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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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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050091)

要〕会计信息对加强经济管理 ,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 ,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会计信息

质量不 高。 其 主要原因是: 产权界定不明晰 ,市场体系发 育不完善 ,会计法规和会计管 理体系不完备 ,企业自
我约束机制不健全 ,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等。 应采取的主要对策是: 优化会计行为的内外部环境 ,完善会计
法规 ,严肃财经纪律 ,健全管理监督机制 ,提高会计人员综合素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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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是价值运动及其属性的一 种客观表达 ,包 含

逃税、骗税等现象 ,屡有发生。 会计信息失真危害极 大 ,它

相互关联、互为制约的“数据输入、系统转换、信息输出”三

不仅违反 了真实性原 则 ,还 助长了浮 夸不实之 风 ,败坏了

个有机过程。 它是整个会计行为系统的核 心部分 ,其实 质

社会风气 ,同时误 导财经信 息 ,使决 策部门 失去准 确的依

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反映。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

据 ,造成宏观决策失误 ,容易诱发经济和金融风险。

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 ,随着经济主体和利 益

究其原因 ,有客 观经济环 境和发 展水平的 因素 ,也有

主体的多元化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国际化 ,以及经济规 模

经济主体 和会计主体 方面的主 观人为因 素 ;有 体制、制度

的日益扩大和内涵的日益复杂 ,会计信息在宏观调控和 微

方面的原因 ,也有知识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方面的原 因 ;有

观管理上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而重要的 作用。 但是 ,另 一

有意为之 ,也有工作技术失误 ,等等 ,以下分别 论之。

方面 ,由于我 国正处在 新旧体制交 替和社 会转型 期 ,市 场

一是产权界定不明晰。现存的国有产权关系不同程度

发育 不完善 ,法制体系 不健全 ,宏观经济 监督和 企业自 我

地存 在模糊 化 ,所有 权关 系模 糊 ,实际 占有 权关 系模 糊 ,

约束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以及一些企业经营者法制观念 淡

“人格化”代表不明 晰。 企业所有 权和经营 权没有 真正分

薄、会计人员 综合素质 不高等原因 ,致使 会计信 息质量 得

离 ,企业市场法人主体地位空缺。在企业重大经营决策 ,经

不到保证。而在制约会计信息质量的 真实性、相关性、可比

营者的选 择 ,财务 成果的监 督等方面 ,既没 有真正 体现国

性、时效性等诸因素中 ,又以真实性方面的 问题最为突出。

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 ,又削弱了企业 作为市场法人代表的

会计信息不真不实的问题 ,已对市场经济秩序和企业规 范

主体地位 ,没有发 挥主体经 营管理 ,包括财 务会计 管理的

管理 构成严重危 胁 ,损 害了国家和 公众的 利益 ,因而引 起

积极性、主动性。

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愿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 的认识和思
考。

二是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企业会计主体在企业经营
活动中的 预测、决 策和管理 行为中 ,还不能 真正遵 从价值

一、会计信息失真现状、原因透析

规律和竞争规律。在诸如生产要素价值、企业产品价格、职
工工资奖 金水平等方 面 ,仍 主要取决 于政府机 构 ,导致企

近年 来 ,在我 国财经工 作中 ,由于客 观社会 经济环 境

业经营者在处理国家和集体关系上 ,为追求职工收入最大

和财务会计主体多方面因素的作用 ,比较普遍地存在着 制

化 ,采取虚增成本 ,侵蚀利润的计算方法 ,因 而造成会计信

度执行不严 ,管理行为不规范 ,财经经律松 弛 ,会计信息 失

息与实际价值运动相背离的现象。

真等现象。 从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到会计报告各环节都 存

三是会计法规不完善 ,会计管理 体系不完备。在我国 ,

在不规范、不合理甚至不合法行为。搞假凭证、假帐、假表、

虽然近年已相继制定 (修订 )了《会计法 》、《公司法》、《会计

甚至假审计报告 ,玩数字游戏 ,“变通”处理 经济业务 ,编 造

基础 工作 规范》等法 律、法规 ,但 由于 经营 者法 制观 念淡

利润 ,粉饰经 营业绩 ,或者掩 盖真实财 务情况 ,借 以偷税、

薄 ,有 关规定不配 套 ,执 法环境欠佳 及执法 者本身 素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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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对违规违 纪者惩罚 不力等因素 ,会计 法律规 范的执 行

企业改革步伐。 从根本上讲 ,会计管理和会 计行为中存在

仍不理想。但就现有会计管理法规、会计管理体系而言 ,还

的问题属于改革中的问题 ,有些是旧 的体制向新的体制转

存在理念滞后 ,规定内容空泛 ,监管手段不明确等 局限。

变过程中 难以完全避 免的 ,只有通过 加快改革 ,进 一步推

四是社会审计监督和会计咨询体系 不健全。由于我们

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建立企业在现 代经济体制中的主体

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变中 ,一方面要 转

地位 ,使企业真正 成为自主 经营、自负盈 亏、自 我发展、自

变政府职能 ,政企分开 ,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有所削 弱。另一

我约束的 法人实体和 市场主体 ,这是 保证会计 信息合 法、

方面社会审计监督、会计咨询服务体系等社会中介组织 不

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 其第一步 ,是落实 江泽民总书记

健全 ,未能及时填补这一空白 ,致使企业在 接受宏观指导、

在华东七 省市改革 和发展座谈 会上所强调 指出的 ,“要全

管 理方面 出现 某种真 空状 态 ,在会 计信 息管 理中 出现 裂

面落实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 理科学的要求”。

隙。

要以对历 史、对人 民高度负 责的精神 ,建立 起有效 的国有
五是主体多元、利益驱动的结果。 与单一计划经济 相

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 ,确保国家做为所有者、出资者

比 ,市场机制 ,实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一方 面调动了企

所应保有的权益。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防止企

业经营者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置国家利益于 不

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堵塞国有资产 流失的漏洞。 同时要

顾 ,片面追求个人和团体利益的现象。尤其在现阶段 ,经营

明确企业 作为法人实 体拥有直 接占有权 ,依法 自主经 营、

考核指标体系不健全 ,“一手软、一手硬” ,社会效益指标 无

自负盈亏 ,对国家 (出资者 )承担资产保 值增值责任。 政府

过硬标准 ,片面以经济效益指标作衡量标准。此外 ,企业斥

要在法制 约束范围内 行使宏观 调控、制定产业 政策、维护

资、融资、信贷都与企业信誉相关 ,导致一些企业经营者 隐

经济和信用秩序等职责 ,不得直接干 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匿真实会计信息 ,虚饰经营业绩 ,以谋求奖 励、晋升机会 和

动和财务会计行为。 改变目前企业在市场价值判断 ,亦即

获贷。

企业财务会计行为和利益体现上对政府的盲目被动状态。

六是行政干预、长官意志。一些部门领导 ,不顾客观规

(二 )深化会计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

律 ,不经过科 学论证 ,缺乏风 险预测 ,盲目 追求高 速度 ,要

济和现代 企业制度 相适应的会 计管理规 范体系。 两权分

求企业限期达标 ,还有名目繁多的“献礼工程” ,等等。万般

离 ,政企分开 ,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意味 着赋予企业充

无奈 ,一些企业也就制造虚假会计信息 ,以 迎合上级需要 ,

分的经营、理财、分配自 主权 ,包括筹 资自主权、投 资自主

这实际是“逼良为娼”。

权和税后利润分配自主权等。政府部门包括管理会计工作

七是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 是
国家宏观调控力度有所削弱 ,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管理民 主

的财政部 门 ,其职 能从具体 直接管理 转变为主 要是制 定、
实施执行规范、监督检查、信息服务等。

化程 度不高 ,会计行为 透明度不够 ,缺乏 有效的 内部监 督

首先是完 善会计法规 体系 ,维护 法律的权 威性 ,严肃

机制 ,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高低 ,真实与否 ,很大程度上 取

性。要积极宣传、贯彻 1999年 6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决于企业领导者和会计人员个人素质 ,这就不可避免的 要

通过的新修订的《会计法》 ,这是建立完善全 国统一的会计

留下隐患。

制度的基本保障。 要进一步落实《公司法 》、《合同法 》等相

八是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包括适应现 代企业制度

关经济 法规 ,严 格执行《会计法》对会 计凭证填 制、会计帐

的现代会计理念 ,法律规范意识 ,职业道德 素养 ,以及心 理

薄登记、会计报表 编制等的 会计核算 要求 ,保证会 计核算

素质、知识素质等等都存在明显缺陷。 特别是面临知识 经

内容的准 确完整 ,保证会计 信息质量 ,保证 会计信 息对国

济 时代 ,面对 全球 经济、信 息一 体化 的严 峻现 实 ,在心 理

家 ,对其它债权人、投资者 ,对各相关利益集 团的决策有用

上 ,以至知识技术手段上都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

性。 要严格会计法律责任 ,改变目前有 法不依 ,执法 不严 ,

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思考

违法不纠的混乱局面。 责、权、利是系统的统一 ,单位领导
人和会计人员 ,都要对会计行为承担 应负的法律责任。 对

会计 信息质量失 真失实 已是不争 的事实 ,那 么 ,如 何

受理不合 法、不真 实的原始 凭证 ,提 供虚假 核算资 料的会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我认为 ,从根本上讲是要建立与社 会

计人员 ,对倚仗职权 ,强迫、诱使会计人 员做假帐、假 报告 ,

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 会

对置法 律于不顾 ,热衷于 “上有 政策 ,下 有对策”的 企业负

计模 式。 采取系统 分析、整 体优化 的原则 ,综合 运用政 治

责人 ,绝不姑息迁就 ,不搞“下不违例”。要使违法违纪者为

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文化的各种手段。优化会计行

自己的行 为付出政治 的、经 济的代价 ,把企 业会计 行为真

为的内外部环境 ,完善会计法则 ,严肃财经 纪律 ,建立科 学

正引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上来。

有效 的管理运行 机制 ,提高会计人 员综合 素质 ,建设有 中
国特色的会计文化。
(一 )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向 ,加快推进国 有

如果作进一步深层次思考 ,更长 久的更根本的是构建
既富时代特征 ,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 会计理念体系。 围绕
“决 策有用论”这一 会计信息质 量的核心范 畴和建 立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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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度这一根本目标 ,构筑起会计理念结构、逻辑结构 ,
以及相关的会计政策、会计技术规程等。

终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回报。
二是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 市场发育的不完善 ,体制

要健全会计监督评价体系。要建立会计人 员执业资格

的不健全 ,无序竞 争 ,管 理失范 ,很容 易激起人 们的浮 躁、

考试、聘任、业绩能力考核 ,执业会计人员档案等相关管 理

盲目、取巧心理。 除去加快推进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

制度。 完善企业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机制 ,发挥会计师 事

设 ,深化体制改革 ,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 境 ,也

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作用 ,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 制

要求 经营管 理主 体具备 良好 的心 理素 质 ,健全 的心 智结

度 ,要实施“厂务公开”、“村务公开” ,其中“财务公开”、“民

构 ,具 备坚定的意 志信念 ,不随波 逐流 ,不趁火 打劫 ,不搞

主理财”应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确立工人阶级、劳动者的国

“乱中取胜”。 做为行为主体 ,每一个经营者 和会计人员都

家主 人翁地位 ,社会主 体地位 ,充分发挥 职工和 劳动群 众

应承担起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责任。

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的积极 作用 ,探索在 不

三是充实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知识化信息化时代的来

同类型企业公司的实现、保障形式。 同时要建立会计道 德

临 ,对每一个经营和会计人员都是机 遇 ,同时也是挑战。现

规范体系、信息网络服务体系等。

代科技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需要每一

(三 )提高企业经营者和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企业经

个经营者和会计人员转变经营管理观念 ,同时要努力学习

营 者和会 计人 员同是 企业 会计 行为 主体 ,一 个属 领导 行

掌握现代 管理经营知 识和手段 ,缺少 相应的知 识和素 养 ,

为 ,一个属直接责任行为。 目前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出现 的

同样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同样会影 响企业经营决策质量

混乱、偏差、失真、失实 ,固然 有社会转 型期制 度、法规、机

和科学程序。

制不完备、不规范、不适应等等客观因素。但不 能忽略主体

四是提高职业道德素养。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公

方面的原因 ,不能不看到 ,由于主体素质低 下、不完善所 带

开的原则。这不仅是一种经济规范 ,同样是一种道德规范。

来的消极影响。 因此如何完善、提高主体的综合素质就 成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 序的建立 要求每一个 经营主 体与会

为一个重要环节。

计主体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理念和道德理念。就目前而

一是树立合理依法经营管理的观念 。 “理”就是科学、

言 ,社 会风气、社会道德 水平普遍 下滑 ,享乐主 义、拜金主

就 是规律 ,“合理 ”经营 管理就是按 客观经 济规律、会计 管

义猖獗 ,欺诈行为、暴富心理的存在等等 ,不 能不给企业经

理规律办事 ,不搞“长官意志” ,不玩“数字游戏” ,不做伪 不

营者和会计人员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以至道德信念上的侵

虚饰 ,不虚增也不虚减。“依法”就是增强法制观念 ,自觉遵

蚀和侵害。但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经营者以及为经营者

守 国家法律规 范 ,依 法经营、照章理财 ,不 搞“越界击球 ” ,

提供信息 服务、参 与经营决 策的会计 人员 ,要想把 愿望变

也不打“擦边球”。 合理依法经营管理说起 来容易 ,做起 来

为现实 ,同样应该 尽到自己 的责任 ,一方面 是增强 法制意

难 ,因为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会计管 理规律 都在探 索

识 ,一 方面是增强 道德自律 意识 ,增 强道德 责任心 和责任

中 ,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学习 ,勇于实践 ,不断总结。 首先 还

感 ,保 持职业良知 ,实现 企业经济目 标和人 的道德 水准的

是要坚定信念 ,眼光放远一点 ,老老实实合 理依法办事 ,最

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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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guarantee of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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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ccoun ting info 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 t role i n s treng thening economic manag emen t and
dev eloping national economy. At pres en t th e quality of th e accou nting info rmation is poor because of th e following reason s: 1. Th e d efinition of p roperty ow nership is no t clear. 2. The market s ystem is not complete. 3.
Accou nting law and accoun ting manag ement sys tem are weak. 4. The self-res train t machanism of th e enterp rises is d eficient. 5 The profici ency of the accountan ts is below the standard. The meas ures f or improv ement
are as follows. 1. optimizi ng the in ner and outer expos ures of accou nting p ractices; 2. improving accou nting
code; 3. st rength eni ng the discin plin e for accoun ti ng practices; 4. rei nforcing th e machanism of management
and s upervision; 5. making accou ntant s bett er qualified. O ur purpose is to build and efficient accou ntance wi th
Ch ines e ch aracteris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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