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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dit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rough external supervis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xternal audit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udit opin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audit quality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t further finds
that external audit gover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n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trengthen external audi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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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审计工作通过外部监督对制造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实证分析了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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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审计意见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审计质量对企业绩效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发
现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提出加强外部审计治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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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制造 2025》提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由大变强是提升制造企
业绩效的客观要求。制造业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领域，制造企业则是供给侧改革的中间力量。近年
来约占沪深两市 70%的制造企业通过供给侧改革总资产收益的增速均有所提高，加快提升制造企业绩效，
对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现代企业经营的必要方式，审计工作通过外部监督对制造
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审计质量是供给侧改革的助推剂，在要素升级和制度层面对制造企业发挥监督作用，
为制造企业改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审计质量作为审计工作的一项重要体现，它不仅能够真实反映企业审计报告，而且有助于企业内部
审计的长远发展。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制造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约束管理已难以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我
国制造企业内部审计仍然出现很多问题，存在虚构报表、内幕交易、大股东占款等不规范现象，或者制
造企业内部存在“一股独大”的局面[1]。除此之外，还存在管理层权限因所有者缺位而被放大，或上市
公司内部代理因监事会虚设而导致冲突严重等现象[2]。企业内部审计质量不能得到完全保证，人们开始
把目光转移到公司的外部审计上[3]。外部审计治理较大程度上保障投资者获得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保障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这也是目前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外部审计治理对制造企业绩效的
影响如何，本文对此将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
本文采取线性回归分析法检验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外
部审计治理与企业绩效的计量模型如下：

ROTA =
β 0 + β1AO + β 2 AQ + β3Size + β 4 Growth + β5Cs + β 6Share + ε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ROTA 为企业绩效；解释变量 AO 为审计意见，AQ 为审计质量，控制变量 Size 为制
造企业规模，Growth 为企业成长性，Cs 为资本结构，Share 为股权集中度。β0 为常数项；βi 为相应变量
的弹性系数， i = 1, 2, 6 ；ε 为随机误差项。

2.2. 变量度量与数据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绩效(ROTA)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一般是企业报酬率，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完整
性，本文的企业绩效以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指标。
DOI: 10.12677/mm.2020.101009

84

现代管理

李伟庆

2.2.2. 解释变量
外部审计治理主要以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郭甲男，2016)和审计质量(潘克勤，2010)来衡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审计意见和审计质量。
1) 审计意见(AO)。审计意见是衡量外部审计治理的一个有效指标，其中，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是一
种审计意见，非标准审计意见也是一种审计意见[4]。当 AO = 1，表示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当 AO =
0，表示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2) 审计质量(AQ)。审计质量是指外部审计师专业能力的高低和独立与否，运用外部审计师的职业声
誉权衡其审计质量的高低[5]。依据《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排名，如果企业聘请的审计师
事务所是排名前十的审计师事务所，本文选择 AQ = 1；反之，则 AQ = 0。
2.2.3. 控制变量
1)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越大，一般拥有越多的资源，其发展的空间和盈利能力也相应较大，
企业规模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绩效[6]。本文以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后的值表示企业规模。
2) 企业成长性(Growth)。随着企业成长，企业绩效一般会发生变化，企业成长性越好，企业发展潜
力越大，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7]。本文以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公司成长性，Growth = 年收入增长额/年
初营业收入额。
3) 资本结构(Cs)。借鉴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资本结构以资产负债率表示。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
可能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这样可能降低企业绩效。因此，本文资本结构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 股权集中度(Share)。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反映了股权集中度[8]，合理的股权结构可能影响企业绩
效。本文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
2.2.4. 数据选取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13~2018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网站以及国泰安数据库。同时，考虑到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营，本文剔除研究期间的
ST 公司和数据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本文选取对我国经济有较大影响的绝大多数制造业上市企业。

2.3. 描述统计
本文运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对 2013~2018 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可以看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TA)的值既有正值也有负值，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不同上市公
司的收益水平存在差异；外部审计治理的审计意见(AO)的均值为 0.95，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会计处
理比较规范，并且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主要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质量(AQ)平均值为 0.78，这表明
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对外审计的需求选择规模大的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质量相对较高。企业规模(Size)的
均值为 24.7686，
标准差为 1.2513，
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规模相差较大。
以营业总收入增长率(Growth)
衡量企业成长性的均值为 0.2521，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成长能力比较良好。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股权
集中度(Share)的均值为 58.6320，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整体上股权结构比较良好。以资产负债率衡量
的资本结构(Cs)均值为 0.4562，小于 50%，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总体负债不高，所有者权益有保障。

3. 回归结果分析
为实证检验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以企业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审计意见和审计
质量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相关系数法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
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分析表明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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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variable description
表 1. 描述统计量
变量名称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总资产收益率(ROTA)

8280

−0.7538

0.9775

0.0476

0.0586

审计意见(AO)

8280

0

1

0.95

0.175

审计质量(AQ)

8280

0

1

0.78

0.418

企业规模(Size)

8280

19.1262

29.2756

24.7686

1.2513

企业成长性(Growth)

8280

−0.7376

52.3182

0.2521

1.2353

资本结构(Cs)

8280

0.0086

2.0235

0.4562

0.2012

股权集中度(Share)

8280

10.4772

92.3668

58.6320

15.5125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external audit governanc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表 2. 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

**

变量名称

变量系数

T 检验值

常数

−0.0058

−0.175

审计意见(AO)

0.0422

2.783**

审计质量(AQ)

0.0337

2.429**

企业规模(Size)

0.02649

3.536***

企业成长性(Growth)

0.03778

3.247***

资本结构(Cs)

−0.2042

−11.366***

股权集中度(Share)

0.00015

0.450

***

注： 、 、 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 1 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对于外部审计治理的解释变量，审计意见(AO)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审计质量(AQ)对企业绩效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外部审
计治理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也表明外部审计治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
2) 对于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制造企业规模越大，其经营越易获得规模经济，企业绩效相对较好。企业成长性(Growth)与企业绩效之间
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成长性较好的企业，由于其发展前景较好，
企业绩效可能也较好。资本结构(Cs)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 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这表
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经营风险相应越大，企业偿债能力越受到质疑，企业绩效会受到负向影响而
有所下降。股权集中度(Share)与企业绩效不相关，这表明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4.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结果的可靠度和准确性，本文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 Tobin q 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审
计意见和审计质量作为外部审计治理的替代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本次稳健性检验主要通过改变变量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模型的 R 方位 0.7572，拟合效果虽然
较为一般，然而其 F 统计量值位 18.32，其方程具有显著意义。根据表 3 可以看出，审计意见(AO)与企业
绩效在 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审计质量(AQ)与企业绩效在 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外
部审计治理的两个指标与企业绩效在 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前述实证分析总体结果一致。这说明
外部审计治理对提升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外部审计治理越好，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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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obustness test of the impact of external audit governance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表 3. 外部审计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变量名称

变量系数

T 检验值

常数

−8.2167

−4.04***

审计意见(AO)

0.0636

4.561***

审计质量(AQ)

0.0452

4.128***

企业规模(Size)

0.6673

5.361***

企业成长性(Growth)

0.0310

3.335***

资本结构(Cs)

−0.8965

−4.339***

股权集中度(Share)

0.0378

0.935

R-SQ：0.7572

F 统计量：18.32

P 值：0.000

***

注： 、 、 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5. 政策建议
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加强外部审计治理可以提高制造企业绩效。对此，本文提出加强外部审计治理
的政策建议。
1) 提升审计人员专业水平和道德素质
审计人员是审计过程中的核心影响因素，审计人员业务技能对审计成效的真实公允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对审计人员进行高质量培训，丰富审计人员知识储备，提升审计业务人员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
另一方面，强化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审计人员做到切实履行职责，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出具真实
反映制造企业经营情况的审计意见，并保证高质量按时完成审计工作。
2) 加强审计质量管理与控制
做好审计工作的质量管理以及审计结果的质量管理，保证审计工作的时效性。一方面严格管理整个
审计过程，在审计过程中做到权力与职责分明。另一方面，健全审计质量过程控制，在审计前期阶段做
好审计规划，安排审计工作的进度表与相应责任人；审计过程阶段要依法依规地进行评价，根据实际业
务真实编写企业经营状况的审计报告；审计质量反馈阶段，建立健全审计意见交换执行监督机制，保证
后续审计的连续性。综合考评审计工作，把审计质量控制贯穿整个审计过程中。
3)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行业管理
加强有关外部审计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建立审计责任制度，使审计人员在审计制造企业过程
中做到有法可依，推动制造企业绩效提升；加强法律法规教育，规范审计人员行为，对违法违规的审计
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对审计人员构成威慑力。同时，政府部门明确监管主体，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
监察；建立审计行业协会，制定政策实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统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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