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盈余公告、媒体关注与应计异象

【摘要】本文以 2009 ~ 2016年中国 A 股主板 6566个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媒体作为信息中介这一角

度，研究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内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显著的

应计异象；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加剧了应计异象。此外，进一步把媒体对盈余公告

的报道分为详细报道和简要报道两类，发现媒体对盈余公告的详细报道加剧了应计异象，媒体对盈余公

告的简要报道对应计异象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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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证券价格总能充分反

映所有可得信息，没有交易策略可以前瞻性地利用

公开信息赚取系统的超额回报。而现实中，作为证券

估价主要依据的会计盈余，其应计部分受折旧摊销、

减值计提等管理层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影响，主

观性很强，投资者往往难以充分理解盈余中的应计

项目信息，从而可能对其错误定价，这一现象被称为

应计异象。应计异象是对有效市场理论的挑战，是市

场非效率和投资者有限理性的表现。受管理层自利

动机下应计盈余操纵和投资者有限注意等约束，盈

余信息的挖掘、搜集和传播成为应计项目合理定价

的重要环节，而媒体在这一环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盈余信息作为企业基本财务信息，相较其他信息更

容易受到投资者关注，也更容易被媒体关注。

理论上，一方面，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对盈余信息

进行分析、评论及预测，降低了应计信息不对称程

度，从而缓解应计异象；另一方面，媒体报道可能影

响投资者情绪，最终影响应计异象，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由于受信息搜寻成本和处理信息能力的约束，容

易忽视股票基本面信息，对媒体报道的信息过度反

应，导致应计项目高估，从而加剧应计异象。现实中，

我国资本市场中媒体报道盈余公告究竟是加剧还是

缓解了应计异象？鲜有研究直接从媒体对上市公司

盈余信息关注视角研究其对投资者应计盈余估值的

影响，即媒体报道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的影响，而这

是缓解资本市场应计异象、促进股票合理定价、引导

投资者理性投资、推进资本市场良序发展的关键。基

于此，本文旨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媒体关注盈余公

告可能的市场反应。

本文可能的贡献是：其一，已有文献多从信息

源、信息接收等角度研究应计异象，本文则从信息中

介视角研究影响应计异象的媒体因素。其二，与国内

学者大多从媒体报道数量和媒体报道倾向对资本市

场的影响研究媒体治理功能不同，本文旨在从媒体

报告的内容及详略度视角研究媒体治理功能，拓展

了媒体治理的相关研究空间。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应计异象的存在性及成因

在应计异象的存在性问题上，绝大多数的国内

外学者都肯定了应计异象的存在。Sloan（1996）首先

提出美国资本市场存在应计异象。La Fond（2005）以
17个国家1989 ~ 200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结

果表明应计异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现象。

Pincus等（2007）使用包括美国在内的 20多个国家

1994 ~ 200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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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均存在应计异象。国内对

应计异象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沿用国外的学者，结

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李远鹏和牛建军（2007）首先发

现全样本下中国证券市场并不存在应计异象，但是

控制亏损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应计异象。宋云玲和

李志文（2009）证实中国证券市场上确实存在应计异

象，但与国外不尽相同，若应计项目和现金流均被高

估，则应计项目被高估的程度更大；若应计项目和现

金流均被低估，则应计项目被低估的程度更小。

在应计异象的成因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主要基

于非有效市场假说从信息释放过程中管理者自利动

机下的应计盈余操纵、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中介（如

分析师和审计师对会计应计信息的传播和预测故意

偏误、信息接收过程中投资者有限注意和有限理性）

等方面进行研究。在管理者释放信息环节，代理理论

认为管理层出于维持较高会计应计盈余的动机，通

过扭曲和操控应计项目来谋取盈余信息优势利益，

干扰了投资者对应计项目信息的理解。在信息中介

传播信息环节，已有学者主要集中于分析师和审计

师的研究。一方面，信息中介由于专业知识和分析能

力方面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市场对应计

盈余的高估。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中介的客观性和独

立性难免受到威胁，可能导致对应计项目信息传播

的故意偏误现象。在投资者吸收信息的环节，由于套

利成本和风险以及投资者有限关注和有限理性，投

资者容易对高应计信息过度反应。

（二）媒体关注、盈余公告与应计异象

盈余主要分为应计项目和现金流两部分，盈余

信息作为企业向市场传递的最重要的公司信息之

一，是公司利益相关者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投资者

可以通过盈余公告、分析师报告、财经媒体的报道等

方式了解盈余信息。但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有其制

度背景的特殊性，媒体成为绝大多数投资者获取盈

余信息最为便捷的途径。首先，中国股票市场中小投

资者比例偏多且有明显的“羊群效应”，短线投资占

大多数，交易非常频繁，个人投资者决策越来越依赖

媒体对盈余信息的解读。其次，基于易得性偏误理

论，人们时常基于容易获得的信息做出判断，而不是

基于应该收集的信息（郝旭光，2016）。应计项目的低

持续性和复杂性使得即使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和分

析师都存在对其高估的情况，而媒体信息作为“易

得”信息，投资者容易听取新闻媒体的“一面之词”。

一方面，媒体作为传播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

信息中介，其所报道的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的影响

是不明确的。首先，媒体可以转述盈余公告。公司公

布盈余公告后不久，新闻媒体将会对公告的要点进

行广泛传播。媒体通过搜集、加工和整理盈余信息，

披露应收账款、非经常性损益等应计项目使投资者

直接获取应计项目的信息，披露年度盈利、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使投资者间接获取应计项目的信息，

这种方式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了信息质量，

使投资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应计项目的持续性，从而

缓解应计异象。其次，媒体可以整合不同来源的信

息。媒体对盈余公告的详细报道，通常会增加分析师

预测的消息、价格信息以及管理者预测的信息来更

改关于盈余公告的报道。将多种来源的新闻融合在

一起为投资者提供了除公司披露外更多关于盈余分

析和预测的信息，削弱了知情交易者的信息优势，从

而缓解应计异象。最后，媒体可以创造新的信息。记

者会参照管理人员和分析师关于盈利公告的预测，

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助于盈余信息流入市场，从而

缓解应计异象。

另一方面，基于媒体自身的供给动机以及相关

利益集团的需求偏好，媒体在对企业进行报道时存

在着偏差或者倾向性，其报道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首先，重要的企业会计信息（例如盈余信息）容易受

到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媒体因很难报道与监管者态

度不一致信息的利益冲突而蓄意迎合上市公司需

求，对应计项目信息进行故意偏误报道或者选择性

披露报道，从而加剧应计异象。其次，媒体报道盈余

信息时往往表露出对该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盈

余预期以及股票投资建议的独有的“情绪”。作为舆

论的主导者，媒体的态度倾向会被投资者当作“多数

意见”，加上公众对媒体传播的认知预设心理，对媒

体报道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的不断自我暗示，投

资者往往趋向于放弃有价值的真实的应计信息，模

仿市场上大多数人的投资策略，表现出行动一致的

“羊群行为”，从而加剧应计异象。最后，应计项目需

要高水平的管理判断和专业素养才能充分理解，媒

体记者作为一个有着有限注意力和有限理性的个

体，其专业知识的欠缺以及分析应计项目信息的片

面性可能加剧应计异象。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假

设1：
H1a：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媒体关注盈余公

告缓解了应计异象。

H1b：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媒体关注盈余公

告加剧了应计异象。

柯恩等社会学者提出媒体的报道方式与社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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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媒体会更倾向报道那些信息

使用者所关注的新闻，而信息使用者的关注又能进

一步促使媒体报道更多的相关新闻。如果受众希望

获得盈余信息更详细、更有效的部分，那么媒体可以

采用更加详细的报道方式，并通过更有利于投资者

接收的阐述方式呈献给受众，使投资者更好地识别

应计异象的信息含量。本文统计发现，媒体报道盈余

公告的1246篇新闻中，详细报道的新闻篇数为1178
篇，简要报道的新闻篇数为68篇。非官方媒体的169
篇新闻报道中，详细报道新闻为165篇。这说明媒体

倾向于用大篇幅的文字来报道公司的盈利以及盈利

组成情况。而媒体报道盈余信息的内容和深度对应

计异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Drake M. S.，2013）。据
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媒体详细报道盈余公告和简要报道盈余公

告的方式对应计异象的影响有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以 2009 ~ 2016年沪深上市A股公司为样

本。剔除以下公司：ST、∗ST、PT公司，未来一年 5月
至下年 4月无完整月度股票收益数据的公司，金融

保险类公司，当年 IPO的公司，财务数据缺失的公

司，净利润为负的公司。最终得到 6566个年度面板

数据。本文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媒体报道

数据来源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

1. 应计异象存在性检验模型。借鉴以往的研究

成果，本文采用Mishkin理性预期假设的联立方程

模型检验应计异象的存在性。

Earningst+1=γ0+γ1CFOt+γ2ACCt+εt （1）
AARt+1=β（Earningst+1-γ0-γ1

∗CFOt-γ2
∗ACCt）

+δt （2）
通过模型（1）可以得到盈余持续性的估计值。其

中：Earningst+1代表公司下一期的盈余；CFOt代表公

司本期的现金流；ACCt代表公司本期的应计项目；

γ1和γ2分别代表应计项目部分和现金流部分的盈

余预测能力。通过模型（2）可以得到市场对应计项目

的定价系数。理性预期意味着应计项目的持续能力

和第二年的超额回报的定价系数是一致的（γ2=γ2
∗），

即股价能反映应计盈余的持续能力。应计异象的存

在则表明投资者高估了会计应计盈余的持续能力，

本文预期γ2>γ2
∗。

2. 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影响的模型。

为了检验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的影响，在

模型中加入哑变量Media以及交互项ACC×Media。
根据已有文献，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公司规模

（Size）、账面市值比（BM）、系统性风险（BETA）、机
构投资者持股（INS）、交互项ACC×INS、年度分析师

跟踪数（FOLNUM）以及交互项ACC×FOLNUM ，

还通过引入年度（YEAR）和行业（IND）虚拟变量以

分别控制年度和行业的相关影响。若β3显著为正，

则H1a成立，说明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减弱了应计异

象；若β3显著为负，则H1b成立，说明媒体关注盈余

公告加剧了应计异象。基本的回归模型如下：

AARt+1=β0+β1ACCt+β2Mediat-1+β3ACCt×
Mediat-1+β4Sizet+β5BMt +β6BETAt+β7INSt+
β8ACCt×INSt+β9FOLNUMt+β10ACCt×

FOLNUMt+i+ （3）

为检验媒体报道方式对应计异象的影响是否有

差异，本文进一步把媒体对样本公司盈余公告的报

道方式分为详细报道和简要报道两类。如果媒体在

详细阐述业绩的同时还对该年度业绩进行了分析，

并对公司主要经营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描述，

则把该类新闻归为详细报道，Fullt-1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0；如果媒体只对年度业绩进行了简要阐述，

则把该类新闻归为简要报道，Flasht-1赋值为1，否则

赋值为0。多元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AARt+1=β0+β1ACCt+β2Fullt-1+β3ACCt×
Fullt-1+β4Sizet+β5BMt+β6BETAt+β7INSt+
β8ACCt×INSt+β9FOLNUMt+β10ACCt×

FOLNUMt+i+ +εt （4）

AARt + 1=β0 +β1ACCt +β2Flasht- 1 +β3ACCt ×
Flasht-1+β4Sizet+β5BMt+β6BETAt+β7INSt+
β8ACCt×INSt+β9FOLNUMt+β10ACCt

×FOLNUMt+i+ +εt （5）

（三）变量定义

1. 规模调整的累计超额收益（AARt+1）。本文选

取规模调整的累计超额收益衡量企业的超额收益

率，计算步骤为：首先，根据月度总市值的大小将样

本公司分为10组，计算每组的平均月度收益；然后，

计算该组合内每月每只股票的月度收益率（考虑现

金红利再投资）与该组合在该月平均收益率的差额，

得到每只股票在每个月的超额收益；最后，将各样本

公司股票规模调整后月度超额收益率累加得到规模

调整的累计超额收益。

∑
i = 11

15 βiYEAR+∑
j = 16

20 β jIND

∑
i = 11

15 βiYEAR+∑
j = 16

20 β jIND

∑
i = 11

15 βiYEAR+∑
j = 16

20 β j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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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体对盈余公告的关注（Mediat-1）。本文基

于 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按照上市公

司的股票简称对数据库中的全文文献进行内容检

索，采用手工搜集和整理的方式获得对单个公司盈

余公告进行报道的新闻。结合我国媒体的实际情况，

选取的媒体报道区间为年报当天至后六天，见表1。
从表 1可以看出，年报当天和年报后一天的新闻报

道共有 1086篇，占新闻总篇数的 87.16%，说明我国

媒体比较及时地传播了投资者关注的盈余信息。

为了控制媒体关注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

考虑到媒体效应的滞后性，媒体对盈余公告的关注

变量采用了滞后一年的数据。如果媒体对公司的盈

余公告在年报当天和后六天进行了单独全文报道，

Mediat-1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主要变量汇总表。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

如表2所示。

其中，AARt+1选自 2010年 5月 1日至 2016年 4
月 30日期间的数据，Mediat-1选自 2008年 1月 1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数据，其他变量选自

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数据。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 3 可知：Earningst + 1、Earningst、ACCt 和

CFOt的均值和中值均大于 0，ACCt和CFOt的均值

分别为 0.013和 0.056，总体上现金流的均值大于应

计部分的均值。AARt+1的均值和中值为负，且标准

差较大，表明我国证券市场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较大。

（二）检验应计异象的存在性

方程（1）为预测模型，方程（2）为定价模型。联立

方程模型运用Wald统计量进行了检验，全样本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 4可以看出：①ACCt对Earningst+1的预测

持续性为0.682，CFOt对Earningst+1的预测持续性为

0.701，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会计盈

余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存在差

别，会计应计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低于现金流对

未来盈余的预测能力。②ACCt的盈余持续性系数为

媒体报道当天距离
年报当天的天数

新闻篇数

新闻总篇数

被报道的公司数

0

997
1246
847

1

89

2

63

3

44

4

21

5

11

6

21

变量符号

Earningst
CFOt
ACCt
Mediat-1
ACCt×
Mediat-1
Sizet

BMt

BETAt

INSt

ACCt×INAt

FOLNUMt

ACCt×
FOLNUMt
YEAR
IND

AARt+1

变量定义

会计盈余，用年初总资产进行标准化

现金盈余，用年初总资产进行标准化

应计盈余= Earningst-CFOt
媒体关注

应计盈余和媒体关注的交乘项

公司规模，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得出

账面市值比，年末股东权益账面价值除以
总市值

市场风险系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把总样本分成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高和持股比例低两组，机构投
资者持股比例高组赋值为 1，持股比例低
组赋值为0
应计盈余和机构投资者的交乘项

年度分析师跟踪数，用每年跟踪企业进行
盈利评级的分析师数量测度

应计盈余和年度分析师跟踪数的交乘项

按证监会的行业标准分类

控制不同年份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规模调整的累计超额收益，t+1年5月1日至
t+2年4月30日规模调整的累计超额收益

表 1 媒体报道距离年报当天时间统计表

表 2 变量定义与度量

变量

Earningst+1
Earningst
ACCt
CFOt

AARt+1
Mediat+1

Sizet
BMt

BETAt
INSt

FOLNUMt

观测
值数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6566

平均值

0.052
0.073
0.013
0.056

-0.000
0.129
9.692
1.109
1.139
0.277

12.950

标准
差

0.076
0.061
0.108
0.136
0.314
0.335
0.567
1.161
0.244
0.448

12.625

中值

0.043
0.053
0.012
0.047

-0.059
0.000
9.594
0.716
1.142
0.000

11.000

最大值

3.184
0.847
2.179
1.011
2.764
1.000

12.372
12.143
2.238
1.000

82.00

最小值

-0.267
0.003

-0.907
-1.932
-0.844
0.000
7.933
0.029
0.051
0.000
0.000

参数

γ1

γ2

γ1
∗

γ2
∗

应计异象检验

Wald统计量

边际显著水平

估计值

0.701
0.682
1.451
1.132

γ2=γ2
∗

19.673
0.000

T 值

54.574
48.364
12.543
10.56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4 盈余持续性和市场回报的Mishkin检验

2017.05 财会月刊·19·□



0.682，市场定价系数为1.132，γ2
∗>γ2，且两者差异显

著（Wald 统计量为19.673，边际显著性水平为0.000），
表明研究期间内我国市场上整体存在应计异象，这

与国内学者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三）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的影响

模型（3）多元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 5可以看出：①媒体报道组、媒体未报道

组和全样本下，ACCt的定价系数分别为-0.348、
-0.201和-0.368，且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不

论是媒体报道组、媒体未报道组还是全样本，ACCt

与AARt+1总是显著负相关，再一次验证了H1b。②媒

体报道组ACCt的定价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媒体未报

道组，其他变量与国内学者研究结论基本一致。③全

样本中Mediat-1与AARt+1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

关，ACCt×Mediat-1与AARt+1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负相关，这说明媒体关注盈余公告加剧了应计异象。

在媒体自身的供给动机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需求偏

好之下，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并没有通过转述、整合

盈余信息以及创造新的盈余信息等增加盈余信息

含量的方式对投资者对应计项目的定价产生正向

影响，投资者反而因为媒体的报道加剧了对应计项

目的错误定价，H1b得到验证。

对H2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 6可以看出：①在详细报道的全样本回归

方程中，ACCt×Fullt-1与 AARt+1的系数为-0.457
（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媒体对盈余公告的详细

报道加剧了应计异象。②在简要报道的全样本回归

变量

C

ACCt

Mediat-1

ACCt×Mediat-1

Sizet

BMt

BETAt

INSt

ACCt×INSt

FOLNUMt

ACCt×FOLNUMt

YEAR
IND

样本量

调整R2

媒体报道组

1.512∗∗∗
（7.782）
-0.348∗∗

（-1.944）

-0.156∗∗∗
（-7.983）
0.052∗∗∗
（5.172）
-0.057∗∗

（-1.414）
0.017

（0.888）
0.140

（0.773）
-0.000

（-0.583）
-0.004

（-0.641）
控制

控制

847
0.123

媒体未报道组

2.143∗∗∗
（19.451）
-0.201∗∗

（-1.992）

-0.213∗∗∗
（-17.568）

0.069∗∗∗
（9.134）
-0.059∗∗

（-2.312）
0.012

（1.495）
0.097

（1.145）
-0.002∗∗∗
（-4.423）

-0.005
（-1.296）

控制

控制

5719
0.131

全样本

1.304∗∗∗
（16.816）
-0.368∗∗

（-4.273）
0.020∗∗

（1.694）
-0.254∗∗

（-2.997）
-0.122∗∗∗

（-15.476）
0.055∗∗∗
（8.224）
-0.011∗∗∗
（-3.701）

0.014
（0.007）

0.886
（0.068）
-0.019∗∗∗
（-3.987）

-0.003
（-1.863）

控制

控制

6566
0.091

表 5 多元回归检验结果

详细报道全样本回归

变量

C
ACCt
Fullt-1

ACCt× Fullt-1
Sizet
BMt

BETAt
INSt

ACCt×INSt
FOLNUMt

ACCt×FOLNUMt
YEAR
IND

样本量

调整R2

简要报道全样本回归

变量

C
ACCt

Flasht-1
ACCt× Flasht-1

Sizet
BMt

BETAt
INSt

ACCt×INSt
FOLNUMt

ACCt×FOLNUMt
YEAR
IND

样本量

调整R2

系数

1.286∗∗∗
-0.412∗∗∗

0.017
-0.457∗∗∗
-0.120∗∗∗
0.045∗∗∗
-0.043∗∗∗

0.014
0.007

-0.003∗∗∗
-0.003

控制

控制

6566
0.09

系数

1.653∗∗∗
-0.219∗∗∗

0.015
-0.543

-0.121∗∗∗
0.045∗∗∗
-0.064∗∗∗

0.013
0.013

-0.002∗∗∗
-0.004

控制

控制

6566
0.09

T值

16.787
18.722
1.453
-3.418
-15.450
8.245
-3.524
1.517
0.822
-7.650
-0.903

T值

17.432
-2.527
1.256
1.612

-16.432
8.277
-3.785
1.654
0.926
-3.679
-1.783

P值

0.000
0.005
0.114
0.012
0.000
0.000
0.001
0.129
0.165
0.000
0.220

P值

0.000
0.007
0.211
0.145
0.000
0.000
0.001
0.161
0.155
0.000
0.174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在10%、5%和1%的
水平上显著（双尾），括号内为T值。下同。

表 6 多元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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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中，ACCt× Flasht-1与AARt+1的相关系数并不

显著，表明媒体简要报道盈余公告对应计异象并无

显著影响。由此看来，只有媒体对盈余公告进行详细

报道时，才会加剧应计异象。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以

及我国缺乏监管的媒体治理环境，可能的原因是：首

先，基于媒体自身的利益供给动机以及盈余信息的

影响，媒体在进行大篇幅的信息传播时容易出现偏

差或者倾向性，对应计项目信息进行故意偏误报道

或者选择性披露报道，从而加剧应计异象（才国伟、

邵志浩，2015）。其次，媒体报道盈余信息表露出的对

该公司盈余预期以及股票投资建议等重要方面的独

有的“情绪”，以及大篇幅的报道基调容易使投资者

倾向于放弃真实的应计信息，模仿市场上大多数人

的投资策略，从而加剧应计异象（Bushee B. J.等，

2010）。此外，新闻记者的专业素养和对应计异象的管

理判断等专业知识的欠缺以及分析应计项目信息的

片面性等因素都会导致应计异象的加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多元回归方程（3）中选取媒体报道文章

数（Txtst-1）来替代本文的解释变量（Mediat-1），检验

结果表明：ACCt×Txtst-1的回归系数为-0.217，T
值为-4.194，ACCt×Txtst-1在5%的水平上与AARt+1

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

性改变。另外，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VIF值检验，

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4，所有模型的DW值均接

近 2，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不存在自相关性。限于篇

幅，省略相关结果。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与国外资本市场中媒体报道盈余公告能有效缓

解应计异象不同的是，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媒体

对企业盈余公告的报道加剧了应计异象，资本市场

中媒体对股票市场运行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现实

中媒体并非完全真实、客观地报道信息，在商业利益

的驱动下，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普遍存在。存在差异的

可能原因是：其一，已有研究显示，不少媒体公司董

事成员兼任大型商业公司董事会成员，形成交叉关

联关系；加之媒体信息披露往往容易受到政治与社

会因素的影响，媒体难以保持完全客观中立。因此媒

体可能基于自利或其他利益关系，有偏报道，从而加

剧应计异象。其二，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在报

道时可能过分渲染，通过“媒体效应”引起投资者的

注意力，从而增加被关注股票的买入压力，而这些被

媒体报道的高应计股票往往在未来有更低的收益。

其三，媒体记者本身也存在有限注意力和有限理性，

在应计项目信息这一专业信息分析方面可能存在片

面性，从而误导投资者定价，加剧应计异象。

（二）建议

与已有国内大多数媒体治理相关研究不同的

是，本文研究了媒体对盈余公告这一投资者关注的

专业信息进行报道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资

本市场中，媒体对企业盈余公告的报道加剧了应计

异象。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媒体应建立新

闻风险审核与内部控制制度，客观、公正地报道公司

基本面信息，加强行业自我约束，提高信息价值含

量。②投资者应理性决策，辩证看待媒体与资本市场

的关系，不能盲目相信媒体报道的所有信息，应把企

业基本信息作为投资决策的基础。③监管机构应加

强对媒体报道的规范和引导，对于新闻造假、以讹传

讹的媒体，监管部门应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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