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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雾霾天气经

常出现，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生活面临着极

大的威胁。环保部对大气污染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调

查，发现工业大气污染是大气污染最主要的原因，这

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

系。面对环境污染压力的不断增加，我国从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以及环境污染管制方面着手，在工业大气

污染治理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先后颁布了《国

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法》、《关

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国内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很

多学者的理论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

果的。现阶段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主题主

要有两个：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对企业经营产生的

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管制强度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的影响。由于各学者的理论基础不同以及研究时

采用的样本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

此，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样本量和时间跨

度，进一步从环境管制强度的角度分析大气污染行

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Longstreth、Rosenbloom（1973）的研究表明，有

57.4%的机构投资者会在投资决策中考虑被投资对

象的环境责任情况。Wilmshurst、Forst（2000）通过对

澳大利亚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研究发现，对环境会计

信息的需求存在着多元性。Solomon（2006）分析了

英国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发现

投资者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很高。在国外研究中，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解释：决策有用观（Beams、Fertig，1971）认为环境

会计信息有利于外部投资者经济决策的制定；受托

责任观（Adams，2002）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降低外部压力、提升企业形象的

必然选择；利益相关者管理（Moerman、Lean，2005）
认为企业通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利益相关者进行

管理；新制度经济学（Laine，2009）则认为企业通过

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来保持企业的外部合法性，

降低企业的外部压力。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和其产生的市场反应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的观点

不同。Belkaoui（1976）、Bowman（1978）的研究表明，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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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短暂。Nike、Janice（2006）同
样也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会短暂地促进公

司股票价格的上升。但是，Freedman（1992）认为企业

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的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

系。此外，Andreas（2007）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并不能

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即企业的股价市场回报率与

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

系。但是总体来看，认为两者之间具有正向关系的学

者较多。对于外部环境管制强度对环境会计信息与

其产生的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作用，Pattern（1991）
研究发现环境敏感型企业迫于外部监管压力和制度

压力更倾向于自愿提供企业环境会计信息。Neegan
（2000）认为外界管制强度越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的质量越高。Frost（2007）认为当政府出台了新的环

境法律法规后，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比

之前显著提高。

（二）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和动机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从合法性动因角度出发的。王丽彦、尹春艳

（1998）发现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是由

于外部法律法规的压力，极少是由于社会责任方面

的压力。王建明（2008）分析了企业承受的外部制度

压力与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

沈洪涛、冯杰（2012）也认为，外界社会舆论压力以及

环境合法性压力会促使企业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的质量。除了从合法性动因角度来分析企业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的需求和动机，还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

角度（孟凡利，1999）、受托责任观角度（王锐、于志

鹏，2004）、决策有用观角度对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

需求和动机进行了研究。

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其市场反应之间

的关系，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也分为三种情况。韩海

文、张宏婧（2009）以深圳 17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

行研究，验证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收益

率的正向影响。张淑惠、史玄玄、文雷（2011）也认为

环境会计信息能够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此

外，从信号传递理论及合法性理论角度出发，沈洪

涛、黄珍、郭肪汝（2014）实证研究了企业自愿披露环

境会计信息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倒U型关系，质量较

高和质量较低的环境会计信息都会导致较高的企业

业绩。然而，余雯（2010）以109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

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绩效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

产生负向影响。此外，胡华夏、胡东（2008）和蒋麟凤

（2010）则认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与企业股

票价值或者市场价值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针对

环境管制强度的作用，万军（2003）认为当面临更大

的外部环境监管压力时，对环境比较敏感的企业所

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会更高。毕茜、彭钰、左

永彦（2012）认为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发布和实施会

促进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国外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比较成熟，对

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其产生的市场反

应，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大部分研究都

认为环境管制强度会促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其市

场反应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对国外研究的进一步完

善。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以及各个学者研究时所选

取的样本不同，虽然环境管制强度对企业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的反应之间的促进作用得到了

普遍认同，但是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资本市场

反应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环境会计信息也越来越受到企业利益相关者

的关注，成为继财务会计信息外衡量企业经营状况

的另一重要工具，被企业利益相关者所使用。部分投

资者会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考虑，在制定投资决

策时，不仅仅会考虑该企业的财务表现，还会考虑其

环保表现。他们认为，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是传

递企业环保行为的信号，可以帮助他们判断该企业

可能承担的监管成本，进而帮助他们做出有效的投

资决策。

此外，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效的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会改变企业投资者的认知心理，质量较

高的环境会计信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健康稳定

的发展趋势，较小的投资风险会增强企业投资者的

投资信心，改变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

价值。目前，我国采用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方式，有些企业管理者由于某些自利性因

素，或是为了达到企业的目标，通过自愿披露环境会

计信息去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使得在企业披露的

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情况下，环保效益好的企

业的价值被低估。一旦企业能够通过提高披露的环

境会计信息质量使自身区别于其他环境会计信息质

量较低的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会通过他们所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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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环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来判断是否采取相

关的投资决策，最终通过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展

现出来。因此，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越

高，投资者对该企业的信心越足，投资的规模越大，

从而该企业的股票市场收益率越高。由于大气污染

问题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本文选取了几个特定的

大气污染行业进行大样本和大时间跨度研究。基于

此，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在大气污染行业中，企业的环境会计信

息披露质量对股票市场收益率有正向影响。

从 2003年开始，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有关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说明不论是大众还是政

府都开始重视环境信息的披露，而企业也面临越

来越严格的环境监管。从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

动机来看，如果不存在相关环境管制，企业一般不

会主动去披露其环境污染或治理的相关信息。正是

因为外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和监管力度加大，所

以环境敏感型企业污染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

大，主动披露相关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帮助企业规避

外部监管带来的或有环境负债，而且它们披露的环

境会计信息的质量比非敏感型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

信息的质量要更高。外部信息使用者所接收到的环

境会计信息可能存在与企业真实环境会计信息不一

致的情况，这种不对称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响

投资者使用这些信息的效率，使其无法做出正确的

经济决策。而外部环境管制的加强能提高企业披露

环境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带

来的成本损失，将环境效益良好的企业与环境效益

低下的企业区分开来，帮助投资者更加清晰地区别

不同质量的环境会计信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进

而影响其股票市场收益率。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

设2：
假设2：在大气污染行业中，环境管制强度能促

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空气污染治理行业分析报

告，电力热力的生产及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三个行业的污染排

放情况会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因此，本文按照《2015
年2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从中筛选出2008
~ 2015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D44）、黑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0）
的165家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作

为初始样本。本文数据选自国泰安数据库、沪深两大

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巨潮资讯网，通过筛选，共得到

433份有效研究数据。

（二）研究变量

1. 市场收益率（RET）。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

现，被用来衡量环境会计信息的市场反应的指标包

括股票价格（陈玉清、马丽丽，2008）、盈余反应系数

（朱松，2011）、股票投资回报率（沈洪涛、杨熠，2008）
等。但是综合考虑我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特殊性

以及数据获取的有效性，本文采用沈洪涛（2008）的
方法，用股票投资回报率来解释市场对环境会计信

息披露的反应，即用企业从披露年报和社会责任报

告当年 5月至次年 4月的现金红利再投资的个股累

计回报率来衡量投资者的决策情况。

2.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EDI）。目前还没有

统一规范的体系来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具

体量化，大多数学者如王建明（2008），毕茜、彭钰、

左永彦（2011），沈洪涛、冯杰（2012）等，使用内容分

析法通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EDI）来对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衡量。借鉴王建明（2008）设
计的环境会计信息评分表，本文从相关性、可靠性、

可比性、充分披露和明晰性五个方面对企业的环境

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评分。然后，将每个方面的得分

进行汇总。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直接进行加总的

方法来构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具体计算过程

如下：

EDI=∑
i = 1

22
EDIi

其中，EDIi表示该企业第 i个具体指标的得分。

3. 环境管制强度（ERS）。国内外衡量环境管制

强度的方法包括定性描述指标、综合指数型指标和

成本型指标，其中最后一种指标使用得最广泛。成本

型指标又分为单位工业总产值所负担的污染减排成

本、单位总成本所负担的污染减排成本和单位就业

人数所负担的污染减排成本。傅京燕、李丽莎（2010）
选择用二氧化硫去除率、烟尘去除率、粉尘去除率、

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考量污

染物排放情况。本文从污染治理投入和污染排放的

角度出发，采用王勇、李建明（2015）的环境管制强度

修正模型来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这样可

以规避因数据缺失或没有可比性带来的潜在问题。

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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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SIst
TEst

=

Ist -It∑
j
SEsjt

SEsjt=Esjt/Ejt

其中，SIst表示无量纲化的 t年内 s行业的工业污

染治理支出，TEst是 s行业 t 年各种污染物排放的综

合污染排放的加总水平。Ist表示 t 年 s 行业工业污染

治理的所有费用，It 表示 t 年全国各个工业行业的

工业污染治理投入总和的均值。SEsjt 表示无量纲化

后 t年中 s行业的 j种工业污染物排放。Esjt是 t年 s行
业 j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Ejt是 t年中各个行业 j
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均值。

4.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本文选择了如下变量作为可能影响股票市场收

益率的因素，具体包括：会计盈余（EPS）、会计盈余

波动（△EPS）、系统风险（β）、财务杠杆系数（DFL）、
公司成长性（GROWTH）、公司规模（SIZE）。

（三）研究模型

综合已有文献及本文的研究，采取多变量回归

模型来进行假设检验。为检验假设1，构建模型1：
P=α0+α1EDI+α2EPS+α3△EPS+α4β+α5SIZE+

α6GROWTH+α7DFL+ε

模型1主要是为了检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EDI）与市场收益率（RET）之间的关系，其中考虑

了会计盈余（EPS）、会计盈余波动（△EPS）、系统风

险（β）、财务杠杆系数（DFL）、公司成长性（GROWTH）

和公司规模（SIZE）可能会对市场收益率（RET）造
成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2，构建模型2：
P=α0+α1EDI+α2ERS+α3EDI×ERS+α4EPS+

α5△EPS+α6β+α7SIZE+α8GROWTH+α9DFL+ε
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了调节变量环境

管制强度（ERS），检验调节变量环境管制强度（ERS）
的加入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EDI）与市场收益

率（RET）之间关系的影响。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内容评分法对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进行

打分。从样本来看，2010 ~ 2015年，环境会计信息质

量总分分别为542分、698分、717分、841分、870分、

902分，按年逐渐增加。这初步表明企业对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的情况越来越重视。2012年以来，环保局

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监管政

策，环境管制的强度明显加大，因此，为了研究的准

确性，本文将 2010 ~ 2012 年的样本分为一组，将

2013 ~ 2015年的样本分为另一组，进行描述性统计

比较分析，如表2和表3所示。

从表 2、表 3可以看出，2010 ~ 2012年的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指数的均值为9.843、方差为3.534，环境

管制强度的均值为 0.942、方差为 0.297。2013 ~ 2015
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的均值为 11.03、方差为

3.755，环境管制强度的均值为 1.045、方差为 0.427。
两组样本的方差相差不大，但是最大值和最小值之

间的差距很大，这说明不同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

息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别，有的很好，有的很差。此外，

TEst =∑
j
SEsjt

变量

EDI
ERS

样本量

221
221

均值

11.03
1.045

方差

3.755
0.427

最小值

3
0.374

最大值

22
1.67

中位数

11
1.072

变量

EDI

ERS

样本量

212

212

均值

9.843

0.942

方差

3.534

0.297

最小值

3

0.356

最大值

21

1.379

中位数

10

1.031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股票市场
收益率

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
指数

环境管制
强度

会计盈余

会计盈余
波动

系统风险

成长性

财务杠杆

公司规模

变量符号

RET

EDI

ERS

EPS

△EPS

β

GROWTH

DFL
SIZE

变量定义

当年 5 月至次年 4 月的
个股累计收益率

EDI=∑
i = 1

22
EDIi

ERS=
SIst
TEst

=

Ist -It∑
j
SEsjt

每股净收益/股价

当年的EPS-上年的EPS

前复权的周收益率对上
证A股指数收益率的回
归系数

1-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表 1 研究变量

表 2 2010 ~ 2012年EDI、ERS描述性统计

表 3 2013 ~ 2015年EDI、ERS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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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2015年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和环境管制强度的

均值都要比 2010 ~ 2012年的均值高，这也基本上印

证了前人的观点，即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会随着环

境管制强度的增大而提高。

表 4是其他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情况，其

中市场收益率的均值为0.013，方差为0.298，并且其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459和 0.748，差距很大，

说明外部信息使用者受到不同质量的环境会计信息

的影响后，做出的经济决策的差别很大，通过企业股

票回报率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环境会计信息质量的

均值是 10.43，方差是 3.592，最小值为 4，最大值为

18，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很大，说明不同企业

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主动性和实质性内容之间存在

很大差异，方差达到3.592也说明不同企业披露环境

会计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环境管制强度的均值是

0.995，方差是0.384，最小值是0.356，最大值是1.67，
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可以解释为：外部监管

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力度和强度是不一样的。

（二）Pearson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检

验，检验结果见表 5。其中，股票市场收益率与公司

规模和财务杠杆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与环境管制强度、会计盈余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公司规模在 10%的水平上

显著相关，环境管制强度与系统风险、公司规模在

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与财务杠杆在 5%的水平上

显著相关。所有的相关系数都小于 0.8，在回归时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本文还对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指数和环境管制强度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并

通过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可以对变量之间的具体

关系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

1. 股票市场收益率和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回归

分析。本文利用 Stata 2.0对模型 1中被解释变量、解

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6。调整后的R2为 45.2%，即环境会计

信息披露指数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可以在 45.2%的程

度上解释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化。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指数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系数为0.0089，t值
为3.022，说明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

与股票市场收益率正相关，即当企业披露的环境会

计信息的质量越高，外部信息利用者对企业的信心

就越高，这就使得企业的市场价值得到提升。此外，

从表6中还能看出，股票市场收益率在5%的显著水

平上与会计盈余正相关，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公司

规模负相关，t值分别为2.011和-4.604。但是总体上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的引入并没有改变控制变量

对企业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指数正向影响股票市场收益率，假设1得到了验证。

RET

EDI

ERS

EPS

△EPS

β
SIZE

GROWTH

DFL

RET

1

0.0481

-0.0703

0.0061

0.0489

-0.0491

-0.205∗∗∗

0.0059

-0.112∗∗

EDI

1

0.242∗∗∗

0.156∗∗∗

0.0550

-0.0701

0.092∗

-0.0079

-0.0448

ERS

1

-0.0251

0.0541

-0.299∗∗∗

0.165∗∗∗

-0.0391

0.101∗∗

EPS

1

0.678∗∗∗

0.0271

0.101∗∗

0.252∗∗∗

-0.135∗∗∗

△EPS

1

-0.082∗

0.0281

0.276∗∗∗

0.093∗

β

1

-0.335∗∗∗

-0.116∗∗

-0.091∗

SIZE

1

0.054

0.152∗∗∗

GROWTH

1

-0.082∗

DFL

1

表 5 相关系数矩阵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变量

RET

EDI

ERS

EPS

△EPS

β
SIZE

GROWTH

DFL

样本量

433

433

433

433

433

433

433

433

433

均值

0.013

10.43

0.995

0.036

0.004

1.103

23.1

0.094

2.553

方差

0.298

3.592

0.384

0.054

0.064

0.228

1.422

0.207

2.769

最小值

-0.459

4

0.356

-0.144

-0.195

0.65

20.42

-0.475

0.063

最大值

0.748

18

1.67

0.169

0.189

1.598

25.93

0.527

13.35

中位数

-0.027

10

1.031

0.036

0.003

1.104

23.14

0.110

1.503

表 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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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票市场收益率、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和环境

管制强度回归分析。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

环境管制强度以及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和环境管

制强度的交乘项来解释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 7。调整后的R2为 46.6%，即环境会

计信息披露指数、环境管制强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可以在 46.6%的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

化。其中，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与环境管制强度的

交乘项在5%的显著水平上与市场收益率正相关，说

明环境管制强度促进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数对股

票市场收益率的正向作用。即环境管制越强，企业披

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投资者认为信息的可

靠性越高，其投资的信心越强，最终使得股票市场收

益率提高。由此，假设2得到了验证。

3. 年度分组多元回归比较分析。根据前文对样

本的分组，将 2008 ~ 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1，将
2012 ~ 201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 2，对这两组样本数

据按照模型 1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假

设 2进行检验，分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

其中，样本 1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在 10%的显著水

平上与股票市场收益率正相关，而在样本 2中显著

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股

票市场收益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为了对两

者进行更好的比较，文本进行了 chow检验，F统计

量的值为 1.89，其临界概率小于 0.5，均通过了等价

性检验。由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2012 ~ 2015年
环境管制强度的均值是1.045，2008 ~ 2011年环境管

制强度的均值是 0.942，即样本 2的环境管制强度比

样本1要强。因此，环境管制强度会正向促进企业环

境会计信息质量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假

设2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由于采用内容评分法对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进行

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避免这种主观性对研

究结果造成影响，本文采用王建明（2008）设计的权

数重新对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进行衡量，对模型 1和
模型 2进行稳健性检验。综合稳健性检验结果和之

前对模型1和模型2以及年度分组分析结果，发现稳

健性检验结果和之前的结果保持一致，假设 1和假

设2得到了验证。

变量

EDI

EPS

△EPS

β
SIZE

GROWTH

DFL

_cons

YEAR

N

调整后R2

系数

0.0089∗∗∗
0.286∗∗
0.0571

-0.0381

-0.0384∗∗∗
0.0183

0.000701

0.788∗∗∗
control

433

0.452

t值

3.022

2.011

0.556

-0.771

-4.604

0.481

1.572

3.565

p值

0.003

0.044

0.580

0.441

0.000

0.635

0.117

0.000

VIF

1.09

2.27

2.23

1.28

1.26

1.29

1.16

变量

EDI

ERS

EDI×ERS

EPS

△EPS

β
SIZE

GROWTH

DFL

_cons

YEAR

N

调整后R2

系数

0.00852∗∗∗

0.00548

0.0155∗∗

0.241∗

0.1278

-0.0592

-0.0385∗∗∗

0.0179

0.00534

0.935∗∗∗

control

433

0.466

t值

2.845

0.188

2.033

1.685

1.124

-1.177

-4.654

-0.335

-1.431

4.368

p值

0.005

0.849

0.044

0.091

0.263

0.241

0.000

0.740

0.156

VIF

1.20

1.32

1.06

2.30

2.24

1.38

1.33

1.31

1.19

表 6 模型1多元回归分析 表 7 模型2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EDI

EPS

△EPS

β
SIZE

GROWTH

DFL

_cons

YEAR

N

调整后R2

chow

样本1

系数

0.00846∗

-0.655

0.449

0.157

-0.0546∗∗∗

0.00745

-0.00672∗

0.995∗∗∗

control

212

0.298

1.8939103（0.02911857）

t值

1.664

-1.197

1.246

1.545

-3.93

0.111

-1.963

2.816

样本2

系数

0.0124∗∗∗

0.657∗∗∗

-0.0022

-0.0892∗

-0.0240∗∗∗

0.0516

0.00101∗∗∗

0.216

control

221

0.349

t值

3.482

2.690

-0.013

-1.797

-2.598

1.070

5.626

0.872

表 8 年度分组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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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随着大气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部门、投资

者以及企业管理者治理大气污染的意识也慢慢增

强，然而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与其市场反

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其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着

正向相关关系，而且环境管制强度会促进它们之间

的这种正向相关关系。

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外部信息

使用者对企业的稳健发展信心越足，对企业投资的

认知心理产生好的变化，促使外部信息使用者做出

正向的投资决策，使得企业的股票市场收益率即企

业的市场价值得到提升。

环境管制强度越高，出于合法性动因，企业披

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提高，披露

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此外，环境管制强度的

提高会缓解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

两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使得投资者对接收到的企业

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更加信任，做出相应的经济

决策，最终使得企业的股票市场收益率产生正向的

波动。

（二）对策建议

1. 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企业环

境会计信息披露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直接影

响着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质量。政府应该加强

对企业环境治理各个环节的监管，不仅仅要在环境

被污染后进行，更要在环境被污染前进行污染预测，

在环境被污染的过程中及时进行管制。此外，政府在

严格监管的同时，要对污染治理情况好的企业进行

资金奖励。

2. 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体系。为了增

加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我国应该按

照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对环境会计信息披

露内容进行规范。清晰地给出环境会计资产、环境会

计负债以及环境会计所有者权益等基础性条目的定

义，为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供更加明确的

指引，使得外部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好地使用这些信

息进行投资决策分析。

3. 加强环境会计信息质量控制。为了保证企业

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应该设立专门的

环境内部监管部门对环境会计信息产生的全过程进

行监管，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定期对企业环境污

染情况进行评级。此外，市场上还应设立第三方环境

会计信息的评价机构，进行专业性分析，为投资者提

供相关服务，提高投资决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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