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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为研究会计计量属性是否会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财务报告质

量创造了条件。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为背景，基于股票市场投资者的分析视角，重点回顾并评述公允价

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文献，考察公允价值计量对于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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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计量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文献综述

一、引言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IASB）相继于 2006年 9月和 2011年 5
月发布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57号——公允价

值计量》（SFAS 157）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3号
——公允价值计量》（IFRS 13）。为与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持续趋同，我国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发布了修

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CAS 39）。
尽管FASB和 IASB极力倡导公允价值计量，主

张由“信息观”向“计量观”转变，但是公允价值会计

却持续遭受部分准则制定者、社会团体以及学术研

究者的质疑。例如，一些持异议的 FASB成员认为，

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导致管理层的机会主义选择行

为，会降低财务报告信息的横向可比性。美国银行家

协会认为，在财务状况评估中，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

工具未必有效，反而可能会降低财务报告质量。这些

质疑及异议既在拷问公允价值会计能否改善财务报

告质量，也表明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

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对于资本市场上的企业和投资者等微观个体而

言，财务报告的重要性来源于财务报告质量的双重

经济效应。一方面，财务报告质量能够影响投资者的

投资组合选择行为，继而影响证券价格，上市公司由

此可以获得额外融资；另一方面，财务报告质量是企

业管理质量的重要体现。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够提供

高质量的财务报告，那么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将减

少，获得的利益将增多（Barton、Waymire，2004）。在
宏观层面，财务报告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

同样至关重要。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信号

是资本的高效配置。哈耶克（1946）认为：“资源的任

何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而人们所作的任何决

策都是基于给定的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

于资本市场，一套完备的信息披露系统就显得不可

或缺。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

是维系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机制（方红星，

2005）。
会计准则制定和修订的初衷是提升财务报告质

量、增强财务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信息有用性。那

么，在我国资本市场背景下，公允价值计量对于财务

报告质量有何影响？

二、公允价值计量概述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计量需要针对资产

和负债的各种变化进行充分更新，而历史成本计量

只需进行部分甚至极少的更新。这两种计量模式的

争论焦点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及相关性（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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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一种观点认为，公允价值计量非常复杂，当活

跃市场报价无法获取时，公允价值计量将建立于主

观假设之上，可能会引起管理层的操控行为，并且加

剧盈余波动（Hodder等，2006；Dechow等，2010）。另
一种观点认为，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公允价值计量

具有公允性、反映真实性以及估计性的特点，使得会

计由稳健性向公允性转变，因此在会计准则中适度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姜

国华、张然，2007；张荣武、伍中信，2010）。2015年 6
月 29 日，IASB 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发表了题为

“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非相距很远”的演讲，表明

了 IASB的立场，强调财务会计应采用历史成本和公

允价值计量并存的计量模式。

理论上，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应当大于历史

成本信息的相关性。相比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

计量能够更加精确地反映投资者将收回的预期现金

流量，向投资者提供预测企业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产生现金流量的有用信息。因此，公允价值会计或能

有效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增

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三、财务报告质量：定义与度量

财务报告的质量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而言具有

非常重大的意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有助于财务报

告使用者做出更加明智的经济决策。衡量财务报告

质量的前提是明确财务报告应当具备哪些会计信息

质量要求（孙光国、杨金凤，2012）。FASB（1980）认
为，会计信息的质量判断标准是决策有用性，相关性

与可靠性为主要质量特征。IASB（2010）则认为，财

务报告的两个主要质量特征是相关性以及如实反

映，并在 2015年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征求意见

稿）》中进一步提升了相关性的地位。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要求企业提供的财务报告应当

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即财务报告

应当具备决策有用性。此外，《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中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排序也凸显出可靠

性和相关性的重要地位。可靠性意味着财务报告反

映的会计信息应当真实可靠、内容完整；相关性意味

着财务报告反映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使用者

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尽管财务报告使用者包含许多不同主体，但由

于股票市场投资者向企业提供了风险资本，投资者

通常被认为是财务报告信息需求最大的主体。会计

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在经验研究中表现为价值相

关性，即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或股票收益之间存在

着可预测的关联。价值相关性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

（Holthausen、Watts，2001）：第一类是以Ball和Brown
（1968）的研究方法为基础或对其做出改进的边际信

息含量研究，通常使用事件研究法来分析在较短的

时间窗口内特定的会计数字是否增加了投资者可获

取的信息数量；第二类是相对关联研究，主要比较股

票市值或股票收益与按特定会计准则计算的会计数

字之间的关联（回归方程的R2数值越大，表明会计

信息价值相关性越强）；第三类为增量关联研究，主

要运用Ohlson（1995）模型以及Collins等（1997）放
宽会计盈余的处理方法，测试、分析在给定其他变量

的情况下，会计数字是否有助于解释股票市值或股

票收益。如果会计数字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不为零，

则通常认为会计数字是价值相关的。

价值相关性研究的理论模型大致可以划分为资

产负债表模型、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等三类。其中，

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均由Ohlson（1995）模型演化

而来。由于资产负债表模型仅考察股票价格与资产

负债表会计数字之间的关联，而价格模型和收益模

型则将利润表会计数字与资产负债表会计数字有机

结合，因此学术研究者更偏好于使用价格模型和收

益模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计量模型的规范与否将

直接决定研究结论可靠性的高低，所以强调计量模

型的规范化也有其必要性，例如，替代变量是否经过

规模化处理，会计盈余是否“干净”，计量模型是否存

在遗漏变量问题等。

四、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之前，已有研究

提供了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初步证据。邓传

洲（2005）以需要披露公允价值信息的B股上市公司

为样本，发现投资的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价值

相关性，而公允价值损益调整仅具有微弱增量价值

相关性。这说明我国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收益，而对

投资的账面价值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但是，由于该研

究的样本为B股上市公司，研究结论无法推及至处

于不同制度环境的A股上市公司。2006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发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开始了

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性趋同的改革历程，而公允价

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应用为研究会计计量属性是否会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财务报告质量创造了条件。

1. 2010年之前的经验证据。2010年之前的经验

研究表明，公允价值信息仅具有微弱的增量价值相

关性。

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课题组（2007）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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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整体而言，公允价值损益调整具有增量价值相

关性，但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公允价值损益调整缺乏

增量价值相关性。这是因为在 2006年版《企业会计

准则》实施伊始，大多数房地产公司仍然选择使用历

史成本而非公允价值来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王建玲

等（2008）发现，在金融业，公允价值盈余信息具有显

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但在房地产业，公允价值盈余

信息缺乏增量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额则在金

融业和房地产业均缺乏增量价值相关性。这些研究

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早期应用显著提升了金

融业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但对非金融业的影响

则不显著。徐虹（2008）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表内计量

还是表外披露，交易性金融资产均具有增量价值相

关性，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

量价值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

价的主观性较大。朱凯等（2008）发现：相比于历史成

本，公允价值信息缺乏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上市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允价

值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增量作用越明显。这一结果

表明，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整体较低，上

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价

值相关性。

会计准则的本质是一项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

变革即为会计制度变迁。早期的经验证据并未表明

公允价值信息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这可能

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会计制度变迁对企业会计行

为转变的映射需要“反应时间”；二是会计制度变迁

存在暂时性改革成本。

2. 2010年及以后的经验证据。2010年及以后的

经验研究表明，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

相关性。

王玉涛等（2010）发现，相比于历史成本信息，公

允价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未实现收益具有增量价值相

关性。王建新（2010）的研究显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和计入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均具有价值相关

性。薛倚明和张佳楠（2012）的研究表明，公允价值计

量属性的应用使得每股净资产以及每股净利润对股

价的解释力得以增强，提升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

性。此外，刘永泽和孙翯（2011）、伍中信和李思霖

（2012）、黄霖华和曲晓辉（2014）等也发现，公允价值

信息具有显著的增量价值相关性。

这些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

应用显著提升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会计制度

变迁的政策效应得以体现。

3. 公允价值信息列报位置与价值相关性。大多

数价值相关性研究仅考察了列报于单一位置的公允

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但有些研究考察了公允价

值信息在财务报表中不同列报位置对于会计信息价

值相关性的影响。

李增福等（2013）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公允价值

变动信息的不同列报位置所引起的市场反应。结果

显示：同时在资产负债表中“资本公积”项目和利润

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示的公允价值变动会引

起充分的市场反应；仅在“资本公积”项目列示的公

允价值变动无法引起充分的市场反应；仅在“其他综

合收益”项目列示的公允价值变动则会引起过度的

市场反应。徐经长等（2013）的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变

动在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示时具有显著

的增量价值相关性，但在股东权益变动表列示时显

示出较弱的价值相关性。这些研究的结论验证了综

合收益呈报方式的有用性，为全面收益观的有效推

行提供了经验证据。

4. 公允价值计量层级与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

计量分为三个层级，但许多价值相关性研究仅从整

体上考察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而未考虑公

允价值计量层次对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事实上，不同层级公允价值输入值的来源不同，公允

价值信息的可靠性也有差异，可能会影响会计信息

价值相关性。

白默和刘志远（2011）发现，第一层次公允价值

盈余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所占比例越高，会计盈

余的价值相关性越高。邓永勤和康丽丽（2015）的研

究显示，第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

性逐层降低，而公允价值负债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

著区别。他们进一步考察了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对

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

公司的信息环境越好，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信息的

价值相关性越高。这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大陆资本市

场上，不同层次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存在差

异；但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仍然不得而知。

5.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

结构能够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股价

准确反映公司信息的能力。因此，一些研究探讨了上市

公司股权结构对于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黄霖华等（2015）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比例

对于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有着显著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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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越有可能利

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自由裁量权来谋求自身私利，这

可能会导致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降低。曲晓辉

和黄霖华（2013）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PE公

司 IPO公允价值信息含量的影响，并未发现显著效

应。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弱势有效

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平均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在市场

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机构投资者自身的短视行为

以及羊群行为，也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诱因。

6. 投资者情绪、投资者信念异质的影响。以往

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大都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之

上，但是诸多市场异象表明，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当

市场并非完全有效时，投资者情绪和投资者信念异

质可能会对股价变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影

响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

一些研究从行为金融学理论出发，试图考察投

资者情绪以及投资者信念异质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信

息含量的影响。曲晓辉和黄霖华（2013）考察了在短

时间窗口中投资者情绪对于PE公司 IPO公允价值

信息含量的影响，发现投资者情绪与PE公司 IPO公

允价值信息含量正相关。黄霖华和曲晓辉（2014）也
考察了在长时间窗口中投资者情绪对公允价值信息

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发现投资者情绪对公允价值信

息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当时间

窗口延长至能够同时包含投资者情绪乐观和悲观的

期间时，在投资者情绪乐观期间股价的高估可能在

悲观期间得以修正，反之亦然。黄霖华等（2015）发现，

投资者情绪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

增量信息含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王治和张传

明（2013）基于投资者信念异质的视角，研究了不同

信息环境下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差异，发现

投资者信念异质是影响价值相关性的主要原因。

7. 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

国大陆资本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一些研究据此

考察了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王建新（2010）发现，2008年的公允价值变动信

息价值相关性较弱，并且认为这是金融危机作用的

结果。薛倚明和张佳楠（2012）也认为金融危机导致

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下降，使得2008年的会计信

息的解释力低于2007年。而刘永泽和孙翯（2011）则
认为，在整体上，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

性，并且金融危机未对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造成显著影响。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了“公允价值顺周期效应”的

争论，另一些学者从相反的视角来检测公允价值会

计是否是金融危机的“推手”之一。胡奕明和刘奕均

（2012）考察了公允价值会计是否能够加剧市场波

动，结果显示，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且市场波动期的相关性要高于市场平稳期的相关

性。他们进一步考察了公允价值信息与市场波动之

间的关系，发现相比于市场平稳期，在市场波动期，

公允价值信息与波动率更加显著正相关。谭洪涛等

（2011）运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

反应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过

度反应显著相关，并且金融业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

市值计量模式显著放大了股市泡沫，验证了公允价

值“会计加速器”的作用。

五、评述与展望

总体而言，公允价值信息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提升了财务报告质量。但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

比例、投资者情绪以及投资者信念异质均会影响公

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对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尚未形成定论。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根本目的是增强会计信息

的全球可比性，但是，如果准则制定者不能结合本国

的特定制度背景制定合理、有效的会计准则，而是盲

目加速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轻视

甚至忽略会计准则趋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那么会

计信息质量可能会降低，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也

会被削弱。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旨在提高财务报告

的透明度，增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这是FASB
和 IASB将公允价值会计作为提升财务报告质量的

机制之一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

公允价值会计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有所差异。例如，在

我国大陆资本市场背景下，控股股东股权比例越高，

控股股东越有可能利用公允价值选择权来操控企业

的正常经营活动以谋取私人利益，进而使会计信息

的价值相关性降低（黄霖华等，2015）。但在西方国家

的成熟资本市场中，由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相对健全，

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对于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

作用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准则制定者必须结

合本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制定出符合本国

国情、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此外，在我

国大陆资本市场背景下，公允价值会计加剧了股市

波动，放大了股市泡沫（谭洪涛等，2011；胡奕明和刘

奕均，2012），表明当前会计准则中金融资产的市值

计量模式存在不足，准则制定机构应该尽快修订和

完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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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往的研究从不同视角探析了公允价值信

息的价值相关性，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以解决。

1. 行业特质对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

响。以往研究选择金融业作为样本的原因是金融资

产和负债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高，但是这些研究

并未考虑金融业的自身特点是否会影响公允价值信

息的价值相关性，如资本监管、高风险性以及高负债

经营性等。以后的研究可以在此方面做出尝试。

2. 信息不对称对于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

的影响。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尝试解答这一问题（朱凯

等，2008），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探究信息不对称

的作用机理（逆向选择抑或道德风险）。探究这一问

题有助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一步理解会计信息与

股价之间的关联。

3. 管理层操控公允价值计量的动机和方式。一

些研究认为，管理层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操控能够导

致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降低（黄霖华等，

2015），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探究管理层操控公允

价值计量的动机何在（有效契约驱动或者机会主义

使然）以及管理层会使用何种方式来操控公允价值

计量（应计项目操控还是真实活动操控）。对于这些

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建立相关机制以规范管理层

的行为，进而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4. 金融危机对公允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

响。鉴于经济（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特点，探究这一问

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对此展开

了研究（薛倚明、张佳楠，2012；刘永泽、孙翯，2011），
但其研究结论截然相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

在一个包含经济好转、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动荡的

较长周期内，通过对比分析来揭示金融危机对公允

价值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5. 公允价值信息对信贷市场债权人的作用。以

往考察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外部融资二者之间关联

的文献，大都将研究重心置于股票市场，而非信贷市

场。这种研究偏好可能与 IASB强调“向投资者提供

决策有用的信息”这一主张有关。事实上，就某些行

业而言（如银行业），信贷资金才是企业资本的主要

来源渠道。鉴于鲜有研究探析公允价值信息对信贷

市场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分

析，以阐明公允价值信息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解决企

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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