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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前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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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莱富士学院执行主席

公司治理、风险与绩效全球论坛
主席：Adrian Berendt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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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与鉴证全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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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报告全球论坛 
主席：Lorraine Holleway FCCA 
卡塔尔壳牌财务报告主管 

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 
主席：Andrea Coulson
Strathclyde大学会计学高级讲师

企业会计师全球论坛  
主席：Richard Moat FCCA  
Eircom集团首席财务官

商法全球论坛
主席：Faris Dean ACCA
Lyons Davidson事务所律师

公共部门全球论坛
主席：Datuk Wan Selamah Wan Sulaiman FCCA 
马来西亚会计总署会计总长

中小企业全球论坛 
主席：蔡懿德 FCCA
陈黄钟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税务全球论坛
主席：Mukesh Gunamal FCCA 
安永全球税务质量与风险管理总监

（上排从左至右） （下排从左至右）

自雷曼兄弟申请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破产以来

已经过去 5年了。雷曼兄弟及其它公司的崩溃使世界陷入金融危

机。我们可能感觉这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财

会专业人士现在才开始觉察到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影响。金融危机

后的监管审查带来的后果开始产生影响，其它的新思维，诸如企业

报告、可持续发展和审计等领域亦如此。身处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

的企业，将所有这些视为重中之重，公众对税务等方面监督的严密

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本期内容全面涵盖了这些领域，还有对来

自英国航空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壳牌公司的高层领导的采

访。这些内容所传达的信息使财会专业人士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编辑：奎克 Chris Quick
了解 ACCA研究与洞察项目详情，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ri

ACCA全球论坛分为 10个论坛，集合了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执
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人士，旨在进一步思考当前和未来的重要议题，探索财会行业的新机遇。
www.accaglobal.com/global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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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PG06 简介

财会专业人士面临前所

未有的需求与挑战

PG08 监管

一种革新标准的全球新

模式至关重要

PG10 壳牌

随着监管不断泛滥，壳

牌报告和会计副总裁

Paul Morshuis开始质疑

监管的好处

PG12 英国航空公司

前 首 席 财 务 官 Keith 

Williams走上最高岗位

PG14 毕马威会计师事

务所

全球主席Michael Andrew

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做

事方式需要有所不同

PG16 迂回

经济学家 John Kay解释

了为什么要间接地解决

复杂问题

企业报告

PG20 综合报告

企业意识到综合报告促

进全球文化转移

PG23交易

股市监管会促进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进步

PG26斯里兰卡

综合报告对于一个正经

历巨大转型的国家而言

非常关键

PG30重要性

日益复杂的概念需要澄

清

PG32 预计

从会计向预计的演变需

要将会计学科与其他学

科进行更多的融合

PG34伊斯兰国家金融

行业

毕马威审计业务总监

Samer Hijazi 认为伊斯

兰国家金融行业需要统

一一致的治理

PG36统一

马来西亚会计准则理事

会 (MASB)主席呼吁需

要统一伊斯兰国家的金

融交易和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

PG38全球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

随着准则的推广，我们

需要审视准则在世界各

地的应用情况

审计与社会

PG41 优化审计

IAASB采取措施为投资

者提供信息更为丰富的

审计报告

PG44 会计师事务所

论坛

论坛主席 Bob Dohrer表

示，审计从未像现在这

样备受关注

财务转型

PG46财务职能

什么因素可能影响全球

企业的财会人才管理？

PG48技能差距

拥有广泛技能的财会全

才需求不断增加

PG50中国

中国的共享服务日益普

遍

PG53创新

合益集团全球负责人

Signe M Spencer指出了

良好的矩阵组织管理能

力和成功的金融创新之

间存在的联系

PG56印度

TV Mohandas Pai 就 印

度经济和印度的会计专

业人士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

小企业

PG58 为首席财务官

赋权

首席财务官能够给企业

带来巨大的附加值，不

幸的是，首席执行官往

往不认可这一事实

PG60 非洲

虽然面临很大障碍，但

是非洲中小企业的乐观

情绪稳步增长

PG62 企业家

安永战略性高增长市场

全球副主席Maria Pinelli

讲述与创业型企业合作

为何如此让人兴奋

PG64报告

宽松的报告准则可能会

帮助中小企业，但是其

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许多锐

意进取的私营企业将认识到透明度更
高的报告所带来的价值（PG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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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67 治理

经济发展迫使海湾合作

委员会成员国的中小企

业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PG70可持续发展

会计师在帮助小企业发

展绿色实践方面可以发

挥关键作用

PG71 全球贸易

许多中小企业还需要学

习很多外汇风险方面的

知识

公共价值

PG72公众信任

会计师希望能够恢复会

计行业受损的声誉

PG74 IESBA主席

Jörgen Holmquist阐述制

定会计师道德守则的必

要性和面临的挑战

PG76举报

统一的举报管理国际标

准为何至关重要

PG78最高管理层

在报告中评估企业的业

绩时，判断“最高管理层

的声音”非常重要

PG80 人才招聘

需要打破人才招聘障碍，

确保财会行业招聘的社

会中立性

PG81巴基斯坦

缺乏透明导致脱贫计划

遇阻始末

税务

PG82全球税务

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

提出，能否制定更加公

平的全球税务规则

公共部门

PG84多元化

ACCA公共部门专业事

务主管福西特表示，在

公共部门担任高层职位

的女性仍然极其少见

全球经济

PG86波兰

波兰的经济增长率使欧

洲国家非常羡慕，但是

波兰的财务报告仍然有

待提高

页岩油能够影响地缘政治，因为它能够使

许多国家摆脱能源依赖（PG95）

随处阅读
现在您可搜索下载在线

阅读版本到您的 iPad中

或 在 www.accaglobal.

com/futuresjournal网上

阅读

PG88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靠近发展迅速

的亚洲经济体，地理位

置优越，能从这些国家

稳定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PG90卡塔尔

这个靠近波斯湾的酋长

国如何使自身及其财务

系统达到 21世纪的要

求

PG92加拿大前总理

前总理马丁表示需要把

良好的财务和商业实践

传播到需要它们的地方

PG95裂解

美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产油国，在这一过

程中将得到更多的外交

灵活性

PG98 简讯

首席财务官网站、综合

报告框架草案、ACCA全

球论坛、鼓励女性担任

高层职位和 ESRC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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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足马力
随着监管改革不断强化，综合报告稳步推广，以及投资者结构逐渐改善，2013年
将为财会专业人士带来机遇和挑战。

“你
需要具备良好的解决问题

的能力，才能为公司创造

价值，才能透过表象看问

题而不满足于最初的答案，

才能看到潜在的问题并尽一切努力寻求解决之

道，然后运用严密的逻辑和方法有效地解决棘

手问题。”

这就是拉夫劳伦（Ralph Lauren）日本首席

财务官 Vic Tan FCCA描述的当今全球经济形势

下财务主管所需的能力。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

应对变化、风险和不确定问题的能力，为团队建

立愿景的能力，对公司及其未来发展具有高瞻

远瞩的能力，以及持续广泛学习的能力。

这一切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但 Vic Tan有关

2013年财会专业人士必备能力的看法绝非一

家之言。全世界的财会专业人士越来越需要做

好准备，他们会发现自己的能力越来越为公司

所需，而公司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3

年尤其如此，因为金融危机后，旨在防止危机再

次发生以及提高商业道德和透明度的监管改革

已初现成效。

这次金融危机还引发了对于财会专业人士

涉足的关键领域的彻底反思，例如公司报告、审

计及业务规划等，这些领域现在也开始出现变

化。会计职业正在这些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对于一线的财会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

同时应对许多变化和新要求，例如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美国《多德 — 弗兰克法案》和英国《反

贿赂法》的新变化，以及其他许多披露要求。

壳牌公司负责会计和报告事务的副总裁 Paul 

Morshuis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

性与紧迫性，详见第 10页。

同时，财会专业人士还要应对日益增多的

税收筹划审查，越来越多的非财务的信息需求，

新的举报规则以及不断强化的审计市场监管。

此外还要探究综合报告以及更广泛的审计报告

等新思路。

金融危机后不久，生活就发生了显著变化。

企业在突变的经济环境中为求生存，将财会专

业人士推向这些工作的核心。传统的预算、预

测和规划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在这样一个世界

中生存非常艰难。尽管现在情形可能稍有好转，

但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充满挑战、动荡不定。

人们已经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公

司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原先只注重短期盈利

的狭窄视野拓宽了，现在对公司长期的财务生

存能力给予了更多关注，而且越来越意识到环

境、社会和监管等非财务因素的影响，无论这

种影响是好是坏。这一点也反映在公司用语的

变化上。公司现在谈论的是创造“价值”，意指

更为宽泛的目标。

然而投资者结构已经朝相反方向发展，更

加注重短期主义，对公司报告提出刁难问题，

详见左侧专题文章中对此的论述。

考虑到上述所有问题，再加上技术进步和

社会的巨大变化，财会专业人士面临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在 2012年于爱尔兰举行的一次

ACCA圆桌会议上，瑞安航空财务总监 Howard 

Miller FCCA评论道：“财务部门需要面临以前

不曾涉及的问题。准备好卷起袖子大干一场

吧。”

“实际上，不同的投资者希望从公司
报告中获得不同的信息。”

对页：拉夫劳伦日本

首席财务官 Vic Tan以

及世界其他首席财务

官发现，随着财务主

管的能力越来越为公

司所需，他们面临的

要求也比以往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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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短期主义是金融危机发生

的原因之一，而且自此之后，企业一直面临

转向采取长期经营的压力。但是 ACCA近期

的研究却强调了投资者结构正如何朝着相反

的方向发展。

在英国和爱尔兰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

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长久以来的市场支配地

位已经被更大型的跨国公司以及更具短期投

资视野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等其他参

与者逐渐取代。

此外，通过电脑进行的股票交易的比例

极大地增长 — 有人估计高达 80% — 这

使得人们怀疑到底谁才是公司真正的所有

者。据 BlackSun报告咨询公司估计，富时

100指数公司的股票平均持有时间是 27秒。

新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获得的公司信

息越来越多。ACCA的研究将探索其中多少

是有用的信息，投资者如何避免被大量信息

淹没，以及公司如何在这种环境下与投资者

进行更有意义的接触。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表

明，金融危机后投资者对公司报告的信任度

降低，三分之二以上的投资者表示他们比以

往更加怀疑公司提供的信息；其他研究结果

显示在右侧。

ACCA政策总监威拉斯 (Ewan Willars) 表

示：“这表明金融危机以来，投资者对财务信

息的要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公司信息的信

任降低意味着审计将在重建人们对公司报表

的信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们时常简单地把‘投资者’归为一个

群体，但事实是不同的投资者希望从公司报

告中获得的信息有所不同。像对冲基金这样

的短期投资者与养老基金这样的长期投资者

想要或者需要的信息会相同吗？公司也许需

要提供各种财务信息，满足不同投资群体的

需求，而不是将所有投资者混为一谈。”

阅读报告《了解投资者：不断变化的结

构》和《了解投资者：公司报告的方向》，请

访问 www.accaglobal.com/investors1

危机发生后，69%的投资者更加怀疑公司提供的信息

63%的投资者更看重非公司渠道提供的信息

63%的投资者认为管理层在公司报告方面干涉过多

63%的投资者认为公司信息鼓励“超额投资”

46%的投资者希望取消强制性的季度报告

93%的投资者支持综合报告

新的投资者结构

投资者的意见

前路尽管曲折，却也不乏希望。渣打银行

马来西亚首席财务官 Raymond Wong评论道：

“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带来了诸多挑战，使这份工作其乐无穷。”

所有这些都对财会专业人士需要具备的能

力产生了重大影响。ACCA在 2013年初进行的

研究强调，在广泛的会计和商业领域具备一定

广度和深度的知识非常重要。换言之，财务主

管寻找的是名副其实的财会专业人士。更多内

容见第 48页。更丰富的经验可为成为首席执行

官打下基础 — 我们对英国航空公司的采访证

实了这一点，详见第 12页。

准备好接受挑战的财会专业人士，是时候

开足马力了。

奎克，《财会前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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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不同的领域
ACCA专业事务总监苏艾蒙（Sue Almond）阐释了“企业标准”模式能怎样在全
球范围内彻底改变企业的监管方式。

过
去一年，ACCA强调了在标准制定

和监管方面采取长期视角的必要

性。需要建立一个持续改善的机

制，而不应只在经济危机和公司危

机成为各国政治第一要务时才考虑这一点。企

业所需的标准要能够反映报告过程的综合性，

并提供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投资者所需的信息。

这一点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我们注意到，近

期出现的综合报告等发展趋势已经渗透到许多

不同的领域。

ACCA始终坚持与各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

合作，推广一种更具综合性的“企业标准”模

式，这种模式集投资者、报告编制者、标准制

定者以及监管者的意见为一体，从而有效地对

会计系统中需要变革和发展的领域进行优先排

序。我们举行了跨越各个领域的活动和对话，

以收集来自不同群体的意见，在对这些信息进

行权衡后将其整合到公司报告的“生态系统”

中，从而提供优质、可靠的财务信息。

成败参半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让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群体参与到这一进程中，而

此举成败参半。企业要加强对其持续经营能力

上图：世界上工业化

程度最高的国家领导

人参加 2013年 6月

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八

国峰会，会上讨论的

问题包括税收和全球

企业现状，这两个领

域可能会影响到全球

监管和报告涉及的方

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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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Yap
新加坡会计与公司管理局（ACRA）局长

“新加坡会计与公司管理局希望新加坡成为一个从事商业活动最理想且最值得信任的地方。要

实现这个愿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确保公众对我们市场中的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诚信度保持信

任和信心。随着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转向实力雄厚、稳定且值得信赖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一目标的

实现已势在必行。虽然审计至关重要，但它无法取代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而这种可信度和

可靠性建立在财务报告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共同和相互依赖的工作基础之上，其中包括报告编制

者、审计委员会、其他总监、审计师和投资者。如果所有参与方各司其职，那么这种职责的多样化

将成为成功的源泉。”

Linda Devonish–Mills CMA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市场支持部总监

“全球化对标准制定者和监管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以前这些组织都一向专注于制定对美国

公司产生最大影响的指导准则。所幸，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打破了这种规

律。标准制定者和监管者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那些影响上市公司的问题。他们需要拓宽

自己的关注面，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劳动力都在为私营的中小型公司服务。在最终敲定指导准则提

议之前，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

苏艾蒙（Sue Almond）

是 ACCA专业事务总

监。她负责主持全球

关于影响商业和会计

行业的专业问题的讨

论。她曾作为国家鉴

证服务合伙人在 Grant 

Thornton英国工作 20

年。

的报告力度，这一要求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得

到众多标准制定者的积极参与。欧盟委员会和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均在努力

推动审计师报告提案的进程，但实际上，这些

提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务报告框架和管理层

评估企业发展现状的责任 — 这属于国际会计

准则理事会（IASB）以及诸如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理事会的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监管机构

的管理范围。

与此同时，投资者在反馈中表示，那些样

板式的报表将鲜有价值可言。以促进全球报告

的精简化和一致性为出发点，截止目前为止已

经举行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是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仍然可能出现不同的解决方案。如

果投资者和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不能鉴别各

个解决方案之间的细微差别，这对企业而言并

非好事。

综合方法
从其定义出发，可以说综合报告的范畴要

以投资者为重点，要以整体综合的方式制定标

准。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在与不同群体

进行沟通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与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会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同时，它

还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进行了早期接

触，这对双方建立长期信任关系至关重要。

综合报告的重点在于以易于理解的方式为

投资者呈现企业的整体情况。随着试点项目的

推进，来自投资者的反馈会对未来的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ACCA一直在跟踪先期采用综合报告

制度的南非国内综合报告领域的发展，而且任

命了研究团队，以便在报告中涵盖投资者的观

点。

税务聚焦
商界和会计行业的下一件“大事”很有可

能是纳税和全球企业的现状，最近举行的八国

集团首脑峰会上也重点讨论了这个主题。该主

题很有可能影响到全球监管和报告的各个领

域，而且如果要在制定解决方案和税务系统的

同时平衡潜在的法律和道德挑战与全球市场的

竞争和促进增长的需要，就必须采取一种开放

且富有建设性的方法。

今年是各行各业的财会专业人士转向全局

视角的一年，即建立“企业标准”模式，这个模

式涉及的职责范围广泛，旨在为投资者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供其制定明智且成熟的

决策。

需要建立一个持续改善的机制，而不应只在经济
危机和公司危机成为各国政治第一要务时才考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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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超载？
全球监管日益严格使财会专业人士的角色随之不断转变，壳牌副总裁
Paul Morshuis对此带来的好处表示怀疑。

2
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很多方面改变了

世界，尤其是改变了商业世界。毋庸

置疑，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对公

司信息的需求骤增。有人认为，假如

我们之前掌握更多的信息，或许可以预测这一

危机的到来。因此政府做出了应对，不断加强

法规，同时现代社会的即时通讯也发挥了自身

的作用。

无论发生何种变化，总会有人工作在第一

线，应对每天发生的现实问题。金融危机过后，

全球对公司透明度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财会专业人士对此的感受最为强烈。

作为跨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的会计和

报告副总裁，Paul Morshuis比大多数人更了解

透明度的需求对财务部门的真正影响。壳牌是

一家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企业，在全球 70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年收入超过 4500亿

美元。公司的财务部门约有 1万名员工，其中

一半以上在位于格拉斯哥、克拉科夫、金奈、吉

隆坡和马尼拉的 5个共享服务中心工作，主要

负责集中管理全球核心流程：数据管理、支出、

凭证到报告的一系列活动、收入以及管理信息

和战略分析。另外一半的财会专业人士在企业

工作或从事税务和资金管理等专门领域。

Paul Morshuis的职业

生涯起步于飞利浦电

子资金管理部。他在

1988年加入壳牌，从

事过财务管理方面的

多项工作，并自 2008

年起担任会计和报告

副总裁。同时他还担

任壳牌荷兰养老基金

的副主席以及荷兰

工业和雇主联合会

(VNO–NCW)财务报告

委员会主席。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太

多的情况和变化。” 在海牙办公室工作的 Paul 

Morshuis表示，“作为专业的会计师，我要应对

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我所担忧的是，我们一味

想提高透明度，有时却忽略了负面影响。”

据 Paul Morshuis估计，目前他一半的时间

是用来应对监管方面的变化，无论是新实施的

还是计划推出的改革。像壳牌这样在严格的监

管环境中运营的公司，只是为了随时满足各种

报告和披露要求就要耗费几乎所有的时间。壳

牌集团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纽约三地上市，

这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英国、荷兰和欧盟的声明，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 (SEC)的规定以及每个所在国家的当

地要求。

结果是披露和合规方面的信息量巨大。壳

牌 2012年的年报增至 192页，其中包括约 35

页的财务报表附注。可持续发展报告多达 44

页，而且“这还仅仅是我们对内和对外必须披

露信息的一小部分”。

数据跟踪要求
采掘业的性质使得这一情况更为复杂。例

如，美国《多德 — 弗兰克法案》要求公司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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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跟踪来自刚果共和国及周边国家开采的矿

产，包括金矿以及在锡和钨生产中使用的复合

矿石。同多数针对透明度的新增规定一样，“冲

突矿石”法案的推出是有益的，但要达到这些

要求却并非这么容易。

Paul Morshuis也指出欧盟计划推出已列入

美国《多德 — 弗兰克法案》的一项规定，让从

事采掘业的公司就每一项目向其运营所在国家

的政府支付 10万欧元以上的付款进行申报，包

括税金和特许权使用费。“这是个非常细节化的

信息，” Paul Morshuis表示，“对于从事会计

和报告的人士也是一项挑战，因为我们需要思

考具体应当如何操作。”

同时他补充道，集团的业务构成和报告体

制造成按法律要求搜集这部分信息有难度。以

壳牌为例，公司将业务分为上游（概括起来就

是勘探和生产）、下游（精炼、营销和贸易）和

公司自身（非运营）三类。“每项活动并非固定

在一国范围内，”他表示，“我们的重点是在国

家层面而非项目层面进行合并税务会计工作，

基于权责发生制而非收付实现制。为提供相关

信息而不断改进系统会造成系统的大幅变动。

我指的是为系统变更、信息分析和员工培训所

投入的数百万美元成本。”

规定的遵守
另一棘手的方面是不同管辖区域的法规不

同，当地规定可能与大型监管机构的规定发生

冲突。“我们坚守公司的商业原则，也就是遵

守公司运营所在国的当地规定。”Paul Morshuis

说，“有些国家不允许对外公开有关特许权使用

费的信息，这一情况下你只能选择是遵守当地

规定还是欧盟或美国的规定。”

壳牌强烈表示可能有更好的途径来实现透

明度目标，同时壳牌也是《采掘业透明度行动

计划》(EITI)的创始成员之一。EITI要求政府和

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披露特许权使用费和税金的

收付情况，并随后将审核结果在所在国家公开。

这不仅可以增加透明度，还可以给受欧盟和美

国法规管制的上市公司与所在国国营企业等竞

争对手之间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目前并不要

求当地国国营企业披露上述信息。尽管近期美

国法律的发展迫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重新审

视其法规的不完善之处，但到目前为止，欧盟

和美国立法者就法规变更并未有所动摇。 

与此同时，公司的财务职能也必须做出相

应调整。Paul Morshuis表示，如果没有在各国

和地区不同的监管和披露要求，“毫无疑问”壳

牌财务部门的规模将会缩小很多。“政策制定

者通常并不清楚数据制作的复杂性。”他说道，

并表示最终结果往往会因太复杂而难以完全理

解，或完全被忽略；例如壳牌已主动披露了其

在不同国家的纳税情况，但几乎未收到任何反

馈。

尽管 Paul Morshuis理解政策制定者及其

政策目标，但他认为财会专业人士需要让政策

制定者了解满足这些披露要求的复杂性和挑战

性，并质疑制作这些大量数据的实际价值：“提

供更多信息往往并非如此容易，制作成本也不

低，我不得不好奇在成本影响分析中这项成本

所占比例是否偏高。很多人认为增加信息和数

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现实却远复杂于此。”

Liz Fisher，记者

“很多人认为增加信息和数据可以
解决一切问题，但现实却远复杂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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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起飞
当从英国航空公司 CFO晋升为 CEO时，Keith Williams认识到
他必须放弃过去的角色，并将责任下放给职能部门。

如
果要晋升成为 CEO，财务部门是最

佳的通道。专业招聘公司 Robert 

Half英国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英国富时 100公司的 CEO中，一

半以上拥有财务背景，12%直接从 CFO晋升到

现有职位。

2011年 1月，Keith Williams从英国航空

公司 CFO的职位晋升成为 CEO。与此同时，英

国航空和西班牙国家航空合并成立了国际航空

集团。该集团在西班牙注册成立，总部毗邻伦

敦希斯罗机场，股票同时在伦敦和马德里上市。

（Keith Williams的前任 CEO Willie Walsh晋升

成为了新组建集团的 CEO）。

在此之前，Keith Williams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财务部门，尤其擅长税务和资金业务。从

财务部到 CEO的这一步，一定是他职业生涯中

跨越最大的一步。“从很多角度来说，这种差别

在于规模。”Keith Williams如是说。掌管财务部

门时，他管理约 3,000名雇员，包括采购、资产

和 IT部门。作为整个英国航空公司的负责人，

他现在管理约 37,000名雇员，包括营销人员、

机械师、行李管理员和机组人员等。

他说：“在我看来，这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

的改变：领导多个跨度广泛的职能部门时最大

的不同点在于，从管理一个职能到负责多个职

能。因此，与以前相比，你必须依赖身边的团队

成员。CEO的角色比财务负责人要宽得多，而

这一事实的自然的结果是：你更加依赖于团队。

从很多角度来说，你的工作是协调团队、设定

方向。”

“我把 CEO的角色看成是领导和设定方

向。我不能事必躬亲，所以必须要放手让团队

成员去运营他们负责的职能。相对于 CFO，现

在这个角色更注重放权。”从 CFO到 CEO的这

一职业通道有一个潜在的危险，新的 CEO会过

分关注其从事过的旧部门。由此带来的挑战是，

放下旧角色，转而关注其他领域，尤其是新任

CEO最陌生的领域。

Keith Williams承认，在处理问题时他倾向

于要求“更多数据”。但另一方面，他表示，“成

为 CEO后，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不能一直带着旧角色。因为你对之前

的 CFO角色十分熟悉，所以你很有可能延续扮

演那个角色。”

“很明显，财务依然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

庞大的飞机采购计划，必须筹措资金来支付费

用。但是，我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我招聘了一

个人来担任财务负责人，我需要放手、让他们

用他们的方式来工作。”Keith Williams说。（所

谓的“一个人”是 Nick Swift，他在 2010年底

被任命为 Keith Williams的继任 CFO。加入英国

航空公司之前，Nick Swift供职于公交和铁路运

营商 Go–Ahead。但这位出身于 Touche Ross事

务所的会计师曾是新西兰航空的财务经理。）

信任
由 CFO晋升的 CEO需要控制自己干预财

务的欲望，对于其他职能部门也有相同的问题。

Keith Williams说：“你可能会趋向于用自己处

理问题的方式来看待业务，但是既然有一个很

好的团队，你就必须让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来管

理各个部门。我给予他们责任，也给予他们信

任，我需要放手让他们来管理。虽然我的处理

方式可能不同，但是作为 CEO，你必须给予大

家绝对的信任，让他们放手工作。”

Keith Williams补充说，作为 CEO，他很快

就明白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公司的所有员工。

从真正意义上说，他要面对所有搭乘英国航空

公司航班的乘客。客户绝对是CEO的工作重心。

Keith Williams甚至花大量时间来亲自阅读不满

意的客户发来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也有一些满

意客户的来信）。“如果相同的评论不断地出现，

那么很明显有问题需要解决，”他说。“我们能

够从中发现问题。”

Keith Williams在 2011年重新树立了“一

流飞行，优质服务”的格言，以此重塑品牌形

象、推行客户服务的理念，包括公司内外的全

面推广。引发此举的一个因素是，该航空公司

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机组罢工，

因此有必要重新将客户放到企业战略的核心。

“在我看来，这一条格言很好地归纳了我们的工

作：所有努力都应该是为了客户，并最终支持我

们的目标：一流飞行，优质服务。”

对于他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Keith Williams说：＂我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与这

个目标的融合，否则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支持这

Keith Williams在上世

纪 80年代初期于安

达信受训成为职业会

计师，1991年加入苹

果欧洲区。1996年，

他以税务总监的身份

加入日用消费品集

团 Reckitt & Colman。

1998年，他加入英国

航空公司，担任税务

总监，2000年起兼管

资金管理部门。2006

年，他成为 CFO。2011

年英国航空公司与西

班牙国家航空合并组

成国际航空集团，他被

任命为英国航空公司

的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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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 CEO的角色看成是领导和设定方向。我不能事必躬亲，所
以必须要放手让团队成员去运营他们负责的职能。相对于 CFO，现在这个角色
更注重放权。”

个目标呢？我认为我对此的关注，可以帮助在

公司贯彻这一理念。我们英国航空公司的员工，

之所以在这里工作，就是因为有服务客户的愿

望。＂

我们不禁想知道，财务背景对于这位客户

至上的企业的 CEO有什么影响。他说：“大部

分的事情都要经过财务职能。你去看看公司要

实施的众多项目，看看业务计划等其他许多工

作内容，就会发现其中的很多工作与财务职能

关系密切。所以财务部门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

角观察到整个业务的多个方面。财务是一个极

具广度的角色，财务需要关注所有事情。只是

关注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Andrew Sawers，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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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规则
将商业模式与当前市场的需求进行匹配，是大型国际事务所的重中之重，毕马
威国际主席安茂德（Michael Andrew）如是说。

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针对会计行业的

监管力度大大增强。大型全球性企

业因此而面临一个挑战：他们需要

审视过去、提取正确的经验，并调

整商业模式以适应新环境和公众要求。

安茂德是毕马威国际主席，常驻香港。他

说：“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否有需要改进之处？我

们有很多想法。我们必须坐下来思考，‘现在的

市场需求是什么？’”

安茂德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主席

中，第一个在亚洲办公的。他从 2011年起担任

这个职位，当时的监管改革席卷了大大小小的

企业，而他领导公司完成了这个过程。

公众和监管机构对很多领域感到担忧，比

如审计质量、税务和公司治理等。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正处在这场全球性讨论的核心，这场讨

论将决定四大的命运和整个行业的未来。

然而，诚实的讨论也许会引发面向未来的

改革，为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一线生机，但是很

难避免政治家和监管机构采取简单化的改革方

式。

仔细思考改革
安茂德说，改革方式简单化的一个例子是

要求公司定期更换审计师。但是有资源有能力

审计全球化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有限，这

样的政策实施难度大、而且不会产生多少正面

结果。

“我的观点是，你大概有 20个选项，这只

是其中之一。那么，其他的 19个呢？”安茂德

如此问到。“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过分强调了短

期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结果又可能适得其

反，而安抚投资人的长期模式却考虑不足。在

执行任何一个改革措施之前，都应该测试这项

措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改革的另一种做法可以是这样的：在全球

范围内找到最佳实践，然后在全球范围内推而

广之。

“最佳实践不一定在美国。英国在某些方面

略微领先。加拿大有一些非常好的最佳实践。

澳大利亚有很好的最佳实践。香港有很好的最

佳实践。每个人都有擅长的方面。”他说。

英国的一个最佳实践是，要求在并购或收

购后对合并收益进行审计，不允许企业继续使

用旧数据。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坚持要求审计

师提供关于银行风险管理质量的审计意见。

审计师事务所在提供解决方案方面得天独

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角色不断发展，已

经变成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来源。

安茂德表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发现了

欧洲存在主权债务问题，是我们对各家央行说：

‘现在问题很严重，我们将核销这些债务至账面

价值的 70%。’你意识到此举对这些国家央行

资本金的意义了吗？”

过时的税务系统
另一个引起全球讨论的问题是税务改革。

“在欧洲，如果你面临着不得不整个放弃你

的生活方式，你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公

愤。”安茂德说。“事实上税务系统已经非常过

时，很难跟上全球数字化的电子商务的时代。”

今年下半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将推出一项协议，旨在提供一个新模

型，来取代现有的过时且复杂的全球税务系

统。

“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个新模式的协定。”安

茂德表示。他补充说，现在各个国家只是在“完

善报表模式和披露模式”。

即将推出的新规则可能意味着设法确保所

有企业纳税 — 但只纳一次。一方面，必须堵

住由于双重税收协定而造成的漏洞；另一方面，

156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的成员公司在全球 156

个国家运营，共有 152,000名雇员，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服务。

230.3亿美元 在截至 2012年 9月的财年中，毕马威国际报告营收

230.3亿美元，比 2011财年增长 4.4%。美洲区报告的营收增长最为

迅猛，达到 7%，而亚太区仅为 1.1%。欧洲区、中东区和非洲区的增长

为 4%。

9,000 毕马威在中国共有 9,000名合伙人及雇员。

82% 毕马威为全球财富 500强中 82%的企业提供某种类型的服务。

数据中的毕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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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茂德是一名高尔夫玩家、热心的马主以及毕马威国际的主席。

他于 1956年在澳大利亚海滨城市玛丽伯勒出生，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获得法律及商业学士学位。他拥有维多利亚州

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资格和初级律师资格，而且是一名职业会计师。

在 ICI工作六年后，他在 1984年有机会和新婚的妻子一起搬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但是他选择加入了 Peat Marwick  

— 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了毕马威的一部分。1988年，他成为合伙人。

1992年，他成为负责毕马威国际税务中心的合伙人和税务指导小组的高管，并负责在东欧区成立事务所。

1995年，他成为亚太区的税务主席；1997年成为毕马威澳大利亚税务业务的主管合伙人。

2001年到 2007年间，他是毕马威澳大利亚的副主席，2011年成为主席。2011年 5月，他当选毕马威国际的主席。

在澳大利亚，他曾是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成员、Dowd基金会主席、商业教育基金会主席、澳大利亚商业艺术基金会理

事会成员、Olivia Newton John癌症研究基金会及前列腺癌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

安茂德

必须达成协议避免双重征税。

“我们的董事会正在做很多公司治理方面

的工作，”安茂德说。“事实上，关于税收道德的

讨论使我们的税务实践获益极大。”

讨论正在进行中，但是安茂德警告说，简

单化的解决方案不会奏效。“首先，必须正确地

设计系统。然后必须改变现有的模式。”

Alfred Romann，驻香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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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救国”策略

“曲线救国”的价值 —
 经济学家

约翰  凯（John Kay）曾经说过，一些

最为利润导向型的公司，往往不是最

赚钱的公司，可见，复杂的目标往往

需要间接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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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个故事（也许是杜撰的）：在一

所著名的商学院，有一位决策科学

教授，有一次接到另一所著名机

构的工作邀请，条件很吸引人。于

是他就去找他的一位同事问问意见。他同事说：

“作为决策学教授，你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位教授回答道：“别傻了，这回可是正经事。”

自然科学的成功使我们相信，有可能存在

一门决策方面的科学。因此，我们所有的商业

问题、财经问题、政治问题以及个人问题，都可

以客观地进行管理。通过科学的决策程序，只

要足够仔细，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得出同样的

答案。因此，任何政治和个人纠纷，都可以通过

收集证据以及理性讨论，加以解决。杰出的商

界领袖、财务精英，他们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

够比别人更快做出正确的、可靠的决定。

事实上，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出现，决策学

这样一门科学。因为，我们的目标通常是不精

确的、多方面的，而且还在不断变化当中，这是

正常现象。因为我们的决策往往取决于别人的

反应，取决于我们对别人反应的预期。世界是

复杂的，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也是不彻底的，这

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不管我们掌握了多少知识，

也不管我们如何努力的进行分析。

我们不是按照决策科学的那些概念来解决

问题的，因为我们做不到。那些伟大政治家的

成就，不在于他 /她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好的

决策，而是在于有效地协调各种不同的观点和

价值观。成功商业领袖的成就，也不在于准确

地预见未来，而在于不断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

况，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财经敏锐度

的高低，在于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种种无法解

决的不确定性。对这一点，有的人，如巴菲特和

索罗斯，是深有体会的。和天赋不如他们的对

手相比，他们对于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有

着清醒的认识。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都

是“曲线救国”。我们的方法往往是多次性的，

不断调整的。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

我们对相关信息的掌握是不全面的，而且我们

也不能完全确定究竟哪些信息属于相关信息。

对于同一情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这

不仅仅是因为有着不同的目标，还因为他们的

观察角度不同，选取和评估信息的方法也不同。

即便在事后，有时也很难说谁是对的，谁是错

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好的决策

不一定导致好的结果，好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意

味着当初的决策或决策人是对的。有时候，最

佳决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解决问题的技巧经常在于对高层次目标的

解释和再解释。二战时期，日本从内陆方向袭

击新加坡，这个方式可以说既是曲线的，又是

直接的。因为如果你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去看，

这就是直接的。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

也是用了一种间接的、不寻常的方法，建筑了

“不可能建成”的圆顶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他以一个二维的框架，展现出

了三维的视角。许多伟大成就都采用了类似的

方式取得。比如亚历山大  贝尔发明的电话、盛

田昭夫创造的索尼随身听，以及乔布斯以 iPod

重新诠释了随身听。他们找出了人们尚未意识

到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的技巧经常在于对高
层次目标的解释和再解释。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认为他们懂得很多，但

其实他们懂得不多，这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莫

大的损害，这样的例子，在最近的人类历史上

数不胜数。比如，有些经理人和金融家，在追求

股东价值时遭到失败，从而把一个伟大的企业

拖入了深渊。再比如，有些建筑师和规划师，他

们死板地按照既定原则去搞建筑，或是以纸上

谈兵的方式来进行城市规划，甚至把高速公路

修到了居民中心区。还比如，有些政客认为可

以通过追求多个目标的方式来提高公共服务，

等等。如果这些人能够充分认识到他们掌管的

系统的复杂性，以及这些系统的经营者的需求

的多样性，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也许在过去十年当中

的一些重大公共决策失误就可以避免，比如伊

拉克战争和 2003–2007年的信贷扩张。

以上两个例子，都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对

现实的认识不足，以及错误预期所导致的。共

和党理论家当时认为，伊拉克人的基本价值观

和期望与美国人的相同。银行高管们当时认为，

他们的风险控制体系可以有效的监控那些利润

丰厚的交易。其实他们对风险控制体系和交易，

都缺乏足够的理解。

这篇文章摘录自约翰  凯的著作《“曲线救

国”— 为什么必须间接实现我们的目标》。

您可登陆 www.johnkay.com/books或亚马逊

购买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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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凯是英国政府

《英国的股票市场和

长期决策》的主编，

该报告于 2012年 7

月发表。

他还是伦敦经济学院

客座经济学教授，以

及牛津大学圣约翰学

院的资深研究员。他

也是英国社会科学院

院士，爱丁堡皇家学

会会员，以及多家上

市公司董事。他还是

《金融时报》的专栏

作家，并出版了多本

著作，包括《市场的

真相》（2003），《说

长道短：业外理性

人士金融投资指南》

（2009）。《“ 曲 线 救

国”》是其最近力作，

由 Profile Books 于

2010年 3月出版。

赛亚  柏林（Isaiah Berlin）有一个著名的

论断，是关于刺猬和狐狸的区别。他说刺猬只

知道一件事情，而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乔治  布

什和他的同事就属于刺猬类型。他们那高于一

切的世界观，不光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而且还

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解释。而银行家们，不仅

自己利欲熏心，而且还落入他人贪婪的陷阱，

他们的私人和公众决策往往是基于对其行为的

肤浅的盈利和效用解释。这两种人，从来不会

“三思而后行”，不会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他

们认为没有必要，而且他们也不想听到这些问

题的答案。

布什政府的内阁成员，以及那些大银行高

管，不仅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且还高估了他

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他们天真地认为，他

们能够按照轻度监管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

美国模式，来重建中东。

他们以为他们控制着大型的金融机构，而

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一群自利的、极度想摆

脱他们控制的芸芸大众。

通过理解现代主义思想最大的失败，我们

对于伪理性的局限性有了深刻认识。现代主义

思想的一个最大失败就是，想通过再造的基本

原则，来改变城市和建筑。伟大的现代派建筑

师勒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曾说过：“房子

只是用来居住的机器而已。”但家却不只是一个

居住场所。关于巴黎的重建，柯布西耶的疯狂

设计是，将巴黎中心地段的大部分都推平，为

新的楼宇街区腾出地方来。而另一种思路则是，

不要根据什么宏伟设计，而是要抓住巴黎几个

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大部分的建筑最多只存在几代，而巴黎圣母院，

建筑过程历经两个世纪，之后屹立了 700多年

不倒。又如，艾菲尔铁塔，当初只是作为一个临

时结构，后来一直是全市最有特色的地标。再

如，奥赛火车站，历经风霜后，如今以奥赛博物

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巴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

城市，巴伐利亚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城市。因此，

巴黎是个伟大的城市，而巴伐利亚却不是。

直接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求我们在开始之

前就必须知道解决方法。而在“曲线”方式当

中，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了解问题

的结构。不断重复和实验，使得我们掌握了最

好的分析原则。开始前，就做好一切计划，这听

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

可能做到的：目标定义不够清楚、问题的性质不

断地发生变化，它太复杂了，你没有足够的信

息。因此，直接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良好的决

策往往是务实的和不拘一格的。“曲线”方式依

赖于一整套的模型和方法，而不是任何简单或

单一的方法。如果想用单个的模型或定义来描

述我们的世界，那么你就大大低估了世界的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以及两位

相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  默顿和迈

伦  斯科尔斯）的挫败，给了金融经济学沉重的

打击，至今一蹶不振。

基金公司根据其错误的价格测算，建立了

庞大的头寸，然后依赖其模型来控制风险。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基金经理们又增加

了自己的头寸，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模型。而

他们这次的失败，只是十年后一场更大失败的

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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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线救国”方式当中，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不断了解问题的结构。不断重复和实验，使得我们掌握
了最好的分析原则。

不管是在伊拉克战争，还是在银行的例子

中，所有的证据和模型，都只是用来验证自认

为正确的假设，而不是对事先假设的有效性提

出挑战。在这两种情况下，表面的理性掩盖了

行为根本的直接性。

“曲线救国”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考虑行动

的目标，放弃寻求多种解决方案，或放弃尽我

们的最大努力来收集和理解复杂的系统信息。

正相反，我们应该有始有终，持之以恒。“曲线”

方式，也是一种“理性”定义目标，评估各种方

案，建立建模测算结果的方式，但要以真实理

性和证据为基础。

如果你清楚你的高层目标，并对实现目标

的系统足够了解，那么你可以采取直接方式解

决问题。但是我们的目标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相互作用往往是不可预知的，复杂性往往是广

泛的，问题描述往往是不完整的，环境往往是

不确定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曲线救国”了。

简  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城市的辉煌

与没落》当中写道：“只有傲慢自大的人才自信

能够规划一个城市，只有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

想去做这样的规划。”该著作在反对现代主义城

镇规划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伊拉克战争

的发动者，以及导致信用危机的那些银行家们，

他们就是傲慢自大，缺乏想象力的人。明智和

具有想象力的人，只有在充分理解可以采用直

接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采取直接的解决

方案。

如果面对复杂的系统，不确定的环境，别

人的反应也无法确定的情况，那么“曲线救国”

就是最好的方式。胡萝卜和大棒（软硬两手）固

然有其作用。但是仅靠胡萝卜和大棒，就想有

效解决问题，那除非和你打交道的是一头驴，

而且你清楚地知道你想让这头驴做什么。仅当

环境稳定，目标清晰透明的情况下，直接方式

才是合适的，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才可能确定

目标是否达到，何时达到。仅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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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
综合报告着眼于其对企业和社会的长期价值，它将会带来全球性的文化变革，
企业也正开始理解综合报告的价值。

文
化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一直

以来，财务都是说明公司发展状况

的主要途径，而现在，对财务的强

烈关注已经有所减弱。其他因素的

影响力正在增加，这将会改变人们对于公司和

其他机构业绩的看法。非财务报告和综合报告

的必然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各地的平衡。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主席 Mervyn 

King表示综合报告的时代已经到来。德勤会

计师事务所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 Guy 

Battle说道：“综合报告更好地反映了企业的经

营方式，以及该企业对于社会的价值。”

旧秩序正在改变。这一改变更多地是由公

司、企业部门和它们所处的市场推动的，而不

是立法和法规。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散去，随

着企业向未来迈进，人们感到有必要更多地去

了解企业正在做什么，它们的价值何在以及它

们有什么战略。“到 2020年，市场将会把综合

报告作为一项要求。”Battle说道，“希望到时候

监管机构也能够与时俱进。”

“黄金时代”
综合报告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显现。它将各

种信息有机地汇总，体现一个企业的战略、治

理、业绩和前景如何能够创造短期、中期和长

期的价值。综合报告的这一模式获得了人们的

支持。它必将在全球掀起一场文化变革。

“非财务报告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综合

报告的美丽新世界将投资者放在中心，投资者

可以说是关键的利益相关方。”ACCA行政总裁

白容（Helen Brand）在 2013非财务报告大会

的开幕致辞中说道。

此次会议是由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

培训合作伙伴 Lodestar联合德勤和 ACCA共同

举办的。Lodestar总监 Julie Fitzsimmons补充

道：“综合报告是公司报告一直在翘首以盼的战

略方针。而其成功的关键是与 GRI等广泛运用

的报告框架对接，从而使得企业能够开发出一

套缜密的报告方式。”

2013年 5月召开的 GRI阿姆斯特丹大会

也反映出世界正在朝着这些目标前进，随着新

的指导方针揭开面纱。“我们需要创造更好的公

司、更好的市场以及一个拥有更多社会正义并

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管理商业的更加美好的世

界。”GRI主席 Herman Mulder说道。这与“第

47 段之友”联盟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第 47 段

之友”在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

约 +20”峰会）上呼吁将可持续发展信息置于

企业报告的核心。另外，最近 ACCA的一份进度

报告强调了合作与将可持续发展纳入企业核心

战略的重要性。

但是，综合报告很有可能会使现有的体系

得以开放，并带来文化变革。“现在财务报表已

经不再是公司价值的万能钥匙。”IIRC传讯总监

Jonathan Labrey在非财务报告大会上说道。

“综合报告正在打破信息孤岛。”全球报告

咨询公司 Black Sun研究和战略总监 Sallie Pilot

说道，“人们专注于商业问题。公司在界定它们

对社会的价值是什么，而综合报告模式则是帮

助公司阐明其价值的途径。我们正在转向一种

利益相关方模式，而不仅仅是股东模式。利益

相关方模式关注于展示公司的经营权。综合报

告则有助于更好地解释这些东西。”

综合报告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内产生两大影

响：公司财务职能的性质和业务将会改变，投资

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财务职能的角色将

“在南非等试点计划项目中，综合报告
已经大大拓宽了财务职能。”相对于 CFO，现在
这个角色更注重放权。”

右：2013 年世界经

济论坛非洲会议在

南非开普敦召开。南

非的企业已经享受到

了综合报告的战略成

果。

史迪文（Neil Stevenson）
ACCA品牌执行总监

“作为试点计划的成员之一，ACCA已经看

到了编制综合报告的好处。综合报告的一些特

点，例如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其中、重要性原则

的应用，以及在我们的商业模式中融入了多种

类型的资本，这些有助于阐明我们的价值创造

过程，并报告我们的战略业绩。综合报告可以

提高企业的透明度，支持人员和流程的整合，

从而让高管团队对企业形成一个全面的看法。

我们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试点计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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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Bin
IIRC关系经理兼韩国政府分析师

“非财务报告和综合报告在亚洲

地区的发展势头逐步扩大，许多人

看到了它的潜力，综合报告有助于

企业实现财务稳定，并专注于长期

投资。这将会需要一些时间，但亚

洲企业正在为综合报告做准备，并

关注其他地区采用综合报告所取得

的成果。”

Guy Battle
德勤可持续发展服务主管合伙人

“公司需要在财务和非财务报告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财务报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太久了。

随着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连通，我们现在也需要把报告连通起来。到 2020年，市场将很可能把

综合报告上升为一项要求，因为综合报告不仅更好地反映了企业是如何运营的，还能够体现出企业

背后的商业战略。在这个新世界里，财务和公司报告团队很可能都将需要培养新的技能。为此，我

们创建了可持续发展领导力学院。”

“很明显，可持续发展团队似乎对业务理解不够好，他们需要学习财务的语言。同样地，许多

财会人士仍未看到可持续发展的业务相关性。这个研究院把财会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旨在发

展一种企业化的语言，从而支持公司的业绩增长、风险管理和发展计划。”

会不可避免地转变。”Battle说道。ACCA财务报

告主管马丁（Richard Martin）表示：“我认为公

司年报的前半部分将被综合报告所取代。” 

下一步
然而，对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并

没有定论。“财务职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Pilot

说道，“公司的经营仍离不开严谨性。”但公司

必须改变它们的业务活动。“人们会问‘如果

要提高客户保留率，可能会产生怎样的财务影

响？’评估这些东西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她说

道。这将会扩宽财务部门的职责范围，这一影

响在较为深入地采用综合报告的机构已经有所

显现。

“在南非等综合报告试点计划项目中，综合

报告已经不断拓宽了财务职能。”Labrey说道，

“财务职能已经变得更具战略意义，更与整体业

务相关。”

财务职能部门需要技能和态度的转变。“会

计行业从业人员需要加强专业技能。”Crossrail

财务总监 David Allen说道，“随着人们越来越

习惯于使用综合报告，决策制定所依据的数据

将会更加多种多样。”

这又会给财会的其他领域带来新的影响。

“我们将会看到，审计师会找到较好的方法说明

非财务数据如何为公司增加价值。”Battle说道，

“审计师现在还不理解真正摆在前面的是什么。

ACCA已经发布了第二份以综合报告形式呈现的年度

报告。阅读详情，请访问：annualreport.accaglobal.com

由 ACCA和荷兰特许会计师公会（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NBA ）领导的一个小组在一份为

IIRC准备的报告中探讨了综合报告中资本的运用。阅读详

情，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capitalsir

ACCA年度报告

资本运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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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示威者在巴西

的“里约 +20”峰会

外抗议。

他们必须学会看到非量化、非财务数据的价值。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

另一项重大变化是投资者将以何种方式融

入新秩序。非财务报告大会上不绝于耳的声音

是：诸如养老基金一类的投资者对于可持续发

展等问题所突显的长期趋势知之甚少，也分析

甚少。“投资者圈子有个缄默协定。”Battle说道，

“可他们需要参与讨论关于描述公司价值需要

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需要提出相关的叙述

性语言和信息数据的要求。而现在，他们可能

甚至还不能够将其编入自己使用的模型。”

“投资者并没有向公司要求综合报告。”电

信巨头 BT的外部报告主管 Jennifer Harrison

补充道。但这在未来几年将会产生变化。“在

亚洲，实现这一转变需要 5到 10年。”IIRC秘

书处关系经理兼韩国政府分析师 Chris Bin说

道，“亚洲的新兴市场将会成为这个地区的领头

羊。”“东南亚的势头非常强劲。”Pilot补充道，

“这些国家并没有悠久的财务报告文化，所以它

们能够更快地推动这一转变。”

将来必定会出现一个更好的公司报告方

式。“我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

化。”Harrison说道，“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转

变，公司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它们是负责任的

公司。”

Robert Bruce，记者兼财会评论员

《第47段：未来一年的国际视野》（Paragraph 

47: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e year on）

阅读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ccountability

David Allen
Crossrail财务总监

“最终，综合报告将会改变企业经营的方式。如果公司必须披露他们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客

户将能够通过这些新的信息形成对公司的观点，并做出决策。财务报告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

在综合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才能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改变。要提高财会专业人士的技能，还需要做

出很多努力。预测信息的建模和报告已经非常复杂了，再融入非传统、非财务的信息又会增加更多

的复杂性。随着企业更多地在综合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它们将会发现这比以往更难确定和量化证

明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汤姆森 (Jeffrey C Thomson CMA)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综合报告是一项重要的、转折性的商业举措，它对 CFO团队、企业和整个社会都有影响。我

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推动这项举措的实施。”

“IMA并不认为一个单一的综合报告就是正确的最终结果。我们需要更加相关、简明、可执行、

平衡以及面向未来的外部信息披露，从而让投资者更加了解企业创造可持续价值的能力。综合报

告以市场证据为基础，它或许是这一最终结果的关键促成因素，而 CFO团队将会从报告、分析、预

测和内部控制的角度在关键的非财务业绩的评估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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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印度加尔各答，

一名工人在清理一座

新建的太阳能住宅上

的太阳能电池板。能

源是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一个核心指标。

证交所观点
股票市场规定能够比政府行动更快地推动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吗？

可
持续发展报告背后的动力正在聚

集。去年，联合国里约 +20地球

峰会成果文件的第 47段对上市企

业和大型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

告给出了明确支持。在此之后，多国政府成立

了第 47段之友（Group of Friends of Paragraph 

47）组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

主要投资者和包括 ACCA在内的其他机

构也在推动目标实现。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

报 告 联 盟（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Coalition, CSRC），他们游说政府制定国家规范，

强制要求企业在年报和报表中加入实质性的关

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由于目前为止企业自觉发布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相对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的干预确实有

必要。根据由英华杰投资集团（Aviva Investors）

委托 Corporate Knights Capital在 2012年出具

的一份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趋势：对标世界综

合证券交易所》，2010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公司数量尚不如 2008年。在全球 4,001家

中型、大型和超大型企业中，只有 52家“完整”

披露了第一代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工资、能

源、水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等。

如果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管行动，很多人认

为证券交易所是最佳渠道。“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能比政府立法更快起效，”ACCA可持续发展主

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如是说。

“如果要提高和增强透明度，就必须由证券

交易所在上市规则中提高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

要求。他们可以迅速地对任何国家的最大的企

业产生影响。”

各方反应不一
但是证券交易所能够理解吗？ 2009

年，联合国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证券交易所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 SSE）的倡议，试

图探索一些方法来提高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

理问题（ESG）上的透明度，并鼓励可持续发展

的投资。

签约合作的交易所承诺，鼓励上市企业可

持续发展投资，并提高 ESG披露水平。到目前

为止，做出承诺的交易所很少，而且几乎全部

在新兴市场。这些签约交易所包括孟买、巴西

证交所、伊斯坦布尔、约翰内斯堡（JSE）、埃及

* 约翰内斯堡：上市公司必须出具可持续发

展报告

* 孟买：要求 BSE100的企业针对一系列的

可持续发展举措进行汇报

* 巴西证交所：遵从或解释政策，即：不遵

从的企业必须解释其未能遵从的原因

三大最佳实践：示范性的证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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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交所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而在成

熟市场，直到最近才有纳斯达克签约。但是今

年 7月 24日，纽约证交所也成为了签约合作

伙伴，此举说明北美市场对此的支持力量在增

大。

纳斯达克也在支持气候风险投资者网络

（Investor Network on Climate Risk）及其他组

织，开发所有证券交易所都需要遵守的可持续

发展披露的上市标准。

接下来，世界交易所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可能在十月的贸易机构年会上

发布 ESG报告的可持续发展和披露标准。国

际 证 监 会 组 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的议程同样包

括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报告的问题，该组织曾经

是 SSE倡议会议的主办方。在 2013年 6月，

IOSCO的董事会决定研究综合报告模式，以更

好地理解相关问题，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统一标准”
这一行动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从那些在多

地上市的全球性企业的 CFO的角度出发，设身

处地想一想。他们绝不希望纽约、伦敦和香港

交易所各有一套要求，”普华永道可持续发展与

气候变化合伙人 Jon Williams说。“必须有适用

所有交易所的、作为最低要求的通用标准。”

Williams相信，由证券交易所提出要求是

让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最佳办法。

“企业编写详细的上市文件的唯一原因是市场

要求，”他说。“有一些证券交易所很好地接纳

了这一变化，比如巴西和南非。但是总的来说，

成熟市场的证券交易所还没有。”它被视为“可

做可不做，做则更好”的事。

Steve Waygood在极力推动 CSRC的英华

杰投资集团担任可持续发展研究及参与主管，

他表示对很多大型证交所的反应“极为困扰”。

他指出了几个“值得推崇的例外”，如多伦多证

交所、德意志交易所、纽约和纳斯达克交易所，

这些证交所都察觉到应该采取行动了。“如果

不是觉得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上投入的钱能够产

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不会全力推动和参与其中

的。”他说。

但是，正如 ACCA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带

给新加坡的商业收益》中指出的，对于证券交

易所的角色和是否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持

续发展报告的问题上，大家观点不一。该报告

指出，强制性报告“或许会吸引某些资本和企

业，但是也可能使一些企业放弃上市。”

Waygood认为，这样的担心是“错位的”，

但是毕马威英国的可持续发展咨询服务总监

Paul Holland则表示同情。他说：“如果各地强

制性报告的要求存在重大区别，企业在异地上

市可能有风险。一份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不是

为了满足上市要求。领先的企业发布可持续发

展报告是为了满足各种利益相关人的需求和驱

动企业业绩。”

现在，有意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证券交

易所有了更多的资源。帮助推出 SSE举措的联

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UNCTAD）正在起草一份

指南，从技术上支持证券交易所和监管方执行

或强化该举措，推广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目

前的想法是，找到已经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经过

上图：香港第一座零

碳建筑 ZCB。这座三

层建筑包括一个室内

展览和教学馆、一个

生态家园和生态办公

室展示区和一个多功

能大厅，此外还有香

港第一片原生城市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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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的现有做法，供其他地区的证券交易所使

用。

约翰内斯堡证交所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我

们相信最有效的做法是将基本规定和我们的影

响力结合起来。”JSE社会责任投资指数（SRI）

总监 Corli le Roux如是说。这个发展中的指数

包括 ESG政策、管理实践和报告等相关标准，

符合这些标准的企业被纳入指数。“我们执行法

规和上市要求的一贯做法是，支持投资者最低

保护标准、并保证其有效，”她说，“此外，我们

也致力于通过 SRI指数等手段支持企业采取进

上图：巴西里约热内

卢博塔福古海滩上

的聚乙烯雕塑，代

表 2012 年 的 联 合

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Rio+20）。

该峰会成果文件的第

47段支持上市公司和

大型企业出具可持续

发展报告。

Anthony Miller
UNCTAD投资与企业部 CSR负责人、可持续发展证券交易所协调人

“审视过去二十年的 CSR活动可以发现，大部分是投资者和企业行

为。证交所一直置身局外，扮演公共事业公司的角色 — 担任资本传输

的线路。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交所认为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缺乏意识

曾经是行动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正在快速倒塌。就像是炎炎夏日中的

一大块冰山 — 它在瓦解。”

Doug Morrow
Corporate Knights Capital总经理 

“目前全球总的趋势是要求更多、更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虽然鼓励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独立机制尚未普及，但是这一趋势在证券交易所方面

已经清晰显现出来。和其他机构一样，证券交易所正在审视他们的利益，

并思考自身利益如何与对可持续发展数据的持续增长的需求相互贯通。

我相信，在未来二十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将成为一个常规业务概念。”

Rodney Ndamba ACCA
非洲可持续发展协会 CEO

“津巴布韦证交所正在考虑调整上市要求，可能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出

具可持续发展报告。在这个区域，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动力正在增强。

在南部非洲地区确立统一的上市要求、将可持续发展报告包含其中，这将

给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收益。”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成员

Pietro Bertazz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政策与政府事务高级经理

“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一舞台上的重要演员，我认

为没有任何因素会阻碍他们未来继续支持可持续发展报告。GRI和政府

已经就可持续发展报告做了大量工作，目前 GRI正在和市场监管方加强

联系。我们正在开发这一领域的战略，并希望能够更加主动。”

一步措施。这个指数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帮助

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状况。”

ACCA可持续发展主管杰克逊向尚未要求

上市企业出具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证券交易所发

出了最后的信息。“请勇敢地采取行动，”她说，

“不要用可能失去竞争力等借口来阻挠自己。请

看看全球各地的大企业和证券交易所的做法，

看看利益相关人推动报告变革的力量。指南已

经有了，现在请完成你们的任务！”

Sarah Perri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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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里兰卡科伦坡，

为了准备重要佛教节

日卫塞节，一名工人

维修一家商店的“小

活佛”雕塑上的灯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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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一盏明灯
在斯里兰卡经历巨大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变革之
际，Samanthi Senaratne教授研究了在此变革过
程中综合报告能够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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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报告的格局在这些年已经发生

了重大改变，企业责任被大大地拓

宽，要为自己的组织行为对环境和

社会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这个现

实使得公司报告的边界延伸至财务绩效之外，

包括了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表现。

公司报告的这个纬度一般称为“可持续发

展报告”，与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可持续发展

这一概念是 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定义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

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虽然“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层面的全球发

展活动，但是企业掌握了世界大部分的资源。

所以，他们需要考虑其运营对于环境和社会的

影响，以及如何报告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虽然已经有了这些进步，但是由于各类信

息之间缺乏联系，人们往往质疑现有的公司报

告模式能否满足 21世纪的需求。目前这已经是

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全球性

企业的丑闻引起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并

凸显了公司报告的局限性。所以，需要新的报

告模式来综合企业的所有相关信息，包括战略、

风险和机会、风险管理、环境和社会影响、财务

结果等。

这种需求促进了综合报告的发展。国际综

合报告理事会（IIRC）表示，“综合报告将组织

的各方面信息联系了起来，包括战略、治理、绩

效和前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组织

运营的商业、社会和环境条件。”综合报告将不

同业务线的报告（财务、管理评论、治理和薪酬

和可持续发展）整合到一个综合报告中，统一

说明企业创造价值和维持价值的能力。

斯里兰卡的现状
我在此强调综合报告对斯里兰卡的意义。

经历了三十年的内战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巨

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为这里的企业带来

了大量的机会与挑战。因此，企业提供的当前

和未来绩效的信息需要有关联性 — 这些信息

包括财务、管理、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目前是

分开发布的。

斯里兰卡在公司财务报告方面已经取得

了重大的进步。由于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斯里兰卡企业的财务信息和全球资本

市场的其他企业越来越具可比性。虽然不是必

须的，但是很多企业计划出具可持续发展报告，

有些企业甚至遵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

指导。ACCA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奖和斯里兰卡

注册会计师协会年度报告竞赛最佳披露奖，也

为企业引入可持续发展报告带来了动力。

这些进步提高了公司报告的质量和可信

度，但是还需要综合展示企业信息，帮助公众

清楚了解企业的长期健康度。在这样的情况下，

斯里兰卡的企业需要向综合报告的方向发展，

帮助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大众了解各种公司报告

中披露的信息的关联关系，并整体理解企业如

何通过其业务模式创造和维持价值。

前进的道路
现在预测斯里兰卡何时能够全面使用综合

科伦坡的一家加油站

将汽油分装成瓶。结

束三十年的内战后，

斯里兰卡正在经历经

济改革。

28     第七期

财会前沿：企业报告  斯里兰卡



Iresha Somarathna
Brandix Lanka环境与能源管理总监

“综合报告的主要益处在于，企业各个部门采取规范和具有全局观的

做法，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并坚持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利益相关

者和社会创造长期价值。Brandix是斯里兰卡第一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私有企业。”

ACCA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报告奖，首次披露奖得主（大型企业）

Lucy Tan
Dialog Axiata集团 CFO

“有多个要素能够决定企业的价值。我们都熟悉财务和其它有形的方

面，但是自然资源消耗和能源安全等要素，目前是在独立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中展示的。综合报告可以更好地反映在创造和保持价值的长期努力

中，企业做出的决策、使用的资源和关系的利用所带来的广泛、长期的后

果。”

ACCA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报告奖，亚军得主（大型企业）

Dirk Pereira
Union Assurance CEO

“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与机遇的过程中，企业领导都很注意平衡利

益相关者的需求，不断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综合报告框架使企业能够

与所有利益相关者沟通其所创造的价值，让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前景做

出有根据的客观评价。它也使报告读者能够关注到短期业务结果之外的

内容。”

ACCA斯里兰卡可持续发展报告奖，推荐奖（中型企业）

需要综合展示企业信息，帮助
公众清楚了解企业的长期健康度。

Samanthi Senaratne

教授是斯里兰卡 Sri 

Jayewardenepura大学

会计系主任。她在公

司治理、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和会计教育方

面出版了大量著作。

报告为时尚早。但是，现有的公司报告模式需

要改革，这已经是普遍共识。

为了改革公司报告模式，需要发起针对综

合报告的辩论，讨论企业是否确实知道现有报

告模式中的缺失、综合报告如何填补空缺、综

合报告是什么样的、是否有其他因素会影响这

场变革等问题。解决了上述问题，才能在该国

成功实施综合报告。

在这个方面，会计从业人员、学术界和监

管方需要齐心协力推动利益相关方了解并讨论

此事，将他们的思维从“隔离思考”转变成为

“综合思考”。并通过后者，考虑企业创造价值

所需的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依赖性。

上述问题说明，在斯里兰卡引入综合报告

模式，通过集成财务、可持续性和治理报告，能

够展示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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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担忧
企业报告和鉴证范围的日益扩大，使得重要性的概念变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
复杂。

尽
管讨论很热烈，而且人们对企业报

告和鉴证的理解也逐步深入，但是

在这一新兴框架中，重要性的概念

仍然有待厘清。

财务报表的审计师都理解重要性这一术

语，不过解释起来或许没那么容易，但是这一

概念常常被使用者误解或忽略。在新的报告形

式中，例如目的和受众各不相同的综合报告和

可持续发展报告，重要性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一

个关键的驱动因素。

ACCA审计事务主管约克（David York）表

示：“现在，重要性原则的确已经成为新报告的

驱动因素。这一概念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到

底报告的界限是什么？”

他建议，如果一家公司撰写可持续发展报

告，它必须清楚，使用者感兴趣的并不是一份

关于公司合法拥有的资产和负债的传统报告。

“使用者关心的是一家公司在它的供应链上的

影响力。”他说道，“他们并不关心所有权问

题。”

重要性不仅涵盖价值，也包括相关性。可

持续发展报告缺乏财务报告那些明确的，基本

的用户群，所以确定报告中应该包括什么和不

包括什么仍然悬而未决。

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咨询公司 Integrated 

Horizons的创始人 Carol Adams表示，在当前

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加大对重要性原则的关

注。Carol Adams是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

的成员，她说道：“重要性概念非常重要。虽然

综合报告可能只包含对于资金提供者来说重要

的信息，但是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有重要影

响的领域，企业必须负起责任，并且予以报告，

具体方式可以是综合报告，在其网站上发布报

告，或是公开的专项报告。如果不这样做，企业

就会有风险。”

“我们还知道，对一个群体来说
重要的信息对另一个群体或许并不重要。”

“未来的会计师将需要懂得，各类资本如何

影响风险，实现战略的能力有哪些。综合报告

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结果有赖于一个全面的重

要性评估过程。这将会对鉴证服务供应商提出

挑战。”

接受挑战
鉴证服务供应商或许会争辩说，以往的记

录表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但是他们必须改变多少？ ACCA企业报告

主管马丁（Richard Martin）表示，或许需要改

变的并没有那么多。“由于报告范围不断拓宽，

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但会计师必须确

定报告应该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财务报告

和企业报告的受众是投资者 /股东和分析师，这

点很明确。但是，我们还知道，对一个群体来说

重要的信息对另一个群体或许并不重要。”他说

道。

重要性并不只是关于某一事项的货币规模

或价值，这一点一直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马

丁表示，这是一个起点，但是重要性的定义更

侧重于这些项目的纳入或剔除能够改变使用者

的观点。重要性原则有能够左右信息的能力。

综合报告承认，有些重要的内容是很难通

过数字指标进行量化的。（想试试量化员工技能

和态度的价值吗？）

那么这就产生了另一项挑战：以货币形式

比较不同形式和来源的资本。即使可以得到一

个具体的数字，也很难以量化的方式传达需要

理解的假设。

长期思考
Carol Adams非常确信鉴证行业所面临的

挑战。她说道：“会计师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综

合报告旨在让我们思考得更加长远：要思考如

何增加财富，还要思考创造员工、自然环境、关

系等无形‘资本’的价值，以及更广泛地思考商

业模式。有了系统、流程、计量和报告等方面的

核心技能，会计师将需要和其他职能部门一起，

设计出新的方法，描述和计量不同资本间的流

动，思考它们会受到何种影响。”

“弄明白你的员工、关系和环境措施如何能

为企业增加价值对于长期的成功来说是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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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她补充道，“例如，理解环境问题如何影

响企业声誉并导致财务风险就是一种很好的商

业意识。会计师将需要更广泛地思考，哪些因

素可以导致风险。”

鉴证和报告必须能够应对这些关键的挑战 :

提供利益相关方所需的数据，同时能够表明推

动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什么。重要性是决定

能否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

根据以往的经验，重要性原则一直是让审

计师头疼的一个问题。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商学

院会计和财务高级讲师 Ian Dennis博士目前正

致力于一个由 ACCA资助的探讨审计中的专业

判断的项目。他的研究的一个初步结论是“审

计师需要在对重要性概念达成一致之前，进一

步地讨论他们想要从重要性概念的形成中获得

什么”。Dennis指出，鉴于其在审计中的重要

性，重要性原则被描述成一个黑匣子和审计行

业“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很奇怪的。企业报告和

鉴证的新形式或许可以有助于揭开这个秘密。

Peter Williams，会计师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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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预计转变
黄世忠教授讨论了会计的演进及其对专业判断和会计教育的启示。

若
干 年 前，Cormier 和 Magnan 两

位学者撰写了一篇题为 From 

accounting to‘forecounting’（《从

会计到预计》）的文章。文章表示，

会计将会越来越依赖于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

计。

虽然文章见解独到，但是许多人质疑它的

前提。近年来，通过密切观察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IASB），尤其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关于金融工具和收入确认的准则之后，我坚信

会计正在逐渐转变为“预计”。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推动这一转变

的主要驱动因素：概念框架、收益确定和会计计

量。

从概念框架层面上看，资产和负债的定义

要求会计师将重心更多地放在未来现金流量

黄世忠教授是厦门国

家会计学院副院长、

厦门大学会计系教

授。他兼任财政部会

计准则委员会专家、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审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咨询委员会成

员。

上。根据目前财务报表要素的定义，资产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资产相结

合，创造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同理，负债的主

要特征是会导致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出。

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流入或流出，便成

为了确认资产或负债的试金石。

重心的改变
从收入确定的层面上看，利润表观向资产

负债表观的转变同样也要求会计师更多地关注

未来现金流量。

与利润表观不同，资产负债观将关注焦点

放在借方科目（资产和负债），而不是贷方科目

（收入和支出）上。

由此，资产和负债的计量成为了关键。例

如，IASB颁布的新的收入确认准则，旨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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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以合同为基础、以资产负债观为导向的收

入确认模式。这一模式淡化了实现原则和配比

原则的重要性。当合同资产增加或合同负债减

少时，企业实体按照预计能够从客户手中收到

的对价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收入。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模式下，客户的预期

信用风险将会直接作为收入的调减项目。这清

楚地表明了，收入确认取决于应收账款的计量。

确认收入的前提是，企业必须能够对应收账款

的期望值（也就是把预期信用风险和货币时间

价值纳入考虑后，应收账款中可实现的未来现

金流量）进行预计。

从会计计量的层面上看，资产负债越来越

多地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这同样也要求会计

师将重心放在未来现金流量上。与公允价值相

关的一系列标准（例如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减

值、收入确认、租赁、股份支付、雇员福利、无

形资产和企业合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

来现金流的预测。

我们不难发现，IASB发布的越来越多的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征求意见稿在很大程度上要

求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预计。以第 9号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金融资产》为例，即使是非上市

公司的股权投资都必须依此准则按公允价值计

量。这就意味着，会计师将必须投入大量的精

力来预测被投资公司的未来现金流量。

另一个例子，金融资产减值也要求会计师

为预测未来现金流量作大量的努力。为了缓解

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确认金融资产减

值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LM）将由预期损失模型

（ELM）替代。这涉及预测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

流量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重大判断。

三阶段法
根据金融资产减值的三阶段法，在金融资

产产生或购入时，确认未来 12个月的预期信用

“从会计向预计的演变需要将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
进行更多的融合。”

损失（阶段一）；在金融资产的信用质量显著恶

化和信用降至投资等级以下时，确认整个期限

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阶段二）；在金融资产的信

用质量恶化到已产生信用损失或资产信用已减

损时，确认整个期限内的预期信用损失，并根

据净摊销成本金额计算利息收入（阶段三）。

根据这种方法，确定信用质量是至关重要

的，而信用质量取决于金融资产的预期现金流

量。这不仅需要过去的经验和历史数据，还要

求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评估。总而

言之，ELM模型不仅颠覆了会计只反映过去不

反映未来的信条，而且有可能成为推动会计演

变为预计的里程碑。

会计正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对未来现金流量

的预测，这对专业判断和会计教育有着重大的

启示。传统上，专业判断是指会计师依据其从

业经验以及其所掌握的会计知识，在公认会计

准则框架内做出选择。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意

义上的专业判断，是以会计经验和知识为基础

的经验型判断，发挥专业判断对其他学科知识

的要求微乎其微。

然而，随着会计向预计的转变，专业判断

的涵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专业判断的内容和对

象不再局限于会计，而它的时间维度已不再囿

于过去和现在。现在专业判断不仅需要丰富的

会计经验和知识，也需要经济、金融、经营、法

律、统计等学科的经验和知识。换言之，现代的

专业判断越来越依赖于其他领域和学科的专家

意见和知识支持。

会计向预计的演变需要将会计学科与经

济、经营、金融、统计和风险管理等其他学科进

行更多的融合。与统计分析和金融工程相关的

量化分析科目应该纳入到课程设置和后续职业

发展课程当中，从而让会计师掌握必要的分析

技能，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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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教法的模式
毕马威审计业务总监 Samer Hijazi阐释伊斯兰金融机构建立严格、全面的伊斯
兰教法 (Sharia)监管制度的重要性。

与
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同，伊斯

兰金融产品和服务需遵守伊斯兰

教法的教义和准则。伊斯兰金融机

构 (IFI)的教法合规风险指的是机

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当前或将来会不符合教

法顾问解读的伊斯兰准则和标准。这可能带来

普遍的严重后果：最坏情境，可能将导致储户取

走资金；收入减少；合同无效；诉讼；最终致使

该机构声誉受损，与之相关的企业经营受到长

期影响。

伊斯兰教法违规风险存在于伊斯兰金融产

品开发和推出的各个阶段，包括伊斯兰金融工

具的概念化和结构化过程；法律文件编制；合同

中关于违约和付款迟滞的罚金条款制定；销售

和市场营销；执行和实施；以及审计与披露。

为应对上述风险，伊斯兰金融机构应当建

立严格、全面的伊斯兰教法监管制度。本文通

过调查英国、中东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机

构的报告实践，探索了当前全球采用的一些监

管模式。其中典型的两类是内部和 /或外部鉴

证工作。  

内部鉴证
显而易见，内部鉴证是当前最为普遍采用

的监管模式。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内部鉴证架构

主要由伊斯兰教法监督委员会 (SSB)组成，提

供支持的通常是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部

门，有时是内部伊斯兰教法审查部门。但其他

混合式的搭配安排也很常见。

SSB负责确保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所有活动

均符合伊斯兰教法，并负责指导、监督和审查

企业的经营活动。SSB通常由学者组成，按照

行业最佳实践，SSB成员应由伊斯兰金融机构

股东选举产生，以确立他们独立于管理层的地

位。

但我们也发现该模式在运用过程中存在不

一致之处。首先，有关伊斯兰教法监管的行业

标准主要由伊斯兰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组织

(AAOIFI)和伊斯兰金融服务理事会 (ifsb)制定

和发布，但这仅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强制执行，

在其他地区却极少被采纳。

同样，一些 SSB拥有多位具有声望的学者，

而其他 SSB仅有一到两位。这些学者监管伊斯

兰金融机构活动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选择直

接进行定期抽样检查，另一些则使用内部审计

34     第七期

财会前沿：企业报告  伊斯兰金融



Samer Hijazi FCCA 是

毕马威审计业务总监。

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学习经济学，是英

国企业财务长公会的

准会员（AMCT）以及

英国特许证券与投资

协会的会员（MSI）。

同时他也是由伊斯兰

金融机构会计和审计

组织 (AAOIFI)认证的

伊斯兰注册会计师

(CIPA)。

服务。少数伊斯兰金融机构安排其内部伊斯兰

教法审查部门的年轻学者专门为 SSB进行合规

测试。

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发现鉴证意见表达

的性质和范围也并不相同。大多数 SSB是通过

抽查当年的交易活动并据此提出年度教法合规

意见的。多数合规意见对被审查的伊斯兰金融

机构是否合规给出了肯定的鉴证。但一些 SSB

则表示他们审查了机构的所有的交易和活动，

同时也有少数 SSB发表否定的鉴证意见。

另一复杂的问题是，对伊斯兰教法学者所

应具有的经验和资质，目前仍没有为行业普遍

接受的定义。就现今行业中鼎鼎有名的学者（如

Sheikh Nizam Yaquby和Dr Mohamed Elgari等）

而言，这并算不上是问题。但可以说，这对下

一代学者中佼佼者的脱颖而出却是一个潜在障

碍。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下一个难题：多家伊斯

兰金融机构同时聘请一位学者提供咨询意见。

对此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等同于富时 100公司

中 99%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但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受到的是独立监管；而除少数

例外情况外，当前对伊斯兰教法学者的独立监

管却几乎没有。

外部鉴证
正如上文提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

是遵循 AAOIFI标准的地区）要求某种形式的外

部鉴证。这通常由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外部审计

师负责。

外部审计不仅包括法定的财务审计，还可

能涉及伊斯兰教法合规审计。由于伊斯兰金融

机构的所有商业活动均需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准

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部审计师需要发表意

见，表明机构在本会计年度所有的交易和产品

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和准则，以及是否

符合该机构 SSB发布的具体法令，法规和指

引。

此外，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迪拜、阿曼和尼日利亚）已建立了伊斯兰教法

中央委员会 (CSB)。此举可以增强伊斯兰金融机

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致性，但也可

能抑制 SSB提供相关解决方案和创新的能力。

除此之外，若某伊斯兰金融机构在不同国家运

营，它会感觉很难同时遵守不同地区 CSB的指

导准则。但 CSB可以通过对不同地区的伊斯兰

投资和审计问题表明看法，来实现对 SSB功能

的补充。

ACCA国际发展主管塔埃比 (Aziz Tayebbi)写道，ACCA和毕马威的一份联合报告呼吁提高伊斯兰金融机构财务报告的

一致性。阅读报告《全球一致》(Global alignment)，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eporting

关键报告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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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IFRS合规一直是MASB的首要任务。

法伊兹说：“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让马来西亚全面接受 IFRS标准。

截至 2012年 1月 1日，我们已经让大多数上市公司接受了 IFRS标准，

但我们仍在等 IASB针对 2个行业的回应 — 房地产和农业。”

MASB非私营实体采用 IFRS标准的最后期限为 2012年 1月 1日。

到 2014年，对于处于过渡期的农业和房地产建造业，马来西亚财务报

告标准 (MFRS, Malaysian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框架（等同于

IFRS）将正式实行。这两个行业分别属于MFRS 141《农业》和国际财

务报告解释委员会第 15号公告 (IC Interpretation 15)《房地产建造协

定》规定范畴。

据法伊兹预计，针对收入的新 IFRS规定将化解对收入确认的担忧。

“我们正在等待新规定的出台，以便整个行业尽早采用并实现 IFRS合

规。”

就农业方面，法伊兹提出：“IASB刚刚发布了征求意见稿，内容是

我们提议之一的生物资产所属范畴问题，这将使我们能按成本而不按

公允价值计量生物资产。讨论还在进行中，还处于征求意见稿阶段，所

以仍需一段时间。我们希望今年内解决收入问题，明年内能解决农业

问题。一旦这两个问题获得解决，剩下的公司便可以实现 IFRS合规。”

在今后的几个月内，MASB计划在中小企业中推行 IFRS标准，到

2016年实现全面采用。“让 1,000家上市公司全面采用 IFRS标准是

一回事，在几十万中小企业中推行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法伊兹说，

“我们希望确保市场对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充分准备。”

马来西亚的 IFRS转型

设法将伊斯兰教法融入 IFRS
MASB主席法伊兹认为 IFRS需要针对伊斯兰金融交易进行相应调整。

马
来西亚会计准则理事会 (MASB)呼

吁伊斯兰财务报告标准和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 (IFRS)之间的相互协

调。

理事会主席法伊兹表示：“如果我们希望遵

守 IFRS标准，那么问题就是应当如何遵守。我

们需要怎样将伊斯兰金融交易融入 IFRS标准？

我认为 IFRS应当适用于所有交易，而非仅限于

传统交易，我们也在过去的几年内探索了伊斯

兰金融采用 IFRS标准的原因、措施和方式。”

MASB做足了准备，并对国际会计准则理

事会 (IASB)进行了游说工作，希望 IASB能积

极审查伊斯兰财务报告中的问题。2013年年

中，首次 IASB关于伊斯兰金融交易的会议在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就这次会议的举行，

MASB感到“非常满意”。

法伊兹说：“这很好地展示了 IASB的包容

性。IASB愿意坐下来，倾听和审视全球市场中

出现的新型的金融交易。”

但这方面的协调也面临着困难。最显而易

见的是针对伊斯兰金融的 IFRS标准和 AAOIFI

标准的不一致。

尽管最大的伊斯兰金融市场 — 沙特阿拉

伯、阿联酋、马来西亚和科威特 — 均要求伊

斯兰金融机构根据 IFRS标准进行报告，但在

包括巴林和卡塔尔等地区内的伊斯兰金融机构

则遵照 AAOIFI标准。两种不同的标准带来了

套利、滥用的风险，也阻碍了各地报告的可比

性。

IFRS和 AAOIFI标准最关键的不同之处在

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实质重于形式，以及潜在

经济利益的确认，而非可强制实施的权利和义

务。

法伊兹说：“我们咨询过我国的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法律）理事会和国际伊斯兰教法研究院

伊斯兰金融研究中心 (ISRA)。从而得知，上述

概念是可以融入 IFRS标准的。这有点像将一个

圆形的木桩放入方型的洞中：虽然两者并不能

完美契合，但如果洞足够大或木桩足够小，也

可以实现。”

核心准则
与 IASB的讨论得出，确认和计量是协调

伊斯兰财务报告的关键；披露则是较为次要的

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伊斯兰术语 — 如

musyarakah（合伙）和 mudharabah（盈亏分

摊）。如果传统术语对利益相关者没有意义，我

们便没有必要使用这些术语。”

法伊兹说：“通过研究和咨询 IASB，我们

确认，在伊斯兰金融交易中普遍采用 IFRS标准

是可行的。如果出现不适用的情形，我们需要

鼓励更多、更完善地披露，比如合同实质和风

险实质等等。”

他表示这是一个关于实用主义的问题：“我

们并非试图强迫其他人这么做，而是想努力解

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我的关键绩效指标

(KPI) 是，审计师在审计从事伊斯兰交易的金融

机构时，是否真的能断定这些机构符合 IFRS标

准？” 法伊兹补充道：“标准的制定者也需要

积极地宣扬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需要双向

的对话。”

在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过程中，标准的

制定者应当尽早地、有效地向 IASB传达当地的

担忧。尤其当正在审议的问题，例如农业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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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金融，对那些在会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

主要经济体并无重要意义时，这就显得尤为迫

切。

“我并不能肯定我们的观点会被接受，”法

伊兹表示，“但至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使

它获得了 IASB的审议。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传

达自己的观点付出了全部努力。”

Nazatul Izma Abdullah，记者

这是法伊兹（Mohammad Faiz Azmi）担任MASB主席的第二个任

期，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同时他还担任普华永道马来西亚的执行主席。

他于 1993年进入普华永道马来西亚，之前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取得

了律师资格，而后又接受 Touche Ross的专业会计师培训。在英国和马

来西亚金融机构的审计和商业咨询业务方面，他拥有超过 27年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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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自 2008年开始一直致力于与 IFRS趋同。印度尼西亚

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十分接近，我们的

目标是继续朝着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方向努力，但目前尚未

决定在哪一年达成目标。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决定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与之趋同，实施这一准则的难度会加大。相比欧洲，亚洲更

为分散，区内经济体的会计行业和资本市场成熟程度也与欧洲不同，此

外，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法律框架和商业文化也有所不同。印度尼

西亚主要的挑战是，会计从业者对以原则为导向的 IFRS准则有多重解

读。印度尼西亚财务准则理事会（IFASB）是亚洲 — 大洋洲会计准则

制定机构组（AOSSG）和新兴经济体机构组（EEG）工作组的成员，一

直非常积极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IC）讨论本国特有

的会计问题。然而，在当前机制的限制下，国家准则制定机构（NSS）

很难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处寻得答案，因为其中的协商过

程将花费大量时间。土地权和电信塔是印度尼西亚财务准则委员会近

期提出的其中两个国内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IFRIC与

NSS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机制，如此一来，如果真的出现国家特定

的问题，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就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

Rosita Uli Sinaga是 IFASB的主席，也是德勤印度尼西亚的高级合伙人，

同时还是印度尼西亚大学的会计学讲师。

Ersa Tri Wahyuni是 IFASB的专业顾问，也是曼彻斯特商学院的博士研究

员。

案例研究：印度尼西亚

全球态势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已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但对于没有采用的国家 — 尤其是美国，仍然需要进
一步开展说服工作。

自
欧盟同意上市公司在编制合并

报表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以来已有 11年。在短短十

余年内，实施 IFRS的国家和地区

已经超过 100个。IASB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在 2012年举行的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会上

表示，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朝着成为全球

标准制定者这一目标的努力已卓有成效”。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其 IASplus网

站收集的综合信息，目前已有 128个国家和地

区允许或要求国内上市公司采用 IFRS，仅有 25

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允许采用这一准则。IFRS基

金会近期完成了其全球 IFRS采用情况评估计

划的第一阶段，发现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以

及其他 46个国家和地区中，95%都公开承诺

过要支持将 IFRS作为唯一适合全球范围内采

用的财务报告准则。

IASB的终极目标是制定一套唯一的高质

量标准，供成员国在世界各地使用，无论其资

本市场规模如何。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而言，

这些准则更是显得至关重要。Hoogervorst在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许多快速

发展的经济体都有志于发展自己的全球金融中

心，而它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采用 IFRS是这些

金融中心存在的先决条件。”

鉴于此，IASB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以确

保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除了考虑大型经济体

的需求之外，也要顾及其他经济体的需求。目

前，IASB本身已经吸纳了金砖四国（巴西、俄

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类似国家的代表，包括

巴西的 Amaro Luiz de Oliveira Gomes、韩国的

Chung Woo Suh以及中国证监会前首席会计师

张为国。

同样，管理委员会和顾问组中，代表们所

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也有所扩大，而新型

经济体机构组（EEG）则提供了一个论坛，帮助

这些经济体解决在应用准则时所面临的问题。

主要新兴市场中，巴西已经采用了 IFRS，

而俄罗斯承诺在 2018年之前所有的公司都实

现全面过渡（它已经要求公共利益实体在编制

合并报表时使用 IFRS）。中国于 2007年引入的

企业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 IFRS趋同，且

中国还在继续朝着进一步与 IFRS趋同的方向

努力。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都选择性地采用

了 IFRS，但有些 IFRS准则与国家标准之间仍

然存在着很大差异。

复杂的局面
当前的局面凸显了最重要的一点 — 虽然

全球会计语言的发展步伐似乎在不断加快，但

准则“趋同”的形式却有多种。对于那些本身没

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或者准则比较空泛的国

家而言，全面采用 IFRS是最为简单的选择。但

是对于拥有一套成熟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发

达国家而言，与 IFRS趋同的过程则比较复杂。

有些国家（地区）采用了整套的 IFRS，而有些

尽管采用了国家标准，但是这些国家标准都不

同程度地与 IFRS趋同。关键的问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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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对农业标准 IAS 41的采用情况尤其

突出了这一点（该地区棕榈油生产等工业处于

主导地位）。马来西亚原本将两个标准（IAS 39 

和 IAS 41）排除在其趋同计划外，但是自 2012

年起已经让步，与 IFRS完全趋同。

“最好的选择就是各国采用 IASB 的

IFRS，”ACCA 财 务 报 告 主 管 马 丁（Richard 

Martin）表示，“但是许多国家都遇到了问

题。然而整体而言，它们都承诺在适当的时

候转为采用 IFRS，这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答

案。”Hoogervorst在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会上

表示：“修订和变更似乎是例外而非普遍情况。”

但是他一直在提醒各国不要出现重大的偏离。

在印度尼西亚会计师协会（IAI）和东盟会计师

联合会（AFA）于 2013年 3月在印度尼西亚联

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Hoogervorst表示：“只

有完全采用 IFRS，才能享受到使用 IFRS品牌

的所有好处。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要辨别其

中差异的大小非常困难。”

马丁认为市场压力是关键所在。“有趣的

是，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股票市场是否有这样一

种认知，即如果没有完全采用 IFRS，就是一个

非常负面的因素。”他表示，“这样便形成了一

种压力，促使其进行妥协，以求真正实行全球

性的准则。这种情况已经在马来西亚发生：马

来西亚的本国公司发现，它们需要解释 IFRS和

其报表之间的关系，这给该国带来了压力，促

使其完成了向 IFRS的趋同。”

Hoogervorst同意马丁的看法。他在 IAI–

AFA研讨会上表示：“大多数国家（地区）都已

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相对于对 IFRS进行修

修改改，以解决本地问题而言，全面采用 IFRS

所带来的信誉上的加分要更具价值。”

美国问题
不过，在建立统一的全球性会计语言的道

路上，主要的障碍是美国，美国只允许外国注册

公司提交 IFRS报表。过去十年，IASB一直在与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SAB）合作，为消除

IFRS和美国 GAAP之间最重大的差异而努力。

2012年夏天，双方在经过三年的激烈讨论之后，

并未能在金融工具减值的会计方法上达成一致

的解决方案，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历史低

点。Hoogervorst称之为“令人深感难堪”。几乎在

同一时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出版了其

备受期待的工作报告，其中说明了 IFRS在美国

的未来，这份报告旨在帮助 SEC的委员决定美国

是否应该实行 IFRS，以及如何实行。

报告指出，“全球财务报告界普遍认识到

了 IFRS的高质量”，但是 IFRS文件中存在许多

上图：马来西亚首都吉

隆坡附近的棕榈油种

植园。虽然由于棕榈

油行业的重要性，马来

西亚采用 IAS 41的步

伐较慢，但它已经于

2012年完全采用了这

一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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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 IFRS趋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项研究审查了 2003年到 2009年间在上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公司收入价值相关性的变动（即报告收入的变动对股价的影响程度）。自

2007年与 IFRS趋同以来，这种相关性有所提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结果正是归功于与 IFRS的趋同。

阅读报告《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否影响中国的财务报告质量？》（Does IFRS Convergence Affect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in China?），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reporting

中国受益于 IFRS

Wallace Siakachoma FCCA
南非 ABC控股集团财务高管

“南非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十分满意过去十年内由 IFRS所带来的整体状况的改善，包括披露

范围的扩大，财务报表的标准化以及与世界各地的非传统投资者之间的关联。南非当前面临的挑

战包括小型企业的培训和软件成本。此外，许多资本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

可以提高公共问责能力，促进公允价值的建立。提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其他报告（如提交给监管

者的报告）的合并程度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

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成员

Evgeny Buben FCCA
俄罗斯天燃气公司尼日利亚子公司首席财务官

“尽管适当的会计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十分重要，但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障

碍。这些国家缺少开启财务报告准则一致化过程并控制准则实施的政治意愿；缺少进行适当实行这

些准则的专业素质；遇到来自本地会计机构和其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本地团体的阻力；遇到来自本

地会计师和审计师对于变革的阻力。会计行业的趋势与热动力学相似：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最

终都会演变成一种惰性均质状态。

我们可以预计，未来所有的国家都将使用 IFRS，或者其他约定的统一准则，但是我们不知道那

一天何时到来。肯定不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漏洞，这些漏洞比美国 GAAP中的漏洞还要多。

报告的结论是，在美国，将 IFRS作为权威性指

导原则予以采用，不会得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多

数参与者的支持。但是报告补充道，对于探索

其他引入 IFRS的方式，美国市场却给予了很大

支持：例如，由 FASB对其中的准则逐条深入考

虑并给予承认。

IASB的一项分析承认，美国采用 IFRS的

确存在许多困难，但是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

障碍”。ACCA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

数美国投资者都认为美国最终会采用 IFRS，这

是不可避免的。Hoogervorst在 ACCA国际会员

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这种过渡并非易事，“美

国会面临的挑战其他国家也曾遇到过，包括那

些能力远不及美国的国家”。

“美国采用 IFRS的问题已经持续了 15年

以上，”马丁表示，“尽管存在不确定因素，IFRS

的推广面已经在不断增加。无论有没有美国，

IFRS都会继续推进。但是如果美国加入的话，

其步伐可能会更快。”

Liz Fisher，记者

IASB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告诉 ACCA国际会员代

表大会的与会代表，采

用 IFRS对于快速发展

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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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欧洲议会西北英格兰选区议员兼欧盟法律事务 (JURI) 委员会审计议案起草人 Sajjad 

Karim在纽约进行调查访问，以进一步了解美国和全球审计市场，从而考察议案在更大范围内会

产生的影响。ACCA在 Sajjad Karim访问期间主办了一场圆桌会议，吸引了各界人士参与。不出

所料，会议的讨论重点还是集中在欧盟议案中的关键内容，如法定审计师轮换制、招标和非审计

服务。

几乎所有行业对法定审计师轮换制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事实上，圆桌会议的前一天，美国

国会发布了《审计诚信和工作保护法》（The Audit Integrity and Job Protection Act），这一法案将

禁止在审计师轮换制问题上拟定任何规则，也使得审计师轮换成为有关人士热烈讨论的一个问

题。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定审计师轮换制的标准不同，这一法案会对身处其中的跨国企业产生什么

实际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圆桌会议的与会者非常支持采用已经颁布

的国际标准，如国际审计准则（ISAs）和国际会

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道德规范。

圆桌会议后，欧洲议会议员 Sajjad Karim

提交了欧盟审计议案的最终修正案，议会将对

此进行投票表决。该修正案的立场与 ACCA两

年前对最初议案所持的立场相同，支持采用国

际标准，在任命审计师和批准非审计服务方面

加强审计委员会的作用，承认专业机构在保障

审计质量（尤其是在非公开领域）方面的关键

作用。

ACCA主持关于审计变革的讨论

未来的审计报告
ACCA专业事务总监苏艾蒙 (Sue Almond) 讲述当前各界正在
采取哪些行动促使审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更丰富、更具有针
对性、透明度更高的内容和信息。

2
013年 6月召开的国际审计与鉴证

准则理事会 (IAASB)会议的主要议程

是对审计师报告的征求意见草案进

行定稿。这次讨论会至关重要，它是

IAASB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 具体而言即满

足投资者对信息量更大的审计报告的要求 — 

所采取的行动的最新发展。鉴于许多监管机构

也在研究审计师报告，IAASB必须坚持在这一

领域的领导地位，以保持不同审计师报告在全

球范围内的可比性，而这正是投资者的主要目

标之一。

此版征求意见草案是以 2012年开展的意

见征询、众多的意见反馈和广泛的调查为基础

编写的。客观地讲，各方对提议中的某些内容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在审计师发表评论

的章节，企业认为审计师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提

供关于企业的原始信息。

IAASB近期阶段的工作旨在协调整合各方

观点，并将概念真正付诸实施。审计师评论的

概念还会保留，毕竟这是使用者的一个主要要

求，但名称改为“重要审计事项”，以强调所讨

论的领域属于审计（即严格控制在审计师的职

责范围之内），而非广义的企业事项（这一方面

将由管理层提供评论）。这并不意味着报告的

这个新章节仅仅包含审计师的观点，远非如此。

只要是被判断为最重要的审计领域，都有可能

存在风险或成为需要评判的领域，在这些领域，

使用者一向要求提供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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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old Schilder
IAASB主席

“IAASB在制定审计师报告议案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现在每个人都要发挥自身作用，实现审

计师报告的变革。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听取了反馈意见，相信我们的这个草案能够满足用户

需求，同时又能考虑到一些实际的挑战。我们还将广泛地讨论审计师报告，尽力寻求反馈，使我们

能尽早敲定这项议案。”

穆百德（Brendan Murtagh FCCA）
IAASB理事会成员及 ACCA前会长

“虽然一些广受关注的败局导致了人们对审计报告开始提出质疑，但是这次的草案将提高所有

企业审计报告的质量。在我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追求进步的私营企业逐步认识到透明度更

高的审计报告能够带来价值，所以尽管现在只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要审计事项，但是其他行业也可

能会这么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简明扼要并有针对性地概括往往非

常复杂的领域。”

Paul Lee
爱马仕股权事务董事

“投资者乐于接受真正值得一读的审计报告，这种报告有实质内容，而不是只有一些符号。但

是要想这些新议案真正发挥影响力，审计行业需要迎接挑战；他们需要提供的报告不再是陈词滥

调，而应反映出审计过的公司所面临的具体形势以及该公司进行有效审计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投

资者希望看到这一行业能够迎接挑战。”

建立“筛选”过程
制定重点审计事项的规则，一个重大挑战

是“筛选”，即如何真正突出重点事项，避免报

告充满细枝末节、生搬硬套的语言。概念式地

讨论“风险领域”非常容易，但实际上，企业和

审计师的报告环节可能已经全面覆盖了这方面

的大多数内容。用户想要的就仅仅是一个风险

“清单”吗？审计师如何才能避免遗漏至关重要

的信息呢？

征求意见草案中就重要审计事项提供了若

干范例，这些范例可能会吸引很多关注和评论。

这些范例是为了展示各种不同方法而专门编写

的，因此对这些方法各自效用的反馈会很有帮

助。

我们将饶有兴趣地期待任何试点工作的成

果。在公共领域，沃达丰公司新推出了具有英

国特色的审计报告，在私营领域，IAASB将计划

实施试点项目。

对持续经营的关切
草案中的另一个提议是在审计报告中加大

关于持续经营的报告内容。金融危机期间，持

续经营方面的报告相对匮乏，招致了众多批评，

IAASB期望在这一领域更加透明公开。

不过有趣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会计准则的

措辞方式限制了审计师可以表达的内容。如果

不存在管理层要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停止企

业运营，或者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时，企

业将运用持续经营的会计基础。这是一个临

界点，有时被形容为“清算师已经在来的路上

了”。这实际上应该是管理层的职责：及时发现

并披露可能影响企业未来的任何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而不是由审计师在报告中提出。

关于持续经营的讨论也引出了 IAASB职责

范围之外的一个问题 — 责任。在许多国家，

主观性更强、具有前瞻性的信息和审计责任制

度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意见反馈者在考虑什么

是切实可行的目标时必须牢记这个问题。

这是审计行业取得的一大进步。2012年

的意见征询活动获得了多方面的反馈，这次的

征求意见草案需要各类利益相关方做出相同的

努力，这样该草案才能推动实施一系列的标准，

促使审计师提供更透明、更有针对性的信息。

苏艾蒙（Sue Almond）

是 ACCA专业事务总

监（见第 9页）。她同

时担任 IAASB董事会

成员穆百德 (Brendan 

Murtagh) (见下文 )的

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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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主观性更强、具有前瞻性
的信息和审计责任制度之间存在必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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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家全球组织而言，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需要应
对监管不一致的情况。”

未来的论坛
会计师事务所论坛（the Forum of Firms）是一个代表众多全球
会计组织的协会。就职于 RSM 的 Bob Dohrer 以论坛主席的身
份探讨了审计的角色转变。

B
ob Dohrer今年再次当选为会计师事

务所论坛主席。该论坛汇集了 23家

世界领先的全球性会计机构。作为

在RSM的伦敦办公室工作的美国人，

Dohrer将在今后的三年中，致力于在世界各地

推广一致的、高质量的财务审计实践，应对未来

在跨国审计中出现的各种挑战。

对于这个十多年前为了应对各种会计丑闻

而成立的协会而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尽管

审计行业再次发生此类事件的几率不大，审计

行业当前受到的关注仍然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你回顾二十一世纪初，那是一段

相当动荡的时期。”Dohrer解释道，“全球市

场上发生了安然公司（Enron） 和世通公司

（WorldCom）的丑闻，这两桩丑闻后来导致了萨

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的颁

布以及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的创立。很明显，个别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加强监

管的举措。”

当时，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意识到，

一些大型的会计机构相当大量的业务属于跨国

审计工作，因此有必要将这个团体联合起来，致

力于实现一些基本的目标 — 首要目标即提高

审计质量。当时，无论是在审计还是会计前沿，

均未在国际标准的趋同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国际审

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的努力下，这种

局面已经发生了转变。目前已有 100多个国家

应用 IASB的规定与准则，而 IAASB在合并和厘

清一系列要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审计标准方面

已经取得了进展。

而处于这一过程最前沿的，是会计师事务

所论坛的众多成员，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到小型的地区性国际会计行业组织，都是它的

成员。“该论坛的宗旨是团结整个行业的力量，

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审计质量和确保审计工

作的一致性，从而支持财务报告质量的基本目

标。” Dohrer表示：“我们已经着手将该论坛打

造成讨论实践问题和审计问题的地方；而由于

我们与 IFAC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地

不同的专业会计组织和标准制定者保持联络。”

跨国抱负
要成为论坛成员，一家组织或事务所必须

首先从事或有兴趣从事跨国审计工作。它们应

该促进高质量的审计实践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

的一致应用，支持国家审计标准与国际审计标

准的趋同，遵守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

会（IESBA）的职业道德规范并定期进行全球合

作的内部质量审查。

“对于一家全球组织而言，其面临的一个难

题就是需要应对监管不一致的情况。我们经常

发现的一个问题是，虽然我们都使用同样的审

计标准，但这些标准和要求在不同国家的解读

和执行可能会大相径庭。因此，如果一家组织

必须以全球性的方法和原则来整合这些监管标

准，就会非常困难。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运用

一个审计标准，这个标准的政策和流程都必须

是最严格的。”Dohrer表示。

会计师事务所论坛可以让行业内外具有

影响力的机构注意到相关问题。它也有助于加

速审计行业在审计技能发展比较滞后的国家

和地区的成熟。“该论坛可以促进行业本身前

进。”Dohrer表示。

展望未来，Dohrer一再强调审计师报告和

审计透明度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在整

个欧洲层面进行立法的做法表示反对，这种做

法可能会改变审计师进行工作报告的方式和初

衷。相反，Dohrer和“会计师事务所论坛”都认

为需要通过标准制定，而非立法来改进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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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事务所论

坛的主席之外，Bob 

Dohrer 还 是 RSM 国

际质量与风险的全球

负责人，曾在 RSM美

国成员所 McGladrey 

& Pullen任职达23年，

职务包括国际鉴证业

务负责人。

报告。“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观点。”Dohrer表

示。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正在

努力建立一种审计师报告模式，Dohrer认为这种

模式对审计行业的未来至关重要。“无论您是否

想把金融危机或是其他触发性事件与这种模式

联系在一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服务的消

费者必定会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他表示，“这

种趋势显然已经十分清晰。”

Dohrer担心，如果作为专业人士的审计师

不能应对这种需求，如果他们无法找到一种方

式来规避责任和诉讼的困扰，那么用户需要的信

息和审计师能够提供的信息之间就会出现差距。

他表示：“如果其他人可以填补这一差距，那么

这对我们的行业来说绝对是一种真正的风险。” 

倡导审计价值
Dohrer将会计师事务所论坛视作可以倡导

审计价值的场所。“虽然诉讼风险不允许审计师

在最终的财务报表发布之前详细公开审计过程

中所进行的所有调整，但是人们需要了解，这

一过程可以增加财务报告的价值，而会计师事

务所论坛可以明确阐述这一价值。”

公司审计委员会在这场辩论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治理的成熟

程度。但是 Dohrer决心要让会计师事务所论坛

成为支持审计行业的中坚力量。用他自己的话

说：“我们需要阐述审计行业的价值，并且让人

们了解其价值。”

Philip Smith，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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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财务职能部门
未来的财务职能部门会呈现出什么面貌？将对全球企业的人才战略产生什么影
响？ 

随
着首席财务官责任范围的扩大和

全球财务职能部门运营方式的转

变，财务职能部门中传统的职业道

路正在变得愈发模糊和曲折。这一

变化为需要为企业制定成功的未来人才战略的

首席财务官以及在考虑如何在自己的职业道路

上不断前进的有抱负的财会专业人士带来了挑

战。

我们与埃森哲、IBM、德勤和 Pearson等企

业的财会专业人士进行了访谈，随后撰写了《财

会人才的未来》报告来讨论这些问题。以下是这

份报告的简要介绍。

这份报告总结了影响未来财会人才管理的

一系列趋势，尤其侧重于探讨共享服务和外包

的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全球商业服务的

兴起以及它们与保留的财务组织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展开一场针对未来全球财务职能部门

人才管理话题的讨论。

“超级交付”中心
共享服务和外包（SSO）领域目前已经形成

了一个成熟的目的国分布，但是我们认为，那些

寻求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或进军业务流程外

包业务的企业会逐渐将需求聚集在少数几个具

有此类业务集群的城市。这些城市可能会成为

财务业务的创新中心，而且通过与大企业品牌

的联系，它们会成为财务部门低风险的满意之

选。

人才而非成本会成为选址的驱动因素
通过 SSO提供财务会计服务，在选择地理

位置时，相对于成本而言，它们可能会更加重视

能否获得优秀的人才，这种趋势在如今劳动套

利持续萎缩的背景下更为明显。企业将紧密关

注某些地区的能力情况，将技能与要完成的工

作相匹配，在企业视为具有关键人才资源的地

区进行人才招聘和投资。因此，财务职业规划

中，工作地点的重要性将变得更为突出。

使能技术
随着传统离岸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成本和财

务业务部门的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模式

正越来越不受青睐。尽管过去十年内事务型工

Deborah Kops是共享服

务和外包（SSO）咨询

公 司 Sourcing Change

的创始人。她曾任一

家全球业务流程外包

（BPO）企业的创始合

伙人、一家领先的海

外 BPO企业的首席营

销官、FleetBoston（如

今的美国银行）服务

集团的执行总监，以

及德意志银行全球分

包转型执行总监。

里 昂（Jamie Lyon 

FCCA）是 ACCA企业

事务主管，负责 ACCA

在财务转型领域的全

球研究和洞察项目。

作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有一个问题依然

困扰着我们：自动化的采纳程度是否可以推动

变革。如果可以，那么其影响将涵盖多个方面，

从将服务的交付和控制转回“在岸”环境，一直

到制定决策将控制权从财务职能部门转移到内

部客户。

这种从实际意义上消除财务职能部门对财

务事务过程的控制权的趋势，甚至可能会消除

对 SSO的需求。在保留的财务组织中，随着业

务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对不断增长的丰富的客

户数据集进行推断、预测和关联的需求也将随

之扩大，这将导致传统“商业伙伴”活动领域的

延伸。

那么，财务职能部门是这一重要领域的天

然的人才储备库吗？

全球商业服务
财务职业道路可能会受到全球商业服务

（GBS）发展的深刻影响，GBS的发展趋势是整

合整个企业业务模式的设计理念和控制权。其

中所需的跨职能型的领导力不仅要具备更多的、

非传统的管理能力，还为那些渴望在财务职能

部门之外的岗位上大展拳脚、甚至成为企业领

导者的财会专业人士创造了机遇。

劳动力“空心化”
企业对财务 SSO模式的相继采用改变了

财务劳动力的性质，打乱了传统的职业层级和

道路，并导致保留的财务组织内部的职业“空

心化”，这造成了大范围内职业生涯发展的结构

性影响，企业和财务职能部门需要着手加以解

决。

不断提高的业绩期望
财务领导者需要积极主动地反思其人才战

略的紧迫性，仔细审视能力问题以及财务职能

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帮助企业创造价值，

实现增长。因此，全球企业可能还会将更多的，

“价值更高”的财务活动转移到 SSO环境中去，

从而让保留的财务职能部门腾出资源来专注于

提供具有商业洞察力的专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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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劳动力计划
只从财务职能部门的角度看待财务人才，

这种做法将变得越来越不可取，这与如今企业

结构变得更加矩阵化、复杂化和虚拟化的现实

背道而驰，在共享服务和全球商业服务业务兴

起的趋势下尤其如此。

阅读报告《财务人才的未来》

(The future of finance talent)，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Teuta Bakalli FCCA
PEPPER EUROPE首席财务官

“随着财务职能部门的角色不断演变，我明

白，我们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

挑战。扎实的专业技术能力固然十分重要；然

而，这必须辅以更广泛的企业管理能力：如优秀

的沟通技能、影响力技能等，当然，某些职位还

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商业敏锐度。

“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挑战；财务

共享服务模式和核心财务活动外包的出现引发

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服务组

织和其余财务职能部门之间如何更好地培养出

全球财务职能部门所需的人才。同时，财务领

导力本身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要求发挥

更广泛的领导力素质。”

ACCA/IMA企业会计师全球论坛成员

 第七期     47

财会前沿：财务转型  人才



白容（Helen Brand）于

1996 年 加 入 ACCA，

担任国际发展事务总

监，并 于 2008年 成

为 ACCA行政总裁。她

同时担任国际综合报

告理事会委员及其治

理委员会委员。她于

2011年荣获大英帝国

官佐勋章（OBE）。

弥补技能差距
ACCA行政总裁白容（Helen Brand）表示，首席财务官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的财
会全才。 

今
天的财务职能部门需要在多种能

力上表现卓越。除了确保履行法定

责任和监管职责之外，他们需要支

持企业发展、管理风险、制定增长

战略、引领财务洞见的推广以及继续保持适当

控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ACCA于 2013年初调

查了 500位来自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

和阿联酋的首席财务官，询问他们在聘用新晋

会计师时会看重哪些方面。我们询问他们，金融

危机之后，新雇员的哪些品质让他们有信心，哪

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促进企业增长。

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认为每个未来

的员工都需要具备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财会专业

知识和能力。超过八成受访者表示，重要的是要

全面了解从预算到报告再到外部审计原则的整

条财务价值链，以及整条价值链相互协调的方

式。

我们在《财会全才 2013》报告中探讨了各

种驱动因素，包括拓宽财务职能部门职能范围，

提高财务领导层的综合能力，从而实现可持续

发展这一目标。首席财务官认识到，只有企业得

到合理控制，企业风险得到妥善管理，企业资金

得到保护和充分利用，企业核心托管责任得到

履行，企业的长期价值才能得以创造或延续。

此外，财务转型仍然是许多企业的首要任

务，其中包括共享服务提供优质的会计业务服

务，提升公司税务和企业融资等领域的专业知

识，增强保留的财务组织的财务洞察力，扮演好

企业合伙人的角色。

接下来，还要考虑年轻一代的抱负。许多年

96% 财务管理

94% 专业素质 /职业道德

93%  企业报告

87% 可持续管理会计

86% 治理、风险与控制

86% 战略和创新

83% 领导力和管理

80% 审计和鉴证

78% 法律和税务

68% 利益相关方关系管理

资料来源：《财会全才 2013》

新晋专业人士具备哪些财会
知识最重要？

ACCA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杂志企业特刊探讨了如今财会专业人士所需的技能和品质。

阅读此特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corporate

ACCA设计的能力框架互动版（右图），读者可以在线访问。

该能力框架显示了 ACCA专业资格如何通过其考试、实践经验要求和职业道德模块来全面覆

盖这些能力和行为。欲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 :competencyframework.accaglobal.com

AB企业特刊

在线能力框架

轻人都希望拓宽商界生涯的广度，而有些则仍

然希望追求“传统的”财务职业生涯。

财务团队需要应对日益动荡、复杂和竞争

日益激烈的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挑战，

考虑到财务领导者目前所参与的财务活动的范

围之广，他们希望招聘具备多种技能和知识的

员工就不足为奇了。

像 ACCA这类知识面广的专业资格有助于

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可以让财会专业人士拥有

多种职业选择，允许他们追求多种不同的财会

和商界职业生涯。

阅读《财会全才 2013》（The complete finance 

professional 2013），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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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管理会计
评价、衡量和落实管理会计

体系和绩效管理体系，用于

规划、考核、控制以及监督

企业绩效，确保可持续的

价值创造。

战略和创新
评价、考量企业的战略定位，

探索提升业绩的和市场份额的

创新模式；实施企业战略，

开展变革管理，实现高效

低耗、创新式的业务流程

改进。

领导力与管理
资源管理和企业领导注重高效

和道德规范；了解利益相关方

的需要和优先要务。

财务管理
在投资评估、企业重组、税务

和风险管理、资金和流动资本

管理等方面，从企业内部实施

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决策，

确保价值创造。

利益相关方关系管理
善于把握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

需求；让企业运营目标能够和

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保持一致；

与利益相关方保持良好的关

系，切实有效地沟通信息。

审计与鉴证
提供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评估

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制度；

收集证据、实施审计程序，达

到审计鉴证的目标。

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理解并践行基本的职业道德和

个人道德规范；确保企业道德

规范得以妥善落实。

税务
遵守税务法规和体制，与相关

政府部门沟通，确定企业在

公司税和个人税方面所承担的

责任，并依循道德规范加以

管理，使用正确的税务计算

方法和税务筹划技术。

企业报告
编制高质量的企业报告，

帮助利益相关方了解企业，

做出决策。

治理、风险和控制
确保有效适度的企业治理；

评估、监督和实施风险识别

流程；设计并实施恰当、高效

的内部审计和控制体系。

十大关键能力
ACCA专业资格以一整套综合能力框架为基础，覆盖财会专业人才必须掌握的
全部关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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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兴趣
ACCA和德勤的一项联合调研显示，中国企业对于共享服务的兴趣在增长，但是
很多企业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

越
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和跨国企

业希望能够对业务进行标准化、提

升效率，包括财务、IT、人力资源

等部门，因此共享服务正在缓慢但

坚定地增长。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发

展速度，共享服务的增长潜力十分巨大。

但是，障碍依然存在。

在 2012年末，ACCA和德勤进行了一项调

研，了解中国企业的财务共享服务（FSS）和外

包策略。《中国企业财务共享服务现状与展望》

报告发现，虽然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活跃的

海外并购推动了对财务系统和流程进行标准化，

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财务做法

依然约束着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发展。

随后在中国各地 — 成都、大连、香港、

青岛和深圳 — 举行的 ACCA研讨会，都讨论

了相关的发现并分享了经验。

该报告分析了平安集团的案例。该集团是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的保险公司。集团现已发展

成为以保险、银行和投资三项核心业务为一体

的综合型金融服务大鳄。平安在 2002年成立

了共享服务中心（SSC），旨在将整个集团的流

程标准化，中心提供保险核保核赔、财务结算、

呼叫中心服务、数据处理、信用评估和逾期未支

付款跟踪等服务，从而统一标准、提高效率、控

制风险。

他们的努力颇有成效。“虽然下属企业在增

加，但是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运营成本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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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总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一位集团的代表在

深圳研讨会上对与会者如是说。

缺乏支持
但是平安的案例并不代表主流。德勤管理

咨询合伙人廖福良在深圳研讨会上指出：249

名受访者中，60%表示他们的财务部门没有使

用 FSS或外包，而 70%表示主要的障碍是缺乏

最高层的支持。“在年收入超过一亿美元的企业

中，受访的全球企业中有 75%实施了 FSS或外

包，而中国只有 30%。”他说。

廖福良补充说，由于中国企业的主要业务

运营在国内，所以需求也相对较低。“利润最大

化往往不是国有企业的主要使命，”他说，“通

过集中和标准化来获得更好的控制和更高的效

率，比通过共享服务中心降低成本更重要。”

大连高新区软件和服务外包发展研究院院

长赵立成在大连研讨会上表示，国有企业缺乏

财务变革的内部驱动力，并且他怀疑这些企业

是否真正地欢迎 FSS带来的透明度。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廖福良还是相信共享

服务和外包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认为跨国

企业迅猛的海外扩张是该过程的催化剂，其中

的例证就是家用电器巨头海尔和全球最大的电

信设备制造商华为。

FSS和国有企业
他同样指出，一些国有企业已经站在了

FSS和外包的前沿。很多国有企业根据十二五

规划调整了战略目标，因此他们的财务部门正

在准备变革建议书，其中大都考虑了 FSS的可

行性。

“着眼全球扩张的中国企业有兴趣提高其财

务能力、服务质量和财务流程的标准化水平。他

们希望能跟上全球最佳实践。降低成本只是一

项附加收益。”廖福良说。杰富仕集团北亚区财

务总监张海鹏在青岛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企业

的财务变革是被动的。“企业的主要驱动因素之

一是满足法规的要求。”他说。

但是对于集装箱服务巨头东方海外（国际）

有限公司（OOIL），他们在 1996年于上海建立

SSC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低成本。东方海外货柜

航运有限公司集团财务总监莫恩礼在香港告诉

与会者，OOIL在六十多个国家开设了 290多家

办事处，其在上海的中央财务处理中心为日本、

欧洲、美国等成本较高的地区提供服务，大幅缩

减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和内控水平，有效地利用

人力资源和提供了职员培训的机会。

彭波 — 目前是沃尔玛副总裁兼 SSC负责

人，而参加深圳研讨会时她是智慧中国集团首

席财务官 — 她的观点类似。她描述了自己在

1990年代为一家美国的跨国企业工作的经历。

“那时候，中国、印度和菲律宾是成立 SSC的理

想国家，首要原因就是运营成本低。我们很高

兴看到中国迅速迎头赶上。”

但这不仅是降低成本的问题。廖福良说：

“中国企业注重安全，愿意选择成本较高的中国

城市。”确实如此，根据 ACCA和德勤的联合调

研，91%没有实施 FSS和外包活动的企业表示，

他们会选择在财务环境较为成熟的城市 — 也

是成本比较高的城市 ，或者在他们的总部所在

地建立共享服务中心。这说明，人才库和基础

设施比成本要素更重要。

张海鹏同意，成本经常是第二要素。“在

中国，驱动 FSS和外包活动的动力主要是通过

集中来降低财务风险、提高标准化水平、符合

监管要求。节省时间和降低成本只是附加收

益。”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跃章认为企业应该把 FSSC作为业务伙伴

来看待。“FSSC不再只是一个支持性部

门，”他说。“企业应该关注如何提高核

心业务的价值。”他在深圳研讨会上如

是说。

莫恩礼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经

过十余年的运营后，OOIL上海

SSC已经将工作转移到了位

于中国西部城

市重庆的新

“利润最大化往往不是国有企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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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是企业支持财务部门变革的上佳工具。”

SSC，那里的人力成本更低。上海则成为了财务

控制中心，执行本由香港总部处理的高层控制

和监控工作。“SSC是企业支持财务部门变革的

上佳工具。”他说。

人才的挑战
SSC面对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招聘并留住正

确的人才，尤其是应对员工高流动率的风险。科

锐国际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郭鑫十分理解稳定的

重要性。“从一个员工的辞职到新员工的任命，

即使是最基本的职位，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

能完成整个过程。高流动率肯定会造成成本方

面的影响。”

但是马士基信息处理（成都）有限公司财务

中心总经理王腾表示 , 中国在招聘 FSS职员方

面环境很特殊。“我们要求员工有良好的电脑使

用技能和外语水平。我更愿意招聘技能水平好

的应届毕业生。”

廖福良注意到，有些组织更愿意为 FSSC的

一些职位聘用大学应届毕业生，他们表示 15%

到 20%的流动率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平安的代

表则认为，重要的是 FSS的整个系统应该公平、

尊敬员工，让员工了解升职流程。“高工资并不

一定能保证留住员工。团队环境、职业通道、归

属感都很重要，”他说。平安下辖多个企业，这

使得它能够让有才能的员工进行轮岗，不断丰

富员工的知识和能力。

大部分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同意，成立 SSC

不一定带来正面的结果。海尔集团管理创新研

究中心负责人彭家钧补充说，我们不能从狭义

上理解 FSS，而应该考虑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包

括内部员工和客户。

廖福良认为，企业的财务变革与其战略定

位相关。“财务部门的定位是什么？”他问到，

“CFO应该从传统的管理角色中走出来，成为支

持企业战略决策的战略家、驱动企业整体变革

的催化剂。”

换言之，财务部门变革的意义在于创造价

值。

Gary Tsang，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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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革命
合益集团（Hay）全球负责人 Signe M Spencer讲述以团队协作为核心的优秀矩
阵式组织能给今天的创新者带来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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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组织的特点是人们能够超越正式的

组织结构跨部门地进行合作。大多数跨国公

司都采用这种形式，这其实是唯一能够对不

同地域、产品线和客户群进行管理并从中获

益、又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方式。这不仅仅

需要会领导，还要能够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

并影响那些并不在你直接控制范围内的人。

成功的矩阵组织恰巧也是优秀的创新者，这

些组织包括 3M、微软和宝洁。按照合益集团

的说法，“矩阵组织不应该用于管理公司的

运转，而是用来让公司自己运转。”

矩阵组织

矩
阵式结构可以很复杂，也可能消耗

大量时间。的确，这种结构如果不

能有效进行管理，任何形式的改进

都会遇到阻力。不过，我的工作中

频频出现一个事实：能使矩阵式结构运转卓越

的特点与孕育优质创新的环境特点一致。

可是，创新难道不是在科学家独自工作或

数学天才“灵光一现”的时候产生的吗？在今天

的许多领域已经不是这样。比方说，我在生物科

学领域与许多组织合作过，单靠一个实验室的

能力是不可能有新发现的。仅由一个实验室可

以带来的大部分重大发现已经都出现了。如今

的创新需要更多的能力。这正是矩阵式组织技

能能够在创新领域派上用场的地方。让我意识

到这一点的是美国联邦政府项目的创新。我们

在与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合作中遇到了曾获殊

荣的领导者，他们似乎有排除万难而成功创新

的天赋。我们采访了 15位这样的领导者，看看

我们能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什么。

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所有人经历的创新都

从跨领域合作中产生。他们成功的这一特点与

我们对卓越矩阵式组织的研究成果紧密相连。

这说明，如果你想创新，就要以矩阵式组织的工

作方式来开展，反之亦然。

这些领导者的身上都有共同的特点：

* 坚韧。他们不会被部门结构、流程、文化或政

治上的障碍捆住手脚。当他们确实遇到阻力

时也不放弃。

* 他们有眼光、自我意识强、不断开拓眼界。

* 他们知道如何应付部门结构、文化和办公室

政治并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也理解并尊重

其他组织的职责、界限和工作安排。

* 他们有目的地利用关系网和人脉，运用复杂

的影响力技巧与各组织合作。

* 他们运用自己的领导力打造优秀、多元化的

团队，推行以目标为导向的思维方式，营造有

利于创新的氛围，并将培养他人作为自己的

一项重要工作。

协作：成功的标志
我的另一项研究验证了上述项目中发现的

这一规律。这次我们考察的是一家依靠持续创

新发展竞争力优势的“硬科学”公司。通过行为

访谈， 我们将最成功的创新经历与稍逊的经历

相比较。协作能力是一个明显的成功标志。这

家公司的一位科学家在谈到一次失败的创新时

承认：“那时我错在只想单打独斗。”

在这家“硬科学”公司中，我们也发现造就

创新人才的技能和跨部门工作能力之间有着共

通之处。优秀创新者和有效的矩阵式组织工作

人员都具备从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和看待事物

Signe M Spencer 是 国

际管理咨询公司合益

集团能力评估事务的

全球负责人。能力研

究是她 20年来在集团

工作的一个方面，包括

总结融汇在各种工作

中进行能力研究的成

果，改进能力研究的方

法、设计并验证能力应

用程序，以及为高管提

供辅导。她的职责还包

括对高管和 CEO的接

任和选拔进行资深评

估。

的能力、优秀的自我管理技能以及极强的韧劲。

确实，有效应对失败的能力是成功的重要标志，

无论对矩阵组织中的优秀人员还是顶级创新者

都是如此。

结果我们发现，上述性格特点也是高层领

导者身上被我们称作“成长要素”的特质，即

预示一个人天生能在高层职位上表现优异的特

点。

这是在我们按客户要求帮他们寻找具有巨

大潜力的人才时发现的。我们的客户想知道如

何挑选下一代领导人。

下一代 CEO和 CFO能在职业生涯早期被

发现吗？预测一个人在未来 5到 15年内能做

什么是可能的吗？

个性，而非智力水平
从合益集团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四个能够

预见领导力的特点。即对求知、冒险和走出自己

能力舒适区有强烈的愿望；视野开阔；个性成熟、

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及能够理解他人。

这些成长要素与支撑创新和协作的能力高

度符合。例如，科学家在他们追求创新的领域吸

收不同视角能使工作更为有效。邀请有不同技

能和观点的人加入团队，而非吸纳与自己相似

的人更容易解决问题。

我在哈佛的同事、著名的心理学教授

Howard Gardner的研究更是证明了在创新中敢

于冒险的重要性。Gardner的研究表明创造力与

个性的关系比与智力水平的关系更大，他表示；

“希望冒险、不害怕失败、对未知事物着迷、不

满足于现状的人更可能有创新发现。”

财务创新
然而，财务行业的创新呢？和风险一样，最

近创新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别有意味的一个词。

似乎这会使公司陷入困境。诸如创造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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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League是个优秀的团队成员和团队领导人。在他担任美国测绘局的影像与地理空间科学部门主任时，接到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武装部队的紧急请求，短短一个半星期后，他就交付了许多创新软件包系列的第一个，这些软件包提

供了战地的卫星视图，让工作人员在决策时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拯救同胞。

League和他的下属在接到请求时都不知道怎么制作这样的电脑软件，但他们并不担心。尽管这并不在他团队的日常工

作范围内，League还是非常积极地接下了这个项目。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保护人民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做出贡献，而且

根据他对现有技术的掌握和以往项目的经验，他也有信心完成。League在午餐时把团队召集到一起讨论，他向他的团队介

绍了这个任务和背景。这个团队由从整个组织挑选的人员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他们手握着三明治，就开始

进行头脑风暴。

团队很快就与拥有相关技术、也许能解决制作出部分产品的私营公司取得联系。当发现中意的软件时，League乘飞机

去会见软件生产商，亲自邀请他们与自己合作。League和他的团队迅速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后来又加以改进。

League快速交付的技术让美军获得了从卫星拍摄的清晰、实时的战地照片，提供了大量可供战地部队人员从笔记本

电脑上查看的情报信息。这项技术已经在民间广泛使用，让人们可以在家里的电脑上轻松查看建筑、街区和地区的卫星地

图。

Alfred League

难懂的金融工具一类的过多创新被视为金融危

机的罪魁祸首。

显而易见，金融公司如今需要的是另一种

形式的创新。能够帮助他们加强与客户的联系、

更好地服务于客户的创新。这一点已经在发展

中国家的市场中看到，例如印度手机银行业务

的起步就比西方国家快。

当我们对财务职能部门的领导进行对标分

析时，发现有两个要素能将最优秀的领导与其

他人区分开来。最优秀的领导在讲述自己经历

时提到，当有人提出一个不负责任的建议时，他

们会否决，他们有着足够成熟个性这样做。第

二，我们发现卓越的领导也善于培养他人。这两

个要素在创新中同样重要。卓越的领导能成为

优秀的创新者。

谨慎地冒险
在所有组织中，财务部门都对创新有很大

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是掌管财权的人。不过，如

果他们能够获得我们目前讨论的技巧来在这个

问题上产生影响，他们就能促进创新而非阻碍。

这方面的典例是 Google和 3M，两个公司的领

导人都给员工时间开发自己的项目，并准备好

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许多创新产品：Google 

News, Gmail, Post–it Notes 和 Scotch Brand 

Tape等就是这样诞生的。

此外，如果财务部门在谨慎冒险之外还有

另一个伟大创新者的特质 — 管理失败的能

力，那么他们就能让开发新项目的势头延续下

去。例如创造一种“项目虽败，尊严犹存”的企

业文化，这样，项目的失败对创新者的职业发展

没有威胁，不会打消其进行任何尝试的意愿。

协作的力量
总之，我们从不同的研究和经历中都发现

优秀的矩阵组织工作技能、优异的领导才能与

成功创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结论是，如果你

想找到下一个重大发现，最好的方式是与优秀

的协作者，而不是火箭科学家，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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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能
TV Mohandas Pai对于会计师以及印度应该如何为下一步的行
动做准备持有强硬的态度。

能
够从资深的财会专业人士那里

听到坦率的言论，总是让人感到

醍醐灌顶，而这就是印度 IT巨

头 Infosys公司前首席财务官 TV 

Mohandas Pai给人的感觉，尤其是当他在描述

财会专业人士在向 CFO职位攀登过程中会面临

的障碍的时候。

“要成为一名 CFO，他们必须对企业的整体

业务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它的战略、如何实现

卓越经营、筹集资本、配置资本、盈利、与投资

者沟通以及与众多金融机构建立联系等。”现任

Infosys人力资源总监的 TV Mohandas Pai说道。

他推出了 iRace（Infosys角色与职业提升）评级

体系。“他们还必须能够建立系统和控制，拥有

IT能力并能够成为一名风险管理师。”

TV Mohandas Pai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印度的专业会计师需要在风险管理、管理会

计、决策制定、财务分析、投资分析，以及 IT和

行政流程等方面接受更全面的培训。

随着印度逐步开始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发展会计师的技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印度迟迟未采用 IFRS的原因之一就是财会专业

人士的准备不足。

一方面是缺乏技能，另一方面是缺乏人才。

TV Mohandas Pai认为，受制于优秀师资的匮乏

以及学生数量的庞大，印度的人才管道过于狭

窄。他目前还担任 Manipal全球教育服务主席，

人才是他目前关心的一大问题。“在过去十年中，

印度的高校入学人数已经从 1000万人上升到

了 2500万人，但是 18到 24岁年龄段的适龄

入学人数高达 1亿人。”他说道。

“赋权企业”
与此同时，TV Mohandas Pai表示，印度上

市公司 20%到 25%的股票是由境外机构投资

者持有的。在截至 2013年 3月的财年中，印

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224亿美元。但是据 TV 

Mohandas Pai表示，印度的外商投资应该可以

至少再增加一倍。“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钱进来；

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透明度；我们希望坚持全球

标准，使印度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集资。”他

说道，而 IFRS就是一项关键的解决方案，“因

为 IFRS是（国际公司）表达自己的通用语言。”

他表示希望印度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在

两年之内对 IFRS拥有更广泛的了解。

虽然 TV Mohandas Pai总体上对于政府支

持 IFRS和其他改革，从而改善财务报告的举措

赞许有加，但他认为印度还可以做得更好。例

如，他对新的《公司法》中的对于注册会计师的

刑事处罚的一些条款持批判态度。

反腐行动
TV Mohandas Pai一直在帮助推出各种增

进企业透明度的措施，例如 Infosys的举报政策，

他希望这一政策能够遍及印度。“无论是通过举

报还是其他途径，当一个问题已经引起董事会

的注意，但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的话，董事会应

该被追究责任。”他说道。

他认为印度应该和美国一样，推出反腐败

法。他表示：“行贿与受贿，或者操纵账目和投

标过程，应该被视为刑事犯罪。”

TV Mohandas Pai补充道，虽然印度有诈骗

和腐败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其他国家也

TV Mohandas Pai，54岁，是一名专业会计师，因任职于印度 IT巨头 Infosys而为人熟知。从 1994年到 2006年，他

担任 Infosys首席财务官，他的主要贡献是成功地使第一家印度注册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以及推出了印度首个

员工持股计划。自 2006年起，他担任 Infosys人力资源总监，在接下来的 5年内共招募新员工超过 15万名。

TV Mohandas Pai曾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undation）董事，印度证

券交易委员会（SEBI）董事会成员，以及 SEBI会计准则小组委员会成员。他也是 SEBI初级市场咨询委员会主席。此外，他

还曾经担任多个政府委员会成员，并参与了印度税务信息网络的设立。

目前，他担任高等教育企业集团Manipal全球教育服务的董事会主席。他仍继续参与各项旨在开发人力资源、IT、教育

质量和熟练劳动力输送的项目。

TV Mohandas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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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存在。不同之处就在于印度的媒体肆无忌

惮地宣传这些案件。“我们媒体的炒作，使得全

世界认为我们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他说道。

摆脱官僚
TV Mohandas Pai认为，印度经济的根本挑

战是政府行政能力的落后，要管理好一个快速

增长的总值 2万亿美元的日益复杂和全球化的

经济体，印度政府目前的行政能力至少落后了

10到 20年。

“10年前，我国的 GDP为 4500亿美元；

在接下来的 20年，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 10万

亿美元。”他解释道。

虽然印度的经济并不稳定，现在的 GDP年

增长率是 5%，为十年来最低，他认为这种情况

在不久之后将会得到扭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将会回归，因为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供给约束型

市场。”他说道，“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季度，我

们将会看到一些增长的回归，从而加速经济的

发展。”

但是他也告诫人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经济

增长，而丢失了印度的传统价值观。他注意到一

些印度公司迫于压力，转而采用西方的工作文

化和道德。

“东方人以家庭为重；我们尊重长者和权威

的人。”他说道，“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了一个

更好的明天而抛弃自己的文化。”

无论怎样，曙光就在前方，印度将会有一个

光明的未来。“日本在原有的文化环境中，发展

得非常成功。”他指出，“中国也昭示了它可以

既保留自身文化，又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而印度也将如此。”

Raghavendra Verma，驻班加罗尔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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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之道
中小企业若想充分发挥潜力，CFO赋权是重中之重。但 GEA Westfalia分离机公
司东南亚 CFO Gabriel Low表示，这可能要先让 CEO相信这一点。

A
CCA发布的报告《财务功能拉动中

小企业增长》(Driving SME growth 

through an evolving finance function)

中记载了企业会计师项目进行的一

项调查研究，尽管最重要的研究结论早在意料

之中，但仍使我深受启发。通过深入的数据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财务职能的发展并不是受

惠于业务增长，而是施惠于业务增长。”

那么 CFO也需要将这一信息传递给 CEO

和企业其他内部或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

CEO。应该让所有人认识到，CFO的作用并不仅

限于监测财务指标或用邮件发送反映绩效表现

与财务预算间差异的财务报告。

财务的价值
中小企业的 CFO面临众多挑战，有时首要

任务却是让 CEO理解财务对企业的价值。尤

其当 CEO还是企业的创始人或大股东时，他们

往往将企业创立的功劳归于自己，而很少看重

CFO为企业带来的真正效益。

要让 CEO明白这一点，需要注意两个重要

方面。首先又回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让 CEO

明白赋权 CFO实施高质量、重流程、严格的财

务职能部门确实能够使企业获益。同时财务职

能必须合理运用，以使企业能够获得制定决策

所需的信息、了解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履行法律

和政策义务。财务之所以能促进业务增长，正是

因为它了解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非仅限于

成堆的发票和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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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riel Low FCCA 是

GEA Westfalia分离机

公司东南亚 CFO，也是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

坛成员。

CFO应当能自信地说：
“如果没有我在，公司业绩就会下滑百分之几。”

付诸行动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 比核心的

会计、财务报告和追踪资金流向工作更重要的  

— 就是向 CEO阐明完善的财务功能可以化不

可能为可能，拉动业务增长。

CFO自身也需要充分接受上述报告的研究

结论，即财务职能是业务增长之因。只有 CFO

自己相信并切实为企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才

能让 CEO或其他人信服。CFO向来不喜自吹自

擂，但他们应当能自信地说：“如果没有我在，

公司业绩就会下滑百分之几。” 

对一些 CFO而言，更困难的可能是要做些

必要的工作来让这句话站得住脚。从报告的调

查研究中，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未

定期制定合理的业务规划。有句很有道理的老

话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CFO在一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制定业务规划、确保这些规划合理可行，以及

通过团队合作来确保规划的执行或者当企业因

故遇到困难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我的工作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能够帮助企

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让员工组成团队一起

工作，让企业的运作更平稳，做出决策并迅速

采取措施，这对于我是个挑战，也很有意义。同

时使我振奋的是，自己能看到企业的发展过程，

能意识到接下来半年内可能会遇到的机会和挑

战，并能在当下就采取行动。要做到这些，中小

企业的 CFO除了基础的财务工作，当然还需要

付出更多努力。在小企业中，CFO往往是多面手  

— 几乎参与到所有事务中。

例如，我在管理人力资源部门，负责经理培

训、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的同时，还参与企业的

商业核心层面，需要和 CEO、销售人员和制造部

门的工程师们并肩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你无法只坐在办公室中看

电子表格和邮件。那么，要让人愿意做这一工作

的理由何在呢？

观 看 Gabriel Low 和 ElectraLink 公 司

CFO Brian O’Shea FCCA谈成长型小企业中

CFO的角色，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

smallbusiness

视频

ACCA 杂 志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特刊，探讨了完善的财务部门可以给中

小企业带来的效益。阅读此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smallbusiness

中小企业特刊

郭克刚 (Mark Gold) FCCA
英国 Silver Levene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中小型事务所在帮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增值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准财务总监、求助首选和

积极的咨询顾问。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中小企业发挥国际贸易的潜能。最近 ACCA中小企业全

球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开发中小企业跨国发展的潜能》(Tapping into SME international potential) 希

望政府认识到中小企业要发展国际业务除了出口，还可以采取多种其他形式：如进口、对外直接投

资、国际分包和技术合作。这也是制定政策和创建业务支持网络所需考虑的因素。此外，中小企业

需要更好地利用如会计师在内的顾问资源，中小型事务所也应在这一方面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

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FEE)中小型事务所论坛主席、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以及 ACCA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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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尽管马拉维会计师 Dorothy Ngwira意识到非洲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乐观情绪
在不断高涨，但她警告，挑战将随之而来。

毋
庸置疑，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SMP）正日益成为非洲经济未来

的重要力量，它们为中小型企业的

需求提供支持。

中小型企业的资源和需求与大型企业有着

显著差异，它们非常依赖SMP来满足这些需求。

因此，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SMP本身的

需求也大不相同，所拥有的资源也相对较小。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SMP委员会于十年前

设立，旨在通过为全球正在成长的 SMP群体提

供支持来满足这些需求。

随着非洲迅速发展的小型企业对会计、咨

询和税务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再加上对鉴证

水平要求有所提高的新投资者不断涌现，如今

非洲的 SMP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

近些年，马拉维的 SMP数量已经翻倍。这

些 SMP雇用着大多数的执业会计师，并提供多

种专业服务，如传统的审计、会计和税务服务。

Dorothy Ngwira FCCA

是国际会计组织 Nexia 

International的成员所

Graham Carr的主管合

伙人，同时也是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 SMP委员

会的委员。

但它们同时也为其中小型企业客户提供增值业

务咨询服务。

中小型企业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至关重要，为私营部门的 GDP、就业和增长做

出了主要贡献。但是它们也面临着挑战。根据

《IFAC SMP快速调查：2012年综合形势》（IFAC 

SMP Quick Poll: 2012 Round–up），中小型企业

在非洲遇到的挑战主要包括监管重负、经济不

确定以及获得融资时所遇到的困难。 

然而，SMP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在同一

份调查中，非洲的 SMP认为，遵循新的规章和

标准、吸引和留住客户，以及降低收费的压力是

三个首要问题。它们认为未来最大的担忧是会

计行业的声誉，然后是全球金融困境以及监管

的深化。同时，它们在获得技术和通信方面也可

能遇到困难，当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帮助

它们应对这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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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及下图：乌干

达首都坎帕拉的 St 

Balikuddembe集市是

东非最大的集市之一。

2013 年 6 月，国 际

会计师联合会的年度

SMP论坛在坎帕拉举

行。

机遇遍地
随着 SMP逐渐克服这些挑战，等待它们的

将是遍地的机遇，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种类将

不断增加，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IFAC的调查

显示，虽然审计和鉴证仍然是 SMP提供的服务

中快速增长的板块，但顾问和咨询服务已经紧

随其后。例如，实践证明，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服务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一条

生财之道。

此外，SMP也可以在其中小型企业客户开

展国际业务时为它们提供支持。加入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组织可以强化这种支持，而且 SMP也

会从国外客户的引荐中受益。

我意识到非洲 SMP的乐观情绪在不断高

涨。根据 IFAC的报告，去年非洲和中东有 42%

的 SMP表示其业绩优于上年，仅有 22%表示

不及上年。约有 44%的 SMP相信 2013会比

2012年更好，仅有 14%认为 2013年会不及

2012年。

2013年 6月，我出席了于乌干达举行的

IFAC年度 SMP论坛，ACCA是该论坛的金牌赞

助商，这代表 ACCA重视支持 IFAC对 SMP的

承诺。

该论坛由乌干达注册会计师协会（ICPAU）

和泛非洲会计师联合会（PAFA）主办，吸引了

来自 30个国家的逾 180名出席者。当然，许多

出席者都来自非洲本土。

首要问题
论坛座谈环节上探讨了两个主要问题，这

两个问题在 IFAC的 SMP议程上十分重要。第

一个问题是在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审计和税务

等传统会计服务的同时，SMP在为他们提供关

键技术和咨询服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座谈嘉

宾之一、乌干达资本市场管理局首席执行官、

ACCA理事会成员和 IFAC委员会委员 Japheth 

Katto FCCA强调，SMP可以作为中小型企业网

络的中心，为这些企业提供重要服务。

第二个座谈环节探讨了通过鉴证和实务

管理来增加 SMP价值的问题。ACCA前会长兼

IFAC国际审计和鉴证准则委员会委员穆百德

（Brendan Murtagh FCCA）认为，有证据表明，

来自中小型企业的市场需求正在从审计向提供

其他服务转移，包括审核及其他鉴证业务。因

此，这两场座谈的结论表明，SMP提供给客户

去年，非洲有 42%的 SMP表示其业绩优于上年，只有
22%表示不及上年。

的服务已经从传统会计服务向范围更广的服务

转变，这种变化已然十分明显。

这两场座谈之后，论坛出席者分成了两组，

各自发表了对座谈专题的看法。出席者的观点

大致反映了非洲 SMP的需求，IFAC SMP委员

会将在其政策和随后的产品与服务发展计划

（如 IFAC的审计和实践管理指南）中对这些观

点进行深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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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创业者前行
安永战略性高增长市场全球副主席 Maria Pinelli表示，与创业者合作是一件
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M
aria Pinelli对高增长的创业企业

充满热情。说起创业企业，她的眼

睛不禁为之一亮。她说：“你会觉

得是在真正参与企业的事务、推

动企业的壮大，而不是仅作为一个外部的咨询

顾问。这的确让人很乐意去做。”作为安永战略

性高增长市场的全球副主席，她在过去几年中

已经帮助了许多创业者拓展国际市场、开展资

本交易，以及在加拿大、中国、英国、美国进行

首次公开募股。

全球市值最高企业的名录正以极高的频率

快速更新。每隔 5年，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强

中就有超过 55%的企业被替换；2008年以来，

富时指数排名前 350强的企业已有 50%被替

换；孟买最大上市公司的更新比例甚至超过了

90%。Maria Pinelli称，“今天的市场领导者明

天不一定能够继续处于领导地位，这种变化是

不可避免的。”

女性比男性更舍得放弃享受稳定的
经济环境，去探索未知事物。

与创业企业（通常是新兴市场的创业企业）

合作十分令人兴奋，但同时也是一大挑战。“我

们必须在思想方面着眼全球，在行动方面立足

实际，”Maria Pinelli说道，“我们每天的工作都

是在当地社会进行的，是在与人、与客户打交

道，这一点不容忽视。”

创业者自身也面临无数挑战。他们希望在

坚守创业精神、不断创新的同时，实现企业的持

续发展，并通过完善工作流程、基础设施和管理

控制来促进企业的成长。但“由于总是面临多

种选择”，应从何处着手，又应如何实现发展？

Maria Pinelli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获取资

本以及对资本的正确使用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人才问题也是一大挑战，他们需要的人才应当

具备行业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并能够将这些

知识和思维转变成有用的服务和产品。

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在将企业业务向发展

中国家拓展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障碍。Maria 

Pinelli表示，“如果认为西方国家的企业能够轻

易进入新兴市场，而且依照其原有的模式就能

取得成功，那就太天真了。”从研发到客户洞察，

再到商业模式，这一切都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

来发展。她认为，西方创业者在很多方面都需要

向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学习，尤其是以低价向

消费大众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技巧。他们的创新

方式很特别，我们称之为“节俭式创新”。

向新市场的扩张不仅仅是单向的。新兴市

场主体正逐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发挥主导

作用，Maria Pinelli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对大品牌的影响。”

Maria Pinelli透露，房地产、基础设施、医

疗和新兴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发展前景最好的

商业领域。她指出，养老设施产业在中国蕴含着

巨大的商机，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致使

许多老年人都无法得到子女的照顾。她还称，科

技将推动金融服务和移动产业的革新，清洁技

术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则将给能源行业带来重

大影响。

Maria Pinelli负责“安永年度企业家奖”的

审查工作，该奖项设立于 1986年，旨在对成功

的企业家予以嘉奖和鼓励。由于很少有女性获

得该奖项，Maria Pinelli于2008年又创立了“安

永成功女性创业者”计划。

Maria Pinelli指出，女性创业者一般都富有

动力、决心、激情和理想。她们比男性更舍得放

弃享受稳定的经济环境，去探索未知事物。“她

们偿还债务更及时，雇用员工更多，而且据一些

早期的研究显示，她们的处事方式更加透明。”

她补充道。

女性在全球商界人士中所占比例近三分

之一，而且几乎一半都在发展中国家。Maria 

Maria Pinelli已在安永公司工作多年，现任安永伦敦总部的战略性

高增长市场全球副主席。她曾于McMaster大学学习商贸和法语，毕业

后于 1986年进入位于安大略省哈密尔顿的 Clarkson Gordon公司（安

永前身）。1997年成为安永加拿大事务所的合伙人，先后在哈密尔顿、

多伦多、温哥华工作。

2006年赴纽约担任战略性高增长市场美洲地区负责人，2011年

起任现职。

Maria Pin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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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lli表示，如果女

性在经济方面的潜

力得到充分发挥，

将使商界新增 10

亿劳动力，从而推

动全球经济进一步

发展。

但是，女性面

临的挑战也在不断

增加。Maria Pinelli

说：“她们没有远大

的抱负。她们需要

更有抱负，需要引领

企业的发展方向，而

不是仅仅做好日常的

工作。这种心态的转

变非常重要。”

让 Maria Pinelli 欣

慰的是，这种情况正在逐

渐好转。2013年 6月，安

永全球创业与创新中心对“年

度企业家大奖”的女性得主进行

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最具

活力的商界女性领袖都信心十足。在调

查中，88%的女企业家表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

前景很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而持此种态度

的男企业家只占 71%。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

73%的女性被雇用，而男性只有 69%被雇用。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雇佣形势？因为企业需要提

高生产力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就必然要

求壮大具有高效率的女性员工群体。

“安永成功女性创业者”计划旨在帮助那

些已经成功建立起企业并具备明显发展潜力的

女性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加入这项计划

的女企业家销售额每年平均增长 50%。”Maria 

Pinelli不无自豪地说道。

“我们为这些富有才干的女性提供正确的信

息、关系网以及指导，让她们能够获得建议、人

脉和资本。如果女性在创业之初能够获得与男

性相同的资本，那么如今仅在美国就能新创造

出 600万个就业机会。”

Sally Percy，记者

 第七期     63

财会前沿：小企业  访谈



保护利益相关者
ACCA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 (John Davies)表示，降低报告要求可能会对中小型
企业有所帮助，但也可能会给股东和债权人带来负面影响。

一
个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地位和其

法律责任要求之间的联系，曾经被

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最近这些

年，在许多国家这种联系已逐渐放

松。不同规模大小的公司，采取的是差异化的报

告规定，小公司承担的报告义务往往较少，这在

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标准做法，认为通过减轻小

公司的监管负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各

个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减轻甚至消除对小企业

的会计信息编制和报告发布方面的监管要求。

采取的举措包括，欧盟实施了新的微型企

业管理法规，仅要求微小企业发布最少量的公

司会计信息，并允许欧盟成员国明确取消对这

些企业的会计信息公开的要求。

今天，大家都认为，在进行监管时，必须考

虑到每一个监管要求的信息价值，以及合规措

施的成本。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在较小的企业

中，对企业活动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也相对较

少，并且因其资源有限，其合规成本也相对较

高。针对这些因素，往往应该为小企业量身定制

一些解决方案。

但是，不管是微型企业也好，中小企业也

好，或者跨国公司也好，都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

形式，这就将企业的风险转嫁给了它们的业务

来往者。因此需要有相应的监管规则，来让第三

方感到放心，认为这些企业是以负责任的方式，

在其内部的各个层面进行财务管理。这些公开

透明报告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合规监管和纳税

确定方面，而且还在于为市场提供有用的决策

信息。

第三方在同有限公司，哪怕是很小的公司，

进行业务来往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这些

领域的规定就是用来控制这些风险的。如果去

除这些规定，那么企业利益相关者就少了一层

保护，除非以其他方式提供了类似保护。

不幸的是，政府层面的讨论往往很少关注

这方面规定的匮乏，而往往只关心如何降低企

业的财务合规成本，认为这些规定对于保护企

业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股东和员工）的利益来

说，价值不大，对于促进企业自身利益来说，也

价值不大。

除非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讨论会计报告在企

业利益相关者保护方面的作用，否则就会产生

戴 维 斯（John Davies 

FCIS）是 ACCA专业事

务主管。他负责 ACCA

专业事务方面的政策

协调，特别关注商业法

和金融犯罪方面的议

题。

一个扭曲的场景，即合规成本的降低（或看起来

降低），是以与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个人或公司承

担相关风险作为代价的。

国际观点
ACCA报告《保护中小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中涉及了以上这些问题。该报告着眼于世

界各地的一些国家如何看待会计信息披露规则

在中小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方面的贡献。

那些主张剥离会计规定的人，通常拿美国

做例子。在美国，企业主要采取的是有限责任

公司（LLC）形式。美国各州对于有限责任公司

的立法，都不要求公司编制或发布财务信息，不

要求独立审计，在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方面也没

有什么要求。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混合结构，与英国和

其他地方相比，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更多

的非法人合伙企业的特点。例如，税收是以个

人基础来征收的，而且，在单一法人的有限责任

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是这种类型）无力偿还债务

时，将按照非法人组织，而不是法人团体，来进

行处理。只有在规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股息

支付，比如，公司必须能够继续支付其到期债

务。对于公司董事批准的非法股息分配，必须

向公司偿还非法分配的多余部分股息。

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注册公司都

是“小型”私有公司。根据澳大利亚公

司法，这些公司无需进行财务年报的

编制和公布。然而，有两个重要的法

律保障。首先，董事必须做出有偿

债能力的声明。其次，对小公司而

言，在那些持有 5％以上投票权

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编制财务

年报。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规定，

公司法还对董事的个人责任做出

了严格规定，这对于强调小型公

司财务纪律的重要性，有很好的实

际效果。公司的董事提出的股息分配

金额，对于股东整体而言，必须是公平

合理，让股东满意的，并且不会严重影响到向

公司债权人的偿债能力，否则不得进行股息分

配。如果因为董事未能履行任何法律责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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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
把风险转嫁到了与其有业务来往的
个人或实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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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维斯 (Robin Jarvis)教授
ACCA特别顾问

“公司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就是贸易信贷决策。研究表明，贸易信贷是中

小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是否给予一个企业信贷，如果给，信贷期限是多长，财务信息的评估对

于做出上述决定至关重要。因此，财务信息有助于保护小企业在给予客户信贷的情况下，免受信贷

坏账的风险。所以，在法律上削减小微企业的财务资料公布，可能导致这些公司在信贷保护方面的

担忧。”

Faris Dean ACCA
Lyons Davidson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于公司制的企业来说，有两方面互相冲突的利益。第一方面就是企业本身及企业经营者的

利益，比如，降低监管义务以减少合规成本，限制企业的债务责任。第二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例如，通过遵守各项规定，确保正确管理与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债权人的财务风险。各个国家都

采取各种法规，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合理的风险分配，同时又确保合理的透明度，争取在这

两者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

ACCA商法全球论坛主席

导致该公司蒙受损失或损害，则董事必须承担

个人责任，来对公司进行补偿。而且，如果公司

未能按时纳税，澳大利亚的税收当局有权向公

司的股东个人进行追讨。

新加坡这个国家，对各种规模的公司，向来

都实行完全透明的政策，这一点被传为佳话。在

2011年，就公司法的未来进行了一次咨询，新

加坡政府表示：“基本前提是，所有的公司，既

然选择了以公司的形式来经营，就应该以向公

司注册处报备报告的方式向公众披露有用的信

息，以帮助那些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第三方进

行明智的决策。”

同时，即使在新加坡，最小的公司也拥有一

些信息披露方面的豁免权，法律提供了一些其

他的有效替代保障措施。如果董事批准的股息

分派，超过了利润中可供分配的限度，一则该董

事触犯了刑律，二来公司必须将超出合法范围

的股息分配，偿还给公司的债权人。

如果公司董事允许公司采取业务欺诈行为，

或在明知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举债，则其个人可

能要承担还债责任。

更宽广的框架
在以上三个国家，监管的放松，存在于一个

更宽广的框架内，认为如果不通过这些措施来

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则必须采取其他保护手

段。最常用的方式是，对公司结构和非法人组织

形式之间的区别，进行模糊化处理，从而使得企

业董事的个人责任风险变得更大。

显然，对会计披露没有或几乎没有要求的

制度，对许多小公司颇具吸引力。在某些情况

下，这些公司可能有理由声称，这些方面的规定

会导致很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还不如将这些

成本花在业务经营上。不必发布那些可能有利

于竞争对手的信息，这对那些公司来说，也是很

有吸引力的。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使是小

公司也应该为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而付出

一定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是，这代价应该采取什

么样的形式？多年来，会计和信息披露义务被

视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可能在某个层面上，

会计信息的编制和发布的成本，将超过其各种

好处。想要通过消除会计责任来降低合规成本，

其前提假设是，这种做法是切实可行的，但其代

价是牺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非有别的方式

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阅读报告《保护中小企业公司利益相关者的

利益》（Protecting stakeholder interests in 

SME companies），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smallbusreports

66     第七期

财会前沿：小企业  报告



明确的认识
Pinsent Mas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Alison Hubbard表
示，拓宽融资渠道和反腐败立法的深远意义在于海湾
合作委员会（GCC）下的中小企业必须加快实施公司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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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公司治理对于海湾合作委员会

（海合会）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

伯、阿曼、巴林、卡塔尔、阿联酋

和科威特）来说仍是一个相对较新

的概念，但是它在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增长中的

角色正在得到认可，至少是在原则上，因为地方

政府正在努力设法恢复投资者信心、建立可持

续发展经济，并在全球平台上竞争。

每个海合会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针

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立法。可以预见的是，由于

政府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资本市场，提升对金融

行业的信心，这种立法的重心往往是上市公司，

更多地涉及到金融机构。然而，现在有越来越

多的针对私人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的治理计划，

例如，由联合国合作伙伴关系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Partnerships）、新 月 集 团

（Crescent Group）和沙迦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推出的“珍珠计划”（Pearl 

Initiative）。这一计划为整个海合会地区开放讨

论改善公司治理、问责制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

了一个平台，该计划还把几家知名的私人企业

纳为合作伙伴。

在迪拜，一家名为 Hawkamah的公司治理

区域研究所与经济发展部推出了一套适用于中

小企业的公司治理准则，从而为私人企业的公

司治理最佳实践设立了标杆。

然而，对于许多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

者来说，公司治理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常常

认为这是上市公司的问题，而对其不予考虑。现

在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治理政策的另一个代名

词是“繁文缛节”— 它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帮助。

有一种假设认为治理政策将会非常复杂，从而

干扰业务运行，人们也担心它最终会导致本末

倒置。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所有者开

随着海合会区域各政府努力将经济从对碳氢化
合物的依赖中脱离出来，更广泛的全球参与将会成为关键。

始体会到公司治理的好处，特别是在拓展融资

渠道方面，这一趋势正在逐渐转变。

中小企业和融资渠道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

道已经被视为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无论是对

中小企业本身，还是对整个经济来说都是如此。

因此，海合会各国政府已经在不断地向金融机

构施加压力，以放开一些急需的资本。

虽然潜在贷款方之间缺乏合作（在信息共

享和开发贷款业务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因素，

但是这些潜在贷款方的勉为其难也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现有的法律框架，可以说，无法提供有

效的机制，使这些贷款方充分管理自己的风险。

由于缺乏信贷评级机构，安全注册和追索债务

的有效机制，在海湾地区放贷存在固有风险。虽

然这些问题正在解决，但是进程非常缓慢。

尽管良好的治理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一家企

业的运营能力，但是公司治理与融资之间的联

系似乎才是鼓励中小企业落实健全治理实践的

主要推动力。简单来说，贷款方与潜在投资者希

望（也需要）看到借款方有妥善的管理，有适当

的评估风险的机制，有合格称职的人员制定决

策，并且有符合国际标准的会计账目。对于那些

在更加成熟的经济体经营的中小企业来说，这

些原则看上去可能只是基本，但是对于一个历

史上所有者与公司管理不分家，并且对正规政

策没有显著需求的地区来说，这些基本原则却

是来之不易的。

全球形势
获得融资并不是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采用良

好的公司治理的唯一因素。随着该区域各政府

努力将经济从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中脱离出来，

前页图：黎明的迪拜。

本页图：迪拜酒店 /

办公综合体阿联酋大

厦。

Saad Maniar FCCA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Horwath Mak（Crowe Horwath国际成员所）主管合伙人

“随着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和全球化，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海湾地区的中小企业需要了解，良

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支持有效的决策制定、遵守适用法律，继续推动企业的增长是有必要的。这将会

有助于企业保持高水准的运营，从而减少整体风险，这就意味着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融资，承担相对

简化并且低息的债务。但是，在削减成本仍占据主导的时代，各机构将会如何应对这一警钟，我们

仍需拭目以待。”

ACCA阿联酋会员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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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全球参与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来自更加成熟的经济体的投资者将更有可能选

择在透明度高和信息公开的经济体进行投资。

随着立法的治外法权范围的不断扩大，例

如英国的《反贿赂法》（Bribery Act）和美国

的《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外国投资者需要非常小心地选择他们的

生意伙伴。与触犯反腐败法相关的潜在的经济

处罚和声誉风险迫使外国投资者必须确保他们

的生意伙伴正在采取健康有序的公司治理措

施。

海湾地区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显然是一个

很有前景的投资地，但是，且不管对还是错，该

地区的投资环境对于遵守反腐败立法也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当地寻求与全球伙伴合作的中

小企业将需要通过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避免

被视为过于冒险的商业合作伙伴。这对于海湾

地区众多的家族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每一个海湾国家都有著名的大型家族企业，

这些家族企业经过几代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了

跨国公司，有些甚至业务遍布全球。海湾地区的

许多家族企业都是从小的贸易公司发展成为大

型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涉及零售、贸易、建筑、

物流、制造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一成长的部分

原因是这些家族企业与国际投资者建立了紧密

的联系。

然而，由于素来的保守封闭的传统，许多家

族企业仍然鲜有正规的治理程序，但是在适当

的时候，它们将需要考虑如何推动企业继续前

进，尤其是在企业所有权交接的时候。

有些家族企业已经真正地从本土贸易企业

过渡到了多元化的全球企业集团，拥有先进的

企业结构和治理框架，包括任命家族圈外的人

担任执行和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以及反腐

败政策和程序。

由于这些功业卓著的家族企业公开表明它

们致力于良好的企业治理，其他家族企业很可

能会效仿。

未来
事实上，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公司治理

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为良好治理的真正价值

尚未被充分认识。虽然中小企业慢慢开始认识

到，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提高效率和市场信誉，

并且降低风险，但是执行治理背后的真正动力

很可能是要证明企业是安全的投资对象。

然而，持有资金的贷款方也清楚地知道，公

司治理政策只有在承诺实施和持续执行的情况

下，才真正是行之有效的。

任何企业，如果只把治理作为一项任务的

话，那它很可能会被贷款方和投资者所轻视。

Alison Hubbard 是

Pinsent Masons律师事

务所驻迪拜的企业集

团合伙人。自 2006年

以来，她一直在海湾地

区工作，就一系列企业

事务提供咨询服务，包

括兼并与收购、合资与

企业架构，以及治理、

反贿赂和其他合规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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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之光
接受并践行可持续发展将在诸多方面惠及中小企业，乃至环境本身，而会计行
业是发展的关键，陈黄钟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蔡懿德如是说。

中
小企业占据了全球企业总数的

90%，在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

平均占到 50%。但是，虽然中

小企业积极参与了法规、政策

制定的各方面，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他们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尚没

有明确数据预测中小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但

是一般认为与其经济贡献大体相当。

中小企业没有积极参与当前关

于可持续的商业发展的讨论，其原

因比较复杂，与这些企业的特性密

切相关。他们一般由业主直接管

理、独立运营。相对于大型企业，

他们官僚主义和程序僵化问题较

轻，面对的往往是短期问题的挑

战。但是，大家普遍认为，中小企

业应该参与到解决环境挑战的讨

论中来。

在最近出具的一份报告《在

中小企业中贯彻可持续发展》中，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针对让中

小企业切实采用可持续发展的业

务实践，向政府、企业和会计行业

提出了建议。

提高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

平，需要中小企业、政策制定者、监

管方，尤其是会计行业的共同努力。

该 ACCA报告介绍了最近针对中小企业

可持续发展活动的研究成果，该研究确

认了与知名、可信的组织进行合作的必要

性。会计师往往是小企业唯一经常接触的商业

咨询师，所以也是沟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可信

渠道。

但是该报告补充说道：“会计师之所以能够

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咨询师，不仅因为其与该行

业的密切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铸成的渠道和

信任度，还因为其核心能力。”职业咨询师对小

企业面临的挑战有独特的理解，因此是小企业

主理想的咨询师。在环境管理系统、供应链

管理、认证、利益相关者参与、可持续发展

报告等方面，他们可以向中小企业主提供

重要的帮助。

但是只有有限的证据说明会计师在

这方面的努力。福布斯观察杂志在 2011

年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在聘用会计师

进行财务管理咨询的中小企业中，只有

12%的企业请会计师提供了运营咨询。

但是，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的

持续提升，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对可持

续发展相关技能和咨询的需求。

中小企业已经有了以可持续的方

式进行商业活动的动机。环境保护对

于这一商业领域越来越重要，它能够

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企业形象，带来显

著的商业和竞争优势。中小企业可以

从可持续发展中获得大量收益 — 包

括效率优化、员工参与度提升等。企业

主的动机必须是第一个讨论的问题。

蔡懿德 FCCA是陈黄钟蔡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ACCA香港分会前任主席、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主席。

阅读报告《在中小企业中贯彻可持

续 发 展》（Embedding sustainability in 

SMEs），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

smallbus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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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对冲
Kantox CEO Philippe Gelis探讨为什么小型和中型企业虽然有好的意图，却未能
学会如何管理外汇风险。

在
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今天，大

型企业已经熟知如何适应变化、并

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而小型和中型

企业则准备不足。全球交易已经变

成家常便饭，但是相关的金融风险却未能得到

足够的理解和管理。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在的情

况下，银行被迫减债，企业通过贷款和金融衍生

产品来规避风险的难度更大了。小型和中型企

业则一如既往地遭到了比大企业更大的冲击。

对大企业的外汇对冲情况的调查时有发生，但

是中小企业的数据则非常少。

Kantox和 ACCA最近的一项研究《规避外

汇风险》揭示了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并描

述了相关的外汇风险。这项研究对 15个国家

的 119家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受访企业大部

Philippe Gelis 于 2011

年建立了 Kantox这一

同行外汇交易平台。

在此之前，他是德勤的

咨询师，主要关注西班

牙桑坦德银行集团和

风险资本行业的客户。

他持有图卢兹商学院

的MBA学位。

分收入刚过 2亿美元，大约 19%的年收入为外

汇。

风险规避措施不足
调研第一个发现是，中小企业面对的风险

居高不下，但是规避措施则不足。由于外汇汇

率的大起大落，这些企业的大部分（83%）都在

2012年遇到了外汇损失或收益，其中三分之一

（33%）遇到的外汇损失或收益超过一亿美元，

直接影响了利润率。虽然有这些潜在的风险，

14%的企业没有采取措施规避外汇风险。而采

取了措施的那些企业，一般都仅使用了简单的

方法，如远期合同和自然避险。

中小企业需要简单、透明、低费率的外汇风

险规避解决方案。对冲产品的成本和复杂度让

这些企业感到泄气。在受访企业中，没有采取措

施规避外汇风险的企业大多都提到了高成本和

费率的不透明问题。

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虽然有好的意图，

却未能积极管理外汇风险。虽然大部分企业

（77%）宣称拥有正式的、书面的外汇风险管理

政策，但是仅有刚过一半的企业（51%）会每周

或更频繁地监控外汇风险。在外部环境变动剧

烈时，比如 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没有进行每

周或更频繁监控的受访企业中，有 49%实际上

处在外汇损失的高风险下。实际情况可能更差，

因为有 20%的企业没有分析他们的风险情况，

所以不一定了解自己在不利的市场变动下可能

遭受的外汇损失。

阅读报告《规避外汇风险》（Hedging FX risk），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ccess

席察斯（Manos Schizas）
ACCA高级经济分析师

“国际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更快、利润更高、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的能力更强。但是对于

包括职业会计师在内的咨询师而言，他们也是高级别、高附加值的客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大部

分的中小企业会有外汇业务，但是很少有企业有能力对风险进行理想的管理。因此有理由考虑，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 — 中小企业最信赖的顾问，是否有能力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我们的研究发

现，会计咨询从业人员的职业网络强大，他们可以瞄向有国际发展意向的客户，并且应该提供外汇

风险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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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信任专业人士吗？
由于公众对专业人士群体的信任受到极大的负面冲击，Professions for Good主
席 Louis Armstrong在思考如何重新建立信任。

信
任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法描述，但人

与人之间有信任时你能感觉到，失

去信任时你也能察觉。信任对社会

的有序运转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

相信我们所信任的机构和组织公正地代表我们

的利益，并在以负责任的方式运作。

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凭借专业资格认证和

ACCA这样的专业组织的会员资格来获得专业

地位，但专业人士作为个体要获得客户和同事

的信任，所需要的不止于此。那些本着诚信精

神、为公众利益行事、不掺杂自己的私利、提供

独立公平建议的专业人士最为我们所信任。

但重要的不只是获得信任的“原因”，“方

式”也同样关键。信任是靠专业人士明确解释自

己得出决策的过程来建立的。如果专业人士不

善诠释，尽管他提出的建议可能是正确的，但是

假如客户不理解得出决策的过程，就会觉得这

个决策是武断的。

如此，费了一番功夫把信任建立起来了，那

么是怎么失去的呢？当然，违反法律或职业规

范会破坏个人或组织的可信度和声誉，对这个

行业的信任的蚕食则是一个微妙的过程。

许多人不理解给出一个专业意见需要多

么丰富的专业知识。每个人都可以用现代技术

随时随地获取对任何主题的观点，因此有人质

疑何须额外付钱寻求专业意见，专业人士是不

是在把那些免费信息标上高价向客户收取费用

呢？对此，我们要做的是靠我们自己通过自身

工作和行业机构向公众说明，信任一个合格的

专业人士、向其支付金钱取得专业服务比信任

一个不知名的网上“专家”更值得。

殷切期待
此外，公众对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期望值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资源紧张的当今世界，

被认知的满意度很低。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成果

Professions for Good是

英国主要专业机构的

联合组织，代表英国

一百多万名合格专业

人士的声音，ACCA是

其 创 始 会 员。2013

年 初，Professions for 

Good举办了一系列

关于行业信任问题的

圆桌会议，ACCA主持

了其中的一个主题讨

论会。Louis Armstrong

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学

会（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的前行政总裁，曾担

任辩护律师和海军

上 将。网 址：www.

professionsforgood.com

与人们认为应当看到的成果之间不对称，公众

反复看到自己的期待落空，这一现象正在破坏

着专业人士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因此，管理公众

期待、确保人们意识到期待的局限性对维护信

任非常重要。

然而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问题：“何必为信

任如此费心呢？”当然，如果你没有违反法律，

又能提供很好的专业服务，你就是值得信赖的，

为什么要额外获取更多的信任呢？简而言之，

信任对提升在公众中的信誉和带来回头生意都

有竞争性的优势。当然，在理想的世界中，组织

和专业人士会把可信度当作无形价值本身来追

求。但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可信（或不可信）的

行为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正在被世界各地的企

业所认识。

负起责任
那么，在信任缺失后如何重新建立？第一

步是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一般而言，人们对于

愿意承认自己失误并随后采取众人可见的行动

来纠正错误的组织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原谅。根

据发生的事件的不同，有时还需要进行企业文

化上的变革。这就要求企业站在比法律要求更

高的层面，上下通力合作，让全体员工理解并展

现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变革，让外界看到这不

仅仅是公关技巧。

这样，话题就进入了信任的未来。很明显有

些社会对政客和企业违背信任的做法变得越来

越难以容忍，不管这些做法是多么“符合法律规

定”。我们是不是在进入一个赏罚规律有所改变

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会认可良善、可信并

有道德的行为，惩罚将自身利益置于公众利益

至上的行为？如果是这样，信任问题就应当提

上日程。因此，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应当在日常

工作中做表率，并鼓励客户采用好的做法和行

为，培养和提升信任度。

“我们这个行业在报告和鉴证方面要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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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全球会员代表大会 Ian Powell（右）于 1977

年加入普华永道英国

成为培训生。在 1991

年成为合伙人，并开发

了欧洲大陆商业复苏

服务咨询业务。

他在 2008年当选为

普华永道英国主席和

高级合伙人。高沛利

教授（左）是墨尔本迪

肯大学财会金融学院

院长和 ACCA前会长

（2012–2013年）。

在 2012年于伦敦举行的 ACCA全球会员代表大会上，时任 ACCA会长高沛利（Barry 

Cooper）在发言中称，由于全球经济环境严峻，会计行业向社会证明自身价值比任何时候都更重

要。他表示：“没有客户的信任，会计行业便不能持续发展，也不能提供到位的服务。我们工作的

价值建立在公众认为会计师能够以客观而有道德的方式工作；如果大家认为会计行业没能保护

社会利益，那么这个行业对商业的价值就丧失了。”

这也是 ACCA开展一系列研究项目的原因，项目内容涵盖审计、融资渠道、风险与回报、环

境可持续发展以及财务团队的工作方式。

高沛利说：“通过思考企业和社会需要会计师提供什么，我们就能够为改善这个行业出一份

力。”

审计和财务报告可以在重树公众信心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只有当审计和财务报告变得更可靠、翔实和透明时才能

做到这一点。这是普华永道英国主席和高级合伙人 Ian Powell的观点，他认为对审计未来广泛讨论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 ACCA全球会员代表大会上，Ian Powell表示，出乎预料的长时间经济萧条打击了公众对市场的信任和信心，这对会

计和审计行业都有连锁效应。

他说：“市场有赖于信息的报告和鉴证，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一领域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补充说，过去大家对

投资家沃伦  巴菲特对财务报表和报告应该“实话实说”的建议关注太少。

Ian Powell总结道，作为专业人士，会计师应当认识到信任只能通过沟通、透明和责任来重新建立。

了解访谈详情，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powell

证明价值

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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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道德官
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主席 Jörgen Holmquist表示，创建会
计行业内外人士都信任的有效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极具挑战性。

“很多人反对这些提议，尤其是要求审
计师向有关部门举报涉嫌违规行为的提议。”

金
融危机的余波所及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项就是财会专业人士的名

誉受到影响。 

因此，职业道德在公众眼中变

得更加重要。这对于会计师而言似乎有些讽刺，

因为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

已发布过《职业会计师道德守则》这一完善的

国际规则手册。但可能问题并不在于《守则》本

身，而是了解这个《守则》的业外人士不多。

目前 Jörgen Holmquist正致力于解决这一

问题，2012年 9月他成为 IESBA的第一任独

立主席。将负责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和服务业

事务的前委员任命为独立主席是条妙计，特别

是考虑到 Jörgen Holmquist曾亲历金融危机后

欧盟委员会监管措施的变化。

对于 IESBA这个负责制定和维护国际职业

会计师道德守则的独立机构而言，任命 Jörgen 

Holmquist为第一任独立（非会计师）主席是公

开展示其致力于建立公正有力的道德守则的第

一步。

他的一大关键职责是鼓励并促进利益相关

方和公众理解 IESBA的策略和活动。

“我们不得不承认业外人士不太了解

IESBA。”他说，“由于监管和咨询机构众多，想

获得关注十分困难。但我的目标是让我们举世

闻名，而且是美名。”

他补充道，在会计行业内，当会计师遇到道

德难题时，知道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至关重要。

对大众而言，更重要的则是重新建立信任。

“当下人们对会计与审计行业很感兴趣，尤

其是会计师是否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标准，”他

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看重道德；很多地

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下降，人们的不安全感增

加，他们对于银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不合理薪酬

感到不满。而且近期政策讨论增多，如有关大型

跨国公司缴纳的税费与其盈利水平相比明显偏

低的讨论。这些都是触及价值和伦理道德的问

题，而且已经变得尤为重要。”

“循序渐进”
在经济危机中曝出的丑闻中，会计行业也

难逃其咎，如今人们对它的审视比五年前更加

严格。他表示：“我坚信只要我们专注于关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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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媒体对于会计行

业的态度会有所好转，人们会看到会计行业拥

有国际道德和其他高质量的准则；他们会看到，

改良工作卓有成效。但这些绝非一夜之间就能

完成。”

IESBA工作计划的重点是强化关键领域现

有的守则。2013年初 IESBA发布了两套修订方

案，为职业会计师处理利益冲突问题提供了更

全面的指导，并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体系，

以应对违反《守则》规定的行为，尤其是违反审

计独立性要求的行为。然而，目前最大的挑战

仍是关于处理涉嫌违规行为的新道德标准的建

议。

2012年 8月发布的一份公开草案（ED）提

议，在某些情况下，会计师（无论从业与否）应

有责任对外披露其客户或雇主的涉嫌违规行为。

这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批评者声称只有国

家监管机构才有权决定会计师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不遵守合同中的保密条款。

Jörgen Holmquist承认，有关违规行为处理

的提议是考验 IESBA的“大试金石”，提议的最

终公布版本将接受广大民众的评判。IESBA在

2013年上半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商讨对

公开草案的反馈和“稻草人”式的备选草案。然

而，尚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

“很多人反对这些提议，尤其是要求审计师

向有关部门举报涉嫌违规行为的提议，”Jörgen 

Holmquist表示，“但是人们又几乎一致支持我

们解决如何处理违规行为的问题。我们需要和

利益相关方进一步接触，以便完全了解他们的

疑虑，如果我们要采取的做法与公开草案大相

径庭，我们会三思而行。”

基于规定还是基于原则？
这个问题表明 IESBA在修订一份可在多个

国家和地区应用的守则时面临的困难。基本争

论仍在于这一守则应基于规定还是基于原则，

一些欧洲监管机构私下强烈建议基于规定的做

法，因为其他方法都太难执行。

“基于规定的守则即使可行，也将困难重

重，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不同，我们要考

虑超过 125个国家和地区。” Jörgen Holmquist

说。

但他也指出，基于原则的做法是唯一可行

的答案。“学术研究表明，基于规定的做法仅仅

鼓励对照规定逐项核查，而基于原则的做法则

强迫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他

说，“我们希望人们思索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

是错的。”

他还反驳了认为《守则》低水准的评论，认

为这是“明显与事实不符”。他指出，几乎整个

澳大利亚都已采用这一《守则》，而且欧洲会计

机构 — 欧洲会计师联盟（FEE）的一项研究认

为它比欧洲立法的要求更为严格。

然而，他承认一些监管机构的确认为强制

执行是个挑战，并表示 IESBA将寻求减轻他们

顾虑的方法。IESBA也将讨论审计师轮换和为

审计客户提供非鉴证服务的可行性。

“当我任职期满的时候，我希望监管机构、

会计行业和投资者都非常信任我们，”他总结

道，“我希望我们能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得到更

高的评价，在认真对待道德和原则方面作出贡

献。”

Liz Fisher，记者

Jörgen Holmquist 于

2012 年 9 月 成 为

IESBA的第一任独立主

席。他也是欧洲公司

治理研究所（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和欧洲渔业

控 制 机 构（European 

Fisheries Control Agency）

的主席，欧盟海事与渔

业专员Maria Damanaki

的特别顾问，以及比利

时国际公共事务咨询公

司 Interel的高级顾问。

在 加 入 IESBA之 前，

Jörgen Holmquist曾任欧

盟委员会欧洲单一市场

和金融市场监管司总司

长（2007–2010 年 ）。

他于 1997年进入欧

盟委员会工作，此前曾

在瑞典财政部任职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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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声势渐长
随着制定了严格举报法律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建立一套统一的国际标准至
关重要。

2
012年，一家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公

司Ward Diesel Filter Systems同意支

付美国政府 62.8万美元，作为对其

提交虚假定价信息的赔偿。曝光此

事的举报人 Ted Siska获得了这笔赔偿款中的

94,200美元作为回报。

一年以前，Michael Woodford因为质疑 17

亿美元“无法说明”的付款而被日本奥林巴斯撤

免了其首席执行官的职位。Woodford最终因这

次撤免获得了 1,600万美元的赔偿。

在世界各地，敢于举报的员工越来越多  

— 但是他们的待遇却大不相同。格林威治大

学开展的一项对 1,000个举报事件的研究发现，

英国有 15%的举报人都遭到解雇。与之相反，

美国《虚假申报法》（False Claims Act）中的“公

私共分罚款”（qui tam）条款规定，如果检举成

功，个人可以获得追回利益的一部分，这意味着

举报人可能会获得奖励，而且有时候奖励数额

还相当巨大。

前瑞银集团银行家 Bradley Birkenfeld向美

国检方提供了该行加大逃税力度的相关信息，

随后政府从 33,000个逃税者那里追回了 50

亿美元的税款，Bradley因此在 2012年获得了

1.04亿美元的回报。

立法不断强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都鼓励各国制定相关法律，实施严格举报立法

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美国已经在几项法规中对举报行为进行了

规定，并建立了全国举报人员中心（National 

Whistleblowers Center）这一支持机构。英国的

1998年《公共利益披露法》（PIDA）为举报者

提供保护，使其免受来自雇主的压力；该法案正

在进行修订，以涵盖保护举报者免受同事迫害

的相关条款。

在罗马尼亚，举报人有权在进行指控时要

求一家媒体在场；而在韩国，法律的重点在于从

根本上消除腐败。挪威保护对雇主提出任何形

式批评的员工，即使他们抱怨的是合法的事情；

南非则出台了一部英国 PIDA的缓和版法律。总

体而言，约有 50个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某种形

式的举报者保护方案 — 其中有些将其作为反

腐败、就业或信息自由法的一部分。

但即使有法律提供保护，决定举报与否从

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位会计师遇到

了有问题的资料，他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因

为他需要在其自身的专业义务和对其雇主的义

务之间进行权衡。”ACCA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

（John Davies）表示。

“任何负责任的公司都应该制定一个程序，

以便在举报和解决任何这类问题时，不至迫使

人们向第三方披露敏感信息。”他补充道。然而

格林威治大学研究发现，83%的员工都需要至

少举报两次才能引起高层管理者的重视。

Woodford表示，任何举报人都需要面临这

样一个问题，即任何组织都倾向于自我保护。

“东窗事发时很少有人会站在你这边；他们会与

你保持距离。你是不会受欢迎的，而且你案子的

是非对错可能显得并不相干。”

保护举报人至关重要
正因为如此，墨尔本大学的世界网络举报

调查研究组首席研究员 Suelette Dreyfus相信，

为举报者提供保护无论在组织内部还是法律上

都至关重要。“如果人们看到举报者下场惨淡，

下次再出现严重违法行为时就不会有人愿意站

出来。”她表示。

Dreyfus认为，股东应该向公司施压，要求

公司制定内部程序。她补充道。“具备强大且执

行到位的保护措施，通常是符合股东的最大利

益的。” 爱尔兰公司执法主任办公室（Ireland’s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Corporate Enforcement）

专业会计师 Dermot Madden表示，员工应该相

信他们的事业不会因此遭难。但是有效举报的

“最大障碍”是控制流程出现漏洞的直线经理的

Dermot Madden FCCA
爱尔兰公司执法主任办公室

“当一个组织真正允许员工说出人们不愿

意听到的事情时，举报才可能有效。举报行为

不能用于个人牟利，必须能经受质疑，且必须

有证据支持。会计师的角色很独特，因为他们

通常具备符合这些条件的技能。”

ACCA商法全球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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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尼亚，举报人在进
行举报时有权要求一家媒体在场。

反应。“这通常是举报人未得到奖励反而遭到

解雇或调任到自己不得不选择离开的岗位的原

因。”他表示：“因此，法律必须对举报人提供保

护，而且在他们感觉自己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

择时，应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赔偿。”

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

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正在合作考虑提出

一些提案，大幅增加对会计师在某些明确定义

的情况下进行举报的要求。这些提案已经引发

了一些争议（参见第 74页与 IESBA主席 Jörgen 

Holmquist的访谈）。

戴维斯表示，专业会计师需要更清楚地了

解自己的立场所在。“目前，他们可以考虑进行

举报，但是决定权完全在于其个人。”他表示：

“这可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希望 IESBA

修订的职业道德守则推出后，可以为会计师在

不同情况下是否进行举报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

基础。”

Peter Bartram，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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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出基调的危险
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国家首都分会的会员 Alfred M King表示，如果企业
高层的表态语调晦涩，则很可能意味着企业的财务报告具有激进性或可疑性。

专
家们经常试图解释股市的起落，但

大多数的预测正确率似乎不超过

百分之五十。虽然，在某些情况

下，也有一些潜在的方法，来超越

这个正确率。但你需要能确定公司的“高层语

调”，这是一个考察和评估高层管理人员职业道

德标准的简便方式。如果高层的语调令人可疑，

则精明的投资者会选择先空仓，然后再问为什

么。尽管高层的语调积极，也未必能保证将来

股市的表现良好，但历史表明，长期来看，管理

良好的公司，财务表现也更优异。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的 Groupon公司

（一个团购网站）。该团购公司发展迅猛，在其

管理层决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它仍

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公司。其管理层似乎不相

信，其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的实际销售

额的增长速度能够支撑 IPO及其预期初始股价。

Groupon最初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

财务报表未获通过，原因是怀疑该公司擅自虚

高了其收入水平。这是头号警告信号。二号警

告信号是，在 2012年年初，该公司对已经提交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修改，另外该公司的内部控

制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从那之后，该公司出

现了更多的失误，且缓慢增长。 Groupon的会

计问题表明，其高层的基调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陈旧的例子是安然公司，围绕该

公司的崩溃，出现了无数文章。在这里我想说

的是，在那个时候，公司高层的基调显然更侧

重于编造各种财务数字，而不是提供一个清晰

的财务报告。当分析师们最终鼓起勇气，向安

然的管理层提出具有实质性的尖锐问题时，却

遭到嘲笑，说他们“不理解”该公司的业务模

式。第二个可疑信号是该公司的季度盈利报告，

每个季度的盈利都是增长。很少有公司能够长

期每个季度都保持销售和盈利增长，除非在会

计方面做了手脚。

我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应当始终要求分析师对公司的会计状
况进行一个定性的描述。

A l f r e d  M  K i n g 是

Marshall & Stevens评

估事务所的副主席。

他也是 IMA国家首都

分会的会员，曾担任

IMA常务总监，以及

美国评估协会的首席

财务官。

“直言不讳”
健全的财务报告就是向股东和债权人如实

报告企业的真实情况，直言不讳、毫不遮掩。那

些高层基调可疑的公司，在财务报告上，总是

尽量报喜不报忧。

任何财务报告都带有个人判断，对于具体

的会计事宜进行专业性判断，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当管理层极力采用各种可能的判断手法，

唯一的目标是高报企业收入时，公司就步入歧

途了。

例如，在第一季度，公司担心其业绩达不

到对外承诺，故在编制财务报告时，选用了某

种方法使公司的财务数字能够达到要求。开始

时，公司财务报告编制中的每一个具体判断决

定，都经得起推敲，且都完全符合美国公认会

计原则。

3个月后，公司又必须出季报。此时，公司

已经尝试过对会计假设做一些“轻易的”手脚，

尝到了甜头。为了在下一个季度继续保持增长，

公司不仅要消化掉以前的财务数字调整，还要

在上次报告的基础上，加上稳定的增长。如果

公司业务实际上没有改善，或者甚至还出现了

倒退，那么除了在财务报告上做手脚，还能有

什么办法？

这时，高层的表态基调就变得至关重要。

如果管理层致力于发布具有职业道德的财务报

告，他们就会公开承认公司业务一直不尽人意、

盈利低于预期。然后，他们还会透露，他们打算

如何纠正问题。从本质上讲，这种做法，才是一

种良好的高层基调。

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高层采取不那么好

的基调，可以使用几种手段。一种是，推出削价

销售计划，以掩盖潜在的销售下滑。另一个办

法是宣布：“我们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即将推

出市场。”还有一种惯用伎俩是进行重组，企图

预提成本。通过这种方式，那种经常性费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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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惯用伎俩是进行重组和企图预提成本。

当作是“一次性的、非经常性的重组费用”。最

后一种方法，“借用”下个月的销售数字，来暂

时掩盖问题。

“严重之极，无法掩盖”
股东未必能够事先识别公司的高层基调是

好是坏。但是，当企业问题变得严重之极，无法

掩盖，需要向公众解释时，许多股东突然意识

到，公司的高层基调确实很重要。

激进的会计做法和比较卑劣的高层基调之

间有很高的相关性。好的公司通常好消息比坏

消息多，好结果比坏结果多，但是它们也有受

挫的时候。长达 75年，IBM一直是最备受推崇

的公司之一。然而，IBM也有未达到预期目标、

丧失市场地位以及经历管理混乱的时候。不过，

即使在它身处困境的时候，公司依然坦然承认

自身的处境和失误。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那些就未来投资机会

撰写公开报告的分析师，多数都具有很强的会

计背景。对于公司财报的激进性或保守性，他

们都有自己的鲜明看法。

眼下，大多数分析师都使用以下三个推荐

词：购买、持有或出售。我有一个简单的建议：

我们也应当要求分析师对公司的会计状况进行

一个定性的描述。他们可以使用保守、中性和

激进这样的词语来进行描述。作为一个投资者，

如果企业的会计评级为保守，我会看好该公

司，对于会计的中性评级，我会持谨慎态度，而

对于会计的评级如果是激进，我会立马清仓股

票。

我认为会计政策就代表着公司高层的基

调，如果我这个假设是正确的，且如果大部分

的分析师都公正地给予会计评级描述，那么我

们投资者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本文节选自 IMA 2013年 3月版《战略财务》

杂志，详情请访问：

www.strategicfinancemag.com

 第七期     79

财会前沿：公共价值  财务报告



拓宽网络
在英国职场，出身背景欠佳者得到的机会不
够，但是目前已有大量旨在改变此状况的举
措。

去
年英国政府出具了一份由社会流

动性顾问 Alan Milburn提供的报

告，呼吁各个行业努力扫清障碍，

不以社会背景影响招聘。这些障碍

包括，招聘时只定点几个大学、对工作经验和

实习的安排过于随意以及学校缺少对学生职业

认知的培养。报告称，需要采取行动来改变出

身背景欠佳者 — 出身低收入家庭、父母未上

过大学或者家庭生活困难的人 — 在各行各业

中机会不足的问题，包括会计。

一个可能有所助益的举措是于 2013年 10

月举行的职业周（www.professionsweek.org）。

该活动由包括 ACCA在内的一些专业组织发起，

旨在为年轻人提供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这个

活动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与 14到 19岁的

年轻人直接对话，介绍职业生涯、帮助他们了

解各种不同的发展途径。”ACCA英国主管海瑟

薇（Sarah Hathaway）如是说。

同时，各个企业也在仔细检查选拔流程。

Grant Thornton英国合伙人、人员与公司文化

负责人 Sacha Romanovitch说：“申请者的背景

各不相同，他们大都聪明伶俐，但是我们不一

定知道如何根据这些特点挑选人才。对那些已

经入职并且事业有成的人，我们正在跟踪调查，

希望能够从中总结出一些特质。”

同时还需要努力确保，一旦入职后，所有

人都有同样的发展机会。Grant Thornton英国

CEO Scott Barnes指出了“会计行业的内在平

等”，并补充道：“一旦人们对工作环境建立了

信心、并开始参加考试，他们之间的差别就会

消失。”

Professions for Good开发了一套社会流动

性评价工具，用于评估企业在这方面的进展。

“我们需要证据证明企业文化中融入了社会流

动性的理念，并且有所成就。”海瑟薇提醒说。

否则“一旦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政策上，

我们将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Pat Sweet，记者

Martin Cook
安永英国和爱尔兰商务主管合伙人

“我自己来自于劳工阶层，通过教育获得

了上升通道，但是现在通过这条渠道上升比以

前更难了。所以企业有责任搭建平台。这其中

有大量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需要拥有不同经

验的最聪明的人 — 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但

我们也要考虑，如何通过领导力来保持这种多

样性。对于总是缺乏归属感的人而言，社交群

体是很好的环境，因为他们可以在那里分享经

验。”

Alison Lally
英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员能力主管

“政府每年招聘 60到 80名财务人员。我

们不使用 UCAS绩点作为选拔标准，因为那样

可能会对一些刚入行的人造成歧视。我们要求

无论哪种专业，成绩达到 2:2就可以，我们有

严格的考试和评估。我们不要求员工在入职前

有专业能力，但是需要有成为未来领导者的动

力和潜质。我们也有支持机制，比如引荐工作

伙伴和导师，因为这些人了解员工将面临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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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伊姆 ACCA是巴基

斯坦 ACCA公共部门

分会主席。她的职业

生涯始于普华永道，目

前拥有审计、商业和

风险咨询、研究、会计

和财务等多领域的经

验。

寻求透明度
纳伊姆（Nida Naeem）正在研究腐败、管控不力和缺乏问责与透明度如何破坏
了巴基斯坦的脱贫计划。

在
巴基斯坦，脱贫一直都是一个紧迫

的问题。根据人类发展指数的数

据，巴基斯坦 60.3%的人口日生

活费用不足 2美元，而临近的印度

则为 47%。财富分配极为不均。人口中前 10%

的人拥有全国收入的 26.1%，而后 10%的人收

入只占 4.4%。

许多国家实施的脱贫项目，资金来源于官

方征收的“天课”。天课是穆斯林的义务，他们

将收入的一部分捐给贫穷和有需要的人。1980

年，政府正式设立天课和什一税。

天课由商业银行在伊斯兰的斋月征收，

存入到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中央天课委员会

（CZC）的账户。各个行政区的地方天课委员会

以补贴的形式，支付给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机

构、伊斯兰学校。大约 40%的天课资金由 CZC

持有，并支付给国家医疗、教育、福利机构和

bait-ul-mal基金，有一部分则用于应急。

95%的巴基斯坦人口是穆斯林，由于其宗

教的性质，逃避支付天课的可能性较小，所以

由国家管理的天课系统是一个很大的福利支出

来源。但是，不断发生的腐败、贪污和侵吞丑

闻，已经损害了政府天课项目的可信度。

发表在《伊斯兰国家经济合作》杂志上的

报道“巴基斯坦：贫穷状况”显示，大家普遍反

映，获得天课拨款的原因是与本地的天课委员

会主席或成员相识或者有其他关系。报道还指

出，14%的委员会成员有腐败行为，13%将天

课资金授予朋友和熟人。在委员会登记发放的

资金中，10%的登记额高于实际支付的金额。

另外，天课资金还经常用于政治目的。

提高管控水平
提高管控和行政水平对于扭转该项目的状

况至关重要。通过公开天课组织的年度收支计

划、公开审计记录等行动，可以大幅提高该组

织的透明度、建立公信度，并提高财务管理水

平。另外，强大的监控和问责体制可以识别并

惩罚违反程序的行为、形成制衡，而独立审计

则能够帮助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效果，并防止资

金的政治化和侵吞。在预防和发现欺诈行为方

面，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作用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信息披露和报告的有效问责，可

能需要对负责培训或宣传工作的人（如当选官

员）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务和管理技能的培训

（因为巴基斯坦的大部分人口为文盲）。同样，

信息披露和报告的工作在保持准确无误的同

时，还要注意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进行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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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德 理（Chas Roy-

Chowdhury FCCA） 是

ACCA税务主管。他是

ACCA税务全球论坛的

专家成员。加入 ACCA

之前，他从事执业会计

师的工作。

各
国政府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许多跨国企业可以决定纳多少税，

在哪里纳税。比如，谷歌曾经在英

国遭到审查。该公司在 2006年到

2011年间的英国营收达到 180亿美元，但是

同期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仅为 1600万美元。

各国媒体都对此很感兴趣，并大量报道了

如何在获取大量营收或利润的同时缴纳最少的

税金。但是，煽动性的新闻标题和简单化的报

道，可能会混淆和歪曲实际上很复杂的问题。

很多企业确实在设计税务安排，以尽量减

少支出。有些企业的做法较为激进，但是几乎

所有企业都遵从了法律。企业对股东负有责任，

必须保证运营的效率。因此，他们需要控制成

本，而税金和其他开支一样属于企业成本。如

果企业的税务支出过高，其成本必须通过某种

方式来转移或弥补 — 比如降低员工工资、降

低股东回报、增加客户成本等等。

事实上，各国政府政策的普遍趋势是降低

公司所得税率（美国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外）。比

如，英国准备在 2015年之前将税率逐步降低

到 20%。政府对特定商业行为的激励，也推低

了公司所得税。同样在英国，有大量鼓励投资

研发的激励措施，其中的新专利计划将公司所

得税率降低到了只有 10%。

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情况是，企业需要支

税务：尝试新法正当时
在企业“公平税负”呼声日渐高涨的今天，如何重塑全球税务规则？ ACCA税务
主管乔德理进行了调查。

付多种税费 — 其中多个税种的税率在上升。

英国目前的增值税为 20%，是 1973年刚刚

实施该税种时的两倍，而印花税的最高税率已

经增长了几倍。普华永道最近做了一项针对英

国大企业的总税务支出的调查，结果显示百强

企业（Hundred Group）的纳税额从 2005年到

2012年间增长了 19%（如下图所示）。普华永

道在分析中强调，英国大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已

经扩大到了纳税以外的领域。他们提供就业机

会、进行大量的资本投资、支持研发。

全球化的挑战
尽管如此，全球性企业的出现，为基于国

别的税务管理体系带来了一个具大挑战。

拥有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的公司，开始陷入

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冗长讨论，以避免双重征

税的风险。虽然有针对此问题的税务协议，但

并不是万无一失。税务当局越来越担心双重免

征税的风险，他们质问企业是否通过操纵内部

组织架构和转让定价协议，将收入从高税率地

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

另一个挑战则来自数字商务。如果商业活

动依赖于企业在当地的物理性存在，那么识别

应纳税利润则非常明确。而现在，企业的所在

地和其收入产生地点可能相距遥远。欧洲大陆

的客户，可能向总部位于爱尔兰的企业支付服

务费，而该企业的 IT服务器远在印度。即使一

间仓库坐落在德国，也不一定构成标准税务协

议下的恒久设施。

按驻地确认税收是 2013年 2月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在《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报告中识别的六大压力领域之一。其他

压力领域包括：企业实体和交易工具的特质之

间不匹配、集团内部融资、转让定价问题、反避

税规则的有效性和税务特惠国的存在。

G20财长迫切希望开发综合、协调的战略，

来应对这些问题，避免对课税基础的侵蚀。重

新设计公司所得税的要素当然是需要的。然而，

相关进展很可能受到美国的阻碍，因为其坚持

公司所得税的高税率和递延制度（只对汇回国

内的外国利润征税）。

另外，发达世界的政府可能不会喜欢“优

化”制度的结果。提高公平性不一定只是导致

“过去八年来的‘总税捐成本’调查所传递的信息始终如一：公司

所得税只是百强企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的一部分。在 2012年，每支

付 1英镑所得税，企业就支付了 2英镑的其他类型的企业税费，而在

2005年其他税费的支出只相当于 1英镑。在这个期间，总税捐成本增

加了 19%。税收负担的变化，反映了各届英国政府的政策。在评估过

去政策的影响、考虑支持未来目标所需要的新政策时，应该铭记并正确

处理企业在纳税以外的贡献。”

Andrew Bonfield，英国百强企业（Hundred Group）税务委员会主席和

国家电网财务总监；Andrew Packman，普华永道合伙人

来源：普华永道《总税捐成本：对英国百强企业的调研》

（Total Tax Contribution: Surveying the Hundred Group）

请访问：http://tinyurl.com/d4kujhx

英国大企业的税赋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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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在爱尔兰都柏

林的一家星巴克门前

抗议公司所得税避税

行为。抗议活动安排在

2013年 6月北爱尔兰

举行 G8峰会期间。

资金在发达西方国家之间流转，还很可能使税

收流入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家。

是时候用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全球企业的征

税问题了，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十分小心。传

统概念 — 如公平独立核算原则 — 依然有价

值。

双重税收协议可能不需要全面修订。而要

想让全球企业缴税方式能够在实际上和表面上

都做到公平，也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Andrey Sukhov FCCA
壳牌国际勘探和开发公司俄罗斯、乌克兰和里海地区税务经理

“俄罗斯需要全面的财务和商业改革，包括能源行业税制改革，从注重关税逐步转向按利润征

税。另外还需要向小型企业提供税收激励机制以鼓励创新，进行司法改革以提高对产权的保护。目

前有一些实用的改革项目正在酝酿之中：国家正在制订一项税收激励法，准备对开发油气页岩的公

司减税，并且可能对开发北极圈内油气的公司进一步减免所得税。税务当局和大企业之间建立建

设性的、密切的联系，将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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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西 特（Gil l ian 

Fawcett）是 ACCA公共

部门专业事务主管，负

责制定公共服务领域

的相关技术政策，并监

督这些政策的发展情

况。她也是 ACCA公共

部门全球论坛的专家

成员。

Carla Moody FCCA
英国Monitor公司高级区域经理

“高级职位和董事会职位应该向女性开放，但我并不同意配额一说。我不认为现在的职场存在

主动的歧视；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公平的对待，并以个人能力论待遇。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应该

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确保人人机会均等，雇主应该认识到一支多样化的员工队伍的价值。一个机构

的文化对于支持女性担任高级职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应该专注于结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工作的

时间。”

ACCA公共部门全球论坛成员

过
去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由于职

场中女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高

级职位中女性的人数也会增加。

这就是俗称的传递理论（pipeline 

theory）。许多学者，尤其是会计和法律界的专

业人士都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失

败。虽然现在有许多法规和指南反对公开形式

的性别歧视，但是欧盟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

（ILO）等机构的报告显示，高级职位中女性的人

数仍然很少。

安永的研究显示，女性占世界人口的51%。

但即使是在安永《全球公共部门女性领导人

指 数》（Worldwide Index of Women as Public 

Sector Leaders）中排名第一的加拿大，也只有

45%的公共部门领导人是女性。在加拿大之

后，数据皆呈现下滑。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

日本，公共部门领导人中仅有 2.5%是女性，而

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这一比例也仅

为 7.7%。

2012年，欧盟委员会的公共管理数据库显

示，欧洲议会有 35%的政治家是女性；而在各

国议会中，女性比例最低的是马尔他，为 0%，

最高的是芬兰，达到 62%。

而就所有欧盟成员国市级领导人这一级别

来说，平均有 13%的时间由女性出任市长或领

导人职位。欧盟 27个成员国公共管理部门的高

级职位有 29%的时间由女性占据；在许多欧洲

国家，公共管理部门最高的两个级别中，男性

数量至少为女性数量的两倍。

欧盟委员会 2010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许

多女性被安排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部委工作，

而不是那些肩负重要经济职能的部委。

女性的提升
ACCA公共部门专业事务主管福西特表示，虽然有研究显示，性别多样性能够帮
助企业提升业绩，但是在高级职位中，女性的数量仍不够多。

从那时起，女性在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

的比例已经有所增加，但是在各国政治和公共

管理部门，女性的比例仍有待提高。全欧洲最

高审计机构顶层的女性人数是 6人（占 20％），

而男性为 24人，这表明仍需打破性别障碍。

跨越鸿沟
现在的问题是女性如何跨越性别的鸿沟，

坐上高层职位和担当公共部门董事会职务。各

国公共机构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方

法。

在威尔士，平等及人权委员会（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早在 2009年

就表示它希望看到公共部门的招聘广告和选择

标准更加地公开透明和具有创造性。同时它还

指出，工作时间长等职场文化会阻碍女性进步，

并呼吁人们反思工作方法。

近年，英国的公共服务部门出现了可能导

致性别平等倒退的潜在威胁。慈善组织福西特

协会（Fawcett Society）一贯致力于主张男女

在工资、养老金、司法公正和政治上的平等。

2010年，该协会起诉政府在削减预算的联合行

动中没有充分考虑对于女性的影响。

虽然这桩诉讼失败了，但是英国政府做出

承诺，解决公共部门董事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

题，并设定了战略目标，到 2015年，公共部

门董事会的新任命人员中，女性至少要达到一

半。

正中目标？
在性别平等和女性参与决策方面，挪威一

直被视为一个领导者。女性占据了挪威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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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司法部长 Grete 

Faremo（左）与瑞典移

民大臣 Tobias Billstrom

和司法大臣 Beatrice 

Ask交谈。

纳伊姆 (Nida Naeem ACCA)
ACCA巴基斯坦会员网络组公共部门小组委员会主席

“这不仅仅是性别平等问题。只要女性在公共部门机构顶层的人数仍然很少，那么这些机构就

错过了机会，因为他们未能从最广泛的范围中挑选人才。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发现我可以在讨论和

决策时带来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这使得公共部门机构能够从积极的价值观和影响中受益。”

ACCA公共部门全球论坛成员

员的 40％，并且担任高级政治职位，包括首相

一职。然而在该国的企业，性别平等的进展一

直比较缓慢。

新西兰政府在 2010年设定了一个目标，

在政府和立法机构中实现男女平等。新西兰设

立了女性事务部，来发掘具备合适经验的女性，

并确保决策制定者了解这些人员储备。

现在有关从事公共部门工作的女性财会专

业人士的文献和数据仍然不足，我们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

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女性审计长数量稀缺

的现象，很有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虽然英国国家审计署（NAO）的董事会女

性占多数，并且高级审计经理及以上级别的男

女比例相对比较平衡，但即便在这里，女性的

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在过去的一年中，总监及

以上级别的女性数量从 32%下降到了 27.5%，

而目标是 34%。NAO助理审计长兼多样性报告

委员会主席 Gabrielle Cohen表示，她“仍然乐

观，并且认为还有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毋庸置疑，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

女性的加入都可以给高层带来更好的平衡。一

系列研究表明，企业的财务和经营业绩能够由

此得到大幅提升。公共机构面临的挑战是了解

这些障碍是什么，采用新的解决方案，使女性

能够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有平等的机会上升

到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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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弗罗茨瓦夫的新

足球场，于 2012年欧

洲足球锦标赛前完工。

此次欧洲杯赛由波兰

和乌克兰联合举办。

波兰的经济奇迹
虽然波兰避免了经济停滞和衰退，但是在改进财务报告和商业
惯例方面，该国还有很大空间。

2
009年，在欧盟各成员国经历金融危

机之困时，波兰是唯一一个没有陷入

经济衰退的国家。事实上，20多年

来，波兰从未出现过负增长。

尽管波兰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速已有所放

缓，它仍是许多欧盟国家羡慕的对象，一些国

家不得不继续对抗经济停滞和衰退。波兰的经

济表现甚至被一些人称为奇迹，但这在很大程

度上要归功于国内消费和相对低的债务水平，

尽管健全的会计和审计准则也发挥了一定作

用。

花旗银行在波兰的分支机构 Citibank 

Handlowy的首席经济学家 Piotr Kalisz还提到

了自 2008年年底开始生效的减税政策。该政

策降低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是由在 2007年

竞选中下台的上届政府通过的。但是由中间偏

右的亲商政党公民纲领党（Civic Platform）领导

的新政府保留了该立法。因此，正当欧洲遭受

金融危机最沉重打击的时候，波兰的个人和企

业的收入反倒得到了推动。

内需
与此同时，为迎接与乌克兰联合举办的

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在波兰紧锣密鼓地进行。波兰政府能够利

用欧盟拨款修建大部分道路和体育场馆项目，

将资金注入到建造部门，从而创造了大量就业

机会。

由于税收减免和政府资助的基建项目，资

金流入到了人民的口袋，从而带来了强劲的国

内消费。“关键在于我们有相当强劲的内需。”

华沙一家大型的外汇交易商 XTB的首席经济学

家 Przemysław Kwiecień 说道。

虽然一些观察者把波兰的成功归功于它处

在欧元区之外这一因素，但是匈牙利和捷克共

和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却仍然陷入了衰退。不

同之处在于，匈牙利和捷克的经济总量比波兰

小得多；而且两国人口都只有约 1000万人，仅

为波兰 38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

尽管经历了金融危机，但是波兰消费者继

续消费的倾向比 2009年波兰兹罗提（目前价

值约为 0.31美元）的大幅贬值有更为积极的作

用。虽然在理论上，兹罗提对欧元的贬值能够

使得波兰的出口对于其欧元区的主要出口伙伴

来说更具吸引力，但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也在急

剧萎缩，从而大量减少了进口。但是波兰对出

口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这实际上给波兰在这

场广泛的危机中提供了一个缓冲。

“外部需求对波兰的影响是相对较少的，波

兰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欧洲许多

更小、更开放的经济体低得多，例如捷克、匈

牙利、斯洛伐克，或者西欧一些较发达但规模

较小的经济体。”瑞典北欧联合银行（Nordea 

Bank）的波兰首席经济学家 Piotr Bujak说道。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国的债务水平相对

较低。“波兰私营部门没有过多的债务，波兰

是欧盟私营部门债务占 GDP比重最低的国家

之一，所以其私营部门并不需要过多的去杠杆

化。”Bujak补充道。

经济学家还认为，波兰的邻国德国是它最

大的贸易伙伴，这在 2009年后对波兰是有帮

助的。虽然 2009年德国仍深陷衰退，但是它从

2010年开始复苏，而波兰也从中受益。

波兰在反腐意识和商业环境方面也有所改

善。现任政府是后共产党时代第一个再次当选

的政府，也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政府。但是，谈

及这些因素对波兰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多

数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些因素是引

领波兰成功的关键驱动力。

从零开始
然而，在波兰的会计和审计标准方面，专

家一致认为，稳定的法律框架可能会产生重要

的影响。法律规定波兰所有的大型上市公司

都需要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因为

1989年后，波兰在这一领域几乎是从零开始，

它“比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快更容易地采用

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为波兰并没有悠久的

使用本国会计准则的历史。”安永波兰审计合伙

人 Sebastian Łyczba说道。

这使得波兰能够快马加鞭地发展其金融市

场，并助推了企业家阶层。“与其他欧盟国家

不同，波兰企业家具有积极的特质。而资金与

企业家之间的联系是波兰成功的一个关键因

素。”

然而，普华永道在波兰的鉴证与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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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伙人之一 Tomasz Konieczny则不那么乐

观。“在财务报告准则方面，波兰仍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他指出，虽然一小部分公司，主要是

华沙证券交易所那些最大的上市公司，在合规

和透明度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但是许多其他

公司，包括一些上市公司，仍持不同的态度。

“它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只做最少的工作，

花最少的资金，满足最低的要求，它们把提供

财务信息视为一种行政负担。”他说道。

然而，Konieczny和 Łyczba都认为，波兰会

计和审计部门的监管架构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国

家是有积极影响的。

但是在改进财务报告和商业惯例方面，波

兰仍有很大空间。“在风险管理和实施恰当

的机制以降低风险方面，波兰要做的还有很

多。”Konieczny说道，“但是情况正在改善。企

业已经看到了遵循程序和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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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亚洲的阳光下
尽管一些成熟的经济体发展遇到瓶颈，但亚洲却仍然稳步前进。亚洲的强势崛
起将会使澳大利亚从中受益。

如
果说 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

属于美国的话，那么 21世纪就

属于亚洲。正如澳大利亚政府在

去年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书中所写

的那样：“亚洲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

在亚洲世纪，商业的主要趋势和机会超出

了中国对资源的强烈需求。不断扩大的亚洲中

产阶级、对会计服务的需求、离岸事务处理以

及不断增长的教育行业也创造了许多机会。

双向投资
随着西方国家试图从对更有活力的亚洲经

济体投资中获利，亚洲经济体也在积极寻找境

外的投资和其它机会。澳大利亚拥有理想的地

理位置，加上政治稳定、有利的移民政策和相

对蓬勃发展的经济，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越

来越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2012年，澳大利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了 8.6%，达到 5500亿澳元，并且这种趋势有

望延续。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欢迎海外投资者，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旅游基础设施、

创新、农业与食品、数字经济和资源等领域。

2011年，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中有 15％来自

亚洲。2012年，通过香港从中国流入澳大利亚

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 120亿澳元。

由于海外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有如此之多的

投资选择，澳大利亚很可能仍是一个有吸引力

的投资目的地，许多亚洲投资者将会从澳大利

亚的投资项目中受益，而这些项目最终也会有

助于他们的海外同胞。

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和上升
由于亚洲的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具

有流动性，亚洲将会需要广泛的商品和服务。

健康、老年护理、教育、食品、消费品、旅游以

及银行与金融服务等行业都有可能迎来繁荣。

在亚洲拥有业务的西方企业有可能会受

益，那些拥有诸多亚洲移民的国家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澳大利

亚，有超过 86万澳大利亚人拥有中国血统，

该国是中国留学生和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同样，澳大利亚与印度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位于珀斯的 BDO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业务负责人Wayne Basford认

为，推动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

1 中国这个“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对于资源、技术、教育、

金融服务以及其它资源的需求；

2 逃离中国快速城市化已成为一种趋势，现在许多中国人送子女到海

外上学；

3 中国希望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富裕移民。

中国投资的推动

2011年，在澳大利亚的印度人总数，包括永久

居民和临时签证持有者，估计为 45万人。在过

去的几年里，印度一直是澳大利亚临时和永久

技术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

对会计师的需求
对消费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也将会推动

对专业服务和咨询服务的需求。ACCA ANZ小

组主席兼 White Squires公司总经理 Brendan 

Sheehan FCCA说道，中国的大学培养出了一大

批的会计专业毕业生，而其他亚洲国家，例如

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斯里兰卡，则缺乏具有专

业资格的会计师。“印度尼西亚有 2.3亿人口，

而合格的会计师仅有 1.1万人。澳大利亚则供

过于求，我们只有 2300万人口，而会计师数量

却达到了 25万人。所以，企业有机会向这些国

家提供高素质的会计专业人士，以满足这一需

求。”他说道。

有效外包
将业务处理外包到亚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了；很多企业都将它视为提高利润的一条捷

径，尤其是当预算紧张的时候。Sheehan也同意

外包可能是有优势的，但他建议企业采用外包

时的方式要选对，理由要正确。他说道：“企业

可以将大量的事务处理外包给它们在中国或印

度的业务部门。这样，和外包给独立的公司相

比，企业就有机会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利用较为

廉价的劳动力。不过话虽如此，外包并不是为了

节约成本；外包是为了专业化，让合适的人员在

发展的企业中做他们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如果

你外包是为了省钱，那么你的出发点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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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业
亚洲学生可以为教育机构带来巨大的价

值。估计数字显示，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贡献

了超过 170亿澳元的出口产值，并帮助在澳大

利亚各类机构创造了约 12万个全职工作。他们

还丰富了这些机构和群体的文化和社会融合。

国际学生为当地雇主和企业创造了一个机

会。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际教育市场，并

有超过 12万的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留学。对于

那些希望从中国强劲的 GDP增长中分一杯羹的

企业来说，明智的做法是考虑如何才能挖掘这

一丰富的人才库，这些人才兼备与生俱来的亚

洲文化素养和深厚的语言功底。另一方面，希

望利用澳大利亚相对稳定的经济获利的亚洲企

业也会倾向于雇用经过了正规学习，具备了商

业头脑、当地文化和英语能力的学生。

然而，澳大利亚亚洲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

也带来了挑战，Macquarie大学会计与公司治理

系主任 Philomena Leung说道。Macquarie大学

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国际学生。她表示，如

果大学专注于“为亚洲的国际学生提供‘终生’

支持：从他们在海外了解澳大利亚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他们在澳大利亚学习和工作之时，”那么

大学可能会受益更多。她还补充道：“许多澳大

利亚人仍在努力适应亚洲的影响。”

无论澳大利亚是否已经为亚洲世纪做好了

准备，亚洲对于澳大利亚企业乃至广泛的澳大

利亚社会的影响无疑在不断增长。

Persephone Nicholas，驻悉尼记者

FDI热点：

澳大利亚正在吸收来

自印度、日本和中国的

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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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压力下的卡塔尔
卡塔尔正在把自己从海湾地区的一片沙漠荒地转变成一个尖端
的 21世纪国家，她将在 2022年举办世界杯。那么这个国家的
体制将如何应对这一压力呢？

卡
塔尔是一个匆忙的国家。根据其

22年计划“卡塔尔 2030年国家

愿景”，卡塔尔正计划摆脱对碳氢

化合物的依赖，发展成为一个知识

型的可持续经济体。为实现这一计划，卡塔尔

政府承诺投入 930亿美元发展教育、医疗和基

础设施，更不用说为了在 2022年举办世界上

最受瞩目的体育赛事世界杯所做出的投入了。

总而言之，卡塔尔在未来十年内将在资本项目

中投资 2000亿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与全球公认标准接轨，

这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杯。”德勤多哈合伙人兼咨

询负责人 Mark Lawrie说道，“道路、地铁、体

育场、学校和医院在同时兴建，这在卡塔尔完

全是史无前例的。要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实现

全面发展，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

的管理挑战。”

考虑到支撑卡塔尔发展的主要投资者是政

府，倒打一记乌龙球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主

要开发项目都是由公共或半公共实体出资支持

的，包括投资 200亿美元的住房、零售和娱乐

中心“鲁赛尔城”（Lusail City）项目和 140亿

美元的卡塔尔珍珠岛（Pearl-Qatar）人工岛项

目。

成本与时间超支
项目管理显然是需要担心的一大问题，尤

其是考虑到世界杯正在一天天的临近。卡塔尔

不希望再出现 2006年多哈亚运会时那样项目

延期和预算不断攀升的情况。而原计划在 2013

年 4月启用的哈马德国际机场一直到 7月仍未

开放（该机场造价 175亿美元，而在 2006年

制定的预算仅为 25亿美元）。

半岛电视台会计主管兼代理执行财务总监

Muhannad Abu Ghazaleh说道：“在亚运会时，

临到最后不得不开放预算，支付额外费用，卡

塔尔要避免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看财务和审

计，还要看供应链服务，例如承包过程、付款、

跟进等。提前规划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银行 — 美林证券（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大型

项目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预期，它在今年 4月

“道路、地铁、体育场、学校和医院在同时
兴建，这在卡塔尔是史无前例的。”

发布的报告中称，卡塔尔正在向国际足协 FIFA

申请许可，将世界杯场馆数量从 12个减少到 8

或 9个。

鉴于卡塔尔是个小国家（两百万人口居住

在一个 160公里长的拇指形半岛上），管理和

监督这些项目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卡塔尔金融中心监管局财务分析总监 Ewald 

Müller说道。

“接下来的 9年以及世界杯影响消退后的时

期对于财会行业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这也会延伸到采购领域。在我看来，透明度

是关键，财会行业需要加强。穆迪（Moody’s）

等评级机构对此已经颇有微词。”

虽然多哈并不缺乏资金，特别是如果能源

价格持续走高的话，穆迪在 4月份的报告中强

调了该国的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一个仍处于发

展阶段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文化；当地企业

缺乏透明度；许多由银行出资的政府项目上的

可疑的商业理念；快速的信贷扩张；以及过去的

政府干预造成的道德风险。

会计行业已经注意到卡塔尔正在迎头追

赶。“与邻近的海湾国家相比，卡塔尔起步较

晚。”卡塔尔大学会计系主任 Helmi Hammami

博士说道，“我们已经落后了。现在卡塔尔正

在默默地下功夫，从教育到改革会计相关法律 

— 谁应该获得认证，谁应该在卡塔尔成为会

计师。这就是说，卡塔尔的会计行业需要大量

改进，市场需要大量的会计师。我们需要报告。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会计行业的话，那就

无法吸引投资者来此投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

点。”

在卡塔尔大学学习会计专业的学生数量在

过去五年中增加了一倍，直到 2011年才开设

了这一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这足以说明会计

行业在卡塔尔仍是一个新兴行业。Hammami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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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课程方面，我们已经提高了很多。直到

2010年，我们一直采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 

GAAP），之后我们转为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但是卡塔尔大学每年毕业的会计专业

学生人数仅为 60到 70人，其中还只有一半是

卡塔尔公民，所以目前卡塔尔还没有足够的毕

业生来填补这一人才缺口，无法推动企业增加

雇用卡塔尔员工。

数字叠加
这是一个挑战。根据卡塔尔统计局的数据，

卡塔尔人的数量不足 30万，而卡塔尔的总人口

数已经从 2002年的不到 80万增加到了 2013

年的 190万。卡塔尔国内大约有 94.1％的工人

不是卡塔尔人，74.8％的工人是非技术或半技

术工人。

“我们正在努力制定一项战略，让四大

向学生展示在主要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优

势。”Hammami说道。

毕马威卡塔尔高级经理Rabih El Sous表示：

“在卡塔尔有很多当地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我

的观察，与迪拜、阿曼和科威特相比，卡塔尔人

更倾向与本土事务所合作，而不是与四大合作。

这给四大增加了压力，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经营，更贴近客户。”

与此同时，将财务服务外包或许可以彻底

解决问题。“有时候，在卡塔尔获得一个人才、

进行忠诚调查等事项的速度不如其它国家那么

快，所以拥有稳固的会计外包业务可以满足市

场的需求。”Abu Ghazaleh说道。

Paul Cochrane，记者

珍宝：在多哈的卡塔

尔珍珠岛是一个占地

400万平方米的人工

岛。该项目在 2004年

宣布时，建设人工岛

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25

亿美元，而现在，建设

预计将耗资 150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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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的力量
加拿大前总理马丁（Paul Martin）不仅帮助本国土著人民提高财会技能，还向非
洲国家传授这些经验。

当
世界上似乎越来越多的国家由终

身政治家领导时，聆听一位拥有

成功经商背景的政治领袖的观点

也许会令人耳目一新，他就是加拿

大前总理马丁。在《财会前沿》的访谈中，他展

示了如何利用其半个多世纪的经商和公共服务

经历来提供财务和商业指导。自 2006年政治

生涯结束后，马丁丝毫没有懈怠。他发起了《马

丁土著人民教育倡议》，这一倡议促进了加拿大

众多土著部落的经济、教育和社会发展。他是

非洲对话联盟（Coalition for Dialogue on Africa）

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该对话联盟由非洲联盟

（African Union）、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和非洲发展银

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共同成立。他

还管理着英国与挪威政府捐助的 2亿美元的刚

果盆地森林基金，这一基金推动了刚果地区的

扶贫工作和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一直努力获得可持续增长的财富，

现在却越来越渴望成功的社会中，常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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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培育潜在需求，以改善商业与公共服务。

加拿大的土著部落就是一个例子。2005年，

25–54岁非土著人口的人均收入为 33,000加

元，土著人的人均收入仅略高于 22,000加元，

而居住在保留地的所谓“第一民族”（除混血种

“来自马尼托巴省北部的一位部落酋长询
问我们是否有会计原则方面的课程，以供部落
居民学习。”

74岁的马丁是加拿大第 21任总理，2003至 2006年间他领导加拿大上一届自由党政府。1993至 2002年，他担任

加拿大财政部长，在此期间消除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而 1993年加拿大是七国集团中赤字最严重的国家。加拿

大建立的稳固公共财政使其很好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只经历了轻度衰退，银行业并未出现重大问题。

马丁在他的前任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退休后接任总理一职，克雷蒂安是他长期以来自由党内的政治对手。马丁

2004年大选获胜，但 2006年输给了保守党人，也就是联邦政府现在的首脑。他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于 1966年获得安

大略省律师资格。

之后他成为加拿大船东 CSL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该集团运作世界上最大的自卸船船队和海上起重机，他也曾担

任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能源公司的高管。

马丁任总理期间与加拿大土著人民编写了雄心勃勃的《基隆那协议》（Kelowna Accord），拟向土著部落投入数亿加元

的款项。这项协议由于他竞选落败而被取消，但马丁通过《马丁土著人民教育倡议》继续支持土著人民的发展。他还在非

洲积极推动有效的商业和财务报告。

马丁（Paul Martin）

族梅蒂斯人和极地因纽特人外）的人均收入仅

为 14,000加元。

自此之后，贫困程度的差别并未明显改观，

但人们的观念却变化了。马丁说：“毫无疑问，

第一民族的人们纷纷踏上经商之路，企业家越

来越多。”有些保留地是加拿大土著人自主自治

的部落，“部落委员会”的管理工作经常涉足

商业，但是马丁建议他们将商业活动与管理活

动分开，他说：“这样会好很多。这才是良性管

理。”

“经验问题”
有批评认为一些保留地的公共财务报告马

虎甚至弄虚作假，但马丁认为这些批评并不公

正。他说：“第一民族保留地的大部分公共账

目能够反映真实情况。”但由于这个世界第二大

国的很多保留地都是些孤立的小部落，很难获

得财务专业知识，“某些情况下这是个经验问

题”。

马丁任总理时，第一民族议会向他提议设

立土著特别审计长办公室，监管保留地及其部

落委员会的账目。他采纳了这一意见，选举落

败时他正与当时的加拿大审计长讨论细节问

题。马丁落选后，保守党政府否决了这一提议。

马丁表示遗憾：“新政府拒绝这样做。这很荒

谬。”

马丁指责当前政府不采取这一实际措施，

反而对第一民族人民狂轰滥炸，要求他们提供

财务报告，这些报告充斥着难以处理的混乱数

据。他说：“相比各部落而言，联邦政府应对财

务报告出现的问题负更大的责任。联邦政府应

当承认第一民族部落有必要实行一套共同商定

的财务报告。”相反，渥太华的联邦政府“什么

也没做”。

他还指出保留地 — 其中有些是位于哈德

逊湾岸等区域的几百人偏远小部落 — 需要财

务报告培训和指导。马丁回忆称：“马尼托巴

省北部的一位部落酋长半年前给我打过一次电

话。他十年前接管了这个当时濒临破产的部落，

扭转了局面。现在这个部落已经达到财政盈余，

资金来源于企业和政府。他问我们是否有会计

原则方面的财务入门课程，供部落居民学习。”

非洲的需求
马丁强调，整个非洲的经济发展也不均衡，

但推广良好的财务和商业运作方法是实现持续

繁荣的基础。

离任后他仍致力于在任时的重点工作。马

丁任总理期间非常强调非洲债务减免和改善卫

生条件的必要性，他与积极助力非洲发展的爱

尔兰摇滚明星波诺（Bono）之间时好时坏的关

系也引发了众多关注。

离任后他努力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经济状况。虽然他同意创造财富的可持续做法

必须适用于不同国家的状况，但他主张需要做

一些普及性的改革。他认为可以帮助该地区的

一项关键改革是建立非洲共同市场，尽管它还

不是货币联盟。对于邻国之间很少进行贸易往

来的非洲而言，这可以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

马丁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质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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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马丁表示，在质

量更高的报告和更高

的透明度方面，毛里求

斯等国走在非洲国家

的前列。

“正在崛起的中产阶
级将需要质量更高的报告和更
高的政府透明度。”

的国家报告，否则最终会陷入与希腊相同的境

地。只有对国家报告充满信心，才能建立起共

同市场。”

马丁表示，在非洲地区运营的西方大企业

必须做出质量较高的财务报告 — 尤其是采掘

行业中的大企业，采掘企业面临着来自欧盟的

新财务申报规则以及全球《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的压力。马丁呼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矿山、

石油、天然气和木材企业实行良好的商业和财

务报告做法。

经济多元化
马丁预测这种良好的举措会极富感染力。

随着非洲经济多元化，各行各业的企业蓬勃

发展，部分非洲企业上市的需求将会增大。为

此，会计原则必须坚实，必须得到国际认可。他

说：“投资人将需要看到其他地区那样的财务

报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将会有更多的私人

投资涌入非洲的各行各业，而不仅仅是采掘业。

人们有在非洲投资的意愿，马丁指出近来中国

对埃塞俄比亚鞋类制造业的投资就是一个例

子。

此外，他认为随着非洲经济更加强劲和多

元化，中产阶级规模将更大、更自信。他预言：

“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需要质量更高的报告和

更高的政府透明度。”他们会想知道如何获得信

贷、如何保护投资者、如何成功订立合同、如何

处理破产事宜 — 所有这些都将成为非洲的热

点问题。

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同时在所有非洲国家

发生。有些国家遥遥领先，马丁强调了加纳、毛

里求斯和博茨瓦纳在这方面是先行者。但其他

国家也会迎头赶上。不能仅仅因为刚果民主共

和国（马丁对该国特别关注）仍在努力解决暴

力、不安全和政府软弱等问题，就认为人们不

应尝试培养良好的商业及监管实践。

“你得不断推进，”他说，“当有的国家充

斥着暴力、道德问题时，人们就会说财务报告

是否准确并非头等大事。但如果没有准确的报

告和更高的透明度，就更难解决这些问题。当

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很难说‘让我们

求助会计师吧’，但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举措之

一。”

会计师和其他财会专业人士应如何提供帮

助？马丁认为，他们应该支持教育体系。当高

科技国家派往非洲国家首都的经验丰富的高管

由于“他们不了解这些国家”而鲜有成效时，客

座讲师却会深受求知若渴的学生欢迎。他总结

道：“这是他们能够真正做出贡献的领域。”

Keith Nuthall，驻渥太华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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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北 达 科 他 州

Williams县和Mountrail

县的 Bakken油田，在

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时，

使用的是液压破裂技

术。

独立日？
液压破裂法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二十年来
第一次有望摆脱对外国石油的依赖。

美
国的石油勘探者似乎不大可能成

为英雄。石油行业竞争残酷，石油

大亨们的生活方式奢靡，这些都

让人想到了电视连续剧 Dallas当

中的那位无赖石油大王 JR Ewing。更重要的

是，作为对生态具有破坏性的化石燃料的开采

者，这些石油大佬们，尤其受到环保主义者的

鄙视。

然而，最近几年，这些石油大佬们却给公

众带来了一系列显著的利益。率先在美国使用

的新的钻探技术，使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激增，尽管这些新方法也饱受环保人士批评。

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回报。美国二十年以

来第一次真的有望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中解放

出来。美国的石油大佬们甚至往自己脸上贴金，

声称他们为降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贡

献。

Argus Research研究公司的能源分析师

Phil Weiss指出：“当然，美国的能源开采者是

为了追求个人致富，但不经意间，他们却成为

了公众的恩人。”

这场能源革命的核心就是液压破裂及水平

钻探技术，简称液压破裂。使用该技术，可以将

大量的原来无法开采的、被困在岩层当中的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出来。其结果就是，这项技术

逆转了美国老油井产量数十年来一直低迷的颓

势。到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原油产

量，与其 1970年高峰期的每天 10万桶相比，

大约减少了一半。在许多人眼里，这种下降还

远没到尽头。然而，在过去五年里，石油产量却

意外反弹了 40％，达到了二十多年以来的最高

水平。

普华永道的报告《页岩油：未来的能源革

命》（Shale oil: the next energy revolution）发现，

页岩油的潜在前景可能会影响地缘政治的发展

变化，因为它增加了许多国家的能源独立性，

降低了欧佩克的影响力。

液压破裂技术也大大促进了天然气的供

应，自 2005年以来，天然气产量已经飙升了

33％。天然气是一种多用途的燃料，可以用于

发电、给卡车提供能源，生产塑料等等。同样，

大多数能源专家此前认为，美国即将用完自己

的天然气，很快就会依赖进口。

这场化石燃料复兴运动的最明显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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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经济。IHS咨询公司副总裁 John Larson

表示：“想想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 经

济需求疲弱、庞大的贸易赤字、薄弱的税收。能

源的重振，对于缓解所有这些弱点问题，提供

了巨大的帮助。”

更廉价的电力
首先，根据 IHS的研究，丰富的天然气供

应意味着更便宜的电力。仅在 2012年，这就为

消费者节省电费高达 1070亿美元左右，平均

每户节省 926美元。Larson说：“这本身就相

当于一个非常强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就像把钱

铲到消费者口袋里。”而它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不

止于此。事实上，激增的开采活动已经创造出

了约 170万个就业机会，并且，在 2020年前，

还可能创造 1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除了直接

创造就业机会之外，作为许多塑料和化学产品

的重要组成部分，廉价的天然气促使诸如陶氏

化学之类的化工企业在美国设立了新的石化工

厂。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能源研

究主管 Frank Verrastro表示：“我们目前看到

了一种工业的复兴，这种复兴是基于廉价的能

源之上的。由此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要远远

超过大部分的政府基建项目所能带来的就业机

会。”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繁荣，对美国的公共

财政状况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IHS公司按累

计基准进行了计算，在 2012年到 2035年之

间，液压破裂技术将为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

府和地方政府带来 2.5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

这相当于 2012年政府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另

外一个好处是缓解赤字。美国臃肿的贸易赤字

中，往往多达一半是源自石油进口的需要。

自 2008年以来，美国购买的外国原油暴

跌了约 500万桶 /日。每桶价格是 100美元左

右，这相当于每年节省 1850亿美元左右。花旗

银行认为，这可能仅仅是个开始。该银行估计，

在未来十年内，蓬勃发展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将削减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 80％。花旗银行全

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 Edward Morse指出： “这

还不只是降低石油进口本身，廉价能源还能给

美国的其它商品出口带来竞争优势。”

作为页岩气开发的领先国家，更可贵的是，

至少是对政客而言，还可以带来潜在的外交政

策方面的回报。从 20世纪 70年代的理查德  

尼克松总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声称要控制

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然而，到 2005年，美

国公民 60%的石油消耗均依赖进口。

IHS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Tom Biracree表示：

“这既是一种经济负债，也是一种外交负债。这

种依赖性限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并给那些产

油大国提供了很大的谈判筹码。”在 1973年的

石油禁运当中，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削减了

石油出口量，导致其价格翻了两番，并迫使美

国在国内实施石油配给制度。从那以后，历任

美国总统都害怕这场惨剧的重演。

页岩气的开采，可以显著减少这种威胁。

国际能源机构的研究表明，到 2017年，美国有

望超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石油生产国。同时，加拿大的油砂炼油，也正

经历一个生产热潮。花旗银行预测，这两个国

家加在一起，到 2020年，北美的石油贸易净

额，就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外交筹码
由此，美国将在外交上更具灵活性。在一

定程度上，美国已经开始享受这种外交优势。

石油输出国组织由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

伊朗等国家主导，控制了全球约 80％的原油。

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能源研究主管

Charles Ebinger表示：“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实

际增长，主要来自民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对于那些欧佩克国家来说，这可是

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果新钻探技术在全球推广，这一趋势的

影响可能会加深。美国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

石油公司（Exxon Mobil）已开始在欧洲部分地

区，包括德国，寻求页岩气的勘探和开采。与

此同时，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最近与乌克兰政府签署了一份合同，开

采其丰富的天然气储量。其他国家，如阿根廷，

也被视为拥有令人羡慕的页岩油储量。

在 2008年，华尔街的银行家备受公众唾

弃，认为他们动摇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而正在此时，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正在大力完善

技术，今天，这些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

及其全球影响力。

当然，液压破裂法也有缺点。采用该方法，

可以探明巨大的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但是，

清洁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者日子变

得难过了。可能有一天，这将导致重大的生态

问题。

Christopher Alkan，驻纽约记者

“廉价能源给美国的其它产品出口带
来巨大的竞争优势。”

科罗拉多州东部的液

压破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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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的生态其实并不简单。天然气不仅抢占了脏兮兮的煤炭的市场份额，还可能减缓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批评者

宣称，液压破裂法有可能污染饮用水。此外，如果天然气在燃烧之前发生泄漏，逃逸到大气中就会变成甲烷，在全球变暖方

面，甲烷比起二氧化碳而言，危害更大。廉价的石油也会促使人们选择开车出行，消耗更多的石油。

2013年 3月，在休斯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康菲石油公司（ConocoPhillips）行政总裁 Ryan Lance表示，美国石油工

业应该大力宣扬其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作用。他此言不虚！用天然气发电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是用煤炭发电的一

半。由于液压破裂技术的革命，使得大量的廉价天然气得以开采，导致了美国煤炭使用量的大幅减少。因此，IHS的一项调

查表明，这使得美国的碳排放量自 2007年以来下降了 13％。其结果是，美国的排放量已经下降到自 1995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与此同时，在往往位于生态高端上的欧洲，尽管存在碳交易计划（该计划目的是要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二氧化碳

排放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仅在去年一年，由于从核电转向煤炭发电，德国的排放量上升了 1.6％。

绿色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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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与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联合

创建了聚焦首席财务官及其需求的网站。

这一举措是为了满足财务领导者在获得建

议和支持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从而帮助他们

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 

www.roleofcfo.com网站旨在为现任和未来

的首席财务官提供支持。

这一网站为现任首席财务官提供有关他们

角色变化和如何应对新挑战的相关研究成果，

旨在帮助他们掌握技能，培养能力，这样他们

在带头实施公司发展计划和通过绩效管理来产

出卓越成果方面就能够得到肯定。 

该网站也为未来的财务领导者描绘了一幅

全面的路线图，引导他们规划职业生涯，为他

们指明能够助其登上职业巅峰的发展机遇。

ACCA在向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做

咨询反馈时表示，综合报告的框架草案朝着正

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ACCA的研究表明，很多利益相关方将会

支持综合报告，他们会发现这样做的诸多好处，

如着眼长期发展，更好地了解业务模式的风险，

更广泛地理解公司价值。但研究也指出了有待

填补的缺口和综合报告与其他形式的报告之

间关系的灰色地带。了解详情，请访问：www.

accaglobal.com/accair2

ACCA和英联邦商业委员会颇具开创性的

报告阐述了鼓励更多女性担任高级商业职位的

六种解决方案。

这份报告发布于 2013年 6月在孟加拉国

举行的第十届英联邦妇女部长会议，报告前言

由牙买加总理兼妇女事务部部长波蒂亚  辛普

森  米勒 (Portia Simpson Miller) 撰写。她表示：

“为了从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中成功复苏，政府

必须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采取包容和全方位的

做法。”

阅读报告《铺平通往机遇的道路：英联邦女性

领袖》（Paving the way to opportunities: women 

in leadership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womcom

公司治理、商业标准和信任是 ACCA全球

论坛于 2013年 4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专题

讨论会上确定的未来关注重点。

ACCA的十个全球论坛共同讨论了会计师

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阐述了该行业的未来愿

景，就论坛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专题

讨论会的内容也发布在一份新报告中。

了解专题讨论会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globalforums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和

ACCA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这份为期三年的

战略协议确立了这两个机构数年来在多个领域

的紧密合作关系，如多样性、养老金、社会责任

投资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对学术界和商界的众

多利益相关方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图：时任 ACCA会长

高沛利（Barry Cooper）

（左）和美国管理会计

师协会（IMA）董事会

主 席 John Macaulay 

CMA 在 2013 年 6 月

举行的 IMA全球年会

上宣布了一项战略计

划。

下图：牙买加总理波

蒂亚  辛普森  米勒

（Portia Simpson Miller）

（图为其 2012年在纽

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

讲话）在 ACCA和英联

邦商业委员会的一份

新报告中呼吁各政府

在推动经济复苏时更

具包容性。

首席财务官网站

框架只是开端 “全面的做法”

论坛愿景
英国经济和社会研
究委员会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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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前沿活动
2013年 10月 14日至 18日

金球经济  澳大利亚企业报告  可持续发展

投资者活动  商业标准

全球现场直播与点播
ACCA年度“财会前沿”大会汇聚了全球财会专业

人士，讨论会计行业当前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本

次会议邀请专家和意见领袖就企业如何最大限度地为

其组织、利益相关方、监管者和全球经济创造价值发表

了自己的新知卓见，并通过最新科技向全球进行网络现

场直播。

讨论的话题包括风险管理、企业文化、面向投资者

的报告、综合报告、财务转型、CFO的角色、未来职业

道路、科技趋势、会计行业的未来以及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ccountingforthefuture

“研究与洞察”IPAD应用

在 IPAD上阅读《财会前沿》

ACCA“研究与洞察” iPad应用最新发

布的内容探索了未来十年内影响商业格局

和专业会计师的 100个变革因素，其中包

括互动图像以及顶级专家的访谈视频。在

iTunes应用商店搜索“ACCA Insights”或访

问 www.accaglobal.com/riapp

您可以搜索下载 Accountancy Futures

链接到您的 iPad上，阅读在线内容。如

需下载，请访问 iTunes应用商店或访问

www.accaglobal.com/futures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