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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报告趋势下准则持续趋同与资本成本的再审视
——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研究

【摘要】整合性报告的发展使得会计准则持续趋同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选择 2005 ~
2010年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采用TAQ数据中的买卖价

差分离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研究会计准则持续趋同、信息不对称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会计准则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而且会计准则趋同程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

度越低。会计准则趋同的确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显著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信息不对称发挥

中介效应不明朗。这一方面检验了我国会计准则的改革成效，另一方面为未来整合性报告的发展提供了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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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实施，以物联网为

主体的商业模式创新日趋发展成熟。尽管报告格式

在不断调整优化，但现有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滞

后，且无法反映关于企业未来的展望以及与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互动，发展整合性报告（Integrated
Report，IR）已成当务之急。IR是由国际整合报告委

员会（IIRC）于 2011年提出的，其认为 IR旨在说明

一个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众所周知，价值并非由某一

个企业单独创造或在组织内创造，而是基于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而创造的，不仅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影

响，还取决于各种资源。因此，IR可以让使用者了解

影响组织的外部环境、被组织所使用或受组织所影

响的资源和关系、组织如何与外部环境和资本互动，

进而在短、中、长期内创造价值。探讨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CAS）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持续趋

同，及其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

充分利用资源和关系创造价值，为未来 IR的实施奠

定基础。

资本市场建设“三公”原则能确保市场有效运行

和健康发展，其核心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但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全球资本市场发展

普遍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如

信息披露制度的调整与完善，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

题，也一直是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作为减缓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措施之一——会计准则持续趋

同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且会计准则广泛的适用

范围以及较低的边际实施成本使其具有规模经济效

应。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具有强制性，会计准则的

实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降低信

息不对称的目的。此外，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日渐成

熟，公司治理机制日趋完善，公司中存在的委托代理

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向，委托人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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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的会计信息的需求日趋强烈，会计准则的强制

实施性及民间审计的独立性等，都有助于确保会计

与财务信息的客观真实与准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进一步

保护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效率及

资源配置效率。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最终目标是为会计信息使

用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这不仅是适应经济全

球化和经济日益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降低或缓解

信息不对称的必然举措，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国

际竞争力，便于集团企业，尤其是跨国集团企业的会

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进而达到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优化全球资源配置[1]。2010
年财政部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旨在实现CAS与 IFRS的
持续趋同。后金融危机时代，为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

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世界经济组织如二十国集

团（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均倡议建立全球

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IASB）也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会计准则质量。随

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新一轮变革的兴起，为保证我

国会计准则的持续趋同，财政部也对相关企业会计

准则不断进行调整与完善，在2014年和2017年对多

项具体准则做出了修订，这本身就是会计准则持续

趋同的现实表现，更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不二之选。

随着CAS与 IFRS的持续趋同，财务报表信息质量

越来越高，使得会计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起越来越

重要的责任，在资本市场稳健、有序发展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包括形式上的趋同（主要表

现为会计准则制定的趋同）以及实质上的趋同（表现

为会计准则执行的趋同），即会计实务的趋同和财务

报告的趋同。由此引发了一些思考：我国会计改革成

效如何？会计改革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经济后果

如何？CAS持续趋同是否真正达到了降低或缓解信

息不对称的目的？对于不同规模的公司，CAS持续

趋同与信息不对称有何关系，对公司的资本成本有

何影响？财务报表是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主要

方式，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途径。理论而

言，CAS持续趋同能够增强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可

靠性，改善信息披露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更

好地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2]。因此，研究会

计准则持续趋同是否能够降低或缓解信息不对称，

可以检验与评价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效果。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已于 2005 年与

IFRS全面接轨，实现了从体系到条文与 IFRS的全

面趋同[3]。与内地资本市场相比，香港联交所作为国

际资本市场更有效率，本文拟选择 2005 ~ 2010年同

时发行A股与H股的上市公司（简称“AH公司”），

基于会计准则持续趋同角度，利用TAQ数据获取信

息不对称指标值：一是对比CAS实施前后的信息不

对称差异，并进一步分组比较；二是构建模型检验

CAS持续趋同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

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本研究为评价我国会计改革

实施效果与推进CAS和 IFRS的持续趋同提供了经

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经济学理论指出，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逆向选择

和道德风险问题。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通过

信息披露的形式向信息弱势一方提供有关公司内部

信息。一般而言，向信息弱势一方提供的信息数量越

多、质量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会计准则持续

趋同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采用高质量的会计准则，

使财务报告所披露信息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进而

减少信息不对称，维护投资者利益。

现有文献关于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经济后果的研

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如

崔学刚和张宏亮[4]、刘晓华和王华[5]、毛新述和余德

慧[6]、邓永勤和陆燕芳[7]；二是对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如薛爽等[8]、余波[9]、吕晓燕和张滕滕[10]；三是对信

息不对称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虽然刘晓

华[11]尝试对此进行了分析，但囿于数据局限，研究

尚存提升空间。还有一些文献从信息披露角度进行

了分析，如张程睿[12]、朱爱萍[13]、刘少波和汪涛[14]，

这些从宏观角度来看都可归结为会计准则持续趋同

经济后果的研究。

通览现有文献，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对信息不对

称的影响方面，实证研究中通常采用微观结构视角

的变量（如买卖价差、市场流动性、分析师数目、预测

标准差等）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但未达成共

识。一方面，有研究认为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可减少信

息不对称。如Daske等[15]以26个国家和地区强制采

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会计准则

趋同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Leuz和Verrecchia[16]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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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司为样本分析也发现，采用 IFRS的公司具有

较低的买卖价差和较高的交易量，即采用 IFRS的公

司流动性较强。还有研究发现，无论采用 IFRS与否，

公司在股票买卖价差、交易量等方面无显著差异。如

Cuijpers和Buijink[17]发现，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

或美国会计准则不能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在德国

新市场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采用国际会计

准则（IAS）和FASB的公司在股票买卖价差、交易量

等方面无显著差异[18]。Dumontier和Maghraoui[19]以
1999 ~ 2002 年间转向采用 IAS的德国公司为样本，

研究发现公司采用 IAS后买卖价差会降低，但只有

规模较大的公司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显著，小公

司则不显著。Daske等[20]发现公司在 IAS执行方面

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有的公司仅仅把采用

IAS当作“标签”，并不认真执行，这更多的是形式上

的趋同；而有的公司把采用 IAS作为提高公司透明

度责任的一部分，并会认真执行。这两类公司采用

IAS的经济后果存在较大差异，采用 IAS并能够认真

执行的公司在市场流动性方面显著优于将采用 IAS
当作“标签”的公司。但是，将这两类公司放在一起进

行分析时，他们发现这两类公司在市场流动性方面

与没有采用 IAS的公司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由于样本、模型或代理变量

不同，使得研究结论不一致。尽管现有文献从多个角

度分析了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但尚存不足。例如，当前研究缺乏在新兴市场环境下

的证据。制度环境会影响会计准则的执行以及会计

信息质量，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即使采用完全相同的

会计准则，但由于制度环境不同，会计信息质量也会

存在显著差异[21][22][23]。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

现会计准则持续趋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相

继采用了 IFRS，而新兴市场在经济、法律以及政治

制度等方面与成熟市场有很大差距。从会计提供的

信息来看，会计的目的就在于为财务报表的利益相

关者提供具有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的会计信息，

以减少资本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从

经济学角度来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通用的商业语

言，有助于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这也是全球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国坚持CAS与 IFRS持续趋同，CAS的实施为研

究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在此背景下，研

究会计准则持续趋同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显得尤为

迫切和必要。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要求所有在香

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均须遵守香港会计准则，但如

果公司注册地在香港以外，也可以选择按照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编制会计报表。因此，香港上市公司在编

制财务报告时有两种选择：一是采用香港财务报告

准则，二是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

则自 2005年起就已经实现了从体系到条文与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的全面趋同，而内地从2007年才开始

实行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较为趋同的企业会计准

则，两套准则在编制依据、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等方面

存在差异，导致AH公司双重披露的年度报告所包

含的会计信息不完全一致，这为本研究创造了条件。

本文选择 2005 ~ 2010年同时发行A股和H股

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行业以及数据缺

失的公司，最终研究样本为 50家公司。对涉及所有

连续变量的数据均进行了 1%和 99%分位数的截尾

处理（Winsorize）。所用高频数据来源于CSMAR数

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为分析会计准则趋同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构

建如下回归模型：

InfoAsyi,t=β0+β1CVGi,t+β2TRDSUMi,t+
β3VOLATYi,t+β4PRICEi,t+β5MVi,t+∑YEAR+
∑IND+εi,t （1）

被解释变量 InfoAsy表示信息不对称，市场微观

结构理论为该指标的度量提供了一种思路。市场微

观结构测度的是资本市场上知情交易者与流动性交

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财务学研究更多的是关

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

对称是知情交易者与流动性交易者之间更高程度的

信息不对称[24]，并且这两类信息不对称还存在一定

的交叉融合[25]。基于此，采用CSMAR数据库中的

TAQ数据，利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将买卖价差分离

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的数据，能够较好地测度

我国公司内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本文采

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中的买卖价差法，将买卖价差

分解为逆向选择成本（Adverse Selection Cost，ASC）
和百分比有效价差（Percentage Effective Spread，
PES）两个指标来衡量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成本和

百分比有效价差越大，则说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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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26]。

逆向选择成本定义如下：

Adverse_Selection_Cost（ASC）i,t=Di,t×（Midi,t+n-
Midi,t）/Midi,t

其中：D表示买卖驱动方向，若为买方驱动，则

D=1；若为卖方驱动，则D=0。Mid表示最优买卖价

差的中点值，即Mid=（B1+S1）/2，B1和S1分别表示

最高买价和最低卖价。Midi,t+n表示 t时刻之后 n分
钟的最优买卖价差的中点值（Mid）替代股票的真实

价值，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选择n等于5分钟。

百分比有效价差定义如下：

Percentage_Effective_Spread（PES）i,t=2 × Di,t ×
（Pi,t-Midi,t）/Midi,t

解释变量CVG表示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王治安

和万继峰[27]、曲晓辉和高芳[28]、张国华和曲晓辉[29]

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参照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得到

广泛应用并被学术界认可的Gray[30]的趋同性指数

（Convergence Index，简称“CVG指数”），定义了两

个指标：

CVG1=|
NICAS -NIIFRS

NetAssetIFRS
|

CVG2=|Return on EquityCAS- Return on
EquityIFRS|

其中，NICAS、NIIFRS分别表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净利润，NetAssetIFRS表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净资产，Return on EquityCAS

和Return on EquityIFRS分别表示我国企业会计准

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的净资产收益率。CVG1、
CVG2值越大，表明会计准则趋同度越低。

此 外 ，参 考 Welker[31] 的 研 究 ，选 择 股 价

（PRICE）、交易金额（TRDSUM）、收益波动性

（VOLATY）、市场价值（MV）、年度（YEAR）和行业

（IND）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股价（PRICE）、交易金

额（TRDSUM）、市场价值（MV）分别选择财务报告

截止日的收盘价、交易金额和总市场价值，为保证变

量的正态分布，这几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收益波动

性（VOLATY）采用日总市值加权的市场收益月度

标准差的平均值。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 1可知，会计准则趋同指标CVG1、CVG2
的均值分别为0.0157、0.0215，中位数分别为0.0096、
0.0107，说明CAS与 IFRS趋同度还是较高的。这与

财政部会计司课题组[32]的研究结果类似。信息不对

称指标 PES、ASC 的均值分别为 0.1655 × 10- 3、

0.2891×10-3，中位数分别为 0.1195×10-3、0.2542×
10-3。表 1还列示了这些变量的 25%和 75%分位数

（Q1和Q3）以及标准差，可以发现，这些变量的标准

差均不是太大，说明这些变量的变动幅度均不大。

为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2报告了各个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上三角部分为Pearson相
关系数，下三角部分为 Spearsman相关系数。由表 2
可知，会计准则趋同的两个指标（CVG1、CVG2）之

变量

PES（10-3）

ASC（10-3）

CVG1
CVG2
PRICE

VOLATY
TRDSUM

MV

均值

0.1655
0.2891
0.0157
0.0215
2.4874
0.0364

24.6640
24.3509

中位数

0.1195
0.2542
0.0096
0.0107
2.3212
0.0397

24.7117
24.5272

Q1
0.0933
0.0940
0.0000
0.0000
1.7035
0.0327

23.8725
23.1546

Q3
0.2364
0.4550
0.0168
0.0170
3.2453
0.0397

25.6388
25.4189

标准差

0.1113
0.2973
0.0231
0.0661
1.0262
0.0135
1.2769
1.7335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PES
ASC

CVG1
CVG2
PRICE

TRDSUM
MV

VOLATY

PES

0.469∗∗∗
0.034
0.056

-0.813∗∗∗
-0.554∗∗∗
-0.361∗∗∗
0.678∗∗∗

ASC
0.476∗∗∗

0.196∗
0.187∗

-0.396∗∗∗
-0.351∗∗∗
-0.318∗∗∗
0.371∗∗∗

CVG1
0.079
0.065

0.935∗∗∗
0.182
-0.141
-0.203∗
-0.141

CVG2
0.181
0.096

0.598∗∗∗

0.013
-0.159
-0.163
-0.133

PRICE
-0.718∗∗∗
-0.337∗∗∗

0.035
0.099

0.265∗∗
0.391∗∗∗
-0.621∗∗∗

TRDSUM
-0.516∗∗∗
-0.343∗∗∗
-0.087
-0.164
0.275∗∗

0.780∗∗∗
-0.111

MV
-0.488∗∗∗
-0.384∗∗∗
-0.162
-0.129
0.395∗∗∗
0.792∗∗∗

-0.276∗∗∗

VOLATY
0.625∗∗∗
0.264∗∗
-0.185
-0.121∗

-0.619∗∗∗
-0.309

-0.284∗∗∗

表 2 相关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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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 Spearsman、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35、
0.598，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信息不对称的两个指

标（PES、ASC）之间的 Spearsman、Pearson 相关系数

分别为 0.469、0.476，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很高，指标选取是合适的。会计准则趋同指数

（CVG1）与信息不对称的两个指标百分比有效价差

（PES）、逆向选择成本（ASC）之间的 Spearsman相关

系数分别为 0.034、0.196，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079、0.065，CVG2与 PES、ASC的 Spearsman 相关

系数分别为 0.056、0.187，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1、0.096，说明会计准则趋同与信息不对称之间

是正相关关系。其他控制变量与信息不对称之间的

相关系数与预期基本一致。

（二）单变量检验与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了单变量检验，一是比较CAS实
施（2007年）前后信息不对称的差异，二是比较准则

趋同程度不同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的差异。

以财政部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实施CAS作为事

件，选择 2005 ~ 2006年和 2007 ~ 2010年两个对比期

间，用均值和中位数T检验分析两个期间信息不对

称的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Panel A和Panel B分别报告了PES
和ASC指标的比较结果。Panel A中，2005 ~ 2006年
和 2007 ~ 2010年PES的均值分别为 0.1643、0.0874，
差异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0.0769；中位数差异检

验结果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0.0706，这说明实

施 CAS 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Panel B 中采用

ASC的中位数检验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ASC的均

值差异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1.7296，这充分说明

与 IFRS趋同的CAS实施后，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

称程度。

在2007年CAS实施后，分别以CVG1、CVG2的
中位数为划分标准，若CVG1、CVG2的值小于其中

位数，则划分为高准则趋同程度组，否则划分为低准

则趋同程度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与低准则趋同度组相比，高准则趋

同度组信息不对称指标（PES、ASC）的均值、中位数

均降低，并且ASC的均值、中位数以及 PES的中位

数检验结果表明，高准则趋同度组信息不对称程度

均显著降低。高准则趋同度组 PES 的均值都小于

低准则趋同度组，这进一步检验了准则趋同的效

果。高准则趋同度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降低，说

明会计准则趋同在降低或缓解信息不对称方面是卓

有成效的。

（三）多变量分析

根据构建的模型，分别采用PES和ASC作为信

息不对称的替代指标，同时又分别采用会计准则趋

同指数（CVG1、CVG2）进行分析，表 5展示了会计

准则趋同与信息不对称的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当采用PES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无

论采用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1还是CVG2，系数

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 0.593和 0.560，
这表明CVG1和CVG2越小，会计准则趋同度越高，

相应的，百分比有效价差（PES）和逆向选择成本

（ASC）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低。PES与收益波

动性（VOLATY）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也与预

期结果一致。当采用 ASC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结

果显示其与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1、CVG2）的系

数分别为0.543和0.205，且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

与PES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类似，除交易金

额（TRDSUM）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大。这说明会计

变量

CVG1

CVG2

准则
趋同度

高

低

差异

高

低

差异

PES
均值

0.145
0.167
-0.022
（0.51）
0.1465
0.1608
-0.0153
（0.59）

中位数

0.113
0.128

-0.015∗
（0.07）
0.134
0.153

-0.029∗
（0.06）

ASC
均值

0.214
0.332

-0.118∗
（0.07）
0.216
0.314

-0.098∗
（0.08）

中位数

0.210
0.299

-0.089∗
（0.08）
0.214
0.290

-0.076∗
（0.06）

CAS实施后按照准则趋同程度分组后的
差异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P值。

表 4

Panel A：PES（10-3）

2007 ~ 2010年

2005 ~ 2006年

差异

Panel B：ASC（10-3）

2007 ~ 2010年

2005 ~ 2006年

差异

均值

0.0874
0.1643

-0.0769∗∗∗
（<0.0001）

0.2356
1.9652

-1.7296∗
（0.0911）

中位数

0.0856
0.1562

-0.0706∗∗∗
（0.0001）

0.2178
1.0587

-0.8409∗∗
（0.0125）

Q1

0.0604
0.0869

-0.0265

0.0823
0.0663

-0.3528

Q3

0.1079
0.2123

-0.1042

0.3963
1.6342

1.2379

标准差

0.0469
0.0725

0.0731

0.2794
3.2346

6.6123

表 3 CAS实施前后均值和中位数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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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趋同确实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PES、ASC呈现左截

尾分布，根据数据分布特征，又采用受限因变量的

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
知，CVG1、CVG2对PES、ASC影响的符号及显著性

与表5类似，证明了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高质量会计准则是生产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前提

条件，如果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那

么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必然会带来高质量会计信息，

这是准则持续趋同的直接经济后果，表现为主要通

过两种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一是向信息弱势一方

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二是准则持续趋同带来的财

务报表中所披露信息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有助于

减少信息不对称。

（四）对资本成本影响的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会计准则趋同程度越高，信息

不对称程度越低，由此引发另一个思考：准则持续趋

同的经济后果如何？信息不对称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为此，参考温忠麟等 [33]、温忠麟和叶宝娟 [34]的研

究，构建如下模型：

Coei,t=α1+c×CVGi,t+∑kβk×Controlsk,i,t+εi,t

（2）
InfoAsyi,t=α2+a×CVGi,t+∑kβk×Controlsk,i,t+

εi,t （3）
Coei,t=α3+ c'×CVGi,t + b× InfoAsyi,t +∑ kβk×

Controlsk,i,t+εi,t （4）
中介效应具体的检验步骤为：

第一步，检验模型（2）的回归系数 c，如果显著，

则继续第二步；否则结束中介效应分析。

第二步，进行部分中介效应检验，即依次检验模

型（3）的系数 a和模型（4）的系数 b，如果都显著，则

意味着自变量（CVG）对因变量（Coe）的影响至少有

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信息不对称实现的，可

继续第三步；如果至少有一个系数不显著，此时不能

下结论，转到第四步。

第三步，进行完全中介检验，即检验模型（4）的
系数 c'，如果不显著，说明是完全中介效应，自变量

（CVG）对因变量（Coe）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

（InfoAsy）来实现的；如果c'显著，说明只是部分中介

效应，即 CVG 对Coe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 In⁃
foAsy实现的，结束检验。

第四步，进行 Sobel检验，如果显著，意味着 In⁃
foAsy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束

检验。

资本成本有多种计算方法，Botosan、Plumlee[35]

发现使用PEG模型估计权益资本成本的效度最高，

变量

CVG1

CVG2

TRDSUM

VOLATY

PRICE

MV

_cons

IND
YEAR

R2

Chi2

PES
（1）

0.593∗∗∗
（3.61）

0.001
（0.34）

-8.168∗∗∗
（-9.89）
-0.022

（-0.42）
-0.055

（-1.12）
0.385∗∗∗
（4.30）

Yes
Yes

0.762
268.7

（2）

0.560∗∗∗
（3.38）
0.002

（0.48）
-7.982∗∗∗
（-10.65）

-0.100
（-0.22）
-0.060

（-1.18）
0.374∗∗∗
（4.74）

Yes
Yes

0.765
255.3

ASC
（3）
0.543∗

（1.65）

-0.058∗∗∗
（-3.10）
-1.488

（-0.42）
-0.020

（-0.08）
-0.025

（-1.53）
2.269∗∗∗
（11.76）

Yes
Yes

0.266
2.038

（4）

0.205∗
（1.86）

-0.058∗∗∗
（-2.82）
-1.449

（-0.37）
-0.086

（-0.03）
-0.026

（-1.43）
2.270∗∗∗
（10.65）

Yes
Yes

0.266
6.897

变量

CVG1

CVG2

TRDSUM

VOLATY

PRICE

MV

_cons

IND
YEAR

LogLikelihood
P

PES
（1）

0.950∗∗
（2.04）

0.006
（0.94）

-10.59∗∗∗
（-9.80）

0.007
（1.49）
-0.012∗∗
（-2.39）
0.446∗∗∗
（5.96）

Yes
Yes

98.61
0.000

（2）

0.763∗∗
（2.14）
0.007

（1.14）
-10.26∗∗∗
（-9.47）

0.010∗
（1.97）
-0.013∗∗
（-2.56）
0.425∗∗∗
（5.55）

Yes
Yes

98.49
0.000

ASC
（3）
0.652∗

（1.69）

-0.054∗
（-1.70）
-0.917

（-0.17）
-0.001

（-0.05）
-0.030

（-1.04）
2.230∗∗∗
（6.58）

Yes
Yes

21.08
0.000

（4）

0.076∗
（1.83）
-0.053

（-1.64）
-0.944

（-0.18）
0.000

（0.01）
-0.031

（-1.05）
2.238∗∗∗
（7.09）

Yes
Yes

21.05
0.000

表 5 会计准则趋同与信息不对称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 t值。标准误为经过面板校正调整的标
准误（PCSE）。

表 6 基于T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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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Coe是权益资本成本；eps1、eps2分别表示

第一年和第二年每股收益预测值；P0为当年年末股

票价格。同时，为分析信息不对称水平变化对资本成

本的影响，参考郑伟光等[36]、闫华红和张明[37]、汪

祥耀和叶正虹 [38]、易阳等 [39]的做法，控制如下因

素：操控性盈余（DACC，采用修正 Jones模型计算）、

Beta（根据CAPM模型计算得出）、资产规模（Size，取
总资产自然对数值）、BM（账面市值比）、营业收入

增长率（Growth）、盈利水平（ROA）等。其他指标不

变，准则趋同对资本成本影响及信息不对称发挥中

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可知，模型（2）的检验结

果如表 7中（1）、（4）列所示，而模型（3）与前文分析

模型（1）等价。由表 7中（1）、（4）列可知，模型（2）中
CVG1和CVG2的系数分别为 3.196和 8.433，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CVG值越大，会计准则趋同

度越低，资本成本越高，即会计准则趋同显著降低了

资本成本。再做部分中介效应检验，由表 5和表 6可
知，模型（3）中系数 a也是显著的，模型（4）中系数 b
如表7中（2）、（3）、（5）和（6）列所示。可以发现，（2）、
（5）列中的系数 b分别为 0.713和 0.878，至少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会计准则趋同（CVG）对资本成

本（Coe）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

信息不对称实现的。模型（4）中系数 c'在（2）、（5）列
均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当信息不对称采

用指标 ASC时，由（3）、（6）列可知，系数 b分别为

0.024和 0.017，均不显著，再进行 Sobel检验，Z值分

别为0.151和0.157，均不显著，说明信息不对称对准

则趋同与资本成本关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具体而

言，信息不对称对准则趋同与资本成本关系的中介

效用受到信息不对称指标衡量方法的影响，具体影

响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结论严谨与稳健，笔者还进行了如

下稳健性检验：一是鉴于会计准则趋同指数衡量指

标很多，为避免指标选择的不同造成结果的差异，从

净资产差异角度构建了趋同指标进行分析。二是依

据市场微观结构领域Easley等[40]采用的知情交易概

率（PIN）作为信息不对称性的替代指标，采用相同

的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结论不变。

由此可知，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即会计准则

趋同确实降低或缓解了信息不对称。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进程加快，财政部会

计司发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趋同路线图》，并且在 2014年和 2017年对相关具

体准则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这充分表明CAS与 IFRS
已基本实现趋同。随着整合性报告的推进与实施进

程的加快，对准则持续趋同经济后果的再审视尤为

迫切。因此，本文以2005 ~ 2010年同时发行A股和H
股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准则持续趋同的经济

后果，其主要表现为对信息不对称及融资成本的影

响。结果显示：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经济后果表现为

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以及资本成本降低，的确达到

变量

CVG1

CVG2

PES

ASC

DACC

Beta

Size

BM

Growth

ROA

_cons

IND
YEAR

R2

F
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比例

Sobel 检验 Z值

（1）
3.196∗∗∗
（13.84）

-0.422∗∗∗
（-2.93）
-0.099

（-1.28）
0.122∗∗
（2.21）
-0.017∗∗∗
（-4.02）
-0.170∗∗∗
（-3.4）
-0.900∗∗∗
（-3.33）
-2.588∗

（-1.85）
Yes
Yes

0.355
4.110

（2）
3.789

（1.67）

0.713∗
（1.83）

-0.435
（-0.92）

0.068
（0.58）
0.005

（0.26）
-0.033∗∗
（-2.07）
-0.221

（-1.13）
-0.050

（-0.13）
0.051

（0.09）
Yes
Yes

0.392
5.512

（3）
2.693

（1.08）

0.024
（0.21）
-0.584

（-1.25）
0.073

（0.60）
0.008

（0.42）
-0.043∗∗
（-2.21）
-0.221

（-1.25）
-0.010

（-0.00）
-0.042

（-0.08）
Yes
Yes

0.356
3.543

4.9%

0.151

（4）

8.433∗∗∗
（11.76）

-0.610∗∗∗
（-3.55）
-0.139

（-1.43）
0.137∗

（2.00）
-0.016∗∗∗
（-3.03）
-0.187∗∗∗
（-3.03）
-0.993∗∗∗
（-2.97）
-2.978∗

（-1.72）
Yes
Yes

0.348
4.506

（5）

0.547∗∗
（2.12）
0.878∗∗
（2.24）

-0.546
（-1.11）

0.106
（0.83）
0.003

（0.12）
-0.023

（-1.47）
-0.217

（-1.11）
-0.102

（-0.29）
0.080

（0.14）
Yes
Yes

0.396
6.440

（6）

0.209
（0.54）

0.017
（0.13）
-0.618

（-1.21）
0.087

（0.64）
0.007

（0.38）
-0.038∗

（-1.99）
-0.222

（-1.24）
-0.048

（-0.14）
-0.028

（-0.05）
Yes
Yes

0.349
3.760

12.25%

0.157

准则趋同对资本成本影响及信息不对称的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Coe= ( )eps2 - eps1 P0

表 7

注：括号内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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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目的，并将有助于资本市场

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按照准则

趋同程度分组检验后发现，高准则趋同度组的信息

不对称指标PES、ASC的均值、中位数均显著降低，

即准则的持续趋同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Tobit回归进一步验证了该研究结论。经济后果的进

一步分析表明，会计准则趋同确实能够有效降低或

缓解信息不对称，会计准则趋同也确实能够降低资

本成本，但信息不对称对准则趋同与资本成本关系

的中介效应不明朗。

本文的研究充分说明我国会计准则趋同的实施

效果是明显的，达到了降低或缓解会计信息不对称

的目的，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是富有成效的。随着我

国证券交易机制的日趋完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

证券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但与此

同时，由于在发行制度、上市交易、信息披露和退市

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参

差不齐，部分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差、信息不对

称程度高、财务欺诈现象也屡见不鲜。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趋同是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切实

途径，也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

举措，因此要保证准则的实质趋同。同时，以我国为

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与发达国家面临的

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会计问题也

有其特殊性，将这种特殊性反映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是维护各国国家利益和加

快推进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建设进程的必然选

择。尽管本文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但囿于计算方

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和拓展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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