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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在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1 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的起源及发展
1.1 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的起源

会计上的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早期被称为谨慎性

原则（本文不作严格区分），是大家耳熟能详却又很难

解释的一个问题。它的基本观点“不高估资产和收益、

不低估负债和费用”非常好理解，但在会计实务中究竟

如何去应用它，在应用中又如何去把握一个“度”，却

是许多年来整个会计领域一直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早在中世纪，谨慎性原则的观念就已初现端倪，主

要表现为当时的财产保管人不预计其托管财产的增值，

以此来减少自己的受托责任。十九世纪以来，会计受托

责任进一步盛行，诉讼风险也随之日益增加，于是会计

领域开始认同并逐渐形成了受托责任观下的谨慎性原

则，当时的观点基本表现为“不预计利得，但预计一切

损失”。这样的定义是站在实用的角度上的，强调一味的、

蓄意的低估净资产和利润，高估负债和费用，从而减轻

会计人员的受托责任，但很容易看出这并不利于会计信

息的真实、公允表达。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

观逐渐转变为决策有用观，谨慎性原则也得到了重新的

审视。其中，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就将其定义为是

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审慎反应，目的是充分考虑商业中

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在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

个估计金额之间有相同的可能性时，谨慎性原则选择使

用比较悲观的估计数。由此可见，谨慎性原则开始不再

一味的低估净资产和利润，同时也要考虑会计信息的相

关性、中立性和公允表达等以满足投资者的相关决策需

要。但不足的是，此时的定义主要是定性的描述，某些

方面的具体措施仍然比较模糊。

如今，受托责任观下的谨慎性要求由于存在比较明

显的缺点而已经不再被使用，而决策有用观下的谨慎性

要求和实证研究下的谨慎性要求一个是定性描述，一个

是定量描述，二者互为补充，逐渐形成了现代会计对谨

慎性要求的定义。
1.2 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的会计发展历程中，谨慎性经历了从缺位到

确立再逐渐步入成熟的过程。

1992 年之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会计思

想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一样保守落后，谨慎性一直处于缺

位状态。

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我国第一次确认

了谨慎性原则，直至 2006 年我们所熟悉的《企业会计

准则》及《应用指南》出台，我国会计终于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和趋同，准则中也将

“会计原则”改称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谨慎性信

息质量要求也终于趋于成熟。

2014 年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企业对交易

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

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但不

得计提秘密准备。由此可见，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以

下简称谨慎性）如今已作为指导思想在基本准则中被强

调，它已贯穿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过程，

从收入确认的诸多要求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从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的运用到固定资产的加速折

旧，无一不体现着“谨慎性”三个字。本文对大家比较

熟悉的谨慎性应用不再赘述，仅主要从公允价值和几个

比较容易忽视的方面来阐述谨慎性在我国会计实务中的

应用。

2 谨慎性在我国会计实务中的应用
2.1 公允价值的谨慎运用

2.1.1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体现谨慎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迅猛发展，形势日新月

异，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就随之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允价值计量就显得是资产计量的较佳模式，因为与历

史成本相比，它可以及时反映资产的现时价值，更加有

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我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方面都尚未成熟，其中市场的

不成熟和会计政策的不成熟就决定了我国在使用公允价

值计量时要百般谨慎，对公允价值的运用要做到适度运

用。 2014 年出台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

允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从中可

以看出我国是看好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前景的，并且希

望不断完善和改进它。但与此同时，对于历史成本的重

视和历史成本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第 43 条中仍然规定：企业在对会

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只有在保

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时，才能

采用现值、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公允价值等进行计量。

即使企业选择了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中也有许多要求和条件加以约束。例如在《企

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中就有规定，当企业用

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时，应当充分考虑该项资

产或负债的特征，即计量日该项资产或负债的具体情况、

所在位置、公允价值市场对其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企

业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中也要求企业只有在公

允价值可以持续、可靠取得时才选择使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由此可见，我国对于使用公允价值进行

计量仍然提出了许多条件和要求，比如活跃的市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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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特征等，而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资产和负债，我国仍

鼓励使用保守的历史成本进行计量。

2.1.2 公允价值的具体应用体现谨慎

《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将非投资性房地产（例如

企业自用房）转换为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时，当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时，按其差

额，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就是计入当期的损益；

当转换入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时，按其差额，贷记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也就是在该项投资性

房地产处置时才计入损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反映谨慎

性原则的例子，很好的体现了费用和利润确认的不对称

性，即利润的减少当期就减，利润的增加却以后期间再

加。谨慎的使用公允价值这个工具。这是因为我国的经

济仍然处于转轨时期，大范围使用公允价值的条件还未

成熟，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高利润高业绩，而是

应该稳中求进，稳扎稳打。

2.2 谨慎性的其他应用

从谨慎性最直观的描述“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

低估负债或者费用”中我们都比较容易联想到收入确认

的五项原则或者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但是除了它们

还有许多会计处理原则或者规定很好的体现着谨慎性。

2.2.1 较短的摊销期间

谨慎性在具体应用中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孰

低法”，许多资产在期末计价时都要采用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法，从而将跌价计入费用却不确认可能发生的

利润。与孰低法很相似的一个应用就是“较短法”，意

思是在费用摊销时选择两个年限中较短的一个，从而以

一个较快的速度对费用进行摊销。例如：经营租入的固

定资产若发生改良支出，可通过“长期待摊费用”进行

核算，其摊销年限时应选择该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和剩余

租赁期限两者中较短的期间。这样的选择都是为了使企

业的投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收回来，而且还能够减少企

业前期的所得税额，非常符合谨慎性的思想。

2.2.2 或有事项

一般意义上的资产和负债都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

项形成的，一项或有负债如果在后来的会计期间发现其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相关金额也

逐渐能够可靠计量，该义务成为了企业的现时义务，那

么企业就可以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并在财务报表

中列示它。但如果企业产生的是或有资产，那么只有在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该项资产的情况下，或有资产才能转

变为真正资产，企业才能对其予以确认。这样的不对称

性，也是谨慎性的体现。
2.3 谨慎性在会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3.1 会计确认和计量难度大

我国目前市场还未成熟，价格机制尚不健全，许多

商品和股权没有价格信息，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很难

确定，被投资企业和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等也很难把握，

由此导致会计人员很难确定各项准备金的计提是否正

确。市场不够完善，谨慎性的具体应用就很容易带上主

观性。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或人为操纵等都很容易导致

会计信息的偏差。

2.3.2 与其他信息质量要求的冲突

基于谨慎性，企业会确认一些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

的费用或者负债，例如预计负债、资产减值损失。但可

靠性要求企业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

和报告，如实反映各种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这显然与谨慎性有所矛盾。

及时性要求企业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及时进行确

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延后。其目的是将相关会

计信息及时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以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即

帮助使用者做出评价和预测的价值。但是在谨慎性原则

下，可能实现的收益或资产我们是不予以确认的，这又

是有冲突的地方。

这些冲突和矛盾决定了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实务的应

用中必然遇到各种困难，如何权衡和选择就成了摆在会

计人员面前的难题。
2.4 针对谨慎性信息质量要求的改进措施

2.4.1 公允价值计量的改进

2014 年我国最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将公

允价值重新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

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得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

付的价格”。这个定义是逐渐趋同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的。而这个概念与之前在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定义有所不同，之前的公允价值被定义为“资产和负

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

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比较上述两种概念我们

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新概念主要强调了价格是取决于

市场的，而不是交易双方。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财务

报表使用者合理评价企业在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所使用

的估值技术和具体数值等，从而改进了公允价值的相关

披露。

2.4.2 公允价值与谨慎性

谨慎性主要为债权人服务，贷款人为保证自己的利

益而最希望企业采用稳健的政策，以此确保自己借出的

款项可以收回。股东则希望财务信息更具可靠性和相关

性，希望及时了解资产等的实时变化也就是公允价值的

波动，从而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可以看出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不谨慎、不稳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谨慎性与公允

价值计量是两个相悖的概念，相反，使用得当的公允价

值计量是对谨慎性的补充和修正，能使会计信息在稳健

的基础上更具有有用性，更加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上文中提到的关于公允价值的一些使用条件、范围和具

体应用等本身就是谨慎性的很好体现，新准则中对公允

价值强调了市场的重要作用，在很多大程度上避免了交

易双方操纵价格，这就非常有利于公允价值的进一步发

展和使用。

2.4.3 其他会计政策的改进

(1) 谨慎性自身的改进 : 基于谨慎性与其他会计信息

质量要求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确定一个遇到冲突

后的优先顺序就非常有帮助。

可靠性是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基础，其次才要考虑是

否能再提高信息质量，使其清晰明了、报告及时、有利

于规避风险等。所以可靠性必须排在首位，谨慎性的应

用必须建立在维护可靠性原则的基础上。

当各信息质量要求发生冲突时，就需要会计人员根

据不同的企业现状、外部环境等作出必要的职业判断了，

不过分谨慎也不滥用谨慎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既需要专

业的职业素养也需要严格的职业道德。

(2) 增加谨慎性的可操作性 : 在我国的会计规范中，

有一些谨慎性的应用是很具有操作性的，如折旧方法的

选择等，但更多的是在会计准则、政策或制度中没有明

确规定的应用，它们的实际操作更多仰仗于会计人员的

主观判断，也正是由于此，才给了不法者操纵会计信息

的机会。所以，如果能够增加谨慎性的可操作性，增加

更多的明文规定，就可以减少操作的随意性，使不法者

无空子可钻。

(3) 充分披露会计信息 : 不法者之所 ( 下转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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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统治者发现了宗教这一有效的

统治手段，它既能麻醉百姓，引导臣民归顺，又能缓和

各方面的矛盾，转移人们对焦点问题的注意力。而庶民

百姓面对纷乱的现实，也需要精神的慰籍，用对佛祖的

虔诚换来内心的平静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所以整个国家

自上而下无不表现出对佛教的谦恭与崇敬，佛教得到广

泛而深入的传播，宗教建筑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

潮。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宣武帝先后建立了瑶光

寺、景明寺、永明寺；胡太后建立了永宁寺、秦太上君寺、

秦太上公西寺；太傅清河文献王元怿则捐建了景乐寺、

融觉寺，死后其宅院被立为冲觉寺。立寺的数量之多令

人咋舌。又如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在舍宅为

归觉寺后，“合家人入道焉”。可见百姓对佛教的忠诚，

以及僧徒数量的增长之剧。

（2）北魏僧尼的特殊地位。北魏时期的僧尼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如《洛阳伽蓝记》载，胡统寺的尼姑“常

入宫与太后说法”卷二龙华寺中提到胡太后让僧人在宫

内讲经。平等寺条中说：“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毕功，

帝率百僚作万僧会。”永明寺条中说到陈留王元景皓，“夙

善玄言道家之业，遂舍半宅安置佛徒，演唱大乘数部。

并进京师大德超、光、 荣四法师，三藏胡沙门菩提流

支等咸预其席。”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僧尼都非常尊重，

礼遇颇高。

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中，统治者甚至

不惜动用官方势力予以支持。如景兴尼寺条中记载的佛

像巡游，经常由皇帝下诏令一百名羽林军抬着佛像，丝

竹乐器和杂伎都由圣旨下令供给。

北魏的僧尼还具有免除役税的特权，生活比较有保

障。在繁重的赋税徭役面前，许多穷困的人甘愿以宅为

寺，出家为僧。

佛寺僧尼在社会中占据的特殊位置，大大增加了佛

教对世俗百姓的吸引力，使得佛寺和出家人的数量都极

剧增加。当然，在众多的佛徒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欣羡僧

尼的种种优势而出家，并不是真心向道。如《魏书》所

说：“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编民，

相!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

有佛法，未之有也。掠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

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於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3）经济的繁荣。北魏的短暂统一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条件。洛阳的工商业非常发达，滋生了一批富

裕的商人大贾，也使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从而为佛寺的

兴建提供了经济支持。

据《洛阳伽蓝记》载，当时洛阳城西有大市、城南

有四通市、城东有小市。由于北魏洛阳是中外文化、经

济交流的中心，众多的商贩纷纷来到这个国际化的大都

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纷至沓来。如书中所说：“商

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

之货，咸悉在焉。”当时社会安定，刀兵不举， 百姓

安居乐业。“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

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

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

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乐；花林曲池，园园而有。

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住宅建筑的优美奇巧投射

出人们生活的安定富足。根据书中的描述，当时国库充

盈，钱财和丝绢因为太满而流落到廊子里。在这样的社

会环境里，各个阶层的人才有精力和实力兴建大量的佛

寺，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

（4）建筑技术的发展。佛寺是建筑的一种类型，虽

然带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但仍然是物质产品，这就需要

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持。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是木构架

建筑，在夏商周时期即以萌芽，两汉时期有长足的发展，

斗拱等典型构件和院落布局已经出现。至北魏时期，中

原地区的建筑水平已达到一定高度，有足够的能力建造

佛塔、寺院，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

北魏都洛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许多重要

遗迹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淹没，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

加速这个过程，对这段历史和这个都市的研究已非常紧

迫。根据《洛阳伽蓝记》一书研究北魏洛阳的佛寺状况，

对保护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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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P177) 以敢利用谨慎性的应用（如资产减值损失

的计提等）来操纵利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确实

有权利在这些应用面前选择不同的方法。但是不同企业

之间确实情况不同，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

会计期间都使用同一个方法，例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确实需要企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

我们无法统一每一个企业的职业判断，但我们可以

规定企业在披露信息时将谨慎性相关的信息也做出充分

的报告，例如为何计提减值准备，数额是如何计算的等，

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操纵利润、粉饰报表等情况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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