处在于，
安冬尼的管理控制系统论述范围更多地局
边界系统，
以及交互控制系统。
西蒙斯同时也对
“内部控制系统”
做了研究，
其
限于西蒙斯的诊断控制系统，
而西蒙斯则将视野扩大到信念系统、
认为内部控制是有效控制的基础，
内部控制用来防止盗用资产和确保会计记录可靠，
这对保证诊断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转非常关键。
而内部控制
的过程就是按步骤进行详细的检查和对比。在西蒙斯的视野里，内部控制仅仅是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管理控制的一些基本要求而已（杨雄胜，
2006）。
因此，
从西蒙斯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管理学界对所谓
“内部控制”
的理解主要是审计学界对传统内部控制的定义，
而此后主要由会计
与审计学界主导的内部控制研究逐渐扩展了传统内部控制的范围，
这也直接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
以至于企业内外部对内部控制期
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出，
管理学界将
“管理控制”
视为战略实施的过程，
但这里的
“管理控制”
并不包括企业组织内所有的控制活
望愈发不一致。
动，
后者还包括如生产计划安排、
质量控制等任务控制。
同时，
管理学界也将为保证企业资产安全完整、
会计数据可靠的控制活动摒弃在管理控
制活动之外。
然而，
如何界定任务控制与会计控制的关系，
以及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的关系，
管理学界并没有给出较好的回答。
三、
Ｃ Ｏ Ｓ Ｏ 内部控制框架与管理学对控制研究的差异分析
（一）控制目标的差异 COSO内部控制框架是在继承此前的内部控制两分法与内部控制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AICPA于1958年在其
1988
审计程序公告中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审计师测试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与责任；
年，
AICPA在其55号审计准则公告中将内部控制扩展为内部控制结构，即控制环境、会计制度和控制程序。而COSO委员会在其《内部控
制——
—整合框架》中则将内部控制按要素划分为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监督。
吴水澎等（2001）认为COSO报告一个有
然而，
这种
“揉和”
同时也意味着目标的揉和。
COSO内部控制框架认为内部控制是为下述目标提
价值的发现就是揉和了管理与控制的界限。
管理学界对控制所下的各种定义大多是将其定义为一种
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经营效率与效果；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符合适用的法律与法规。
战略过程（西蒙斯，
1995），
具体而言，
是确保完成组织战略目标的过程。
相较而言，
COSO框架对内部控制目标的界定显然更为关注控制的外
部利益要求，
亦即财务报告与法律法规的遵守；
而管理学界对控制目标的界定显然是服从于管理本身的宗旨与目标，
对于财务报告与法律
法规的遵守是组织战略目标达成的必要条件，
而非目标本身。
表面上来看，
COSO内部控制框架界定的目标之一——
—经营效率与效果似乎与
管理学对控制目标的界定比较契合。
然而，
仔细分析COSO内部控制框架，
COSO对于经营效率与效果这项目标的讨论是比较保守的，
一方
面，
此项目标包含了业界颇为关注的保护资产安全与完整的目标，
另一方面，
COSO认为：
“内部控制不能防止错误的判断或决策，
也不能阻
对于这些目标而言，
内部控制体系只能就管理层以及发行履行监督职能的董事会及时了解
止可能造成主体无法实现经营目标的外部事项。
该主体它们迈进的程度提供合理保证”
。显然，
COSO此言是为了降低各方对内部控制的期望。
综合起来，
对于COSO眼中的内部控制的经营
效率与效果的目标，
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资产安全与完整，
以及为管理层与董事会就经营目标的迈进程度提供可靠的信息。
而这与西蒙斯
“内部控制”
差异并不大。
事实上，
管理控制系统的确是基于信息的系统，
信息是控制决策的基础，
但提供信息目标与决策目标两者
视野中的
的宗旨虽然一致，
但层级并不相同，
信息应该是决策的手段与必要条件，
而其本身并非目标。
（二）控制范围的差异 一般认为，
如果COSO内部控制框架是继承内部控制两分法（内部会计控制与内部管理控制）与内部控制结构的
笔者认为，
COSO内部控制的范围是否包纳管理控制的前
基础发展而来，
并且其范围有扩大趋势，
那么似乎COSO内部控制应包含管理控制。
提在于COSO自身对其框架的范围界定，
以及管理控制本身的范围。
COSO在论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时，
论及了内部控制与管理过程的关系，
但是，
管理层所做
由于内部控制是管理过程的一部分，
因此对构成要素的讨论是在管理层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做了什么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都是内部控制的元素。
由此COSO将使命与价值观陈述、
战略规划、
活动层次目标设定、
风险管理与矫正措施等排除在内
部控制范围之外。
在这些管理活动中，
使命与价值观陈述实际上为西蒙斯管理控制系统中信念系统与边界系统的内容之一，
同时使命与价值
观陈述虽然不是行政官僚控制的方法，
但却是文化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
活动层次目标设定与矫正措施则是控制系统必不可少的两项要素，
孔茨认为，
任何基本的控制流程，
不管它用在哪里，
控制的对象是什么，
都要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制定标准；
借助这些标准来度量绩效；
采取措
施修正相对于标准和计划的偏差。
从这方面来看，
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范围并未完全包含管理学对控制的范围界定。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如
果按安冬尼与西蒙斯的划分，
将管理控制与任务控制做明确界定，
那么管理控制的范围实际上也未包含COSO内部控制框架所界定的范围。
COSO内部控制在控制活动要素中实际上更倾向于任务控制，
如高层审核、
直接的职能或活动管理（Direct functional or activitymanagement）、
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实物控制、
职能分离等，
这些控制活动实际上是嵌套进管理控制与任务控制，
并且在资产安全与信息可靠
方面更加倾向于任务控制。
总结起来，
如果将企业战略执行控制系统（记为A）划分为管理控制（记为B）与任务控制（记为C）视为，
即：
A=B∪C，
那么COSO内部控制（记为D）与战略执行控制的关系为：
D奂A，
与管理控制则呈相交关系，
即：
B∩D奂B，
如（图1）所示.总体来说，
从两者研究的
立场上来看，
对于控制目标与控制范围的研究差异是正常的。
COSO委员会作为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的发起组织，
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
了如何有效防范财务报告舞弊进而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历史使命，而其兴趣主要是对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有关的部分感兴趣（Root，
2004）。
而管理学界的研究同样也是秉承了管理学本身的宗旨，
控制的目标融于管理的目标，
管理的目标融于组织的目标。
宗旨与目标的不一致必然
影响到范围的差异。
这种研究宗旨、
目标与范围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内外部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期望不一致，
以至于外部规范下的内部控制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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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评价，
或实施与评价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四、
基于内部控制要素嵌入的战略控制模型构建
（一）企业组织控制模型特征

为有效解决企业内外部对内部控

制的理解与期望的差异，必须构建一个能够将COSO内部控制要素嵌
入于企业组织控制的模型，
并且该模型必须拥有以下特点：
模型必须
能够反映出利益相关人除了企业绩效方面，
对于企业内部控制的规范
要求，
而不能仅仅只考虑组织战略的实施；
如果将外部内部控制规范
视为较为刚性的制度要求，
那么模型必须能够反映出这种制度要求是
如何嵌套进企业战略控制的及之间的差异；
模型的逻辑必须符合企业
基于以上原则，
构建如（图2）所示的基于内部控
管理过程的基本逻辑。
制要素嵌入的企业组织控制模型。
（二）模型内部结构 椭圆代表企业内部，
这也代表了企业的战
略控制是指对企业内部的战略实施过程进行控制，
其责任主体为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与其领导下的员工。
虚线矩形内表示企业的组织控制系统，
其目标在于企业战略的实施并产生绩效，
同时战略控制
的董事会、
系统并非是封闭的系统，
其在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与对外报告等方面与外部产生互动。
如果按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罗宾斯的划分，
即将
组织、
领导和控制，
那么这里的组织控制系统实际是指广义的控制，
即将罗宾斯概念中的组织、
领导与控制三者融合，
管理职能划分为计划、
从而组织管理整合成为计划与控制两大活动。
企业组织控制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
内部环境系统、
信息报告系统与执行控制系统。
内部环
境系统倾向于罗宾斯概念中的组织与领导，
同时包络西蒙斯管理控制系统中的信念系统与边界系统；
信息报告系统是企业内外部信息交流
的平台，
其在企业内部承担着企业上下级之间与业务单元之间的信息收集、
加工、
处理与报告的职能；
执行控制系统包含两个层面的控制，
管理控制层面包含基于即定战略的目标设定与分解、
预算编制、
业务衡量与偏差纠正等；
而任务控制层面
即管理控制层面与任务控制层面。
倾向于具体业务活动的执行效率与效果，
如生产进度安排、
协调订货、
质量控制等。
（三）模型与外部环境的衔接 企业的控制系统并非封闭的，
其受制于外部环境同时又反作用于外部。
企业的控制系统的目标在于实现
企业的战略与使命，
而企业的战略本身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与产业环境影响，
因此控制系统实际上是通过企业战略规划间接受制于同时反作
用于企业竞争环境；
企业的绩效目标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资本市场对企业绩效的压力实质上会影响企业战略规划，
进而影
响企业战略的实施与控制；
德鲁克认为，
企业管理的任务之一即是
“处理本机构的社会影响和对社会的责任”
，
因此企业的执行控制系统中
质量控制系统等等必须考虑企业产品与废弃物对社区与社会的影响；
企业内部环境系统与外部衔接点在于利益相关者的
的例如生产控制、
公司治理要求。
公司治理解决的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东、
董事会与管理者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也
将影响到企业战略规划与实施以及信息的传递要求；
企业信息报告系统一方面必须满足企业战略控制的信息需求，
另一方面信息报告系统
承担着以财务报告为主的对外信息传递职能，
因此信息报告系统的设计不能仅仅考虑内部管理需求，
而应将外部信息需求融合进管理需求
之中，
这种受托责任的履行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四）模型与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关系 控制模型的设计必须考虑能够内在逻辑一致地将外部控制制度要求嵌入，
以实现内外部对控
（图2）的企业组织控制系统的总体范围包含COSO内部控制框架，
但其划分维度与COSO内部控制框架并不相同，
即对于任何
制要求的衔接。
一个子系统都可能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COSO控制要素。
如内部环境系统中除了涉及控制环境要素外，
其边界控制机制即是为了限制企
业接近某些机会以防止经营重心分散而增大风险（风险评估要素），
而组织设置中的内部审计安排则是为了有效监控企业的战略实施与风
险防范（监控要素）。
对于执行控制系统与信息报告系统而言，
其在标准设定和业绩衡量中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协调与沟通（信息与沟通要
素），
以及执行过程的监控（监控要素）；
对于信息报告系统而言，
其职能在于收集、
处理与报告企业决策和外部要求所需信息，
因此信息本身
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就要求有良好的风险评估、
控制程序与监控活动。
企业组织控制系统的总体范围包含COSO内部控制框架，
也即意味着企
业组织控制系统中必然有一部分活动不属于COSO内部控制框架范围之内。
在企业组织控制系统中，
内部环境系统与信息报告系统都属于
内部控制要素范围。
执行控制系统可以按其按内部活动程序划分为：
标准设定（或目标设定）、
执行监控、
业绩衡量、
矫正措施，
而根据COSO
对内部控制与管理过程关系的阐述，
COSO内部控制框架仅仅包含执行监控与业绩衡量两项活动，标准设定与矫正措施并未在其框架范围
之内，
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组织控制系统与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关系

战略控制系统
内部环境系统
执行控制系统
信息报告系统

标准设定
执行监控
业绩衡量
矫正措施

COSO 内部控制
√
√
√
√

五、
结论
本文系统性地研究了COSO内部控制框架与管理学对控制研究
成果的差异，
笔者认为这种概念认知的差异将导致企业内外部对内部
控制期望的不一致，
进而影响外部所规范的内部控制要求在企业中的
实施效率与效果。而基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是企业管理人员，

因此减轻这种差异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从管理学逻辑出发的，
考虑外部对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要求（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综合性的企业组
织控制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企业组织控制模型，
并系统分析了模型的逻辑及其与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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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长期的优质服务，
积极营造良好的企业信息化建设外部环境是企业发展信息化的前提条件。
（二）制度完善有助于信息化财务管理的全面实施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助于满
足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需要，
有助于构建清晰的资本权属关系，
明确财务关系，
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要素，
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规
范，
要着重从体制、
机制、
制度上解决企业财务管理问题，
改变过去
“重会计、
轻财务”
“重核算，
轻管理”
的倾向。
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势，
以新《企
紧紧围绕与企业设立、
经营、
重组过程伴生的财务活动。
规定企业财务要素的内容，
对企业财务管理主体应当履行的职
业财务通则》为指导，
责、
享有的权利、
承担的义务及其财务行为进行了规范，
建立良好的法制、
政策环境，
有助于促进企业信息化发展，
对企业全面实现企业财务
管理的制度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职责明确有助于信息化财务管理的规范管理 企业信息化领导高度重视，
对企业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
成立自上而下统领全局的
信息化领导小组，
把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纳入企业管理信息化整体建设之中，
在掌握现有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研究制定本企业
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规划，
对企业财务管理至关重要。
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中，
必须坚持企业
“一把手”
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充分
发挥企业各级领导部门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做到分工明确，
职责到人，
遇有重大问题研究解决，
从而分清财务管理信息化系
统的建、
管、
用的职责和任务，
避免盲目建设或相互推诿的现象。
另外，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和规章制度，
加大管理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力
度，
从根本上确保应用工作的顺利进行，
从而实现从
“人治”
向
“法治”
的转变。
（四） 安全机制有助于信息化财务管理的信息保障 信息化财务管理使原来单一电算化信息系统中的会计信息变成一个开放的大陆，
而会计业务的特点又要求其中许多数据对外保密，
因此，
安全问题就成为信息化财务管理中备受用户关注的问题。
在现今黑客猖獗的情况
下，
仅通过文件加密，
不能有效避免信息的泄露。
所以，
如何做到财务数据上安全传递是软件商和用户倍加关注的问题。
因此采用有效的安
全技术，
防止非法用户窃取机密信息和非授权用户越权操作数据，
应制定和实施安全管理措施。
企业应按照会计信息化的要求按责、
权、
利
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健全和实施会计信息化岗位责任制度、
安全日志制度等安全措施。
国家适时进行社会立法和法律保障，
使企业在计算机
信息安全工作中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只在安全性有保障才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从事现代化的管理。
（五）人才培养有助于信息化财务管理的功能提升 企业要顺应市场竞争，
就必须要注重人才的培养，
信息化财务管理的实施使整个企
业经营管理的模式发生了变革，
财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促使企业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从而实现财务与业务的
即财务管理人员不
一体化，
这无疑对企业财务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较高要求，
要从思想观念上更新和转变对财务管理的理解和认识。
仅要懂财务，
而且要懂信息技术，
培养胜任信息化财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是企业发挥信息化功能的首要条件。
企业只有从经济全球化发展
的视角构建适应信息化财务管理发展的相关环境，
不断摸索和掌握信息化财务管理的运行规律，
及时发现信息化建设中的存在的问题，
适
时组织与网络发展相完善的配套设施，
才能使信息化财务管理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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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ode Based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PA Management and the Administer ing Author ity
Chen Xiaomin Zhou Qian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 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65 ；School of Management,J inan
Univer 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
Abstr act: Management fraud and auditing scandals became more serious since the 70s- 80s of the last century, so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CPA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Growing emphasis was put on the independence of CPA on which the academic research deepened too.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PA from the conflict of the owners / shareholders, managers, and CPA. By analys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of those conflict
and the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m, and basing on a summary research in this area of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CPA conflict model based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suggest on the issue of how to protect the auditing independence under this new model.
Keywor ds: Audit independence Model of conflict CPA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Type of Enter pr ise, Diver sification Inter nal Mar ket and Per for mance of M & As
Pan Hongbo Deng Ting Cui J i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 sity, Wuhan, Hubei 430072;Guangfa Secur ities,Guangzhou,
Guangdong 510075）
Abstr 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arket performance of diversification M&As when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act as acquiring firms with the data of all
the M&A events from 2003- 2007 in Shenzhen and Shanghai stock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er CAR （2.4%）is acquired if private enterprises carry
out diversification M&As rather than related M&As while the difference for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central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local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s not significant;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implement diversification M&As. Our research supports theory of
diversification internal markets.
Keywor ds: Diversification M&A Private enterprises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ternal Market

Review of Liter atur e Resear ch in Fir m Gr owth
Li Dongh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 sity，Kunming,Yunnan 650031）
Abstr act: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growth of firm, as the microbasis of economic growth, is crucial in economic devolopment. The mechanism of firm
growth is too complex, because there are increases of quantity and changes of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firm growth, meamwhile with some feature of organic
growth. Until now, system research on firm growth hasn’t been established. The views concerning the incentive, restriction, mode and path of firm growth, firm
grow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ng condition can seldom be seen in firm theory, industrial economics, devoloping economics and
corporate finance. Review of literature offer a good viewpoint to firm growth research.
Keywor ds: Firm growth Factor Diversification Value creating

IPO,Cor por ate Gover nance and Value
Li Xingwei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 ation,Capital Univer 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Abstr c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is a milestone of the corporate life cycle. The enterprises’IPO behavior changes the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capital structur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mainly through the financing mechanism, the price mechanism and the M & A
mechanism）. It will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the operator inspir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so on. It will realize
the maximizing value of the company （or shareholder wealth）. In the process, the cost of equity,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ric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ximizing value of the company（or shareholder wealth）, reduces.
Keywor ds：IPO Corporate governance Enterprise value Cost of equity

Resear ch on Contr ol Model of Or ganization Embedded by COSO Inter nal Contr ol Components
Yao Lingyun
（Management School, Xiamen Univer sity, 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 act: The current theory of internal control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om external audit point of view. However, it is costly, low efficient when this
theory is applied to business practices. The reason is that executives comprehend and implement control actions no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ntrol based on external audit, but the theory of management.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control model of organization so that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can be resolved and executives can implement the control actions more
efficient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SO internal control framework and the control theory of
management, on the base of which the control model of organization embedded by COSO internal control components was established.
Keywor ds: COSO Internal control Model of organization control

A Review of Resear ch on the Cor por ate Gover nance Role of the Media
Zhang J ie Liu Xiyou
（College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 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 act: Recently, the widespread accounting fraud as serious and important news have been received more concerns in the society, which prompted
scholars to look for new insights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instance, sagas of Enron fueled extraordinary coverage of massive frauds at WorldCom, Xerox,
HealthSouth, and Adelphia.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empirical studies address the hot issue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coverage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he emerging market.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ways that the media coverage is put to use by the various
mechanisms that compris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n, a gener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media is concluded in this paper. This study bridges the gap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contributes to providing research thoughts and inspires to this area
for Chinese scholars.
Keywor ds: Media Corporate governanc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