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监会监管、研发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

【摘要】证监会监管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以2007 ~ 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采用PSM-DID分析方法对企业研发信息披露过程中证监会监管效果以及监管对研发信息的价值相关

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加大会促进企业提升其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其

中，定量类研发信息的披露水平提升速度更快；相较于一般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受证

监会监管力度的影响更大；随着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加大，企业研发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由负转正，且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更大的价值增量贡献；企业研发信息的价值含量约65% ~ 70%是由定量

类研发信息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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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同时，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

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说明企业的主体作用、市场

的资源调配作用是今后我国创新领域需要关注的重

点。因此，为了确保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

用，企业需要维持必要的信息披露水平，减少信息不

对称对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不良影响（张瑞君、

高春燕，2017）。
然而，因研发活动具有“高风险”“高保密性”等

特征，企业自愿披露相关信息的动机较弱。这就对证

监会等监管部门在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监督和管理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自 2007版的企业

会计准则实施后，证监会在 2012年、2014年和 2016
年的准则修订稿中都在不断提高企业对研发信息披

露的要求。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试图回答如下问

题：证监会加大对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是

否有效提升了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如果研发信

息披露水平得到了提升，是否对企业参与资本市场

资源配置产生了积极影响？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 A股上市公司

2007 ~ 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证监会监管力度

对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及其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通过VBA编写爬虫

程序，对A股上市公司中的研发信息进行批量提取

和整理，将研发信息划分为定性类和定量类，并对其

信息披露水平进行评分。再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

匹配法（PSM-DID）检验证监会加大研发信息披露

监管力度的效果。最后，采用回归分析检验了监管力

度变更前后企业研发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的提出

会计信息披露历来有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

之分。支持自愿披露信息的一方主张：根据代理理论

（Agency Theory）、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与契

约理论（Contract Theory），为有效履行受托责任、争

夺市场资源及向市场传递良好的信号，上市公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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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披露绝大部分信息，未披露的少部分信息则可

通过个人契约方式加以弥补。但支持强制披露信息

的一方则主张：如果站在市场失灵和会计信息公共

产品的角度，只有通过管制纠正市场失灵，才能更有

效地提升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王雄元，2003）。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由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不断发展，企业需要由政府进

行有效的市场干预。因此，本文更支持强制披露信息

理论，认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是必要的。

事实上，世界各国对资本市场上企业研发信息

披露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与强制披露规定。

我国 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首次对企业

研发费用按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进行了划分，并要

求企业将开发阶段资本化的研发费用记入“开发支

出”科目进行披露。除此之外，该准则并未对企业研

发活动做出更多的细节要求。

十八大召开时，证监会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战

略”的要求，在 2012年的准则修订稿（以下简称“修

订稿”）中对上市公司会计准则中涉及的研发信息做

出了大量补充：在“公司业务概要”中，修订稿要求企

业披露本年度公司核心竞争力（如专利、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人员等）的变动，以及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在“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修订稿指出公司的披

露内容应当包括企业研发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未来计

划；在“主要经营业务”中，修订稿加入了披露研发投

入的项目，并提示企业应当分析项目变化的原因，以

及预计未来对公司发展的影响等，修订稿对此项目

的描述字数为 150字，相当于对费用类科目和现金

流量科目描述字数的总和，可见修订稿对于研发投

入项目非常重视；在“公司发展战略”中，修订稿要求

企业围绕新产品研发战略等向投资者展示公司未来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经营计划”项目中，修

订稿要求企业披露下一年度的研发计划；在“可能面

对的风险”中，修订稿强调企业应当披露未来经营风

险因素，包括技术风险、技术升级换代、核心技术人

员流失等使得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的事

项；在“公司员工情况”项目中，修订稿明确要求企业

披露技术人员数量、员工受教育程度等信息。此后

2014年、2016年两版修订稿均继续沿用2012年版修

订稿对于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于上市公司在证监会监管下每年都要依照准

则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因此，上市公司的信息披

露内容必然受到证监会监管要求的影响。王宇峰等

（2009）研究发现，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对

于研发活动的强制性披露因素增加，企业研发信息

披露水平也随之提升。梁莱歆、金杨（2010）以深交所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实

施后，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王新红、卢卫青（2010）以上交所上市公司为样

本，得出了与梁莱歆等相同的结论。以上研究均表明

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明显受到证监会制定的会计准则

的影响，即随着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加大，企业的研发

信息披露水平逐步上升。考虑到2012年后准则修订

稿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披露要求明显提高，本文提

出假设1：
H1：2012版准则修订稿实施后，上市公司研发

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提升。

同时，高新技术企业比一般企业拥有更多的研

发项目，其所涉及的研发信息更多，披露要求更高，

因此受到证监会监管的影响更大。汪童童（2016）研
究发现：同样执行 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的条件下，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倾向于披露更加详细

的研发信息。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相较于一般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信息

披露水平受证监会准则修订的影响更大。

随着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一个关键

问题必然引发关注：披露水平得到提升的研发信息

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这是因为，只有具备价值相关

性的信息，才有助于资本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因

此，本文也十分关注证监会监管力度变更前后研发

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的变动情况。

事实上，研发信息价值相关性问题一直是国内

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的研究证实研发信息

与企业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Hirschey、Weygandt
（1985）的研究显示：企业披露的研发费用信息与企

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薛云奎、王志台（2001）以我国

1995 ~ 1999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样证明企业

披露无形资产信息具有很强的价值相关性。对此，

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谢小芳、李懿东和唐清泉

（2009）研究发现，股票市场中企业研发投入信息并

不具有价值相关性；李晓（2016）也发现无形资产信

息缺乏价值相关性；周亚虹、许玲丽（2007）则发现研

发信息与企业价值可能存在着倒U型关系。Ronald
Zhao（2002）则从信息披露程度的角度出发，利用多

国数据验证了研发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与股票价值间

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发现信息披露越详细，价值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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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强。王新红、杨惠瑛（2010）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研

发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研

发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连续性披露

不足。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证监会监管力度

加大后，企业需要提供更详尽的研发信息，这会提升

企业研发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增强这类信息的价值

相关性。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证监会监管力度的提升会加强企业研发信

息披露水平的价值相关性。

H3a：证监会监管力度的提升会加强企业定性

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价值相关性。

H3b：证监会监管力度的提升会加强企业定量

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价值相关性。

同样，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与其核

心竞争力密切相关，市场对于这类行业的研发信息

披露也更加重视，其研发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应当更

强。Chauvin、Hirschey（1993）以及 Gary（1999）均发

现，行业可能是造成研发信息价值相关性出现差异

的原因，并证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信息的披露

促进了股票价值的提升。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

值有增量贡献。

H4a：高新技术企业定性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

对企业价值有增量贡献。

H4b：高新技术企业定量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

对企业价值有增量贡献。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1. 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测度。对于研

发信息披露水平的测度方法，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

一定的前期研究。Gary（1999）提出将企业的研发信

息分为研发战略、研发投入、资金来源、研发产出、未

来投入和会计与财务信息等六大类。Denise（2007）
则提出企业研发信息应包含研发战略和计划、研发

项目的进度以及研发支出情况等三方面。我国针对

研发信息披露受制度和样本制约的研究起步较晚，

薛云奎、王志台（2001）最早采用研发支出的信息衡

量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王宇峰等（2009）提出以

研发费用、研发人员、研发基础设施等 10项标准度

量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韩鹏等（2012）提出了 15
项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指标，并且将研发信息

划分为定性类信息和定量类信息两种类别。

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度量研

发信息披露水平的 12项指标。同时，本文尝试突破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小样本的局限，采用VBA编程

语言编写爬虫程序，对 2008 ~ 2016年A股全部上市

公司的年报进行了关键词搜索。具体的搜索方法以

及对应的指标在表1中进行了列示。

2. 变量选择。证监会监管：以符号CONTROLi，t

表示。证监会2012年版准则修订稿对企业年报中研

发创新活动的披露要求从2007版准则的1条增加到

8条，无论是涉及的内容还是要求披露的细节均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之后2014版和2016版准则修订稿

均维持了 2012版准则对研发活动的披露要求。因

此，设定 2012年及以后年份样本CONTROLi，t为

1，2011年及以前年份样本CONTROLi，t为 0，表示

证监会对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监管力度的变化。

高新技术企业：以符号HTECHi，t表示。本文以

是否处于高新技术行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分类标

准。高新技术行业分类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高技

术产业分类标准（2013）确定。样本中处于高新技术

行业的企业HTECHi，t取1，否则取0。
企业价值：以符号Qi，t表示。本文选取托宾Q作

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托宾Q为企业市场价值与

重置成本的比值，可以衡量单位重置成本下企业的

市场价值。托宾Q指标相较于每股市值可以更好地

处理规模因素的影响，也是最常用于度量企业价值

的代理变量。

此外，本文也选取了若干控制变量，包括：资产

规模（以符号SIZEi，t表示），取 i公司 t年年末总资产

的自然对数；财务风险（以符号LEVi，t表示），取 i公
司 t年的资产负债率；财务绩效（以符号ROEi，t表

示），取 i公司 t年的权益报酬率；公司成长性（以符

号GROWTHi，t表示），取 i公司 t年的收入相较于

t-1年收入的增长率。公司治理水平共选取了三个

代理变量：大股东持股（以符号 SHAREi，t表示），取

i公司 t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权分离（以符号

SEPARATIONi，t表示），若 i公司 t年董事长与总经

理由一人兼任，则为 0，否则为 1；独董占比（以符号

INDEPENDENTi，t表示），以 i公司 t年末独立董事

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衡量。

3. 研究方法与模型。本文参照Heckman（1998）
提出的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

思路，将本文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首先进行倾向得分

配对，保证共同趋势假设成立，再用DID法进行分

析。本文对样本依照行业类别进行分组。其中，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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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为实验组（HTECHi，t=1），受
准则修订影响大；属于一般行业的企业为对照组

（HTECHi，t=0），受准则修订影响小。然后将样本根

据是否变更会计政策进行划分，可以依据DID法定

义基准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其中，系数β3代表了

准则修订产生的净影响。

TOTALSCOREi，t=β0+β1HTECHi，t+
β2CONTROLi，t+β3HTECHi，t×CONTROLi，t+τ

（1）
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财

务风险、公司治理水平和财务绩效等四个主要影响

企业信息披露的控制因素。其中，企业规模以总资产

自然对数表示，财务风险以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治

理水平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权分离、独董占

比三个指标表示，财务绩效以权益报酬率表示。以式

（2）为本文依据PSM法定义的Logit回归模型。依据

式（2）的回归结果预测样本概率，采用最邻近匹配法

按照概率将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一一配对，并检验

配对结果是否满足平行假设，即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验证通过后，再利用DID
法计算配对成功的样本准则修订后的效果。

HTECHi，t=α0+α1SIZEi，t+α2LEVi，t+
α3SHAREi，t+α4SEPARATIONi，t+
α5INDEPENDENTi，t+α6ROEi，t+ε （2）

在验证证监会监管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上，本

文进一步探讨政策变更的经济后果。为验证假设

3 及假设 4，本文建立如式（3）所示的回归方程。式

（3）中研发信息披露总得分 TOTALSCOREi，t 也

可 以 替 换 为 定 性 类 研 发 信 息 的 披 露 水 平

QUALITATIVESCOREi，t或定量类研发信息的披

露水平QUANTITATIVESCOREi，t。当γ1显著为正

或不显著时，若γ2显著为正，说明证监会加强对研

发信息披露的监管后，研发信息的披露水平价值相

关性增强，假设 3成立；若γ3也显著为正，说明对于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信息的价值增量效果更大，假设

4也成立。当γ1显著为负时，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还

需增加条件：|γ2|>|γ1|，才能证明假设3成立。

Qi，t=γ0+γ1TOTALSCOREi，t+
γ2TOTALSCOREi，t×CONTROLi，t+
γ3TOTALSCOREi，t×CONTROLi，t×HTECHi，t+
γ4SIZEi，t+γ5LEVi，t+γ6GROWTHi，t+γ7ROEi，t+δ

（3）
四、实证分析

1. 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本文选取了 2007 ~
2016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实证分析的

过程中，本文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变量

（除哑变量及研发信息披露的评分变量外）进行了

披露
性质

定
性
披
露
内
容

定
量
披
露
内
容

样本总量

披露内容

研发战略

研发项目、
目标描述

研发机构

行业竞争

研发风险

开发阶段
的划分

技术人员

专利

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
资本化

政府对研
发的补贴

研发对收
入的贡献

检索方法

关键词“研发”and“战略”
联合搜索

关键词“研发项目”or“科
研项目”or“研发进度”or

“科研进度”or“研发目
标”。之后手动剔除带有

“研发项目补贴”or“科研
项目补贴”，且披露内容
笼统、未涉及项目细节描
述的样本

关键词“研发中心”or“科
研中心”or“研究中心”。
之后手动剔除关键词“曾
任”、内容为介绍高管履
历，且不涉及当前企业机
构设置的内容

关键词“行业”and“技术”
and“竞争”

关键词“研发风险”or“技
术风险”

关键词“开发阶段”，并在
搜索后的内容中排除没
有“研究阶段”或“无形资
产”的部分

关键词“技术人员”or“科
研人员”or“研发人员”，
并设定关键词后附数字

关键词“专利”，并设定关
键词后附数字

关键词“研发投入”or“研
发费用”，并设定关键词
后附数字

在“研发投入”的搜索内
容中搜索带有关键词“资
本化”的样本

关键词“研发补贴”or“研
发项目补贴”or“研发奖
励”or“研发项目奖励”or

“研发补助”or“研发项目
补助”

关键词“研发收入”or“技
术收入”or“科研收入”or

“创新收入”

披露
总量

1530

3127

6696

862

891

9408

9954

2362

4488

2567

527

58

12427

披露率

12.31%

25.16%

53.88%

6.94%

7.17%

75.71%

80.10%

19.01%

36.11%

20.66%

4.24%

0.47%

表 1 研发信息披露内容及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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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orize处理，将其小于 1%分位及大于

99%分位的变量取值分别等于 1%分位和

99%分位的变量取值。本文的行业分类标

准采用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指引》，选取行业分类等级为二级。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国泰安CSMAR数

据库、WIND数据库、台湾经济新报TEJ数
据库以及上交所、深交所官方网站披露的

公司年度报告。

表2给出了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三个

指标以及其他代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其中，研发信息披露总得分平均为

3.829分，与满分 12分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说明上市公司的研发信息披露整体水平

还有待提高；定性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

平均得分为 2.058分，略高于定量类研发

信息披露水平的 1.771分。这说明总体来

看，上市公司定性类研发信息的披露程度

要高于定量类研发信息的披露程度。但是

两类指标均远小于各自的总分 6分，这说

明从分类项目来看，A股上市公司目前的

研发信息披露均不足。

2. 实证结果分析。表 3给出了式（2）
Logit回归的结果，以及由式（2）进行 PSM
配对后对平行假设进行检验的结果。其

中，Logit回归结果除财务绩效指标以及两

权分离指标不显著外，其余指标均在1%的

水平上显著。企业规模与是否属于高新技

术企业负相关，反映了高新技术企业相较

于一般企业规模往往较小，这与经验判断

结果一致：高新技术企业往往以会计数据

无法准确反映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相较

于主要依赖有形资产创造价值的一般企

业，资产规模自然较小。财务风险显著较低，说明相

较于外部融资，高新技术企业更依赖于内部融资，这

也与高新技术企业高风险、低透明度的业务特征一

致。公司治理代理变量中，大股东持股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独董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

术企业股权相对更加分散，独董占比更高，表现出更

高的公司治理水平。

根据表 3反映的平行假设检验结果，成功配对

的实验组与对照组中，所有控制变量的配对 t检验

结果均不显著。这说明成功配对的实验组与对照组

在企业规模、财务风险、公司治理以及财务绩效等方

面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平行假设成立。若在此基础

上成功配对样本的DID法回归结果显著，则更能说

明监管政策的变更是促进企业披露研发信息的主要

原因。

表 4给出了政策执行效果的DID法回归结果，

其中第二、三列的回归结果是将式（1）中的总评分替

换为定性项目评分和定量项目评分后的回归结果。

三项回归均采用Robust处理，估计系数除截距项

外，均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这样处理有利于进行

变量

TOTALSCOREi，t

QUALITATIVESCOREi，t

QUANTITATIVESCOREi，t

Qi，t

SIZEi，t

LEVi，t

SHAREi，t

SEPARATIONi，t

INDEPENDENTi，t

ROEi，t

GROWTHi，t

样本量

4918
4918
4918
4710
4918
4918
4918
4918
4918
4918
4667

平均值

3.829
2.058
1.771
3.218

21.834
0.482
0.351
0.806
0.372
0.061
0.207

标准差

2.211
1.273
1.272
2.888
1.293
0.233
0.159
0.395
0.063
0.199
0.814

中位数

3
2
1

2.299
21.795
0.470
0.321
1

0.333
0.066
0.081

最大值

11
6
6

18.330
27.388
1.548
0.990
1

0.800
0.935
6.589

最小值

0
0
0

0.925
18.642
0.075
0.008
0
0

-1.164
-0.722

项目

截距项

SIZEi，t

LEVi，t

SHAREi，t

SEPARATIONi，t

INDEPENDENTi，t

ROEi，t

R-Square
F

样本量

估计
系数

1.902

-0.125

-0.545

-0.223

-0.043

1.143

0.088

0.0313
452.8∗∗∗
13459

z检验

9.46∗∗∗

-13.64∗∗∗

-9.65∗∗∗

-2.78∗∗∗

-1.29

5.50∗∗∗

1.41

是否
配对

-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
-
-

平均值

实验组

-
21.848
21.848
0.481
0.481
0.350
0.350
0.806
0.806
0.373
0.373
0.060
0.060

-
-
-

对照组

-
22.379
21.820
0.548
0.483
0.371
0.351
0.838
0.807
0.366
0.371
0.058
0.062

-
-
-

t检验

-
-15.28∗∗∗

0.76
-12.64∗∗∗

-0.36
-5.69∗∗∗
-0.18

-3.78∗∗∗
-0.07
4.31∗∗∗
1.05
0.51
-0.39

-
-
-

表 2 描述性统计

表 3 Logit回归结果及PSM检验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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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间的比较。从回归结果来看，所有回归系数均在

1% 的 水 平 上 显 著 。本 文 所 关 注 的 核 心 系 数

（HTECHi，t×CONTROLi，t项的回归系数）在三项

回归中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假设 1
和假设 2，说明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加大促进了企业

对研发活动的披露，且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促进效

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地，由系数（β1+β3）/β1可以计

算出高新技术企业在证监会准则修订前后研发信息

披露水平的变动倍数。经计算，总评分变动倍数为

1.69，定性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评分变动倍数为

1.43，定量类研发信息披露水平的评分变动倍数为

2.17。这说明，证监会监管准则的修订促进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了约 70%，其中定量类

研发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了约117%，是整体评分水平

上升的主要原因。

为了探讨证监会提升对研发信息披露的要求是

否有助于为投资人提供具有价值增量的信息，本文

以研发信息披露水平为自变量、企业价值为因变量

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

二、三列的回归结果是将式（3）中的总评分替换为定

性项目评分和定量项目评分后的回归结果。三项回

归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除截距项外均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便于系数间比较。三项回归的

结论均一致反映出样本企业在证监会准则修订前，

研发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而在准则修订后，两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并且

标准化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高于准则修订前。此外，

HTECHi，t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新技术企

业的研发信息具有额外的价值增量。总评分、定性项

目评分和定量项目评分的回归结果均支持了假设3
和假设4的观点。

同时，将表 5中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乘以

各个评分项目的标准差，可以计算出相应研发信息

披露水平对价值贡献的程度。已知样本中总评分的

标准差为2.211，定性类项目的标准差为1.273，定量

项目

截距项

TOTALSCOREi，t

TOTALSCOREi，t×CONTROLi，t

TOTALSCOREi，t×CONTROLi，t×HTECHi，t

QUALITATIVESCOREi，t

QUALITATIVESCOREi，t×CONTROLi，t

QUALITATIVESCOREi，t×CONTROLi，t×HTECHi，t

QUANTITATIVESCOREi,t
QUANTITATIVESCOREi，t×CONTROLi，t

QUANTITATIVESCOREi，t×CONTROLi，t×HTECHi，t

SIZEi，t

LEVi，t

GROWTHi，t

ROEi，t

R-Square
F

样本量

（1）总评分回归

估计系数

28.847
-0.120
0.195
0.065

-0.543
0.064
0.063
0.089

0.2849
118.86∗∗∗

4508

t检验

28.54∗∗∗
-5.93∗∗∗
8.92∗∗∗
4.06∗∗∗

-24.93∗∗∗
2.81∗∗∗
3.51∗∗∗
4.01∗∗∗

（2）定性项目回归

估计系数

28.824

-0.084
0.153
0.070

-0.544
0.063
0.062
0.088

0.2840
116.81∗∗∗

4508

t检验

28.48∗∗∗

-5.09∗∗∗
7.75∗∗∗
4.15∗∗∗

-24.89∗∗∗
2.79∗∗∗
3.49∗∗∗
3.99∗∗∗

（3）定量项目回归

估计系数

28.683

-0.173
0.238
0.057
-0.539
0.063
0.062
0.087

0.2823
115.16∗∗∗

4508

t检验

28.37∗∗∗

-7.07∗∗∗
9.35∗∗∗
3.78∗∗∗

-24.64∗∗∗
2.76∗∗∗
3.49∗∗∗
3.95∗∗∗

项目

截距项

HTECHi，t

CONTROLi，t

HTECHi，t×
CONTROLi，t

R-Square
F

样本量

（1）总评分

系数

2.185
0.236
0.351

0.163

0.3237
896.64∗∗∗

4918

t
58.20∗∗∗
16.60∗∗∗
23.38∗∗∗

7.94∗∗∗

（2）定性评分

系数

1.334
0.265
0.200

0.115

0.1912
402.18∗∗∗

4918

t
47.59∗∗∗
14.97∗∗∗
12.11∗∗∗

4.99∗∗∗

（3）定量评分

系数

0.851
0.144
0.410

0.169

0.3295
944.44∗∗∗

4918

t
44.08∗∗∗
11.21∗∗∗
27.54∗∗∗

8.36∗∗∗

表 4 DID法回归结果

表 5 政策经济后果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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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的标准差为1.272，不难计算出准则修订后定

量类研发信息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占研发信息总贡献

的比重，一般企业为 70.22%，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这

一比例则为 65.28%。这说明企业披露研发信息的价

值含量大部分是由定量类研发信息所提供的。

除上述主要结论外，在式（3）回归的控制变量

中，财务风险、成长性和盈利水平均与企业价值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规模

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信号传递效率与管理水平均可能降低，企业反而会

出现“规模不经济”情况。

五、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证监会2012年年报信息

披露准则中对企业研发信息披露要求的加强，起到

了促进企业披露研发信息的作用，且对于高新技术

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根据回归结果计算

可知：准则修订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水

平提升了约 70%，其中定量类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了

约117%，是整体评分上升的主要原因。

随着披露水平的提升，企业研发信息的经济影

响也发生了改变。证监会准则修订前，研发信息披露

水平与企业价值负相关；准则修订后，样本企业的研

发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且高新技术企

业的研发信息具有额外的价值增量。根据总评分回

归系数，研发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准则修

订后增长为之前的2.17倍。这说明，证监会对准则的

修订不仅实现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研发信息评价性质

的转变，而且使得研发信息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此

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准则修订后，定量类研发信

息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占研发信息总贡献的比重对于

一般企业为 70.22%，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这一比例则

为 65.28%。这显示出企业研发信息的价值含量大部

分是由定量类研发信息所提供的。

本文应用爬虫程序搜集文本信息，相较于以往

对于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研究，较大幅度地扩充了

样本数量和范围，也避免了人工检索文本信息时容

易出现的疏漏，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和说服

力。在研究政策影响时，采用PSM-DID分析方法，

更有利于排除其他影响因素，较为准确地反映政策

影响的“净效应”。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上

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行为受证监会监管的影响及其

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外，本文认为，监

管部门加大对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可以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水平，从而

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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