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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现状

向投资者提供准确尧及时尧充分的信息是上市公司的法定

义务袁同时也为投资者鉴别上市公司质量尧进行投资决策提供

了依据遥但是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状况却不容乐观袁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存在着信任危机袁 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遥

目前袁我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监管的部门主要是证

监会尧两家证券交易所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袁但其各自的职

责和权限有所不同遥相对来讲袁证监会享有最为广泛的权力袁也

是最具权威的监管机构袁而且其对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在不断加

大袁员怨怨源 耀 圆园园猿年间共有 愿苑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处罚遥证监会

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主要表现在院一是被

处罚公司的数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曰二是处罚的力度有所

加大袁而且在加强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逐步引入了刑事处罚遥

二、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

证监会查处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的种类达 员愿种之多袁具体

见表 员遥

三、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成因

员援上市公司为满足其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和再融资的动机遥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真实的主要动因有院确保股票得以

上市以筹集大量股权资金曰 获得配股资格以便继续从投资者

手中圈钱曰避免被 杂栽或被摘牌袁以期继续保留上市资格遥因

此袁上市公司自然会以那些不易被监管机构查处尧自行选择

余地较大的会计政策和经营行为为手段袁达到其保住野壳冶资

源的目的遥

由表 员可知袁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院

淤不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和费用曰于募集资金用途与事

实不符及募股资金不足曰盂与股权相关的问题遥这三项的共性

是上市公司自行选择的余地较大遥首先袁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

核算和编制会计报表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袁 由于我国会计

政策既有统一性又有灵活性袁 因而不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

收入和费用也就成为上市公司操纵财务信息的手段之一遥其

次袁上市公司频繁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袁本应按照公开募集时的

资金使用安排合理使用资金袁 但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偏离主业

将巨额募集资金用于二级市场炒作和委托理财的现象比较严

重遥为了规范上市公司对公开募集资金的使用袁切实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袁证监会发布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曳袁对保证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起到了较

好的督促作用遥最后袁与股权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股本金不

实尧配股金不实以及上市公司超比例持有其他公司股票未及时

公告等遥公司的股本尧股权结构是影响投资者决策至关重要的

信息之一遥为规范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行为袁监督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规定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袁证监会制定了叶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曳袁并已于 圆园园圆年 员圆月 员日开始施行遥

圆援缺乏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进行强有力惩罚的法律环境遥

表 圆是证监会处罚公告对违规上市公司处罚情况的统计袁其

中对财务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视情节严重程度不同分别采取

警告尧罚款尧警告罚款并处等形式袁罚款额度为 圆园万 耀 圆园园万

元遥另外袁对上市公司的主要责任人也同时采取警告尧罚款尧警

告罚款并处等形式予以惩戒袁 并将情节恶劣的主要责任人认

定为市场禁入者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净化资本市场起到了积

极作用遥

我们仍应看到袁在各种法律责任制度中袁只有民事责任制

度具有给予受害人充分救济的功能遥然而袁由于我国叶证券法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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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民事责任的规定袁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

为一般都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袁但其实质上进一步增加

了作为股东的受害投资者的损失遥

基于上述情况袁为正确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

民事赔偿案件袁规范证券市场民事行为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

权益袁 弥补相关法律的不足袁圆园园猿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叶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

规定曳袁在证券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范围尧诉讼形式尧损失界

定尧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方面实现了五点突破袁体现了政府

在强化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遥

猿援中介机构功能不到位袁信息披露缺乏有效的外在保障

机制遥近年来袁频繁发生注册会计师参与财务造假的事件渊见

表 猿冤袁员怨怨远 耀 圆园园圆年证监会共查处 猿员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违

规行为遥会计师事务所违规的主要原因在于院一些会计师事

务所在审计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循审计原则和方法袁未能保持

应有的职业谨慎曰会计师事务所的有限责任制与其所承担的

社会责任与执业风险不相匹配曰一些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难

以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进行有效监管等遥

表 源是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违规行为处

罚类型的统计遥会计师事务所罚款额度最高为 苑苑万元尧最低

为 员园万元袁注册会计师罚款额度为 猿万 耀 缘 万元遥这种惩戒

力度相对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风险而言并不是很大遥也就是

说袁违规的成本远远低于违规的收益袁在利益的驱动下袁注册

会计师与上市公司串通造假的行为在所难免遥

四、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基本策略

员援培育有效的财务信息供需主体遥首先袁规范公司的内部

治理结构袁加强监管者对公司管理层行为的了解袁培育有效

的财务信息供给主体遥 有关公司治理的各种制度安排应确保

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尧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袁

要完善董事会的构成尧规范董事长的权限和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以及设立战略决策等专门委员会袁 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遥同时袁要建立健全董事尧监事绩效评价体系袁建

立和完善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遥上市公司自身

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袁 要求公司治理各方对财

务信息披露的责任做出承诺遥

其次袁提升投资者品质尧培育有效财务信息需求主体袁必

须发展机构投资者袁使其成为证券市场投资者主体遥机构投

资者更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袁 因此其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

的真实度要求更高袁对财务信息的解读尧反馈能力也更强遥而

且袁应提高个人投资者的素质袁促进这些个体投资者不断成

熟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袁使其逐步走上理性投

资之路遥

圆援提高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遥目前袁在证券市场上实际上

是监管机构尧中介机构尧投资者渊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散户冤尧

上市公司等几类主体在进行博弈袁为了保证博弈的公平和顺利

进行以及实现各方的利益最大化袁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参

与各方一定要遵守规则遥而要促使各方都遵守规则袁就必须增

加违规被查处的概率和违规成本袁 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而

不是从道德上防止违规行为的发生遥目前袁比较迫切的是建立

和完善中小股东诉讼机制和证券民事赔偿制度袁 尤其是要建

立对违规行为相关责任人的处罚制度遥 民事赔偿制度将对上

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证券违法行为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和明

显的遏制效果袁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

障袁使得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弥补袁并增

强投资者的信心遥

猿援探索新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遥安然事件后袁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渊杂耘悦冤拟设立一个独立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

监管机构遥 新成立的监管机构由会计人士与非会计人士共同

组成袁其主要职能是制裁与质量控制遥新的监管机构将有权要

求当事人移交文件资料袁有权进行调查尧启动制裁程序尧公布

处罚结果及限制不符合道德或胜任能力标准的注册会计师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遥英国也及时出台了野会计师七年轮换冶

的相关政策遥根据国内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现状袁我国不

妨也借鉴国外的做法袁 建立一个独立于会计界的新的监管机

构袁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遥

很多国家实施注册会计师保险制度袁即注册会计师若在编

报或者审计过程中出了事故袁给他人造成直接损失或者投资导

向损失的袁判罚后不是由注册会计师本人赔偿袁也不是由其所

属的会计师事务所赔偿袁而是由保险公司赔偿遥当然袁会计师事

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本人有投保的义务遥但并不是所有注册会计

师的投保都能被保险公司接受袁实际情况是袁保险公司只选择

信誉好的注册会计师作为保险对象遥这样做的实质是使注册会

计师的专业与道德水平靠保险公司也就是靠社会来评判遥

源援建立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遥为了进一

步提高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袁 有必要建立上市公司财务信

息披露质量考核机制袁 不定期地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进行等级评定袁 并实施相应的管理遥 评定的主要内容包

括院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尧完整性和及时性情况袁单位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情况等遥经过主管部门的权威认定袁上市公司无论

被评为哪个等级袁都应该及时予以公告袁以便投资者及时了解

这一重要信息遥对于没有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袁

应在扩大经营和申请贷款等方面给予限制袁 使社会资源在公

平的竞争环境中得到优化配置遥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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