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科技的要求越来

越高，软件开发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与此同时，研发支出的确认、计量及披露对企业财务

报告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6年我国颁

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重新调整了对研发支出

的会计处理政策：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化，

而开发阶段的支出则可以进行有条件的资本化。虽

然新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做了相关

规定，但是对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具体界定却存在着

很大的模糊性，而且“有条件资本化”中“条件”的判

断也存在着很大的灵活性。这种模糊性导致企业管

理层在实务中对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有很大的自主

决定权，因此，研发支出的计量和披露可能与企业的

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二、文献综述

1. 国外研究综述。国外学者对研发支出资本化

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Suzanne
Landry（2003）以 437家研发高度密集型加拿大企业

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当企业拥有研发支出资本化和

费用化的抉择权时，企业会利用这种抉择权进行盈

余管理，以满足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预期或满足债

务契约的条件。Oswald和Zarowin（2007）以英国企

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当采用研发支出完全费用化的

会计处理方式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直接削减研发

投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当采取研发支出有条件资

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时，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调整研

发支出资本化程度进行盈余管理。Defond等（1994）
认为，较低的收益波动可以使投资者认为企业破产

的风险较小，因此他们会更乐意对风险较小的公司

进行投资。企业为了降低自己的融资成本并吸引到

更多的投资，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平滑收益。

2. 国内研究综述。国内亦有学者对研发支出资

本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肖海莲、周美华

（2012）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当实施研

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的会计政策时，企业通过直接削

减研发投入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当实施研发支出

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政策时，企业既可以通过削减

研发投入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又可以利用调整研发

支出资本化程度进行盈余管理。许罡、朱卫东（2010）
以 2007 ~ 2008年沪深两市完整披露了研发信息的

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 2006年颁布了新

《企业会计准则》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资本

化，且研发投入数额越大，资本化的程度也越大；企

业会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的选择进行盈余管

理，以达到避免亏损和平滑收益的目的。

王艳、冯延超和梁莱歆（2011）以深市高科技上

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科技企业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受到债务契约动机和资本市场

动机的影响。和红伟（2014）以2009年深沪两市主板

中研发信息披露较为完整的33家公司为样本，实证

研究得出：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允许研发支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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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条件的资本化后，研发投入强度越大的企业，其

进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动机也越强烈，而且当期研

发投入的强度还会影响到以后期间研发支出资本化

的程度；由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下研发支出资本化

和费用化的界定较为模糊，管理者利用研发支出资

本化程度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也比较大，出于

债务契约动机，管理者极有可能利用研发支出资本

化程度选择来调整资产负债率。

综上所述，我国会计准则对研发支出资本化和

费用化的界定不够清晰明确，而且开发阶段“有条件

资本化”中“条件”的核定弹性较大，赋予了企业管理

层更大的盈余操纵空间，使盈余管理的形式更为多

样化和复杂化。那么，企业管理者是否会利用将研发

支出资本化处理的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呢？本文将

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一系列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如果没有特定的动机，管理层一般会以公平公

正的职业素养和操守经营企业，并会在期末编制一

份客观公允的财务报告，反映本期真实的经营业绩。

但是实务中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企业

管理层难以保持这种公平公正的心态。

许罡等（2010）的研究提到，在上市公司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通

常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导致股东无法详细、准确地了

解公司真实的发展状况和经营业绩。这种情况下股

东只能通过财务报告中的会计指标和财务指标等来

衡量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并依此对管理层进行任职

考核并确定报酬。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会想尽办法美化企业的经营业绩。换言之，基于

报酬契约动机，在盈利情况较好的年度，企业管理层

为了以后期间依然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倾向于降

低本期对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在经营业绩欠佳

的年度，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报酬契约约定的业绩

基准，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基于此，

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 1：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研发支出资本

化程度负相关。

瓦茨·齐默尔曼（2000）提出了负债权益比率假

说：与基于特定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越

紧密，企业管理层就越有可能操控当期盈余。银行、

供应商等债权人为了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往往会对

债务契约设定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对资产负债率、流

动比率等财务指标的限制。企业为了使债务契约成

本最小化，就会进行债务契约动机下的盈余管理，操

控财务指标使其对自身有利。另外，经营风险的大小

是由特定的经营战略决定的，财务风险的大小是由

资本结构决定的。根据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反向

搭配原理，企业需要同时符合权益投资人以及债权

投资人的要求：较高的研发投入会带来较高的经营

风险，为了控制财务风险，企业会选择较为稳定的财

务政策；反之企业研发投入降低之后，会相应提高财

务杠杆，通过杠杆效应来获得盈利机会。许罡、朱卫

东（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与研发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提

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a：出于债务契约动机，上市公司研发支

出资本化程度与资产负债率呈正向变动关系。

假设2b：为了兼顾权益投资人与债权投资人的

利益要求，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与资产负

债率呈反向变动关系。

我国 2001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股票特别转让

处理规则》、《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

施办法》以及 2002 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规定，如果某上市公司连续 2年亏损，就要被

ST；连续 3年亏损，就要被∗ST。可见，避免亏损对上

市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当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很

有可能出现亏损从而被ST或∗ST时，如果能够通过

提高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使其扭亏为盈，显然企业

不会忽视这个机会；同时，对于存在资金缺口的企业

来说，配股意味着其能以较低的成本融入大量的资

金，同时不会提高企业的财务杠杆而加大企业经营

风险，因此，企业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来调整净资产

收益率以契合配股政策，加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以降低当期费用、提高当期利润，进而提高净资产收

益率。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基于资本市场动机，上市公司倾向于将

研发支出资本化以维持上市资格和获得再融资。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

市软件开发行业2013 ~ 2015年300个完整披露研发

支出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2013年
有 73个样本公司数据，2014年有 106个样本公司数

据，2014年有121个样本公司数据。样本公司的财务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为了保证关键数据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一步扩大可观察的样本数量，

部分数据通过查阅企业年报进行手工收集。初步的

数据处理软件为Excel，进一步的数据处理采用的是

SPSS 19.0数据分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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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本文参考 Garen⁃
Markarian等的研究模型，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CAP=α0+α1ROA+α2LEV+α3LOSS+α4SEO+
α5R&D+α6SIZE+α7GROWTH+α8CG+α9STATE
+α10YEAR+ε

（1）被解释变量。本文参照陈晓红（2011）、李晓

东（2014）的研究，定义被解释变量CAP等于企业当

期研发支出资本化总额占资本化前总资产的比值，

用于衡量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ROA用于衡量企业的

盈利能力，本文定义ROA等于剔除资本化影响后

的利润总额除以资本化前的总资产，用于验证假设

1。从报酬契约动机视角看，在盈利情况较好的年度，

企业管理层从自身利益考虑，倾向于降低本期研发

支出的资本化程度，以缓解以后各期的业绩压力；反

之，当经营业绩欠佳时，企业管理层为了实现短期业

绩，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从而美化经营

成果。因此，预期盈利能力指标ROA与研发支出资

本化程度指标CAP负相关。

解释变量LEV为企业资产负债率，等于企业负

债总额除以资本化前的总资产，用于验证假设2。一
方面从债务契约动机的视角看，当资产负债率等财

务指标较高时，企业倾向于加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程

度以增加资产总额，从而降低债务契约成本；另一方

面，根据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的反向搭配原理，研发

力度大的企业经营风险较高，对于权益投资人来说

高经营风险伴随着潜在的高投资收益，但是为了兼

顾债权投资人的利益，企业又不得不降低资产负债

率从而降低财务风险。综上，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CAP与资产负债率LEV的相关关系并不明确，有待

进一步检验。

解释变量 LOSS为避免亏损哑变量，参考许罡

等（2010）的研究，如果企业当期利润总额大于零，且

利润总额减去当期研发支出资本化数额后小于零，

则说明该企业当期存在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避免利

润亏损的现象，此时LOSS取1，否则LOSS取0。解释

变量SEO为再融资哑变量，参照向凯（2004）的研究

结果，定义如果当期ROE处于10% ~ 12%区间时，企

业很可能有再融资的动机，此时SEO取1，否则取0。
解释变量LOSS和SEO用于验证假设3。从资本市场

动机的视角看，上市公司为了填补资金缺口，更愿意

采取再融资这种融资成本较低的方式获取资金，因

此对于有再融资动机的企业来说，很可能会利用研

发支出资本化提高本期利润从而达到再融资条件。

综上，预期 LOSS和 SEO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指

标CAP正相关。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对分析结

果的影响，本文设计如下控制变量：①控制变量

SIZE衡量企业规模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的影响，

用企业资本化前的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替代，本文预

期企业规模 SIZE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指标CAP
正相关。②控制变量R&D衡量企业当期研发投入

强度，等于当期研发支出总额除以当期资本化前的

总资产，预期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与研发投入强度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预期产生同样的

结论。③控制变量GROWTH表示企业的成长性，

以企业价值的倍数来衡量，等于企业市值除以息税

折旧摊销前收入，处于高速成长状态的企业，对研发

更为重视，对研发成果的转化需求更为迫切，本文预

期成长性指标GROWTH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指标CAP正相关。④控制变量CG反映公司治理状

况，以流通股比例来替代，借以衡量外部投资者对公

司治理的制衡，流通股比例越高，外部投资者对管理

层的制约力越大，公司治理变量CG与研发支出资

本化程度CAP的相关关系并不明确，有待进一步实

证检验。⑤控制变量STATE表示是否为国有控股公

司，以研究公司性质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是否有

显著影响，若公司为国有控股，则赋值为 1，否则取

0。本文预期企业性质变量 STATE与研发支出资本

化程度CAP负相关。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效应，

以控制因年度变化对本文结论造成的影响。具体变

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研发

支出资本化程度CAP的均值为 0.94%，极小值为 0，
极大值为 10.09%，这说明样本公司对研发支出的资

本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成功转化为

研究成果的部分占总资产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研

发效果有待提升。样本公司盈利能力ROA的极小

值为-17.87%，极大值为31.48%，说明我国软件开发

行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参差不齐，不同企业的盈

利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行业内尚未实现动态稳定的

整体格局；均值为5.29%，说明我国软件开发行业上

市公司从总体上说是盈利的。样本公司 LOSS 和

SEO的均值分别为 0.06、0.18，说明单从数量上看，

具有避免亏损和再融资动机的样本公司并不占多

数。样本公司规模 SIZE的极大值、极小值和均值的

差异并不大，说明样本公司的整体规模差距并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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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研发投入变量R&D的极大值与极小值差距相

对较大，不过即使是极小值也达到了 0.2%，极大值

达到 26.23%，说明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普遍比较

注重研发投入。企业成长性变量GROWTH的标准

差为 118.21，说明该行业内公司的成长性差异相当

大，成长性最高的公司其市值能达到息税折旧摊销

前收入的近1200倍，可以看出软件开发行业是一个

充满活力与前景的行业。

由表3可知，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29.50%，

从全样本的角度看，低于均值的有137个样本数据，

这说明我国软件行业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资产

负债率并不高。资产负债率LEV的极小值为2.51%，

经查找，该样本公司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为 7%，高于

全样本R&D的均值5.27%，同时该样本公司当期研

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为 3.05%，远高于全样本CAP的

均值0.94%；资产负债率LEV的极大值为81.49%，经

查找，该样本公司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为0.49%，远低

于全样本R&D的均值5.27%，同时该样本公司当期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为 0，低于全样本CAP的均值

0.94%。该结果表明，样本中资产负债率LEV最低的

公司，其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远高于全样本的

平均水平；样本中资产负债率 LEV最高的公司，其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远低于全样本的平均水

平。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2b。
2. 相关性分析。表 4是Pearson相关

性检验和 Spearman相关性检验的结果。

由表 4可以看出，研发支出资本化强度

CAP与盈利能力ROA在 1%的水平上

显著负相关，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1；
与是否扭亏 LOSS、研发投入强度R&D
和公司治理情况CG在 1%的水平上显

著正相关；与公司规模 SIZE在 5%的水

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再融资动机SEO存

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所有变量

之间的 Pearson相关系数绝对值都没有

超过0.5，说明变量之间共线性的概率较

小。进一步对容差和VIF进行分析发现：

除公司治理变量 CG 外，容差值均在

0.63之上，VIF值均不超过 1.59，而公司治理情况并

非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对本

文的回归结果影响并不严重。

3. 回归结果分析。表5的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

拟合优度达到 0.38以上，F值为 16.213，表明模型具

有良好的解释力。回归结果显示，研发支出资本化程

度CAP与盈利能力ROA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

变量
性质

被
解释
变量

解
释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名称

CAP

ROA

LEV

LOSS

SEO

SIZE

R&D

GROWTH

CG

STATE

YEAR

变量衡量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当期研发支出资
本化总额/资本化前总资产

盈利能力=剔除资本化影响后的利润总
额/资本化前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资本化前总资产

避免亏损哑变量，如果企业当期利润总
额大于零，且利润总额减去当期研发支
出资本化金额后小于零，LOSS 取 1；否
则取0

再融资哑变量，如果 ROE 介于 10%～
12%区间内，SEO取1，否则取0
企业规模=资本化前的总资产的自然对
数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总额/资
本化前总资产

企业的成长性=企业市值/息税折旧摊
销前收入

公司治理，以流通股比例来衡量公司治
理情况

是否国有控股哑变量，国有企业为1，其
他企业为0
虚拟变量，用于控制年度效应

CAP
ROA
LEV
LOSS
SEO
SIZE
R&D

GROWTH
CG

STATE
有效的 N

N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极小值

0.0000000000
-0.178741810
0.0251292770

0
0

18.674416
0.0021035036
-399.383970
0.16845620

0
－

极大值

0.1009464900
0.3147854800
0.814862700

1
1

23.514387
0.2623603300
1197.102400
1.0000000

1
－

均值

0.00937682589
0.05290184843
0.29500622178

0.06
0.18

21.27311128
0.0527258932
83.25899086
0.6353090201

0.16
－

标准差

0.0138290684
0.05734360805
0.16380427624

0.244
0.388

0.811264446
0.04060638463
118.211240288
0.25244079402

0.367
－

全样本的均值

LEV为极小值的样本公司

LEV为极大值的样本公司

LEV
29.50%
2.51%
81.49%

R&D
5.27%
7%

0.49%

CAP
0.94%
3.05%

0

表 1 变量定义

表 2 描述性统计

表 3 资产负债率LEV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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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说明在盈利能力高的年度，管理层为了以后期

间依然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更倾向于减少对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在经营业绩

欠佳的年度，管理层为了达到报酬契约约定的业绩

基准，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假设1得
到验证。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资产负债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个结果并没有支持假设

2a，但是假设 2b得到了支持。这说明我国软件开发

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与债务契约动

机并没有很大的关系，更多的是为了兼顾权益投资

人与债权投资人的利益要求。当经营风险增大时，对

于权益投资人来说，较高的经营风险意味着潜在的

高投资收益；对于债权投资人来说，则会加大其收回

本金和利息的风险。为了兼顾债权投资人的利益，上

市公司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以降低资

产负债率，从而控制财务风险。反之，当经营风险

降低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降低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

度以提高资产负债率，从而利用财务杠杆获得盈利

机会。

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扭亏动机LOSS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我国软件开发行业

上市公司在经营状况不佳时，会出于扭亏动机而加

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以维持上市资格；研发支出

资本化程度CAP与再融资动机SEO在5%的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出于

再融资动机而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这个结果

支持了假设3。
在控制变量中，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研

发投入强度R&D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

明研发投入力度大的企业，为了兼顾长期和短期利

益，更倾向于将研发支出资本化，这符合本文的预

期，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呼应。研发支出资本

化程度CAP与企业规模SIZ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可能是因为规模较大的企业发展势头比较迅

猛，对研发的需求比较大，从而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金

额随之增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提高，该结果符合

本文的预期。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企业成长

性GROWTH在 10%的水平上负相关，但相关系数

CAP

ROA

LEV

LOSS

SEO

R&D

SIZE

GROWTH

CG

STATE

CAP

1

-0.280∗∗
-0.062

0.479∗∗
0.016

0.247∗∗
0.125∗
-0.042

0.174∗∗
-0.027

ROA

-0.303∗∗
1

-0.137∗
-0.304∗∗
0.174∗∗
0.153∗∗
0.057

-0.025

-0.270∗∗
-0.203∗∗

LEV

-0.009

-0.159∗∗
1

-0.015

0.050

-0.102∗
0.428∗∗
-0.155∗∗
0.440∗∗
0.443∗∗

LOSS

0.354∗∗
-0.376∗∗
-0.007

1

-0.123∗
0.029

-0.011

0.175∗∗
0.113∗
-0.039

SEO

0.049

0.262∗∗
0.051

-0.123∗
1

0.035

0.022

-0.091

-0.087

-0.019

R&D

0.303∗∗
0.137∗

-0.156∗∗
0.102

0.083

1

0.074

0.015

0.184∗∗
-0.014

SIZE

0.181∗∗
-0.029

0.449∗
-0.006

0.030

0.065

1

-0.159∗∗
0.386∗∗
0.237∗∗

GROWTH

-0.067

-0.176∗∗
-0.180∗∗
0.115∗
-0.094

-0.075

-0.251∗∗
1

-0.168∗∗
-0.150∗∗

CG

0.208∗∗
-0.293∗∗
0.415∗∗
0.120∗
-0.087

0.094

0.394∗∗
-0.189∗∗

1

0.450∗∗

STATE

0.041

-0.198∗∗
0. 428∗∗
-0.039

-0.019

-0.020

0.224∗∗
-0.165∗∗
0.442∗∗

1

模型

（常量）

ROA

LEV

LOSS

SEO

R&D

SIZE

GROWTH

CG

STATE

非标准化系数

B

-0.061∗∗∗

-0.058∗∗∗

-0.012∗∗

0.024∗∗∗

0.004∗∗

0.078∗∗∗

0.003∗∗∗

-1.120E-5∗

0.002

-0.003

标准
误差

0.019

0.013

0.005

0.003

0.002

0.017

0.001

0.000

0.003

0.002

标准
系数

试用
版

-0.239

-0.147

0.416

0.100

0.228

0.191

-0.096

0.041

-0.070

t

-3.130

-4.487

-2.512

8.267

2.100

4.587

3.448

-1.917

0.680

-1.259

Sig.

0.002

0.000

0.013

0.000

0.037

0.000

0.001

0.056

0.497

0.209

共线性
统计量

容差

0.753

0.630

0.847

0.945

0.869

0.699

0.861

0.578

0.701

VIF

1.328

1.587

1.180

1.059

1.151

1.430

1.162

1.730

1.427

表 5 回归结果

注：①被解释变量CAP；②∗∗∗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

著相关，∗∗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10%的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4 相关性分析

注：表格左下为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右上为 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表示在 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表示在5%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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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虽然该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不符，但这可能从某

种程度上说明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在快速成长的

过程中，并未高效地将投入的研发资金转化为研究

成果，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应对这一现象予以重

视。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公司治理状况和公

司是否为国有控股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说明

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和企业性质

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的影响有限，本文的研究内

容有限，并未挖掘到更深层次的结论。

4. 稳健性检验。理论上，基于经营风险与财务

风险的反向搭配原理，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财务杠

杆（资产负债率）成反向变动关系。根据本文已有的

回归结果可知，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

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了更好地证明研发支出

资本化程度CAP与资产负债率LEV之间的相关关

系，本文进一步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 LEV×
R&D作为调节变量，以展开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CAP与研

发投入R&D呈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调节变量

LEV×R&D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

的假设 2b。研发投入越多的公司，其研发支出资本

化程度越高，为了平衡权益投资者和债权投资者的

利益，会控制财务风险，选择较为稳定的财务政策。

其他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软件开发行业2013 ~ 2015
年300个完整披露研发支出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作

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发现：基于报酬契约动机，在

盈利能力高的年度，企业管理层为了以后期间依然

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倾向于降低对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在经营业绩

欠佳的年度，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报酬契约约定的

业绩基准，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在我

国，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资本化程度

与债务契约动机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企业管理

层在做出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的选择时，更多的是

为了兼顾权益投资人与债权投资人的利益要求，当

经营风险增大时，上市公司倾向于提高研发支出的

资本化程度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从而控制财务风险；

当经营风险减小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降低研发支出

的资本化程度以提高资产负债率，从而利用财务杠

杆获得盈利机会。我国软件开发行业上市公司在经

营状况不佳时，出于扭亏动机而倾向于将研发支出

资本化处理，以维持其上市资格；为了更好地实现再

融资条件，公司倾向于加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完善

相关会计政策。一方面，应在政策规定中清晰明确地

列出研发活动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界限，同

时也应该明确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的条件，尽可能

地抑制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政策进行盈余管

理的机会；另一方面，规定在不泄露研发机密信息的

前提下，企业应尽可能充分合理地披露研发支出明

细。②加大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对企业研发活动会

计处理方式的审查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研发活动研

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是否清晰、研发支出

资本化的条件是否明确。③完善企业对管理层的经

营业绩考评制度，不能片面地将管理者的经营业绩

与企业的盈利性指标挂钩，还应该综合考虑其他诸

多方面的相关指标。④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素

质和专业水平。与此同时，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应不断

熟悉相关知识，提高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识别能力，以

免被已修饰过的财务报告所误导。⑤加强将研发投

入转化为研究成果的能力。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

业，软件开发公司不仅要加大研发力度，更应该重视

研发的效率和效果，双管齐下方能更好地实现自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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