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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的组成

主要论述财务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特点

文

第一部分

摘

要

库

作为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主要手段 财务报告在维持和发展企业与其相关利
益集团之间关系 完善资本市场 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社会 经济和技术环境等的迅速变化 企业财务报告也必须适应环境变化的
要求 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国际上 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会计组织或专家都纷
纷开展改进企业财务报告问题研究 并发表了众多颇有影响的文告 本文在借鉴
国内外有关改进企业财务报告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试图对未来
财务报告的发展提出设想
全文结构如下

论

第二部分 财务报告的过去 主要论述财务报告特别是财务报告的核心 财务报
表体系的形成及与财务报表有关的基本问题

士

第三部分 财务报告的现在 主要评述了近二 三十年来国际上有关现行财务报
告的批评

学

博

硕

第四部分 财务报告的未来 这是本文的重点 首先评述了近二 三十年来国际
上有关改进现行财务报告的努力 然后讨论了改进财务报告应重点考虑的两个问
题 财务报告的目标和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 最后提出了改进财务报告的若
干建议
第五部分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改进 结合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现
状 提出了改进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若干建议

厦

门

大

财务报告涉及的范围极广
改进财务报告所着眼的不光是财务报告本身
而且要追溯到财务会计的确认 计量等基本问题上 以作者的学识 掌握的资料
以及论文篇幅的限制 显然无法对财务报告的所有方面都有清楚的阐释 所提出
的改进建议也只是择其要而难免挂一漏万 粗陋甚至谬误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及同
学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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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财务报告的组成

要

库

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其中以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如股
东 包括潜在的股东 和债权人 也包括潜在的债权人 为目标所提供信息的 是财务
会计信息系统 而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当局为目标所提供信息的 是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主要提供关于企业未来经营决策和改善管理所需的各种控制性和预测性的信息 作为一
个信息系统 它必然包括三个主要环节 即数据的输入 数据的加工与处理以及信息的
输出 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 从原始数据的输入到信息的输出也经历了四个环节
确认 计量 记录与报告 其中报告是最核心的环节 确认 计量和记录都是为报告服
务的 财务会计的目标旨在提供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
以帮助各类使用者评估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进行合理的经济决策 而
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依靠以财务报表为核心的财务报告来实现的

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 财务报表几乎是财务报告的唯一内容 财务会计
被称为财务报表的关于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通用报告
ＡＰＢ Ｏ ｐｉｎｉｏｎ Ｎｏ．４

着眼于
随着时

博

硕

士

论

文

代的发展 企业生产经营与投资理财活动的日益复杂 企业的相关利益集团范围的延伸
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责任概念的扩大 单一的财务报表已无法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要 要
求企业扩大对外披露的信息内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财务报表以外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
的披露日益受到重视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ＦＡＳＢ 走出了第一步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ＦＡＳＢ 发布了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 把财务报表的作用扩大
为财务报告 该公告第 ５ 段提出 本论论述编制财务报告的各种目的 而不仅以财务
报表所传递的信息为限
ＦＡＳＢ ＳＦＡＣ Ｎｏ．１ Ｐａｒａ．５
在第 ７ 段又明确指出 财务报
告的编制不仅包括财务报表 还包括其他传输信息的手段 其内容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会
计制度所提供的信息有关
ＦＡＳＢ ＳＦＡＣ Ｎｏ．１ Ｐａｒａ．７
在 ＦＡＳＢ 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发布
的 ＳＦＡＣ Ｎ ｏ．５ 中设计了一个表式 直观地区分了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以及有关信息
的特点 １

门

大

学

由该表可以看出 财务报告不是提供对投资者投资 信贷决策有用信息的唯一途径
财务报表也不是财务报告的唯一内容 在这之后的会计文献在很大范围内逐渐以 财务
报告 代替 财务报表 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产出物 如 Ｋｉｅｓｏ 和 Ｗａｙｇｒａｎｔ 所著的 中
２
级财务会计 中就认为
财务会计是以编报财务报告为终端的会计处理过程

一

财务报表及附注

厦

１．财务报表
在财务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中 财务报表 包括财务报表附注 是核心 是财务报
告的主要手段 财务报表的项目和金额来自企业日常的帐簿资料 必须有可靠的凭证作
为原始证据 遵守公认会计原则加以确认 其真实性和公允性应由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现代财务会计经过近 ７０ 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以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以及现金流量表
为主的三表体系 近年来 有趋势表明 反映企业全面财务业绩的报表也将成为基本报
表 这将在下文详细论及
主要国家的财务报表体系

1
2

有关该表可参考葛家澍主编
中级财务会计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Kieso & Waygrant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1995 Edition 8

1999 年版

Page.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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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美国 ＦＡＳＢ 在 ＳＦＡＣ Ｎｏ．５ 中提到 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 是向某一个
体以外各方面传递财务信息的主要手段 ＳＦＡＣ Ｎｏ．５ 认为 报告期的整套财务报表应表
明该期期末的财务状况 该期盈利 该期全面收益 该期内现金流量以及该期内业主投
资和派给业主款 因而整套财务报表应包括 财务状况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盈利表及全面收益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ｃｏｍｅ
现金流量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ｗｎｅｒｓ 其中财务状况表提供某一个体在某一时
点上所有资产 负债 权益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盈利表及全面收益表共同反
映某一个体在报告期内除其与业主之间的交易外由于一切原因权益增减的程度和途径
现金流量表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报告期内某一个体按主要来源分类的现金收入以及按主
要用途分类的现金支出 其中包括有关经营 理财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信息 而业主
投资和派给业主报表反映报告期内某一个体在资本方面的经济业务从而引起该个体权
益增减的程度和途径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２
英国 出于构建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考虑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ＡＳＢ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 财务报告原则公告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Ｄｒａｆ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Ｐ
在该 ＥＤ 第 ６ 章 财务信息的列报 中提
出四个基本报表 损益表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
表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资产负债表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和现金流量表 ｔｈｅ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损益表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
表共同反映企业的财务业绩 该 ＥＤ 发布之后 遭到了极大的反对意见 在所收到的评
论意见中有 ７７ 认为该 ＥＤ 不可接受３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ＡＳＢ 宣布取消了该份 ＥＤ 并着手重
新制定新的征求意见稿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ＡＳＢ 发布了修订后的同名征求意见稿 一个显著
的变化就是 ＡＳＢ 有意放弃以两张分开的业绩报表来反映企业财务业绩 打算重新修订第
３ 号财务会计准则 报告财务业绩
ＦＲＳ３ 建议在单一的报表中报告企业财务业绩
ＡＳＢ 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通过的 ＳＰ 终于表达到这一点 即报告企业财务业绩的报表称为财务
业绩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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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ＩＡＳＣ ＩＡＳＣ 于 １９９７ 年发布了重新修订的第 １ 号国际会
计准则 财务报表列报
ＩＡＳ１ 以替代 １９９４ 年重述过的 ＩＡＳ１ 会计政策的披露
ＩＡＳ５ 财务报表中应披露的信息 以及 ＩＡＳ１３ 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列报 新修订
的 ＩＡＳ１ 规定了一整套财务报表应包括 资产负债表 收益表 一份反映 权益的所有
变动或 不是由业主资本交易和对业主分派所引起的权益变动的报表 现金流量表以及
会计政策和说明性注释 ５ ＩＡＳ１ 认为 由于在评估两个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企业财务状
况时考虑所有的利得和损失是重要的 本准则要求企业提供单独的财务报表来着重反映
企业的总利得和损失 包括在权益中直接确认的利得和损失 ６ 在 ＩＡＳ１ 的附录中提供了
两种表式来表述已确认的利得和损失 权益变动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ｑｕｉｔｙ
和 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Ｇ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ｅｓ
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构成了大部分国家财务报表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形成 其间先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满足了社会要求企
业真实公允地披露会计信息的需要 也承担了会计信息系统对外输出的主要媒介
3

Mike Davies,Ron Paterson and Allister Wilson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act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97 Page.113
4
ASB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October 1999 Para.7.9
5
IASC IAS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Revised 1997 Para.7
6
IASC IAS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Revised 1997 Para.88

２．财务报表附注
如上所述 包括 ＦＡＳＢ ＡＳＢ ＩＡＳＣ 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把财务报表的附注纳入一整套
财务报表的体系之中 与财务报表一样 财务报表附注必须遵守公认会计原则 并须由
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从习惯上说 一般把财务报表表内表述的内容称为表内确认 而
把财务报表附注表述的内容称为表外披露 表外披露的内容通常用来解释或补充说明表
内确认的资料 如会计政策的披露 非常事件 存货计价方法等等 但是表外披露的内
容不能用来纠正表内确认的错误 表外披露满足了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需要 但与表内确
认一样 不能离开可靠性的基础

其他财务报告

库

二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其他财务报告是为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特征而出现的 典型的其他财务报告包括管
理当局的讨论与分析 ＭＤ＆Ａ 简化年度报告 ＳＡＲｓ 社会责任报告等等 与财务报表
不同 其他财务报告虽然一般须经 ＣＰＡ 审阅 但可以不符合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 特别
是可以不符合确认的标准 这也是财务报表与其他财务报告最本质的区别 正如 ＳＦＡＣ
Ｎｏ．５ 中所表述的 辅助信息 如物价变动影响的交代以及财务报告的其他办法 诸如
管理当局的情况讨论与分析 它们都使财务报表或注释中的信息有所增益 包括那些可
能具有相关性但不符合确认标准的信息
ＦＡＳＢ ＳＦＡＣ Ｎｏ．５ Ｐａｒａ．７６

第二部分

财务报告的过去

早期的财务报告曾将重点放在资产负债表上 事实上 曾经一度只提供资产负债
表供外部使用者审阅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财务报表使用者逐渐把重点从资产负债
表转移至损益表 投资者以盈利的增长来衡量企业的前景 对每股收益的短期最大化更
感兴趣 然而从 ７０ 年代起开始的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萧条带来的 信用
危机” 将许多曾经飞速发展的公司重重摔下 对资产负债表的重视重新抬头 从 ８０ 年
代开始 有一种比较平衡的观点 即两表并重

资产负债表

库

一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资产负债表是提供企业在某一时日的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及其相互关系 借以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一种资源存量的报表 从字面意义的表述来看 资产负债表还可以
有不同的称呼 如平衡表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
财务状况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财务情况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等等 平衡表在实务
中是广泛使用的概念 因为这一报表是利用会计帐户在特定时点的余额来编制的 而且
要求在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保持恒等关系 然而从反映行业的技术特征的角度
出发 如证券业 使用 财务情况表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或许更
为贴切 ７ 尽管各国都对财务报表的编制作出了规范 但具体的报表格式却有很大差别
尤其是资产负债表 美国的资产负债表采用报告式 以资产和负债流动性的强弱为标准
对资产和负债项目进行排序 在资产方 流动性资产前 非流动性资产在后 负债方
短期负债在前 长期负债在后 英国式的资产负债表恰恰相反 采用帐户式编报 资产
方是非流动资产在前 流动资产在后 负债方是长期负债在前 短期负债在后 同时列
示流动资产的净额 净营运资产 德国的资产负债表尽管类似英国 但又有所不同
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 固定资产项目还包括无形资产和租赁资产 而股东权益排列在
负债项目之前 报表格式的差别反映了各国对财务报表信息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厦

门

大

学

１５ 世纪 意大利的企业在报告应税财产时就采用资产负债表 当时企业的组织形式
主要是独资企业和合伙制 合伙人或业主只要查阅损益类帐户就可以获知收益状况 因
此当时企业一般不编制收益和费用表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为了报税以及终止合伙关系
时使用 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被认为是报告受托责任的一种基本形式 它能比收益表更好
地报告公司董事受托责任的特征 １７ 世纪的法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避免欺诈性破产
商人们必须每两年进行存货的实物盘存 并提供盘存报告 资产负债表
１９ 世纪的德
国同样重视资产负债表 因为它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政府实现其各种立法意图 随着企
业规模的扩大 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当时的审计与
资产负债表密切相关 这是为了满足银行信贷的要求 因为企业欠银行的债务的偿还主
要通过资产用于偿还负债的效能而不是通过资产可供产生未来收入的效能加以衡量的
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 人们对收益表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资产负债表 公司组织形式的发
展 使得财务信息的使用者范围大大扩大 仅仅依靠资产负债表难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全貌 事实上 评价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时 对收益信息的需求往往超
过对资本信息的需求 而随着财务会计目标由 受托责任观 向 决策有用观 转变
对收益信息的重视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 收益信息有助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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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表

士

二

论

文

摘

要

库

解释证券报酬 ８０ 年代以后 对资产负债表的重视重新抬头 通货膨胀 衍生金融工具
知识经济的兴起大大影响了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传统的收益信息已
经难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巨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绕开了收益表进入资产负债表的
权益方 使得收益表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性大为降低 传统的收益确定概念也正由 收
入费用观 转向 资产负债观
ＦＡＳＢ 的第 ６ 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财务报表的要素中
对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充分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根据 ＳＦＡＣ Ｎｏ．６ 资产是 某一特定
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和事项而获得和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
负债是 某一特
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和事项而在现在承担的在未来向其他主体交付资产或提供劳务
的责任 这种责任将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损失
而全面收益是 企业在报告期内从业
主以外的交易及其他事项和情况所产生的净资产变动 它包括报告期内除业主投资和派
给业主外的一切权益上的变动 ９ 英国 ＡＳＢ 育１９９９ 年１０ 月发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 ＳＰ
中对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也选择了先定义资产负债表要素 以此为基础定义损益表要
素 根据该 ＳＰ 资产是企业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 负债是
企业因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产生的转移经济利益的义务 利得是除派给业主外的所有者
权益的增加 损失是除业主转移外的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１０ 也许单从报表要素定义还不
能断然作出资产负债表比损益表重要的结论 然而由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确认标准
实现原则 许多对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无法通过收益表反映 而是直接进入资产负债
表 如商誉 衍生金融工具等 资产负债表的内容越来越多 项目越来越复杂 其重要
性也将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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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硕

损益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经营业绩和全面业绩的报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损益表一直是财务报表的重心 这反映了使用者对收益信息的极大关注 收益可以有不
同的表现形式 Ｂｅｄｆｏｒｄ 列举了收益的三种基本概念 １ 精神收益 Ｐｓｙｃｈｉｃ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
指人的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 ２ 真实收益 Ｒｅ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指一定期间经济财富的增
加 ３ 货币收益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ｃｏｍｅ 指经济资源货币价格的增加１１ 当前的损益表反映
的是货币收益 有关收益的确定要求产生了两个会计问题 其一是如何把经济交易的影
响分配至各个会计期间 而不是仅仅分配在交易发生的当期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基
于配比和稳健性这两个会计基本概念基础产生的 分配规则来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是所
有的经济交易是否应包括在当期的净损益计算中 这一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满
计损益观 和 当期经营业绩观
满计损益观 认为净利润包括影响净资产变动的所
有交易 除了股利分派和资本性交易外 而 当期经营业绩观 认为收益表应以企业
在当期反复发生的一般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为重点 而非常项目或前期损益调整项目应直
接计入资产负债表的权益部分 事实上现行的收益表是建立在修正的满计损益观上的
ＡＰＢ９ 主张非常项目的利得和损失应于收益表上列示 而前期损益调整直接列示在利润分
配表上 ＡＳＣ 发布的 ＡＡＳＰ６ 异常项目与前期调整 也使用了类似的观点 收益表应明
确区分正常与非常项目 前期调整 商誉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直接计入留存收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 损益表逐渐成为财务报表的核心 对收益信息的关注远远超
过了其他财务信息 正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Ｂｅａｖｅｒ 所说 在财务报表中 没有其他任何数字
能够像每股收益那样更吸引投资阶层的注意力 会计收益和证券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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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是证券分析中唯一重要的关系 市盈率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反映出了它的显著性 １２ 利特
尔顿在 会计理论结构 一书中多次强调了收益表的重要性 收益表才能反映企业经
营活动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个主题
所有利益集团在大部分情况下最需要的重要信息只
１３
能由系列的收益表来提供
直到今天许多上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都把收益表放在首
位

现金流量表

要

三

库

但是传统的收益确定原则过分受制于实现原则 它只反映已经实现了的收益 而排
斥或忽视了其他未实现的价值增值 使得当期收益报告不够全面 没有提供对使用者进
行经济决策有用的全部信息 因此收益表的重要性逐渐被资产负债表所取代 而在英国
ＡＳＢ 若根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通过的 ＳＰ 来修改 ＦＲＳ３ 反映财务业绩的报表的名称 内容
形式都可能有重大的变化

士

论

文

摘

现金流量表揭示了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现金流入与流出及其平衡状况的信息 现金流
量表的目的在于提供企业报告期内现金收支的信息 同时使用者可借以了解企业投资与
融资活动 它可以帮助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评估企业未来产生正现金流量的能力 偿还负
债和支付股利的能力 ＩＡＳＣ 在 ＩＡＳ７ 现金流量表 中列举了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四个目
标 １ 使用者可据以了解企业的财务结构 包括其变现能力 偿债能力和财务适应性
２ 使用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资产 负债和权益变动的信息
３ 它使经营业绩报
告更有可比性 因为它消除了同一种交易或事项使用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带来的影响 ４
它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数额 时间分布 确定性的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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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博

硕

与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相比 现金流量表出现得最晚 但发展最快 现金流量表起
源于资金表 资金表最早出现于 １８６２ 年 早期的资金表编制基础多样 既可反映现金
流量又可反映营运资金流量 在名称和格式上也不尽统一 主要应用于公司内部管理
１９６１ 年 ＡＩＣＰＡ 开始了对资金表的研究并于当年发表了第 ２ 号会计研究公报 现金流量
分析和资金表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建议企业对外提供
资金表 并由 ＣＰＡ 进行审计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ＡＰＢ 发布了第 ３ 号意见书 建议企业编制
资金来源和运用表 但未作出强制要求 １９７１ 年 ＳＥＣ 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填报财务状
况变动资料 为回应 ＳＥＣ ＡＰＢ 于当年 ３ 月发布第 １９ 号意见书 取代了第 ３ 号意见书
要求企业编制可概括反映损益表期间财务状况变动的报表作为基本报表之一 并将该表
命名为 财务状况变动表
由 ＣＰＡ 进行审计后对外发布 在财务状况变动表的编制基
础上 １９ 号意见书的规定较有弹性 许多企业选择净营运资本作为编制基础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ＦＡＳＢ 发布第 ９５ 号财务会计准则 现金流量表 明确要求以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
状况变动表 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选择现金流量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职业界长期以
来在计量企业经营业绩时对现金收付实现制的排斥 而倾向于权责发生制 资金 概
念主要被定义为净营运资本 包括了应收应付款项在内 保留了权责发生制的基本特征
然而这使得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无法深入了解企业现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７０ 年代以来
随着会计目标向决策有用性转变 现金流量信息受到了普遍关注 １９７３ 年的特鲁布罗德
报告中认为 财务报表的一项目标是为投资人和债权人提供预计比较和评估对他们的
未来现金流入的金额 时间分布和相应不确定性有关的信息 １４ ＦＡＳＢ 在 ＳＦＡＣ Ｎｏ．１ 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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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使用者对现金流量信息的关注 与特定企业最直接相关的财务信息的潜在使用者
一般地关注企业获得有利现金的能力 因为他们的决策 都和期望的现金流量的金额
时机和不确定性有关 １５ 亨德里克森认为 对于最终的分析来说 企业的现金流入和
现金流出是会计核算最基本的基础 也是投资者和债权人作出决策的基础 １６ 大量的实
证研究表明现金流量信息比权责发生制下的收益数据具有增益信息含量 而且现金流量
数据也优于营运资本变动的信息 １７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现金流量表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演变与美国大体相似 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以财务
状况变动到以现金流量变动为基础 现金流量表在英国的发展比较缓慢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以前 还很少有公司对外公布资金表 当美国 加拿大正努力完善资金表的内容与格
式的同时 英国还在是否应把资金表纳入年度报告中而争论不休 直至 １９７４ 年 ＥＤ１３ 的
发布才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 ＥＤ１３ 导致了 ＳＳＡＰ１０ 的发布 ＳＳＡＰ１０ 要求资金来源与运用
表成为基本报表之一 资金表的格式与内容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 报表的目标和对
资金 概念的解释 也正是在这两点上 ＳＳＡＰ１０ 招致大量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 ＳＳＡＰ１０
下的资金表不过是现有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一种重复而无谓的数字重排 ＳＳＡＰ１０ 对
资金 的定义是混乱的 在 ＳＳＡＰ１０ 中同时使用了 财务资源
净流动资金
流
动资产
营运资本 等术语 实务中根据 ＳＳＡＰ１０ 编制出来的资金表千差万别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ＡＳＢ 发布了第 １ 号财务报告准则 现金流量表 在此之前 ＡＳＣ 还发布了 ＥＤ５４
现金流量表 这是 ＡＳＣ 被 ＡＳＢ 取代之前发布的最后一份 ＥＤ ＥＤ５４ 对 资金 的定义
使用了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概念 ＦＲＳ１ 的发布是 ＡＳＢ 在财务报告改进上的一个重大
成就 但仍遭到了不少批评 批评的焦点在于现金等价物的定义 ＦＲＳ１ 与 ＳＦＡＳ９５ 并无
太大的差异 只不过在现金流量的分类上回避了 ＳＦＡＳ 曾遭受的一些批评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ＡＳＢ 重新修订了 ＦＲＳ１ 这份新的准则强调 现金流量表构成了真实而公允地反映企
业财务状况和期间损益信息的一个基本要素 １８ 新的 ＦＲＳ１ 对现金的定义更严格 现金流
量的分类更详细

博

ＩＡＳＣ 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发布 ＩＡＳ７ 要求企业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 １９９２ 年 ＩＡＳＣ 重新
修订了 ＩＡＳ７ 并更名为现金流量表 这一准则建立了现金流量报告的现行规范

厦

门

大

学

比较 ＦＡＳＢ ＡＳＢ ＩＡＳＣ 有关现金流量表的准则 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的不同 １ 关
于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ＦＡＳＢ 把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区分开 企业要么以现金为基础
要么以现金等价物为基础编制现金流量表 ＡＳＢ１９９１ 年发布的 ＦＲＳ１ 把资金定义为 现金
和现金等价物 企业以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为基础编制现金流量表 １９９６ 年修订的 ＦＲＳ１
则把现金等价物排除在现金流量表外 对现金的定义更为严格 ＩＡＳＣ 则要求现金流量表
上的现金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２ 关于现金流量的分类 ＳＦＡＳ９５ 把企业的现金流量
分成 ３ 大类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以及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ＩＡＳＣ 的分类大致相同 但更有弹性 如利息支出 ＳＦＡＳ９５ 规定在经营活动
中列示 ＩＡＳ７ 允许在经营活动或筹资活动中列示 ＡＳＢ 的分类有较大的差异 １９９１ 年的
ＦＲＳ１ 分成 ５ 类 经营活动 投资与理财报酬收支相抵后的现金净流量 税收 投资活
动 理财活动 １９９６ 年修订的 ＦＲＳ１ 分类更细 共分 ８ 类
经营活动 投资与理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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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B SFAC No.1 Objectiv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by Business Enterprises 1978 Para.25
Eldon S. Hendriksen Accounting Theory Fourth Edition Illinois Richard D.Irwin,Inc.,1982 Page 236
17
Richard G.Schroeder and Myrtle W.Clark Accounting Theory Text and Readings Page. 228 相关的实证
研究见 Robert M.Bowen,David Burgstahler,and Lane A.Delay ”The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ccruals Versus Cash Flow” The Accounting Review October 1987 pp.723-747
18
Mike Davies,Ron Paterson and Allister Wilson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act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97 Page.1477
16

酬收支相抵后的现金净流量 税收 资本指出与财务投资 收购与清算 权益股利分
派 流动资源的管理 筹资活动 ＡＳＢ 对现金流量的分类之所以这样详细是吸收了
ＳＦＡＳ９５ 的教训 ＳＦＡＳ９５ 发布之后 就有大量的批评集中在对现金流量的分类上 １９ ＦＲＳ１
的 投资与理财报酬收支相抵后的现金净流量 用以报告所有的股利分派与利息收支
筹资活动 活动项目只报告债务本金的交易 回避了股利与利息本质上是经营活动还
是筹资活动的问题 把税收单列 也是出于同样考虑 因为税收既可以是正常经营活动
的结果 也可能源自投资或筹资活动

结论

库

四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从财务报表发展的历史演变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财务
报表从简单的 帐户余额表 发展到现在的三大报表组成的财务报表体系
各国经济
环境的不同 导致了各国财务报表在结构上存在差异 与会计发展的历史相似 财务报
告的发展 也是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 因此 随着未来经济环境的演变
新的经济活动的出现 财务报告在结构上和内容上也势必出现新的变化 ２０

参考 Hugo Nurnberg Inconsistencies and Ambiguities in Cash Flow Statements Under FASB Statement
No.95 Accounting Horizons Vol.7 No.2 June 1993 pp60-75
20
葛家澍主笔
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Page.189
19

第三部分

财务报告的现在

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是建立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的 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反映的财务
信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 但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就遭受了大
量的批评

一

有关文献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

1

现代会计手册

公司报告

硕

2 ASSC 的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７０ 年代 Ｄ．Ａ．Ｃｏｒｂｉｎ 教授在 现代会计手册 第 ２ 章 财务报表――收益表和资
产负债表 中对财务报表的局限性有过深刻的描述 他认为当前 ７０ 年代 实质上直至
现在仍是如此 的财务报表以货币计量 并运用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 这种模式存
在着严重的局限 第一 资产和负债都需要估计 带有主观色彩的估计将使财务报表提
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失真 第二 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资产的计价方法 前提是遵守
ＧＡＡＰ
不同的企业对于相同的资产可能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 将使资产价值和净收益
存在差异 第三 某些对于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在财务报表上未能得到有效地反映
如自创商誉 由于不符合会计确认的标准 一直未被视为资产而在资产负债表无法体现
第四 现有的资产和负债对价格变化所出现的复杂情况没有得到反映 第五 一些信息
不能量化的事实 如企业的组织资源 管理资源等也在财务报表中被删除 Ｃｏｒｂｉｎｓ 教
授特别提醒借助财务报表进行决策的人们注意 现在的财务报表主要反映过去的历史
而决策是关系到未来 过去仅是对未来的一种指导

厦

门

大

学

博

１９７５ 年 英国特许会计师协会所属的会计准则指导委员会 ＡＳＳＣ，ＡＳＣ 的前身 公
布了一份名为 公司报告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 的讨论稿 该讨论稿主要研究 公开
的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 ２１ 讨论稿认为 公司报告不仅包括
基本财务报表 如资产负债表 收益表 现金流量表 而应是 全面描述公司经济活动
的所有信息的集合 ２２ 讨论稿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 应对外公布财务信息的公司的类
型 这些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及其需求以及最有效满足这些需求的报告形式 该讨论稿将
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分成七大类 权益投资者 债权人 雇员 分析师及投资顾问 与企
业有契约联系的集团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
政府以及公众团体 对每一类
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都作出了不同的描述 讨论稿认为不同的使用者有不同的信息需求
这些信息需求种类包括 评估主体经营业绩 估计主体未来前景 评估管理业绩 评估
主体的变现能力 主体目前与未来追加固定与营运资本的需要以及筹措长短期资金的能
力 在讨论稿中对现行财务报告提出了批评 认为现行财务报告无法完全满足上述的信
息需求 讨论稿认为收益表应反映企业的业绩 同时也应满足资本保持与收益分配的计
量 然而这双重目标常常与现行会计概念冲突 尤其是谨慎性与配比原则概念 讨论稿
认为现有的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因使用的计量基础而受到局限 讨论稿对历史成本计
量属性提出了批评 并对比分析了历史成本 现行购买力 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等几
种不同的计量属性 结论是 任何一种单一的计量属性都无法满足使用者的所有需求

3 ICAS 的 Discussion Document 使公司报告有价值
１９８８ 年 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ＩＣＡＳ
21
22

ASSC
ASSC

The Corporate Report
The Corporate Report

A Discussion Paper
A Discussion Paper

的一个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讨论稿
1975
1975

Para.0.2

使公司报告有价值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ＭＣＲＶ
这份讨论稿使用
了一个很独特的研究方法 即在不考虑现有的法律 会计规则 技术以及其他限制 试
图建立一个最佳的财务报告模式 当然这也只能是理论上的最佳 这份讨论稿被认为
是最大胆 最有创新的讨论稿之一 它指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许多不足 如 现行的财
务报告基于法律形式而非经济实质 基于成本 历史成本 而非价值 基于过去而非将
来 基于 利润 而非 财富 现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的编制缺乏一致的概念
基础 公司报告不能及时提供 审计报告缺乏信息含量 对于非审计人员来说难以理解
这份讨论稿把重点也放在了对历史计量属性的批评上 它提倡使用可变现净值作为计量
属性

库

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式

4

the Future Shape of Financial Reports

历史成本占支配地位
过于重视每股盈利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Ｐｅｒ Ｓｈａｒｅ
对现金以及变现能力不够重视
过于强调过去而不是将来
过于重视交易的法律形式而非经济实质

ＥＰＳ

信息

5 AICPA 的

该份讨论稿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主要继承并发展了 ＭＣＲＶ 的观点

改进企业报告

着眼于用户

士

可以看出

论

文

１
２
３
４
５

摘

要

１９９１ 年 ＩＣＡＳ 英格兰与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ＩＣＡＥＷ 合作发布了一份讨论稿
财务报告的未来模式 可以说 这份报告是 ＭＣＲＶ 与 Ｓｏｌｏｍｏｎｓ 报告２３ 的混合体 在这
份讨论稿中指出了现行财务报告的 ５ 个主要缺陷

第一

大

学

博

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来 美国会计职业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 批评的焦点集
中于会计信息对决策的有用性正在降低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 ＡＩＣＰＡ 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成立
了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 由时任 ＦＡＳＢ 主席 Ｅｄｍｕｎｄ Ｊｅｎｋｉｎｓ 挂帅 在 ３ 年紧张工作的基
础上 Ｊｅｎｋｉｎｓ 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成果 改进企业报告 着眼于用户 以下简称Ｊｅｎｋｉｎｓ
报告 Ｊｅｎｋｉｎｓ 委员会的工作是建立在对用户的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的 广泛应用成本效
益分析方法 对现行财务报告提出了大量的改进建议 并建立了一个企业报告的综合模
型 Ｊｅｎｋｉｎｓ 委员会广泛采纳了用户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 并反映在其改进建议上
综合起来 Ｊｅｎｋｉｎｓ 报告认为现行财务报告存在以下不足
现有的报告模型局限于财务报表

而不是用户的广泛信息需求

厦

门

第二
现有的财务报告不能反映衍生金融工具 企业报告没有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如
企业运用衍生工具的目的 企业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企业如何核算这些衍生工具 核算
方法对财务报表有何影响 企业为此转移和承担了什么责任 而上述问题许多可以通过
改进财务报表得到回答
第三
目前的会计准则中有许多交易和业务没有在现行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
长期租赁 未合并和特殊目的的企业 证券化等

比如

第四
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然而现行的财务报表对此没有充分的反
映 现行有关计量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息不能很好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而且及时性也
很不够

Solomons 报告是 ICAEW 于 1987 年组织的一项改进财务报告研究计划的成果
介绍
23

在本文第四部分有详细

6 SEC 委员 Wallman 对现行财务报告的批评

要

库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当时的 ＳＥＣ 委员 Ｓｔｅｖｅｎ Ｍ．Ｈ．Ｗａｌｌｍａｎ 在 ＡＩＣＰＡ 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一
个演讲 他的演讲后来分成四部分在 ＡＡＡ 主办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 上分四期刊载
总标题为 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的未来 Ｗａｌｌｍａｎ 承认财务会计与会计师对资本市场有
着极其重要作用
会计师是我们资本市场的守门员 如果没有会计师来保证财务信息
的质量和真实 资本市场的效率会低很多 资本成本将更高 而且我们的生活水准将降
低 ２４ 不过 Ｗａｌｌｍａｎ 紧接着认为 公司财务报告与公司披露正处于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
着的经济社会 在走向 ２０ 世纪末的今天 财务会计与公司披露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如果不加变革 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不仅不能满足它对社会的承诺 而且会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障碍 Ｗａｌｌｍａｎ 认为有四个问题对未来的财务报告至关重要 １．确认与计量
２．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３．公司的概念 ４．信息传递的渠道与中介 正是在这四个方面
现行的财务报告都存在严重的局限而影响了对使用者决策的有用性

论

文

摘

１ 确认与计量 这是指企业的财务报告应该报告什么 ｗｈａｔ 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
下 人们通过资产负债表获得有关企业的 图象 而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大部分是
硬资产 有形资产
Ｗａｌｌｍａｎ 认为有许多十分重要的资产根本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
得到反映 如商标权 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等 而近年来高科技公司 网络公司在经济
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这些软资产将成为未来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重要的处理对
象 也是确认和计量所要考虑的重点 ２５

硕

士

２ 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这是关系到财务报告何时报告的问题 Ｗｈｅｎ 现行的财务报
告时定期提供的 如年报 季报 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瞬息万变 尤其是大量衍生金融工
具在现代企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价值随着市场起伏波动 显然 即使以公允价
值来计量这些资产和负债 以年报 季报来报告 已无法满足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信息的传播渠道与中介 Ｗｈｅｒｅ ＆ Ｈｏｗ 现行的财务报告模式下的会计数据的分
类 汇总 再分类 在汇总 最后产生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财务报告 Ｗａｌｌｍａｎ 认为这
种数据处理加工核算费时费力 随着技术进步 使用者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分散的电子数
据 事实上 许多分析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对加工后的数据的重新分解上

厦

门

４

大

学

博

３ 公司的概念 这是涉及到报告主体的问题 Ｗｈｏ Ｗａｌｌｍａｎ 认为现在已经很难定义
公司的界限了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 将会出现这样的虚拟公司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Ｆｉｒｍ
成百
上千的个人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项任务 在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下 这种虚拟
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人力资源或智力资源 它的外延可能每天都在扩大 这将很难决定
谁对这种虚拟公司及时准确 公允地核算收入 现金流量 真实的资产承担责任 现有
的 ＧＡＡＰ 以及 ＳＥＣ 的报告要求对此无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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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M.H.Wallman 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in an Evolving World: the Need for Dramatic
Change Accounting Horizons Vol.9 No.3,September 1995 Page.81
25
在这里 Wallman 举了可口可乐商标权和微软公司的例子 那还是在 1995 年 今天 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幸福
FORTUNE 杂志评出的 1999 年世界 500 强中 以 1090.58 亿美元的销售额高居第一位的通用
汽车公司 其资产总额是 2739.21 亿美元 在 2000 年 3 月 14 日的股票市值是 638.38 亿美元 而在
FORTUNE500 强中排名仅为 84 位的微软公司 其销售额仅为 197.47 亿美元 资产总额仅为 371.56 亿美元
净资产仅为 284.38 亿美元 而其股票市值在 2000 年 3 月 4 日高达 4924.62 亿美元 是通用汽车的 8 倍 单
纯从 Microsoft 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来看 它都称不上世界最大的公司 然而对于 Microsoft 最为宝贵的
不是资产负债表上的厂房 土地 而是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所培训出来的大量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以
及知识产权 而这些在其财务报表中几乎无法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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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大

学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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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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