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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缓解信息不对称，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的有效手段，是根据以经营活动为

主的财务信息由管理层进行向外披露的。会计稳健性作为财务信息的重要特征，受到报表使用者的关注，

在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的同时，对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可靠性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管理层盈余

预测的实现给管理层带来的盈余压力无形中推动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报表信息的

会计稳健性。管理层盈余预测有效地缓解了投资者对信息供不应求的状况，对会计稳健性具有较强的替代

作用。管理层可以通过灵活运用披露策略，使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

系统的报表使用者信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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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企业盈余公告的重要补充和解释，是管理层进行信息披露管理的重要途

径之一，也是投资者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管理层的盈余预测虽然存在一定的主观倾向，但

是由于管理层有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先天优势，其预测的精确度具有普遍高于分析师的盈余

预测的倾向，受到了报表使用者的关注。管理层盈余预测的根据——企业经营活动等财务信

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而作为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

会计稳健性对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影响更为值得我们探讨。会计稳健性是《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的八大会计原则之一，要求企业及时确认“坏消息”，而“好消息”则需要在事项基本确

定之后进行确认。这种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确认的不对称性能有效地约束了管理层向

上盈余的操控行为，从而对管理层的盈余预测造成影响。 

 

2.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动机和经济后果 

2.1 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动机 

在美国等成熟的资本市场，管理层盈余预测具有自愿性披露的特征，因此管理层盈余预测存

在自身的披露动机。目前主流的理论有“信息透明”动机和“预期调整”动机。“信息透

明”动机意为：由于传统财务报表的局限性，即财务信息大多只反映面向过去的历史信息，

不利于报表使用者把握公司未来的发展并作出决策，管理层盈余预测能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

称，降低代理成本，增强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的信心。另一方面，“预期调整”动机认为，当

市场对公司的认知与管理层的预期不一致时，为了避免这种偏差派生的一系列问题，如市场

预期低估会造成企业价值受损，股价下跌，管理层就有进行盈余预测的动机，以此来调整市

场预期与管理层预期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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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资本市场还不甚完善，管理层进行盈余预测的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强制性的特征，

带有十分浓厚的制度色彩。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经理人制度的健全，管理层盈

余预测的动机也会越来越多样化。不少经理人十分重视信息披露的作用，将管理层盈余预测

作为影响市场预期和投资者决策的重要手段。 

2.2 管理层盈余预测的经济后果 

管理层盈余预测反映了未来盈余的重要特征，逐渐受到了报表使用者的关注。不论是市场整

体还是分析师都会利用管理层盈利预测的信息。并且研究发现，管理层盈余预测越具有信息

含量时，市场对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反应愈大，而当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增量信息较弱且精确性

较低时，产生的市场反应较弱。对于投资者而言，当管理层盈余预测利好于自身对公司盈余

的把握，会做出相应的预期调整，从而带来股价波动，当这种差异越大时，股价波动的幅度

也越大。对于分析师而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内容对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分析师

之间的预测分歧、预测修正等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而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影响力显得更为直

接。具体而言，由于管理层拥有公司内部的私有信息，分析师往往会在管理层披露盈余预测

之后根据管理层对盈余的判断更新和修正自己的预测信息，结果表明，其修改后的预测具有

更好的准确性。 

因此，从管理层盈余预测对整个市场带来的经济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管理层盈

余预测与公司内部财务信息特别是会计稳健性的程度是否会相互影响同样值得我们探讨。 

 

3. 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 

3.1 会计稳健性使管理层盈余预测更加保守 

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其基本准则第二章中对稳健性原则做了明确表述，

规定：“企业对交易或有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该坚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

产或有收益、不应低估负债或有费用”。由此规定不难看出，为了满足报表使用者对会计稳

健性的需求，管理层不能使用太过于激进的会计政策与方法，会计稳健性在很大程度上局限

了管理层进行利润高估操作的空间。而管理层往往以经营活动为主的会计信息为基础来做出

面向未来地盈余预测，满足会计稳健性的财务报表往往会约束管理层对公司的未来业绩做出

太过于自信和乐观的判断，使管理层对外披露的盈余预测更为保守，从而减少因夸大的预测

对投资者决策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反，往往倾向于向上盈余的盈余管理，这种偏于激进的公

司偏离了会计稳健性的初衷，披露的管理层盈余预测也会缺乏谨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会计信息属于“硬性信息”，可验证性强的特点可以对公司盈余预测等验证性弱

的信息起到检视与约束的效果。为评价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与基准。 

3.2过度乐观的管理层盈余预测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管理层盈余预测的披露会带来一系列的市场反应，具有信息含量的管理层盈余预测可以有效

引导投资者，提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但是，一旦管理层做出了不准确的盈余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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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则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诉讼成本和声誉损失。因此，一旦公司的实际利润情况与管理层

盈余预测相差太大时，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有动机根据做出的盈余预测对公司利润进行盈余

管理，保护公司和经理人自身的声誉。而这种盈余管理的行为势必对企业财务报表的稳健性

产生不良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管理层如果具有高估盈余的动机，那么管理层盈余预测同样

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管理层盈余预测能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透明的资本市场上，管理层并没有更多的空间来操纵利润，从而遏制了盈余管理的行

为，为企业实现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基于管理层盈余预测对会计稳健性的两种不同的影响，学者们并没有做出统一的结论。但是

随着中国经理人制度的健全，更多的经理人开始关注自身职业生涯与发展，为了避免声誉受

损而对公司进行盈余操纵以实现盈余预测的动机会越来越强烈。 

3.3  管理层盈余预测对会计稳健性的替代作用 

由于会计稳健性的特征，投资者的选择范围大大缩小。如果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当做一份答卷，

那么会计稳健性则提高了答卷的及格线，投资者依靠过高的及格线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

会忽视了许多优质的公司。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屏障，筛选出了投资风

险低的公司，但也同时遗漏了许多高收益的公司，给投资者造成了许多潜在的损失。管理层

盈余预测的披露给了公司管理层很大的判断的空间，管理层盈余预测作为管理层判断的一种

方式，能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解决仅仅依靠财务报表不能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现状，

能提高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未来盈余的信心。含有信息含量的管理层盈余预测更加能够缓解报

表使用者对财务报表中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扩大了报表使用者的选择范围，让许多低于“及

格线”但表现优异的公司不被忽视，从而提高了投资者的综合收益。因此，管理层盈余预测

作为管理层判断的一个重要表现，能让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摆脱仅仅依靠会计稳健性的局

限，缓解信息不对称，能对会计稳健性起到很好的替代作用。 

 

4.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协调 

由上文中探讨的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可知，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管理层所把握和控制，在会计稳健性高的公司，其披露的管理层盈余预测

准确性也较高，盈余管理的空间较小；在会计稳健性低的公司，其管理层盈余预测准确性较

低，同时提供给了管理层盈余操纵的有利环境，但也给公司带来了诉讼和财务重述的危机。

因此，把握好管理层盈余预测和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正确发挥好两者相互的作用和影响十分

重要。 

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协调要求管理层做到灵活运用管理层盈余预测的策略。一方

面，管理层盈余预测的精确度由高到低依次分为：点预测、闭区间预测 、开区间预测或者

趋势性预测。管理层对未来业绩不存在较大把握时，选择点预测、闭区间预测等较高精确度

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会扩大盈余预测与实际盈余的差距，给管理层带来盈余管理的压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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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稳健性造成负面影响，降低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因此，管理层可以根据稳健性的原则

选择合适的披露精度，在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同时，满足稳健性的要求，与财务信息中的会计

稳健性相呼应。另一方面，管理层在通过盈余预测披露“坏消息”和“好消息”时，其确认

的条件应与稳健性的要求相一致，在事项基本之后披露“好消息”，将管理层盈余预测与财

务信息的会计稳健性相匹配，从而提高管理层盈余预测的准确性。 

当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达到协调与配合的效果时，管理层披露才能构成一个良性循

环：稳健的会计信息为管理层盈余预测形成一个可靠的信息基础，准确的管理层盈余预测增

强报表使用者对公司的信心，弥补了仅仅依靠会计稳健性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5.结论与展望 

本文重点探讨了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作为企业财

务信息质量的重要标准，能遏制管理层进行高估盈余的操纵行为，稳健的财务报表为管理层

盈余预测提供了较为保守的基础，使管理层盈余预测更加可靠和稳健。但在管理层披露行为

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为了使公司缩小实际利润与盈余预测的差距，避免带来声誉损失和诉

讼成本，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从而降低会计稳健性。同时，管理层盈余预测通过满

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对会计稳健性产生替代效应，由于管理层判断的空间不断扩大，会计

稳健性的地位也在逐渐降低。本文拓展了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方面的研究，同时对

会计准则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我国的会计改革不断扩大了管理层判断的空间，管理层

盈余预测则是管理层判断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而给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对财务

报表中的会计稳健性造成了影响。并且本文就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提出

了协调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方法，为管理层披露管理行为提供了方向指导。 

但是本文仅对管理层盈余预测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性进行了定性的理论探讨，在以后的研究

中，对管理层盈余预测和会计稳健性进行量化的实证检验与分析，提高管理层盈余预测和会

计稳健性的相关性研究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管理层盈余预测也会影

响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对管理层盈余预测对信息需求的影响，还需综合考虑管理层盈

余预测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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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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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 As an effective means to allevi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meet the investor's information needs,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is disclosed by the managemen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of concern to reporting users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liability of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while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surplus forecast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urplus pressure to virtually 

promote the management of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reduce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ccounting stability. The management surplus forecast effectively alleviates the situation of 

investors' demand for information, and has a strong substitution effect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Management can flexibly use the disclosure strategy, so that the management of earnings forecast and 

accounting coordin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an organic, systematic reporting user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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