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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2021年3月16日，厦门大学刘峰教授和杜兴强教授为我中心师生分别作题为“葛家澍教授与厦

大会计”和“葛家澍教授会计思想综述”的学术演讲。 

 2021年3月20日，基石资本的范永武博士和国泰君安证券的许业荣博士为我中心师生分别作

题为“科技企业的投资路径和财务分析”和“基于战略决策导向的财务报表分析”的学术报告。 

 2021年3月20日，重庆大学辛清泉教授与武汉大学李青原教授为我中心师生分别作题为“观

察社会现象 研究会计治理问题”和“学科交叉与会计研究的个人体会”的学术报告。 

 2021年3月21日，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举办了“‘厦大家澍 百年辉映’葛家澍教授学术

思想讨论会”。本次思想讨论会由葛家澍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组、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

计学系与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厦门大学会计系刘峰教授作为会议主持人,来自全国

各个高校的两百多位与会专家学者参加本次活动，对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进行了热烈的、全方

位的讨论，最后厦门大学会计系杜兴强教授做学术讨论会总结发言，本次“厦大家澍 百年辉映

——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圆满落幕。让我们共同走进大师和他的会计时代，缅怀老一

辈会计学家卓绝的学术思想与治学之道。 

 2021年3月22日，“厦大家澍 百年辉映”葛家澍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

中心音乐厅举行。本次葛家澍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由葛家澍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组、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与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纪念活动开幕式由刘峰教

授主持，厦门大学校领导、中国会计学会领导、葛先生家乡江苏兴化市领导、原中国会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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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长、高校代表、校友代表、葛先生学生代表、葛先生家属代表、“冠亚厦门大学会计发展

基金”捐赠方代表分别致辞，厦门大学会计系杜兴强教授做纪念葛家澍先生著作的首发式。随

后的环节是纪念葛家澍先生的三本著作的首发式，杜兴强教授进行致辞。在纪念活动的最后，

刘峰教授表示，希望借由今天的活动，促进会计界在教学研究中不忘历史，不忘早年会计学家

的努力，把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财富永远传承下去。 

 2021年3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王化成教授与广州大学校长魏明海教授为我中心师生分别作

题为“价值网平台的财务管理——企业组织演进、案例解构与发展方向”和“对我国超大资产

规模企业集团资本扩张机制及其风险管控的若干初步思考”的学术报告。 

 2021年3月22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汤谷良教授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学院院长黄世忠教授为

我中心师生分别作题为“企业估值原则与商业决策逻辑”和“新环境 新会计”的学术报告。 

 2021年3月23日，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玮博士和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文博士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最好的时代 最好的机会”和“公募基金和财富管

理”的学术报告。 

 2021年3月26日，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黄世忠教授、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徐珊博士、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刘维博士、厦门大学刘峰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会计研究：学界与业界对话”

的学术报告。 

 2021 年 3 月 26 日 ，厦门大学刘馨茗老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Are Social Ties Really 

Undesirable— The Transition of CEO-Audit Committee Social Ties and Its Effect on Audit 

Committees' Oversight Quality”的学术报告。 

 2021年4月2日，厦门大学刘峰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制度：从自愿到强制——以审计为

例”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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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进展报告】  
 

 

 

 

重大项目之一：文化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

行为项目负责人：杜兴强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2  
 

  

本课题在该阶段研究期间内顺利进行，本季度课题进展情况如下： 

阶段性成果之一： Xingqiang Du*, Quan Zeng#, and Ying Zhang, 2021.03, “Talk the Talk, but Walk 

the Walk: What Do We Know About Marital Demography and Corporate Greenwash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Forthcoming. 

主要内容：Using a sample of 21,628 firm-year observations from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8-2017,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divorce-marriage ratio, the proxy for marital demograph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greenwashing. This finding suggests that higher divorce-

marriage ratio is associated with stronger individualistic social atmosphere, lower conformity to social norms 

and more unfavorable attitude toward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bets firms to talk the talk rather than 

walk the walk, and foments corporate greenwashing. Moreover,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attenuates above positive relation. Lastly, our conclusions are robust to sensitivity tests using the divorce rate, 

alternative proxies for greenwashing and individual-level divorce data, and further our findings are also valid 

after addressing the endogeneity issue.  

阶段性成果之二：杜兴强，《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研究》[ISBN: 978-7-5615-8057-8]，

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03。 

主要内容：《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研究》共包括五篇、共十六章。 

第一篇为绪论，包括纪念性质与综述类的两章，分别为“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与

“缅怀先贤、归德明厚：葛家澍教授学术思想综述与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第二篇题为“思想破冰”，共分为“必须替借贷记帐法恢复名誉”与“会计理论的继承与

发展”两章，围绕先生最具影响力的两篇文章，阐述其中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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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为“会计基本理论研究”，涉及“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基本假设”、“会计

对象：资金运动学派”等三章。 

第四篇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共分七章、分别题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

总体研究”、“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与会计计

量”、“现行财务报告模式：局限性及改进”与“会计准则”，阐述先生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与会计准则领域内的学术思想。 

第五篇为“独树一帜的教材体系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材”，分为二章“厦门大学会计系

列教材：独树一帜的教材体系”与“中级财务会计学：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阐述先生在教材建

设中的学术思想与教育理念。 

本书还包括五个附录，分别为“葛家澍教授简介”、“葛家澍教授扼要年谱”、“葛家澍

教授主要论文与著作目录”、“葛家澍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博士后及首届硕士生名录”及“厦

门大学会计学系：历史与现状”，以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先生献身于会计学科研与教学的一生，

以及对厦门大学会计学科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重大项目之二：管控机制理论与产业价值链协同治理研究 

项目负责人：傅元略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3  

 

本项目在课题组负责人的组织领导下顺利进行，本季度项目进展如下：  

阶段性成果：数字经济下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及其价值管理数智化研究，待发表在《财务研究》

第2期（4月底发刊）。 

主要内容：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和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由

此导出的产业链供应链（下面简称“双链”）融合及其价值管理数智化(包括数字化和智能化）研

究是学术界关注的国家战略问题,也属于战略财务的挑战性难题。本文正在探索创建一套双链融合

理论来解决双链融合方法创新及其双链价值管理数智化系统设计的问题。首先，本文从双链融合的

相关理论探索出发，提出了基于跨企业协同治理的双链融合理论，并将现代IT与双链融合集成构建

双链融合的数智化平台的理论框架；其次根据双链融合理论探讨双链融合的三大方法与创新，和构

建基于跨企业协同治理的双链价值管理数智化系统；最后，本文提出了双链融合及其价值管理数智

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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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之三：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治理机制优化 

项目负责人：刘峰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4  

  

本课题已提交结题报告，课题的后续研究成果如下： 

阶段性成果之一：企业成长性、CEO财务专长与企业价值，刘峰、何建勋，《财务研究》，

2021年第1期。 

主要内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南橘北枳”，意思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会表

现出不同的性状。举一反三，企业管理者的才能是否也会因为组织环境的差异而发挥不同的作

用？本文结合企业的成长性水平，从投资行为和成本管控的视角，系统分析与检验了CEO财务

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财务出身的CEO会抑制企业的投

资水平，易错失投资机会，有损企业价值；而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则有助于企

业实现成本领先，提升企业价值。路径检验发现，对于高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

价值的影响存在部分的投资水平路径；对于低成长性企业，CEO的财务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存在部分的成本管控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财务专长对企业投资水平、企业价值的抑制

作用，只存在于具备高成长性的国有企业之中；成长性水平降低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

企业，具有财务专长的CEO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成本管控水平，促进企业价值上升。 

阶段性成果之二：中国的企业政府补贴:特征演变与研究概述，石昕，任宇，龙小宁，刘

峰等，《当代会计评论》，2020年第3期。 

主要内容：企业政府补贴主要指政府对企业的无偿拨付，是政府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

手段,在不同历史阶段政府补贴的侧重点不同。从历史沿革来看,政府补贴的补贴背景表现出价

格机制从“直接干预”到“市场定价”转变的趋势，补贴方式表现出政策导向从“输血式”到

“造血式”转变的趋势,补贴范围表现出涉及企业从“特权型”到“普惠型”转变的趋势；从现

阶段政府补贴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地区分布不均衡、行业分布不均衡、产权分布不均衡和信息

披露不充分的特点。我国的企业政府补贴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政府补贴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

在多角度尚未得到一致结论。现有研究目前尚存以下五个方面的不足,可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方

向：①对地方政府特征如何影响政府补贴行为关注不足；②对潜在的企业行为如何影响政府决

策关注不足；③对政府补贴种类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关注不足；④对政府补贴经济后果的研究和

机制讨论不足；⑤对政府补贴披露状况背后的动机和经济后果讨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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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之四：会计计量模式、报告模式与企业综合报告 

项目负责人：曲晓辉  

项目批准号：16JJD790035  

 

 

本课题在该阶段研究期间内顺利进行，进展情况如下： 

阶段性成果：The Influence of Fair Value Measurement on Radical Financing of Irrational 

Managers Based on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Fisher Permutation Test，已形成文章待发表。 

主要内容：Adopting fair value measurement may bring more earnings fluctuations and 

induce irrational psychology and radical financing behavior of managers. Based on behavioral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y, using the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7–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fair value 

measurement, that is, whether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ffects the company’s financing decisions 

when managers have irration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e., overconfidence. The study 

found that overconfident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that have fair value measurement assets will 

be more aggressive for debt decisions, indicating that fair value measurement has a positively 

regulatory effect on overconfident managers。 

 

 

重大项目之五：政府会计和报告模式变革与公共资源管控 

项目负责人：李建发   

项目批准号：18JJD790009 

 

2021年第一季度，我们开展了相关的课题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阶段性成果之一：研究自然资源资产会计问题，形成工作论文《公共产权导向下自然资

源资产会计研究：综述与展望》。  

主要内容：作为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资源资产与其他资产一致，是由政府受

托管理或控制的，其价值量的缺失无法反映其所代表的一国（政府）主体所拥有或控制的财

富价值（姜宏青等，2020）。自然资源资产除了经济价值外，还具备资源性、生态性、环境

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价值，缺乏自然资源财务会计准则可能会间接导致资源枯竭，并特别考

虑到其对社会和代际公平的影响。因此，只有使用会计计量方式才能组织如此多层次、复杂

化的信息，以便对自然资源资产过去的趋势和不断变化的环境资产结构作出连贯和全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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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从而使政府决策能够平衡人类和环境需要成为可能。但是，正因为自然资源的这些特性，

使自然资源会计的建立具有复杂性，需要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环境学、资源学等多个

学科的协同合作。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侧重于公共部门会计准则，旨在围绕自然资源资产

的确认、计量与报告，系统梳理和评述自然资源资产会计相关文献，总结已有文献的主要研

究成果，指出存在的缺陷，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阶段性成果之二：研究公共产权视角下的政府资产治理相关问题，对我国政府资产治理

体系及其信息需求进行探讨，形成工作论文《公共产权视角下的政府资产治理问题研究》,被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接受，将于本年度发表。  

摘要：根据公共产权理论，全体人民是政府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各级政府是多层次代理

人。为确保政府遵照委托人最优利益并实现政府资产效能和公共价值最大化，应在国家治理

框架下循着受托责任链条进行政府资产治理。政府资产治理是为了实现政府资产的长期公共

价值和减低代理成本而设置的一系列机制，它强调善治、战略、绩效、权力制衡、约束和监

督、引入市场和激励机制等。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集成治理和政府资产管理越来越重要。

我国当前政府资产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和漏洞，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本文基于公共产权逐层分解、以受托责任和善治原则为核心构建政府资产治理框架，让公众、

人大和监管者、各级各类政府单位和职员、政府审计机关、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

基于不同的责任参与政府资产事务，使得政府资产管理“网络化”为政府资产治理，以立体

化、全方位的途径实现政府资产善治。但各种政府资产治理机制需要主动发掘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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