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商与近代企业会计

现代化研究：以上海银钱业为中心

【摘要】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浙商推动了企业会计核算特别是上海银钱业的会计技术

变革。而通过更细致地分析不同行业的浙商可看到，其改进企业会计核算的主张各不相同。会计理论界

的浙商先是主张完全采用西式会计核算方法，之后转变为主张采用改良中式会计方法；金融实务界的浙

商则先是主张采用改良的中式会计方法，之后转变为使用西式会计核算方法。正是浙商的“草根”特性及

创新精神使其能够因时因势地调整会计核算技术，以适应社会环境变迁及企业的经营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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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

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

……独树一帜”，而近代叱咤上海滩执金融业牛耳者

非宁绍钱庄莫属，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对其展开

研究。

1. 上海的浙商钱庄研究。祝太文（2011）认为浙

商钱庄始终在上海钱庄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从浙

商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人口等诸多方面分析浙商

钱庄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而陶水木（2001）通过对

一系列的史料进行研究得出了绍兴帮钱庄不仅是上

海钱庄业的开创者，且在近代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中

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的结论。孙善根

（2010）更是细化到研究近代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

如何推进上海钱庄业的现代化。与孙善根不同，章

金萍（2010）将研究视野推广到研究近代浙商银行家

群体对推进中国银行业产生和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

献。李一翔（2003）注意到了浙商在近代中国金融业

现代化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其他研究者如张

守广（2009）、刘梅英（2011）等分别对钱庄的过账制

度以及内部控制制度给予了关注。

2. 近代钱庄会计变迁研究。郭道扬（1988）率先

对近代上海钱庄会计方法的变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

研究，不仅分析了钱庄会计变迁的原因，而且以福

源、顺康、福康三家钱庄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史料分

析。周杨（2009）分析了近代钱庄及银行会计各自的

特点，但作者割裂地看待钱庄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没

有注意到部分银行从钱庄脱胎而来这一事实。康均

（2006、2008）从史料研究的角度分析了钱庄会计的

特点，并指出明清时的钱庄会计具有很大的历史进

步性。总体而言，后期研究者并未发掘新史料，因此

郭道扬先生的研究结论仍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全面

和权威的成果。

当前关于浙商钱庄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钱

庄的组织及其运作方面，且多着力分析浙商在近代

金融变迁中起到的作用。这些研究偶有涉及浙商会

计的，但基本都是介绍钱庄会计采用的账簿及其记

账的流程与方法，并未关注浙商在钱庄及银行业会

计方法革新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关于近代中国会

计界改良和改革簿记之争，研究者们多从经济思想

史及经济史角度进行史料分析，并未关注当时参与

论争者的籍贯与其所持观点的关联。本文认为区分

他们的籍贯有助于了解浙商会计思想的特点，而且

有助于探究在现代化背景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浙

商如何共同努力推动中国近代金融业转型及其会计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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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有文献把近代浙江籍参与钱庄、银行业

以及经营实业的人统称为浙商，本文认为这一概念

比较模糊。吕新福（2009）从哲学层面高度概括了现

代浙商的定义，本文认为吕新福的定义太过抽象，仍

不能清晰地对“浙商”给出解释。陶水木（2009）研究

了浙商与近代工业化这一问题，他认为浙商“既包

括在本省及境内其他省（区）域直接从事商业经营的

商人”。现有文献无一例外地将近代从事金融业的浙

江商人纳入浙商范畴，但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

师仍未被纳入浙商范畴。近代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

提供会计审计服务、自负盈亏，因此应属于商业服务

领域，而在事务所中执业的会计师应属于商人的范

畴，但与普通商人不同的是，注册会计师还具有较高

的职业道德水平。因此本文将浙江籍贯的近代注册

会计师也一并纳入研究中。由此本文对浙商的定义

是浙江籍商人的集合，其经营领域既包括传统实业，

也包括金融、会计、审计服务业。

二、浙商与近代中国会计理论现代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会计改良和改革之争是

中国会计学界最早有关会计理论的一场论争，得到

了会计史研究者如郭道扬（1988）、陈涌泠（1995）、刘
长青（2005）、喻梅（2009）等的关注，但这些研究者都

仅关注两个学派会计思想的对比研究，未从参与论

争者的籍贯这一角度切入，分析会计思想的演进是

否受到地缘文化的影响。

1. 浙商主张改良企业会计核算技术。改革派的

代表人物主要有潘序伦、顾准以及钱乃澄，而改良

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永祚及陆善炽，他们的职业

都是注册会计师，其中改革派来自潘序伦会计师事

务所（后更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改良派来自徐

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后更名为正明会计师事务所）。

通过考证各参与者的籍贯，发现潘序伦和钱乃澄祖

籍江苏宜兴，顾准祖籍江苏苏州，而徐永祚和陆善炽

祖籍均为浙江海宁，改革派来自江苏而改良派来自

浙江。

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正如文化决定论认

为的那样：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模式的

形成以及会计实务的发展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会计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作为文化载体的人在

面对中国会计现代化的问题时，因地缘文化差异而

各自持有不同的见解。浙江独特的地缘文化如“经世

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及“草根文化”的特性，深深地

影响着浙商。因此，与激进的江苏派主张不同，浙江

派承认西方复式记账方法的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

当时中国90%以上的企业和商铺使用中式单式记账

方法，且通过账房先生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进行传

承，没有统一的记账程序和技术，因此“西式簿记不

能为一般人所认识。完全仿行，究有不便”。从 1905
年蔡锡勇的《连环帐谱》第一次将西式会计方法介绍

给中国人，到20世纪30年代发起改良与改革会计思

想论争的近30年间，西式会计在华商企业中接受度

不高且并不广为人知，仍处于艰难的推进阶段。于是

浙江派接地气地提出了会计改良思想，试图借助西

方会计的优点改进中式单式会计的不足。因此，浙江

派的会计改良是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再发明”，提出

了温和的改良观点，以减少会计技术改进过程中遇

到的巨大阻力。而这种“再发明”一方面能够将西方

的会计理论与华商企业的现有记账问题相统一，较

为有效地解决华商在会计实务中面临的问题；另一

方面能够渐进地推进中式单式会计的现代化，沟通

中西会计，加快先进会计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这

是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浙商改革会计核算技

术实践中的体现，浙商不一味地强调西方复式会计

的科学性，而是立足于广大华商仍使用记账程序混

乱、无法精确计算损益的中式单式会计方法且积习

难改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徐图发展的改良策略。

2. 浙商改良企业会计核算的方法。以徐永祚为

代表的浙商提出从三个方面进行改进：①采用账簿

分割法变化中式账簿组织；②采用统辖记账法改良

中式会计记账方法；③定期编制四柱结算表取代西

方会计的平衡结算法。以上观点都是建立在肯定中

式会计有可取之处的基础上的，因此浙江派的思路

是参照西方会计理论，对中式会计加以部分的改进，

而不是如江苏派所主张的改弦易辙，完全弃中式会

计不用的“拿来主义”。浙江派的代表人物徐永祚曾

提到 1924 ~ 1926年间他在与工商企业广泛接触和

对使用中式簿记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后转变了思

想，由之前主张完全用西式会计转变为用西式会计

改良中式会计。浙商草根文化的特性使他们能够切

实体会到中小商号在现代化进程中希望改进现有落

后的中式单式会计，却又苦于无从驾驭先进的复式

借贷会计方法，因此会计改良思想正切合了中小商

号的热切期望，之后他们以改良的方法为企业设计

会计制度，并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洲药房、中华

书局等华商企业中取得成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商的会计改良思想及实

践推进了原本使用单式会计方法的中小企业的会计

核算水平，那么这一时期钱庄与银行这类原本使用

2017.18 财会月刊·83·□



中式复式会计记账、核算水平较高的行业，其会计核

算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浙商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

用呢？

三、浙商与近代中国银钱业会计核算现代化

要了解浙商在近代中国银钱业的会计核算现代

化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分析近代上海银钱业从业

人员中浙商所占的比重。

1. 浙商在上海钱庄的从业情况。钱庄是中国传

统的金融行业，清末民初钱庄仍在鼎盛时期，浙商在

上海钱庄业中占据绝对优势。对此可以分别从钱庄

股东和钱庄经理两方面进行分析。从钱庄股东的籍

贯来看，当时上海有9个较大的钱庄家族集团，分别

是宁波秦家，镇海方家、李家和叶家，慈溪董家，湖州

许家，苏州程家，洞庭山严家和万家。在这 9个家族

集团中浙商股东有6家，占66.67%。如果说浙商股东

在钱庄家族集团中仅占微弱优势，那么从钱庄经理

的籍贯来看，浙商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近代中国钱

庄帮派的划分并不是以股东的地籍而是以经理的籍

贯为标志的。详细数据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在20世
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浙商钱庄始终在上海各钱庄总数

中占据72%以上的比重，一直具有绝对优势。

浙江籍钱庄经理不仅在钱庄任职，也直接投资

于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而提到上海的钱庄，不

得不提到秦润卿。秦润卿祖籍宁波慈溪县，自 1917
年起担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1920年被选为上海

钱业公会会长后连任 7届，担任钱业公会会长一职

达 15年之久。因此有学者评价“在 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上海金融界，秦润卿几乎等同于钱业公会”。

2. 浙商秦润卿与近代上海钱庄业会计核算现

代化。在上海众多的钱庄中，福康、福源及顺康三大

钱庄的经营能力名列前茅，秦润卿是福源钱庄的总

经理，同时担任福康和顺康的监理。秦润卿具有浙商

的机警、胆识及独特的眼光，他率先意识到改善钱庄

经营管理方法和改革会计核算方法的必要性。早在

1926年会计学界还没有对会计改良和改革问题展

开讨论时秦润卿就撰文指出：“今吾钱业商业发达之

结果，收付既增，账务之繁，较之三十年前，不啻增加

十倍，势不能拘守陈法，绝不变通，莫若参酌新旧，融

合比较，撷其所长，舍弃所短，定为折衷之办法”。因

此他对钱庄会计技术提出了六点改良建议，目的是

在保持现有记账体系不变的情况下，结合西方会计

原理对钱庄账簿进行局部调整，是一种会计改良思

想。而到了1936年秦润卿领导的福源钱庄率先完成

了会计现代化转型，由之前的改良的中式会计方法

演进到完全使用西方会计核算体系，当年年终决算

时便停止编制中式红账，而代之以西式三大会计报

表。接着顺康与福康钱庄也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
完成了全部会计革新。不仅如此，秦润卿作为钱庄业

的领袖，还力图推进整个钱庄业会计的革新。在其担

任钱业公会会长期间，公会不仅聘请了会计专家石

祥和为钱庄业拟定了会计科目及账簿名称，并要求

各在会钱庄于 1937年元月起改用西式会计方法进

行会计核算。可见，秦润卿对于钱庄业的会计革新观

念经历了最初力图用西方会计原理改良中式会计技

术，最后转变为主张完全采用西式会计方法进行核

算的过程。

在大力推进钱庄业会计革新的同时，秦润卿还

推动了钱庄业会计信息公开。早在 1921年，秦润卿

在《钱业月报》发刊词中就倡导各钱庄“破除成见，每

至年终，将资产负债表、营业损益表从实报告公会，

登诸月报，以表示过去事实，决定未来方针”。因此，

1936年福源钱庄完成会计核算体系改革后，秦润卿

委托注册会计师对福源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且在

《钱业月报》中予以公布，彰显了福源钱庄良好的

社会信用。不仅破除了传统商人认为“看账如抄家”

的错误观念，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注册会计师职业的

发展。

正是这种锐意进取的浙商精神，使钱庄业较早

地制定出了行业统一的会计制度，采用了更加科学

的西方复式记账体系，编制了统一的钱庄会计科目，

而且规范了钱庄业会计报表的格式及种类，实现了

钱庄业会计核算的现代化。

革新会计技术、聘用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秦润

卿在三大钱庄施行的会计现代化，突破了中国传统

商人不重视会计核算以及视注册会计师职业为不祥

之物的错误认识，无疑十分符合熊彼特对于企业家

浙商钱庄

苏商钱庄

上海钱庄

其他

合计

1921年

家
数

54
7
7
1
69

百分
比（%）
78.3
10.1
10.1
1.5
100

1932年

家
数

52
18
1
1
72

百分
比（%）
72.2
25
1.4
1.4
100

1933年

家
数

53
11
3
5
72

百分
比（%）
73.6
15.3
4.2
6.9
100

1935年

家
数

43
9
3
0
55

百分
比（%）
78.2
16.4
5.4
0

100

表 1 上海各钱庄中各帮派钱庄的家数及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魏友棐《十年以来上海钱庄实业之变
迁》、《钱业月报》（1933年 1月 15日）及秦润卿《五十年来
上海钱庄业之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7年版）
相关资料，计算得到上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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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即企业家是打破现有秩序和市场均衡的创

新者。如果说上文提及的浙商徐永祚对西方复式会

计的中国化属于理论界的创新，那么秦润卿在钱庄

业率先改变会计核算方法及聘用注册会计师进行审

计则是实务界的创新。这一创新加速了西方会计技

术在钱庄业的扩散速度，因为秦润卿具有宽广的社

会关系网，同时他也是各种信息的集聚点。他的社会

关系网络除亲缘关系外，主要是因业缘和地缘建立

的，由此以秦润卿为社会网络中心点，其他钱庄中的

浙商与其建立起了联系，同时也各自建立起了联系，

形成了稳定的人际关系渠道，而人际关系渠道既提

供了会计信息的双向交流，也促成了个体形成或改

变强硬观念。钱庄业人际关系渠道的形成首先得益

于钱庄业较早地建立起了行业公会，为浙商交流会

计技术等信息提供了空间。其次，钱业公会出版的

《钱业月报》为各钱庄之间、钱庄与其他行业之间、钱

庄与其投资者之间交流信息提供了稳定的平台。再

次，秦润卿任职的三大钱庄的表率作用，促成了钱庄

间科学会计核算方法的传播，使那些持观望态度的

钱庄迅速认识到现代化会计技术的好处，并将这一

观点固化为“强硬观念”，支撑其革新各自钱庄的会

计核算技术。总之，在钱庄业会计革新中以秦润卿为

代表的浙商们有效地利用了其社会网络资源，促进

了西方会计技术在钱庄业的快速传播。而作为现代

姓名

陈笙郊
（圣郊）

谢纶辉

胡稑芗

秦润卿

楼恂如

林莲荪

李济生

孙衡甫

刘鸿生

李咏裳

谢韬甫

李寿山

裴云卿

俞佐廷

胡熙生

赵文焕

盛筱珊

徐伯熊

胡涤生

田子馨

田祈原

胡莼芗

沈景梁

谢光甫

籍贯

上虞

余姚

余姚

慈溪

鄞县

慈溪

上虞

慈溪

定海

镇海

余姚

慈溪

上虞

镇海

余姚

镇海

慈溪

慈溪

上虞

上虞

上虞

余姚

余姚

余姚

钱庄任职情况

咸康钱庄经理、钱业董事、承裕钱庄合伙人

承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恒祥、怡大、同余、
聚康等钱庄合伙人

兆丰钱庄经理、钱业董事、信孚钱庄股东

福源钱庄经理，钱业董事，鸿祥钱庄合伙人，
福康钱庄总经理，福源、福康、顺康、鸿祥四钱
庄董事，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

敦余泰记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立余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永丰钱庄经理，滋丰、和丰等钱庄合伙人

益昌、成丰、恒隆、恒赉、信裕等钱庄合伙人

五丰、志裕、义昌等钱庄合伙人

渭源、敦余等钱庄合伙人

承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顺康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同春、同润钱庄经理，钱业委员

恒巽钱庄合伙人兼经理、钱业委员

怡大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安康钱庄经理、钱业委员

賡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益昌钱庄经理

信孚钱庄经理

义生钱庄经理

永丰钱庄经理、钱业董事

信孚钱庄经理

宝丰钱庄经理、钱业委员

聚康、同余等钱庄合伙人

银行任职情况

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华经理

中国通商银行第二任华经理

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副经理

中国恳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上海
市银行理事、中央银行监事

中华劝工银行经理

中华银行第一任经理

浦东银行董事、中和银行监察人

四明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浙江商业
银行董事

中国企业银行董事长

恒利银行董事长、劝工银行董事

中和银行董事长

交通银行董事、永亨银行董事

绸业、浦东、太平等银行董事，中一信托公司董事

大中、至中、两浙、浙江建业、惠中、四明、大来、江海、
国泰、统原等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监察人

绸业银行董事

煤业银行董事

中和银行董事

民孚、江海、江浙、国泰等银行董事，统原银行监察人

信通银行董事

中一信托公司董事

中一信托公司董事

中一信托公司董事

中一信托公司董事

中国通商银行经理

表 2 钱庄业与银行业人事关系

资料来源：钱庄与银行任职情况根据《上海钱庄史料》整理而得，籍贯根据陶水木、孙善根等的研究及《宁波金融
志》、镇海新闻网刊载宁波帮博物馆文史实物等资料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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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主体——银行，其会计技术的演进路径是

否与钱庄业相同？浙商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3. 浙商与近代上海银行业会计核算现代化。近

代中国银行业中最著名的是“南三行”与“北四行”，

即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及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在南三

行中，由浙商创办的有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

行。除此以外，还有浙商虞洽卿等人创办的四明商业

银行。另外一些银行则由钱庄改制而来或是聘请钱

庄经理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表 2即是近代上海钱

庄与银行的人事互通统计。

从表 2的不完全统计中可以看出，前后至少有

24位浙商同时在钱庄业和银行业供职。他们是旧式

金融机构钱庄的合伙人、经理，同时也是新式金融机

构的经理、董事或监察人。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钱庄

学徒出身，熟悉钱庄会计核算体系。19世纪末、20世
纪初银行业在中国初兴时，银钱两业存在广泛的人

事互通，钱庄不仅为银行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开办

资本，也输送了大量的金融及会计人才。表2的统计

中共有 6位浙商，如：秦润卿、李济生、孙衡甫、刘鸿

生、李咏裳、俞佐廷同为钱庄和银行的投资者。由此，

浙商在钱庄业形成的稳定的人际关系渠道被顺利地

扩展到了银行业。

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

1897年，浙商陈笙郊、谢纶辉父子及傅筱庵曾先后

任其华经理一职，其内部组织及业务规范均效仿汇

丰银行建立，但其会计制度仍“沿用旧式日流、总清、

分清诸册，并以四柱清册作为资产负债及损失利益

之全部记载”，可见新式金融机构在成立初期仍采用

钱庄业的会计核算方法。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钱

业会计核算体系逐渐不能适应银行业务日益增长的

现实，因此1929年中国通商银行便改用了西方借贷

会计方法，当年就按照西方会计方法编制各类会计

报告。通商银行的会计改革开展得迅速且十分顺利，

其会计改革耗费的时间也较其他行业少很多。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的会计核算改革也经历了与通

商银行相同的路径，即开业初期采用钱庄会计核算

技术，到 20世纪 20年代左右，采用了西式会计核算

方法而放弃了钱庄会计记账体系。本文认为在20世
纪20年代前，由于西方会计理论没有在中国广泛传

播，因此近代中国银行业会计技术的选择域中只有

中式单式会计和中式复式会计技术。后者的记账原

理和记账体系都较为先进，因此银行初兴时仍使用

钱庄业的复式会计技术。会计学者如潘序伦、徐永祚

等的大力宣传以及金融实务界人士如秦润卿、谢霖

等人的推广，促进了西式会计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

播与扩散，采用西方会计技术的性价比显著提高，因

此在国民政府执政期间，银行业逐渐淘汰了中式复

式核算体系，转而完全采用西方复式核算方法。据郭

道扬（1988）统计，“一百多家民族资本主义银行几乎

全部采用了（西方）复式簿记”。另外一些较晚设立的

银行，一开始营业就采用了西式会计方法。

因此，从会计技术的传播角度分析，在银行业初

兴时，钱庄业聚集着当时中国先进的会计核算方法

及会计人才，浙商的作用是推进“银行的钱庄化”，会

计人才及会计核算方法从钱庄业流向银行业。一般

而言，会计核算方法及会计人才在不同行业间流动

是存在一定的壁垒及信息不对称的。但是近代银钱

两业存在着广泛的人事互通，打破了钱庄业与银行

业之间的行业壁垒，消除了先进会计核算方法在钱

庄业与银行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而能够实现会

计技术迅速在两个行业之间扩散，形成了银钱两业

都使用钱庄会计核算技术的均衡结果，提高了银行

业建立初期的会计核算水平。

但这一均衡因随后银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被打

破，此时钱庄的会计核算体系已显现出对快速发展

的银行业的种种掣肘。自 20世纪 20年代开始，西方

会计逐渐通过各种渠道被引进并最终为部分精英群

体掌握，因此银行业转而从国内大学商科、银行学校

及高等中学的毕业生中选用职员。于是银行业此时

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会计核算方法及会计人

才。在中国金融业现代化进程中，身处钱庄的浙商深

刻地感受到钱庄业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与时俱进地

实现“钱庄的银行化”，此时钱庄业强烈地需要现代

会计核算方法来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仍是

浙商在钱庄业与银行业同时任职这一原因，打破了

两业之间会计核算技术的不对称，因而银行业先进

的会计核算方法能够较为顺畅地传递到钱庄业，再

次实现了先进会计核算技术在银行业与钱庄业之间

的均衡，只是此时的均衡结果是稳定在西方会计核

算技术上。由此近代中国银钱业会计技术的传播路

径由此前从钱庄业流向银行业，演化为从银行业回

流到钱庄业。

四、结论

在现代化进程中会计理论界的浙商从主张西式

会计改革转变为实践改良中式会计方案，而金融实

务界的浙商则经历了从改良中式会计到完全采用西

式会计的变化。浙商提出的会计观点以及他们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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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使用的会计方法都是与浙商文化的特质密切相

关的。

第一，浙商文化中的“草根”特性使浙商能够审

时度势地调整会计思想及会计核算技术。会计理论

界的浙商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中国广大中小商号想要

改进现有的会计核算方法但苦于无从了解先进会计

理论的难处，因此他们改变了之前用西式会计革新

企业会计核算体系的想法，最终立足于中式单式簿

记的改良。而金融实务界的浙商会计革新的起点是

中式复式簿记，他们在提升自身实力的过程中以提

高管理效率为契机，不断改进会计核算技术，近代金

融行业的会计核算技术从改良中式复式会计逐渐演

化为完全采用西方复式会计。

第二，浙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使得理论界及实

务界的浙商都能勇于突破传统，同时摈弃“拿来主

义”。会计理论界的浙商是温和的改良派，他们主张

利用西方会计理论对中式会计加以改进，是一种理

论的创新。这种创新观点是充分了解当时中国的国

情及社会环境后的产物，摒弃了片面强调西方会计

的“科学性”而忽略中国当时不具备推行西方会计技

术的制度环境的做法，这种对西方会计方法的“中国

化”改造，加快了西方会计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速度。

而金融行业的浙商也并未圄于新旧金融组织之间与

新旧会计方法之间的界限，而是审时度势地选择适

合的会计核算技术。现代金融组织在成立时及其营

运期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使用旧式会计方法，这既是

浙商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妥协，也是他们在

经营现代金融组织时管理上的创新。这说明在现代

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金融组织以及会计核算方

法之间绝不是以势不两立的状态存在的，浙商在其

中起到了沟通两者的作用，因此现代与传统以一种

共生共存的互补状态存在。具体到浙商群体，他们身

上既有传统经济及社会的深刻烙印，同时也不断吸

收西方理论并将其内化，最终发展成为浙商独特的

经营管理理念及商业处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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