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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与业绩预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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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市公司办公所在地是否经历高铁开通为外生冲击， 使用 Ａ 股公司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业绩预告数据为基础， 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

确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相比于高铁开通前以及未开通高铁的样本， 高铁开通后样本

的业绩预告准确性显著提高。 而且，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在监管的地理

临近性比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明显。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

影响在只开通非城际高铁的样本中更加显著； 信息精确度在高铁开通与业绩预告准确

性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最后， 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

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直接证据， 丰富了有关治理环境和地理临近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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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管理层业绩预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最容易被管理层操

纵的信息渠道之一。 比如， 管理层可以通过操纵业绩预告的披露时间 （张馨艺等，
２０１２）、 精确度 （ Ｌｉ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以及准确性 （董南雁等， ２０１７； 张娆等，
２０１７） 进行预期管理或实现管理层自利目的。

现有文献指出， 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政策是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重要因

素。 监管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操纵行为， 但是由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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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对称， 管理层仍可以在满足监管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实现机会主义披露 （Ｈｉｒ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Ｂａｇ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黄晓蓓和李晓博， ２０１６； 张娆等， ２０１７）。 但

是， 现有与业绩预告质量相关的文献大都基于横截面的差异分析， 面临着一定的内

生性问题。 例如， 信息不对称和业绩预告质量受共同因素的影响， 一些同时影响信

息不对称与业绩预告质量的重要因素难以准确观测。 因此， 如果可以通过信息不对

称与监管政策的外生变化来识别二者对于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 将有助于避免内生

性问题， 进一步考察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政策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方式与程度。
现有文献发现， 高铁的开通作为外生性事件， 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

对称以及监管成本 （赵静等， ２０１８）， 这为检验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与业绩预告

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准自然实验情景。 笔者以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７ 年 Ａ 股公

司为样本研究了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办公所

在地所属地级市在样本期间内是否开通高铁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 采用双重

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进行准自然实验研究后发现， 在控制了

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 相比于高铁开通前以及未开通高铁的样本， 高铁开通后样

本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上升了 １５ ０％， 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同时， 结果通过了安

慰剂测试和平行趋势检验， 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对主要结论的影响。
高铁开通影响信息披露的机制之一是监管成本的下降 （赵静等， ２０１８）。 这意

味着， 监管的地理临近性比较低的样本受高铁开通的影响更大。 通过三个角度直接

考察监管的地理临近性： （１） 上市公司与其所属交易所的直线距离； （２） 上市公

司与本地证监局的直线距离； （３）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另外， 从城际高铁和

非城际高铁的角度间接考察监管的地理临近性。 结果表明，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

确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监管的地理临近性比较低的样本中。
另外， 由于管理层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其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Ｋａｓｚｎｉｋ， １９９９）。 因此， 高铁开通后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也有可能是源于盈余

管理程度的上升。 为排除这一可能， 笔者检验了高铁开通对盈余管理活动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铁开通对基于应计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活动均无显著影响， 排除了

盈余管理对结论的干扰。
进一步分析了高铁开通影响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可能路径， 包括管理层的信息精

度提高以及对管理层的信息偏差的改善。 结果显示， 在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

的影响中， 信息精度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除此之外， 管理层对业绩预告披露的自

由裁量权还表现在是否披露业绩预告以及何时披露业绩预告上， 笔者进一步分析了

高铁开通对这两方面的影响， 发现高铁开通对是否披露业绩预告以及业绩预告的披

露时间无显著影响。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 丰富了治理环境与业绩预告

质量关系的文献。 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是上市公司治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

然有大量研究探讨内外部治理环境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 （Ｂａｇ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８）， 但这些研究基本为横截面分析， 难以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 笔者

通过 ＤｉＤ 分析证实， 外部治理环境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强制预告的准确性， 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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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２） 丰富了有关地理临近性的研究。 现有研究发现，
地理临近性会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资本成本 （Ｇｈｏｕ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审计质量 （Ｃｈｏ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刘文军， ２０１４）、 投资者构成 （ Ｉｖｋｏｖｉｃ ＆
Ｗｅｉｓｈｂｅｎｎｅｒ， ２００５） 以及分析师预测 （Ｍａｌｌｏｙ， ２００５； 陈胜蓝和李占婷， ２０１７）， 鲜

有文献直接检验地理临近性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①。 实践中， 地理临近性是最重

要、 也是最直接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 提高信息质量的因素之一 （龙玉等，
２０１７）。 而在基于会计信息的各种披露中， 业绩预告为资本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占比

超过 ５０％ （Ｂ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因此， 探讨地理临近性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３） 丰富了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李涵和唐丽淼，
２０１５； 李欣泽等， ２０１７）。 部分研究以信息披露质量为机制， 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对风险投资 （龙玉等， ２０１７） 和股价崩盘风险 （赵静等， ２０１８） 的影响， 但

他们多从信息环境改善后果的角度进行分析， 未对高铁开通对企业信息披露决策产

生的影响进行直接检验。 笔者则直接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

响， 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路径分析。

一、 制度背景、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现有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衡量业绩预告的质量： 业绩预告的性质 （强制或是

自愿）， 业绩预告披露的及时性， 业绩预告披露的精确度以及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西方大量文献探讨了在自愿披露的制度背景下，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披露质量及其

经济后果。 但在我国， 由于强制性业绩预告制度的存在， 上市公司在满足监管条件

的基础上仅拥有部分决策权， 并体现出较高的合规性。
首先， 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多为强制性披露， 自愿披露的比例较低 （宋

云玲和吕佳宁， ２０１８）。 第二， 虽然业绩预告政策并未强制规定业绩预告的披露时

间， 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披露时间方面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高敬忠与周晓苏，
２０１３）， 但受监管政策的影响， 披露时间的聚集现象比较明显。 比如， 中小板公司

几乎全部在当年 １０ 月份 （即披露三季报时） 披露年度业绩预告 （宋云玲与罗玫，
２０１７）， 而主板和创业板公司的披露时间则几乎均分在当年 １０ 月和次年 １ 月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第三， 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披露的精确度方面具

有一定的选择权 （高敬忠和周晓苏， ２０１３； 操巍等， ２０１７）， 但其受监管政策的影

响依旧明显。 最后， 相对于信息披露质量， 上市公司在业绩预告准确性方面的决策

余地较大， 尽管监管部门强调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规制与惩罚

措施，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差异也较为明显， 在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上存在机

会主义行为 （张娆等， ２０１７； 董南雁等， ２０１７）。
因此， 在综合考虑制度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影响的基础上， 笔者

主要采用 “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来衡量业绩预告的质量， 考察高铁开通这一外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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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
自 ２００８ 年京津城际高铁开通运营后， 我国高铁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底， 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２ ５ 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量的 ６６ ３％①。 根据

国务院 ２０１６ 年通过的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铁网络规模预计达到 ３
万公里， 覆盖 ８０％以上的大城市。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１） 高铁开通有助

于改善公司外部治理环境。 现有研究发现， 随着经济主体之间的地理临近性的增

加， 信息的流动与传播性得到改善， 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代理冲突随

之下降。 一方面， 本地信息优势的弱化， 使得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投资者以及分析

师产生的外部治理效应更强 （Ｍａｌｌｏｙ， ２００５； 刘文军， ２０１４）。 龙玉等 （２０１７） 发

现， 高铁开通可以降低风险投资者获取企业 “软信息” 的搜集成本， 为上市公司

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 赵静等 （２０１８） 发现， 高铁开通后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成本

的下降可以遏制企业经理人隐藏坏消息的能力与动机， 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同

时， 内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业绩预告质量的重要因素 （ Ｂａｇｉｎｓｋ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８； Ｌｉ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与来自媒体、 分析师的外

部治理压力会促使企业发布更为准确的预测信息 （郑建明等， ２０１５； 黄晓蓓等，
２０１６）。 因此， 高铁开通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业绩

预告质量。 另一方面， 高铁开通缩短了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时空距离， 监管

成本也随之下降， 监管压力会迫使管理层提供更加准确的预测信息， 以避免违规带

来的监管处罚 （Ｋｅｄｉａ ＆ Ｒａｊｇｏｐａｌ， ２０１１）。 （２） 高铁开通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信

息禀赋。 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动并不是单向的 （Ｚｕｏ， ２０１６）。 管理层

在进行预测时， 不仅需要依赖内部信息 （Ｉｔｔｎｅｒ ＆ Ｍｉｃｈｅｌｓ， ２０１７）， 也需要考虑外部

信息 （Ｚｕｏ， ２０１６）。 高铁开通加快了信息的流动与传播， 有助于管理层获取更多或

更精确的信息， 进而提高其业绩预告质量。 另外， 高铁开通能够扩大市场规模， 进

而增加企业的数量和规模， 显著增强城市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杜兴强和彭妙薇，
２０１７）， 而员工质量是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 （Ｃａｌ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由

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相对于所在地没有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 高铁开通可以提高所在地上市

公司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二、 研究设计

（一） 样本及数据

笔者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 根据上

市公司办公所在地所属地级市在样本期间内是否开通高铁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控制

组， 样本期间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度发布业绩预告的 Ａ 股公司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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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去掉金融业样本、 业绩预告为定性估计或开区间估计的样本、 自愿预告样本、
分析所需数据不全的样本以及高铁开通当年的样本， 最终得到 １１ ３８６ 个公司 ／年样

本。 为防止极端数据的影响， 对所有连续变量按 １％和 ９９％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
高铁线路、 开通时间及所设站点来自国家铁路局网站， 上市公司办公所在地数据来

自公司年报， 业绩预告数据来自 ＷＩＮＤ 数据库并经手工整理， 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

ＣＣＥＲ， 其他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二） 模型及变量

参照赵静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以双重差分法检验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

的影响， 检验假说 Ｈ１ 的模型如下：
ＭＦＥ＝β０＋β１ＨＳＲ＋β２ ＨＳＲ＿Ｐｏｓｔ＋β′Ｘ＋μ （１）

式 （１） 中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１ 所示。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 根据假说

Ｈ１， 预期 β２为负， 意味着高铁开通降低了业绩预告的误差， 提高了业绩预告的准

确性。 Ｘ 为控制变量， 其设置主要借鉴现有文献， 另外， 回归中控制了年度和行业

固定效应。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 定义

ＭＦＥ ｜ 管理层业绩预告中估计的净利润－实际净利润 ｜ ／ 年初总资产； 用于衡量预告的误差度， 越小
即精确度越高

ＨＳＲ 上市公司办公所在地在样本期间内开通了高铁， 则该公司样本为实验组， 取值为 １； 否则为控
制组， 取值为 ０

ＨＳＲ＿Ｐｏｓｔ 上市公司办公所在地在高铁开通之后的第 １ 年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 ＲＯＡ ｜ 总资产收益率的绝对值， 用来衡量盈利水平

ＳｔｄＮｅｔ 过去 ５ 年净利润的标准差 ／ ｜ 过去 ５ 年净利润的平均值 ｜

ＡＣｏｓｔ１ 第一类代理成本， 等于管理费用 ／ 营业收入

ＡＣｏｓｔ２ 第二类代理成本， 等于其他应收款 ／ 总资产

Ｍ ／ Ｂ 权益的市场价值 ／ 账面价值

Ｃｏｖｅｒ 跟踪分析师的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

ＩＮＳ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Ｓｔａｔｅ 国有控股取值为 １， 其他取值为 ０； 用于衡量产权性质

Ｈｅｒｆ５ 前 ５ 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用于衡量股权集中度

ＳＥＯ 如果次年有再融资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用于衡量再融资需求

ＬＥＶ 负债 ／ 总资产； 用于衡量资产负债率

Ｓｉｚｅ 年初总资产 （百万元） 的自然对数； 用于衡量公司规模

Ｈｏｒｉｚｏｎ
首先定义 Ｇａｐ＝会计年度结束日与业绩预告披露日之间的间隔天数， 如果业绩预告披露日在会
计年度结束日之前， 则 Ｈｏｒｉｚｏｎ ＝ Ｌｎ （Ｇａｐ＋１）； 如果业绩预告披露日在会计年度结束日之后，
则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Ｌｎ （Ｇａｐ＋１）。 因此， Ｈｏｒｉｚｏｎ 取值越大， 说明业绩预告的披露越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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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分析结果

（一） 描述统计

表 ２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统计。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均值为 ０ ６３８， 说明 ６３ ８％的样本属

于高铁开通之后的区间， 这比赵静等 （２０１８） 的数据要高， 原因在于本文样本期

向后延长了 ３ 年， 该期间内开通了更多高铁线路。 Ｓｔａｔｅ 的均值为 ０ ３２６， 即国有控

股样本占比为 ３２ ６％。 这一数字低于常见文献的原因在于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以

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主， 而这些公司国有控股的比例较低。

表 ２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Ｑ１ Ｑ３
ＭＦＥ １ １８４ ０ ４８２ ２ １９６ ０ １８３ １ １７５
ＨＳＲ ０ ８４４ １ ０００ ０ ３６３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ＨＳＲ＿Ｐｏｓｔ ０ ６３８ １ ０００ ０ ４８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ＲＯＡ ｜ ５ ０５６ ３ ９８２ ４ ３４２ １ ７４７ ７ ０１５
ＳｔｄＮｅｔ １ ５１３ ０ ９０５ １ ４４９ ０ ４６８ ２ ０１５
ＡＣｏｓｔ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８９ ０ １００ ０ ０５３ ０ １３４
ＡＣｏｓｔ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Ｍ ／ Ｂ ４ ３８０ ３ １８２ ４ １１１ ２ ０５８ ５ １０７
Ｃｏｖｅｒ １ ３６０ １ ３８６ １ ０２９ ０ ６９３ ２ １９７
ＩＮＳ ０ ０９８ ０ ０４０ ０ １５２ ０ ００９ ０ １０２
Ｓｔａｔｅ ０ ３２６ ０ ０００ ０ ４６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Ｈｅｒｆ５ ０ １５５ ０ １２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７０ ０ ２１４
ＳＥＯ ０ １４４ ０ ０００ ０ ３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ＥＶ ０ ４２６ ０ ４１９ ０ ２１３ ０ ２５１ ０ ５９０
Ｓｉｚｅ １２ ３５３ １２ ２２２ １ １２５ １１ ５６４ １２ ９７９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 ２６６ ７ ８７４ ６ ４５９ －５ ０００ ８ １２４

（二） 回归结果

表 ３ 报告了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影响的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 回归结果。 不管是否控制年度固定效应，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 证实了假说 Ｈ１。 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高铁的开通显著地降低了业

绩预告的误差， 提高了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三） 内生性检验

高铁开通与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关系可能不是由高铁开通导致， 而是高铁开通样

本与控制样本间的系统性差异引起。 为缓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对本文结论的干扰，
借鉴陈胜蓝和马慧 （２０１７） 以及李欣泽等 （２０１７） 的研究， 笔者采用安慰剂测试

和平行趋势检验来解决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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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截距 ２ １７０∗∗∗ （４ ６９） ３ ２０５∗∗∗ （５ ４４）
ＨＳＲ ０ ０５４ （０ ６８） ０ ０６６ （０ ７３）

ＨＳＲ＿Ｐｏｓｔ －０ １２１∗∗ （１ ９７） －０ １５０∗ （１ ８５）
｜ ＲＯＡ ｜ ０ ２０５∗∗∗ （２０ ９６） ０ ２０７∗∗∗ （２１ ０１）
ＳｔｄＮｅｔ ０ ２７４∗∗∗ （１４ ２６） ０ ２７６∗∗∗ （１４ ２５）
ＡＣｏｓｔ１ １ ９２２∗∗∗ （５ ０４） １ ９３８∗∗∗ （５ ０７）
ＡＣｏｓｔ２ ２ ４９１∗∗ （２ ５１） ２ ５３８∗∗ （２ ５０）
Ｍ ／ Ｂ －０ ０４２∗∗∗ （４ ６９） －０ ０５５∗∗∗ （５ ４７）
Ｃｏｖｅｒ －０ １１５∗∗∗ （４ ３４） －０ ０８６∗∗∗ （３ １３）
ＩＮＳ ０ ４３４∗∗∗ （３ 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２５）
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６０ （１ 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４６）
Ｈｅｒｆ５ ０ ４４７∗∗ （２ ０７） ０ ５７３∗∗ （２ ５７）
ＳＥＯ －０ １１４∗∗ （２ ２８） －０ １１１∗∗ （２ １３）
ＬＥＶ ２ １０５∗∗∗ （１２ ６３） ２ ２４６∗∗∗ （１２ ９３）
Ｓｉｚｅ －０ ２４２∗∗∗ （６ ６４） －０ ２９４∗∗∗ （７ １５）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０ ０５０∗∗∗ （１５ ０９） ０ ０５０∗∗∗ （１５ ０８）
年度 Ｎ Ｙ
行业 Ｙ Ｙ
Ｒ２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７
Ｎ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注： 回归中控制了公司层面的聚集效应。 “∗∗∗” “∗∗” “∗” 代表的双尾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１％、 ５％和

１０％。 下表同。

表 ４　 安慰剂测试的回归结果

变量 前推 ３ 年 前推 ４ 年

截距 ３ ２７７∗∗∗ （５ ５７） ３ ２３０∗∗∗ （５ ４２）
ＨＳ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４７ （０ ３６）

ＨＳＲ＿Ｐｏｓｔ －０ ０４６ （０ ４４） －０ ０９７ （０ ８０）
控制变量 Ｙ Ｙ

年度 ＆ 行业 Ｙ Ｙ
Ｒ２ ０ ２２７ ０ ２２７
Ｎ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在安慰剂测试中， 将高

铁开通时间前推 ３ 年或 ４
年， 定 义 虚 拟 的 ＨＳＲ ＿
Ｐｏｓｔ。 如果表 ３ 所发现的结

果是由样本间的系统性差异

引起的， 那么， 在安慰剂测

试中， ＨＳＲ ＿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

数应该与表 ３ 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一致， 即显著为负。 表 ４ 报告了安慰剂测试

结果。 可以看到， 不管是前推 ３ 年， 还是前推 ４ 年，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区别于 ０。 这表明， 高铁开通样本和非开通样本之间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固有差异

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
在平行趋势检验中， 设置虚拟变量 Ｂｅｆ３、 Ｂｅｆ２ 和 Ｂｅｆ１， 分别代表高铁开通前 ３

年、 ２ 年和 １ 年； 以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１、 Ｐｏｓｔ２ 和 Ｐｏｓｔ３， 分别代表高铁开通后 １ 年、 ２
年和 ３ 年。 以这些虚拟变量取代 ＨＳＲ＿Ｐｏｓｔ， 重复模型 （１） 的回归。 表 ５ 报告了平

行趋势检验结果， 从中可以看到， Ｂｅｆ３、 Ｂｅｆ２ 和 Ｂｅｆ１ 在回归中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区别于 ０， 说明高铁开通前， 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内生性问题

不会显著影响本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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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 １ 回归 ２
截距 ３ ２２３∗∗∗ （５ ４７） ３ ２７７∗∗∗ （５ ６２）
ＨＳＲ ０ ０６０ （０ ４８）
Ｂｅｆ３ ０ １７１ （１ １３） ０ ２０６ （１ ５１）
Ｂｅｆ２ ０ ０３３ （０ ２５） ０ ０７３ （０ ６４）
Ｂｅｆ１ －０ １１４ （０ ９２） －０ ０７２ （０ ７４）
Ｐｏｓｔ１ －０ ２５７∗∗ （２ ００） －０ ２０９∗∗∗ （２ ６３）
Ｐｏｓｔ２ －０ ０９２ （０ ７０） －０ ０４２ （０ ５４）
Ｐｏｓｔ３ －０ １３２ （１ ０４） －０ ０８０ （１ ２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年度 ＆ 行业 Ｙ Ｙ

Ｒ２ ０ ２２８ ０ ２２８
Ｎ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四、 进一步的分析

（一） 监管的地理临近性

１ 直接视角： 地理距离的远近

赵静等 （２０１８） 认为， 高铁开通影响信息披露的机制之一是监管成本的下降。
这意味着， 监管的地理临近性比较低的样本受高铁开通的影响更大。 对监管的地理

临近性，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直接度量。
（１） 相比于证监会， 上市后的公司监管更多地由交易所直接管辖。 因此， 以

上市公司与其所属交易所的直线距离是否高于样本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两组， 分别

按模型 （１） 进行回归。 从表 ６ 可以看到， 在距离交易所比较远的样本中， ＨＳＲ＿
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２５７，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而在距离交易所比较近的样

本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４８， 不显著区别于 ０。
（２） 中国证监会在不同地区设立了证监局， 负责辖区内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

工作。 因此， 借鉴 Ｋｅｄｉａ 和 Ｒａｊｇｏｐａｌ （２０１１） 的研究， 以 １００ 公里为临界点将样本

划分为两组。 在与本地证监局距离超过 １００ 公里的样本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

为－０ ２５４， 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而在与本地证监局距离 １００ 公里以内的样

本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６７， 不显著区别于 ０。
（３） 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要低于东部地区， 高铁开通的边际

影响可能更显著。 因此， 将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划分为一组， 东部地区样本划分为一

组， 按模型 （１） 进行回归。 在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２１３， 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而在东部地区的样本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

数为－０ １６６， 不显著区别于 ０。
从以上分析可知，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在监管的地理临近性比较

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 验证了监管成本下降这一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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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监管的地理临近性与业绩预告质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与交易所距离 与证监局距离 地域分布

远 近 ＞１００ＫＭ ≤１００ＫＭ 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截距

ＨＳＲ

ＨＳＲ＿Ｐｏｓｔ

控制变量

行业 ＆ 年度

Ｒ２

Ｎ

２ ７６０∗∗∗ ３ ６９６∗∗∗ ３ ０５３∗∗ ３ ３２７∗∗∗ ４ ３７１∗∗∗ ２ ９３３∗∗∗

（３ ４５） （４ ３４） （２ ５５） （５ ０５） （４ ３７） （３ ９７）
０ １６３ －０ ００４ ０ １２６ ０ １０２ ０ ０７６ ０ １０２

（１ １９） （０ ０４） （０ ９１） （０ ７３） （０ ５６） （０ ９０）
－０ ２５７∗∗ －０ ０４８ －０ ２５４∗ －０ ０６７ －０ ２１３∗ －０ １６６
（２ ０６） （０ ４７） （１ ７８） （０ ７０） （１ ６８） （１ ５１）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０ ２３３ ０ ２２３ ０ ２５６ ０ ２１４ ０ ２３２ ０ ２２９

５ ６５４ ５ ７３２ ３ ６２８ ７ ７５８ ３ ６８０ ７ ７０６

２ 间接视角： 城际高铁和非城际高铁的区别

城际高铁是相邻城市之间专门开行城际列车、 运输城际旅客的铁路。 这些相邻

城市的地理临近性本就比较高。 因此， 相比于非城际高铁， 城际高铁开通对地理临

近性的实质性影响可能就比较低。 赵静等 （２０１８） 也发现， 城际高铁的开通对信

息不对称的降低效果不如非城际高铁。 借鉴赵静等 （２０１８） 的研究， 把高铁开通

之后的年度分为只开通城际高铁、 只开通非城际高铁、 同时开通城际和非城际高铁

的年度， 分别对应虚拟变量 Ｃｈｅｎｇｊ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和 Ｔｗｏｔｒａｉｎ， 并用这 ３ 个虚拟变量替

代 ＨＳＲ＿Ｐｏｓｔ。 具体模型如下：
ＭＦＥ＝β０＋β１ＨＳＲ＋β２Ｃｈｅｎｇｊｉ ＋β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β４Ｔｗｏｔｒａｉｎ ＋β′Ｘ＋μ （２）

表 ７　 高铁类型与业绩预告质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截距 ２ ２３８∗∗∗ （４ ８４） ３ ２５１∗∗∗ （５ ５２）
ＨＳＲ ０ ０２０ （０ ２８） ０ ０３５ （０ ４５）

Ｃｈｅｎｇｊｉ ０ ０２１ （０ ３０） －０ ０１６ （０ ２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０ ０９３∗ （１ ７３） －０ １２５∗ （１ ９４）
Ｔｗｏｔｒａｉｎ ０ ００９ （０ 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１６）
控制变量 Ｙ Ｙ

年度 Ｎ Ｙ
行业 Ｙ Ｙ
Ｒ２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７
Ｎ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表 ７ 报告了模型 （２）
的 回 归 结 果。 与 赵 静 等

（ ２０１８ ） 一 致 的 是，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负， 即相对于城际高铁， 非

城际高铁的开通对业绩预告

准确性的影响更显著。 与赵

静等 （２０１８） 不一致的是，
Ｔｗｏｔｒａｉｎ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

著区别于 ０。 可能的原因是

同时开通城际高铁和非城际高铁的城市主要为中心城市， 其交通基础设施本来就比

较发达， 人才聚集度也比较高 （龙玉等， ２０１７）， 因此， 高铁开通对位于这些城市

的公司所披露业绩预告准确性的边际影响有限。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管理学



－１５２　　 －

表 ８　 高铁开通对盈余管理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ｂｓ＿ＤＡ Ａｂｓ＿ＲＥＭ
截距 ０ １１８∗∗∗ （７ ６６） ０ １７４∗∗∗ （５ １５）
ＨＳ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３０）

ＨＳＲ＿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０ ００６ （１ １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年度 ＆ 行业 Ｙ Ｙ
Ｒ２ ０ １３７ ０ １８８
Ｎ １１ ０８３ １０ ３０４

（二） 排除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现有研究发现， 管理层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提高其已披露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Ｋａｓｚｎｉｋ， １９９９）。 因此， 高铁开通后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也有可能是源于盈余

管理程度的提升。 为排除这一可能， 在此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两种盈余管理活动的影

响： 可操纵应计和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 具体而言， 根据修正的 Ｊｏｎｅｓ 模型

（Ｄｅｃｈｏｗ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 估 计 可 操 纵 应 计， 取 其 绝 对 值 为 Ａｂｓ ＿ ＤＡ； 根 据

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２００６） 的模型估计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的三个子项， 并根据刘宝华

等 （２０１６） 计算综合指标， 取其绝对值为 Ａｂｓ＿ＲＥＭ。 然后以 Ａｂｓ＿ＤＡ 和 Ａｂｓ＿ＲＥＭ 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
表 ８ 报告了回归结

果。 在以 Ａｂｓ＿ＤＡ衡量盈

余管理活动时，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 － ０ ０００，
对应 ｔ 值为 ０ ０５， 不显著

区别于 ０； 在以 Ａｂｓ＿ＲＥＭ
衡量盈余管理活 动 时，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００６， 对应 ｔ 值为 １ １１， 也不显著区别于 ０。 整体而言，
实证的结果排除了盈余管理的影响。

（三） 路径分析

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禀赋也是高铁开通影响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机制之一， 而信

息禀赋会直接影响个体预测时的认知误差。 心理学研究认为， 个体进行预测时的认知

误差分为两类。 第一， 信息精度， 也称校准误差 （ｍｉ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即低估或高估分

布的方差。 第二， 信息偏差 （ｂｉａｓ）， 即低估或高估分布的均值。 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ｓｕ （２０１１）
认为， 这两种认知误差都会影响到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那么，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

确性的影响是通过哪种认知误差实现的呢？ 为此， 笔者按如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
Ｗｉｄｔｈ＝α０＋α１ＨＳＲ ＋α２ＨＳＲ＿Ｐｏｓｔ ＋β′Ｘ＋ε （３）

ＭＦＥ＝β０＋β１ＨＳＲ ＋β２ＨＳＲ＿Ｐｏｓｔ＋β３Ｗｉｄｔｈ ＋β′Ｘ＋μ （４）
Ｂｉａｓ＝α０＋α１ＨＳＲ ＋α２ＨＳＲ＿Ｐｏｓｔ ＋β′Ｘ＋ε （５）

ＭＦＥ＝β０＋β１ＨＳＲ ＋β２ＨＳＲ＿Ｐｏｓｔ ＋β３Ｂｉａｓ ＋β′Ｘ＋μ （６）
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用于对信息精度的路径分析，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用于对信息偏差的路径分析。 参考 Ｈｉｌａｒｙ 和 Ｈｓｕ （ ２０１１） 以及 Ｈｒｉｂａｒ 和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 在此以业绩预告的宽度 （Ｗｉｄｔｈ） 作为信息精度的代理变量， 以

业绩预告的乐观偏差 （Ｂｉａｓ） 作为信息偏差的代理变量。 其中， Ｗｉｄｔｈ 等于业绩预

告中估计净利润的上限与下限的差异除以上年净利润的绝对值， Ｂｉａｓ 等于业绩预告

中估计净利润的均值除以上年总资产， 为与 ＭＦＥ 的量纲一致， 再乘以 １００。 其他

变量的定义同模型 （１）。
根据路径分析的逐步检验法， 如果在模型 （３） 或模型 （５） 的回归中， α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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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显著区别于 ０， 则说明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此时， 需要对模型 （４） 或模

型 （６） 进行回归。 在模型 （４） 或模型 （６） 的回归中， 如果 β３的估计系数显著

区别于 ０， 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如果 β３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区别于 ０， 则说明无中

介效应。 当 β３的估计系数显著区别于 ０ 时， 如果 β２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区别于 ０， 则

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反之， 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在模型 （３） 或模型 （５） 的回归中， 如果 α２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区别于 ０， 则

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 此时， 不需要对模型 （４） 或模型 （６） 进行回归。
表 ９　 路径分析的检验结果

变量
校准误差 乐观偏差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截距

ＨＳＲ

ＨＳＲ＿Ｐｏｓｔ

Ｗｉｄｔｈ

Ｂｉａｓ

控制变量

年度 ＆ 行业

Ｒ２

Ｎ

０ ６９６∗∗∗ ３ ０５５∗∗∗ －２ ０８３∗∗∗ ３ ２５７∗∗∗

（６ ０４） （５ ２２） （３ ４３） （５ ５９）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６

（０ ９８） （０ ６８） （０ ０７） （０ ７３）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８６ －０ １５３∗

（２ ４４） （１ ７１） （０ ９９） （１ ８７）
０ ２１５∗∗∗

（３ ２４）
０ ０２５

（０ ７６）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０ ０５１ ０ ２３０ ０ ０６９ ０ ２２８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１１ ３８６

表 ９ 报告了路径分析的

回归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
在模 型 （ ３ ） 的 回 归 中，
ＨＳＲ ＿ Ｐｏｓｔ 的 估 计 系 数 为

－０ ０５５， 在 ５％的水平下显

著为负。 这说明， 高铁开通

显著降低了业绩预告宽度，
提高了业绩预告精度。 在模

型 （ ４） 的回归中， Ｗｉｄｔｈ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２１５， 在

１％ 的 水 平 下 显 著 为 正；
ＨＳＲ ＿ Ｐｏｓｔ 的 估 计 系 数 为

－０ １３９， 在 １０％ 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 这说明， Ｗｉｄｔｈ
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在模

型 （５） 的回归中， ＨＳＲ＿ 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８６， 不显著区别于 ０， 说明高铁开

通对业绩预告乐观偏差的影响不显著； 理论上不必再对模型 （６） 进行回归。 实际的

回归结果也显示， Ｂｉａｓ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２５， 不显著区别于 ０， 即 Ｂｉａｓ 并未发挥中介

效应。 综合表 ９ 的结果可知， 高铁开通影响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部分路径是信息精度。

（四） 对业绩预告其他质量特征的影响

表 １０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其他特征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披露 披露时间

回归 （１） 回归 （２） 回归 （３）

ＨＳＲ

ＨＳＲ＿Ｐｏｓｔ

控制变量

年度 ＆ 行业

Ｒ２或伪 Ｒ２

Ｎ

－０ ０２６ ０ １６９ ０ ３８６
（０ ２５） （０ ５６） （１ ０３）
０ ０８０ －０ １６４ －０ ３７４

（０ ７６） （０ ６２） （１ ２３）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０ ６５２ ０ ０６７ ０ １０５

２３ ７１２ １４ ０４８ １１ ３８６

本文主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

准确性的影响。 但是， 高铁开通也可

能会影响业绩预告质量的其他维度。
从表 ９ 可以看到， 高铁开通会提高闭

区间业绩预告的精度， 但并不影响其

偏差方向。 表 １０ 对业绩预告质量的

其他维度进行了检验。 首先考察了高

铁开通是否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概

率。 在回归 （１） 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

计系数为 ０ ０８０， 不显著区别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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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高铁开通不会显著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 第二个检验的是对披露时间的影

响。 在采用全部样本的回归 （２） 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１６４， 不显著区别于

０； 在闭区间和点估计样本的回归 （３） 中， ＨＳＲ＿Ｐｏｓｔ 的估计系数为－０ ３７４， 也不显

著区别于 ０。 因此， 高铁开通并不显著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以及披露的及时性。

五、 结论

本文以 Ａ 股公司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业绩预告数据为基础， 以上市公司办公所在

地是否经历高铁开通为外生冲击， 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

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相比于高铁开通前以及未开通高铁的样本， 高铁开通后样本

的业绩预告准确性显著提高。 而且，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在监管的地

理临近性比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明显， 表明监管成本的降低是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

确性提高的影响机制之一。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高铁开通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影响

在只开通非城际高铁的样本中更加显著。 而且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并非管理层操

纵实现。 另外， 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 高铁开通帮助管理层提高了信息精度， 进而

提高了其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信息精度从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提供了交通基础设施

与资本市场关系的直接证据， 丰富了有关治理环境和地理临近性的研究， 也为高铁

开通对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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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证据［Ｊ］ ．经济评论，２０１７（６）：３－２１．
［１０］刘宝华，罗宏，周微． 股权激励行权限制与盈余管理优序选择［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１１）：１４１－１５５．
［１１］龙玉，赵海龙，张新德，等． 时空压缩下的风险投资———高铁通车与风险投资区域变化［ 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４）：１９５－２０８．
［１２］宋云玲，罗玫． 中小板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问题［Ｊ］ ． 会计研究，２０１７（６）：２４－３０．
［１３］宋云玲，吕佳宁． 中国股市的业绩预告：制度、执行和经济后果［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４］张娆，薛翰玉，赵健宏． 管理层自利、外部监督与盈利预测偏差［Ｊ］ ． 会计研究，２０１７（１）：３２－３８．
［１５］张馨艺，张海燕，夏冬林． 高管持股、择时披露与市场反应［Ｊ］ ． 会计研究，２０１２（６）：５４－６０．
［１６］赵静，黄敬昌，刘峰． 高铁开通与股价崩盘风险［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１）：１５７－１６８．
［１７］郑建明，黄晓蓓，张新民． 管理层业绩预告违规与分析师监管［Ｊ］ ． 会计研究，２０１５（３）：５０－５６．
［１８］ＢＡＧＩＮＳＫＩ Ｓ Ｐ， ＨＡＳＳＥＬＬ Ｊ Ｍ， ＫＩＭＢＲＯＵＧＨ Ｍ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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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Ｕ． 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 ．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 ，７７（１）：２５－５０．

［１９］ＢＡＧＩＮＳＫＩ Ｓ Ｐ， ＨＡＳＳＥＬＬ Ｊ Ｍ， ＫＩＭＢＲＯＵＧＨ Ｍ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ｉｎ Ｕ． 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Ｊ］ ．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２，７７ （１）：２５－５０．

［２０］ＢＥＹＥＲ Ａ， ＣＯＨＥＮ Ｄ Ａ， ＬＹＳ Ｔ Ｚ．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５０（２－３）：２９６－３４３．

［２１］ＣＡＬＬ Ａ Ｃ，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Ｊ Ｌ， ＤＡＮ Ｓ 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６４（１）：１２３－１４９．

［２２］ＣＨＯＩ Ｊ Ｈ， ＫＩＭ Ｊ Ｂ， ＱＩＵ Ａ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ｄ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ｌｉｅｎｔ：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ｕｄｉｔ 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Ｊ］ ．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３－７２．

［２３］ＤＥＣＨＯＷ Ｐ Ｍ， ＳＬＯＡＮ Ｒ Ｇ， ＳＷＥＥＮＥＹ Ａ Ｐ．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５，７０（２）：１９３－２２５．

［２４］ＧＨＯＵＬ Ｓ Ｅ， ＧＵＥＤＨＡＭＩ Ｏ， ＮＩ Ｙ． Ｄｏ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ｔｏ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ｓ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３０ （１）：１４０－１８１．

［２５］ＨＩＬＡＲＹ Ｇ， ＨＳＵ Ｃ．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５１（３）：３００－３１３．

［２６］ＨＩＲＳＴ Ｄ Ｅ， ＫＯＯＮＣＥ Ｌ， ＶＥＮＫＡＴＡＲＡＭＡＮ 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Ｊ］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３１５－３３８．

［２７］ＨＲＩＢＡＲ Ｐ， ＹＡＮＧ Ｈ． ＣＥＯ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Ｊ］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３３（１）：２０４－２２７．

［２８］ＨＵＡＮＧ Ｘ， Ｌｉ Ｘ， Ｔｓｅ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ｍｉｘ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１８，４５（３－４）： ３１９－３５１．

［２９］ＩＴＴＮＥＲ Ｃ Ｄ， ＭＩＣＨＥＬＳ Ｊ．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７， ２２：１００５－１０４７．

［３０］ＩＶＫＯＶＩＣ Ｚ， ＷＥＩＳＢＥＮＮＥＲ 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ｏｅｓ 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ｉ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５，６０（１）：２６７－３０６．

［３１］ＪＯＨＮ Ｋ， ＫＮＹＡＺＥＶＡ Ａ， ＫＮＹＡＺＥＶＡ Ｄ． Ｄｏ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ｉｒ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ａｙｏｕｔ ｐｏｌｉｃ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５３３－５５１．

［３２］ＫＡＳＺＮＩＫ 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 ３７（１）：５７－８１．

［３３］ＫＥＤＩＡ Ｓ， ＲＡＪＧＯＰＡＬ Ｓ． Ｄ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５１（３）：２５９－２７８．

［３４］ＬＩ Ｙ， ＺＨＡＮＧ Ｌ． Ｓｈｏｒｔ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５３ （１）：７９－１１７．

［３５］ＭＡＬＬＯＹ Ｃ Ｊ．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６０（２）：７１９－７５５．
［３６］ＲＯＧＥＲＳ Ｊ Ｌ．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

４６ （５）：１２６５－１２９６．
［３７］ＲＯＹ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Ｓ．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 ４２（３）：３３５－３７０．
［３８］ＺＵＯ 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 ６１（２－３）：３９１－４１３．

（责任编辑　 范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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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ＳＯＮＧ Ｙｕｎｌｉｎｇ１， ＺＨＡＩ 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１，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ｅｉ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ｈｈｏｔ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０１００２１；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Ａ － ｓｈ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Ｓ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Ｓ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ｈｏｃｋ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Ｓ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Ｓ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ＳＲ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Ｓ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ｒ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ＳＲ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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