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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已有文献分别检验了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单一影响，文章以高层梯队
理论作为基础，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设置反映ＣＥＯ与ＣＦＯ异质性的个人特征变量，利用中
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对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的控制或影响作用进行检验，探讨 ＣＥＯ与 ＣＦＯ
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结构化、交错性影响。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及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以 ＣＦＯ
个人特征为中介变量的检验表明，ＣＦＯ个人特征不具有中介效应，因而排除了 ＣＥＯ通过 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
策选择实施控制的可能；以ＣＥＯ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ＣＥＯ个人特征会正向或负向地
调节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边际影响，从而说明ＣＥ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存在对ＣＦＯ施加
影响的可能。对调节效应区分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ＣＥＯ个人特征的调节效应较弱，而民
营上市公司ＣＥＯ个人特征的调节效应较强。文章为管理者个人特征影响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补充了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结论，检验结果也为管理者异质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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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西方早期实证会计已经关注管理者与会计政策选择问题，一些学者就曾探
讨了租金资本化、存货、折旧、投资减免、退休金摊配、利息资本化等会计政策选择问题，２０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一些学者陆续从合并报表、债务契约、操纵性应计项目、应计利润等角度，对实证会计的三大假设

进行了验证。早期实证会计以机会主义观和效率观来解释管理者的会计政策选择，隐含前提是“管理

者同质性”假设，即相同环境或条件下不同管理者会做出一致的行为选择。而现实体现的是“管理者

异质性”，即在相同环境或条件下，由于不同管理者具有不同特质、不同风格，进而会做出不一致的行

为选择。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特质影响管理者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行为选择，高层管理团队

的人口背景特征（如年龄、任期、职业、教育等）与管理者特质密切相关［１］。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既然是

一项会计政策选择，那么反映管理者异质性的个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发生作用，因此，管理者

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影响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分别检验了 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
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单一影响，即或者检验了ＣＥ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影响［２］１４０，或者检

验了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影响［３］３２；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主要运用 ＯＬＳ混合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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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①，对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及内生性问题探讨相对较少。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做适度拓展，期望能

够产生的贡献为：（１）研究问题的适度拓展。本文探讨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
结构化、交错性影响。ＣＥＯ与ＣＦＯ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典型代表，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承担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ＣＦＯ负责企业财务，直接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起作用。而 ＣＥＯ是企业中拥有最直接和
实际决策权力的人［４］１２１，ＣＥＯ比ＣＦＯ位高权重，有可能通过 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进行控制或者
施加影响。这种控制、影响可以界定为 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有可能完全“听命于”ＣＥＯ，即
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实施控制；或者 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部分地受到了 ＣＥＯ
影响，即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施加影响。（２）研究方法的适度拓展。在模型构建上，加
入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利用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估计方法，对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
的控制或影响作用进行检验；在回归分析中，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进行推断估计，增加个体固定效

应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考虑并尽可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以达到估计的有效性与一致性，使研究

结论更加稳健。（３）政策视角的适度拓展。从ＣＥＯ与ＣＦＯ关系视角、会计监管视角及公司治理视角，
针对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ＣＥ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的控制作用
１．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美国较为系统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陆续颁布的①。因此，早期实证会

计很少明确探讨管理者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问题，只有少数学者如 Ｓｔｒｏｎｇ等对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
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５］。美国系统颁布资产减值会计准则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国外对资产减值
政策选择问题研究日趋增多，但明确研究管理团队特征、ＣＥＯ个人特征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文献较
为鲜见，更多文献是从盈余管理、市场反应、管理层行为等角度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Ｆｒａｎｃｓ等检验了盈余管理因素、价值损毁因素对资产减值影响［６］；Ｒｉｅｄｌ对资产减值动机与后果进行
实证检验［７］；Ｌｉ等检验了 ＳＦＡＳ１４２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市场投资者、分析师对商誉减值测试的反
应［８］；Ｃｈａｏ等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强弱对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约束作用［９］。Ｒａｍａｎｎａ
等明确检验了管理层未来行动对资产减值会计影响，其研究结论支持了代理理论［１０］；Ｇｉｎｅｒ等则明确
地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管理者伦理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在控制了经济因素后，发现管理者“洗大

澡”、利润平滑等行为影响资产减值政策选择［１１］。国内方面，有少数文献研究管理者背景特征与财务

重述行为及会计稳健性问题，何威风和刘启亮检验了高管背景特征对财务重述影响［１２］，张兆国等、韩

静等、刘永丽分别检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管理者团队中垂直对特征对会计稳健

性的影响［１３－１５］。明确研究ＣＥＯ、ＣＥＯ个人特征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只有少数几位，魏春燕和陈磊明
确研究了ＣＥＯ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他们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沪深两市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以资产
减值为例，研究家族企业ＣＥＯ更换过程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研究发现，离任ＣＥＯ在离任前通过多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方式为继任ＣＥＯ制造“秘密储备”［１６］；陈英等则明确研究了 ＣＥ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
政策选择影响，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沪深两市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 ＣＥＯ特征
引致管理层防御行为对长期资产减值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ＣＥＯ个人特征对长期资产减值政策
选择会有显著影响［２］１４７。

ＣＥＯ、ＣＦＯ同为公司高管，但二者职位与权力又有高低之分，ＣＥＯ位高权重。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将 ＣＥＯ
权力划分为四类，分别是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以及声望权力，并将 ＣＥＯ权力作为企业战
略选择的中心因素进行讨论［１７］，而Ｄａｉｌｙ等、Ａｄａｍｓ等与Ｃｏｍｂｓ等则研究了ＣＥＯ权力与公司行为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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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１９９３年开始陆续颁布第１１４号、１１８号、１２１号、１４２号、１４４号有关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此前资产减值相
关会计准则只是零碎地散见于ＡＲＢ公告、ＡＰＢ意见书中。



关系［１８－２０］。谢臖指出，企业管理者即职业经理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ＣＥＯ，ＣＥＯ对企业发展担有责
任、负有愿景，虽然董事会是企业决策的顶端架构，但 ＣＥＯ拥有最直接和实际权力，其判断力和决策
对企业会产生重要影响［４］１２６。韩立岩和李慧认为，ＣＥＯ是公司中负责经营运作的最高行政官员，同时
也是股东权益代表和公司决策参与者，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董事会

成员，ＣＥＯ在公司管理的组织结构中这种核心地位，决定了ＣＥＯ权力之重大，以及对公司的控制力之
强［２１］。ＣＥＯ对高管团队中其他职业经理人影响也是近些年来理论研究关注重点，例如高管团队中垂
直对人口特征①研究就是如此。Ｔｓｕｉ等认为，ＣＥＯ和其他高管在职位层级上存在差异，是典型的垂直
对（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ｙａｄｓ）［２２］，由于职位决定了个体在组织中的正式角色［２３］，因而它对组织中的个体互动起

着关键作用。张龙和刘洪探讨了高管团队中 ＣＥＯ与其他高管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对高管离职的影
响，以及两者关系如何受到权力和企业绩效的影响［２４］１１０。ＣＥＯ对其他高管的这种垂直对影响还因为
中国背景而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职位层级差异的作用受到特定社会中权力距离的影响［２５］。张龙和刘

洪指出，在平等环境中人们的互动一般不会受到地位高低影响，而在华人社会中人们对等级和权威人

物非常敏感，在中国背景下研究高管人口特征差异时，考虑高管职位高低有助于提高对产出变量的解

释能力［２４］１０９。刘永丽从性别、学历、任期三个方面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董事长、ＣＥＯ垂直对特征
对会计稳健性影响［１５］。也有文献从结构性权利视角研究 ＣＥＯ对其他高管的影响作用，ＣＥＯ、ＣＦＯ等
构成的高管团队在公司里的交互作用也会产生结构性权利，例如白海青等运用１０家企业案例，研究
ＣＥＯ如何影响ＣＩＯ获得结构性权利，指出以往对高管支持信息化的研究通常把高管视为整体，忽视了
ＣＥＯ作为高管中最具影响力成员的作用［２６］。上述文献所探讨的 ＣＥＯ的权威作用，可以视为 ＣＥＯ在
企业决策中对其他高管施加的控制作用，加上已有文献实证检验了ＣＥ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直接
影响，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方面针对ＣＥＯ的控制作用，本文提出假设即虽然 ＣＦＯ直接负责公司会计
政策选择，但ＣＦＯ有可能完全“听命于”ＣＥＯ。

假设１：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实施控制。
２．假设１检验方法选取
有关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研究的一个启示便是，在计量方法上可以通过设置管理者个人特征变

量，检验高管团队中位高权重的ＣＥＯ对其他高管成员影响。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实现对假
设１的检验。中介效应分析前提是变量间存在明确的理论上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中介变量是联系
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纽带。本文以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作为因变量，以 ＣＥＯ个人特征为自变量，以
ＣＦＯ个人特征为中介变量，检验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是否具有中介效应。ＣＥＯ、ＣＦＯ与资产减值
政策选择这三个变量在理论、事实上都存在一定因果关系，ＣＥＯ作为最高行政官员会对 ＣＦＯ起作用，
而ＣＦＯ作为直接负责会计与财务的高管，又会直接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起作用，因而 ＣＥＯ对资产减
值政策选择会起作用。中介变量意味着某种内部机制，揭示了一种发生作用的传递路径，即自变量为

终极性、控制性原因（ＣＥＯ），中介变量为联结性、直接性原因（ＣＦＯ），因变量为最终结果（资产减值政
策选择）。中介效应体现的是ＣＥＯ与ＣＦＯ这二元因素按照一定作用机理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产生的
不同性质作用，是不同元素作用及不同性质作用进行组合的结构化过程与机制。

（二）ＣＥ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的影响作用
１．理论分析与假设建立
国内外只有少数文献与ＣＦＯ个人特征及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微弱相关，如 ＣＦＯ与会计操控、

ＣＦＯ与会计政策、ＣＦＯ背景特征与管理防御、ＣＦＯ性别特征与应计质量、ＣＦＯ制度特征与业绩相关性、
ＣＦＯ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明确研究ＣＦＯ个人特征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为王福胜和程富，他
们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为例，从管理防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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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垂直对人口特征是指高管团队中职位较低的高管如 ＣＦＯ、ＣＩＯ等与职位较高的高管如 ＣＥＯ、董事长在年龄、
性别、学历、任期等方面的差异。



角探究ＣＦＯ背景特征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后，
ＣＦＯ背景特征会显著影响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不同产权性质下ＣＦＯ背景特征对资产减值计
提影响存在显著差异［３］３８。有部分文献对ＣＦＯ的独立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Ｇｅ等对财务报告实务中
ＣＦＯ个人影响的经验研究认为，ＣＦＯ个人特征能够显著影响会计政策选择，ＣＦＯ个人特征对会计政策
选择影响远远超过ＣＥＯ作用，说明ＣＦＯ在会计政策选择中发挥作用更大，ＣＦＯ对会计政策选择具有
单独影响力，并不只是ＣＥＯ对ＣＦＯ施加压力的结果［２７］；王福胜和程富则以 ＣＦＯ个人特征为自变量，
通过加入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检验了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所发挥的独立作用［３］２７。

也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ＣＥＯ在高管团队中对企业决策的调节作用，Ｃｏｍｂｓ等检验了ＣＥＯ权力在董事
会薪酬与公司业绩中的调节效应，结论是ＣＥＯ权力具有负向调节作用［２０］；姚冰等分析了高管团队

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ＣＥＯ四种权力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
公司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公司 ＣＥＯ的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和专
家权力可以有效缓解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负向作用，ＣＥＯ的声誉权力则加强了这一负
向关系［２８］。此外，近期国内少数文献关于ＣＥＯ权利对ＣＦＯ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调节作用的研究，
也印证了“位高权重”的ＣＥＯ与“位高权不重”的ＣＦＯ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结构化、交错性影响，何
凡等以高层梯队理论为研究视角，在分别研究ＣＦＯ背景特征和ＣＥＯ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
基础上，重点研究了ＣＥＯ权力对ＣＦＯ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ＣＥＯ
权力对ＣＦＯ任期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抑制效应，ＣＥＯ权力对ＣＦＯ年龄和性别与会计信
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显著的提升效应［２９］。基于上述文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现代企业以 ＣＥＯ
为高管团队核心的经营决策中，ＣＦＯ在会计政策选择上很难保持完全独立性，而是或多或少会受到
ＣＥＯ影响，鉴于近年关注ＣＥＯ在企业决策中调节作用的文献日渐增多，本文提出假设即 ＣＦＯ在资产
减值政策选择上，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ＣＥＯ，但其决策会部分地受到 ＣＥＯ影响，而 ＣＥＯ对 ＣＦＯ施
加的这种影响是非控制性的。

假设２：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施加影响。
２．假设２检验方法选取
本文通过调节效应分析方法，实现对假设２的检验。以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为因变量，以ＣＦＯ个人特

征为自变量、以ＣＥＯ个人特征为调节变量，检验ＣＥ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是否对ＣＦＯ产生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反映调节变量对其他自变量起到增强作用还是削弱作用、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互补作用还

是替代作用，即调节效应反映的是一种边际作用。因此，调节效应本质上反映了调节变量对其他自变量

的影响作用，因而从技术上看，调节效应比较符合对假设２的验证。因为假设２不同于假设１，在假设１
中ＣＥＯ是终极性、控制性原因，起主导性作用，而在假设２中ＣＥＯ只是起到干扰性、调节性作用即影响
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的是ＣＥＯ与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交互性影响，是一种交错性过程与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１．样本选择
２００６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本文以近５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因为这一阶段企

业对于会计准则理解与执行步入成熟化、常态化，能够相对真实、完整、有效反映企业微观行为与宏观

战略。２００６企业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一个较大变化是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主要是指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油气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减值不能转回。与其他类企业相比，制造

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空间缩小，即制造业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受盈余管理因素影响较小，利用

制造业样本会减弱实证研究中推断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国内外长期资产减值

会计准则有所差异，适用其他国家、地区会计准则的Ｂ股、Ｈ股等会影响本文的推断估计，故本文只选
取沪深两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Ａ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 ＣＥＯ界定上，ＣＥＯ体制在中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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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较晚，有些上市公司还没有设置这个职位，但是依据 ＣＥＯ在上市公司组织管理和执行层中的地位
和角色，这些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和总裁也包含在本文界定的 ＣＥＯ之中。在 ＣＦＯ界定上，杜胜利和周
琪经过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中对 ＣＦＯ称谓并不统一，形式各样，且正式称为 ＣＦＯ的不多，但
与ＣＦＯ职务相似的职位有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财务经理、财务部长等，现在企业中使用
较多的是财务总监或总会计师（一般是国企）［３０］６８。因此，在高管的职位信息中，企业财务高管称谓并

非都采用ＣＦＯ，事实上由于这些高级财务管理人员职责相似，只在称谓上有差异，故本文将那些财务
高管称谓不是ＣＦＯ的也作为ＣＦＯ样本。
２．数据来源
本文大部分ＣＥＯ个人特征、ＣＦＯ个人特征、ＣＦＯ持股情况、董事等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少数

ＣＥＯ个人特征、ＣＦＯ个人特征、ＣＦＯ持股情况、董事等数据通过新浪财经、巨潮资讯、百度采用手工收
集；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其中资产减值

计提比例、公司规模采用手工计算。

３．数据处理
（１）剔除公司当年发生 ＣＥＯ、ＣＦＯ变更样本，旨在确保上市公司本期发生资产减值准备由同一

ＣＥＯ、ＣＦＯ决策。（２）剔除数据缺失样本。经过上述（１）、（２）步骤处理后共选取１００７家上市公司５
年数据，筛选出３３２３个有效观测值，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３）对异常值、离群值在１％、９９％分位进
行缩尾处理（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４）在进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时，对数据去中心化处理。（５）在
进行调节效应实证检验时，将ＣＥＯ与ＣＦＯ对应的个人特征变量形成交乘项。

（二）变量定义

表中变量定义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

类别 名称 符号 度量

因变量 资产减值计提比例 ｗｄ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总额占资产总额百分比

自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ＣＥＯ／ＣＦＯ性别（虚拟变量） Ｇｅｎ 为女性时取１，否则取０
ＣＥＯ／ＣＦＯ年龄 Ａｇｅ 实际年龄

ＣＥＯ／ＣＦＯ学历（定类变量） Ｅｄｕ 中专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及以上分别取值为 １、２、３、４、５
ＣＥＯ／ＣＦＯ任期 Ｔｅｎ 担任公司ＣＥＯ、ＣＦＯ开始日至本会计年末时间间隔

控制变量

是否持股（虚拟变量） Ｂｏｎｕｓ ＣＦＯ持股份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是否董事（虚拟变量） ＤＳ ＣＦＯ为董事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本期净利润除以年末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

１．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作为因变量的理论界定
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作为因变量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将流动资产减值与非流动资产减值分类回归

还是综合回归问题。本文采用流动资产减值与非流动资产减值综合起来进行回归。二是采用连续型

变量还是二值型虚拟变量问题。连续型变量是以资产减值计提比例（资产减值计提总额占资产总额

比例）作为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代理变量，二值型虚拟变量（０和１）是以“是否执行资产减值政策”作
为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代理变量。本文采用连续型变量即以“资产减值计提比例”作为资产减值政策

选择的代理变量。

２．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说明
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由性别、年龄、学历、任期四个变量构成。ＣＥＯ个人特征既是自变量也是调节

变量，ＣＦＯ个人特征既是自变量也是中介变量。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为中介变量时，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
为自变量；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为调节变量时，ＣＦＯ个人特征为自变量。控制变量选取除自变量以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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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影响、干扰资产减值计提的代表性因素，包括ＣＦＯ是否持股、ＣＦＯ是否是董事、公司规模、总资产收
益率、资产负债率。其中ＣＦＯ是否持股、ＣＦＯ是否是董事仅作为 ＣＦＯ的控制变量，因为 ＣＦＯ通常比
ＣＥＯ地位低、权力小，如果 ＣＦＯ持股、ＣＦＯ成为董事，会增强 ＣＦＯ地位与权力，会形成检验 ＣＥＯ与
ＣＦＯ关系的干扰因素，故加以控制。

（三）模型构建

１．验证假设１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Ｋｅｎｎｙ中介效应检验方法，Ｋｅｎｎｙ检验包括三个步骤①，每一步需要建立一个回归模型，

即需要建立三个回归模型，故以ＣＦＯ个人特征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ｗｄｉｔ＝α０＋β１ＣＥＯＧｅｎｉｔ＋β２ＣＥＯＡｇｅｉｔ＋β３ＣＥＯＥｄｕｉｔ＋β４ＣＥＯＴｅｎｉｔ＋β５Ｓｉｚｅｉｔ＋β６ＲＯＡｉｔ＋β７Ｌｅｖｉｔ＋εｉｔ（１）
ＣＦＯＥｄｕｉｔ＝α０＋β１ＣＥＯＧｅｎｉｔ＋β２Ｓｉｚｅｉｔ＋β３ＲＯＡｉｔ＋β４Ｌｅｖｉｔ＋εｉｔ （２）
ｗｄｉｔ＝ａ０＋∑β１－４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 ＋∑β５－８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 ＋β９Ｂｏｎｕｓｉｔ＋β１０ＤＳｉｔ＋β１１Ｓｉｚｅｉｔ

＋β１２ＲＯＡｉｔ＋β１３Ｌｅｖｉｔ＋εｉｔ （３）
模型（１）：设置目的是为检验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与因变量ｗｄ是否关系显著。
模型（２）：设置目的是为检验 ＣＥＯ个人特征作用于 ＣＦＯ个人特征是否显著。由于 ＣＥＯ、ＣＦＯ个

人特征分别由性别、年龄、学历、任期四个变量构成，如何构造回归模型是个问题。如前述，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将高管权力划分为组织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以及声望权力四类，而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中的学
历、任期分别与专家权力、声望权力相关，考虑到资产减值政策选择需要ＣＥＯ、ＣＦＯ一定程度的专业知
识沟通，故本文只用代表专业权力的学历来构造回归模型，以 ＣＦＯＥｄｕｉｔ为因变量、ＣＥＯＥｄｕｉｔ为自变量，
考察ＣＥＯ个人特征作用于ＣＦＯ个人特征是否显著。

模型（３）：设置目的是加入ＣＦＯ个人特征后，检验ＣＥＯ个人特征与因变量 ｗｄ关系的显著性是否
发生变化。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分别为ＣＦＯＧｅｎ、ＣＦＯＡｇｅ、ＣＦＯＥｄｕ、ＣＦＯＴｅｎ。
２．验证假设２的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以ｗｄ为因变量、ＣＦＯ个人特征为自变量、ＣＥＯ个人特征为调节变量，将 ＣＥＯ个人特征与 ＣＦＯ个

人特征中的对应变量形成交乘项，控制变量与模型（３）一致，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检验模型。ＣＥＯ与
ＣＦＯ个人特征对应交乘项分别为 ＣＥＯＧｅｎ×ＣＦＯＧｅｎ、ＣＥＯＡｇｅ×ＣＦＯＡｇｅ、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ＣＥＯＴｅｎ
×ＣＦＯＴｅｎ。
ｗｄｉｔ＝α０＋∑β１－４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β５－８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β９－１２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

对应交乘项＋∑β９－１２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对应交乘项＋∑β１３－１７控制变量＋εｉｔ （４）

四、实证分析

（一）面板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２ 面板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ｗｄ ３３２３ ０５２１２７７ ０８６７１０２ －０５０３５１９ ９０３８０８８
ＣＦＯＧｅｎ ３３２３ ０３０８８７６ ０４６２０００ ０ １
ＣＦＯＡｇｅ ３３２３ ４４０４４６９ ６３２９９８２ ２８ ６８
ＣＦＯＥｄｕ ３３２３ ３０１９３２４ ０８１１１９５ １ ５
ＣＦＯＴｅｎ ３３２３ ３１２６８１２ １７５６２７１ 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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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ｅｎｎｙ检验步骤分为三步，每一步即需要一个回归模型：步骤１，检验总效应系数 ｃ是否显著，即自变量与因
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如果显著则继续进行随后的分析，如果不显著中介分析终止。步骤２，检验自变量作用于
中介变量效应系数ａ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继续进行随后检验，否则终止分析。步骤３，检验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效
应系数ｂ是否显著；检验直接效应系数ｃ’是否显著，在ａ和ｂ都显著情况下，如果ｃ’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否则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步骤１、２成立是前提，步骤１或２只要有一个不成立，则步骤３便没有意义。



ＣＥＯＧｅｎ ３３２３ ００７８８０４ ０２６９４７３ ０ １
ＣＥＯＡｇｅ ３３２３ ４８０７００５ ６６０１０６６ ２８ ７４
ＣＥＯＥｄｕ ３３２３ ３３３２１２６ ０８５８９１８ １ ５
ＣＥＯＴｅｎ ３３２３ ５５２４７５８ ３０２３３１５ １ １３
Ｂｏｎｕｓ ３３２３ ０３３０６１５ ０４７０５００ ０ １
ＤＳ ３３２３ ０３０７０６５ ０４６１３４６ ０ １
Ｓｉｚｅ ３３２３ ２１４２７９６ ０９８５９３０ １７０２ ２６１６
ＲＯＥ ３３２３ ００５０３４４ ００５７２４１ －０２６０４７ １１２６１２１
Ｌｅｖ ３３２３ ０３４９４４６ ０２０９２９０ ００１４７８ １０３７２６３

表２描述性统计报告了３３２３个有效观测值。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３０％左右ＣＦＯ为女性，８％左
右ＣＥＯ为女性；ＣＦＯ平均年龄在４４岁左右，ＣＥＯ平均年龄在４８岁左右；ＣＦＯ、ＣＥＯ平均学历在本科
以上；ＣＦＯ任职期限平均在３到４年之间，ＣＥＯ任职期限平均在５到６年之间。

（二）回归分析

１．回归方法选择与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消除异方差、序列相关等对估计结果影响，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运用能够消除个体特

征差异、时间特征差异的个体固定效应与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方法进行推断估

计①。本文面临的主要内生性问题是，尽管尽可能考虑了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但仍然不可能穷尽
所有反映ＣＥＯ、ＣＦＯ的个人特征变量，且在控制变量安排上，不能穷尽所有反映公司层面的特征变量，
即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自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针对那些无法穷尽的ＣＥＯ、
ＣＦＯ个人风格、气质、习惯等特征差异，以及公司层面的企业文化、经营战略、管理理念等特征差异，本
文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方法，处理这些与自变量相关的个体特征（包括个人特征差异与公司特征差异），

以降低内生性影响。此外，本文还运用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方法，以消除随着时间变化

但对个体而言是相同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公司法规、经济政策等制度因素产生的内生性影响。

２．利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假设１：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实施控制
对于ＯＬＳ混合回归（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随机效应回归（ｒｅ）及固定效应回归（ｆｅ），本文利用异方差稳健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检验结果是固定效应（ｆｅ）更有效、更具一致性②。为消除异方差、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

影响，本文以下均使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ｃｌｕｓｔｅｒ）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表３ 中介效应的ｃｌｕｓｔｅｒ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步骤１ 步骤２ 步骤３

ＣＥＯＧｅｎ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９９０）

ＣＥＯＡｇｅ
０００２３５
（０００５０３）

０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０４６５）

ＣＥＯＥｄｕ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３４４）

ＣＥＯＴｅｎ
－００００９１０
（０００４０８）

－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４０４）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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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了ＯＬＳ混合回归、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方法外，对面板数据还可以采用最小平方虚拟变量法（ＬＳＤＶ），但固
定效应在任何情况下的估计都是一致的。本文在下面具体回归分析中也运用异方差稳健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证明固定
效应更有效、更具一致性。因此，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而不报告ＯＬＳ回合回归、随机效应、ＬＳＤＶ回归结果。

由于篇幅限制，故本文不在文中陈列具体检验过程，以下回归也是如此。



Ｓｉｚｅ
－０２１８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３７５）
－０３２３

（００８６４）

ＲＯＥ
－３６７１

（１５８６）
０１７８
（０２０９）

－３５３９

（１５４３）

Ｌｅｖ
０６９０

（０３２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４５）

０６７０

（０３１０）

Ｂｏｎｕｓ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６３２）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４４４）

ＤＳ
－０００４８１
（００６３６）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６９７）

ＣＦＯＧｅｎ
－００７２９
（０１０４）

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４７４
（０００５Ｓ９３）

ＣＦＯＥｄｕ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４８５）

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１９２）

＿ｃｏｎｓ
４８３６

（１５２４）
０９５９
（０７９５）

７１５５

（１８５８）
Ｎ ３３２３ ３３２３ ３３２３
Ｒ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７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括号外为回归系数，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３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的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步骤１中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系数不
显著，步骤２中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系数也不显著，由于步骤１、步骤２作为前提条件均不成立，所以步
骤３的结果没有意义。因此，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及考虑个体效应后，回归结果证实ＣＦＯ个人特征
变量不存在中介作用，即不存在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实施控制的中介效应。

表４ 中介效应的ｃｌｕｓｔｅｒ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变量 步骤１ 步骤２ 步骤３

ＣＥＯＧｅｎ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１）

ＣＥＯＡｇｅ
－０００２０９
（０００４５９）

－０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４５１）

ＣＥＯＥｄｕ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３４６）

ＣＥＯＴｅｎ
－０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４０７）

－０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４０４）

Ｓｉｚｅ
－０４６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４４３）

－０４６７

（０１０６）

ＲＯＥ
－３３３３

（１５３４）
０３０４
（０１８７）

－３３４８

（１５３０）

Ｌｅｖ
０６６１

（０３１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４５）

０６６３

（０３０９）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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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ｕｓ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６２８）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４４９）

ＤＳ
－０００４４０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７６８）

ＣＦＯＧｅｎ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３４）

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２６５

（０００１６０１）

ＣＦＯＥｄｕ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４７５）

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００４５２
（００２８１）

＿ｃｏｎｓ
１０２１

（２２２６）
２６１４

（０９３０）
１０３２

（２２６１）
Ｎ ３３２３ ３３２３ ３３２３
Ｒ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５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括号外为回归系数，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４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步骤１中 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学历
（ＣＥＯＥｄｕ）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步骤２中ＣＥＯ个人特征变量系数不显著，由于步骤２作为前提条
件不成立，所以步骤３的结果没有意义。因此，采用聚类稳健性标准误及考虑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
双向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证实ＣＦＯ个人特征变量不存在中介作用，即不存在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
减值政策选择实施控制的中介效应。

３．利用调节效应方法检验假设２：ＣＥＯ通过ＣＦＯ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施加影响

表５ 调节效应的ｃｌｕｓｔｅｒ个体固定效应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ＣＥＯＧｅｎ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２７）

ＣＥＯＡｇｅ
－０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４５４
（００２５０）

ＣＥＯＥｄｕ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７７８）

ＣＥＯＴｅｎ
－０００９３０
（０００８３３）

－０００９１０
（０００８１３）

ＣＦＯＧｅｎ
－００７２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３）

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６８２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０５４５
（００２９３）

ＣＦＯＥｄｕ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３３）

－０１５０

（００９０５）

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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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ＯＧｅｎ×ＣＦＯＧｅｎ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３１７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１３７）

ＣＥＯＡｇｅ×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００３５９
（００００５４３）

０００００５１２
（００００５４７）

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２７４）

ＣＥＯＴｅｎ×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２２８
（０００２２５）

Ｂｏｎｕｓ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４４６）

ＤＳ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７６７）

Ｓｉｚｅ
－０３１９

（００８５１）
－０４６３

（０１０５）

ＲＯＥ
－３５３５

（１５４３）
－３３４２

（１５３０）

Ｌｅｖ
０６６７

（０３１３）
０６６０

（０３１２）

＿ｃｏｎｓ
７６８４

（２４８７）
１０８９

（２７１７）

Ｎ ３３２３ ３３２３

Ｒ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６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括号外为回归系数，表示Ｐ＜０．１０，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５回归结果显示，在个体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中，交乘项 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ＣＥＯ个人特征学历提升，ＣＦＯ个人特征学历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
边际影响是正向的，即ＣＥＯ学历与 ＣＦＯ学历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但交乘项 ＣＥＯＧｅｎ×
ＣＦＯＧｅｎ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受到ＣＥＯ性别的调节作用，ＣＦＯ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边
际影响是负向的。

４．调节效应的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研究目的是区分产权性质，检验国有、民营上市公司 ＣＥＯ个人特征对 ＣＦＯ个人特征的调

节强度是否存在差异，个体固定效应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国有、民营上市公司调节效应的ｃｌｕｓｔｅｒ个体固定效应、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国有 （个体固定效应）民营 （双向固定效应）国有 （双向固定效应）民营

ＣＥＯＧｅｎ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８）

－００３３４
（０３０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５０）

００８２７
（０２５０）

ＣＥＯＡｇｅ
－００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５８）

－０１１５
（００８３８）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２５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６３）

ＣＥＯＥｄｕ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７９８）

－０５５９
（０３７４）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７９９）

－１１９８

（０４１２）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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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ＯＴｅｎ
－０００５３０
（０００８６４）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２６４）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８４８）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２３２）

ＣＦＯＧｅｎ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５２
（０３２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３）

－０３３９

（０２１０）

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０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０１４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８５７）

ＣＦＯＥｄｕ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７４）

－０５９７

（０３５４）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５５）

－１１１０

（０３６０）

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０３０１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０１０８
（００３３８）

－０１８０

（００６３５）

ＣＥＯＧｅｎ×ＣＦＯＧｅｎ
－００３５４
（０１６４）

－０３１４
（０３０９）

－００７１６
（０１６７）

－０６３１

（０３１６）

ＣＥＯＡｇｅ×ＣＦＯＡｇｅ
－０００００６４２
（００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５５８）

０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１７３）

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２９２）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２９６

（００９６４）

ＣＥＯＴｅｎ×ＣＦＯＴｅｎ
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２３８）

０００６６１
（０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６５８）

Ｂｏｎｕｓ
－０００８４７
（００４４９）

０２７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４６４）

０４９６

（０１３３）

ＤＳ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７３０）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４）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８０５）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４４）

Ｓｉｚｅ
－０２７７

（００８４８）
－０６４８

（０３２８）
－０３８２

（０１０４）
－０９７５

（０２９０）

ＲＯＥ
－３２１８

（１５５７）
－８６９５

（３４２５）
－３０９３

（１５５３）
－７３７０

（３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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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交乘项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
正，民营上市公司交乘项ＣＥＯＡｇｅ×ＣＦＯＡｇｅ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
示，国有上市公司交乘项仅有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系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而民营上市公司有三个交
乘项系数都是显著的，即ＣＥＯＧｅｎ×ＣＦＯＧｅｎ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ＣＥＯＡｇｅ×ＣＦＯＡｇｅ在１０％水平上
显著为正，ＣＥＯＥｄｕ×ＣＦＯＥｄｕ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个体固定效应与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都显
示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ＣＥＯ个人特征学历对ＣＦＯ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也说明，国有上市公司ＣＥＯ个人特征对 ＣＦＯ调节作用较弱，而民营上市公司 ＣＥＯ个人特征对
ＣＦＯ调节作用较强。原因应该是民营上市公司采用市场机制选聘 ＣＥＯ、ＣＦＯ，ＣＥＯ与 ＣＦＯ个人特征
在公司决策中的影响作用更容易得到展现，一个突出的证据是民营上市公司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中，

ＣＥＯ、ＣＦＯ单项个人特征系数除ＣＥＯＧｅｎ、ＣＦＯＡｇｅ外大多都是显著的，这印证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个
人特征在公司决策中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国有上市公司往往实行委派制度，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
在公司决策中的影响作用往往被淡化。

·７８·

董盈厚，盖地：ＣＥＯ通过ＣＦＯ控制或影响了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吗？———基于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资产减值为例，探讨 ＣＥＯ与 ＣＦＯ个人特征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构化、交互性影响。以
ＣＦＯ个人特征为中介变量的检验表明，ＣＦＯ个人特征不具有中介效应，因而排除了 ＣＥＯ通过 ＣＦＯ对
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实施控制的可能；以 ＣＥＯ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ＣＥＯ个人
特征会正向或负向地调节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的边际影响，从而说明ＣＥＯ在资产减值
政策选择中存在对ＣＦＯ施加影响的可能。对调节效应区分产权性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
ＣＥＯ个人特征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对ＣＦＯ的调节作用较弱，而民营上市公司ＣＥＯ个人特征在资产
减值政策选择中对ＣＦＯ的调节作用较强。本研究的主要启示如下：

（一）对ＣＥＯ与ＣＦＯ关系启示
高管团队中ＣＥＯ与ＣＦＯ职位明确而又形成交互。在公司管理层面，ＣＥＯ为最高行政长官，全面

负责经营管理，ＣＦＯ虽为财务管理职位最高管理者，但应对总经理负责。在公司治理层面，ＣＥＯ与
ＣＦＯ同为履行受托责任的管理层，应该对董事会、股东负责。尽管ＣＦＯ专属负责财务管理，但ＣＥＯ位
高权重，ＣＥＯ在财务管理方面对ＣＦＯ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ＣＥＯ在资
产减值政策选择中没有对ＣＦＯ形成控制性“干预”，这说明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应该具有一定
程度的独立性。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ＣＥ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会对 ＣＦＯ形成影响性“干预”，
这说明ＣＦＯ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中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原因应该是 ＣＦＯ“权限不清晰、地位不靠
前、排末位”［３０］６９。因此，应该加强 ＣＦＯ在公司管理与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功能，推动 ＣＦＯ在公司战
略经营决策中的职能升级［３０］７０。

（二）对资产减值会计监管启示

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结构化、交错性影响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背后，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防
御动机。尽管中国２００６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减值不能转回，但 ＣＥＯ、ＣＦＯ利用资
产减值政策选择实施管理防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在会计准则变迁过程中，依然要不断压缩资

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度，加强资产减值相关会计准则教育和培训，强化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

规范性。同时要着力提高ＣＥＯ、ＣＦＯ及上市公司对于滥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与法律后果
的认识，大力培育ＣＥＯ、ＣＦＯ的职业操守与道德素养，促进上市公司对利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管理
防御行为加强自我监督与防范。

（三）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启示

谢臖指出，ＣＥＯ等高管个人特征将会对企业决策产生极大影响，作为有限理性的人，其决策会出
现系统性偏差，企业要了解高管哪些个人特征可能会对其决策有影响，进而制定相关的制度以降低影

响，即要实行“高管个人特征管理”［４］１２３。如果 ＣＥＯ、ＣＦＯ个人特征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产生负面影
响，将会削弱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增加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可

能的监管惩罚成本，进而破坏上市公司市场声誉与外部形象，使得上市公司支付过高的代理成本。因

此作为决策的顶端架构，董事会有责任纠正ＣＥＯ、ＣＦＯ的资产减值政策选择误差。

参考文献：

［１］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ＤＣ，ＭａｓｏｎＰＡ．ＵｐｐｅｒＥｃｈｅｌ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Ｊ］．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４，９（２）：１９３－２０６．

［２］陈英，李秉祥，李越．经理人特征、管理防御与长期资产减值［Ｊ］．管理评论，２０１５，（６）：１４０－１４７．
［３］王福胜，程富．管理防御视角下的 ＣＦＯ背景特征与会计政策选择———来自资产减值计提的经验证据

［Ｊ］．会计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３２－３８．
［４］谢臖．ＣＥＯ个人特征与企业决策行为［Ｊ］．北大商业评论，２０１５，（９）：１２０－１２８．
［５］ＳｔｒｏｎｇＪＳ，ＭｅｙｅｒＪＲ．ＡｓｓｅｔＷｒｉｔｅｄｏｗ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ｔｕｒｎ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ｎａｌ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８７，４２（３）：６４３－６６１．

·８８·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６］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ＨａｎｎａＪＤ，ＶｉｎｃｅｎｔＬ．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ｓｓｅｔＷｒｉｔｅｏｆｆ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６，３４（３）：１１７－１３４．

［７］ＲｉｅｄｌＥＪ．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ｄ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４，７９（３）：８２３
－８５２．

［８］ＬｉＺＮ，ＳｈｒｏｆｆＰＫ，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Ｒ，ｅｔ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Ｌｏｓｓｅｓ［Ｊ］．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１６（４）：７４５－７７８．

［９］ＣｈａｏＣＬ，ＨｏｒｎｇＳＭ．Ａｓｓｅｔ．Ｗｒｉｔｅｏｆｆ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ｒｕａｌ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２０１３，４０（１）：４１－７４．

［１０］ＲａｍａｎｎａＫ，ＷａｔｔｓＲ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Ｕｎ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ｉ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２，１７（４）：７４９－７８０．

［１１］ＧｉｎｅｒＢ，ＰａｒｄｏＦ．Ｈｏｗ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ＬｉｓｔｅｄＦｉｒｍ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３２（１）：２１－４０．

［１２］何威风，刘启亮．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０，（７）：１４４
－１５５．

［１３］张兆国，刘永丽，谈多娇．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会计
研究，２０１１，（７）：１１－１８．

［１４］韩静，陈志红，杨晓星．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视角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Ｊ］．会计研究，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３１．

［１５］刘永丽．管理者团队中垂直对特征影响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４，（４）：１０７
－１１６．

［１６］魏春燕，陈磊．家族企业ＣＥＯ更换过程中的利他主义行为———基于资产减值的研究［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５，（３）：１３７－１５０．

［１７］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Ｓ．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２，３５（３）：５０５－５３８．

［１８］ＤａｉｌｙＣＭ，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ＥＯ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Ｆｉｒ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２３（２）：９７－１１７．

［１９］Ａｄａｍｓ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ａＨ，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Ｄ．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ＣＥＯ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５，１８（４）：１４０３－１４３３．

［２０］ＣｏｍｂｓＪＧ，ＪｒＫｅｔｃｈｅｎＤＪ，ＰｅｒｒｙｍａｎＡ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ＥＯＰｏｗｅｒｏｎｔｈｅＢｏａｒ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７，４４（８）：１２９９－１３２３．

［２１］韩立岩，李慧．ＣＥＯ权力与财务危机———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金融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７９
－１９３．

［２２］ＴｓｕｉＡＳ，ＯｒｅｉｌｌｙＩＩＩＣＡ．Ｂｅｙｏ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ｙａｄ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３２（７）：４０２－４２３．

［２３］ＢｒｅｗＦＰ，ＤａｖｉｄＲＣ．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ａ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ＳｔｕｄｙｗｉｔｈＡｎｇｌｏ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１５
（３）：２７－５６．

［２４］张龙，刘洪．高管团队中垂直对人口特征差异对高管离职的影响［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４）：１０８－１１８．
［２５］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２ｎｄＥｄ．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２００１．
［２６］白海青，成瑾，毛基业．ＣＥＯ如何支持 ＣＩＯ？———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的多案例研究［Ｊ］．管理世界，

２０１４，（７）：１０７－１１８．
［２７］ＦｅｎｇＭ，ＧｅＷＬ，ＬｕｏＳＱ，ｅｔａｌ．ＷｈｙＤｏＣＦＯｓ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５１（２）：２１－３６．
［２８］姚冰，马琳，王雪莉，李秉祥．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ＣＥＯ权力的调节作用［Ｊ］．中

·９８·

董盈厚，盖地：ＣＥＯ通过ＣＦＯ控制或影响了资产减值政策选择吗？———基于ＣＥＯ与ＣＦＯ个人特征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



国软科学，２０１５，（２）：１１７－１２６．
［２９］何凡，张欣哲，郑臖．ＣＥＯ权力、ＣＦＯ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５）：１０８－１１６．
［３０］杜胜利，周琪．上市公司ＣＦＯ制度调查研究［Ｊ］．财政研究，２００９，（１０）：６８－７１．

责任编辑、校对：王　旭

ＤｏｅｓＣＥ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ＦＯ：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ａｎｄＣＦＯ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ｈｏｕ１，ＧＡＩＤｉ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０３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２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ＣＥＯａｎｄＣＦＯ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ｅｃｈｅｌ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ｓｅｓｔｈ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ｏｆ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ｏｓｅｔ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ｆｌｅｃｔＣＥＯａｎｄＣＦＯ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ＣＥＯ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ＦＯ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ａｎｄＣＦＯ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ｃ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ｓ
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Ｂｙｔａｋ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ＦＯａ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ＦＯｈａｓｎｏ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ｕｓ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ａｔＣＥＯｃｏｎ
ｔｒｏｌ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ＦＯ．Ｔｈｅｔｅｓ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ＣＥＯａ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ｗｉｌｌ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ＦＯ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ｒｕ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ＣＥＯｍａｙｅｘｅｒ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
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Ｆ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ｉ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ｓｗｅａｋｅｒ，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ｉｎｐｒｉ
ｖａｔｅ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ＥＯ；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ＦＯ；Ａｓｓｅｔ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０９·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