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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关系及具体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结合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对资产负

债表进行了系统研究，构建了从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到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和战略方向

资产负债表的全新体系。本文不但为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也提升了资产负债表对企业管

理者、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相关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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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资产负债表观 ( the balance sheet approach) 和利润表

观 ( the income statement approach) 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

点 ( Dichev，2008) 。资产负债表观强调资产和负债的确认

与计量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目标; 而利润表观则强调收

入、费用和利润的确认与计量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目标。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SB) 做出

了一个重要决定: 将资产负债表观作为财务会计报告的逻

辑和概念基础。在之后的几十年中，FASB 不断地扩充和夯

实资产负债表观。而且，资产负债表观也得到了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 ( IASB) 的确认和使用。2006 年，我国发布的

新会计准则体系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趋同。在

新会计准则体系中，资产负债表观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和运用。
因此，在目前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中，资产负债

表已经成为会计报告的基石。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关系“资

产 = 负债 + 股东 ( 或所有者) 权益”及其具体项目之间的

内在联系，既是复式簿记的数量关系基础，也是基本财务

报表的关系基础。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地位使得任何其他报

表 ( 包括已经存在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变动

表，以及其他可能在将来出现的报表) 都只能是对资产负

债表的某个或某几个主要项目的补充说明。
目前关于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涉及: ( 1) 资产负债表项

目的确认、计量、计录和报告 ( 葛家澍，2004; 王跃堂等，

2006) ; ( 2) 资产负债表的决策有用性分析 ( Scott，2000;

戴德明等，2006 ) 。但是，正如张新民和朱爽 ( 2007 ) 所

指出的: 这些相关的研究有助于规范会计信息朝着更加可

靠、更加有用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些研究没有站在企业管

理全局的角度，没有将资产负债表揭示的内容与企业战略

结合起来。本文突破现有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框架，尝试将

资产负债表的资源结构、资本结构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

本文构建的从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到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

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和战略方向资产负债表的全新体系为

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相比已有的学术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本文拓展了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分析视角，

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提高

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其次，本文的研究丰富了

资产负债表观的研究文献，为资产负债表观的运用提供了

理论借鉴; 最后，本文构建的资产负债表分析新体系为未

来会计准则改革提供了参考思路和决策依据。

二、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会计要素关系图
( 一) 资产负债表与会计要素

以展示“资产 = 负债 + 股东 ( 或所有者) 权益”的项

目及其数量关系为内容的资产负债表，其实质就是资产负

债表的要素结构与关系 ( 见表 1) 。

表 1 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简略示意

资产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负债: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股东权益:

股东入资

累积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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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是“法定”要素。为了更清楚的说明问题，表 1 将所

有者权益进一步区分为 “股东入资”与“积累利润”①，

不难发现，反映企业积累利润的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两

个项目与“收入”、“费用”和“利润”存在内在的联系。
因此，以“资产 = 负债 + 股东 ( 或所有者) 权益”为平衡

关系的资产负债表 ( 下称“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 ，既直

观反映了资产、负债与股东权益等资产负债表要素的对应

关系，也间接反映了利润表的 “收入”、 “费用”和“利

润”三个会计要素的基本关系，这也正是资产负债表观的

核心观点。
( 二) 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与局限性

1． 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的意义

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会计要素关系对会计学与财务报

表分析的意义十分重大———既奠定了复式簿记的理论基础，

也奠定了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还使得对资产负债表、利

润表以及现金流量表的相关财务比率分析成为可能。
2． 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的局限性与突破

但是，如果对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局限在确认、计量、
记录和报告，就会制约资产负债表信息有用性的进一步提

高。将企业战略与资产负债表分析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克服

仅从会计视角来研究资产负债表的局限性。按照战略管理

理论， “战略主要涉及组织的长期发展方向和范围，力求

使资源与环境 ( 尤其是市场) 、消费者相匹配，以便达到

组织的预期目标” ( 徐飞，2009) 。安索夫则认为: “企业

战略由经营范围、资源配置、竞争优势和协同作用等组

成”②。因此，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就是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

的过程。
从企业战略的一般分类来看，企业战略可以分为总体

战略 ( 常用的总体战略主要包括一体化战略、多元化战

略、加强型战略、防御型战略等) 、竞争战略 ( 可以采用

的竞争战略包括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 和

职能战略 ( 即研发、采购、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职能

部门采用的战略) ( 徐飞，2009) 。虽然资产负债表不可能

按照战略管理的理论框架把财务报表的项目与企业的战略

一一对应起来，但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不论是从个

别项目上看，还是从结构上看，或者从整体上来看，均会

反映出丰富的战略信息。这是因为，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

来看，企业对资产结构的根本性结构安排，服务于企业所

确立的总体战略。同样，企业战略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

一定时点的资源规模结构，更取决于企业对已有资源进行

有效利用，实施恰当的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在符合战略

要求的方向上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在关注企业的资

源规模、结构与战略的关系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企业的

竞争优势与发展潜力又与其融资环境、资本结构、公司治

理等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互为动态的对应关系。在

决定企业发展前景和方向的关键性因素中，相比于资产的

规模与结构，资源的来源结构 ( 即负债与股东权益的结

构) 更具有全局性和决定性作用。因此，资产负债表的负

债与股东权益和企业战略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本文下面将主要探讨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战略信息及

其理论与实践价值。

三、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企业发展的战

略结构图
( 一) 资产结构与企业的资源配置战略

资产结构是指企业各项资产数量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占

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资产结构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企业运作

的意图和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需要不同的资产结构与之

相匹配 ( 张新民和朱爽，2007 ) 。张新民等 ( 2009 ) 指出，

资产负债表揭示的企业资产结构和规模的质量特征，有利

于企业利益相关者透视企业盈利模式和企业对战略承诺的

遵守，确保企业管理层按照全体股东确定的企业战略有效

配置企业资源。

当企业存在对外投资，尤其是具有控制性投资的条件

下，其资产可以分为经营性资产和投资性资产。其中，典

型的经营性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商业债权 ( 包括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等) 、存货、固定资产 ( 包括在建工程等) 、无

形资产等。而投资性资产所占用的资源除了反映在直接占

用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

资、长期股权投资等项目以外，还反映在以提供经营性资

金方式对子公司投资的其他应收款项目上③。按照企业经

营性资产与投资性资产各自在资产总规模中的规模大小，

可以将企业区分为以经营性资产为主的经营主导型、以投

资性资产为主的投资主导型和经营性资产与投资性资产比

较均衡的投资与经营并重型。而经营主导型、投 资 主 导

型以及经营 与 投 资 并 重 型 恰 恰 是 企 业 发 展 战 略 的 具 体

表现。
1． 经营主导型企业的发展战略内涵

资产结构中以经营性资产为主的企业，其战略内涵十

分清晰: 以特定的行业和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销售为主营

业务的总体战略为主导，以适当的竞争战略 ( 如低成本战

02

①

②

③

在这里，为说明问题起见，忽略非入资性资本公积。
转引自: 徐飞． 2009． 战略管理．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
实际上，该项目中还包括企业正常存在的其他应收款以及向公司的母公司和兄弟公司提供的资金等。只有其他应收款的母公司

报表金额大于合并报表金额的部分，才是母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除了对子公司入资以外的经营性资金。



略、差异化战略和聚焦战略等) 和职能战略 ( 如研发、采

购、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战略) 为基础，以固定资产、
存货及其与市场的关系管理为核心，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持续创造价值，在行业内做大做强或者保持一定的竞争能

力和竞争地位。经营主导型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其自

身的核心竞争力。
2． 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发展战略内涵

资产结构中以投资性资产为主的企业，往往是规模较

大的企业集团。其战略内涵同样十分清晰: 以多元化或一

体化 ( 或其他总体战略) 的总体战略为主导，以子公司采

用适当的竞争战略和职能战略，特别是财务战略中的融资

战略 ( 子公司通过吸纳少数股东入资、子公司自身债务融

资和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等融资战略可以实现在母公司对其

投资不变情况下的快速扩张) 为基础，以对子公司的经营

资产管理为核心，通过快速扩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持续

创造价值，做大做强企业集团或者在整体上保持一定的竞

争能力和竞争地位。
3． 经营与投资并重型企业的发展战略内涵

经营与投资并重型企业，其实施的往往是稳健的扩张

战略: 企业既通过保持完备的生产经营系统和研发系统来

维持其核心竞争力，又通过对外控制性投资的扩张，来实

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可见，当把企业的资产结构与发展

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资产结构就成为企业实施其发展

战略的必然结果。可以进一步认为，资产的规模与结构就

是企业资源配置战略的实施结果。
( 二) 负债和股东权益与企业的资源利用战略

企业负债和股东权益构成了企业资产的来源渠道，其

主要部分可以分成四类，即商业信用资源、借入资源、股

东入资资源和股东留剩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利用，体现的

是企业的资源利用战略。
1． 商业信用资源

商业信用主要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

是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或者用户进行结算时所产生的债务。
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资源的状况反映了其竞争地位或竞争优

势。一方面，在企业具有高于同类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资源

平均水平的能力的条件下，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 “两头

吃”的能力———即企业具有较高的利用上下游企业资金来

支持自身发展的能力较强; 在企业具有低于同类企业获得

商业信用资源平均水平的能力的条件下，通常意味着企业

“两 头 吃”的 能 力 较 弱，竞 争 地 位 较 低 ( 张 新 民 等，

2012) 。另一方面，商业信用资源具有综合成本低 ( 综合

成本低于贷款成本) 、综合偿还压力低于账面金额 ( 与预

收款项对应的偿还资源为商品或劳务的账面成本) 和固化

上下游关系等特点，因此，企业对于商业信用资源的利用，

绝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企业往往将最大限度

利用商业信用资源作为其优先选择的经营战略与财务战略。
因此，企业对于商业信用资源的利用，不仅仅是企业上下游

关系管理的局部问题，还是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有效利用

商业信用能够提升企业价值 ( 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 。
2． 借入资源

借入资源主要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等。
影响企业选择利用借入资源的因素很多，包括融资环境、
融资成本、企业自身盈利能力、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体制、
企业负债的整体规模以及现有资产负债率等。根据优序融

资理论 ( Myers，1984 ) ，为了实现现有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企业具有较强的赢利能力、不能进一步利用商业信用资

源的条件下，企业应该尽可能选择借款或者发行债券。在

实施集中统一管理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的体制下，为了整个

集团的融资战略 ( 不是母公司自身的经营活动) 而进行借

款或发行债券，尽管会增加母公司自身利润表上的财务费

用，但由于可能降低整个集团的整体融资成本而成为很多

企业集团财务战略的首选。这就是说，对于借入资源的利

用状况及其变化的分析，可以透视出企业集团的财务战略

意图和整体战略规划。
3． 股东入资资源

股东入资包括股本 ( 实收资本) 和资本公积④，它是

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股东对企业的入资具有极强的战略

色彩。
( 1) 股权结构、股东范围、资本规模与企业战略。不

同的股权结构设计、股东范围的选择以及资本规模的安排

均具有极强的战略内涵。一方面，股权结构的分散程度、
股东范围的广泛程度直接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实现方式，

而恰恰是企业的控制权主导了企业的战略 ( 王化成和胡国

柳，2005) 。另一方面，资本规模也直接制约着企业的战

略: 资本规模与企业的融资能力密切相关，股东入资与融

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可利用资源的规模，并进

而制约着企业的战略与实施。
( 2) 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核心人力资源与企业战

略。公司治理要处理的主要是股东大会 ( 或股东会) 、董

事会与企业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并确保公司在满足各利益

相关者的正常利益基础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 Shleifer and
Vishny，1997) 。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股东依其持有的股

份份额 ( 股权结构) 行使投票权，产生董事会。董事会决

定公司的战略目标并决定核心人力资源; 以核心人力资源

为主导的管理团队负责实施公司的战略。而这一切的关键

点在于，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12
④ 本文仅讨论资本公积中所包含的股东入资引起的部分，其他因素引起的资本公积的变化暂不讨论。



( 3) 股东入资形式、规模、结构与企业战略。股东对

企业入资的资源形态和种类，除了货币资金以外，还有诸

如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在股东

对企业入资为货币资金的情况下，股东入资对企业战略执

行的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股东注入企业货币资金的规模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够撬动的债务融资规模; 第二，

以企业获得的股东入资和债务融资为主体的实际可支配资

源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所能够实现的经营业务规模与企业

对外扩张的能力。在股东对企业入资为非货币资金的情况

下，股东入资对企业战略执行的意义就更加广泛: 首先，

股东注入的非货币资产与企业战略的吻合度。不是任何具

有一定评估价值的非货币资产均可用于对任何企业的入资。

作为入资的非货币资产，必须与企业的战略相关，并对企

业的战略执行有贡献。在很多情况下，某些资产虽然具有

一定的评估价值，但由于与特定企业的战略没有关联、不

能为特定企业的战略实施做出贡献，因而就不能作为对特

定企业的入资。如果这类资产被注入企业，将形成企业的

不良资产。其次，股东注入的非货币资产评估价值的公允

性。股东注入企业非货币资产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作为入

资的非货币资产的评估价值是否公允。在被评估资产估价

公允的情况下，公允的入资价值既为非货币资产被注入企

业以后与企业其他资产组合产生恰当效益奠定了基础，也

为协调企业股东间的股权结构和利益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之，如果出现低价高估、以次充好的情况，将会损害企

业未来的经营业绩，伤害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及股东之间的

利益关系，并进而影响企业的治理状况和企业战略的制定

与实施。另外当股东以其拥有的对某子公司的股权投资作

为对另一家公司入资时，由于对股权投资资产的评估方法

有多种，且不同评估方法之间的评估结果可能出现显著差

异，因此，当被用于入资的长期股权投资选择了估价过高

的评估方法时，即使这些长期股权投资本身具有一定的盈

利能力，也会由于其股权价值被高估，而可能表现出较低

的投资资产报酬率，沦为不良资产。最后，股东注入的非

货币资产的整体协调性。在非货币入资的资产形态符合战

略、估价公允的条件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些以股东入

资形式进入企业的资产的整体协调性问题。这里的整体协

调性主要是指固定资产的规模和结构与存货的规模和结构

或者企业业务的规模和结构的协调性。整体协调性好的资

产应该表现出资产的物理质量能够满足企业的经营需要，

利用率高，无长期闲置和积压等特性。整体协调性不好的

股东入资同样形成不良资产，难以对企业战略的实施起到

支撑的作用。
4． 股东留剩资源 ( 累积利润)

股东留剩资源是指企业实现的利润中，股东没有分配

而留存在企业的权益部分。这部分股东留剩资源在报表上

主要表现为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也是企业的累积利润。

股东留剩资源对企业的战略含义在于，在一定的盈利规模

下，企业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股利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企业的财务结构，并对企业的战略形成支撑: 在企

业处于高负债率或投资支出压力较大的条件下，企业可以

通过选择股票股利或者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相结合的分配

方式，尽力降低现金股利支出的规模，使企业的股东权益

在进行利润分配后仍然维持较高的规模，从而对降低企业

的现金流出量、提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乃至投资能力起

到战略支撑的作用; 反之，当企业负债率较低、现金流量

充裕、投资现金支出压力不大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选择激

进的股利分配政策，提高现金股利的分配规模。上述分析

清晰地表明，企业负债和股东权益的组合状况具有深远的

战略含义———即利用什么资源来实现企业的发展，也就是

企业的资源利用战略。显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竞

争地位的企业，可以采用的资源利用战略是不同的。
( 三) 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及其意义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把资产理解为企业战略实施中

的资源配置战略，负债和股东权益理解为企业战略实施中

的资源利用战略，这就形成了如表 2 的战略结构资产负

债表。

表 2 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简略示意

资产

( 资源配置战略)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 资源利用战略)

经营性资产

投资性资产

商业信用资源

借入资源

股东入资资源

股东留剩资源

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1． 在分析的视角上，实现了从报表结构到企业战略的

突破

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的确立，在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分

析的视角上，可以将已有的主要关注资产、负债与股东权

益的数量对应关系、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对应关系、负债

与资产总额对应关系的结构分析提升到从整体上考察企业

的资源与战略之间的关系分析上，从而实现利用会计数据

对企业管理尤其是战略管理的信息解读。
2． 在分析的着眼点上，实现了从关注资产到关注负债

和股东权益的突破

已有的关于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主要关注资产整

体或者局部的分析，较少关注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分析。战

略结构资产负债表的确立，资产负债表所具有的资源利用

战略与资源配置战略的动态平衡、互为因果的特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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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 用 战 略 具 有 的 支 配 地 位，使 得 对 资 产 负 债 表 右

边———资源利用战略的分析具有了先导性的特点。

四、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企业发展的战

略关系图

如果说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确立了企业战略的资源结

构图，属于企业整体战略的范畴，那么，战略的执行与运

营管理就自然形成企业日常的资产负债表的具体形态。恰

当地处理战略执行中的各种关系，就成为企业战略成功与

否的关键所在。下面讨论战略执行中的各种关系与资产负

债表的内在联系。
( 一) 资产配置的规模与结构: 效率和效益

本部分主要讨论经营主导型企业战略执行中经营资产

的具体组合与资产负债表的关系 ( 控制性投资所形成的子

公司资产就是子公司的经营资产) 。考察企业战略执行的

过程会发现，企业战略执行的过程与经营资产的关系主要

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企业是干什么的? 第二，企业

是怎么干的? 第三，企业经营资产管理效率和效益是怎

样的?

1． 干什么

主要涉及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业选择问题。

选择特定行业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其经营资产不外

乎货币资金、商业债权、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五大

类。一般来说，对于自身从事实体经营的企业而言，在经

营资产的五个类别中，固定资产的规模和结构、存货的规

模和结构 ( 或者业务的规模和结构) 以及企业内部固定资

产与存货 ( 或者业务) 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体现企业经营活

动所选定的特定行业的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企业间

体现行业特征的最重要项目就是固定资产与存货 ( 或者业

务) 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信息可以对企业所从事经营活

动的行业特征有基本的了解。
2． 怎么干

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组织与企业对上下

游关系的管理。
( 1) 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通过对同类行业不同企业

间的固定资产的规模和结构比较、存货的规模和结构比较、

固定资产规模和结构与存货的规模和结构进行比较，可以

掌握企业间生产经营的资源结构安排、基本的生产效率等

方面的差异性信息。这种差异性信息构成了企业管理质量

的相对性信息。
( 2) 上下游关系管理。企业的上下游关系管理，涉及

收款管理和付款管理。收付款管理的过程，是企业经营活

动进行的过程，更是企业战略执行的过程。上下游关系管

理的核心战略问题是企业对商业信用资源利用战略的实施。

第一，关于收款管理。在收款管理方面，现有的分析方法

主要集中在对应收账款周转速度上。由于税收制度改革以

及现在普遍实施的增值税制度、企业结算方式和支付方式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 既有赊销也有预收款销售，赊销款的

结算有的采用商业汇票方式，有的采用其他方式) ，如果

仅仅采用应收账款周转率对企业收款管理进行考察就会存

在一定的局限，因此，全面考察企业整体销售款回收状况

就要把视野拓展到全部商业债权 ( 包括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 以及预收款项的动态关系中去。通过结合应收账款和

应收票据的年末与年初的规模变化和结构变化以及预收款

项年末与年初之间的规模变化，就可以对企业当年的销售

款回收状况做出基本判断: 商业债权 ( 应收票据与应收账

款之和) 增加的规模，一般表示企业因当年赊销款而引起

的新增未回收债权; 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两个项目的具体

变化，则代表了债权变化的质量方向; 预收款项年末与年

初的增量部分，则代表了企业预收款业务对企业当年销售

回款的增量贡献。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企业收款状况所

反映出来的信息含量，绝不仅仅局限于企业销售款本身。

实际上，企业销售款的结算方式与回款状况，还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营销策略与竞争优势: 在同样的行

业里，预收款项规模较高、商业债权规模较低或者商业债

权中应收票据规模较大的企业，其竞争优势往往比较明显，

营销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保守，注重现金流量的回收;

相反，预收款项规模较低、商业债权规模较高尤其是商业

债权中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企业，或者其竞争优势处于不

利位置，或者处于需要促销、迅速占领市场的发展阶段，

营销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激进，注重营业收入的增长。

第二，关于付款管理。与付款管理直接相关的资产负债表

项目包括预付款项、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间接相关的项

目则是存货和固定资产。在企业固定资产采购并不活跃、

存货成本中以外购存货为主的条件下，存货与预付款项、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关联程度较高，存货的规模与预付

款项、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之间的金额对应关系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企业的付款管理状况。与收款状况相类似，企

业付款状况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含量，绝不仅仅局限于企业

购货款管理本身。实际上，企业购货款的结算方式与付款

状况，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供应商的竞争优

势地位与资源利用策略: 在同样的行业里，与存货的规模

相比，如果企业的预付款项规模较高、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规模较低，特别是在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规模总量比较

低的条件下应付账款的规模占比更低，则一般表明企业利

用供应商商业信用服务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意识较低，

或者表明企业在与供应商的商业谈判中由于竞争地位问题

难以获得理想的商业信用条件。相反，与存货的规模相比，

如果企业的预付款项规模较低、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规模

较高，特别是在应付票据与应付账款规模总量比较高的条

件下应付账款规模占比较高，则一般表明企业主动利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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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商业信用服务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思维和意识较高，或

者表明企业在与供应商的商业谈判中由于竞争地位显赫而

获得了理想的商业信用条件。
3． 效率与效益

前文讨论了资源的配置结构及其关系问题，那么，如

何考察企业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呢? 下面将从资产的利用效

率和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两个方面来讨论。
( 1) 资产的利用效率。由于在前面的分析已经讨论了

与流动资产有关的资源管理问题，这里主要关注在资产的

总规模中，固定资产占有相当的比重、以固定资产作为生

产经营条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问题⑤。至于无形

资产，由于其自身特性以及会计处理的稳健性特点，通常

很难通过报表信息直接将企业的经营活动与个别无形资产

对应起来。无形资产的利用效率，只能间接地通过对资产

的整体盈利能力的考察来实现。对于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

除了要关注固定资产的周转率外，还要关注固定资产的物

理利用率以及不同融资条件下企业固定资产的单位产能成

本差异对企业的影响等问题。第一，关于固定资产 ( 原

值) 周转率问题。一般认为，固定资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

固定资产利用状况的主要指标。固定资产周转率是企业一

定时期营业收入与企业该时期平均固定资产原值的比率，

反映企业利用固定资产原值获得营业收入的能力 ( 张新

民，2012)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也

不能简单地代表企业的固定资产利用率———固定资产原值

周转率仅仅代表企业利用固定资产原值产生或者推动营业

收入的能力或者状况。在价格上涨或者企业调整业务结构、

仅经营价高利大的产品或者劳务的条件下，即使固定资产

的利用率没有变化，固定资产周转率也会提高。尽管如此，

固定资产原值周转率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在周转一次可

以获得大于零的毛利的情况下，企业固定资产在一定时期

周转越快，盈利规模就会越大。第二，关于固定资产的物

理利用率。真正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利用状况的是固定资产

的物理利用率。固定资产物理利用率是指一定时期企业固

定资产被生产经营活动实际占用的时间与可以被占用时间

之间的比率，或者是实际利用的产能与全部产能之间的比

率。尽管固定资产物理利用率的计算会因固定资产的种类

繁杂、计量复杂而极其困难，但是，固定资产物理利用率

要表达的信息却是十分清楚的: 在一定的市场销售价格和

产销基本平衡的条件下，企业固定资产的物理利用率越高，

企业效益就会越好。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物

理组合、规划厂区布局、轮流生产作业等手段来实现固定

资产物理利用率的提高。第三，关于不同融资条件下企业

固定资产单位产能成本差异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企业

可以利用的资源有: 商业信用资源、借入资源、股东入资

资源和股东留剩资源。当不同的资源均形成企业的货币流

入，并用于固定资产建设的条件下，企业就存在着一个需

要关注的问题: 利用不同融资形成的货币资源所购建的固

定资产单位产能成本可能有显著差异。对于融资成本的会

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虽然可以改变相关融资成本的分担主

体 ( 归于特 定 固 定 资 产 或 者 特 定 时 期 ) 或 者 分 担 时 间

( 归于不同会计期间)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不同时期

的盈亏，但却不能改变企业在整体上的财务负担问题。在

将融资成本计入特定固定资产原值的情况下，相同产能、

相同购置成本的固定资产就会由于融资成本的差异而表现

出不同的账面成本。这种不同的账面成本所导致的单位产

能成本的差异，将会随着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分摊到以后

各个会计期间，进而影响企业未来的绩效表现。
( 2) 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对于企业而言，所有资产

利用效率的提高均应指向一个方向———为提高企业资产的

整体盈利能力而直接或者间接做贡献。整体盈利能力，不

仅应该表现为一定的盈利规模，还应该表现为与资源相对

应的盈利。由于本文讨论的是经营资产问题，因此，在经

营资产效益规模的表现形式上，选取毛利和核心利润。其

中，毛利是指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而核心利润则是指

毛利减去营业税金及附加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

用后的差额。钱爱民和张新民 ( 2008 ) 首次提出 “核心

利润”的概念，之所以创造一个 “核心利润”的概念而

不直接采用营业利润来表现企业经营资产产生的利润，是

因为现在利润表中 “营业利润”的概念中包括了若干与

企业常 规 经 营 关 联 度 较 低 的 项 目，如 “投 资 收 益”和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在经营资产盈利率的表现方式

上，可以采用的财务比率包括: 毛利率，经营资产报酬率

( 某时期核心利润 /同时期平均经营资产) 和经营净现金 /

核心利润比率等。
( 二) 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 公平与和谐

在前面战略结构资产负债表的讨论中，本文把资产负

债表的右边分成四个部分，并将其整体作为企业的资源利

用战略来研究。优序融资理论 ( Myers，1984) 表明，企业

优先偏好内部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而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 ( 阎达五

等，2001; 陆正飞和高强，2003) ，有研究将其直接动因归

结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偏低 ( 黄少安和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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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但实际上融资成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上市公

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 ( 陆正飞和叶康涛 2004; 徐明东和

田素华，2013) 。考察中国企业的负债和股东权益的结构与

规模以及中国企业的融资实践，会发现企业往往不是按照

资本成本的高低去筹资，而是按照企业增量筹资成本和增

量筹资效用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确定其企业资源利用战略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企业资源利用战略的有效实施是在

什么条件下完成的?

本文认为，企业资源利用战略的有效实施应该在恰当

地处理这样几个问题的基础上进行: 第一，解决给谁干的

问题; 第二，解决企业创造的效益 ( 指企业实现的价值减

去从外部购入的转移价值后的差额)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怎

么分的问题; 第三，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如何才能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的问题。
1． 给谁干

实际上，资产负债表的右边———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各

个项目，均代表了特定的对企业资源的要求权的规模和主

体，即股东、商业信贷提供者、资金提供者、税务部门和

企业雇员等。这实际上已经回答了给谁干的问题: 企业是

给上述利益相关者干的。
2． 怎么分

怎么分的问题，涉及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虽

然涉及各方利益，由于与供应商、贷款提供者以及税收征

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企业间的协议或者法律规定确定

下来的，因此，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关系只有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雇员与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企业控股

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正是这两个核心利益关

系的处理，决定了企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程度。第一，关

于企业雇员与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分配顺序来看，

企业雇员在拿到自己的薪酬 ( 会计上做资产成本或者期间

费用处理) 以后如果企业还有税后利润，股东才会有自己

的利润分配。这就是说，雇员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存在着

直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从利益关系来看，双方在一定程

度上是对立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雇员与企业股东

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但是，任

何合同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劳资关系 ( 企业股东即是资

方) 。当出现比较严重的劳资关系并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时，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恰当

地处理企业雇员与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企业稳定

发展的重要保障。第二，关于企业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之

间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

致的。但是，由于控制性股东实际上支配了非控制性股东

的资源，并有可能通过控制权的实施侵害少数股东的利益

( 王化成等，2007) ，虽然这种利益侵害并不表现为对最终

财务成果———利润的分配，但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利益

侵害将最终减少企业的可供分配利润。从公司治理的角度

来看，股东间利益协调的重要程度远远高于股东与雇员的

利益协调。
3． 公平与和谐

站在利益协调的立场，企业发展的过程就是企业对利

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过程，从利益相关者对特定企业的利

益诉求来看，各个利益相关者谋求自身利益的目标不尽相

同，实际上不存在完全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或

“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商业债权人和贷款提供者谋求

的是其债权和本金的安全性; 税收征管者谋求的是企业的

纳税行为与税法规定的吻合性; 即使是雇员和股东之间的

利益关系，也不可能谋求某一方利益的 “最大化”，而只

能谋求在符合一定契约基础之上的利益最优化———在一定

约束条件下寻求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实际上，前面谈到

的商业债权人、贷款提供者以及税收征管者等所谋求的利

益也是“最优化”意义上的利益。在这里，“最优化”的

基础是各种限制条件以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博弈，

而“最优化”的心理效应则是让各方均感到“公平”，“最

优化”的目标是使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能够和谐相处。这就

是说，公平与和谐地处理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关系，以及

各方与特定企业利益关系的维系，应该以各方利益最优化

为目标来协调，而不能以追求某一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

进行。只有解决了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动态协调

机制，特别是解决了企业的股东之间、股东与雇员 ( 特别

是核心雇员) 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企业的业务与经营活

动才有可能有效率、有效益地开展。
( 三) 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及其意义

把前述讨论的内容做进一步概括: 企业发展的过程就

是资产负债表左右两边的战略关系的协调过程。左边即资

产方解决的是企业资源的合理布局，确立利润产生机制，

核心目标是通过对经营资产的有效利用来产生利润; 右边

负债和股东权益方解决的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机

制，其核心目标是形成最优而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使

企业各方利益在和谐的氛围下维系，而企业则得以维持

持续稳定 发 展。由 此 战 略 关 系 资 产 负 债 表 可 以 概 括 为

表 3。

表 3 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简略示意

资产

( 利润产生机制)

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 利益协调机制)

干什么

怎么干

效率与效益

给谁干

怎么分

公平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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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把资产分析从注重资产结构提升到注重利润产生

机制

已有的关于资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项目结构、项目

质量等方面的分析，其主要特点是仅仅局限于对特定项目

的分析。在利益协调机制确立以后，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

确立利润的产生机制。利润的产生机制，既涉及资产的结

构与规模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不同结构的人力资源与非人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这种关系共同形成了企业利润的

产生机制。对利润产生机制的研究，将不再注重资产的一

般性结构和规模的分析，而更加注重不同资产项目之间的

关系分析以及各类资源与利润产生之间的机制关系研究。
2． 把负债和股东权益分析从注重内部结构拓展到注重

利益协调机制

与已有的资产分析相类似，现有的对负债和股东权益

的分析，大多集中在负债的内部结构分析、股东权益的内

部结构分析以及负债和股东权益之间的结构分析等，并将

债务结构和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是否面临经营风险和财务

风险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上述分析仅仅局限在项目本

身以及项目之间的关系上，并没有对利益的协调机制以及

利益的协调机制与利润的产生机制结合起来进行整体和系

统的分析。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的确立，实现了把负债和

股东权益的分析从注重内部结构拓展到注重利益协调机制

的跨越，并为进一步挖掘出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奠定

理论基础。
3． 丰富了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大多围绕几个

“最大化”来进行: 如企业利润最大化 ( 陈毓圭，1992 ) 、

股东财富最大化 ( 陈毓圭，1992 ) 、企业价值最大化 ( 王

化成，1999) 、企业可持续发展 ( 周守华和杨慧敏，2000)

和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 袁振兴，2005) 等。上述几个

“最大化”突出的是资产负债表右边整体 ( 如利益相关者

价值最大化) 或者局部的利益问题，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差异以及利益的协调机制与利润的产生机制之间的战

略联系。

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的确立，使得有可能以资产负

债表中所蕴含的战略关系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和强化对

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 企业发展的过程，既是利润产生

机制的确立过程，也是企业各方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过

程。利益协调机制强调利 益 的 “最 优 化”，其 对 利 润 产

生机制的战略关系在于 : 没有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企

业各方的利益关系就不可能和谐，企业持续稳定发展就

没有 保 障。任 何 利 润 产 生 机 制 也 就 不 可 能 真 正 发 挥

作用。

五、战略方向资产负债表———企业发展的战

略方向图

接下来继续对资产负债表中所蕴含的战略信息进行挖

掘，来探讨企业的战略方向。把资产负债表分成三个区域: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挖掘出企业

发展的活力; 把不同项目的非流动资产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可以挖掘企业发展的潜力; 把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结合

起来进行考察，可以挖掘企业发展的动力。
( 一)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 企业发展的活力，体现

企业发展的运行方向

活力指的是企业自身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考察企业

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 ( 即营运资本) 的关系，可以将其

主要项目进一步分解为货币资金、短期借款、其他应收款、

商业性债权债务以及存货。这些项目在整体上所表现出来

的是企业发展的活力。由于货币资金本身就是最具有活力

的资产、其余额是上述各个项目变化和运动的结果，存货

又与商业性债权债务密切相关，且为扩大经营规模而引起

的短期借款将引起存货增加等原因，下面重点讨论短期借

款、其他应收款和商业性债权债务与企业发展活力之间的

关系。
1． 短期借款

企业的短期借款是为了支持短期经营活动———即补充

流动资产的。因此，企业借入的短期借款如果还没有使用，

将增加货币资金，并因此增强企业的活力; 如果企业借入

的短期借款已经用在了购买存货上，则增加了的存货将引

起未来商业性债权债务的增减变化。这就是说，短期借款

将增加企业发展的活力。
2． 其他应收款

企业正常的其他应收款规模并不大。当出现巨额其他

应收款且合并报表其他应收款小于母公司其他应收款时，

差额部分就是向子公司提供的经营性资金。这部分向子公

司提供的经营性资金将流入子公司，用来支持子公司的经

营活动，为这个集团发展的活力做出贡献。
3． 商业性债权和债务

这里的商业性债权和债务，主要是指与存货或劳务的

购销有关的业务所引起的债权和债务，包括应收票据、应

收款项和预付款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企

业的商业性债权和债务是体现企业自身业务有没有自我产

生现金流量的核心项目，也是营运资本管理的核心。企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量的主流就来自于这里。从对

营运资本主要项目与企业发展的活力的联系中我们可以看

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动态对应关系决定了企业发展

的活力。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对应关系及其运行状况，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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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发展的活力，体现企业运行的发展方向: 通过企业

自身经营和融资活动，能够产生充裕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支撑企业发展或者扩张的现金流量，把企业引向持续稳定

发展的未来。
( 二) 非流动资产: 企业发展的潜力，体现企业业务

的拓展方向

对于非流动资产，可以将其分成两类: 一类是对外投

资类资产，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长

期股权投资等; 另一类是经营性非流动资产，包括投资性

房地产、固定资产类和无形资产类等。从项目的构成可以

看出，对外扩张类的投资性资产尤其是对外控制性投资资

产，代表了企业在地区区域和业务领域进行扩张的努力。

这种地区区域既可以是本地区，也可以是本地区以外的国

家和地区; 而业务领域既可以是与母公司相同的业务领域，

也可以是与母公司业务不同的领域。对外扩张是突破企业

现有发展地区限制、业务领域限制，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

主要手段。而经营性非流动资产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

业在现有地区区域和业务领域发展的基本条件。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的扩大，往往意味着企业的产能在

增长、生产经营条件在改善。这就是说，非流动资产在整

体上提供了企业发展的潜力的信息。

非流动资产的规模与结构变化，展示了企业发展的潜

力，体现了企业业务的拓展方向: 不论是投资主导型企业、

经营主导型企业，还是投资经营并重型企业的业务拓展或

业务调整，均依赖于相应的非流动资产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 三) 非流动负债与股东权益: 企业发展的动力，体

现企业利益的驱动方向

企业的负债和股东权益解决的是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

正是利益协调机制的主导权及其运作状况，决定了企业发

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和企业运行的战略方向。为了进一步探

究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对负债和股东权益的结构再进行

进一步区分，把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结合在一起进行考

察。我国现阶段，决定利益协调机制主导权或主动权的是

股东权益中所包含的股权结构及其与之对应的公司治理结

构。这个治理结构，既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机制，

也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说，现阶段决定我国企

业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主导的公

司治理机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长期债

权人所具有的对企业的贡献及其关注点与控股股东具有广

泛的趋同性特点，长期债权人在未来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将

日益重要。因此，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长期债权人与全体

股东所决定的公司治理机制将主导企业的利益机制和发展

战略，并将决定企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规模结构变化及其内在的运

作机制，展示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体现了各利益相关

者利益的驱动方向，而利益的驱动方向则决定了企业发展

的根本方向。也就是说，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绝不在

于现有资源的规模与结构，甚至不在于企业当前所拥有的

市场资源，而在于企业对利益协调机制的把握: 企业持续

发展的真正动力蕴藏于非流动负债和股东权益所决定和主

导的各方利益关系。
( 四) 战略方向资产负债表及其意义

把本部分所讨论的内容概括起来，形成表 4 所示的战

略方向资产负债表。

表 4 战略方向资产负债表简略示意



资产减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与所有者权益

活力: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动力: 非流动负债

潜力: 非流动资产 股东权益

战略方向 资 产 负 债 表 的 建 立，具 有 以 下 几 方 面 的

意义。
1． 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根本发展方向的是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当

然，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除了要确立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

调机制外，还要决定企业的发展战略，确定企业的资源利

用战略和资源配置战略并予以实施。因此，对在公司治理

过程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关注和分析，如股权结构分散程度

与动态变化、核心人力资源的稳定性与合作态势、董事会

与监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工作关系等，将是把握

企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
2． 企业发展的潜力集中体现在扩张能力

显然，对外扩张和对内扩大经营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两

个轮子。需要注意的是，大量企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企业

不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恰当扩张，即大量企业

因不恰当扩张而逐步走向灭亡。如果仅仅站在企业资产结

构的角度去讨论扩张问题，将极有可能陷入对其合理性的

赞美上。但是，如果站在企业控股股东和企业治理结构的

角度看问题，就会获得更加丰富的关于企业扩张恰当性的

信息: 企业扩张的资源基础 ( 即哪种资源支持了企业扩

张: 是自有资源还是借入资源? 如果是借入资源，资本成

本如何等) 是什么，主导企业扩张的人力资源背景如何

等等。
3． 营运资本管理构成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扩张基础

不论是自主经营还是扩张以后形成的子公司的经营活

动，其营运资本管理状况似乎仅仅表明企业所具有的开展

日常业务的能力，似乎不具有战略性。但是，必需强调的

是，恰恰是企业的经营能力形成了企业未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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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对于营运资本的管理信息，既表明了企业利用

现有资源获取经营活动净现金的能力，更在很大程度上折

射出了企业现有的经营活动对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能力。

六、结语

本文从资产负债表的基本关系入手，结合企业战略管

理的理论与实践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了系统研究，构建了从

会计要素到企业战略的资产负债表体系。战略结构资产负

债表、战略关系资产负债表和战略方向资产负债表的构建，

将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各个数量关系直接提升到企业资源

与战略之间的关系，这对提升财务报表的决策有用性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企业管理者而言，通过资产负

债表可以了解企业战略的执行情况，从而有利于企业管理

者更好的制定和执行企业的发展战略，将企业现有资源和

企业未来战略相匹配。其次，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资产

负债表可以预测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利益分配意图，有利于

更好的选择适合自身投资目标的企业进行投资。最后，对

于债权人而言，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解读可以获取企业现

有经营活动对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能力，从而保证借贷

资金的安全。

本文构建的三张以揭示企业战略信息为主的资产负债

表，并不试图也不可能从资产负债表上解读出企业战略的

文字表达，也不解决具体的企业战略分析与战略制定问题，

而是要以既有的会计要素资产负债表为基础，以战略管理

理论为指导，对现有的资产负债表中所包含的战略信息进

行挖掘。因此，本文构建的三张资产负债表，不是对会计

要素资产负债表的替代或者否定，而是把会计向管理延伸

的理论发展; 本文建立的分析框架，也不是对传统财务报

表分析方法的否定与替代，而是要弥补单纯的会计要素关

系分析、财务比率分析在战略内涵缺失方面的不足，让财

务报表分析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体现出其应有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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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Ｒ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and Docking of Chinese Primitive Measurement － Ｒecord
Era and Xia Dynasty Accounting

Guo Daoyang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carried out as part of the framework of the“Ｒ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project，which start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prehistoric Chinese accounting rules，methods and culture，to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ble docking of prehistoric
Chinese accounting and Xia Dynasty accounting which has stepped into the civilized society．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Yangshao Cul-
ture，Longshan Culture，Qijia Culture and Erlitou Culture，this paper takes the stage － by － stage evolution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 － record rules
and methods as the main line，and eventually boils the evolution and heritage down to the docking with Xia Culture． Because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ath selection and strong support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this paper is argued that its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the
“Ｒ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in the area of accounting．

The Balance Sheet: From Accounting Elements to Business Strategies
Zhang Xinmin

Based on the Balance Sheet's basic equation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s among elements，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framework of strategic structure o-
riented Balance Sheet，strategic relationship oriented Balance Sheet and strategic direction oriented Balance Sheet from accounting elements of the Balance
Sheet．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Balance Sheet and enhances the usefulness of the Balance Sheet to business managers，
shareholders and debt holders．

Accounting Competency De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Training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

Liu Yue et al．
Based on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accounting，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ccountant professional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rend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 International Account-
ing Education Standard in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knowledge，skill，ethic and other competencies and proposes the strategy for Chinese accountant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Evolution of Expected Loss Model on Financial Instruments Impair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ents on IASB Exposure Draft Financial Instruments: Expected Credit Losses
Wang Jingjing ＆ Liu Guangzhong

Exposure Draft Financial Instruments: Expected Credit Losses was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 IASB) for comments
on March 2013．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ree stage impairment model and further comments on it． By going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expected loss mod-
el，this paper takes a holistic look at standards setting history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 particular and the whole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to deliver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some related theoretical issues． As this paper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IASB's standards reconstruction efforts sinc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reorientation and convergence is revealed in it． Since formidable challenges lay ahea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expected loss model to China，some suggestions are included in this paper on how to modify financial report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resolve conflictions betwee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governance，and tackl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trategic Deviance and the Value Ｒeleva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Ye Kangtao et a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firms’deviant strategy on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We find that for firms with extreme strate-
gies，stock pric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book value of equity and less likely with net income．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other
firm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affect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both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strategy inform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tock pricing，and investors use strategy information to interpret financial information． Our stud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firms’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value relevanc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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