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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关注、企业成长机会 

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董美彤
1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会计专业，山东 济南，250100） 

 

摘 要：内部控制是企业实现高效运营和良好业绩的重要保证。立足于我国市场竞争机制尚不成熟的现

状，我国于 2008 年出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关规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定期披露。本文

基于目标导向下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 2009—2012 年沪深两市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

本，研究网络媒体关注度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企业成长机会对媒体关注度与内部

控制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

强，并且这一影响在成长机会较大的国有企业表现更加明显。本文研究将为政府利用外部机制更好地

监督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提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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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安然事件后，美国政府颁布实施了 SOX 法案 ，

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内控体系、高管行为进

行了严格的规范，以恢复广大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

心。受美国 SOX 法案的影响，为满足国内资本市场

运行的需要，我国于 2008 年出台了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的有关规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定期披

露。自我国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以来，管理层的风险偏

好、组织忠诚度以及企业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市场

化进程等因素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成为国内

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程晓陵，2008；张颖和郑洪涛，

2010；李志斌，2013）。近几年，从“三聚氰胺”事件

到科龙电器的数据造假事件，再到 2013 年的近 30 家

A 股上市公司被质疑财务造假和 2014 年的上海家化

内斗，作为资本市场“五指理论”的“中指”——媒体的

监督成为市场经济深化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陈志

武，2005）。伴随着现代社会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

联网媒体监督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逐渐成

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新热点。而作为具有特殊产权背景

的中国，网络媒体关注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影响有哪些特殊之处，以及当国有企业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时，企业所面临的不同成长机会对内控有效性会

产生怎样的不同影响？这些问题是现有研究较为缺乏

的。为此，本文基于目标导向下的内部控制评价体

系，选用 2009-2012 年度沪深两市 A 股国有上市公司

为样本，收集来自各类新闻媒体网站的一手数据研究

网络媒体关注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以及成长

机会对其二者的调节作用，以期望为政府利用外部机

制更好地监督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提供合理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媒体监督理论认为，媒体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中

介，通过报道上市公司某些丑闻或不当行为(Bushee，

2010；Miller L 和 Miller D，2006），影响企业和经

理人声誉，能够最终促使企业改进治理结构（郑志

刚，2007；Dyck 和 Zingales，2008；李培功和沈艺

峰，2010）。国内外学者对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研究

结论可以归为三类（Dyck 和 Zingales，2002)。第

一，媒体关注导致强大的舆论压力,驱动企业管理层更

有效地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变革(Besley 和 Prat，

2006)。第二，上市公司委托代理的存在使得媒体在

塑造代理人的公众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督

促他们按照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罗进辉，

2012）。第三，媒体关注会影响公司高管在股东心目

中的声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谋取私利的行

为。Miller(2006)发现媒体可以通过证券机构、律师事

务所等信息中介获得信息或者通过自己调查获得信

息，从而提前披露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由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失效而引发的会计舞弊与造假行为，是

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媒体对此也很

感兴趣，充分挖掘这类企业的不当行为来行使其监督

职责。与外部审计等显性监督机制不同，媒体监督体

系庞大，不易被收买，随时可以发挥变“隐性”约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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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约束的作用。姚广宜（2012）在阐述网络环境

下的媒体监督特点时指出新媒体时代下网络媒体承载

信息多，传播及时，准入门槛低，很大程度上打开了

言论通道，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赵渊贤

和吴伟荣（2014）以 2009-2012 年沪市 A 股上市公司

为样本，通过对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分析证实,媒体关注

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逯东等

（2015）将媒体分类，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数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系统考察了

不同类型的媒体关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政策导向的媒体关注越高，上市公司的内部

控制质量越好。无论从监督的主体、对象、载体，还

是监督的过程和效果来看，网络媒体监督都更能体现

舆论监督的价值和特点。但贺建刚等（2008）在对五

粮液做案例分析时却发现，尽管企业治理缺陷能够得

到正确的市场定价，但是面对诸多市场纠正机制的约

束，特别面对媒体监督，五粮液大股东借助控制权实

现利益输送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改善或缓解的

迹象。因此指出媒体监督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发现功

能，但并不会对上市公司行为产生实质的影响。 

综合国内学者外对网络媒体监督作用的不同研究

结论，笔者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作为特殊产权性

质的企业，与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存在更多的关联与

关系，管理层声誉会对晋升途径产生重要影响。因

此，经营管理者会更多关注外部规制对自身声誉的影

响，从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性目

标、资产安全性目标五个方面建立高效的内部控制体

系，达到企业大股东的满意。因此，本文在使用基于

目标导向下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标描述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前提下做出以下假设： 

    H1：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内

部控制有效性越高。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成长阶段直接或间

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刘焱，2014；陈汉

文，2015）。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其防范

风险、管理水平、企业价值、人员能力等状况都不

同，决定了其内部控制建设重点不同（李小芹，

2014）。处于成长期的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张，筹资

活动频繁，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加重，企业内部控制

存在较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加强内部控制的意识随之

增强。加之高成长性的国有企业多考虑未来较大的发

展机会和空间，在媒体关注度同样的情况下，高成长

性的企业往往有更强烈的意愿树立良好的声誉形象。

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企业成长机会的差异

性考虑进来，提出以下假设：  

    H2：成长机会越大的国有企业，网络媒体关注

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作用越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9-2012 年我国沪深两市 A 股国有

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同时发行 A 股、B 股和 H

股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资料不全、存

在异常数据的企业；由于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

况的上市公司按照规定会被监管机构给予特殊处理，

在进行经营效果评价时要特别注意被冠以 ST 或 PT

的公司，因此样本中不剔除 ST、PT 企业。本文所使

用的网络媒体关注相关数据是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得到

的，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不全数

据是通过巨潮资讯网摘自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

数据分析处理过程采用 Stata12.0 和 Excel 来完成的。 

（二）变量解释 

1、自变量——网络媒体关注度 

    关于网络媒体关注度的衡量，目前较为通用的做

法是，使用新闻标题中包含公司简称的次数来代表相

应公司的媒体关注水平(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随

着互联网传递信息的迅猛发展,各类新闻网站已成为广

大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饶育蕾等，

2010)。根据百度新闻的官方说明，其新闻来源包含

各大报刊杂志电视媒体网站和 1000 多个综合和地方

新闻网站，而且没有收录博客、论坛、广告等方面的

信息。因此,本文利用百度新闻搜索引擎获取媒体关注

数据。本文借鉴罗进辉(2012)的方法进行手工收集，

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引擎”（http://news.baidu.com）

对标题中含有公司简称的报道分年度搜索，将输出的

相应的新闻报道条数界定为网络媒体关注度。 

2、因变量——内部控制有效性 

    理论界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有不同的方法，

本文认为内部控制建设主要是为企业实现内部控制目

标提供合理保证，应以企业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

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因此，借鉴王宏

(2011)和张兆国等(2011)的方法，将内部控制目标划分

为五个子维度：合法合规目标、资产安全目标、财务

报告目标、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对其进行量化，建

立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 

    评价标准和得分方法的合理与否都会影响最终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国有上市公司分布在各个行业，不

同行业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内部控制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因此在进行评分的过程中进行分行业处理，采用

功效系数法评分，其中对适度性指标的适度值选取采

用的是行业均值的做法。而对于定性指标，根据评价

指标的性质进行处理。例如，在评价经营异常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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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公司经营正常，得分为基准分 40 分；如果

被证券交易所 ST，则该项指标的得分为 20 分；如果

被 PT，则得分为 0。对数据进行两个层次量化之后，

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整体得分，以此作为因变量的

替代变量。

表 1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战略目标

（A1） 

销售额（A11） 以当年的营业收入进行衡量 

销售增长率（A12） (当年销售额–上年销售额) /上年销售额 

长期资产适合率（A13） (所有者权益+长期负债 ) / ( 固定资产净值+长期投资净值) 

资产负债率（A14） 负债/总资产 

可持续增长率（A15） 所有者权益本期增加额/期初所有者权益 

TobinQ 值(A16) (股票市值+净债务) /有形资产价值 

经营目标

（A2） 

存货周转率（A21）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A22）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总资产周转率（A23） 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人均销售额（A24） 营业收入/员工总人数 

营业利润率（A25）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A26） 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净利润现金含量（A27）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经营异常状况（A28） 是否被 ST、PT 

报告目标

（A3） 

非正常应计数(A31) 根据修正琼斯模型进行估计 

报表审计意见(A32) 根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确定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A33) 根据企业的相关公告 

重大会计舞弊行为(A34) 根据相关部门或媒体批露的信息 

合规目标

（A4） 

罚款数额(A41) 司法行政部门的罚款(包括税收滞纳金)以及合同的违约罚款 

未履行债务（A42） (应交税金+应付职工薪酬+到期未偿还债务) /营业收入 

违规行为（A43） 是否被证监会、交易所处分或谴责 

资产安全性目

标（A5） 

资产的盘亏、毁损(A51) 存货、固定资产的盘亏及毁损数额 

资产减值损失(A52) 资产减值损失/年末总资产 

关联方资金占用（A53） 年末其它应收款/年末总资产 

对外担保（A54） 对外担保资金总额/年末所有者权益 

 



2016 年 09 月                                     经济金融会计                                           总 02 期             

17 

3、调节变量——成长机会 

    成长机会代表企业的成长能力，Delmar 在综述

大量文献基础上提出了衡量企业成长的一些指标，如

市场份额、资产和销售额等。这些具体指标具有各自

不同的含义和特点，在遵循适用性的原则下被运用到

了企业成长研究的各个方面。刘曜（2011）在研究企

业成长测度时指出根据我国会计准则，使用主营业务

收入来测度企业成长更准确，主营业务收入剔除了如

接受捐赠、补贴等非经常性收入，能够真实地反映企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国内研究中最常用的指标就是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本文基于目标导向的视角，综合

已有研究文献采用主营业务增长率来衡量样本企业的

成长能力。 

4、控制变量 

内部控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的内部控

制评价体系已涵盖了大量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

量，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选取两权分离度、是否重

组、独立董事比例、未流通股占比等控制变量。研究

变量的界定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内部控制有效性 IC 根据表 1 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来计算 

媒体关注度 Media 用百度新闻搜索引擎报道数取自然对数 

成长机会 Growth （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当年主营业务收入 

两权分离度 SD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是否重组 RC 当年发生重组行为即为 1，否则为 0 

股本结构是否变化 Structure 当年股本结构发生变化即为 1，否则为 0 

股本总数 CS 股本总数取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Ratio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用来控制董事会特征 

监事人数 Supervisor 企业监事的数量 

未流通股比例 Nontradable 未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高管持股比例 Mshare 企业高管持有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三）模型构建 

国有上市公司网络媒体关注度与内部控制有效

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Ⅰ）： 

IC=α0+α1Media+α2SD+α3Mshare+α4RC+α5Str

ucture+α6Ratio+α7Supervisor+α8CS+α9Nontrad

able+ε 

模型（Ⅱ）： 

IC=α0+α1Media+α2Growth+α3Media×Growth+

α4SD+α5Mshare+α6RC+α7Structure+α8Ratio+α

9Supervisor+α10CS+α11Nontradable+ε 

模型（Ⅰ）针对假设 H1，将解释变量单独回归

对因变量的影响，研究网络媒体关注度与国有上市

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利用该模型进行两

次回归，一次是同年度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

归，一次是当年因变量与上年自变量的回归，以验

证二者的因果关系。 

    模型（Ⅱ）针对假设 H2，将成长机会这一变量

引入回归方程中，检验其对上一模型中存在的关系

的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 

表 3 是对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

以看出内部控制指标最大值是 72.58，最小值是

46.92，平均值为 62.91，说明不同国有企业存在不

同的内部控制水平，存在差异比较大。网络媒体关

注度在不同国有上市公司中差异明显，最大值为

15.00，最小值为 0.69，说明网络媒体对不同的国有

企业的关注存在较大的差异。企业的成长机会均值

0.04，整体水平不高，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很

大，说明国有企业间成长机会差异很大。   

表 4 是对所有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指标分年度进

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由于 2010 年财政部等五部委

联合发布内部控制体系评价，各国企加强了内部控

制建设，当年的内部控制水平相比 2009 年有较大水

平的提升。但同时可以发现，在随后的两年里，内

部控制指标的平均得分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标准差

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说明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

颁布没有起到长期的促进企业内控建设的作用，企

业间内控水平的差异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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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ean Std. Dev. Min Max 

IC 62.91 3.38 46.92 72.58 

Media 6.01 1.80 0.69 15.00 

Growth 0.04 0.52 -11.17 2.87 

SD 12.82 14.12 0.00 32.83 

RC 0.01 0.12 0.00 1.00 

Structure 0.18 0.38 0.00 1.00 

CS 21.16 2.28 18.02 25.19 

Ratio 0.34 0.04 0.00 0.56 

Supervisor 0.49 0.13 0.00 1.00 

Nontradable 0.27 0.26 0.00 0.84 

Mshare 0.00 0.02 0.00 0.24 

   

表 4 内部控制指标分年度描述性统计 

year Mean Std. Dev. Min Max 

2009 63.02 3.60 51.81 71.69 

2010 63.62 2.68 53.88 70.57 

2011 62.52 3.32 50.65 72.58 

2012 62.50 3.70 46.92 70.95 

 

注：
***
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相关性检验与回归分析 

    利用 Stata12.0 对本文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 5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与网络媒

体关注度的相关系数为 0.07 并且在 5%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本文所有变量 1/VIF 值均大于 0.5，表明本文模

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网

络媒体关注度对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考察成长机会对媒体关注度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关系的

影响程度，将成长机会引入模型（Ⅲ）进行回归。回归

结果如下： 

 

 

 

表 5 变量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IC 1.00           

2Media 0.07** 1.00          

3Growth 0.19*** 0.03 1.00         

4SD 0.01 -0.08 -0.02 1.00        

5RC -0.09** -0.03 -0.03 -0.08** 1.00       

6Structure 0.05 0.12*** 0.04 -0.21*** 0.07** 1.00      

7CS -0.04 -0.01 0.04 -0.45*** -0.06* -0.25*** 1.00     

8Ratio 0.06* 0.06* 0.01 -0.13*** 0.11*** 0.19*** -0.08** 1.00    

9Supervisor 0.02 -0.05 0.02 -0.18*** -0.03 -0.10*** 0.40*** 0.13*** 1.00   

10Nontradable 0.04 -0.05 -0.02 0.63*** -0.02 -0.08** -0.45*** -0.03 -0.24*** 1.00  

11Mshare -0.05 0.01 0.01 -0.08** -0.01 0.11*** -0.10*** -0.00 0.07** 0.09*** 1.00 



2016 年 09 月                                     经济金融会计                                           总 02 期             

19 

表 6  回归结果分析（ N=880）  

因变量 IC 

变量与检测指标  模型（Ⅰ） 模型（Ⅱ） 

控制变量 

SD -0.01（-0.95） -0.01（-0.88） -0.00(-0.02) -0.01(-0.96) 

RC -2.89(-2.92)*** -2.80（-2.84）*** -0.12(-0.16) -2.64(-2.72)*** 

Structure 0.36(1.07) 0.30（0.91） 0.42(1.26) 0.23(0.72) 

CS -0.06(-0.92) -0.06(-0.94) -0.21(-1.45) -0.08(-1.22) 

Ratio 4.31(1.47) 4.06(1.38) 9.89(3.52)*** 4.03(1.40) 

Supervisor 1.11(1.13) 1.21(1.24) 1.45(1.67) 1.28(1.33) 

Nontradable 0.87(1.48) 0.88(1.50) -0.57(-0.92) 0.86(1.49) 

Mshare -13.38(-1.97)** -13.36(-1.97)** -5.63(-0.76) -13.95(-2.10)** 

解释变量 

Media  0.12(1.86)* 0.18(2.33)** 0.13(2.05)** 

调节变量 

Growth    1.18(5.54)*** 

二维交互效应 

Media*Growth    -0.33(-1.70)* 

注：
***
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从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同一年国有上市公司的网

络媒体关注和其内部控制有效性在 10%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正相关(β= 0.12)，说明媒体关注度高的国有企业

内部控制质量更高；上年的网络媒体关注度和当年企

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在 5%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β=0.18)，说明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

的信息越公开透明，为了保持其本身良好的声誉，企

业会更有动力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来提高企业的综

合治理能力，表现出内部控制结果的高效。模型(I)回

归分析结果与假设 H1 一致。考虑到处于生命周期不

同阶段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行为和表现，所以引入成长

机会（Growth）这一变量继续研究，从运行结果来

看，交互项 Media*Growth 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β=-0.33），说明在成长机会高的国有企业，网络媒

体关注度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会更明显。成长

机会较高的企业相比于成长机会较低的企业来说，企

业成长空间大并且内控制度可改进的地方多，在媒体

关注度同样高的时候，具有高成长的企业反映会更强

烈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外部形象，提高投资者对企业的

信心。模型(II)回归分析结果使假设 H2 得到验证。 

表 7  内部控制具体维度回归分析（ N=880）  

因变量 A1 A2 A3 A4 A5 

控制变量 

SD -0.03(-0.69) -0.01(-0.47) 0.01(0.49) 0.02(1.29) -0.11(-3.08)*** 

RC -9.45(-2.56)** -6.26(-3.02)*** -0.94(-0.62) 0.66(0.64) -2.19(-0.74) 

Structure 1.62(1.31) 0.79(1.13) 0.05(0.11) 0.11(0.33) -0.51(-0.52) 

CS -0.33(-1.31) 0.23(1.67)* -0.08(-0.81) 0.10(1.43) -0.81(-4.05)*** 

Ratio 4.30(0.39) 15.66(2.55)** 1.45(0.33) -9.12(-2.99)*** 3.22(0.37) 

Supervisor 9.90(2.71)*** -2.44(-1.19) 0.39(0.26) 0.56(0.55) 9.40(3.21)*** 

Nontradable -0.78(-0.35) 1.58(1.28) 0.73(0.82) 0.42(0.69) 1.38(0.78) 

Mshare -48.41(-1.91)* -8.89(-0.63) -3.80(-0.37) 7.33(1.04) -70.41(-3.48)*** 

解释变量 

Media -0.24(-0.99) 0.40(3.01)*** 0.21(2.20)** 0.02(0.26) -0.62(-3.28)*** 

注：***表示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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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分析 

    以上分析了网络媒体关注度对国有企业内部控制

综合水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网

络媒体关注度对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五个维度的影

响，回归结果如表 7。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网络媒体关注度与国有

企业战略目标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媒体关注

度对企业战略选择与实施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的作

用；相反媒体关注度与经营目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说明媒体关注的增多对企业经营过程的控制

机制促进作用明显；媒体关注度与企业报告质量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媒体公开国有

企业信息越多，企业出具的报告质量越

高，舞弊行为越少；媒体关注度与企业合

规目标间有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资产

安全性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9—2012 沪深两市 A 股国

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目标导向的内部

控制评价体系，研究网络媒体关注度对国

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以及

企业成长机会对二者的调节作用，得到以

下结论：网络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上市

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并且这一影

响作用在成长机会较大的企业表现得更加

明显。进一步地研究表明，通过对内部控

制体系 5 个目标的分别考察，发现网络媒

体关注度与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报告目标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启示：在我国这

样市场竞争机制尚不成熟的国家，网络媒

体监督在改进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在对国有企

业尤其是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问

题进行治理时，应更多考虑媒体监督等外

部机制的作用，利用媒体的舆论作用影响

国有企业管理层更好地管理运营企业。媒

体作为“隐性”的外部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既可以通

过了解揭露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同时又可以通过新

闻报道等多渠道的手段为企业树立外部形象。对于企

业来说，迫于市场声誉的压力会采取各种措施使内部

控制效果得以改善，从而通过媒体在大股东和广大投

资者前保持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在国有企业内部

治理尤其是内部控制治理方面的问题上，要外部控制

和内部控制相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完善媒体

的监督治理功能，保证网络媒体的言论自由，让市场

的声誉机制弥补单纯的政府、法律监管带来的低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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