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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商誉、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

刘伟秋 1

（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溢价并购造成的股价暴涨暴跌现象以及股价暴跌导致的股价崩盘不仅损害了投

资者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那并购溢价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何种

关系呢？本文选取 2007 -2018 年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通过 STATA 实证分析法探究并购

商誉、信息披露质量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研究发现：（1）商誉规模越大，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越低，股价崩盘风险就越大；（2）相比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拥信息披露质量

低的公司，其商誉资产规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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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股价暴跌导致的股价崩盘不仅会损害投资者的财富和信心，而且也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健康

发展。以掌趣科技（300315.SZ）为例，自从掌趣科技 2012 年登陆创业板以来，在经历一些列并购后，

股价一路上涨至 23.5 元。而 2015 年 6 月 30 日，掌趣科技股价出现异动，此后一直处于持续下跌

的状态，截至 2019 年 1 月 31 号，股价收于 3.02，仅为顶峰时期的八分之一。仅三年多，曾经的

手游第一股掌趣科技，市值蒸发 70%，其崩盘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都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2018

年 12 月的 21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金融市场异常

波动和共振”，股价崩盘是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表现之一，因此研究“股价崩盘”的影响因素已

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基于此背景下，本文以 2007-2018 年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商誉、信息披

露质量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贡献：（1）试图揭示高溢价并

购行为所造成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丰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分析。（2）通过揭示并购商誉

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丰富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促进我国并购重组

良性发展。（3）已有文献多是研究并购商誉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其减值的因素，却并未从经济后

果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本文则考察了并购商誉对资本市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尝试丰富国内在一

块的文献资料。（4）已有基于会计信息视角的股价崩盘分析，但都采用会计稳健性（王文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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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 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韩宏稳，2019）[7] 等推算指标，本文采用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信息披

露考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使得结果更客观，更有说服力。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并购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交易过程中，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会隐藏对自身不利的信息，以便

在交易中获益。而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在并购市场在并购市场并不罕见。在并购交易中，目标方

出于信息披露意愿的有限性和信息披露内容的选择性，通常会将信息加以粉饰后再予以披露，试

图放大某些“好消息”，并藏匿某些“坏消并藏匿某些“坏消息”，进而获得高于自身实际价值

的对价（Dan S. Dhaliwal，2015）[8]。

一方面，自从 2007 年《企业会计准则（2006）》将“商誉”单独列示，“商誉”就在确认和

计量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商誉在初始确认时，不同于其他资产类账户，它是合并成本与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而大多数企业在确认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时采用估值法，即利用内部数

据、预测数据、业绩承诺等数据进行估算（王志宏，2016）[6]，而商誉不具备其他资产类科目一样

的具体的信息披露规定，使得基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商誉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不可证实性 (Ramanna，

2008; 杜兴强等，2011；傅超，2015；王文姣，2017)[9][10][11][5]。这些商誉泡沫，隐藏了企业真实的

经营状况，造成并购后“1+1>2”的虚象，给了公司管理层更大的操纵空间，使得商誉规模高估（Kim 

和 Zhang，2016；卢煜和曲晓辉）[12][13]，短期内资产规模扩大的假象向市场传递的积极信号，使得

投资者反应过度，引起大量股价泡沫的产生，所以商誉及商誉减值常常被认为是公司操控利润、

实施盈余管理的重要工具（Ramanna，2008；卢煜和曲晓辉，2016）[9][13]。其次，Kim 和 Zhang（2016）

发现管理层基于机会主义动机，对商誉规模进行操作需要面临更多的隐形成本，并且这种成本随

着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的提升而增加。而信息披露质量作为衡量会计稳健性的指标之一，也可以推出，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公司，高估商誉规模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成本 [12]。

另一方面，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商誉，一旦不能在对赌期内完成高业绩承诺，企业则需要计提

商誉减值。《企业会计准则（2006）》规定企业应在每会计年度末对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若发生减值则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 并计入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中。不同的公允价值估值方法及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方法都会对商誉值带来很大的差异，加之

会计准则没有对此制定的详细披露准则，最总导致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 且审计

人员在进行财务审计时也会因为难以核实数据的真实性而加大审计工作难度（郑海英，2014）[2]。

这很可能会导致企业隐瞒减值相关信息，通过大量的商誉减值来操纵利润，满足其盈余管理动机（叶

建芳，2015；王秀丽，2015；卢煜，2016）[14]-[16]。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1: 商誉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商誉、信息披露质量、股价崩盘风险

在研究商誉与商誉崩盘风险的关系上，杨威（2018）[1] 从投资者过度反应的角度出发，指出

管理层利用并购引发的股价泡沫实现了财富转移，当企业业绩下滑时，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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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显著。而商誉在初始计量时因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较强的不可证实性，而这加大了公司的信

息不透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信号，从而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王文姣

（2017）更是通过比较公司是否拥有商誉两个样本发现，商誉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因此可以通过

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办法来减少商誉带来的崩盘风险 [5]。企业高溢价并购中形成的大额商誉在后续

计量过程中，由于信息不透明，管理层隐藏或者延迟披露公司负面信息，当三年业绩承诺期到限后，

高额业绩承诺无法完成，导致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加聚，股价泡沫无法继续，导致最终的股价崩

盘（韩宏稳，2019）[7]。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商誉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

现有不少学者认为会计信息是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Jin 和 Myers（2006）[16]、Hutton（2009）
[23] 从财务报告的角度分析发现，财务报告的透明度高低决定了崩盘风险的大小，Kim 和 Zhang（2016）
[12] 发现会计稳健性将会大大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而高质量的会计稳健性可以通过提升信息

披露质量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国内学者分别从内部控制（黄政，2107）、社会责任（田利辉，

2017）、宗教传统（曾爱民，2017）[、高管减持规模（孙淑伟，2017）、市场监管（张俊生，

2019）、自媒体（黄宏斌，2019）等角度分析认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

管理者出于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操纵或扭曲财务报告，这些财务报告反映出来的“消息”

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不完善的信息披露更是这些“消息”的保护屏障（潘越，2011；牛建波，

2013）。而商誉泡沫的产生会模糊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资产的认识，使他们无法通过财务报告来获

得企业真实的业绩信息。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企业，即使管理层为了操纵利润而高估商誉，完善

的信息披露制度也会使外部投资者通过企经营绩效的真实状况及时发现问题，从而采取一定措施

来阻止利益的进一步损失。基于以上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3：相比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拥信息披露质量低的公司，其商誉资产规模对股价崩盘风

险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由于 2007 年之前企业财务报表中并不存在“商誉”科目，本文选择 2007—2018 年间沪深两

市的 A 股上市公司，按照以下标准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剔除 :(1) 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2) 剔除了每

年交易周数小于 30 的样本，以便有效估计 ;(3) 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研究样本 7161 个。

本文所需要衡量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来源于深交所、上交所网站，其他数据来自 CSMAR

以及 Wind 数据库。

（二）主要变量定义

1. 股价崩盘风险 Crasht+1。参照现有文献（Kimet al.，2011a，2011b）[5]，本文将股价崩盘风险

Crasht+1 用 NCSKEWt+1 和 DUVOLt+1 两个指标来衡量。

NCSKEWi,t =-[n（n-1）3/2 ∑ W3
i,t ] / [（n-1）（n-2）（∑ W2

i,t）
3/2] 

式（1）中，n 为股票 i 在某年的交易周数，Wi,t 为周特质收益率。NCSKEW 的值越大，意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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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负收益偏态系数越大，股价崩盘风险越高。

DUVOLi,t =log{[（nu -1）∑ downW
2

i,t ] / [（nd -1）∑ upW
2

i,t ]}  

式（2）中，nu 和 nd 分别代表公司 i 的股价周特有收益率 Wi,t 大于和小于其年平均收益率 Wi,t

的周数。DUVOL 的值越大，代表收益率的分布越左偏，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2. 信息披露质量 DIS。本文采取深交所、上交所对上市公司的年度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披露

质量的代理指标，其中上交所只公布了 2016—2017 年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相对于其他指标。考评

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个等级，本文将依次赋予它们 4，3，2，1。

3. 商誉 GW。《企业会计准则 (2006) 》将商誉定义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下购买方对合并成

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本文用商誉与资产的比值 GW_

ASSET 和商誉与净资产的比值 GW_OW 两个指标来衡量。

4. 控制变量。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托宾 Q 值（TOBIN）
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 /期末企业总资产 =（股权市值 +净债务市值）/期

末企业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ROA）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利润 /净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率（LEV） 公司期末负债总额 /期末资产总额

周持有收益率（RET） 股票 i在第 t年的平均周持有收益率

周持有收益的标准差（SIGMA） 股票 i在第 t年的收益波动，为公司 i在第 t年周持有收益的标准差

行业变量（IND）
行业虚拟变量，按照证监会 2001 年行业分类标准，将行业分为 12 大类（不

包括金融保险行业）

年度变量（YEAR） 年度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 1，我们构建以下模型：

DISi,t=α0+α1GWi,t+γControls+εi,t      

其中，DISi,t 表示信息披露质量，GWi,t 表示 t 期经总资产和净资产调整后的商誉值。Controlsi,t

为相应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可能引发商誉的因素。

为了验证假设 2、3，我们构建以下模型：

CrashRiski,t+1=β0+β1GWi,t +γControlsi,t +εi,t        

其中，CrashRiski,t+1 分别由 NCSKEWt+1 和 DUVOLt+1 来度量，GWi,t 表示 t 期经总资产调整后的

商誉值。Controlsi,t 为相应的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其他可能引发股价崩盘的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公司中的商誉资产规模 GW_ASSET 和商誉净资产规模

（3）

（4）

刘伟秋 : 并购商誉、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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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_OW 的均值为 0.0518 和 0.1635，而其与标准差的比值较大，说明数据离散程度较高。主要研

究变量 NCSKEWt+1 和 DUVOLt+1 两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 -0.2275 和 -0.1554，这两个指标与杨威（2015）
[11]、韩宏稳（2019）[17] 的研究大体相同。其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文献较为

一致 ( 王化成等，2015）[3]。

表 2  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5% 分位 中位数 75% 分位

GW_ASSET 7,161 0.0518 0.0950 0.0001 0.7108 0.0015 0.0094 0.05266
GW_OW 7,161 0.0867 0.1635 0.0009 4.226 0.0031 0.0177 0.0928

DIS 7,161 3.0900 0.6336 1 4 3 3 3
NCSKEWt+1 7,161 -0.2275 0.7512 -4.2214 4.6983 -0.6188 -0.2150 0.1666
DUVOLt+1 7,161 -0.1554 0.4920 -2.6872 2.4533 -0.4780 -0.1662 0.1455

TOBIN 7,161 2.7804 2.7827 0.0996 47.8035 1.1634 2.0364 3.4970
RET 7,161 0.0050 0.0086 -0.0191 0.0812 0.0003 0.0034 0.0079

SIGMA 7,161 0.0376 0.0176 0.0131 0.2679 0.0188 0.0251 0.0423
BM 7,161 0.8279 0.9018 0.0224 10.0342 0.3309 0.5510 0.9376

ROA 7,161 0.0454 0.0541 -1.0675 0.3897 0.0183 0.0414 0.0700
ROE 7,161 0.0610 0.6466 -48.155 4.1263 0.0366 0.0741 0.1171
LEV 7,161 0.4151 0.2023 0.0102 0.9856 0.2505 0.4057 0.5696

（二）相关分析结果

NCSKEWt+1 和 DUVOLt+1 的相关性为 0.8783，显著水平为 1%，这说明股价崩盘风险两个测

量指标具有较高的一致。信息披露质量 DIS 与 GW_ASSET、GW_OW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0458、-

0.0765，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并购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初步验

证了假设 H1。NCSKEWt+1 和 DUVOLt+1 与 GW_ASSET 在 1% 的水平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0666

何 0.0606，这表明商誉的确认与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验证了假设假设 H3。由

上述结果可得，本次模型中主要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5，说明回归模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三）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1）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

为检验假设 H1 和 H2，通过对模型（3）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表 3。表 3 中的（1）列表示

商誉资产规模 GW_ASSET 与信息披露质量 DIS 的影响，（2）列表示，商誉净资产规模 GW_OW

与信息披露质量 DIS 的影响。

由（1）（2）列可知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其中信息披露质量 DIS 与 GW_ASSET、GW_OW 的系数分别为 -0.3860、-0.2668，两者均在 1% 的

水平显著，说明，在控制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

股票年度内平均回报率（RET）、股票回报率波动（SIGMA）、市账率（BM）、托宾 Q 值（TOBIN）

以及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商誉的资产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该公司的商

誉规模越大，该公司的信息披露的等级就越低，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前文研究假设 H1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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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假设 H1 的检验结果

 变量
DIS 

(1) (2)

GW_ASSET -0.3860***

(-4.68)

GW_OW -0.2668***

(-5.74)

LEV -0.1627*** -0.1187*

(-3.44) (-2.51)

ROA 3.9293*** 3.9325***

(26.38) (26.46)

ROE -0.0151 -0.0182

(-1.31) (-1.58)

TOBIN -0.0117*** -0.0114***

(-3.62) (-3.59)

BM 0.0732*** 0.0692***

(7.08) (6.68)

In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_cons 1.090** 1.064*

(2.59) (2.54)

N 7161 7161

Adj,N2 0.1335 0.1348

F 53.52 54.1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2）商誉、信息披露质量、股价崩盘风险

为检验假设 H3，本文对上文设定的模型（4）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下表 4。表 4 中，第 1、

2 列是被解释变量 NCSKEWt+1，第 3、4 列是被解释变量 DUVOLt+1，（1）（3）是分析商誉资产规

模 GW_ASSET 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2）（4）是分析商誉净资产规模 GW_OW 与与股价

崩盘风险的回归结果。

由表 4 的第 1 列和第 3 列可以看出，在控制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净

资产收益率（ROE）、股票年度内平均回报率（RET）、股票回报率波动（SIGMA）、市账率（BM）、

托宾 Q 值（TOBIN）以及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商誉与 NCSKEWt+1 和 DUVOLt+1 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 0.2335、0.1409，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 H3 相符，说明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商誉与

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负线性关系。（2）和（4）对商誉净资产规模进行回归发现均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均大于 0。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商誉资产规模小的公司，商誉

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其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H2 得以验证。

为检验 H3，本文采取分组回归方法，将信息考评结果为 1 和 2 的企业分为信息披露质量低的

企业，考评结果为 3 和 4 的企业分为信息披露质量高的企业，以此来对商誉规模与股价崩盘风险

DUVOLt+1 进行回归分析。表 6 列示了研究假设 H3 检验的 OLS 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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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假设 H2 的检验结果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3） (4)

GW_ASSET 0.2335** 0.1409**

(2.25) (2.08)

GW_OW 0.1175** 0.0740*

(2.01) (1.94)

NCSKEW 0.0601*** 0.0602***

(4.89) (4.91)

DUVOL 0.0559*** 0.0559***

(4.64) (4.64)

RET -5.3961** -5.4797** -4.0690** -4.1122***

(-2.26) (-230) (-2.61) (-2.64)

SIGMA -0.1241 -0.0363 -0.1776 -0.1370

(-0.09) (-0.03) (-0.20) (-0.15)

LEV 0.2009*** 0.1775*** 0.128*** 0.1143***

(3.39) (3.00) (3.32) (2.95)

ROA 0.5382*** 0.5265** 0.3918*** 0.3855***

(2.89) (2.84) (3.22) (3.17)

ROE -0.0338** -0.0321** -0.0338*** -0.0328***

(-2.34) (-2.23) (-3.58) (-3.48)

TOBIN 0.0163*** 0.0168*** 0.0093*** 0.0096***

(4.03) (4.19) (3.53) (3.66)

BM -0.0640*** -0.0623*** -0.0414*** -0.0403***

(-4.97) (-4.82) (-4.90) (-4.76)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0073 0.0251 0.0367 0.0472

(0.01) (0.05) (0.10) (0.14)

N 7161 7161 7161 7161

Adj,N2 0.0403 0.0402 0.0417 0.0417

F 13.54 13.50 13.99 13.97

表 5 中，第 1 列和 2 列的被解释变量是 GW_ASSET，第 3 列和 4 列的被解释变量是 GW_

OW，第 1 列和 3 列报告的是信息披露质量低的 6217 家企业的多元回归结果，第 2 列和 4 列报告

的是信息披露质量高的 944 家企业的多元回归结果。由表 6 中第 1 和 2 列的结果可知，当信息披

露低的状态下，商誉资产规模与股崩盘风险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成 0.128 的正比例关系，

而披露质量高的企业，回归系数为 0.269，但却不显著。由第 3 和 4 列的结果可得出，当信息披露

低的状态下，商誉资产规模与股崩盘风险的回归系数为 0.102，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而披露质量

高的企业做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这些回归结果说明，商誉规模与与股价崩盘风险正向关系在信

息披露质量低的分组中更为显著，即前文假设 H3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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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假设 H3 的检验结果

变量

DUVOLt+1

(1) (2) (3) (4)

信息披露质量低 信息披露质量高 信息披露质量低 信息披露质量高

GW_ASSET 0.128* 0.269

(0.073) (0.191)

GW_OW 0.102** 0.015

(0.043) (0.086)

DUVOL 0.056*** 0.045 0.055*** 0.048

(0.013) (0.035) (0.013) (0.035)

RET -4.113** -1.713 -4.075** -2.203

(1.682) (4.381) (1.681) (4.374)

SIGMA 0.176 -1.087 0.159 -0.692

(1.012) (1.994) (1.011) (1.982)

LEV 0.179*** -0.121 0.166*** -0.139

(0.044) (0.103) (0.044) (0.104)

ROA 0.761*** -0.231 0.766*** -0.247

(0.212) (0.231) (0.212) (0.231)

ROE -0.049 -0.026** -0.050 -0.025**

(0.084) (0.011) (0.084) (0.011)

TOBIN 0.008*** 0.006 0.008*** 0.007

(0.003) (0.007) (0.003) (0.007)

BM -0.045*** -0.002 -0.044*** -0.003

(0.009) (0.026) (0.009) (0.026)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040 0.020 -0.035 0.048

(0.095) (0.413) (0.095) (0.413)

N 6217 944 6217 944

Adj,N2 0.047 0.062 0.047 0.060

F 13.28 2.53 13.39 2.45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并购重组市场的迅猛发展，溢价并购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而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其本

身作为一种一个可操纵性极强的会计科目，最终会影响资本市场，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本文运用

深交所和上交所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18 年的数据，运用 stata 实证分析并购商誉与信息披露质量、

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商誉规模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低，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并

且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越低的公司，其确认的商誉规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针对推进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强化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信息披露、完善企业内部监机制。信息披露不充分是形成商誉泡沫以及股价泡沫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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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公司年报中的会计信息更是有助于监管者和投资者发现公司的真实价值，因此，要加大

内部监督和外部审查来防止企业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来做盈余管理，监管机构应加大强制披露信

息的范围。二，监管者积极引导市场理性并购，加强监督，防止上市公司基于盈余管理动机带来

的股市波动，维护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三，投资者应理性投资，切勿跟风炒作。

（指导教师：黄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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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il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Liu Weiqiu

（School of Accounting，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

Abstract:  The stock price crash caused by the premium merger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caused by the stock price crash 

not only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but also seriously affec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rger premium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This paper selects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8,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collaps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1)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goodwill, the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The lower the quality, the greater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collapse; (2) Com-

pared with companies with high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mpanies with low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tock price collapse risk. The article enriches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goodwill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tock price collapse risks, and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high qual-

ity development of finance and economy.

Key words:  Goodwill;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Capital Market;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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