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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2020 年 10 月 9 日，厦门大学罗进辉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空气污染会倒逼企业

进行绿色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0 月 23 日，厦门大学熊枫副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共享经济，是天使

还是魔鬼？-以网约车社会责任及其合规化进程为例”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0 月 16 日，厦门大学郑祯助理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Multiple Directors

hips and 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Evidence from Effort Allocation”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0 月 30 日，厦门大学陈茹博士研究生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Are costs sticker

 when the future is nearer?”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5 日，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教育部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委员宋国荣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科技赋能 会计数智化转型”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6 日，厦门大学陶然博士研究生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会计信息质量的

决定机制——基于信息使用者需求视角的经验证据”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13 日，厦门大学黄锨博士研究生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惩罚比奖励更

能促进员工学习吗？——基于财会人员在线学习人工智能知识的眼动实验证据”的

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20 日，厦门大学申屠李融 助理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Why do Inde

pendent Directors Join a Company with a Recent Fraud?-The Role of Relationship-Based H

iring”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下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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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设立境外伙伴基地“澳门会计研究中心”并正式揭牌。本次澳门科技大学新设

研究机构揭牌仪式在澳门科技大学礼堂举行，来自澳门高等教育局代局长曾冠雄、

葡萄牙驻澳门总领事 Paulo Cunha Alves、澳门科技大学校长刘良和副校长唐嘉乐、姜

志宏、林志军、邝应华，副校长兼商学院院长苏育洲，协理副校长以及安哥拉驻澳

门总领事、菲律宾共和国驻澳门总领事、莫桑比克驻澳门总领事等二百人出席。我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曲晓辉教授应邀参加揭牌仪式。 

 2020 年 11 月 27 日，厦门大学范樟妹博士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权变因素、有用性

预期与管理会计应用——基于行政事业单位的问卷调查研究”的学术报告。 

 2020 年 11 月 27-28 日，为共同推动会计学研究发展，促进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会计学及相

关学科学术合作和智库开发。由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澳门会计研究中心、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与厦门大学财务管理与

会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当代会计评论》2020 学术年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会议

分两阶段，即“《当代会计评论》2020 学术年会”和"青年教师工作坊”。值此澳门科技

大学 20 周年校庆之际，《当代会计评论》2020 年学术年会在澳门科技大学召开具有重

大意义。众多境内外学者齐聚于此，探讨学术问题、碰撞思想火花、创新研究思维。未

来，厦门大学与澳门科技大学的友好合作将继续延续，《当代会计评论》平台也将继续

支持原创、有趣的学术研究，为推动中国情境下的会计研究而努力！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我中心主任刘峰教授访问了澳门科技大学。在访问澳门科技大学

期间，刘峰教授还与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联合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并共商“澳门

会计研究中心”工作规划和加强双方的合作发展。访问期间，适逢澳门科技大学创校 20

周年庆典，刘峰教授也应邀出席 20 周年庆典活动。“澳门会计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共同建设

的境外伙伴基地。2020 年，经由厦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批准，并报国家教育部备案成

立。双方将紧密合作共建该中心，整合和充分利用教研资源，深入研究会计学科理论与

实践发展，推动内地、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会计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2020 年 12 月 5 日，厦门大学刘媛媛助理教授为我中心师生作题为“审计委员会地位

影响审计费用吗?——基于相对地位的视角”的学术报告。 

 2021 年 1 月 3 日，向教育部社科司提交题为“市场审计需求与相关方行为：审计声

誉视角的证据”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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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进展报告】 

 

重大项目之一：大数据环境下财务报告分析框架重构与应用 

项目负责人：陈少华 

项目批准号：15JJD630011 

 

已结题。 

 

重大项目之二：公允价值会计运用与商业银行风险管控 

——基于金融市场化环境的行为研究 

项目负责人：肖虹 

项目批准号：15JJD630012 

 

已结题。 

 

重大项目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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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强，《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0.10。 

第一章是“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文献与分析框架”，而要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进行了文献综述、报告了本书的基本框架等。此外，本书主体部分共13章，分别探讨了

儒家文化及其不同维度对会计审计行为的影响。具体地，各章主要发现如下： 

第二章基于地理近邻性构建了儒家文化变量，发现儒家文化与大股东资金占用显著负

相关，表明儒家文化确实降低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该结果说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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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商业伦理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伦理哲学或社会

规范降低控股股东不道德的利益侵占行为。此外，最终控制人性质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大

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作用，即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儒家文化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负向影

响在国有企业中较弱。 

第三章基于地理近邻性的儒家文化变量，分析了儒家文化对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影响，

扩展了儒家文化与公司决策间联系的相关研究。本章发现，儒家文化与董事会性别多元

化显著负相关，说明与儒家文化氛围较弱地区的企业相比，儒家文化氛围浓厚地区的企

业女性董事的比例更低。进一步，企业所在省份的人均 GDP 削弱了儒家文化与董事会性

别多元化间的负相关联系。 

第四章至第七章基于儒家文化的“亲亲原则”，将之具象化为“方言关联”、“姓氏关联

(宗族关系)”与“老乡关系”三个维度，分别检验了不同的维度对审计质量、公司违规及

R&D 的影响。 

第四章考察了 CEO—审计师方言关联(CADS)对 IPO 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

究了审计师声誉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个人身份证信息

手工收集了 CADS 的相关数据，本章发现 CADS 与可操纵性应计(审计质量的反向替代)显

著正相关，说明 CADS 导致了 CEO 与签字审计师之间的合谋，引发了 IPO 公司的盈余管理，

最终损害了 IPO 公司的审计质量。此外，审计师声誉和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削弱了

CADS 对可操纵性应计的正向影响。 

第五章检验了审计师-CEO 姓氏关联与财务错报的关系，进一步讨论了这一关系如何

受到老乡关系与姓氏稀缺性的影响。本章使用手工收集的中国资本市场数据，实证检验

发现，审计师-CEO 姓氏关联与财务错报显著正相关，表明审计师与 CEO 的同族身份引发

合谋，因此增加财务错报的可能性。此外，与没有老乡关系的同姓审计师-CEO 相比，具

有老乡关系的审计师-CEO 姓氏关联与财务错报正向关系显著更高。审计师-CEO 姓氏关联

与财务错报之间的正关系在稀缺姓氏中比常见姓氏中显著性更高。 

第六章认为姓氏关联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范畴，它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建造“个人

帝国”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抑制公司费用粘性。本章发现，董事长、CEO 之间的姓氏关

联对于费用粘性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一抑制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

更加突出。以上结论说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正式的制度安排在抑制费用粘性方面是

相互替代的。本章不仅拓宽了关于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同时增进了理论界对

于姓氏关联的经济后果的认识。 

第七章基于关系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人际交往的和谐观，实证检验了董事长-

总经理老乡关系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区域(行政区

域和方言区域)一致性与公司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即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抑制了公司

的研发投入。进一步的分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总经理老乡关系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

用仅体现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作用不明显。 

第八章用检验了殷勤款待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殷

勤款待与可操纵性应计显著正相关，且殷勤款待显著降低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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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上述结果表明，公司可能通过对审计师提供殷勤款待，与审计师建立绑定关系，

进而侵蚀了审计独立性。 

第九章与第十章基于儒家文化的“尊尊原则”，将之具体化为“论资排辈”与“敬语”的使

用二个维度，进一步分析了他们对独立董事发表异议意见及审计质量的影响。 

而论资排辈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

为。第九章使用手工搜集的论资排辈数据，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独立董事对董事

会议案发表的意见，考察了论资排辈对独立董事进谏行为的影响。本章研究发现，论资

排辈和独立董事发表异议意见的概率以及数量显著负相关，说明论资排辈抑制了独立董

事的进谏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 任期越长，论资排辈对独立董事发表异议意见的

负向影响越明显，即论资排辈所造成的影响因 CEO 掌握的权力大小而存在差异。本章首

次通过对董事会中多位独立董事之间的排序方式进行分析，借此度量论资排辈是否存在

于特定的上市公司之中，这一度量方法是对管理学文献中的问卷调查的重要补充。 

第十章对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使用敬语是否存在信号传递效应，即使用敬语是否预

示着低水平的审计独立性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选择性敬语和习惯性敬语、分析

其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以 ST、*ST、PT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章发现审计师在审计报

告中使用敬语和上市公司交易状态改善、财务重述的概率都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表明，

审计师对审计客户使用敬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差异，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下，内

嵌在敬语之中的相对地位差异降低了审计独立性，最终损害了审计质量。此外，相比于

习惯性敬语，选择性敬语和上市公司交易状态改善(财务重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经

过一系列敏感性测试以及利用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本章的研究结论

依然成立。 

第十一章发掘了商帮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基因，研究了中国的商帮文化对公司行为的

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本章通过手工收集的商帮文化数据研究发

现，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中国古代的商帮文化在现代公司

中仍有着持续显著的影响。此外，省级市场化水平削弱了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间的

负相关关系。 

第十二、十三及十四章侧重于分析儒家文化中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与“学而优则仕”

的传统维度，分别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引入外籍董事对盈余管理及公司违规的影响、以

及学者董事对公司 R&D 的影响。 

第十二章研究了外籍董事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的监督作用。基于中国背景，本章研

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存在于董事会中以及所占比例均与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外籍董事可以在财务报告中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

的外籍董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程度不太明显。此外，外籍董事对盈余管理的抑制

作用还随审计质量、时区、IFRS 趋同和投资者保护的变化而变化。 

第十三章基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人情文化，从监督职能视角考察了外籍董事对公司

违规行为(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聘用外籍董事能够显著减少公司的违

规行为，且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上市年限的增加而减弱，反之亦然。此外，本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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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籍信息将外籍董事区分为强、弱两种监管类型，发现聘用强监管型外籍董事可显著

减少公司的违规行为，聘用弱监管型外籍董事则与公司的违规行为无显著关系。 

第十四章通过手工搜集A股上市公司聘用学者型独立董事的数据，研究了学者型独立

董事与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R&D支出)的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在“学者型独立董事与R&D

支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学者型独立董事与R&D支出正相关；更进一步，学

者型独立董事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对R&D的正向作用之间是互相替代的。上述结果表明，

学者型独立董事促进了公司的研发投入，而产品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者型独

立董事和R&D之间的正向关系。 

第十五章总结了本书的主要发现，并讨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阶 段 性 成 果 之 二 ： Yingying Chang, Xingqiang Du and Quan Zeng, Do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itigate corporate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https://doi.org/10.1016/j.jcae.2020.100239, Online First。 

主要内容：This study is an examination of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risk. A study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operating from 2009 to 

2015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duces firm-investor information 

asymmetry, decreases uncertainties about assets pricing, and thus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corporate risk. Moreover, the relationship is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in high-growth 

rather than low-growth industries, suggesting that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mitigates 

corporate risk for strongly growing industrie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various checks 

including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Implications for investors, companies, and 

regulators are discussed。 

 

 

重大项目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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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网络与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的几个理论问题研究（已形成文章待

发表） 

主要内容：这一工作论文强调从交叉学科融合探讨区块链与企业网络深度融合理论：

一是在中国制度和大数据背景下的区块链技术与企业网络融合的研究理论框架构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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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越多学科原有理论高度采集足够的大数据（目前只能靠问卷采集）来验证新理论应

用价值。本文聚焦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1）创立协同治理机制和构建研究理论框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下，如何在大数据

背景下构建区块链与企业网络融合框架理论是本项目的基础。我们从前面提出的三大问

题（企业网络协同治理理论、大数据的数据确权、智能合约与企业网络协同治理融合）

入手，借鉴公共管理的协同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协同关系（ Ansell and Gash，

2008），本项目结合区块链和大数据的特性延伸出新视角，将跨企业治理机制理论（傅

元略，2017）拓展到区块链下的企业网络协同治理机制理论，探讨构建和完善“135”理

论研究框架，并强调将中国协同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优势融入该理论框架。 

（2）企业网络的节点之间的协同互信理论问题研究。企业网络的目标是多方共治和

协同管控的制衡以达到共创共赢，而且企业网络碰到最棘手的难题是协同互信。如何利

用区块链 3.0 技术--应超级分布式数据库（也称超级总账）解决节点企业之间协同和互

信的问题，是本子课题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 

（3）基于区块链的企业网络互联协同共创价值。在企业网络各节点企业互联协同共

创价值是核心问题，本项目特别聚焦在企业网络充分利用多方资源，实时动态的协同治理

共创价值。同时探讨包括跨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协同管控和增创价值。 

 

 

重大项目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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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该阶段的研究顺利开展，项目进展如下： 

阶段性成果之一：资本结构选择于公司治理机制优化课题最终研究报，刘峰，蔡宁

等，已完成待出版。 

主要内容：本课题最终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围绕“资本结构选择与公司

治理机制优化”的主题，形成“资本结构理论与制度描述”、“公司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和“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三大部分的研究内容。基本达到课题申报时的研究目标，即

通过详尽地整理我国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相关的制度及其变迁，同时，结合多维的数据

描述与分析，勾勒出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相关特征。 

阶段性成果之二：市场审计需求与相关方行为：审计声誉视角的证据，陶然，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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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待发表。 

主要内容：现有审计研究，多默认市场天然具有高质量审计需求，审计受相关方关注。

市场是否总是具有高质量审计需求？市场审计需求是否影响，又如何影响审计相关方行

为？本文试图利用债券市场违约，捕捉市场审计需求变化，并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

首次从审计声誉机制视角，探究市场审计需求如何影响审计相关方行为。本文研究发现，

市场审计需求提升后，（1）投资者更为重视审计声誉，表现为声誉受损的审计师所审发

行人，其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2）被审计单位更关注审计声誉，表现为声

誉受损的审计师更易被更换；（3）审计师更爱惜自身声誉，进而供给高质量审计服务，

表现为审计质量显著提高；（4）审计师爱惜自身声誉，在准租更多的大规模事务所中更

为显著，表现为大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提升更为显著，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

关系显著增强。这些结果表明，债券违约后，市场审计需求提升，审计相关各方更为重

视审计声誉，审计声誉机制作用更易发挥，长此以往，有利于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持续供

给和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 

 

重大项目之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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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与商誉计量的理论分析与实务解析，曲晓辉，已形成文章待

发表。 

主要内容：股权投资对于资本市场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非常

重要。股权投资是会计计量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充满争议的领域，特别是新金融工具

准则的出台和实施，使得企业的财务报告编报者、审计师和监管机构面临以公允价值计

量和列报股权投资在技术、成本、审计和监管上的严峻挑战。本文讨论了股权投资的属

性和会计计量特点，分析了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和股权投资财务列报及其问题，特

别是讨论了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股权投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条件和难点，探讨

了商誉及其确认与计量和再计量的问题，并通过全球并购数据的分析，对我国并购规模

和发展进行了评价。本文对于会计计量模式在股权投资及其连带的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特

别是其减值或摊销的会计处理给出了理论的解释，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资本市场监管

机构和企业财务报告编制者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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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之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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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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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因素、有用性预期与管理会计的应用——基于行政事业单位

的问卷调查研究，李建发、范樟妹、张国清，2021.厦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主要内容：近年来，管理会计应用成为行政事业单位的内在管理要求，也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具，它通过提供多层次信息支持单位

决策，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绩效。但是，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实践及其

影响因素的经验证据还比较欠缺。基于行政事业单位的问卷调查，探讨权变因素、有用

性预期对管理会计应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应用多个管理会计工具方

法，但应用成效普遍不高，且文化、组织、资源、信息四个权变因素和有用性预期显著

影响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的应用。  

阶段性成果之二：研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相关问题，对我国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

度和体系进行探讨，形成工作论文《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需求与供给研究》,目前在

《会计研究》第二轮审稿中 

摘要：作为问责和善治的重要机制，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已成为国际惯例。我国政府财

务报告审计制度仍处于探索的初期，其创建首先要从政府主体需求动因和审计主体供给

机制两方面探讨如何做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本文基于政府及政府单位所处的公共环境，

与我国 “单位--部门--一级政府--上级政府--政府整体”逐级编制政府财务报告的模式

相适应，从代理、信号传递、管理控制、保险、治理、确证假设等经济学角度解释各级

各类单位、部门、政府层面财务报告审计的需求动机和价值。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审计供

给概念框架，从审计客户特征、审计师特征、供给市场的治理结构、审计类型与和成本、

审计结果等政府财务报告供应链中各类参与者的视角阐述供给动机。我国适合采用政府

财务报告审计的混合供给模式，也即，审计主体应以审计署和政府审计机关为主、社会

审计机构为辅，采用配给和政府采购相结合的方式选择审计师，先进行审计抽样再逐渐

过渡到审计全覆盖，需要依法审计和制定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准则，依法实施政府财务报

告审计政府采购，并统筹审计预算和审计定价。最后，对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服务需求动

因和供给动机进行均衡分析，促进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决策落地。未来需要采用访谈、问

卷、实地、案例、实验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审计的需求和供给问题进行经验

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制度，拓展国家审计监督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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