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度”与之对应，形成企业与每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交

换。从绩效概念的内涵来看，该模型认为绩效测评体系可以

“提供那些为了进行管理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于对企业每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贡

献度的测评，以及与之相关的战略、流程与能力的相互匹配情

况。该模型从企业的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对相关者利

益协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求企业建立重要利益相关

者雷达扫描系统，进一步提高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能力，对企

业运营进行全息式的绩效管理。

这里还衍生出与“相关者利益协同”相关的综合指标———

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力指标。利益相关者管理是指企业有必要

以面向行动的方法管理其与特殊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利益相

关者管理能力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淤在理性层面，通过对企

业环境的历史分析来设计利益相关者图谱，以识别企业的重

要利益相关者；于在程序层面，需要设计企业与这些利益相

关者“打交道”的程序；盂在交易层面，需要高效、有序地执行

那些为达到企业目标而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的交易，以期更好

地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性互动。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冲突

既可以说是短暂的、敌对的，又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此时

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已经投向了另一家能够满足其需求的企

业。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力指标的三个层面的内容必须和

谐一致，它是利益相关者图谱、企业组织程序、利益相关者交

易三者的函数。

至此，企业绩效测评体系已在三个维度、六个方面得到完

善，其基本框架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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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是企业通过招标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的时候，多个事务所进行

投标，企业从中选择的一种项目管理制度。招投标过程是投标

方与招标方之间以及投标方之间的相互影响、竞争，最终达到

均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现

象。本文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审计

业务招投标制度优势作以下分析。

一、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优势的定性分析

1援 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

用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淤信息搜寻费用，即企业在市场中寻

找潜在交易对手的费用；于谈判费用，即企业与交易对手讨价

还价、逐步寻求均衡价格的费用；盂监督费用，即交易双方出

于防止事后机会主义的目的而实施必要的监督、管理所需的

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市

场不能及时出清，难以形成均衡价格。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能

充分发挥信息揭示和传播功能，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

程度。

首先，在审计业务委托人自行寻找事务所承接其审计业

务的时候，由于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日

益加深，加之单个企业受到资金、时间和经验等诸多因素的限

制，直接搜寻信息的成本过高、效率太低。企业对所获得的有

限市场信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

经验进行决策。当信息滞后或失真时，难免造成审计业务委托

人的决策失误。其次，分散的审计业务委托人谈判地位低，主

要是由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一般而言，作为卖方的事

务所拥有的有关审计服务质量和市场价格行情的信息要比作

为买方的审计业务委托人多得多。事务所在信息占有方面的

优势使其在谈判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从而可以灵活地使

表 4

绩效棱柱渊2002冤

效 率

相关者利益协同
（所有重要的利益
相关者/企业与利
益相关者之间/企
业各项战略之间）

长短
期利
益协
同

效 益
绩效

维度

标 志

协 同

菁菁菁菁菁菁

会
计
基
础

过
程
效
率

结
果
效
率

市
场
基
础

对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优势的理论思考

张 原 王伟明

渊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 710021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广州 510403冤

【摘要】本文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深入讨论了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的比

较优势，从而为审计业务招投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关键词】博弈论 审计业务 招投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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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谈判策略和技巧。再次，分散的审计业务委托人在交易

时容易受到事后机会主义的侵害。由于单个审计业务委托人

的市场经验、能力和精力有限，很难对合约的履行实施有效的

监督，这时如果遭遇交易对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减少审计程

序、以次充优等，审计业务委托人就会损失惨重。最后，分散的

审计业务无法实现远距离交易。由于单个审计业务委托人掌

握的信息有限，对外部市场了解不充分，往往无法面对不确定

的市场环境，甚至没有能力选择交易。受诸多复杂因素的限

制，审计业务委托人只能在需求量有限的小范围内进行交易。

实施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对

审计业务委托人来说，在一对一的谈判中，即使是处于买方市

场环境中，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事务所依然可以提供各种虚

假的信息，使用各种策略性的报价。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实际

上是一个不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但是需要付出大量的人

力、物力。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可以促使交易双方有效缩短信

息沟通的时间。招投标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有效解决双方信息

不对称矛盾的过程。在招投标方式下，投标事务所直接处于众

多对手的激烈竞争之中，其所承担的压力是一对一谈判所不

可比拟的。由于实行一次性报价，投标事务所提供的任何虚假

的信息都有可能使其丧失交易机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投

标事务所会积极主动地提供关于自己的真实信息。

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可以在最大范围内促进潜在交易的

实现。审计业务招标信息一般在公开的专业出版物上刊登，有

的还在因特网上传播，而有竞争力的潜在投标者也会随时注

意这些媒体刊登的信息，抓住每一次交易机会。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会更快，传播的途径会更多

样化，传播范围会更广阔，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公开性的优势

也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2援 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可以形成投标方之间的博弈，有

利于招标方。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符合不

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非合作博弈模型。所谓“不完全信息”，根据

海萨尼的理论，是指每一位潜在的投标事务所在投标前都只

知道自己的审计成本，而不知道其他投标事务所的审计成本，

但是对其他投标事务所的审计成本有一个主观的概率判断。

静态博弈是指投标事务所同时选择报价投标，或者虽非同时

选择报价投标，但后行动的事务所并不知道先行动的事务所

的投标价格。这和大部分的其他招标交易采用一次性密封投

标竞争的做法十分吻合。“非合作”是指投标事务所之间不存

在相互勾结行为，或者它们之间虽然有勾结但只有口头协议，

并不具有强制性。非合作博弈意味着投标事务所的决策是其

独立做出的。在投标过程中，假设每一投标事务所都有自己的

审计成本，而且其审计成本独立于其他投标事务所。根据常

理，每一投标事务所都是根据自己的审计成本情况投标，而且

审计成本越高，投标时所报价格越高。当投标事务所的报价低

于其他所有投标事务所的报价时，其就中标，并且得到全部的

合同收益；相反，其报价只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投标事务所的报

价高，其就得不到合同，当然也没有损失（假定交易费用忽略

不计）；如果所有投标事务所的报价完全相等，则抽签决定谁

中标，其中标的可能性由参加投标的事务所数目决定，假设为

1/n。

从理论上讲，这样一个博弈模型肯定存在一个纳什均衡。

我们可以证明：为了在投标中取胜，投标事务所会根据自己的

审计成本情况确定最有竞争力的报价。投标事务所越多，竞争

越激烈，投标事务所的报价会随着投标事务所数目的增加而

降低，但是不会低于其审计成本。特别地，当n趋于无穷时，投

标事务所的报价接近于其审计成本。这就给出了审计业务招

投标制度的经济学意义，也就是说，投标事务所越多，竞争越

激烈，中标结果就越对招标方即审计业务委托人有利。

二、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优势的定量分析

1援 运用最后要价仲裁模型对确定审计费用问题进行分

析。最后要价仲裁模型是吉本斯根据法伯（1982）的研究提出

的，该模型用于确定在最后要价仲裁模型处于纳什均衡时，博

弈双方对工资水平的要价。笔者利用该模型讨论确定审计费

用的问题。

笔者所研究的问题是在只有一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的

情况下，双方竞争的审计费用是多少。博弈过程如下：第一步，

被审计单位和事务所同时报出自己希望的审计费用，分别用a

和b表示。第二步，假设存在一个仲裁人（即假设双方的讨价还

价过程由一个仲裁人主持）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作为结果。这

个假设将两者之间的动态博弈简化为一个静态博弈，更有利

于分析问题。同时，假定仲裁人本身对审计费用有一个自己认

为合理的标准，用x来表示这一理想值，进一步假定在观测到

双方的报价a和b后，仲裁人只是简单地选择与x最为接近的报

价。当a逸b时，双方至少会以事务所的报价成交，而且事务所

可能会有较大的利润，这种情况较少出现，而且不用谈判即可

成交，所以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当a约b时的情况。如果x约（a+b）/

2，仲裁人将选择a；如果x跃（a+b）/2，仲裁人将选择b；如果x越

（a+b）/2，仲裁人选择哪一个都无关紧要。

仲裁人知道x，但被审计单位和事务所不知道。为了研究

的方便，我们假定f（x）服从均值为滋、方差为滓2的正态分布，其

概率密度函数为：

其分布函数为F（x）。根据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a被选中

的概率Prob{a被选中}和b被选中的概率Prob{b被选中}，分别

表示为：

Prob{a被选中}=Prob{x约 }越F（ ）

Prob{b被选中}=1-F（ ）

则可推导出期望的审计费用为：

a伊Prob{a被选中}+b伊Prob{b被选中}=a伊F（ ）+b伊

［1-F（ ）］

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是期望的审计费用最小，而事务所则

会设法使其最大化。若双方的价格（a鄢，b鄢）是双方博弈的纳

a+b
2

a+b
2

a+b
2

f（x）= exp{- （x-滋）2}
1

2仔滓2

1
2滓2

a+b
2

a+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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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均衡（即假设b为常数，a为变量，这样就转化为求极值的问

题），则a鄢必须满足：

a伊F（ ）+b鄢伊［1-F（ ）］ （1）

且b鄢必须满足：

a鄢伊F（ ）+b伊［1-F（ ）］ （2）

分别对（1）、（2）式中的a和b求导，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b鄢-a鄢）伊 f（ ）=F（ ）

（b鄢-a鄢）伊 f（ ）=1-F（ ）

由于上述两个等式左边的项相同，可推出：

F（ ）=1-F（ ），即：

F（ ）=

这说明双方报价的平均值一定等于仲裁人偏好方案的中

值，将其代入任何一个一阶条件可得：b鄢-a鄢=1/f（ ），

它表示双方报价之差等于仲裁人偏好方案的中值点概率密度

函数的导数。所以，其中值等于期望值滋，即：（a鄢+b鄢）/2=滋，

则：

b鄢-a鄢=1/f（滋）= 2仔滓2

于是，纳什均衡的报价为：b鄢=滋+ 仔滓2/2，a鄢=滋- 仔滓2/2。

这一纳什均衡表明，被审计单位和事务所都需要权衡。对于事

务所而言，一个较高的报价一旦被仲裁人选中，就会给自己带

来更高的收益，但其被选中的可能性却会变小；而被审计单位

较低的报价则会使优秀的事务所退出竞标。在这个过程中，双

方都会考虑对方对自己报价的反应，因此双方的报价就会在

围绕x的一个很狭窄的区间内进行。由于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存

在的不确定性较小（即滓2小），双方都不会选择与期望值相差

很大的报价，因为仲裁人选择离滋最近的方案的可能性较大。

2援 运用一级密封价格投标模型对审计业务投标进行分

析。在审计业务投标中，多个事务所同时将自己的报价写下来

密封后交给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打开信封，选择报价最低

的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在这里，每个事务所根据自己执行该

项审计业务的成本和对其他事务所执行同样业务的成本的判

断来确定自己的报价。

首先考虑最简单的即只有两个事务所竞标的情况，令琢咨

是事务所的报价，茁咨是事务所的成本，且琢咨，茁咨跃0，咨=1，2。假定

茁咨是每个事务所的内部信息，但两个事务所知道茁咨独立地取

自定义在区间［0，1］上的均匀分布函数。事务所的支付函数如

下：

假定琢咨（茁咨）是其成本茁咨的严格递增可微函数，显然琢咨跃茁咨。

由于博弈是对称的，只需考虑对称的均衡出价战略：琢=琢鄢（茁）。

给定琢、茁，事务所咨的期望支付函数为：

渍咨=（琢-茁）Prob（琢子约琢）

琢-茁表示在中标的情况下，事务所咨的利润，Prob（琢子约琢）

表示事务所咨中标的概率。

根据对称性，琢子=琢鄢（茁子），则：

Prob（琢子约琢）越Prob{琢鄢（茁子）约琢}越Prob{茁子约琢鄢-1（琢）以

囟（琢）}越囟（琢）

囟（琢）=琢鄢-1（琢）是琢鄢的逆函数，因此事务所面临的问题

是：

渍咨=（琢-茁）Prob（琢子约琢）越（琢-茁）囟（琢）

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囟（琢）+（琢-茁）渍忆（琢）=0（这是通

常的边界成本等于边界收益的条件）。

解得：琢鄢=2茁，即这个博弈的贝叶斯均衡是每个投标人

的报价是其成本的两倍。当投标人增加到n（n跃2）个时，琢鄢（茁）

=茁n/（n-1）；n寅+肄时，琢鄢寅茁。由此可见，竞标的事务所越

多，对被审计单位越有利，因此让更多的事务所参与投标对被

审计单位是有利的。

3援 结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招投标的情况下，事

务所的报价仅比其成本略高，而在与被审计单位一对一的谈

判过程中，事务所则可以漫天要价，随便一个要价都会高于招

投标情况下的报价。事实上，在最后要价仲裁模型中，代理人

只需要考虑委托人的策略，由于没有其他的局中人，双方最后

的成交价格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实际上，这个价格趋近于

滋，而滋=（a鄢+b鄢）/2，则事务所可以报较高的价格使滋向有利

于自己的一方移动，若被审计单位的报价趋近于滋，则会使事

务所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由于被审计单位不知道事务所的

成本，如果其报价太低，事务所就会退出竞标，所以被审计单

位难以掌握主动权。而在一级密封价格投标模型中，被审计单

位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让事务所相互之间竞争。事务所如此

之多，相互串谋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只能报一个比自己成本略

高的价格，这样被审计单位就掌握了主动权。可见，两个模型

中的局中人是存在差异的。

总体来说，采用审计业务招投标制度可以降低审计费用，

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防止事务所

的逆向选择行为（即事务所以次充优、减少审计程序等）和被

审计单位与事务所合谋的行为。因为降低审计费用仅是一件

对被审计单位有利的事情，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则是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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