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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防御视角下经理人特征

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在管理防御的视角下，结合我国不同产权类型的企业特点，以2010 ~ 2014年度深沪制

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理人的不同特征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

理人性别、年龄、薪酬、持股比例和两职兼任均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有显著影响，而经理人学历、民营企

业经理人任期未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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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选择作为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是指企业管理者在既定的范围内，根据管理目标或

自身特征，权衡备选的会计政策，确定并实施该项选

择的过程。会计政策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报告战略，经

理人特征会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现行企业会计准则

在确认、计量等方面都进行了细化，使得会计处理变

得更加多样化，这为经理人提供了更广阔的会计政

策选择空间，同时也增加了经理人出于自利目的进

行管理防御的可能性。本文以企业研发费用确认会

计政策为例，研究不同特征的经理人通过选择会计

政策而进行管理防御的行为。

一、文献回顾

国外传统的会计理论认为，企业一般会遵循稳

健性原则选择会计政策，但是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挑

战。主要标志是Gordon（1964）提出的“收益均衡化”

假设。他认为经理人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具有自利的

经济动机。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会计政策选

择受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Watts（1978）根据现代契

约理论分析了经理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并且

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

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之后学者们主要研究会

计政策选择动机的分类。Badertscher（2012）用“达到

或超过模型”发现经理人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符

合信息论假说。Cynthia（2012）研究发现，少数因以

前采用公允价值致使当期经营业绩下降的公司，其

当前和未来的经营业绩有明显提高。Beatty（2006）研
究发现股票市场会影响企业的会计处理。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我国的情况是否符

合“三大假设”。王跃堂（2000）以减值政策为例进行

研究，发现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受公司治

理结构、经营能力、证券市场监管力度等因素影响，

而非“三大假设”。李增泉（2000）采用经理人报酬和

持股数据等证明我国情况不符合报酬计划假设。乔

永波（2005）等研究结果论证了政治成本假设在我国

不成立。基于上述分析，国内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视角

研究会计政策选择动机。新夫等（2004）研究得出，证

监会发布的政策较大地影响着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

择动机。翟胜宝（2009）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提出从提

高管理者自身素质来遏制会计政策选择失当行为的

建议。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都只关注会计政策的具

体选择，而没有把该行为和管理者结合起来考虑，忽

视了管理者自身特征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管理

防御假说认为，管理者在面临个人利益受损时，会产

生维护自我的动机，只要有机会管理者就会采取措

施进行管理防御。因此，当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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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遭受个人利益损失时，经理人就会刻意选择会计

政策进行职位固守。当前在管理防御与会计政策选

择方面研究的文献很少，这为本文提供了足够的研

究空间。本文将从管理防御的角度出发，运用实证方

法研究经理人特征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开拓

管理防御新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假设

在企业信息传递的整个过程中，经理人都是信

息流通的必经节点。当前会计信息是衡量经理人经

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当经理人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

时，出于管理防御目的，经理人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

择施加影响来筛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会计信息。本文

选择企业研发费用确认会计政策，是因为经理人可

利用研究与开发这两个人为主观划分的阶段来调节

利润，调增或调减资本化或费用化的金额以达到管

理防御的目的。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型

企业，研发方面的投入往往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与

研发费用相关的会计政策会直接影响财务报告传递

的信息，从而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对未来风险的判

断，因此也一直是财务报告使用者关注的重点。

Chan（1998）的研究表明，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

为受其自身特征、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

从经理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薪酬、任期、是否两职

兼任、持股比例这七个方面分别讨论不同特征的经

理人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会计政策的影响。

任颋（2010）研究发现，女性的职场生活相较男

性呈现出更多的不如意，就业趋势更不乐观。黄国良

等（2013）研究发现，女性经理人面临被接管、解雇的

可能性更大，离职后找到新职位也更加有难度。当面

临自身福利损失、社会地位丢失的风险时，女性经理

人会有强烈的意愿采用对自身有利的手段来固守职

位，降低风险。因此，女性经理人比男性经理人有更

强的管理防御动机，在确认企业研发费用时，会更多

地将其资本化处理。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女性经理人更倾向将研发费用进行资

本化确认。

Eaton（1983）的研究表明，年长的经理人会因为

较弱的人力资本流动性和较高的转换工作代价不愿

离开当前的职位去谋求新的发展。李秉祥（2009）研
究发现，经理人的管理防御程度随着其工作能力的

下降和转换工作代价的提高呈现上升趋势，年长经

理人的管理防御程度更高。因此，年长的经理人会尽

可能多地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适当提高企业业

绩来迎合大股东的意愿，以此巩固职位。据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2：经理人的年龄与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

确认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Spence（1974）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上求职

者的能力可以由求职者的学历反映。虽然高学历并

不能说明求职者具备高能力，但是黄国良等（2010）
研究发现，因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在招

聘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企业只能通过求职者呈现

的信息来判断其能力并决定是否任用。低学历的经

理人由于较难在招聘中获得新职位，为了保住现有

职位会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来提高企业当期经营

业绩，获得股东认可，达到固守职位的目的。据此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3：经理人的学历与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

确认比重呈负相关关系。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当人们已经满足

了低层次的需求时，才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王志

强等（2011）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经理人的需求还处

于低层次阶段。薪酬激励作为一种激励经理人的方

式显得重要且普遍。我国现阶段的薪酬机制还不完

善，当企业经理人的薪酬较低时，经理人就会有提高

企业当期经营业绩的动机，将研发费用进行资本化

处理。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经理人的薪酬与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

确认比重呈负相关关系。

Allen（1983）的研究证明了经理人任期与其权

利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任期越长的经理人对企业

形成的控制能力越强，同时受到董事会的监督会越

弱，此时的经理人会有更明显的自利动机。Nejla
（2006）的研究表明，经理人的任期越久，管理防御程

度越高。因此，已任职多年的经理人会更依赖现有的

职位和权利。当面临被解雇、撤换的风险时，他们为

了固守职位进行管理防御的动机就会越强，在确认

内部研发费用时，更倾向于将其资本化处理。据此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5：经理人的任期与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

确认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董事会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

Jensen（1993）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意

味着经理人自己监督自己，其行为更倾向自利。

Dechow（2006）研究发现，在因违反一般公认会计原

则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惩罚的公司中，经理人两职

兼任的公司占了很大比例。因此，当总经理和董事长

两职合一时，董事会监督作用失效，经理人的权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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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理防御程度提高，对企业内部研发费用更倾向

于资本化处理。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6：两职兼任的经理人会将更多的研发费

用进行资本化确认。

股权激励方式下，经理人持股使得其既是管理

者又是股东。Fama（1983）认为，经理人持股增加会

使其拥有更大的表决权，从而抵御经理人市场和外

部接管约束。结合我国情况来看，经理人持股的实质

是将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相关联，适当抑制经理人

的寻租行为，降低代理成本。经理人持股越多，其利

益与股东利益越一致，经理人管理防御程度降低，其

更倾向于将研发费用进行费用化处理。据此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 7：经理人持股比例与内部研发费用资本

化确认比重呈负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选取。本文选取国泰安数据库 2010 ~
2014年度深沪两市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

为初始样本，ST、∗ST（PT）、刚上市和已经退市的上

市公司数据存在异常，本文予以剔除；为了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本文剔除了主要变量值缺失的数据样本。

最终得到 1357个有效数据样本，采用 SPSS 20.0进
行统计分析。

2. 变量设计。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

量及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其中，解释变量依据李秉祥等（2008）对管理防

御指数的相关研究进行赋值。控制变量ROE、Gro
分别用来控制企业资产的质量及其成长性对研发费

用确认的影响。

根据会计政策选择“三大假设”，企业的资产负

债率、规模以及董事会监管也会影响企业会计政策

的选择，所以用Lev、Size、Ind加以控制。

3. 模型设计。本文选取的变量特征与研究问题均

符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条件，因此构建如下模型：

R&D=α0+α1Gen+α2Age+α3Edu+α4Pay+
α5Ten+α6Con+α7Bon+α8ROE+α9Gro+α10Lev+
α11Size+α12Ind+ε

现有研究文献已表明，经理人的行为不仅受其

自身动机驱动，还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我

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经营

环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企业类型的

经理人其行为表现也会有所差异。可见，分析不同产

权类型企业中的经理人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会计政

策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四、实证研究

1. 描述性统计。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研发费用资本化确

认比重的均值（0.681）远大于国有企业的均值

（0.413），说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在研发费用确认

方面更倾向资本化处理；女性的就业情况较不乐观，

不论哪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女性经理人都明显偏少，

统计数据的均值都不高；在年龄方面，虽然国有企业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内部研发费
用资本化确
认比重

经理人性别

经理人年龄

经理人学历

经理人薪酬

经理人任期

两职兼任

持股比例

净资产收益
率

营业收入增
长率

资产负债率

资产规模

独立董事比
例

变量
符号

R&D

Gen

Age

Edu

Pay
Ten

Con

Bon

ROE

Gro

Lev

Size

Ind

计算方法及说明

当期研发费用资本化数
额÷本期研发费用支出总
额

女性赋值1，男性赋值0
＜45岁赋值0，≥45且＜55
岁赋值1，≥55岁赋值2
专科及以下赋值2，本科赋
值1，硕士及以上赋值0
经理人薪酬取自然对数

＜3年赋值0，≥3年赋值1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赋值1，
否则赋值0
经理人的持股比例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
余额

（当期营业收入－上期营
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
总额

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
人数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

R&D
Gen
Age
Edu
Pay
Ten
Con
Bon

国有（n=751）
极小
值

0
0
0
0

10.320
0
0
0

极大
值

1
1
2
2

14.190
1
1

0.227

均值

0.413
0.021
0.870
0.781
13.080
0.260
0.110
0.001

标准
差

0.479
0.144
0.630
0.853
0.791
0.468
0.311
0.011

民营（n=606）
极小
值

0
0
0
0

10.660
0
0
0

极大
值

1
1
2
2

15.410
1
1

0.799

均值

0.681
0.038
0.860
0.795
13.15
0.190
0.230
0.016

标准
差

0.491
0.191
0.940
0.829
0.802
0.447
0.423
0.054

表 2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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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年龄平均值与民营企业相差不大，但是观察

年龄标准差可以知道，民营企业经理人年龄标准差

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大部分企

业都愿意聘用高学历的人才，所以在受教育程度方

面，两类企业经理人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经理人的

学历普遍偏高，拥有高学历的职业经理人更容易被

聘用；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薪酬普遍偏低、任期

普遍较长，所以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经理人

平均薪酬（13.08）小于民营企业（13.15），国有企业经

理人平均任期（0.26）大于民营企业（0.19）；在公司治

理方面，由于国内的经理人持股比例都普遍偏低，所

以表2中的相关数据也不高。

2. 相关性分析。本文选取的变量特征适合用

Pearson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 3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系数绝

对值均不大于0.8，表明本文设计模型中的各变量之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分别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可以进

行后续回归分析。

3. 回归分析。本文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

处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 4可知，仅对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ROE、Gro、Lev、Size
与 Ind均对企业研发费用确认会计政策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有较高的ROE时，此时经理人

的业绩较好，不需要通过将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来

调整会计信息，即ROE与R&D呈负相关关系。高

成长性的企业，其当前运营状况以及现金流较好，经

理人进行人为调整会计信息的可能性很小，Gro与
R&D呈负相关关系。如果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

说明企业当前的财务风险比较大，在筹资方面可能

会出现困难，所以经理人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影

响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即Lev与R&D呈正相关关

系。大规模企业相比小规模企业在运营管理方面更

加复杂，从而增加了经理人操控会计信息的可能性，

即 Size与R&D显著正相关。Ind可以用来表示企业

的监督力度，企业监督越严格，对经理人行为的束缚

作用越有效，所以 Ind与R&D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在模型中加入经理人特征变量后，模型的解释

效力得到显著提高：国有企业样本的调整 R2 从

0.023增加到0.091；民营企业样本的调整R2从0.016
增加到 0.084。这些数据表明，经理人特征对企业内

部研发费用确认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具有解释力。

通过观察国有企业经理人特征变量对R&D的

影响数据可以发现，经理人性别、薪酬、任期、两职兼

任均对企业内部研发费用的确认具有显著影响，与

之相关的假设均得以验证。但是学历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学历普遍被认为是丰富的知

识储备和高素质的代表，拥有高学历的经理人只能

变量

R&D
Pay
Edu
Age
Gen
Ten
Con
Bon

R&D
1

-0.03∗∗∗
-0.02∗
0.03∗∗∗
0.01∗∗
0.02∗∗
0.03∗∗

-0.03∗∗∗

Pay

1
0.01
0.04∗
-0.03
0.01

0.02∗∗
0.04

Edu

1
-0.08
-0.06
-0.05
0.02
0.02∗

Age

1
-0.03
-0.02
0.19∗∗
0.09

Gen

1
-0.09∗
0.02
-0.05

Ten

1
-0.03
0.03∗∗

Con

1
0.08

Bon

1

表 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Gen

Age

Edu

Pay

Ten

Con

Bon

ROE

Gro

Lev

Size

Ind

F值

调整R2

R & D
国有（样本量=751）

-0.032
（-2.94）∗∗∗

-0.013
（-3.12）∗∗∗

0.015
（2.63）∗∗∗

0.043
（1.98）∗∗
-0.045

（-2.74）∗∗∗
3.165∗∗∗
0.023

0.037
（2.36）∗∗
-0.005

（-2.66）∗∗∗
0.007

（0.25）
-0.032

（-1.68）∗
0.072

（4.31）∗∗∗
0.043

（2.53）∗∗
0.074

（4.33）∗∗∗
-0.084

（-3.12）∗∗∗
-0.022

（-2.61）∗∗∗
0.023

（2.59）∗∗∗
0.054

（2.35）∗∗
-0.031

（-2.43）∗∗
8.412∗∗∗
0.091

民营（样本量=606）

-0.027
（-2.87）∗∗∗

-0.008
（-2.94）∗∗∗

0.009
（2.43）∗∗

0.046
（2.01）∗∗
-0.037

（-2.51）∗∗
2.831∗∗∗
0.016

0.042
（2.43）∗∗

0.003
（2.24）∗∗

0.012
（0.23）
-0.083

（-3.12）∗∗∗
0.063

（0.21）
0.032

（2.55）∗∗
-0.015

（-2.77）∗∗∗
-0.082

（-3.23）∗∗∗
-0.016

（-2.63）∗∗∗
0.014

（2.12）∗∗
0.051

（2.46）∗∗
-0.032

（-2.46）∗∗
6.537∗∗∗
0.084

表 4 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
著；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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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其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而会计政策的选择往

往依赖于经理人在社会中长期的职业经验与判断，

学历并不能直接证明经理人在职业选择和判断中拥

有优势。

另外，经理人年龄与持股比例这两个变量对

R&D的影响方向与假设预判方向相反。这可能与我

国国有企业的特征有关。在国有企业中，考评经理人

的标准并不只有经营业绩这一项。当经理人的年龄

渐长时，不倾向将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处理的会计

政策可能并不会威胁其固有职位，还可能给经理人

带来现金流控制权收益。同样，国有企业管理层人员

的薪酬由国资委决定，并且企业内部人员的薪金差

异不能超过既定的范围。如果经理人持有的股票可

以在未来升值，这给经理人带来的利益将远高于现

有固定薪金的收益。所以，持有股份的经理人会更倾

向将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以提高企业当期的经营

业绩，以此来提高股票的市价，并从中获利。

从民营企业经理人特征变量对R&D的影响数

据可以得出，经理人性别、年龄、薪酬、两职兼任、经

理人持股均对企业内部研发费用的确认有显著影

响，验证了与之相关的假设。

民营企业经理人学历也没有通过检验，其原因

可能与国有企业经理人学历没有通过检验的原因类

似。此外，经理人任期没有通过检验，这可能与我国

民营企业的特点有关。由于我国民营企业聘用的经

理人普遍年轻化，年轻的经理人往往拥有较强的自

我价值实现愿望。然而，自我价值实现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在前面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经

理人的平均任期不长（0.19），较短的任期无法实现

年轻经理人的自我价值，经理人不会刻意追求企业

的经营业绩，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期就不再是经理人

做出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本文结合我国不同产权类型的企

业特点，以企业内部研发费用资本化确认这一会计

政策为例，选取 2010 ~ 2014年度深沪两市披露的制

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发现：

（1）上市公司经理人性别、年龄、薪酬、持股比例

和经理人是否两职兼任均对企业内部研发费用的确

认有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经理人年龄、持股比

例与假设预判方向不一致，这可能与我国国有企业

经理人业绩考核、薪酬激励的特征有关。

（2）国有企业经理人任期通过检验，但民营企

业经理人任期未通过检验，这可能与我国民营企业

经理人普遍年轻化的特征有关。

（3）上市公司经理人学历未通过检验，这可能是

因为会计政策的选择依赖于经理人的职业判断，学

历并不能直接证明经理人拥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2. 建议。为了减少经理人特征对企业会计政策

选择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制定合理的奖励机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薪

酬设计普遍不合理，薪酬水平较低，激励方式也较单

一。国外有许多成熟的激励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

在工资薪金的基础之上，将股票期权作为一种长期

激励方式；为经理人员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规划和

道路，充分发挥晋升激励的作用；提供完善的福利制

度和退休金计划，减少经理人员对未来不确定因素

的担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增强经理人的企业归属

感和使命感。

（2）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

计依赖于股权结构的设计，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其

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股权结构的合

理安排。因此，需要设置合理的股权结构，以确定公

司控制权结构，进而确定公司的决策行为及方式。此

外，还应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和独立监事制度，充分

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

（3）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掌握在管理层手中

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础。因

此，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会计政策，可以有效提高管理

层决策的透明度。这需要完善的制度加以约束，同时

也需要引入企业以外的评价体系，组建一个监管评

价会计信息的网络系统，从而有效地监督管理层的

会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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