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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7.33

关于会计中国特色问题的思考/刘玉廷/《会计研究》/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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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3.53

改进周转率指标的现实思考/杨雄胜等/《会计研究》/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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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与财务创新/李心合/《会计研究》/10.40

企业智力资产效益贡献的综合评价/傅元略/《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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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业绩评价标准/支晓强/《会计研究》/11.25

EV A 财务管理系统的理论分析/谷 祺  于东智/《会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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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7.14

我国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规范研究/肖 虹/《会计研

究》/7.22
关于《现金流量表》准则实施情况分析及建议/王泽霞/《会

计研究》/7.29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研究/周忠惠  罗世全/《会计研

究》/9.23

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储一昀  王安武/《会计研究》/

9.31

内幕信息、私下披露及其控制/谢志华  肖泽忠/《会计研

究》/10.29

分类后进先出法及其应用/王竹泉/《会计研究》/10.36

现值在我国会计中运用的现状与可能性辨析/谢诗芬/《会计

研究》/11.49

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业绩报告改进的新动向/葛

家澍/《会计研究》/12.2

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之变迁/谢德仁/《会计研

究》/12.14

石油天然气财务会计的三大难题/林金高  龚光明/《会计研

究》/12.26

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王跃堂/《会计研究》/12.31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防范体系研究  肖时庆/《会计研

究》/12.46

上市公司亏损情况分析/鲍恩斯/《会计研究》/12.50

对股票期权及其会计处理的系统认识/杨家亲/《会计研

究》/12.53

管理会计与应用

成本目标管理：实务发展和值得思考的问题/缪艳娟/《会计

研究》/1.36

每日财务报告：有益的尝试/陆正飞  朱 凯/《会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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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分析法及其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的应用/欧佩玉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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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影响/冯巧根/《会计研

究》/3.24

试论邯钢“模拟市场核算”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刘海民/《会

计研究》/4.55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吴水澎等/《会计研究》/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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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管理会计的环境约束/徐春立/《会计研究》/6.37

论适时生产系统的风险及防范/祝德凯/《会计研究》/7.39

标准成本制度在宝钢的运用/范松林/《会计研究》/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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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8.60

论改进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吴水澎等/《会计研究》/9.43

战略成本管理在国有制造企业中应用的探索/王耕等/《会计

研究》/9.49

管理会计价值观的创新与发展/黄曼行/《会计研究》/9.59

网络财务与会计

大规模按需报告的公司财务报告模式/肖泽忠/《会计研

究》/1.43

网络时代会计的制度创新：产权界定与市场化/陈冬华/《会

计研究》/2.52

网络时代  会计的时空观/崔也光/《会计研究》/3.31

计算机在我国会计工作中应用的发展变化/王景新/《会计研

究》/5.43

论网络时代会计目标下的会计业务流程重组/吴旺盛/《会计

研究》/6.42

网络经营与网络财会条件下的审计初探/陈婉玲  韦沛文/

《会计研究》/7.42

对电子商务环境下会计明细信息的思考/庄明来/《会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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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的公司财务报告/潘 琰/《会计研究》/9.54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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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创新的思考/郭宗文/《财务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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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会计及其挑战/李劲彪/《财务与会计》/1.24

关注会计信息的管理价值——管理会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立彦等/《财务与会计》/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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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经济形态下产权主体博弈及其财务报表形式/潘 琰等/

《财务与会计》/2.23

我国宏观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问题研究/赵德武/《财务与会

计》/3.16

从资本经营目标看我国财务报告的改进/刘永泽等/《财务与

会计》/3.19

论未来财务报告的发展/董琼慧/《财务与会计》/3.21

现代企业理财新思考/张先治/《财务与会计》/4.13

企业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理论探讨/吴长煜/《财务

与会计》/4.15

几个重要经济政策与企业会计学问题/王善平等/《财务与会

计》/5.16

关于人力资源会计计量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王 萍/《财务与

会计》/5.19

试论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与会计的发展/谭劲松等/《财务

与会计》/6.18

走出财务目标的误区/程 夏/《财务与会计》/6.21

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唐国平/《财务与

会计》/7.15

知识经济与成本核算/李寿文/《财务与会计》/7.17

试析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国际惯例的差距/李守明等/《财务

与会计》/8.16

关于会计模式的职能探讨/周晓苏/《财务与会计》 8.19

论权责发生制会计的发展趋势/孟宪文等/《财务与会计》/

10.19

论现代成本控制目标/焦跃华等/《财务与会计》/11.15

环境会计计量理论/王 华等/《财务与会计》/11.18

关于财务会计几个基本概念的思考——兼论商誉与衍生金融

工具的确认与计量/葛家澍/《财会通讯》/1.3

国际企业联营与合并中的几个会计问题/王松年  薛文君/

《财会通讯》/1.13

公司股权结构与资讯披露/何顺文/《财会通讯》/1.23

会计的延续与变迁/谢姆 .桑德/《财会通讯》/2.3

试论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计准则模式/阎金锷  曹 伟/《财会

通讯》/2.7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管制研究/吴联生/《财会通讯》/2.9

对金融创新工具期权的会计认识/张其秀/《财会通讯》/

2.13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袭宗舜  段 萍/《财会通

讯》/3.6

论会计法制化与会计现代化/于玉林/《财会通讯》/3.9

会计监督是保证现代企业制度良好运行的一项重要机制/

罗 飞  王竹泉/《财会通讯》/3.11

试论企业成本管理的企业化与市场化问题/胡玉明/《财会通

讯》/3.15

论有差别的会计信息揭示制度及其在我国的运用/杨宗昌

张苏彤/《财会通讯》/4.3

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基本构架/劳秦汉/

《财会通讯》/4.7

试论资本保全理论的地位/秦江萍  袁 洪/《财会通讯》/

4.9

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市场化模型分析/庄 丹/《财会通

讯》/4.12

中国财务改革实践与理论发展/郭复初/《财会通讯》/5.3

资产观念变革与资产的重新定义（上）/宋小明/《财会通

讯》/5.7

对我国会计要素定义的几点思考/吴祥云/《财会通讯》/

5.12

公司估价与R IM 模型：

文献回顾及理论展望/谷 祺  于东智/《财会通讯》/6.3

20 世纪末财务会计的两项重要变革/余佳霖/《财会通讯》/

6.8
论创业投资体系的机制设计创新/伍中信  罗 波/《财会通

讯》/6.11

资产观念变革与资产的重新定义（下）/宋小明/《财会通

讯》/6.13

对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的几点看法/李天民/《财会通讯》/7.3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问题探讨/耿建新/《财会通

讯》/7.4

试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影响/许家林/

《财会通讯》/7.9

试论人力资源会计基本假设/叶陈刚  宋丽梦/《财会通

讯》/7.11

财务报告规范必要性的理论基础/葛家澍  吕胜光/《财会通

讯》/8.3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国际惯例的差距/李守明  董琼慧  唐

有瑜/《财会通讯》/8.9

对我国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反思/罗国荣  黄增洁/《财

会通讯》/8.12

论会计计量观念的创新/徐国君/《财会通讯》/8.14

会计教授们所面临的挑战/詹 .威廉姆斯/《财会通讯》/9.3

论企业集团化与财务管理集中化/陆正飞/《财会通讯》/9.4

试论现代企业的权益计量理论选择/杨金忠  胡志荣/《财会

通讯》/9.7

环境管理会计初探/聂桢/《财会通讯》/9.9

浅谈期权会计/郑琼/《财会通讯》/9.11

论会计监督与监督会计/吴水澎/《财会通讯》/10.3

关于成本会计理论的基点问题/李泽临/《财会通讯》/10.7

成本抉择关系分析/袁天荣/《财会通讯》/10.10

论绿色会计的理论结构体系/朱 丹/《财会通讯》/10.13

盈利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魏明海/《财会通讯》/11.3

盈余管理初探/丁红燕  丁红霞/《财会通讯》/11.7

实地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中运用现状的评价/孙菊生/《财会

通讯》/11.9

会计主体假设的实质与网络公司/康 均/《财会通讯》/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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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态进化对资产计量的影响/曾晓红等/《财会月刊》/

4.11
委托——代理关系与会计控制权浅论/高建兵/《财会月

刊》/4.13

浅论财务管理环境/王化成/《财会月刊》/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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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试论财务管理方法/王化成/《财会月刊》/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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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会计模式与文化环境/李端生/《财会月刊》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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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实证分析/欧晓明  曾晓红/《广东财会》/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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