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兴起，

理论界和实务界一度对存在已久的会计稳健性原则

提出质疑，认为其容易低估公司价值并使上市公司

的投融资效率降低。基于此种认识，FASB和 IASB甚

至一度取消了作为质量要求的会计稳健性原则。然

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公司等诸多过度使

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虚增公司价值企业的轰然倒

地，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会计稳健性的重要作用。

在公司会计稳健性的诸多影响因子中，管理层权力

首当其冲，堪称最为直接和显著的外在作用力量。在

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并由此衍生出委托代理冲

突的情况下，管理层具备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实施机

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能力和条件，为了掩盖其不轨行

为的动机和后果，管理层不惜采取盈余管理等隐蔽

措施，以粉饰财务报表、人为操控利润结果。管理层

滥用权力必然直接导致盈余质量下降，从而对公司

会计稳健性造成极大损害。作为影响公司会计稳健

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机构持股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

关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近年来呈

几何级增长，其投资行为必然会对股票价格的非正

常波动和所投资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成效产生巨大

影响。然而，已有文献对于机构持股对管理层权力与

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还不够充分，

尤其是对于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和效果分析的研究

依然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都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理

论课题。

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本文从机构持股和管

理层权力两个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根本上探究影响我

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从而

约束管理层异常权力，增大股东话语权和影响力，不

断提升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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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1.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

究。Cheng、Farber（2008）通过盈余重述、CEO薪酬变

化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研究发现，CEO任职时间超

过五年的企业的管理层权力更大，此类企业较之同

行业其他企业的业绩更差。以企业CEO和总经理为

代表的管理层的权力越大，则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

督制约力越小，企业实施过度盈余管理和发生关联

性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就越大，必然对公司自身的会

计稳健性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Lafond（2008）在研

究了股权结构对会计盈余和股票价格信息含量的影

响作用后发现，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企业契约机制，

会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而降低，表明管理层

权力与公司稳健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Ahmed等
（2012）在研究会计稳健性对降低债务成本和减少债

权人与股东在股息分配政策方面冲突的作用时发

现，会计稳健性能够有效缓解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

代理冲突，故而债权人与股东的冲突越是激化则对

会计稳健性的期望值越高，但企业董事长和CEO两

职合一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并不明显。Bushman等
（2007）在研究经济损失的适时会计确认问题后发

现，公司股权集中度过高容易导致管理层权力过大，

而这些都是会计稳健性下降的原因。Haman（2013）
在探讨会计稳健性的原因和影响时发现，当管理层

意识到自身主导的投资项目可能出现减值等不利情

况时，往往采取延后或隐瞒披露等措施来掩盖过失

真相，而可以及时给予股东以警示的稳健型的会计

政策刚好能够抑制管理层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倾

向，从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足以推断，管理层权力与

公司会计稳健性呈负相关关系。

2. 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究。

Chen等（2007）研究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机理和作用发现，机构持股市值越高则机构投资者

对其所投资上市公司监督的动力越大。机构投资者

的相对独立性和长期重仓持股之下的谨慎性都促使

其更加关注所投资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济行为以及

所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因而机构持股对公司会计

稳健性具有正向督促约束作用。Carter 等（2014）
对披露行为、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收益相关性的研究

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更信赖并倾向于持有对外

信息披露质量较好的企业的股票，因而上市企业为

获得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会投其所好地改进会计信

息质量，更加趋向于实施稳健的企业会计策略。

Ramalingegowda、Yong Yu（2012）通过机构持股与

会计稳健性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在上市企

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管理层实施

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的动机更大也更方便，而机构

投资者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更倾向于参与公

司治理和监督管理层的各项决策行为，因而对于提

升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大有助益。

（二）国内文献综述

1.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

究。杨向阳、李前兵（2013）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

政治关联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发现非国有上

市企业较之国有上市企业在会计稳健性方面表现更

差，管理层权力越大则会计稳健性越差，且企业

CEO和总经理在职时间越长对会计稳健性的负向

影响就越显著；赵亚莉、高成静（2014）选择 2008 ~
2012年深圳证券市场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

分析上市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对企业对

外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则对

外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即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

系；唐滢滢（2014）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

对女性高管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上市企业女性高管在位期限越长，则企业会计

稳健性越好，究其原因在于女性对风险的本能厌恶

会促使她们选择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罗敏（2015）
研究发现，管理层利用职权进行权力寻租的现象在

国内上市企业中并不鲜见，管理层权力越大则越有

条件实施过度盈余管理，通过人为操纵利润达到提

升自身薪酬收入的目的，类似行为必然对公司会计

稳健性产生负面影响；孙光国、赵建宇（2014）研究发

现，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过度自信会极大地降低

企业会计政策的稳健性。

2. 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究。

梅洁、杜亚斌（2012）以 2004 ~ 2010年深市A股上市

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机构持股、信息披

露质量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整体较高，

而上市企业为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往往更加注重保持

其会计稳健性；杨海燕等（2012）通过比较研究不同

类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稳健性影响的差异，得

出了机构持股能够明显促进公司会计稳健性提高的

研究结论；对于机构持股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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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李凯（2011）则持不同看法，他通过实证分析发

现机构持股并非总是正向推动公司会计稳健性提

高，特别是当股市总体处于牛市区间时，机构投资

者存在与上市企业管理层里通外合以谋求更高收

益的动机，反而会降低公司会计稳健性、降低信息披

露质量。

（三）文献评述

经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归纳和整理，发

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当前对管理层权力

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够充分；二

是虽然机构持股对公司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成果

颇丰，但并未形成一致结论；三是对机构持股、管理

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三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

不多，对于机构持股对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

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因此，本文对

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三者之间

关系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角度看，作为专业性的投资

管理机构和组合化的投资结构缔造者，机构投资者

为避免在相对于上市企业管理层的信息劣势中发生

逆向选择，同时为确保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和谋求投

资回报最大化，会倾向于采取干预公司治理、监督管

理层重要决策行为等方式和手段，主动发挥监督作

用。来自机构投资者的约束和督促会有效抑制管理

层出于私利的盈余管理和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公司

会计稳健性不至于因受投机冒险行为的影响而降

低。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看，作为所投资企业的直

接利益相关者，机构投资者自身的经济利益会受到

企业组织目标实现过程的影响。与此同时，机构投资

者也会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和经济实力去督促企业

实现组织和战略目标，较之“分散投资”“退出机制”

等风险应对措施，主动参与公司治理对于防范和减

少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成效更为显著，因而机构投

资者更倾向于监督和约束管理层的经济行为，为管

理层以权谋私实施人为操控利润、过度投资和在职

消费设置障碍，也保障了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稳健

性。从成本收益理论角度看，任何决策行为都是成本

与收益权衡的结果。机构投资者在决定是否参与所

投公司治理时，也必然要考量和比对额外效益与额

外成本的大小。较之参与公司治理可能为自身带来

的股票直接收益以及自身影响力和声誉的提升，由

此付出的人员费用和精力投入对于资金规模管理、

专业人才储备雄厚的投资机构而言都是微不足道

的，因此，机构投资者在成本收益权衡之下更倾向于

参与所投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这也是机构持股

比例更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好的重要原因。基于

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

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看，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从本质上讲作为

所有者的股东与受托经营的管理层的利益很难趋于

一致，管理层为获得更高薪酬往往会利用手中职权

实施盈余管理、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等损害其他利

益相关者权益的行为，而在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信

息对外披露方面，管理层也会出于掩盖不良结果的

目的而人为降低会计稳健性，因而管理层权力膨胀

将使其权力寻租行为变得更有可能得逞，最终对公

司会计稳健性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从最优薪酬契

约理论角度看，管理层薪酬通常与其经营业绩挂钩，

而企业会计盈余是体现经营业绩的重要数据指标，

于是管理层便具有了粉饰财务报表、美化经营业绩

的动机，采取不稳健的会计政策则是管理层出于私

利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必然手段。从管理层权力理

论角度看，最优薪酬契约即便被委托代理双方接受，

也难以解决固有的代理冲突矛盾，高管薪酬与绩效

挂钩反而滋生出更多诸如利润操控、损失确认延后

等新问题，更有甚者，管理层权力的过度膨胀超出了

董事会监督约束范围，更加剧了公司会计稳健性降

低的趋势。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企业管理层作为剩余

控制权的实际掌控者，在承担相应风险的同时也会

本能地追求相应收益，而剩余索取权归属于股东这

一事实又决定了管理层无法承受决策所达成收益或

成本的全部，这无疑成为管理层放纵自身决策行为、

利用不稳健的会计政策实施过度盈余管理的又一内

在原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 2：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

拥有较高持股比例的机构投资者趋向于监督所

投资企业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防范利润操控和

财务舞弊，并遏制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的盈余管理

行为。一般而言，机构持股比例高低与机构投资者施

加于管理层的压力大小成正比（Steve，2012）。一方面，

由于自身持股数量较大，一旦股价波动难以迅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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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为避免巨额亏空和较为平稳地追求未来收益最大

化，机构投资者更希望所投资企业管理层选择稳健

的会计政策；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资金和人才优势

明显，企业所选择会计政策稳健与否难以瞒过专业

投资管理人员，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是让机构投资者

在所投资企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而机

构投资者也具备足够的能力影响所投资企业的会计

政策选择，其青睐稳健性会计信息的偏好也倒逼企

业选择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机构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弱化管理层

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2 ~ 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非

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可

靠性进行以下筛选处理：①剔除金融和保险类上市

企业，以排除行业属性可能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干扰；

②剔除研究期间被ST及∗ST的上市企业；③剔除当

年上市的上市企业；④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上

市企业。经此筛选处理后共得到5549个有效研究样

本观测值。

本文所涉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

据库，管理层权力涉及的高管任职年限来自于Wind
数据库和巨潮网，并进行了手工采集补充。前期处理

和后期实证分析所采用的软件分别为Excel 2016、
SPSS 21.0。为消除极端值和异常值的影响、确保实

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所有数据小于 1
分位数和大于 99分位数的极端值作了Winsorize缩
尾处理。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公司会计

稳健性，用符号C_Score进行描述。借鉴Khan、Watts
（2009）研究提出的C_Score模型来衡量公司会计稳

健性。该模型具体如下：

G_Scorei，t=β3=μ1+μ2Sizei，t+μ3MTBi，t+
μ4Levi，t （一）

C_Scorei，t=β4=λ1+λ2Sizei，t+λ3MTBi，t+
λ4Levi，t （二）

将模型（一）和（二）代入Basu股票盈余及时性

模型（三），即可得到模型（四）：

Xi，t=β1+β2Di，t+β3Ri，t+β4Di，tRi，t+ei，t （三）

Xi，t=β1+β2Di，t+Ri，t（μ1+μ2Sizei，t+μ3MTBi，t+

μ4Levi，t）+Di，tRi，t（λ1+λ2Sizei，t+λ3MTBi，t+λ4Levi，t）

+（δ1Sizei，t+δ2MTBi，t+δ3Levi，t+δ4Di，tSizei，t+
δ5Di，tMTBi，t+δ6Di，tLevi，t）+εi，t （四）

将模型（四）的横截面数据分年度回归，之后将

得到的回归系数λ1 ~ λ4代入模型（二）中，即可得到

公司会计稳健性指数（C_Score）。C_Score值越大，表

明公司会计稳健性越好。

2. 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管理层权力，

用符号Power进行描述。从现有的国内外有关管理

层权力的研究结果看，多数学者都运用“结构性权

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威”和“声誉权威”四个维

度来划分企业管理层权力，且多用二分法和CEO权

力薪酬（CPS）来衡量管理层权力。前者即董事长与

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是否具备高学历和是否为业

内专家等；后者即CEO薪酬总收入在管理层排名前

五或前三的薪酬所得中所占的百分比，占比越大意

味着管理层权力越大。比较而言，两分法非此即彼的

定义前提是将管理层权力属性完全视作负面性的，

与管理层异常权力对企业危害甚大而适度权力非但

无害甚至有益的实际不符。因此，本文倾向于采用

CEO权力薪酬（CPS）来衡量管理层权力，并采用

“两步法”来估算管理层权力的异常变化，即先确定

影响管理层权力的关键变量，通过变量回归估算管

理层权力的正常值，再用管理层权力的实际值减去

正常值即可得到管理层权力的异常值。具体计算方

法如下：

首先，运用以下线性模型估算管理层权力的实

际值：

CPS=α0+α1Size+α2Lev+α3ROA+α4RET+
α5lnTENURE+α6lnSales+α7lnAge+α8medianCPS+
α9Capex/Sales+ε

其中：CPS表示CEO薪酬在管理层排名前五高管

薪酬所得中所占的百分比；Size表示企业规模；Lev
为资产负债率；ROA为资产收益率；RET为股票收益

率；lnTENURE为CEO任期；lnSales为期末营业收

入的自然对数；lnAge为企业存续年限；medianCPS
表示CEO权力薪酬的行业中位数；Capex/Sales为资

本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然后，通过以上线性模型估计回归系数α1 ~α9，

代入以下公式求得CPS正常值ExpectedCPS：
ExpectedCPS=α0+α1Size+α2Lev+α3ROA+

α4RET+α5lnTENURE+α6lnSales+α7lnAge+
α8medianCPS+α9Capex/Sales

2018.06 财会月刊·121·□



最后，用CPS实际值减去正常值即可得到CPS
的异常值ResidualCPS，并以此衡量非正常管理层

权力。判断标准为，该值越大，则非正常管理层权力

越大。

ResidualCPS=CPS-ExpectedCPS
3. 调节变量。本文的调节变量为机构持股，用

符号 INSHold进行描述。通过从Wind数据库中检

索、整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合计数据，得到机构

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已发行非限售流通A股总数

量，以此除以流通股总股数得到机构持股比例，作为

衡量机构持股 INSHold的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表

明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反之则表明机构持股比例越

低。机构持股数量合计的算法如下：

机构持股数量合计=基金持股数量+券商持股

数量+券商理财产品持股数量+QFII持股数量+保
险公司持股数量+社保基金持股数量+企业年金持

股数量+信托公司持股数量+财务公司持股数量+
银行持股数量+一般法人持股数量+非金融类上市

公司持股数量+阳光私募持股数量

4. 控制变量。为使本文结果更为精确，选择企

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回报率、市值账面比、股

票收益率和所有者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并引入行业

和年度两个虚拟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设，文章构建了三个回

归模型用以对所提出的三个假设逐一进行回归分析：

C_Score=β0+β1INSHold+β2Size+β3Lev+
β4ROA+β5MTB+β6RET+β7State+Year+
Industry+ε （模型1）

C_Score=β0+β1Power+β2Size+β3Lev+
β4ROA+β5MTB+β6RET+β7State+Year+
Industry+ε （模型2）

C_Score=β0+β1INSHold+β2Power+β3INSHold
×Power+β4Size+β5Lev+β6ROA+β7MTB+
β8RET+β9State+Year+Industry+ε （模型3）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PSS 21.0对各回归变量的最小值、最

大值、均值、中位数与标准差进行了统计描述与分

析，相关结果见表2。
表 2各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均值为0.1046，中位数

为 0.0302，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尚可，但

整体而言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中位数明显小

于均值表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分布呈现右偏形态特

征。公司会计稳健性最大值为 1.3851、最小值为

-1.2973，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存在较大差

异。机构持股（INSHold）均值为 0.1406，最大值为

变量
类型

被
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调节
变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名称

公司会计
稳健性

管理层
权力

机构持股

企业规模

资产
负债率

总资产
回报率

市值
账面比

股票
收益率

所有者
性质

行业

年度

变量符号

C_Score

Power

INSHold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Industry

Year

定义及说明

根据 Khan、Watts 的 C_Score
模型和Basu 的股票盈余及时
性模型测算

企业CEO权力薪酬实际值与
正常值之差

机构持股数量合计与流通股
总股数之比

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期末总负债与期末总资
产之比

企业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企业期末市场价值与总资产
账面价值之比

收益额与原始投资额之比。文
中的RET特指n年5月至n+1
年4月的股票收益率

国有上市企业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0

虚拟变量，参照 2016 年的国
家行业分类代码，设置 11 个
哑变量，处于该行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0

按5个样本年份设置4个哑变
量，样本处于该年份则取值为
1，否则为0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表 2 各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C_Score

INSHold

Power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最小值

-1.2973

0.0000

-0.1785

19.6015

0.0341

-0.2901

0.5749

-0.5022

0.0000

最大值

1.3851

0.7463

0.2207

25.5136

0.8879

0.2098

16.4987

3.0979

1.0000

均值

0.1046

0.1406

-0.0009

21.8975

0.4593

0.0396

3.5013

0.3399

0.3651

中位数

0.0302

0.0607

0.0059

21.8031

0.4297

0.0379

2.6997

0.1402

1.0000

标准差

0.5769

0.1806

0.0598

1.3025

0.2105

0.0601

2.5986

0.6982

0.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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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63，表明机构投资

者整体持股水平尚不算

太高，最大值与最小值

相差较大，表明样本企

业的机构持股比例存在

显著差异，也从另一个

角度反映了现阶段的机

构投资者具备监督约束

管理层行为、参与所投

资企业公司治理的能力

和条件。管理层权力

（Power）的 最 大 值 为

0.2207，最小值为-0.1785，标准差为 0.0598，表明管

理层权力的样本分布大体呈现正态分布特征，且各

样本企业间在管理层权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最大值为

25.5136，最小值为19.6015，标准差为1.3025，表明样

本企业在规模上差异明显；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

为0.8879，中位数为0.4297，表明多数样本企业负债

较多，暗含较大财务风险，最小值为 0.0341，表明部

分样本企业仍受到融资约束问题的困扰；总资产回

报率（ROA）最大值为 0.2098，最小值为-0.2901，均
值为 0.0396，表明样本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参差不

齐，且整体水平不高；市值账面比（MTB）的最大值

为 16.4987，最小值仅为 0.5749，均值为 3.5013，表明

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企业发展存在两极分化趋势，

马太效应之下强者恒强、弱者愈弱，成长性和前景俱

佳的企业受到市场资金追捧，市值远远大于账面价

值，而那些不被市场看好的企业的市值则远远低于

账面价值，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与MTB相对应

的股票收益率（RET）的最大值为 3.0979，最小值

为-0.5022，再次佐证了资本市场业已存在的两极分

化趋势；企业所有者性质（State）均值为0.3651，表明

36.51%的样本企业为国有控股性质，民企居多与我

国企业产权性质的发展实际相符。

（二）相关性分析

为初步验证文章假设和变量选择的合理性，对

各回归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3所
示。表3回归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回归变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皆小于0.5，表明各回归变量之间

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的选择较为合理。

机 构 持 股（INSHold）与 公 司 会 计 稳 健 性

（C_Sco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81，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表明机构持股（INSHold）与公司会计稳健性

（C_Score）之间显著正相关，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越高则该被持股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好。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越高意味着其所持股票市值越大，中长

期重仓持有上市企业股票的操作策略之下，其监督

该上市企业管理层规范运作或者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的主观能动性越强。同时，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增持

盈余质量较高且披露信息更为透明企业股票的偏

好，也会倒逼上市企业自觉规范自身的会计信息披

露行为、全面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上述分析初步验

证了假设1。
管 理 层 权 力（Power）与 公 司 会 计 稳 健 性

（C_Sco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69，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表明管理层权力（Power）与公司会计稳

健性（C_Score）之间显著负相关，即管理层异常权力

越大则该上市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差，管理层异常

权力过大则难以被董事会监督制衡和管控约束，在

兼具意识冲动和行为能力的条件下，作为机会主义

不轨行为的潜在主导者，管理层在私利最大化驱动

下，实施内部交易、过度投资、盈余管理或在职消费

等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行为的可能将转化为现实，

包含稳健性指标在内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将无法

得到保障。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设2。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回报

率（ROA）、市值账面比（MTB）和所有者性质（State）
与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

（Size）、股票收益率（RET）与公司会计稳健性

（C_Score）显著负相关。

（三）回归分析

1. 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为

进一步验证假设 1，以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为

变量

C_Score
INSHold
Power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C_Score
1

0.181∗∗∗
-0.069∗∗∗
-0.371∗∗∗
0.301∗∗∗
0.121∗∗∗
0.178∗∗∗
-0.341∗∗∗
0.002∗∗

INSHold

1
-0.057∗∗∗
0.106∗∗∗
0.042∗∗∗
0.115∗∗∗
0.159∗∗∗
0.182∗∗∗
-0.017∗∗

Power

1
0.113∗∗∗
-0.071∗∗∗
0.022∗∗∗
-0.079∗∗∗
0.165∗∗∗
-0.015∗∗

Size

1
0.398∗∗∗
0.007∗

-0.402∗∗∗
-0.007∗

-0.353∗∗∗

Lev

1
1

-0.011∗
-0.013∗

-0.075∗∗∗

ROA

0.171∗∗∗
0.012∗
0.031∗∗

MTB

1
0.223∗∗∗
0.026∗∗

RET

1
0.025∗∗

State

1

表 3 回归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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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机构持股（INSHold）为解释变量，运用

模型1对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

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

看，Adj_R2值为0.3126，大于0.1，表明研究数据与模

型1的拟合度良好，模型1的构建是合理的。同时，机

构持股（INSHold）与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之
间的回归系数为 1.317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越高，其出于确保获得平稳投资收益的目的而

参与所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的动机越强。一方面，机构

投资者对稳健可靠的企业会计信息有现实要求，在

重仓持股的情况下短时间内难以抛售手中股票获

利，迫使其只能更多地参与公司治理，以确保未来收

益不受损害；另一方面，在专业性和资金规模管理优

势的双重作用下，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条件监督约

束管理层的经济行为，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异常权

力的膨胀，预防和制约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过度投资

和在职消费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显著提高公司会

计稳健性，假设1由此得证。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回报

率（ROA）、市值账面比（MTB）和所有者性质（State）
与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

（Size）、股票收益率（RET）与公司会计稳健性

（C_Score）显著负相关。

2.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假设 2，以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
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层权力（Power）为解释变量，运

用模型2对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

系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

果看，Adj_R2值为0.2886，大于0.1，表明数据与模型

2的拟合度较高，模型 2的构建是合理的。管理层权

力（Power）与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之间的回

归系数为-0.58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当管理层异常权力过于

膨胀时，其在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的同时会倾向

于采取盈余管理的方式人为操纵利润，以掩盖自身

权力寻租行为，最终必然对公司会计稳健性造成损

害。首先，兼具自利性经济人和受托代理人双重身份

的管理层，本能地具有利用手中职权进行寻租牟利

的动机；其次，现代企业两权分离所衍生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使得管理层处于掌握更多企业经营信息的强

势地位，一旦异常权力过于膨胀，其私欲将挣脱董事

会的监督约束，因而具备选择不稳健会计政策、实施

非理性经济行为的客观条件；最后，应计和真实盈余

管理、非稳健会计政策选择和信息披露操纵等违规

运作方法也为异常权力过大的管理层逃避处罚成

本、掩盖不轨行为提供了足够的实施手段。假设2由
此得证。控制变量方面得出的研究结论与前文高度

一致。

3. 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

变量

Con_s

Power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N

Year

Industry

Adj_R2

F

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

B值

0.1305∗∗∗
-0.5862∗∗∗
-0.0151∗∗∗
0.0801∗∗∗
0.2041∗∗∗
0.0108∗∗
-0.0174∗∗
0.0006∗

5549

control

control

0.2886

56.5972

T值

1.8765

-3.2816

-1.4024

1.3896

1.8937

0.6052

-1.3891

0.2342

变量

Con_s

INSHold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N

Year

Industry

Adj_R2

F

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

B值

-0.1776∗∗∗

1.3175∗∗∗

-0.0149∗∗∗

0.0698∗∗∗

0.2013∗∗∗

0.0109∗∗

-0.0162∗∗

0.0008∗

5549

control

control

0.3126

58.7418

T值

1.4963

2.4976

-1.0247

1.4012

1.8325

0.6138

-1.3503

0.2542

表 4 机构持股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

表 5 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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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为验证假设3，以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
为被解释变量、管理层权力（Power）为解释变量、机

构持股（INSHold）为调节变量，运用模型3对机构持

股、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 6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

性的回归结果看，Adj_R2值为0.3082，远大于0.1，表
明数据与模型3的拟合度良好，模型3的构建是合理

的。同时，机构持股与管理层权力的交乘项

（INSHold×Power）与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之
间的回归系数为-0.04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

明两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重仓持

股、通过长线投资以获取长期利益的投资策略决定

了其必然利用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和资本规模优势，

深度参与所投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与内控监督，

从根本上约束、抑制管理层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非

理性决策行为，防范、遏制管理层财务舞弊行为和过

度盈余管理动机。由此不难推断，当机构投资者持股

比例增加并相应加大了公司治理参与力度之后，企

业管理层迫于来自机构投资者极具专业性且颇为强

势的监督约束压力，会自觉收敛有损股东和投资者

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也会更

加趋向于稳健，假设3由此得证。控制变量方面得出

的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四）稳健性测试

为检验本文所构建模型的稳健性和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还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测试：在前文中采用

CPS 实际值减去 CPS 正常值得到的 CPS 异常值

ResidualCPS，作为衡量管理层权力的指标，其合理

性前文已作论述，但难免存在衡量偏差，故而借鉴

Bebchuk等（2011）的研究方法，转而采用CPS实际

值作为替代指标，重新代入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与前述研究结论一致，充分证明本文的模

型和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择2012 ~ 2016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非

平衡面板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对机构持股、管理

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

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机构持股对管理层权力与公

司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

结论：

1.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则其所投资企业

的会计稳健性越好。在机构投资者重仓持有某一上

市企业的股份后，为确保如期获得可观的未来投资

收益，机构投资者会倾向于参与该企业的公司治理，

将风险预防和管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重点就是监督和抑制管理

层可能损害股东权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持和提高

公司会计稳健性，使企业的各项投融资活动沿着平

稳健康的轨道良性发展。

2. 管理层异常权力越大，则其所在企业的会计

稳健性越差。现代企业两权分离所衍生的委托代理

冲突成为管理层以权谋私的基础动因，为掩盖实施

过度投资和进行在职消费等利己行为对企业绩效所

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出于增加自身薪酬收入的目

的，管理层往往倾向于采取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

手段人为操控公司利润，从而对公司会计稳健性造

成不利影响。

3. 机构持股的调节作用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

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负面影响。机构持股对于管理

层异常权力的约束作用，能够显著抵消管理层权力

对公司会计稳健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作为专业投

资机构，机构投资者在资金和人才方面都拥有较大

优势，管理层所选择的会计政策是否稳健难以逃过

变量

Con_s

INSHold

Power

INSHold×Power

Size

Lev

ROA

MTB

RET

State

N

Year

Industry

Adj_R2

F

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

B值

-0.1609∗∗∗

1.2749∗∗∗

-0.7381∗∗∗

-0.0481∗∗∗

-0.0156∗∗∗

0.0728∗∗∗

0.1947∗∗∗

0.0106∗∗

-0.0179∗∗

0.0005∗

5549

control

control

0.3082

58.9237

T值

2.2997

2.0463

-3.2986

-2.5975

-1.5237

1.3462

1.6418

0.5576

-1.4782

0.2203

表 6 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与公司会计稳健性
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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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眼”；慑于机构投资者主动参与公司治理后监

督约束力量的加强，管理层往往也会收敛自身出于

私利动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过度盈余管理行为也将

大大减少，公司会计稳健性自然也随之得到提升。

（二）相关建议

1.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防范管理层异常权力过

度膨胀。一是尽量避免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按

照公司治理的设计原则真正实现监督权与管理权的

分离，以便相互督促牵制。二是避免管理层任职年限

两极化趋势。任职年限过短，可能使管理层急于博得

股东赏识而急功近利；而任职年限过长，由于人脉积

累和资源占有的双重原因，会使管理层异常权力急

剧膨胀，可能滋生更多权力寻租问题。因而在管理层

任职年限的把控方面要注意拿捏分寸，保持一个合

理折中的任职年限结构状态。三是适当引入竞争激

励机制。通过高管薪酬与绩效挂钩、实施复合式股权

激励模式等措施，来协调消弭管理层短期利益与股

东长远利益之间的冲突矛盾，既赋予管理层干事创

业的实权，又确保权力不至于膨胀泛滥，真正做到管

理层权力“行之有道、用之有度”。

2. 增大股东话语权和影响力，充分发挥机构投

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在人才、资

金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比中小投资者更有

能力和条件辨别公司会计政策的稳健性和合理性。

同时，机构持股前提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主

动参与，也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异常权力的过度膨

胀。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制定并出台相关政策，

充分调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辅助实施内部

控制的积极性，并保障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充分表

达意见的权利。同时，还要引导、鼓励机构投资者多

做长线投资，成为上市企业长久收益的分享者，共同

致力于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高，见证企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

3. 提高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认识，确保股东权

益不受侵害。要在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前

提下，充分认识和发挥会计稳健性的积极作用，最大

限度地限制和约束管理层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

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要进一步完善

企业会计信息对外披露机制，收窄管理层人为操控

会计信息的空间，缓解和破除存在已久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确保上市企业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稳

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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