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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叶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曳和叶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曳要求执行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企业必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遥 其中叶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曳自 2011 年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

实施袁自 2012 年起在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实施袁这
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由自愿披

露转向强制披露阶段遥 上市公司在披露年报的同时

不仅要披露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袁还
要披露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遥 至此袁
债权人通过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来判断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可靠性的渠道受到

了影响遥 因而袁债权人势必会综合判断上市公司披

露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遥
相比较股权投资者袁 债权人处于信息劣势袁通

常会以提高上市公司的债务成本来获得信息不足

带来的风险溢价遥 一方面袁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第

三方监督袁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

度遥通常我们认为大所的审计质量相对较高袁经济依

赖性较弱袁独立性更高袁可以充分发表客观的审计意

见袁缓解信息不对称袁使债权人获得更加充分可靠的

会计信息袁从而债权人要求的风险溢价就会越低袁相
应债务成本也越低遥另一方面袁良好的内部控制也可

以有效缓解公司内部与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袁减
少公司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袁 还可以提高公司经营

效率袁 降低经营风险和贷款风险袁 从而降低债务成

本遥因此袁本文主要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验证以下

问题院内部控制对债务融资成本有何影响钥在不同审

计质量下袁内部控制对债务融资成本有何作用钥内部

控制与外部审计监督作为确保公司提高信息质量的

两种内外治理机制袁 在降低债务成本上是互补关系

还是替代关系钥 在高质量审计下内部控制作用的发

挥是否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存在较大差异钥
本文理论意义在于院渊1冤拓展了外部审计监督与

内部控制对企业债务成本影响的相关内容遥 尽管已

有文献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

响袁 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在不同审计质量

摘 要院以 2011要2014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袁研究了外部审计监督与内部控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交互影响遥
研究发现院外部审计质量越高袁债务成本越低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袁债务融资成本越低曰外部审计监督与内部控制在降低债

务成本上呈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遥在审计质量较高的情况下袁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袁企业债务成本越低曰反之袁在外部审计

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袁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的影响减弱遥这种互补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袁说明在不完善的

中国经济市场中袁非国有企业为了降低债务成本需要充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遥
关键词院审计质量曰内部控制曰债务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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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遥 本文从内外部两种不同的治

理机制角度综合考虑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袁
进一步丰富了外部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

方面的研究遥 渊2冤丰富了内部控制对债务融资成本

影响的相关内容遥 本文考虑了高质量审计下内部控

制作用的发挥是否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存在较大差

异遥 实践意义在于院关注债务成本的影响因素对企

业价值产生重要影响遥 公司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监

督作为确保公司提高信息质量的两种内外治理机

制袁进一步分析在我国特殊背景下袁这两种治理机

制在降低公司债务成本方面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袁
对如何加强内外监管机制建设具有重要影响遥

二尧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渊一冤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

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一种相互牵制袁权利制衡的

机制遥 内部控制制度从两个方面来影响财务报告的

可靠性遥 一方面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可以从一定

程度上降低经理人和相关职员发生错报的可能性袁
从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曰另一方面袁内部控制可以

有效减少全体员工的机会主义和不道德行为袁从而

确保财务信息的可靠性遥 内部控制的质量越高袁会
计信息质量越高[1~2]遥 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提

高债权人对企业财务报告的信赖程度袁从而降低债

务成本遥 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袁公司可能

存在较高的隐含风险袁从而导致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增加[3~5]遥 此外袁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有助于提高企

业持续经营的能力袁增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袁进而

提高财务报表信息质量袁从而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

策[6]遥 内部控制缺陷与应计利润正相关袁即内部控制

存在缺陷袁企业越容易操纵利润袁影响会计报表信

息的可靠性[7]遥 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缓解

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曰在非银行关联企业袁可以尽

可能提高自身的内部控制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袁
从而达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的[8]遥

假设 a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内部控制质

量与企业债务成本呈显著负相关遥
渊二冤审计质量与债务成本

财务会计信息作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袁通过

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袁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尧经营

成果尧现金流等袁在抑制大股东与经理人对剩余控

制权的滥用尧抑制代理成本中具有重要作用遥 然而袁
信息披露可能被利益相关者操纵或者是进行盈余

管理袁从而影响其真实性袁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

生袁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袁需要聘请独立的

外部审计来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9]遥
审计质量由于无法直接观测袁因此国内外学者

大都采用替代变量来衡量遥 已有文献大都采用事务

所规模尧审计费用与盈余质量三种替代变量遥 野深口

袋冶理论认为任何看上去拥有经济财富的都有可能

受到起诉袁不论其应当受到惩罚的程度如何遥 审计

大所通常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袁 当出现审计失败

时袁更有可能被客户起诉袁即使没有出现审计失败袁
基于野深口袋冶理论袁也有可能被客户起诉赔偿遥 因

此袁大所为了避免赔偿袁会加强对风险的管控袁提高

审计质量遥 此外袁相比较小规模的事务所袁大所经济

依赖性更弱袁拥有更强的独立性袁发表的观点也更

加客观袁审计质量相应也更高遥 而且大所的人员配

备质量也相对较高袁也更在乎自己的声誉袁这也使

其审计质量更高遥 在对审计质量替代指标有效性检

验中发现袁审计机构是否为国内野十大冶会计师事务

所与以 Jones 模型为基础的可操纵性应计作为替代

指标最佳[10]遥 研究发现事务所的行业专长能有效抑

制公司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袁从而提升会计信

息质量[11]遥 外部审计质量越高袁债务成本越低[12]遥 审

计质量越高袁会计信息质量就会相对较高[13]遥在银行

利率决策时袁会计稳健性发挥了重要作用袁即企业

会计稳健性越高袁企业更易获得较低利率水平[14]遥
假设 b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外部审计质

量与企业债务成本成显著负相关遥
渊三冤外部审计监督与内部控制作用方式

国内已有文献对于外部审计监督与内部控制

两种治理机制在发挥治理作用时的关系有一定的

探讨袁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遥 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

监督在抑制公司盈余操纵方面存在替代效应袁内部

控制的有效发挥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表现得

更为明显[15~16]遥 在研究公司更换审计师的样本中发

现袁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变化呈现倒 U 型的关

系袁只有当内部控制足够有效时袁内部控制与高质

量审计之间的替代效应才会表现出来[17]遥 内部控制

越好袁 越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职能的有效发挥遥
大所能有效抑制银行金融风险[18]遥 即表明注册会计

师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外部监督能有效降低企

业风险袁影响公司绩效袁进而影响债权人对债务利率

水平的制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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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上是一

种什么关系呢钥 一方面袁外部审计质量可能影响着

企业内部控制程度遥 审计质量高的事务所可能会更

关注自己的声誉袁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程度成为事务

所审计的侧重点遥 另一方面袁企业内部控制程度越

有效袁外部审计质量也会相应提高遥 一般来说袁内部

控制影响着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袁而财务报告的质

量又影响着审计质量袁 如果企业内部控制越好袁将
会使得审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更加可靠袁更具真实性

和可行性袁从而降低审计风险袁降低债权人对风险

溢价要求的补偿遥
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上可能

存在着互补关系遥 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利于加强公司

内部治理袁各职能之间的相互牵制避免了员工的不

道德行为袁降低了债权人风险袁同时审计人员作为

第三方鉴证人员为了维护自身信誉袁也会积极监督

企业内部治理袁提高财务信息质量遥 因此袁高质量的

审计质量与良好的内部控制均有利于降低企业与

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袁从而降低债务成本遥 我

国的市场经济尚处在发展阶段袁存在许多需要完善

的地方遥 信息不对称原因极大影响了债权人对公司

财务状况尧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的判断遥 因此袁充分

提高债权人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信赖程度至关重要遥
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上也可

能存在着替代关系遥 相对于企业的内部控制袁注册

会计师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袁具有较高的专业知

识袁其出具的鉴证结果更容易被债权人相信遥 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可以视作股东对管理者降低代理成

本的一种监督手段袁此时袁债权人会选择更加关注

企业外部审计质量袁 而忽视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遥
反之袁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袁或者外部审计质量

得不到企业信赖时袁此时债权人会更加关注企业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遥 这种替代关系也使得企业有选择

性地降低债务成本袁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遥
假设 c1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外部监督

与公司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上存在互补关系遥
假设 c2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袁外部监督

与公司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上存在替代关系遥
渊四冤不同产权性质下内外部不同治理机制的

治理效果影响

野债务融资优势冶认为政府是国有企业背后的

担保人袁不存在未来倒闭的风险遥 我国国有企业的

特殊性质. 意味着其在向银行借款时可以获得更多

的优惠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遥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袁国
有企业负债率往往高于非国有企业袁被认为是过度

负债袁但研究显示短期内国有企业可能存在利息覆

盖率较低的现象袁从长期角度考虑袁国有企业并非

属于过度负债[19]遥国有企业因为所有权缺位问题袁导
致公司内部由经理人实际控制袁 相比较非国有企

业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受到了较大影响遥 在高管权

利相对集中的公司袁会计信息质量可能会受到极大

影响遥 在我国金字塔结构盛行尧低质量外部审计需

求转股的情况下袁重视非财务信息具有重要作用[20]遥
假设 d院在高质量审计的前提下袁此时内部控制

作用的发挥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存在较大差异遥
三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 2011要2014 年深沪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为样本袁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对应

上市公司数据袁 剔除了金融行业尧ST 股以及缺失值

数据袁最终得到 7785 个样本数据遥 为了避免异常值

对回归模型产生影响袁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 winsorize
异常值处理遥

渊二冤变量定义

本文选择审计机构是否为国内野十大冶会计师

事务所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遥 借鉴前人的研究袁本
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院资产负债率尧盈利能力尧抵押

能力尧利息保障倍数尧公司规模尧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尧账面市值比尧主营业务增长率袁同时还控制了

时间效应与行业效应遥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所示遥
渊三冤研究模型

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袁本文的模型设定为如下院
cost= 0+ 1 _ + + 渊1冤
cost= 0+ 1 + + 渊2冤
首先袁在模型渊1冤-渊2冤中袁债务成本 cost 为因变

量袁即财务费用/期末总负债袁此外袁本文在稳健性检

验中将债务成本设定为财务费用/渊短期借款+长期

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冤来验证遥
其次袁我们知道审计质量的高低既与审计师专

业胜任能力有关袁也与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所保持

的独立性有关遥 毋庸置疑袁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决定

着审计质量与效率袁而且审计报告需要审计师签字

方能生效袁因此袁审计师会格外关注报告的真实尧公
允与完整性袁 考虑到自己未来的经济收入与声誉袁

104



变量 符号 定义

债务成本

外部审计监督

内部控制

企业性质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盈利能力

抵押能力

主营业务增长率

公司规模

账面市值比

资产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时间效应

行业效应

Cost1
Cost2
Audit
Ic_index
Soe
Cfo
Roa
Tang
Growth
Size
B/M
Lev
Ipm
Year
Ind

财务费用/期末总负债

财务费用/渊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冤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内野十大冶袁取值为 1袁否则为 0
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课题组编制

虚拟变量袁如果公司属于国有企业袁取值为 0袁否则为 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本年总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公司账面总资产与公司总市值的比值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息税前利润/利息费用

虚拟变量袁以 2011 年为基准年

虚拟变量袁以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划分袁剔除金融行业

表 1 变量定义表

审计师自然会提高审计质量遥 由于审计质量变量难

以直接衡量袁参照张宏亮等人的研究袁发现在中国

审计市场袁审计机构是否为国内野十大冶会计师事务

所和以 Jones 模型为基础的应计操纵性利润这两个

变量对审计质量的替代效果最佳遥 因此袁本文选用

审计机构是否为国内野十大冶会计师事务所来替代

审计质量变量遥 相比较其他较小的事务所来说袁国
内野十大冶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审计专业胜任

能力袁并且其独立性也相对较高遥
四尧实证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袁企业平

均债务成本为 0.7%袁中位数为 1.6%袁标准差有0.045袁
最小值为-0.237袁而最大值为 0.065袁这说明因为经

营风险不同袁 不同企业之间债务成本差距较大袁这
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尧内部治理结构尧行业等有关遥
内部控制指数为了方便进行经济意义分析袁进行了

标准化处理袁最小值为-5.803袁最大值为 2.156袁这说

明不同企业之间内部控制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遥

渊二冤相关性分析

由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出袁内部

控制指数与债务成本呈显著负向关系袁表明企业内

部控制质量越高袁债务成本越低袁提高内部控制质

量可以降低债务成本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越高袁企业债务成本越低袁表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越多袁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低袁因而债权

人要求的风险溢价补偿就会相对较低遥 资产账面价

值与公司总市值比值 B/M 与债务成本呈显著负相

关袁即表明公司会计稳健性越低袁信息不对称程度

就越大袁企业就要承受更高的债务成本遥
渊三冤主要回归结果

从表 4 主要回归结果第渊1冤列可以看到内部控

制质量与债务成本呈显著负向关系遥 即内部控制质

量越好袁企业债务成本越低袁从而验证了假设 a遥 我

们对内部控制质量进行标准化后发现袁当内部控制

质量提高 1%时袁相应债务成本会降低 0.4%遥 第渊6冤
列显示审计质量与债务成本呈显著负向关系袁表明

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债务成本袁从而验证了假设 b遥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Cost Ic_index Tang Roa Size Growth Cfo B/M
N
Mean
P50
Sd
Min
Max

7785
0.007
0.016
0.045

-0.237
0.065

7785
0

0.158
1

-5.803
2.156

7785
0.239
0.206
0.168
0.002
0.722

7785
0.043
0.035
0.136

-1.558
10.032

7785
22.023
21.841
1.327
16.52

29.019

7785
0.174
0.101
0.469

-0.551
3.348

7785
0.038
0.038
0.074

-0.206
0.233

7785
0.586
0.575
0.245
0.014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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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所述我们知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袁企业

所传达出的信息质量越高袁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就会降低袁从而债权人会降低要求的债务

风险溢价补偿遥 另一方面袁内部控制越好袁企业经营

风险也会降低袁企业偿还债务能力越高袁债权人的

利益越能得到保障遥
根据审计质量即是否为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袁我们将样本分为高审计质量和低审计质量

两组袁表中第渊2冤列显示的是由国内野十大冶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袁第渊3冤列显示的是由非国内野十大冶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袁从分样本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

到袁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成本均呈显著负向关

系袁但是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债务成本降低的程

度不同袁在高质量审计样本中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

成本降低程度更大遥 即在高质量审计样本中当内部

控制质量提高 1%时袁相应债务成本会降低 0.4%遥在
低质量审计样本中当内部控制质量提高 1%时袁相
应债务成本会降低 0.3%遥 这说明在高质量审计中袁
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成本的降低效果更显著袁即当

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信息共同传递时袁其降低债务

成本的作用更显著遥 这表明外部高质量审计与内部

控制高质量信号共同传递时袁降低债务成本的效应

会增强遥 只有当外部审计质量较高时袁内部控制所

传递出来的信息才能被债权人充分考虑袁一定程度

上说明外部审计质量与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

的关系上存在着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袁从而验证

Variable Cost1 Ic Tang Roa Size Cfo B/M
Cost1
Ic_index
Tang
Roa
Size
Cfo
B/M

1
-0.073***
0.287***

-0.107***
0.206***

-0.049***
0.236***

1
-0.052***
0.169***
0.270***
0.138***
0.135***

1
-0.088***
0.076***
0.265***
0.153***

1
-0.0130
0.106***

-0.130***

1
0.056***
0.644***

1
-0.079*** 1

表 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 4 主要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院cost1

总样本渊1冤 高质量审计渊2冤 低质量审计渊3冤 国企渊4冤 非国企渊5冤 总样本渊6冤
Ic_index

Audit

Tang

Roa

Size

Growth

Cfo

B/M

Constant

Year/Ind
N
R2_Adjust

-0.004***
0.001

0.083***
0.003

-0.013***
0.003
0.005***
0.001
0.004***
0.001

-0.056***
0.007
0.019***
0.003

-0.078***
0.026
控制

7袁785
0.174

-0.004***
0.001

0.081***
0.004

-0.007*
0.004
0.004***
0.001
0.005***
0.002

-0.059***
0.009
0.021***
0.004

-0.077***
0.026
控制

4袁197
0.175

-0.003***
0.001

0.084***
0.005

-0.043***
0.009
0.006***
0.001
0.003**
0.001

-0.048***
0.01
0.014***
0.004

-0.161***
0.031
控制

3袁588
0.184

-0.001
0.001

0.017
0.014

-0.029
0.028
0.001
0.002
0.004
0.003

-0.006
0.033
0.017
0.012

-0.006
0.048
控制

204
0.2

-0.004***
0.001

0.084***
0.003

-0.013***
0.003
0.005***
0.001
0.004***
0.001

-0.057***
0.007
0.019***
0.003

-0.124***
0.018
控制

7袁581
0.176

-0.001*
0.001
0.075***
0.003

-0.018***
0.004
0.004***
0.001
0.003***
0.001

-0.067***
0.007
0.023***
0.003

-0.094**
0.01
控制

7袁785
0.154

表 4 主要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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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设 c1遥 当外部审计质量较弱时袁债权人对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信赖程度降低遥
我们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况下袁对样本数据进

行分样本回归袁表第渊4冤列显示出国有企业样本内

部控制质量与债务成本的关系并不显著袁 但是第

渊5冤列显示非国有企业中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

降低债务成本袁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袁非国有企业

通过披露内部控制质量信息可以有效地向债权人

传递积极信号袁从而验证了假设 d遥我国国有企业由

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的原因袁在向银行借款时可能受

到的借款限制条件较少袁且能获得相对较多的贷款

金额袁因此是否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降低债务成本

的效用不明显遥
五尧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袁本文主要进行了以

下稳健性检验院渊1冤替换债务成本的衡量方式袁用财

务费用/渊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应付债券冤来计算债务成本遥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

示遥 本文主要回归结果与表 4 基本保持一致袁并不

改变本文主要研究结论遥 渊2冤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袁
本文原先采用的是深沪 A 股上市公司研究样本袁在
稳健性检验中样本数据扩大到所有 A 股上市公司袁

得出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遥
六尧结论

本文以 2011要2014 年深沪 A 股上市公司为

例袁研究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

响遥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别从内外部讨论两种不同

机制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遥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袁
债权人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袁对于企业真实信息很

难准确了解袁因此只有通过外部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鉴证和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把握遥 随着财政部等

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曳和叶企
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曳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控自我

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袁我国上市公司内控评价报告

由自愿披露转向强制披露阶段遥 作为债权人可以通

过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综合判断遥 而债权人在决定

债务决策时综合考虑外部注册会计师审计和企业

内部控制有效性遥 只有当外部审计质量较高时袁内
部控制有效性对降低债务成本才更有效遥 外部审计

质量与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上是互补关系而

非替代关系遥 企业在向债权人传递出信号消息时袁
高质量的审计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袁并且良好的内

部控制信号传递在审计质量较高的情况才能有效

降低债务成本遥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院cost2

总样本渊1冤 高质量审计渊2冤 低质量审计渊3冤 非国企渊4冤 国企渊5冤
Ic_index

Soe

Tang

Size

Growth

Cfo

B/M

Ipm

Constant

Year/Ind
N
R2_Adjust

-0.024**
0.011

-0.119*
0.061
0.675***
0.071

-0.004
0.011

-0.016
0.022

-1.157***
0.149
0.269***
0.060
0.002***
0.001
0.159
0.517
控制

6袁630
0.051

-0.013
0.014

-0.089
0.096
0.717***
0.103

-0.002
0.014

-0.0364
0.033

-1.490***
0.215
0.216***
0.082
0.002***
0.000
0.050
0.558
控制

3袁599
0.055

-0.034**
0.015
-0.133*
0.079
0.640***
0.099
-0.011
0.018
0.001
0.028
-0.860***
0.208
0.332***
0.089
0.001***
0.000
0.191
0.699
控制

3袁031
0.058

-0.025**
0.011

0.686***
0.074

-0.004
0.011

-0.016
0.022

-1.181***
0.153
0.277***
0.062
0.002***
0.000
0.0124
0.524
控制

6袁449
0.052

-0.007
0.007

0.071
0.066
0.011
0.010
0.003
0.019

-0.0481
0.148

-0.104*
0.061
0.001*
0.000
0.11
0.226
控制

181
0.486

表 5 主要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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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Audit Supervision, Internal Control and Debt Financing Costs

CHEN Jin, WANG Jing
(School of Accounting袁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4,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audit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on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external audit, the lower the cost of deb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the lower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in reducing debt costs ar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alternative. In the case of high
quality of audi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the lower the cost of corporate debt, on the contrary, the lower the
quality of external audit, internal control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debt costs weakened.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thi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in the non-state enterpris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more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in the imperfect
China's economic market,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st of debt needs to fully reduce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Key words: audit quality; internal control;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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