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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抗議和掠奪
跨国企业面临的全球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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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谷的一场示威抗

议活动期间，一名反

对军事统治的抗议者

做出手势，这是本年

度世界各地发生的

众多政治抗议活动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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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前沿学院
主席：Ng Boon Yew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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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H Clearnet执行总监

审计与鉴证全球论坛 
主席：Robert Stenhouse FCCA 
德勤英国国家会计与审计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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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Emasu FCC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共财务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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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Duffy FCCA 
Affecton公司顾问兼合伙人

职业操守全球论坛
主席：Sara Harvey FCCA
Hines Harvey Woods公司总监

跨国公司的 CFO艰难地意识到，

政治动乱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但对其企业造成的风险却
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以“掠夺”一词为例，它可能不
会出现在一般的风险名单上，但近来却在复杂的供应链
中频繁出没。并非所有企业主管都能肯定地说，他们没
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钱购买那些在武装冲突中掠夺的
产品和材料。企业如今面临着一些法律方面的变化，使
其可能因此受到制裁 — 详见第 6页。

随着冲突在全球许多地方升级，本期杂志将探讨企业和
CFO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并聆听乌克兰的财会专业
人士是如何在冲突发生期间继续开展业务的。

本期也涵盖了一系列其它事项，比如企业报告、审计、可
持续发展和税务。此外，我们听取了来自全球行业领袖
的观点，包括诸如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全球董事长 John 
Veihmeyer，会计行业重量级人物 David Tweedie爵士，
以及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 Jim O’Neill谈论薄荷四国的
崛起等。同时，随着 21世纪空间竞赛的启动，我们将放
眼地球之外，寻找探月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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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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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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治理

PG06 劫掠与采购

日趋复杂的供应链使得

跨国企业一旦与掠夺物

品联系起来，便容易遭受

洗钱诉讼和名誉损失

PG10 地缘政治

新兴市场上出现的经济

制裁、民众抗议和货币管

制等乱象将会导致企业

计划脱轨

PG16 援手相助

毕马威全球董事长 John 

Veihmeyer表示，国际事

务所有能力辨识地缘政

治风险，帮助客户解决相

应问题

智慧财务

PG22 转型

共享服务和其它大规模

改革若想获得成功，财务

主管必须全权掌控变革

方案

PG24 观点

CFO分享领导变革的经

验

PG26 CEO

CFO与 CEO的良好关系

非常重要。本文讲述 CFO

与 CEO的关系如何发挥

作用

审计

PG36 内部审计

国 际 内 部 审 计 师 协

会 (IIA) 总 裁 Richard F 

Chambers谈论审计领导

的轮换，以及内部审计

主管轮换的优缺点

PG39 欧洲

欧盟关于审计改革的争

论已经结束，企业必须尽

力面对新的规定

PG40 置信会计

概率分布方法的使用正

在发展之中，这种方法可

以减少传统会计方法中

固有的不确定性

企业报告

PG42 国际评估标准

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暴露

出来的缺陷明显，David 

Tweedie爵士由此倡导

实施国际评估标准税务

PG35 全球税务

当前的企业税务模式可

能很难运转，因此需要建

立一个清晰、透明、简化

的新模式

如果 CEO不能把你当作

合作伙伴，你就没办法成功。（PG29）

PG18 复杂性

保险行业监管力度加大

必将促使保费提高

PG20 网络犯罪

预防的代价比治理要小

得多

PG29 观点

CFO讲述与 CEO的成功

合作伙伴关系

PG30 商业伙伴关系

财务部门与企业业务协

调一致的三种阻碍，以及

克服阻碍的三种方式

PG33 观点

CFO讲述如何建立最佳

商业关系

PG44 监管者

美国财会监管机构在全

球财务标准制定者之间

寻求共通之处

PG46 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

在环境和社会影响报告，

以及治理程序方面累积

动力

PG49 新兴市场

投资者的支持是发展中

国家上市公司发布可持

续报告的关键

PG50 海湾地区

综合报告的价值创造优

势在这一地区受到广泛

欢迎

PG52 南非

作为综合报告的开路先

锋，南非在全面报告上

仍有许多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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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PG55 自然资本

全球各国政府正在更加

努力寻找计量、管理和

维持其自然资源和生态

系统的方式

PG58 能源

随着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英国能源生产能力下降，

能源管理正成为避免断

电，甚至是破产的关键

举措

PG60 水资源

水资源的安全正成为全

球大部分企业必须关注

的问题，会计师作为意识

专家正扮演着关键角色

全球经济

PG63 MOOCS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将

给高校和专业教育机构

的教育项目带来变革

PG65 亚洲教育

人口及移动技术覆盖率

的增加促使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在亚洲得到爆

炸性发展

PG67 中国

ACCA亚洲系列峰会就技

术革新和发展机遇进行

探讨

PG71 埃塞俄比亚

过去十年积累的大量经

验为这个国家的会计行

业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

的发展模板

PG72 历史教训

Jacob Soll在其新书中描

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银

行家及现代国家的兴起

和衰落，就财务问责制提

出了强有力的观点

PG75 太空

新一轮太空竞赛已经开

始，但这一次在探索经济

效益过程中掌舵的是企

业而非政府

公共部门

PG90 审计的作用

许多国家在经历了大幅

度的公共财政调整后，

一个更加强健的公共审

计部门正在崛起

PG94 中国

厦门大学李建发教授表

示，中国政府的会计改革

将为会计行业的协作、咨

询和教育提供支持

公共价值

PG96 最佳实践

海湾地区的家族企业问

责制和透明度建设

PG98 简讯

ACCA会员数量里程碑；

应对文化挑战；哥伦比

亚财会行业；五年经济

调查

税务

PG80 信任

财会行业必须有效应对

公众对税收问题的看法

PG82 澳大利亚

概述澳大利亚以纳税人

为中心的纳税和转账支

付系统

当他们面色发紫青筋爆出的时候，你就知

道他们不喜欢你的做法。（PG42）

PG78 薄荷四国

经济学家 Jim O’Neill解

释为什么墨西哥、印度尼

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

将成为 GDP大国

PG84 阿富汗

随着外国驻军的离开，阿

富汗需要重建会计行业，

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恢

复

PG86 初级证券市场

以中小企业为重点的证

券交易所旨在帮助小规

模企业通过公开市场，降

低融资的难度和成本

PG88 供应链融资

大型企业从供应链融资

中获得的利益大于本应

受益的小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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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回报
日趋复杂的供应链可能会使企业因处理掠夺商品而遭受洗钱指控，ACCA税务和
商法专业事务经理贾派伯（Jason Piper）告诫道。

掠
夺与河马有一丝相像。每个人都以

为他们知道其为何物，也能够辨认

出来。一些人甚至知道它们住在哪

里，名字从何而来。但是很少有人

对它们有足够的了解，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危

险：河马每年杀死的人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哺乳

动物都多，除了人类。

诉讼和法律程序的制定提高了企业因掠夺

而面临的风险。对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仅其主

管人员的直接诉讼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现

实，企业还可能间接承担洗钱罪的责任，而这

一切仅仅是因为企业经手了由供应商或其同伙

掠夺来的货物。

对企业供应链的详细了解远远超出利润率

的范畴，它可以成为关乎企业信誉的决定因素。

如果企业品牌与战争罪行有关，那么这对客户

关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然而如果犯了洗钱罪，

企业在公共采购方面将遭受致命的打击。

在武力冲突的情景中，掠夺就是一种盗窃

罪行。对于“武力冲突”有严格的法律定义，明

确区分了（“战争规则”内许可的）军需物资拨

付和商业盗窃之间的区别。从历史角度来看，

掠夺的根源只在小范围存在，而且局限在可以

轻易搬运的货物。但随着 20世纪工业化战争的

到来，掠夺的规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二战后

许多战争罪行审判都是针对那些控制矿井和工

厂的个人，这些矿井和工厂所加工的原材料都

是从被占领的领土上强制掠夺来的。

最近来看，对掠夺的诉讼少之又少，尽管

现代供应链赖以生存的原材料多是在一些武力

冲突频发的地区。

但所有的这些情况可能正在改变，而且这

种罪行本身也正在现代国际贸易的现实中发生

角色转变。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盗

窃（和盗窃过程中的掠夺）已经成为洗钱罪的

上游罪行。换言之，在供应链中处理掠夺物品

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洗钱行为。

更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法庭将会考虑直

接对企业自身提起掠夺诉讼，而不是控制企业

的个人。尽管国际刑事法庭 (ICC)将其司法管

辖权限制在自然人身上，但全球几乎每个国家

的法律体系都包括国内掠夺罪审判。因此，明

贾派伯（Jason Piper）

是 ACCA税务和商法

专业事务经理。他是

一名特许税务咨询

师，拥有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和利基市场执

业经验，为企业和个

人客户就英国和国际

问题的方方面面提供

咨询，拥有欧洲商法

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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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链中处理掠夺物品的行为可能会构成洗钱行为。

左图：电子产品生产

过程中对稀有矿产的

需求使供应链管理和

控制成为该领域的一

个特别担忧。

下图：德国消费者保

护部部长 Ilse Aigner

回答媒体关于 2013

年 2月欧洲马肉丑闻

的问题。

复杂的供应链使得超

市并没有意识到，他

们当作牛肉销售的自

有品牌食品实际上是

马肉。

确哪一个法人可以被控以掠夺罪要跟随地方规

定。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这意味着企业及其独

立法人人格可以在理论上被控以掠夺罪。可以

把掠夺责任归结到企业身上的观点并未得到国

际学术界的普遍支持。但有明显迹象显示掠夺

的概念正不断发展，并涵盖到更宽泛的应用领

域，这对企业而言，不管是在财务还是信誉方

面，都有着明确的启示。

所有国家对掠夺罪的不同处理都包含着国

际商会定义中的同一个关键因素。作为一种战

争罪行，掠夺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理，而且这种

罪行不一定是在有掠夺罪的国家的境内犯下

的。由于战争罪行的极端严重性，个别国家拥

有裁定掠夺的“普遍管辖权”，而且不论掠夺在

哪里发生，该国都有权提起指控。尽管这种事

情的发生还很遥远，但管理层应该考虑到这种

行为的风险，潜在后果的严重性使得这种行为

必须得以管制。

供应链尽职调查
现代供应链的冗长和复杂是对人的领悟能

力的一种挑战。最近当马肉被发现以一种未经

确定的方式进入食物供应链后，欧盟开始强调

企业要全面了解自身是很困难的。大型连锁超

市都尴尬地公开承认，他们并不清楚哪些商品

进入了本超市的自有品牌食品。就制造产品而

言，无从溯源的组件和材料的范围甚至还要更

加广泛。棉织品和棕榈油都有着“高风险”的供

应链，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流行的原材料给

电子产品制造商带来的挑战在业内是众所周知

的，这已经被非政府组织公开曝光过。

由于在世界各地运营地点和所处行业的不

同，企业可能面临的旨在增加因公尽职调查水

平的立法管制（用以实行不同程度的供应链尽

职调查）也不相同。

尽管企业的主要防御领域应放在对掠夺犯

罪的环境和意图的了解上，对大多数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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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棕榈油可以用

在食用油、肥皂、唇

膏和燃料等一系列产

品中。棕榈油的产品

链风险很高，制造商

受到的指控包括使用

童工、人口贩卖、奴

役和暴力对待员工。

下图：刚果民主共和

国的武装部队每年通

过非法矿石交易可获

得数亿美元。这些矿

石可制造出锡、钽、

钨和金，均为主要的

冲突矿产。

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泛滥的原材料给电子产品制造商

带来了挑战，这在业内已是众所周知。

美国已经针对刚果的冲突矿石采取了具

体措施，规定参与源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

属矿石交易的美国上市公司必须履行重大的

记录保存义务。对于这些措施是否起到了作

用，意见似乎出现了分歧。因为企业已经停

止购买所有出自刚果的矿产，或者企业可以

绕道从中国等不受影响的市场购买加工或组

装元件。

一个单独的自愿制度已经在欧盟提出，

该制度将允许主要电子矿石（锡、钽、钨和

金）的出口商证明这些矿石在冶炼环节的供

应源自合法矿井。化学分析要求辨识每一出

货环节的“指纹”，从而锁定源头，不论何时

这都是冶炼厂操作过程中的关键部分，因为

他们也急于确切地知道他们可能在熔炉中放

入了哪些毒性杂质。

立法者开始着手工作来说，在不掌握自身的供应链的情况下得到的

“成功”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除了卷入高度情绪

化的犯罪行为，他们还暴露出对本企业的供应

链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即使并未达到不负责

任的犯罪的程度。对企业来说，唯一令人完全

满意的结果将会是，企业需要证明自身并未参

与掠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其他方式。在全世

界范围内提倡的报告制度都有赖于详尽的企业

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企业的活动，还有企

业与其他方及其活动之间的关系。

对每个生产阶段中每批材料进行始终如一

的记录，这种管理负担不太可能是一种具有吸

引力的预期设想。生产周期每一阶段所要求的

尽职调查程度都会根据可感知的风险，以及企

业可用的资源的变化而变化。毕竟，因为资源

缺乏而无法确定物品的状态并不能作为抗辩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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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风险和监管必然性的夹击下，大型企业正在采取措施保护

自己。大多数参与相关行业的大型企业，主要包括惠普、索尼、微软，

都加入了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和全球电子永续倡议 (Global e-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 GeSI)的

反冲突矿物伙伴关系中。该组织已经制定了两大工具，而企业可以用

这两大工具来检查自身的供应链是否处于无冲突状态。

无冲突采购倡议项目重点关注那些处在供应链中的关键夹点，特

别是钨和钽的冶炼厂和炼制厂。这是一个自愿性的项目，根据企业在

避免采购和加工矿物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其进行评估。

冲突金属报告模板中记录的信息包括供应商所使用的矿物，制造

的产品，以及获取矿石的源冶炼厂。完成模板信息的填写可以帮助制

造商全面掌握采购企业的整体状况。

尽管掠夺问题影响的主要是一些跨国企业，但公共部门的主管人

员也一样需要了解掠夺作为一种犯罪的广泛程度。欧盟因为一项与摩

洛哥签署的渔业协约而卷入了争议水域，因为该协约中包括在西撒哈

拉海岸海域的捕鱼权。

西撒哈拉是由摩洛哥占有的领土。尽管反占领的积极暴力抵抗活

动结束于 1991年，但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占领国有义务保护这片领

土的资源免受掠夺，直至占领结束。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一项协议

有意转让西撒哈拉海岸领海的捕鱼权，这就是对土著人口财产的潜在

窃取，违背了他们的愿望和国际法。

尽管看起来可能性很小，但如果这一诉讼在任何法庭上都受到支

持，就不仅仅是那些从捕捞中获益的拖网渔民和渔业公司要承担这种

潜在掠夺的责任。协商并签署该协议的官员可能也会发现他们自己作

为鱼类资源实际捕捞行为的同谋而受到责任指控。

开明的利己主义

这不仅仅是私营部门的问题

企业可能需要寻找代理来做直接担保。例

如，供应商在某一认证交易机构中拥有成员身

份，或者通过特定层级的审计都可以用来说明

供应商的良好行为承诺。而这种承诺能否得到

恰当的裁定，则需要对当前的环境进行深思熟

虑的评估，在理想情况下，现代会计师的技能

完全适用于这一过程。

越来越多的企业都选择加入自愿性透明组

织，比如英特尔和苹果都承诺加入冶炼厂认证

项目，为保证无冲突矿物的采用做出自己的努

力。尽管潜在犯罪的本质是可恶的，但企业必

须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关注维持企业运营的经

济现实。如果有效产业链保障成本过高，那么

来自不道德竞争对手的竞争可能给这些负责任

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它们的产品定价超

出了市场接受的范围，以致无人问津。

无论如何，不管企业是被迫保持记录，还

是仅仅想对其信誉风险进行良好的管理，供应

链尽职调查都是为金融战争罪行抗辩的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而不管这些指控是由法律法庭还

是民意法庭发出的。

选自贾派伯的文章：《掠夺：全球供应链的新

威 胁 》(Pillage: a new threat to global supply 

chain) 了解详情，请访问：www.accaglobal.

com/a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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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博格丹  赫梅

利 尼 茨 基 (Bohdan 

Khmelnytsky) 纪念碑

前的亚速海营成员。

该国动荡的局势为外

国企业带来了诸多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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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会计处理
在新兴市场国家工作的首席财务官应充分意识到正在不断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
以及如何将其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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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一个跨国公司的首席财务官都

无法承担忽视政治风险所要付出

的代价。新兴市场上的湍流甚至

可以冲垮那些最周密的商业计划。

民众抗议会对供应链形成干扰，货币管制会导

致企业难以将利润转回国内，经济制裁则会切

断已经建立的商业伙伴关系。此类风险容易伴

随着外交摩擦产生，例如近期发生的俄罗斯吞

并克里米亚、泰国发动军事政变、埃及正在酝

酿中的紧张局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交战，

以及马来西亚航空 MH17飞机的坠毁等。那么

首席财务官对此如何才能占领先机呢？

第一条建议是，警惕不断恶化的治理标准。

咨询公司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

亚洲经济学家 Mark Williams表示：“世界银行

的政府机构质量数据被证明是预测某个国家是

否可能发生问题的绝佳指标。”

Williams表示：“过去十年中治理状况恶化

的国家包括委内瑞拉、埃及和泰国，而这些国

家现在都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绝非巧合。”

这对像南非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好

兆头，因为这些国家曾一度有着良好的治理标

准，然而现在却在恶化。

世界银行治理指标也可以为企业提供线

索，让企业知晓可以向哪些地区转移业务从而

减少政治风险。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和哥伦

比亚的状况有所改善。

货币线索
谨慎的首席财务官也可以关注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数据，来预测金融动荡的下一个受害

者。剧烈的货币贬值会从很多方面威胁企业的

运营。Williams表示：“除了以当地货币获取

的利润折合成美元和英镑会减少之外，货币贬

值使得国家更可能进行货币管制，而把现金锁

在本国内。伴随货币贬值爆发的通货膨胀也会

促使国家进行价格管制，从而削弱企业的盈利

能力。”

尽管近期经济出现强劲增长，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此类资金紧张的状况可能会

在一些非洲国家发展得愈加严重。例如，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 Fiscal Monitor 显示，盛产铜矿

的赞比亚 2013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一跃占到国

内生产总值 (GDP)的 8.6%，是 2012年的两

倍还多。尽管加纳的农业和黄金出口价格较高，

但其财政赤字连续数年来超出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包括肯尼亚和南非在内的个别非洲国家

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热钱大量流入。

纽约 Brown Brothers Harriman银行的高级

副总裁 Marc Chandler说：“大规模的财政失衡

在埃及和南加沙地带

之间的拉法边境，巴

勒斯坦人正等待着

进入埃及。埃及内部

的两极分化不断加

剧，促使企业将业务

向摩洛哥等国家进行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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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金融动荡即将到来的早期警示。预算和

经常项目的赤字尤其是不祥预兆。”

尽管政治和金融危机不断占据头条，但采

取防御措施任永远都不嫌晚。“俄罗斯就是一

个恰当的例子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 Anders Aslund

表示 ,“迄今为止对俄罗斯的制裁还相对温和。

但是谨慎的企业高管应该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

的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在主要的 G20国家里，俄罗斯的贸易保

护程度最高，所以很难从外部向其销售产品和

服务。”然而，解决这一不断逼近的威胁的最好

方法就是仔细地选择交易对象。Aslund说：“过

去的情况是，与国有企业或者与普京总统有紧

密关系的公司或银行打交道，一般都会获得良

好效益。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国有企业更易

受到制裁的打击，所以最好尽可能与之保持距

离。”

最近的一个警示例子来自法国最大的银

行，法国巴黎银行集团 (BNP Paribas)，该银行

与美国检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打破美国对苏丹、

伊朗和古巴的贸易制裁支付创纪录的 90亿美

元偿付金。

业务多样化
在其它一些国家，业务多样化相对容易。

“最近泰国政变发生后情况便是如此 ,”Williams

表示 ,“那些担心局势可能变得更不稳定的人选

择转移他们的部分或全部业务。首席财务官们

可能会考虑马来西亚、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

“针对埃及也有一些本国其他地区可供选

择 ,”凯投宏观中东分析师William Jackson表

示 ,“埃及社会仍然极端分化，一部分人支持

穆斯林兄弟会，另一部分人支持武装力量。如

果企业执行层希望就近找一个既有广阔国内市

场，风险又相对较小的国家，摩洛哥值得考虑。

这里已经成为发展制造业的良好区域，并且接

近欧洲南部市场。”凯投宏观地区专家 David 

Rees表示，委内瑞拉的政治困境也愈演愈烈，

Nataliya Vovchuk
ACCA乌克兰、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主管

“在 ACCA办公室我们就可以将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尽收眼底，这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

抗议的戏剧性发展将会影响到许多企业、个人以及乌克兰社会整体。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其他国

家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 ACCA合作伙伴真正地团结起来，支持我们，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

索地区。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才有力量继续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进行业务运作，并且积极地展示

ACCA‘着眼全球，立足本地’的理念。这些抗议可能已经平息，但新的政府以及与俄罗斯紧张关系

的升级会使不确定性不断增长。尽管问题很多，但经济改革、欧盟成员资格以及不断觉醒的民族团

结感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ACCA正在努力利用这些机遇为一个进步的乌克兰输送财务专业人

士，比如准备加强教育和经济改革的提议等。”

Andrey Tsymbal FCCA
毕马威 (KPMG)乌克兰会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

“我们的事务所不得不关闭了几天。我们

听到了爆炸和游行抗议的声音（在独立广场，

2014年2月乌克兰抗议游行活动的中心地点）。

这些示威活动给员工造成了心理冲击，使他们

很难集中精力工作。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在政

治上是中立的，但我们的一些同事却参与到了

抗议活动中。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去，我们

不会反对。在任何一场危机中，最重要的就是

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我们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与客户交流。如果情况太

危险了，出于安全考虑，员工会在家里工作，或

在客户处工作。我们只是努力牢记我们的工作

使命和目标。”

Alexei Kredisov
安永 (EY)乌克兰会计师事务所主管合伙人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像乌克兰一样在

短短的三个月中经历了种种 — 革命、政变、

起义等等。实际上安永的办公室有五天时间都

是关闭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鼓励员

工远离事件中心。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开始推

行远程和弹性工作制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安

永全球提供的安全渠道进行业务沟通。作为一

家跨国事务所的会员，封锁让我们得到了令人

难以置信的帮助。我们能够联络到以色列和埃

及等曾经遭受同样动乱的国家的人们。”

Oles Shevchenko FCCA
德勤 (Deloitte)乌克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总监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其中还包括心理因

素。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虽然生理上

我们没有直接参与这个过程，但在心理上我们

都间接参与了。我们和客户的交流并未因此改

变很多，但却很艰难。我认为与顾客形成相互

理解的良好氛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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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观察哪些地方正在酝酿着下一场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的数据可以提供线索。

2 仔细甄选你的交易对手；不要与可能遭受制裁打击的俄罗斯银行

纠缠。

3 未雨绸缪，做好准备，至少要试着将损失最小化，直至情形得以

改善。

4 寻找更加安全的替代运营地点以保护企业的供应链。

5 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被用来对冲风险，但可能代价较为昂贵。

6 可靠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可以帮助减轻政治风险的严重性。

解决政治危机

一个抗议者在泰国曼

谷的一个商业区抗议

活动中比划手势。最

近发生在泰国的军事

政变使跨国企业愈加

意识到需要在国内

周边寻找业务转移

地点。

“伴随货币贬值爆发的通货
膨胀会促使国家进行价格管制。”

以致许多执行官都在考虑转移到附近的政治安

全港。该国正在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动乱，同

时还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以及政府不断地剥

削私有企业的情况。

不断恶化的局势会减少跨国企业的利润，

例如，消费品生产商宝洁公司被一场猝不及防

的大幅货币贬值击中。尽管石油收入丰厚，但

这个国家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基本商品短缺。许

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局势好转之前，这种情况可

能还将进一步恶化。债务违约和经常项目危机

也有可能发生。

Rees表示：“企业显然不想从一个未来数

年中经济可能出现反弹的国家完全撤出。但把

在这些国家的业务量削减至最小是明智的。加

强在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这些风险相对小得

多的国家的业务也是一个好主意。”

Brown Brothers Harriman银行的新兴市场

战略分析师Win Thin表示，企业可以通过其他

方式对冲风险，而不必从一个国家撤出，“企

业可以在衍生品市场上把利润以美元价值进行

锁定，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货币大幅贬值的影响。

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极其昂贵的选择。”此

外，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持续恶化，企业

可以购买信用违约掉期；尽管这些衍生品是用

来在政府债务偿付违约的情况下补偿投资者的

损失的，但在政治动荡时期，这些衍生品也会

增值。

“企业在面对新型政治风险时，也可能越来

越脆弱，”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Eurasia Group的 

Joao Augusto de Castro Neves表示，“在拉丁

美洲的许多地方，我们注意到新兴的中产阶级

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这对外国企业来说将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灾难。”2012年雪佛龙 (Chevron)

在巴西的一个海上油井泄漏后就经历过这样的

考验。这场事故向大海泄漏了仅相当于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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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i Mahendra FCCA
AIG全球消费者分布部门财务总监

据福布斯数据显示，美国的跨国保险公司 AIG是全球第 62大企业，在全球拥有 63,000名

员工，客户分布于 130个国家。AIG服务于全球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客户。企业的性质意味着

Mahendra对任何能成为新闻的重大事项都非常感兴趣。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会打开电视，或者看《金融时报》，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的第

一个问题便是，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Mahendra说。这位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商业人

士最近刚被提升为 AIG在英国的执行财务总监。

“我们为大范围的个人、机构和企业所面临的全面风险提供保险，其中既包括与卫星相关的

财务和财产风险，也包括与政治不稳定性相关的风险。”

对局外人来说，保险似乎是一项风险业务，是变幻莫测的生活和自然的人质，风险根本没有

办法避免。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灾难、自然或人为风险，不仅会危害生命，也会

导致严重的财务后果。但对于业内人士而言，这正是这一行业的乐趣所在。“归结起来就是为风

险定价，”Mahendra表示，“问题的关键是保险公司必须选择正确的风险，正确地定价并管理其

投资组合。如果能够妥善处理这些事项，一切都会好的。”在保险行业内，财务部门发挥着关键

的战略性作用。

“我一直在研究财务如何为企业增值。”他说。

Liz Fisher，记者

全球风险管理咨询公司 Risk Advisory的恐怖主义追踪系统为企业和

金融机构描绘了一幅恐怖主义风险的全球视图，这些风险会对他们的尽

职调查活动构成影响。

* 零售包括公共空间，比如市场

*运输包括对陆地、海洋和航空的袭击

来源：恐怖主义追踪系统，全球恐怖主义袭击和阴谋综合数据库

（Terrorism Tracker, a comprehensive global database of terrorist attacks 

and plots）www.terrorismtracker.com

33% 零售 * 

18% 运输 *

12% 石油

6% 电力

6% 建筑

5% 媒体

5% 旅游

5% 燃气

3% 农业

3% 金融

2% 矿业

2% 公共事业

打击程度按部门划分

桶量的石油，比起英国石油公司 (BP)臭名远扬

的墨西哥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中约 490万桶

石油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愤怒的巴西政府官员

要求对该企业进行创纪录的 110亿美元罚款，

这差不都相当于该企业当年在全球净收入的

一半。

巴西官方同时要求雪佛龙的高管们交出护

照，并威胁要对其进行犯罪指控。雪佛龙最终

化解了这场危机。但 Castro认为，企业应该主

动地在公司运营地建立良好的商誉。他说：“一

个可靠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可以真正帮助企业

减少此类风险。企业应该确保他们正在将生态

和社会危害最小化，同时他们也要不断提醒新

兴市场自身所能带来的好处，比如提供就业机

会、特许权使用权费和税金的缴纳。” Castro说，

要向当地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才能保证危机

来袭时，少一点政治敌意。

对跨国企业来说，政治危机根本不可能避

免。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规模

的消费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高效的劳

动力，就值得去为此冒险。例如，尽管考虑到阿

根廷 2012年对西班牙石油公司 Repsol所有在

YPF的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并用了一年时间

才偿付补偿金，但是雪佛龙对阿根廷的能源领

域还是进行了巨额投资。首席财务官可以通过

多种手段来控制此类风险，或者预测下一次危

机可能在何处爆发。

Christopher Fitzgerald，驻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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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体现真本领
毕马威全球董事长 John Veihmeyer解释说，无论是在地缘政治风险陡升时期，还
是就推动全球经济体发展而言，跨国公司的服务都不可或缺。

跨
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外交部有很多

共同点。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

交部类似，毕马威及其全球分所

必须随时关注世界各地可能发生

的大事件。这也使得他们对于政治的嗅觉变得

极其敏锐。

Veihmeyer现任毕马威全球董事长。他相

信，毕马威遍布全球的分所 (业务遍及 155个

国家 )是其跨国客户的宝贵资产。“我们在世界

各地的事务所临近事件发生地，”他说道，“一

旦问题浮现，这往往充当了我们的早期预警系

统，并让我们感知到政治形势的走向。”

和其他很多大型企业一样，毕马威在很

多政治动荡国家也以合作联盟的形式设有分

支机构，例如埃及、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等。

Veihmeyer表示：“随着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紧张

局势的升级，地缘政治风险近几个月来成为了

John Veihmeyer自 2014年 2月起担任世界第四大会计和咨询

网络毕马威的全球董事长。从 1977年进入毕马威华盛顿特区事务

所担任审计师以来，他迄今为止长达 37年的职业生涯全部奉献给了

这家公司。2010年至今，他是毕马威美国分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05年到 2010年间，他担任美国分所副主席。在此之前，他曾担任

华盛顿地区事务所执行合伙人。1987年，32岁的他成为了毕马威的

合伙人。

Veihmeyer的名字经常出现在Accounting Today 杂志“会计行业百

名最具影响力人士”榜单之列。他也是Directorship 杂志“公司治理领

域百名最具影响力人士”之一。

Veihmeyer和妻子 Beth长期深入地参与毕马威“家庭扫盲”项目

(Family for Literacy)。这个项目目前已为美国贫困儿童捐赠图书达 200

余万册，目前正被推广至另外 8个国家。Veihmeyer还是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中小上市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

John Veih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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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主要的议程。”

对 毕 马 威 而 言，这 是 一 把 双 刃 剑。

Veihmeyer相信，总的来说，在成功和健康的经

济体内部，事务所的业务表现达到最优。“经济

不断增长，就好比水涨船高，我们在这些国家

的业务也会受益。”

而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危机发生期间

也是毕马威对客户最有价值的时候。“在动

荡经济体内部运作的公司通常需要我们的服

务，”Veihmeyer指出，“只要有必要，我们可以

做到极为敏锐。”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的汇率制度

极度复杂，包括三档官方汇率，另外还存在着

黑市。这种情况给在当地的公司带来巨大的挑

战。对于这种局面，或许没有什么神奇的应对

之道，但这些公司仍然需要帮助，以便理清复

杂的形势。“我们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公司认

清它们在不同国家会面临哪些风险，而何处还

存在机遇，”Veihmeyer说道，“我们可以帮助

公司评估特定国家的环境是否支持它们的商

业运作。”

不仅如此，处于政治和经济压力之下的国

家在监管和税务框架方面往往会发生巨大变

化。Veihmeyer表示：“公司必须掌握最准确的

决策走向消息。”

毕马威不可能在动荡中独善其身。旗下分

所业务也可能遭到干扰。他说：“我们的作用就

是为正在经历麻烦的国家、以及我们设立在这

些国家的事务所提供支持和帮助。”

会计师事务所常常被卷入政治争端。最近

的一个例子就是香港发生的“占中”活动。抗

议者对于政府违背于 2017年引入“普选”的

许诺感到愤怒。“四大”，即德勤、安永、毕马

威和普华永道都遭到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批评，要求它们删除三份中文

报纸上的广告。这则广告警告说“占中”抗议

“可能会对香港的法律、社会以及经济产生长期

的负面影响”。广告还说：“我们希望通过谈判

和对话解决不同意见。”

不过，Veihmeyer对未来几年全球经济的

宏观前景表示乐观。“政治风险总是有高潮和

低谷的，”他说，“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当

前情况是一个大的周期的一部分。”实际上，

Veihmeyer相信整体环境是向上的。“全球经济

正在好转，大量机遇不断涌现。”他这样说道。

当公司地平线的远方浮现乌云之际，也是毕马

威大显身手之时。近期，一份针对 400位执行

总裁的调查旨在了解受访者未来三年内主要关

心的问题。排在前两位的是监管挑战与税务政

策。34%的受访首席执行官称，他们花费更多

时间应付监管者或政府官员，或者正在考虑这

样做。“这与我们作为一家事务所的工作十分契

合，”Veihmeyer说道，“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全

球业务。即便是中等规模市场的公司，如今也

会从海外寻求供应商。这造成了税收问题的复

杂性。”

展望未来，Veihmeyer相信会有更多的公司

致力于开拓颠覆性技术，包括移动技术与云技

术。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相对放缓，但技术变

革一直都在加速。“这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增长

点，”他说道，“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执行能力上，

毕马威都掌握着独特的专业知识。”

不过 Veihmeyer担心，全球会计准则趋同

工作的进展很可能停滞不前。他表示：“如果你

六年前问我，我可能会说这项工作的推进将加

快速度。显然，目前的形势很困难，人们对应该

选择什么意见相左，所以我不会轻视这些挑战。

不过，我们显然应当着眼于减少国家与国家、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有差异的会计与监管架构对专

业服务公司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差异产生问

题，而企业必须解决问题。“但是就公共政策

而言，这种复杂性对企业和经济是有害的。” 

Veihmeyer说道。

尽管如此，Veihmeyer仍然是乐观的。他相

信，虽然近期政治动荡，但未来几年全球经济

将为毕马威及其客户提供大量机遇。

Christopher Fitzgerald，驻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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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关系的复杂性
安永全球保险业主管合伙人 Shaun Crawford FCCA介绍说，随着监管越来越复杂，
以及风险数据量的增加，保险公司正在调整与企业客户打交道的方式。

保
险行业经营模式的复杂程度日益

提升，正在改变保险公司与企业

客户的关系。以监管为例。从国

家到 G20层面，不断有新的保险

规则出现。Solvency II是欧洲新近出台的一部

颇令人头疼的新法规。布鲁塞尔方面刚刚将实

施这一规则的最后期限推迟至 2016年 1月 1

日，原因是很难汇编一份综合程度如此之高，

但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规则手册。不过，很少有

人敢于大胆预计该项目还会再次推迟。

这套规则非常庞杂。但是在安永全球保险

业主管合伙人 Shaun Crawford看来，Solvency 

II的真正意义在于：“保险公司必须将更多资产

放在资产负债表上。”当然，“更多资产意味着

更多治理，这会多出很多成本，最终将转嫁到

客户身上。”

资产基数扩大，就需要产生额外的收益才

能对同等风险进行承保，这同时意味着保费的

增加。但是 Crawford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

保险公司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未来承担特定的风

险。为了收益考量，如果资本过于密集化，保险

公司可能会退出某些业务领域。Crawford表示：

“部分细分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发现，根据这些严

厉的资本新规则，未来很难做生意。”首席财务

官需要重视这一问题。

放眼全球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通过与供应商签

订全球协议以便获得购买力。然而，鲜有保险

公司的地理足迹能够与客户公司相比。“你很可

能会看到更多国际中介公司承保不同地区的不

同保险单，”Crawford说，“因此，很可能是中介

公司、而不是保险公司负责打造整体的国际解

决方案，承保不同地区的不同保险单。但是这

也取决于产品和承保的风险类型。”

Crawford表示，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企

业会发现相对于一站式全球解决方案，在每个

地方采用本地供应商会显得更加明智。

全球性解决方案非常难以落实，尤其是考

虑到本地税收、监管或文化等原因。本地定制

与合规的成本可以抗衡任何规模经济效应。

养老金、医疗保险或车辆险尤其适合本地

采购。Crawford表示：“但是如果你需要建筑物

Shaun Crawford FCCA

目前负责管理安永

全球保险业务，手下

有 5,000名保险业专

业人员。在加入安永

之 前，他 在 NatWest 

Bank和汇丰银行担任

过一系列银行保险业

高级职位。他拥有 30 

年的金融服务行业经

验，在多家欧洲寿险公

司和英国零售银行从

事过咨询和专业管理

工作。

保险和大型国际差旅险，则更适合全球采购。”

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将增长的目标投向新

兴市场。但是，这类市场也有一些发展迅速的

本土保险公司，它们正在将业务拓展至世界其

他地方。比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已经达到一

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2013年，该公司被金融

稳定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列入首

批 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名单 (G-SIIs)。

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新兴市场的保险公

司在个人客户领域比较活跃，或者正忙于部

署不断扩大的保险投资。在企业客户中，他们

仍然缺乏存在感。“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来

自新兴市场的保险公司，但他们尚未实现全球

化，”Crawford说，“他们的交易类型更多是并

购或投资。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有资产，但你

在街上看不到平安公司的产品。”

好的保险公司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通过

提供优质的客户服务赢得竞争。这在员工保险

方面特别明显，例如养老金、寿险或医疗保险

等。Crawford表示，保险公司“要确保员工在入

职和离职时方便地加入和退出保险计划”。当然

对养老金来说，保险公司要“确保投资效益良

好，以及在员工退休时证明养老金计划是成功

的”。同理，企业客户也希望看到，如果需要给

付寿险保单，那么保险公司可以为员工家庭提

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另外就医疗保险而言，雇

主并不希望在某个员工在需要治病时，由于保

险公司的原因，而让员工本来就已经困难的处

境变得更加艰难。

“在整个过程中，会涉及更深层次的关系，

而价格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Crawford表示，

“关键在于整体服务定位。因为如果企业贪图便

宜，保险公司处理得又很糟糕，那么员工肯定

会非常不高兴。”

即使是员工意识不那么高的险种，服务仍

然是维护保险公司和企业客户之间关系的一个

重要因素。以建筑物保险为例，虽然这个市场

竞争激烈，但公司很少为了省下一点钱，频繁

更换现任保险公司。

如何通过服务降低风险
不过 Crawford也说，保险公司愈发意识到，

他们有机会在提供有利于客户的服务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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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够预防火灾，或者更快灭火，那么客户的损失就会
少一些。因此，保险公司通过提供此类信息帮助社会。保险公司越来越复杂。他
们汇总更多数据。”

加拿大温哥华的森林。该国至少已经有一家

保险公司对“干材”进行监测，从而更好地预

测森林火灾风险。

降低自身风险。事前建议（例如，如果洪水风险

较高，则不要把服务器放在地下室，并确保制

定并测试过灾难恢复计划）对企业客户很宝贵，

同时又能降低保险公司的风险，减少一部分保

费。“保险公司非常有必要在这些预防性客户关

怀方面多下些功夫。如若不然，损失会更多。”

事前建议在保险服务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

高。例如，一些保险公司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暴

风预警建议，为投保公司争取到了准备时间。

Crawford说：“保险公司越来越复杂。他们汇总

更多数据，从而更加有效地进行分析、承保和

定价。”

至少有一家加拿大保险公司已经开展

了“干材”监测，以便于预测森林火灾风险。

Crawford说：“他们还与当地政府联系，并警告

政府称，除非能够在那片区域安排消防设备或

者清理出部分空间，否则不会为那片区域承保。

这种话可不是政府想听见的。”

“如果你能够预防火灾，或者更快灭火，那

么客户的损失就会少一些。因此，保险公司通

过提供此类信息帮助社会。保险公司越来越复

杂。他们汇总更多数据。”

与之类似的还有，保险公司会监测气候类

型，以便在全球各地提供农作物保险。他们还

研究洪泛平原的数据。Crawford介绍说：“我们

发现英国就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河道疏浚，保

费定价也会有所变化。”

“你将会看到更多涉及科学的数据和分析，

以便对风险进行评估。然后保险公司就会向人

们提供正式的建议。而政府等方面并不掌握那

种数据和信息。”

在保险公司研究的数据数量与种类不断增

加的同时，他们对各类人才技能的需求也前所

未有的旺盛：保险公司招聘气象学家、地质学

家、地理学家、DNA科学家等等，“用各种人才

来帮助公司预测可能发生什么”。

Andrew Sawers，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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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胜于治疗
由 ACCA主办的第二届纽约网络安全大会强调了日益加剧的信息技术威胁的严重
性，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发
达国家发生的殴打、谋杀或持枪

威胁案件正在逐年减少。美国的

年暴力犯罪数量自 1990年以来

降低了 32％。在一些一线城市

里，暴力犯罪率甚至惊人地降低了 64％。

从英国到爱沙尼亚，类似的趋势也是处处

可见。然而，有一类犯罪一直没有顺从这一可

喜的趋势。

惠普和波耐蒙研究所（Ponemon Institute）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3年针对美国企业

的破坏性网络攻击数量同比翻了一番，达到每周

122次。与此同时，网络犯罪造成的年平均损失

攀升了近 80％，达到 1150万美元。在第二届网

络犯罪大会上，ACCA召集了一批顶尖专家来解

析 IT威胁的背后是什么，以及商家可以采取哪

些措施来保护自己。

在佩斯大学活动的开场介绍中，纽约曼哈顿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科主任和行政助理地

区检察官 David Szuchman指出，技术型犯罪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危险。“身份盗窃是目前国内

上图左起：Jonathan 

Hill，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副院长和

专项计划及项目主任；

Charles Gilgen，联邦调

查局（FBI）; Bernadette 

Gleason，花 旗 集 团；

Robert Zandoli，AIG；

Vincent Tophoff，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I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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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最快的犯罪，”他说，“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

高，使用它的犯罪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

大多数的传统犯罪需要罪犯在空间上接近

受害者，但是网络犯罪并不需要这样。“人在

乌克兰却可以将触手伸到纽约市，”Szuchman

说，“起诉这类罪行需要一些特殊手段。”但他

强调，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 2013年成功

的将 15名乌克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有组织犯罪

团伙定罪。这伙罪犯从 10多万持卡人账户里窃

取了 500多万美元。Western Express事件的首

要分子之一 Douglas Latta被判处长达 44年的

监禁。

威慑效力
Szuchman表示，这个判决是对 IT诈骗

分子的一种警告。“虽然我的工作并不仅是抓

人坐牢，但这显然具有威慑力，”他说，“法官

是来了解在这些技术犯罪的受害者身上发生

了什么。”

发言者表示，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仍然

面临着一场艰苦的自我保卫战。“与犯罪分子

侵入系统防御相比，每天每小时都保持完全警

觉要被动和困难的多。”FBI监督特工 Charles 

Gilgen说。网络入侵技术的速度之快能够很好

地解释财务损失攀升的原因。“这项技术能够发

起快速并且大范围的攻击。”保险业巨头 AIG的

信息安全全球负责人 Robert Zandoli指出。

此外，发言者也提出了对网络专家短缺问

题的担忧。“目前，合格的网络专家数量不够拦

截针对我们的一切威胁。”佩斯大学战略计划副

主管、法官 Robert Keating说。

座谈嘉宾一致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弄

清网络攻击的来源。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资深技

术经理 Vincent Tophoff警告道，“我们总倾向

于将网络犯罪划分成‘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但

这个划分中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灰色地带：人

们是可以从好人变成坏人的。”鉴于网络犯罪的

高额金钱回报，一些 IT专家有可能会受到引诱

去从事非法活动。

FBI也认为公司需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威

胁可能来自于公司内部。“有时候一切正常，但

根据纽约佩斯大学和 ACCA美国的一份报告，信用卡略读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性流行病。

“现在的罪犯往往高度协调，并且擅长全球范围内协作，他们使用新的方法在加油站和自动取款机处盗取客户信息。”

佩斯大学计算机信息系统项目主管和 ACCA赞助研究项目的作者 Darren Hayes博士写道。

阅读报告《浮光掠影：略读诈骗如何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Skimming the surface: how skimmer fraud has 

become a global epidemic），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98 

克隆区

是公司内部的人发生了变化，”Gilgen说，“然后，

问题就出现了。个人和利益的冲突使他们变成

了坏家伙。”

Zandoli补充道，内部员工很可能成为公司

的阿基里斯之踵。“一个聪明但图谋不轨的内部

员工可以避开很多到位的保护措施。”他说。

尽管情况复杂，专家组认为防范措施能

够减轻网络犯罪的威胁。Zandoli指出，应对

策略的出发点就是培养“持续并持久的”防范

意识。

“这不单单包括对专家的培养，”Tophoff说，

“这个隐患威胁到了组织中每个人的利益。”

公司和政府机构也需要在 IT系统的前期设

计阶段就将网络犯罪摆到桌面上。“你需要在

IT系统里建立层层防护。”Gleason说。在系统

建立之后才进行漏洞测试，然后试图修复缺口

是远远不够的，她解释道。

动态防御
Zandoli表示，网络安全的未来还要依靠动

态防御。Booz Allen咨询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

新一代的智能系统已经能够学习、适应并应对

快速变化的网络威胁。“网络安全备受批评的一

点就是它的被动性，”Zandoli说，“但是科技在

进步，最新的技术已经可以探测异常威胁，并

自动做出反应。”

此外，公司需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便

在问题出现时能够及时地寻求帮助。Gilgen指

出，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在系统遭到入侵时直

面大众进行讨论。“这个决定对于公司来讲是非

常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公司不仅仅要面临

股东和公众的压力，还可能涉及执法层面的问

题，”他说，“但是，没有企业的合作，我们是无

法展开工作的。我们能承诺的是，尽可能迅速

和专业的保护好企业的资源。”

尽管犯罪率飙升，ACCA座谈会嘉宾都认为

IT犯罪仍然是可遏制的。我们期望的是，下届

的网络安全大会能够带来更多的数据，显示网

络犯罪正在步其他低技术含量犯罪的后尘。

Christopher Alkan，驻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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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点到达终点
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Jamie Lyon）认为，改变一向不易。如果想要达到变革的
目的，就必须让财务领袖掌控变革流程。

很
多 CFO都十分了解财会职能部门

的现状，对整个部门应当呈现怎

样的面貌也有着清晰的构想。合

理化、新流程、更先进的技术，甚

至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模式，例如共享服务中心

或外包，都可能是他们的构想中十分重要且不

可或缺的内容。

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从起点到达终点。

变革管理对于如何将构想变成现实非常关键，

与企业的变革计划同步进行。

不过，财会专业人士有时可能过于理性，

以为远大的目标和值得期待的投资回报率足以

实现变革。变革需要的是能够看清现实的财务

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

入到变革项目中去，执行项目并避免出现文化

休克。

ACCA在近期发布的报告《财会部门的变

革挑战》（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in finance）

中明确指出：财务领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变革

管理，找到合适的支持者力挺变革项目，切实

有效地处理好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争取必要

的资源，将变革始终置于企业雷达的关注范围

之内。

变革的必要性
对于想要转变财会职能的公司而言，问题

之一在于很多情况下人们就是看不到变革的必

要性。如果整个行业正在经历一段快速变革期，

比如因为互联网，或者因为竞争对手悄然发起

一场竞赛，那么变革就会容易得多。如果 CEO

以及董事会其他成员都决心调整企业战略，同

样也会成为整个企业变革进程的强大推动力。

但如果企业环境相对安逸，在经营过程中

又遵循“稳定为先”的战略，那么想要说服工

作人员有必要改变熟悉的工作方式就会困难得

多。不过，优利公司 (Unisys)负责全球共享服

务业务的副总裁 Chris Gunning说道：“财务领

袖必须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不能等

里昂 FCCA现任 ACCA

企业事务主管，领导关

于财务转型的全球研

究与洞察项目。

“财务领袖必须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不能等
待公司发令。我认为，财务领袖应当成为财务理念和战略的主导者。”

待公司发令。我认为，财务领袖应当成为财会

理念和财会战略的主导者。”

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全球财务服

务负责人 Patrick Hicks说得更为出彩：“就算

还不到非要放手一搏的程度，也要制造出对现

状的不满，以此为变革加码。”

这样做固然不错。但如果 CFO想要发起一

场声势浩大的变革项目，而公司其他部门仍然

“一切照旧”，那么首先就需要知会 CEO，并从

CEO那里获得正式授权。我们并不是说必须求

得尚方宝剑；正如 Gunning所说：“如果公司中

的愤世嫉俗派不希望参与财会转型，那么你确

实需要 CEO拿棍子把他们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去。”Hicks同样认为 CEO的支持十分重要。这

意味着参与变革别无选择。

快还是慢？
是要逐步推进还是要彻底革命？英国百货

商店 John Lewis合作伙伴服务业务的财务总监

Simon Newton说得好：“行动尽量要快，甚至

要逼得紧一点。”

如果资金紧张，或者必须以小步前进，快

速取胜的方式推进，变革就不可能是革命式的。

不过每个人都应该不会反对：变革计划如果过

于拖沓、资源不足或缺少一定的侵略性，都无

法传递正确的信息。但无论变革速度是快还是

慢，德勤合伙人 Peter Moller的建议是：“尊重

文化。”

变革战略的性质或许是企业最重大的决

定。究竟是采用内包模式还是全部外包出去，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任何一次变革，

公司与公司之间在“自制还是外购”决策上的

“正确”答案都可能不一样，很多则会选择两者

兼有的模式。

因此，如何判断什么决策才是正确的决

策？你需要牢记的几点包括：对财会职能的构

想（是希望其成为“卓越中心”还是“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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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业务规模（财会部门是否达到一定规

模，外包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以及企业成

熟度。

文化很重要。Hicks说：“我们习惯于解决

自身问题。”但培生集团财务转型业务全球主管

John Ashworth则认为，转型模式的选择是“翻

转文化”的一次机遇。他所在的企业选择了外

包，将“震慑与惊讶”作为变革计划的一部分。

你们公司是否也有如此高的风险偏好呢？

以不同的视角看问题
关于风险偏好的问题，任何答案都意味着

财会职能部门的文化发生显著变化。而这个部

门的内在仍然是控制与合规。朝外包模式甚至

共享服务转变意味着财务经理将负责大局、而

不是具体流程。他们通过仪表盘把握业务的概

况，而不是分析表格追踪每一笔交易。而“真正

的”会计师在东欧、印度或者马尼拉。报告指

出，CFO需要“关闭过去的门，积极沟通，投入

新的职业模式，凸显商业需要”。

合适的外部专家能够为问题注入新鲜视

角。但他们需要从无到有、同公司内部各部门

建立关联。内部管理者或许已经建立起了这样

的关联，但却不是满足变革需求的最佳人选。

内部管理者和外部专家需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关

系，这才是 Hicks所说的解决之道。

成功的要素很多。为释放变革计划的价值，

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全心投入、了解文化、充

分的准备与资源、摆正能力与抱负之间的关系。

如果做不到上述几点，变革计划就无法取得成

功。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明确传达变革

构想，让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

并相信自己能够、且必须做到。

阅读 ACCA报告《财会部门的变革挑战》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in finance)，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smart

Julie Spillane FCCA
埃森哲全球服务总经理

“唯一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 CFO或企

业领袖要能够讨论变革需求。我们为何需要变

革？变革发生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哪些方面

会有所不同？描绘出一幅令人向往的未来蓝

图，然后确保整个领导团队把承诺落实到行动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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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推动者
四位财务高管分享了领导企业变革的经验以及主动性之于变革的重要性。

Paula Kensington FCCA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雷格斯（Regus）集团首席财务官兼首席运营官

“我觉得自己像公司的颠覆者，因为我知道只有不断质疑，才能保持前进。我不仅仅是财务负责人，也是所有业务的负

责人。我关心的是公司整体，并想确保我们能够达成目标。对于工作，除了必要的资质以外，我还希望大家能拥有热情。我

希望我的团队里能有变革推动者，认同我的愿景，与我统一战线，并帮助我实现这些愿景。”

了解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2

董炜 FCCA
耐克大中华区首席财务官

“我们有三年战略规划，也有临时及更长期的战略规划。在制定这些规划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我们希望消费者往什

么方向发展以及我们如何影响他们。作为首席财务官，我需要平衡短期和长期投资。但不管怎么样，创新都是我们的重中之

重。在耐克，每个业务领域都有一名财务人员，他们会根据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属于各自领域的战略。他们就好像一个企业

家，运营着一个个微型的企业。他们会提供方案和意见，我们则结合每个人的想法制定最终的战略。”

了解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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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Pollins FCCA
伦敦地铁财务总监

“2010年我刚刚加入的时候，整个公司正逐步走出低迷期。当时并没有太多的财务压力。在 PPP时代，资金融通非常便

捷。彼时伦敦地铁的重心在于提升质量，而非资金的价值。但现在我们需要改变。我希望从公司内部开始推行这种变革。在

过去数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停了下来。事实证明，我们不仅仅成功改变了公司的文化，还替公司节省了

5千万英镑。”

了解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4

Doug Alexander
壳牌公司财务运营总监

“壳牌公司在成立财务运营团队之初只是想从根本上改善工作流程的效率，但随着多年来的发展，我们的工作性质已经

发生了变化。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对于开具发票并负责供应商付款的员工而言，一旦他们养成了按时付款的习惯，要进一

步改善流程的效率就必须要求一线负责合同谈判的员工把所有的（付款条件）设置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共享服务）中心工

作的价值从基本的事务处理得到了提升。随着时间的推进，不仅仅是这些中心的规模得到扩张，我们在其中的工作性质也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

了解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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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拍档
记者 Jason Karaian认为，成功的企业高管团队往往是 CEO和 CFO之间能够以相
互尊重为基础，建立充满张力的良好关系。

财
会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

个充满晦涩难懂的行话的技术领

域，几乎只有业内人士才能心领

神会。当 CFO与他的财会团队互

动时，大家都能自如地运用这种“密语”。但如

果 CFO希望在财务部门以外发挥作为企业合

作伙伴的重要作用的话，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招聘公司SCA Group的Lawrence Litowitz说：“你

必须要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对方的需求。他们不

会告诉你自己需要什么，也不一定知道你能提

供什么。”

任何优秀的领导者都需要根据情况调整自

己表达知识与传达影响力的方式，以迎合听众

的口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最大效果。而 CFO

最看重的无疑是与 CEO的关系。

光辉国际（Korn/Ferry Institute）曾在 2010

年针对在《财富》500强企业担任 CFO超过六

年的人士做过一次调查。“与 CEO建立相互信

任的合作关系”首次成为 CFO最为看重的成功

要素。排在后面的才是对业务运作的理解、投

资者关系以及其它在成为财务负责人时所要承

担的职责。

很多时候，高管拍档的特征是他们的互补

Karaian，财 经 网 站

Quartz驻欧洲资深记

者，从事商业、金融与

经济领域的报道。他

此前为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撰写金融服务

产业报道，并曾担任

CFO杂志欧洲版副主

编。他的报道曾广泛

刊登于《经济学人》，

Barron’s，The Treasurer

等刊物上。

只有相互考虑对方的立场，
关系中的阴阳平衡才能达到最佳水平。

性。如果 CEO是一家公司的心脏，那么 CFO就

是公司的大脑。CEO赋予热情，CFO注重实用。

但令人略感不快的是，CFO有些时候需要在“好

警察坏警察”的策略中扮演那个坏人，负责削

减成本；而 CEO则会不断抛出令人兴奋的增长

计划。无论双方合作关系的本质如何，CFO都

必须同 CEO建立积极且富有成果的关系。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次对 CEO和 CFO

的调查中发现，两者在做出资本支出决策时有

非常显著的不同。双方对净现值和现金流时机

的把握打分相同。但除了这些已被广泛认同

的方式，双方对资源配置的其它理由则各有侧

重。CEO更经常将“直觉”作为一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而 CFO则更可能将之前类似项目的回

报考虑进来。CEO在资本配置时会偏重项目创

意经理的信誉；或许正因为如此，CFO比 CEO

更经常引入“公司政治”作为支出决定的一个

因素。

如果双方都能考虑对方的立场，CEO与

CFO关系之中的阴阳平衡才能达到最佳。在实

务操作中，这需要 CFO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你

需要有足够的声望并得到 CEO足够的尊重，这

样你才能说‘不’，”曾在英国多家媒体与市场

营销公司担任过财务负责人的 Peter Harris肯

定地说道，“绝对不能盲从。”

警惕盲从
实际上，鉴于 CFO肩负的受托责任，盲从

很可能闯祸。2011年，对美国 70多家存在操

纵账目行为的公司的调查发现，公司是否做假

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CEO得到的奖金多少与

股价挂钩的程度。而给予 CFO的类似奖金福利

和是否操作公司的账目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

研究者总结认为“CFO卷入会计操纵主要是屈

服于 CEO的压力，而不是因为希望在股权激励

中谋取个人经济利益”。

在发现账目操纵的公司中，CFO更换频率

较高的现象也说明，阻碍 CEO篡改公司利润数

据往往导致财务负责人失去工作。

不过，对战略的不同意见比赤裸裸的不法

行为更常出现在 CFO和 CEO的关系之中。绝大

部分公司会闭门解决这些争议，然后在公众面

前达成统一战线。英国环保咨询公司 ADAS的

财务负责人 Michael Clarke介绍了自己在长期

供职于规模不同的上市公司和私营公司期间与

CEO的相处之道。他说：“不论我们在何问题上

产生分歧，都不会在董事会上表现出来。我记

得我们的一位董事曾说：‘我多希望看到他们并

不总是在会议之前做好一切准备，而会不时地

争论一番。’董事们看不见的是，我们其实一直

在争论。”

毫无疑问，CFO作为地位仅次于 CEO的

角色，他们之间的争执多少会有些敏感。但随

着 CFO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这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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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节 选 自 Jason 

Karaian的书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 What 

CFOs do, the influence 

they have and why it 

matters。本书由Profile 

Books 和《经济学人》

杂志出版。

他们更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不过，CFO和 CEO

公开针锋相对的情况仍属少见，而且基本上都

会以财务负责人落败而收场。Joe Kaeser是为

数不多的反例之一。2013年 7月，这位在德

国知名企业西门子工作了 33年，担任 CFO也

有 6年之久的老将见证了他的搭档，CEO Peter 

Löscher黯然退位。在此之前，西门子连续几个

季度利润下滑，并没能达成营收目标。

据报告显示，这位财务负责人并不是旁观

者。正如人们对这位前财务负责人的期待一样，

Kaeser在从西门子 CFO晋升为 CEO之后，强调

了保守立场。他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分析人士

说“我们一直都太心急、太贪心”，并指出他自

己的首要任务就是“稳住公司，稳定内部”。

逆境并不一定都会造成 CEO和 CFO反

目。来自诺和诺德（Novo Nordisk）的 Jesper 

Brandgaard甚至认为，逆境有时反而还会让两

者的关系更为牢固。2000年 11月，他就任该

公司 CFO，与他同时上任的还有公司 CEO Lars 

Rebien Sørensen。18个月之后的某天，利润预

警导致公司股价蒸发一半。他们二人的关系在

那时迎来了关键时刻。Brandgaard 回忆说：“我

们不得不调整计划，面对现实。”

作为 CFO，Brandgaard 巧妙谋划，通过

精心制定的沟通计划安抚住了盛怒之下的投

资者。这让 CEO对他青睐有加：“在某次会议

上，Lars意识到我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为投资者勾画合理的蓝图。这是我们工作方式

上的巨大转变。我们都将那次的利润预警称之

为‘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发现双方的能力可以

互补。”

在 Brandgaard和 Sørensen分别作为 CFO

和 CEO合作的 13年间，诺和诺德的股价翻了

7倍以上。

换个视角看两者关系
对于曾身兼两职的高管来说，他们对两者

关系的看法又有所不同。Jackie Hunt在加入英

国保诚集团（Prudential）担任 CEO之前，曾在

标准人寿集团（Standard Life）和英杰华集团

（Aviva）担任过财务负责人。而作为她前上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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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也有过担任 CFO的经验。作为都曾身兼两

职的 CEO，他们很欣赏敢于同自己正面对话的

CFO。她说：“他们并不会介意此事。”

Jim Buckle在成为英国在线体

育用品零售公司Wiggle的 CFO之

前，曾是 DVD邮购和视频点播

提供商 Love Film的执行总裁。

2011 年，Love Film 被 亚 马 逊

收购。之后不久，Jim Buckle从

CFO晋升为 CEO。他对 CFO的必

要性产生了疑问，因为公司已

经成为亚马逊这艘巨型航母

的一部分，而 CFO肩负的很

多财务责任都已移交给新

的母公司。

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务嗅觉

和现有的财务分析专家。这些人都是他在担任

CFO时的旧部下。

然后他说道：“我发现 CFO的作用非常大。

管理公司可能会让你觉得高处不胜寒。所以

CFO的作用就相当重要。你要能在 CFO面前畅

所欲言，听他挑战你的观点。你需要有人告诉

你这个点子究竟怎么样，并以建设性的方式提

意见。”

CFO和 CEO之间正常的剑拔弩张是可以接

受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但一旦做出决定，无

论 CFO的意见是否得到了采纳，他都需要支持

CEO，并本着财务专业人士的谨慎落实行动。如

果 CFO不能接受 CEO选择的方向，那么最好的

解决办法就是辞职，或者铤而走险，说服董事

会否决 CEO的决定。

“管理公司可能会让你觉得高处不胜寒。所以
CFO的作用就相当重要。你要能在 CEO面前畅所欲言，听他挑战你的观点。”

1963年，时任美国证券业监管机构主席的William Cary曾在一次对

财务高管协会成员发表的讲话中，敦促 CFO扛住来自 CEO的压力，拒绝

参与为粉饰收入采取的财务欺骗行为。他说：“有些情况下你可以说自己

无法控制 CEO，一个‘本质上的推销员’。”

CFO和 CEO在性格上的差异早已为人所知。杜克大学的三名教授决

定以经验手法对此加以衡量。他们请 2500名左右的 CFO和 CEO参加了

一次心理计量测试。研究人员发现，的确，CEO比CFO更为乐观。实际上，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乐观。80%的 CEO样本属于“极其乐观”。研究人员

指出，这“远高于心理学文献标准的平均数”。

CFO也并不总像外界形容得那么悲观，65%的受访者被归为极其乐

观，但他们的乐观程度和自己的老板相比相差甚远。（调查结果发表在

2013年的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调查还显示，美国企业高

管比欧洲企业高管更为乐观，无论他们身居何职。）

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结果。例如德勤的一项旨在将 CFO和 CEO归入四

类（驱动型、守卫型、集成型和开拓型）性格的研究显示，最常见的 CFO

和 CEO搭档组合是驱动型 CFO搭配开拓型 CEO。

驱动型的特点是善于分析、逻辑性强、求真务实；而开拓型的特点是

富于冒险精神、充满创造力以及自觉性高。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CEO的乐观程度较高会促使公司承担更

多的短期负债及开展更多的并购活动。因此，CFO应当平衡强势的 CEO。

德勤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确实如此。半数以上的财务负责人都可以归入驱

动型的行列，“富有决断力、直接、意志坚强”，能够将 CEO的愿景转变

为现实。如果老板要求其在错误的地方“发挥创造力”，他们也能够捍卫

职业操守。

文化碰撞

28     第九期

财会前沿：智慧财务  关系



共同愿景的力量
两位来自亚太地区公司的卓越的 CFO均强调，与 CEO合作无间对积极有效的变
革十分重要。

Kee Kim Eng FCCA
COURTS ASIA集团 CFO

“我非常幸运，我的 CEO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从我加入这家公司时起，我们就一拍即合。他对我提出的新点子很开明，

而他的支持让我可以充分发挥财务团队的潜能。如果 CEO不能把你当做合作伙伴，你就没办法成功。”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6

Belinda Lau FCCA
奥美公共关系集团亚太区 CFO

Belinda Lau把自己形容为公司董事会的财务伙伴。她感到，财务负责人的观点能够得到董事会的认可。CFO被视为值

得信赖的人，能够从财务视角提供意见，帮助 CEO和董事会作出正确的公司决定。用她的话来说，她与负责亚太区运营工作

的 CEO Steve Dahllof在工作中的关系就是“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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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力量
ACCA报告发现，财务职能部门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下努力发挥商业洞察
力。Teuta Bakalli FCCA对此作出解释。

我
们都说财务部门是企业的合作伙

伴。其实这一概念并不新鲜。实

际上，很多年以来不乏有关这个

问题的讨论，并一直体现在实际

业务当中。

长期以来，财务部门为 CEO及企业其他部

门提供的不仅仅是被称为“后视镜”的财务业

绩。在提供洞见与分析、帮助企业形成战略和

决策等方面，财务部门的角色得到了董事会及

高层管理团队的充分肯定。

但是这个话题仍然引人关注。这一点毫不

奇怪。原因之一在于，在科学技术推动企业经

营模式转变，降低进入门槛，推动新产品开发

进度（以及“不那么新鲜的”产品的淘汰）的

同时，我们无法肯定财会行业也保持着同样的

步调。

作为一家全球性的专业组织，ACCA与美国

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的调研工作也是着眼于

全球的。

我们在纽约、多伦多、温哥华、伦敦、新加

坡以及香港等地同财务领袖召开圆桌会议，并

对世界各地 750位 CFO、超过 1,200名 ACCA

和 IMA会员进行了两轮调查。

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外界对企业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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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企业对财务部门的需求。最优秀的财务部

门纷纷采用创业模式。而另外一些财务部门正

在疲于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由于无法提供企

业所需要的洞见，他们或许会失去企业内部的

信任。如果后者所在的企业不能实现增长，财

务部门无疑将承担巨大的责任。

研究发现，财务部门面临三类障碍：

* 领导力与战略。财务职能是否了解并支持企

业工作，使其价值创造理念得到真正认可？

这无疑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财务部门在

认识这一问题方面的准备或许最不充分。

* 技术。财务部门是否具备技术实力，以便能

够依据及时、精确的信息提出建议？这应该

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永远都不能

肯定董事会一定就能批准投资。企业总是需

要“更好的信息”。

* 人力资本。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否具备相

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从而为企业提供不间

断的支持？是否具备相应的思维模式，确保

高效地开展工作？财务部门要知道如何通过

培训和深造弥补缺失的技能、纠正不正确的

态度；要知道是否需要为企业引进人才（以及

是否需要转出某些人员）；以及要知道未来的

财会人才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研究表明，上述所有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

财务部门可以发挥伙伴作用，帮助企业在竞争

“公司实际上希望财务部门敢于挑战。
但前提是你要用同样的语言与之对话，否则就可能吃闭门羹。”

日趋激烈、瞬息万变、创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下

做出有效的决策。为此，我们需要做到三件事：

得到企业授命；提高信息质量；安排适合人才。

得到企业授命
这是双方面的事情。财务部门必须要有适

合的文化，才能提供具有商业价值的洞见。事

实上，财务部门应当发挥领导作用，要积极主

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很多公司的问题在于，这

同根深蒂固的管理和控制职能之间往往会存在

不一致。

CFO要从高层定调，确立整个财务部门对

企业的支持地位。正如伦敦圆桌会议的一位与

会者所说的那样：“财务部门之于任何合作部

门的重要性就好比 CFO之于管理团队其他成员

那样。”

Teuta Bakalli于 2013年

创办了 Extol Solutions，

为高净值个人及中小

型企业管理层提供咨

询服务，帮助他们评估

投资机遇、制定策略以

及筹集资金。

此前，她曾担任Pepper 

Europe 集 团 首 席 财

务 官、Vanguard 资 产

管理集团财务总监、

Willis集团财务总监兼

代理首席运营官。她是

ACCA/IMA企业会计师

全球论坛成员。

CFO也需要得到董事会及企业的认可，为

财务部门成为有效的合作伙伴赢得必要的信任

和使命。另外一位参加伦敦圆桌会的嘉宾就说

到：“如果你供职于一家传统企业或某个传统行

业，他们对财务部门的看法和认识很可能是能

够确保企业免于犯法的一个部门。想要在董事

会找到一席之地，允许财务部门以合作伙伴的

身份提供洞见，那真是太困难了。”

为了赢得企业各方的“支持”，财务部门最

好挖掘自身潜力。另一位圆桌会议参与者建议

说：“成功的秘诀之一在于同企业其他方面建立

牢固、高质量的个人关系，要让其他人知道财

务部门能够带来什么。”

提高信息质量
如果系统处理信息时间过长，或者仍然需

要人工辨别可疑数据或将相互冲突的电子表格

整合起来，这样的财务部门的技术配备很难胜

任 21世纪的商业工作。同理，如果财会数据毫

无意义，不能提供任何洞见，分析信息极少，以

及不能为决策提供前瞻性的指导，那么也是失

败的。随便把一堆数据说成是 KPI并不能让它

们变得真正有价值。

圆桌会议总结认为：财务部门总是以技术

为先。因此，财务部门需要“回到原点，弄清楚

企业需要他们报告什么，需要哪些真知灼见和

分析”。接下来的工作才是发现并调整合适的技

术解决方案，加以实现。

安排合适的人才
这里需要弄清两个原则性问题。首先，企

业各部门是否都需要掌握一定的财会技能？这

样做的风险就是虽然做到了“入乡随俗”，但却

可能让财务部门失去其专业独立性。还是说，

财会技能只需要保留在财务部门内部，但却限

制了财务部门的视野广度，不能深层次了解企

业正在发生的状况。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困境

的综合模式。新加坡圆桌会议的一位与会者说：

“最成功的组织将财务部门视为真正的合作伙

伴，能够平衡治理与增值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有具备相应技能的人

才。财会人员既要懂得财会技术，也需要具备

沟通和人际关系处理的能力。他们还需要端正

态度，形成正确的思维模式。我们的一位专家

组成员说道：“公司实际上希望财务部门敢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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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领导发现你能为企
业决策贡献价值的时候，你就成为他们的重要
合作伙伴了。”

战。但前提是你要用同样的语言，并在提问时

小心措辞，否则就可能吃闭门羹。”关键就是要

找到愿意、并且能够有效完成任务的人。

财务部门的目标是明确的：成为切实有

效、发挥支持作用、积极主动的企业合作伙伴。

当今商界，格局变化越来越快，企业不可能等

到财务部门提出一套完整、完美的信息方案之

后才做出决策。至于如何根据这一目标衡量财

务部门的表现，一位新加坡的财务高管给出了

一项最适合、也是最简单的参照标准：“我所

认为的成功就是，企业领导会在需要做出重大

决定时来寻求你的建议，而不是我要主动去找

他们。”

《财务洞见：挑战与机遇》（Financial insight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是 ACCA 推

出的系列报告，旨在思考财务部门如何提高

企业合作的实战能力。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01 

Sunil Golecha
汤森路透集团东盟及北亚地区首席财务官

业务财务职能目前所面临的一大变化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运营环境之中，尤其是新

兴技术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不断发展，并且还有众多的搅局者正在进入这一行业。很多传统型企业

正试图与那些创新型企业模式进行竞争，但对于他们未来如何发展，我们却所知甚少。这意味着如

今的企业必须更具创业精神，才能在竞争激烈、变化万千的商业环境中推动自身发展。财务部门也

必须具备这种创业精神。

回顾财务和业务合作案例的演变，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需要具备更多的创业精神。如果仔

细审视过去 10年中的许多成功商业案例，你就会发现它们在一开始都是要解决客户的问题，或者

使客户满意，随后才探索出了最合适的，能够获得成功的商业模式。

“这对财务职能部门来说并不一定直观。我们需要做好承担更多风险的准备，企业也是如此，

并且要允许合理范围内的失败。在商业案例准备过程中也存在着更多未知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接

受更多不确定性。企业必然需要挑战，但要以一种不会阻碍创新性决策的方式进行。创意和创新将

会成为未来商业成功的核心。当前的业务财务职能也必须支持创新，而不是阻止创新。我认为这就

是为什么当前关于财务职能部门作用的讨论如此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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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并进
从建立信任到了解客户需求，听财务领导者分享良好商业关系的重要性。

Jean Stephens
罗申美国际（RSM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

“每一段业务关系建立的过程似乎都大同小异，但罗申美有没有自己的方法？答案是肯定的。对我而言，这份工作最有

趣的地方就在于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团结所有的成员所，鼓励合作。如果人们相互不认识，就不会为你介绍大客户。紧密的业

务关系能建立信任感，而我们所能做的任何有助于巩固这种信任感的事情都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提供客户所期待的服务。”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8

Aneal Maharaj FCCA
ANSA McAL集团财务总监

“我们公司有着很强的绩效文化，无论是针对企业家精神还是执行力都有着明确的考核目标。我们有 6,000名员工，遍

布八大领域、13条关键的业务线和 60家分公司，我们的业务模式确保所有的人都关联在一起，共同实现目标。但无论在哪

里，生意就是生意。我们可能有不一样的流程、身处不同的行业，但做生意的方法是不会变的，包括对细节的关注、对客户

需求的理解、对产品和服务品质的重视等等。”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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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it Bhardwaj FCCA
Chemtrade物流收入基金首席财务官

Rohit Bhardwaj成功争取到了 10亿美金授信，他是这场公司历史上最大的收购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场交易非

常复杂，为了确保整个过程的顺利完成，公司出动了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多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整支专家团队。

“在暂时没有业务需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积极维护业务关系。如果没有提前打好基础，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筹到这么大

一笔资金。”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20

Kamal Rajani FCCA
加拿大自然保护局首席财务官

“在加拿大自然保护局担任首席财务官的一大乐趣在于你所做的不仅仅只是简单直接的会计事务而已，还需要了解项目

的融资方式。如果综合考虑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的限制条件，再加上庞大的项目数量，你会发现有太多的排列组合需要财会

人士去施展手脚。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在于最大化融资效率，从而确保自然保护项目的成功。就好像是玩拼图游戏，我们每天

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块块小的拼图拼起来，最终组合成一副完整的画面。到最后，这些拼图的形状和当初是完全不同的。”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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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需要税务新规
税务的政治化以及税务规定的高度复杂而又含混不清导致我们亟需采取新的措
施，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Chas Roy-Chowdhury）表示。

如
何对公司征税才能既保证他们

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又不致

于阻碍他们的经营发展，这是一

个国际性问题。G20和经合组织

（OECD）就税基侵蚀和利润分摊问题所采取的

合作可以反映国际社会在此事上的严肃态度。

全球各国政府和税务机构需要企业创收以满足

公共资金需求、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与此同

时，不断变化的商业惯例 — 尤其是全球化和

日益庞大的数字经济 — 正在对曾经可行的、

依赖于实体企业的税务政策提出挑战。

在他们看来，企业税务职能正面临着两股

矛盾的压力。公司管理层有着最小化经营成本

的受托责任，其中包括税务支出等。如果不这

么做，他们的企业就可能丧失竞争力，股东回

报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他们又必须面对复杂

且往往很不清晰的税务监管政策，以及安抚公

众对于跨国公司避税的担忧。

关于这些问题，ACCA在一份名为《公司税

务的全球政策：原则及实践》（Global policy on 

taxation of companie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的报告中已经有所阐述。这份报告还指出，公

众往往更看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忽视更广

泛的经济活动（如就业），以及企业在税务管理

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代表政府收取所得税

和消费税）的重要性。

鉴于这些复杂的情况，ACCA就如何制定企

业税务政策提出了建议性的措施，希望以此为

这一全球性争论话题提供一些帮助。举例而言，

ACCA认为公司不应该追求激进的避税方式 — 

那些没有明确目的、单纯为了避税而避税的人

为安排。

乔德理 FCCA是 ACCA

税务主管，也是 ACCA

全球税务论坛的专家。

在加入 ACCA前，曾在

事务所供职。

尽管企业需要遵循商业规则追求成本最小

化，但他们同时也需要考虑税务政策的广泛影

响，并且他们应该认识到有些合法的措施会被

一些人认为是不道德的手段。

在 ACCA看来，税务处理方式以及提升税

务决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将巩固企业声誉，并

且帮助更多利益相关方理解企业税务的问题和

复杂性。这意味着增加或改善信息披露。专业

会计师也应当参与企业税务的讨论。按照 ACCA

的原则，会计师有义务为客户和雇主提供有助

于利润最大化的建议，并确保纳税人缴纳的税

金不会超过法律规定的水平。但是，会计师也

有责任就与税务安排，包括与道德相关的技术

和声誉风险提供意见。

ACCA还呼吁制定更加清晰和简单的税法，

反映社会对道德规范的要求。税法的制定应当

能够满足各种目的，尤其是需要应对全球化运

营和数字化交易等新兴商业模式。税法的制定

还应当体现纳税人的权利，并在潜在的竞争利

益之间取得平衡。

ACCA建议政策制定者采取新的企业税务

措施，思考新的全球环境下现行企业税务模式

是否依然可行。或许我们需要就如何针对商业

活动纳税采取新的措施。这些问题以后可能会

跳脱单个司法辖区的限制。如果我们希望就企

业税务面临的挑战拿出一些实实在在可行的解

决方案，就需要团结整个国际社会，协调各国

行动。

阅读《公司税务的全球政策：原理及实践》请

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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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轮换与演变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ichard F Chambers对审计领导层
的作用，以及内部审计岗位轮换的优缺点分享了他的看法。

有
大量的迹象表明，担任内部审计

主管的人员正越来越多地来自内

部审计队伍之外。国际内部审计

师协会审计执行中心的年度全球

“行业脉搏”调查显示，48%的审计主管或首席

审计师在担任当前职务前，均在内部审计部门

之外任职。尽管看起来许多人之前都拥有内部

审计经验，但要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显示有很

大一部分人最近所处的企业部门均不在内部审

计行业之内。

审计领导层面孔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一些思

考，那些先前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内部审计领域

之外的首席审计师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

收益。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内部

审计行业近年来是如何演变的，以及那些可能

会带领我们实现行业演变的因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高

管的预备人才轮换到内部审计岗位。这看起来

似乎符合逻辑也合情合理，因为多种多样的工

作经验可以造就能力更佳的领导者。更重要的

是，内部审计的职位能够为企业未来的领导者

提供机会，了解各业务部门的详细运作，并且

对企业，以及企业所面临的挑战、风险和机遇

拥有广泛的认识。

此外，在从事内部审计工作过程中，可以

发展并锤炼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技能，这对个人

发展十分有益。

然而，当那些之前只有很少，或几乎没有

内部审计经验的个人被赋以领导内部审计职能

部门的责任时，许多担忧也应运而生。除了显

而易见的是否具备各项技能的疑问外，其它担

忧还包括：独立性、客观性、偏见、坚守关键职

业原则，以及其工作是否能够符合广泛实施的

全球认可的审计标准等等。

如果一个首席审计师把自己当前的职位看做是一项临时任
务，那么他还能坚守从事该行业所必备的诚信及勇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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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F Chambers 

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

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该协会是内部审

计师的全球职业协会

组织和标准制定机

构。他同时是美国反

欺诈财务报告委员

会董事会的发起机

构委员会成员，国际

综合报告理事会成

员，以及国际内部审

计师协会董事会成

员。在 2009 年担任

当前职务之前，他是

普华永道内部审计咨

询服务部门的全国实

践领导人。美国杂志

Accounting Today 称

其为会计行业最具影

响力的百人之一。

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需要依靠首席审计师

的经验获取专业性，并恪守标准。他们可以通

过完善的工作流程在发现、认定和化解风险的

过程中保证客观独立性。一个胜任的首席审计

师必须了解企业的目标，可能阻碍企业实现目

标的风险和挑战，以及化解这些风险所需要的

管理、政策和实践。首席审计师必须拥有制定

以风险为导向的有效审计计划的能力，确保审

计的合规性，使审计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并

且能够提出明确建议改善经营状况。

这些能力需要数年才能练就。即便一个初

出茅庐的内部审计主管已在其他组织机构领域

取得了成功，并展示出了自身的能力，但这些

能力仍然未必会在其身上体现出来。具有较强

工作能力的审计人员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但必

须是在轮换的首席审计师清楚如何利用并从审

计人员经验中学习的时候才能奏效。

焦点转移
审计的角色不断演变，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这种风险。在这一公司财务历史上最为动荡的

十年之后，对审计作用的界定变得尤其具有挑

战性。内部审计主管必须要尽快适应这些重大

变化。跨越这段动荡的时期造就了一批新的极

富才能且经验丰富的首席审计师，他们历史性

地打破了那些限制性的思维定势。首席审计师

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扩大他们的经验根基，以

广阔的视角看待企业的各种职能部门，提升首

席审计师的可信赖度。但在新旧角色之间取得

平衡却并不容易。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全球审计委员会调查显示，新旧角色之间可

能存在着重大的期望差距。根据这一调查结果，

8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扩大内部审计的作用，

不仅仅是财务报告和内控，还应包括其他重要

风险，这也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一直以来所

提倡的。然而，只有 5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内

部审计所拥有的技能和资源可以有效实现内部

审计的作用。因此我推断更多战略性和有选择

性的岗位轮换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帮助弥合这

种差距。

成功的审计领导者
在 2010年白皮书《领导执照：促使最成功

的首席审计师影响力最大化的七项个人特质》

（License to Lead: Seven personal attributes that 

maximise the impact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hief audit executives）中，光 辉 国 际（Korn/

Ferry International）的两大重要合伙人及我本人

共同明确了审计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特质。在

这些特质中最重要的是要有超群的商业头脑和

广泛的经验。这两大特质对轮换模式在培养多

样化或经验丰富的企业人才方面有着显著的功

效。其他三个特质包括灵活的沟通技巧、对商

业风险的非凡把握，和发掘人才的天赋，这些

也都能在包含多种多样经验的职业发展中磨练

出来。

然而最后两种特质却引发了一些思考，哪

一条职业道路才能更好地发展这两种特质：坚

定的诚信和职业道德，和毫不动摇的勇气。正

如我们所描述的，“要在服务两位‘主人’，即审

计委员会和管理层的同时，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这意味着审计师行事必须谨慎。”对内部审计师

的日常要求造就了其必要的诚信品格，和对职

业道德的忠诚，以便困境来临时可以勇于面对。

正如每个首席审计师在其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

那样，即使面临逆境，也要为正确的选择挺身

而出。

极端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在压力中仍能表现

出不屈不挠的诚信和勇气的范例。比如世通公

司（WorldCom）前审计副总裁 Cynthia Cooper

为了避免被监视，曾带领一个团队常常在下班

后开始工作，目的是揭发一起 38亿美元的舞弊

案。在这一特别的案例中，Cynthia Cooper和她

的团队为了揭露舞弊所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困境

已被详实地载入史册。但同时我们应该反问自

己，如果一个首席审计师把自己当前的职位看

做是一项临时任务，那么他还能坚守从事该行

业所必备的诚信及勇气吗？如果首席审计师计

划返回原来的业务部门，那如果现在的举动会

影响未来的关系时，他是否会有意或无意地制

造盲点，忽略、放过或干脆对那些示警信号置

之不理呢？

保护投资
最后我将提出一些谨慎的注意事项和保

护措施，如果你的企业认为轮换首席审计师目

之所及的好处大于风险，那么这些建议将有所

帮助。

* 注意报告关系，避免轮换审计主管直接向其

之前工作过的部门，或预计将回归的部门

报告。

* 以职业性怀疑态度对审计主管工作过的，或

预计将回归的部门进行风险评估。

* 尽量要求首席审计师不回归其先前工作过的

部门。

* 努力使轮换任命具有足够的执行期限，应长

达五到六年，以减少被认定的，或真实存在的

报告偏差风险。

最后，在决定首席审计师轮换制是否适合

一家企业时，领导层必须对这一难题的风险和

机遇进行合理且广泛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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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变革开始生效
ACCA对外事务总监苏艾蒙（Sue Almond）表示，关于欧洲审计变革的争论终于告
一段落，现如今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跟上审计要求。

感
觉似乎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审

计改革这一话题就不断地在欧洲

的辩论厅和其他地方被反复谈

及。然而，我们最终进入了审计

监管最新的稳定状态，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

讨论阶段已然过去，当前的重点是如何解决改

革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挑战。

对那些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运作的跨国企业

而言，其中一个挑战可能就是如何与地方审计

以及公司治理规定中的详细要求保持一致。比

如，在欧盟的新规定中，位于欧洲的上市公司

必须每 10年对其审计人员进行轮换，除非他们

通过招标选聘审计师（此时可续聘 10年，如果

是聘用联合审计师，续聘期 14年）。

然而在英国，虽然未必需要每 10年轮换，

但进入富时指数（FTSE）350的公司已被要求

进行审计招标。荷兰也略微偏离了欧盟的要

求，要求其审计师每 8年进行轮换。鉴于阿根

廷最近制定的规定强制要求企业实行 3年制轮

换，以上的要求被认为是相对温和的。这并不

单纯只是跨国公司的忧虑，

即使是一些组织构架

相对较为简单的上

苏艾蒙是 ACCA对外

事务总监，负责 ACCA

全球政策制定和专业

团队运作，也是财务报

告和审计鉴证的首席

外部代表。她曾作为

国家鉴证服务合伙人

在 Grant Thornton英国

工作 20年。

市公司也拥有海外子公司，也要遵守不同的地

方法规。

尽管面临着此类合规性挑战，但那些在全

球性的大公司中主管审计师任命的人士仍然需

要尽力避免过多的以流程为驱动的措施。规则

的确需要遵守，但重点应该是从审计的质量和

专业知识方面获得价值，而不仅仅是价格。企

业活动任一方面的良好治理都可以使我们获得

价值。审计委员会的角色将变得至关重要。监

管者对审计委员会，以及他们任命、监管和可

能替换外部审计师的能力有很大的期望。审计

委员会如何有效地引领审计质量的提升，将受

到监管者、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对良好企业治

理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的监督。

当然这对会计师事务所也有影响。坊间证

据显示审计招标在英国增加了六倍，这必然会

给事务所带来重大的规划挑战，而且要求对资

源的大量投资。审计招标是一个昂贵的流程，

所以观察事务所在招标中的选择性，以及中等

规模事务所参与竞争和赢得新业务的程度就会

变得十分有趣。一旦任命了新的审计师，事务

所就需要快速起步。就新审计师在其任期早期

（此时审计师对企业的了解程度最低，但同时可

能存在着挑战现行审计惯例的机会）所面临的

风险，人们观点不一。

想要评价新的审计规定的影响，我们需要

有耐心。要使审计市场的总体情

形实现重大改变，特别是让

那些非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更多地参与到大型

上市公司审计，都需

要时间。审计招标是周

期性的，而且只有一部分

审计预计能够在任意一年中

给予新的事务所。所以尽管在

审计委员会和事务所内正进行

着大量活动，但我们可能还需要等

上 10年、15年甚至 20年，才能确

定新出台的审计规定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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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得信任
ACCA前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John Davies）解释道，运用概率分布来代表各类结
果正在让置信会计概念得以发展。

在
金融危机中，我们所看到的企业

价值方面的巨大变化提醒着我们，

当前财务报表中所包含的财务信

息无法代表，且不应被期望代表

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经济现实。

虽然这些数据大部分来自标准化的方法，

但也是由报表制定者所采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决

定的，是各种假设、估计和预测的结果。判断

应该是在了解企业和市场环境的背景下做出

的，因此带来了主观性的因素。报表用户依据

“公允”和“公允列报”这样的基准也无法做出

明确判断，只能寄希望于编制者确保该报表遵

守了技术规定，并且做出了合理的判断。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和其他报告框架也只能达到这种

程度。

置信会计概念的发展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根

本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一概念明确了编制者对

财务报表中所纳入的数据的置信程度。尽管从

技术角度而言，企业报告特定数据可能完全合

情合理，但那些建立在估计基础上的绝对数据

仍然笼罩着不确定性。即使以公允价值作为资

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也不能保证这些数据完

戴维斯是 ACCA前专

业事务主管。

全准确。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出现，企业环境

变化莫测，以致于那些被认为合理的假设也会

在短时间内引起一些具有绝对误导性的数据。

确定性的程度
置信会计是衡量财务报表中价值的确定程

度的一种方式。这一观点在由 Michael Mainelli 

FCCA在 ACCA与证券和投资以及长期资金特

许机构（the Chartered Institutefor Securities & 

Investment and Long Finance）联合发布的文章

中提出。

Michael Mainelli认为用单一精准的数据来

表示资产和债务比起那些可能性或合理性数据

更为准确，而且他建议用概率分布来代表各类

特定项目的结果。概率分布可以通过向阅读者

展示数据可靠度的可能性使其了解数据确定性

的情况，并加强理解。通过与风险管理直接关

联，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反映企业在风险方面

的侧重点。

准备充分的董事会
除了加强最终使用者的理解，置信会计也

Adrian Berendt FCCA
ACCA全球治理、风险和绩效论坛主席

“会计行业正朝着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人们也越来越期望财会人士可以针

对某一项目的单一历史性成本数据和前瞻性风险环境中的‘公允价值’之间的潜在冲突做出判断。

对审计委员会而言，这一问题尤其严峻，因为他们要对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公正、易于理解’发表

意见。解决财务报告困境的一个方案可能在于确定数据值域，值域不仅能够公允列报财务数据，还

可以缓和按市价计值的影响，减少附注的数量，并协助考核审计质量。”

Michael Mainelli FCCA
Z/YEN联合创始人，ACCA全球治理、风险和绩效论坛成员

“置信会计用置信区间来表示主观判断，比如收入确认、税务负债、商誉和无形资产、资产估

值、股份支付，或者管理费和业绩报酬。表示置信区间有一系列复杂的方法，但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就是只陈述最低值、预期值和最高值，以及判断价值在该置信区间内置信度，即 BET%。举一个简

单的例子，土地所有权资产的价值可以被表示为最低值（B）:500万欧元，预期值（E）:600万欧元，

最高值（T）:800万欧元，以及对该置信区间有 98%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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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董事会成员，特别是审计委员会更好

地履行其职责。监管者正越来越重视报告信息

的可理解性，例如《英国公司治理准则》最近要

求企业年度报告的内容必须“公允、公正、易于

理解”，这是一个良好的范例。在确保可理解性

测试达标方面，审计委员会预计将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由 ACCA全球治理、风险和绩效论坛主席

Adrian Berendt撰写的，ACCA即将发布的一

份新报告将聚焦置信会计的一个特定运用。这

份报告讨论了企业应该以何种方式关注置信

会计，才能提高报告质量，从而帮助董事会和

审计委员会履行其义务。文章认为管理层应提

交一份陈述，阐明财务报表草稿中所载数据不

确定性的置信区间。这一范围可能会根据不同

情况，以及所涉及的资产和负债类型的变化而

变化。

比如，企业可以赋予持有现金和政府债券

数据非常高的确定程度，而赋予高风险投资现

金流量更宽泛的置信区间。这样审计委员会可

以基于切实可行的基础，审查报告流程，并确

定报表及年度报告是否做到了“公允、公正、易

于理解”。

除了这些潜在的用途外，还有一些特定的

实际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置信会计对审计委员

会成员具有实用价值。比如：

* 审计委员会成员一般不总是会计或审计

方面的专业人士。

* 管理部门的置信程度可以成为审计

管理的一个驱动因素。

* 纳入概率信息可以使报告流程与风险

管理的监管更加相辅相成。

* 概率讨论可能促使更多的审慎判断得到

采纳。

置信会计并不是要夺取或削弱财务会计

信息的地位，而是要赋予财务数据更多的意

义。尽管置信会计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但

它似乎更能真正地加强报表和报告的可信度和

可理解度，从而提高用户的地位。审计委员会

也正是能从这一新方法中获益的利益相关群体

之一。

阅 读《 置 信 会 计：倡 议》（Confidence 

accounting: a proposal），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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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前主席 David Tweedie爵士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将注意
力从他的铁路模型转向了国际评估准则。

“我
从 来 没 有 感 到 如 此 恐

惧。”Tweedie爵士在解释

他出任国际评估准则理事

会（IVSC）管理委员会主

席的原因时说到。他所指的是在金融危机期间，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几周后召开

的金融稳定论坛（FSF，现为金融稳定委员会）

的一次会议，该会议集合了各国财政部长、央

行行长和国际金融机构。

“会议的紧张气氛非常明显；大家都真的担

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就此轰然倒塌。”问题

的核心在于如何衡量金融衍生品和公允价值。

“我记得 FSF找到我说，‘你会怎么做？’我的

反应是，我们是会计师，我们只是报告价值。”

但是让 Tweedie感到吃惊的是，竟然并没有人

报告价值。“我只是假设会有专业人士做这样的

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这就是促使 IASB前主

席成为 IVSC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原因。

IVSC的前身为 1981年成立的国际资产评

估准则委员会，于 1994年更名为 IVSC。截至

2007年，其会员数量从 20家机构发展到 50

多家。目前，IVSC在 57个国家拥有 78个会员，

并包括三个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准则委员会和

专业委员会。

随着对评估准则的需求不断增长，IVSC在

2008年进行了彻底的重组。Tweedie受前任主

席Michel Prada的邀请在启动仪式上讲话。“那

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与 IVSC的合作将会变

得多么紧密。”他在 2012-13年的年度报告中

写道。

Prada在 Tweedie离开 IASB几个月后找

到他，随后 Tweedie同意出任 IVSC管理委员会

主席。

鼓励监管部门
任何熟悉 IASB的演变过程的人都会认同

IVSC的发展模式。同 IASB的前身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一样，它无法强制各成员采用国

际会计准则，直到欧盟站出来表示，欧洲企业

都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IVSC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鼓励监管部门要求企业

基于谨慎目的，在资产估值和财务报表中使用

国际评估准则（IVSs）。

Tweedie概括了三个关键的必要条件：第

一，对金融工具更严谨全面的评估，和就最佳

的评估标准达成一致；第二，开始实施并全面采

用这些标准；以及第三，找出全球的主要评估机

构，并将它们与那些不正规的机构区别开来。

不同于拥有在全世界被认可的资格认证、

协会和机构的会计行业，评估行业还远没有这

么完善。“在美国有一些专业机构，它们的会员

能够提供评估服务。但它们各自对会员身份和

资格证书都有不同的要求。”Tweedie说。

所以 IVSC正在向会计行业的模式看齐，支

持建立坚实专业的评估基础设施，并向领先的

评估机构推广全球性的从业要求、考试、道德

准则、持续的职业发展和行业规范等等。

尽管房地产市场的评估标准是比较成熟

的，但 Tweedie重申了他对金融工具评估标准

的担忧。“在监管系统中有一个漏洞：我们有谨

慎的监管机构，他们说，‘你必须这么做’；我

们有财务报表，所以人们可以判断市场。但是

在中间还有一点可以影响两边的东西，那就是

评估。”

“如果我们不能够准确地评估金融工具，我

们就会看到虚假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并且

据说这会导致很大的差异。你永远也不可能把

所有数值精确到三位小数之内，但是我们要做

的是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可接受的程度以内。因

为我看到有证据表明，不准确的评估甚至能够

使净值的误差达到 3%。某些银行的股权也不比

这多多少。”

“雷曼甚至有不同的交易柜台以完
全不同的价格交易同一种金融工具；这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

Tweedie爵士于 1972

年取得专业会计师资

格。1990 年 他 由 毕

马威英国技术合伙人

转任为英国会计准则

委员会首任全职主

席。2001年他成为了

IASB的首任主席。截

至他的任期结束，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的国家数量

从几个增加到了 120

多个。他是剑桥大学

贾 吉 商 学 院（Judge 

Business School） 的

研究员和爱丁堡大学

管理学院的会计学客

座教授。他还主持英

国王室审计委员会的

君王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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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正确的决定
IVSC已经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签

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IFAC的国际审计与鉴证

准则理事会为审计师设定了国际标准，那么当

然，准确的评估对于正确地反映公司的账目也

是至关重要的。“审计师存在风险 ,但有时候我

认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面临多大的风险。如果

一家公司倒闭了，这将影响到审计师，将影响

到银行，也将影响到监管机构。雷曼兄弟破产

就是因为错误的评估。它甚至有不同的交易柜

台以完全不同的价格交易同一种金融工具；这

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Tweedie提起了他在担任 IASB主席的 10

年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除了 IVSC的结构本

身反映了 IASB的模式以外，他说，就像在编写

IFRS时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有最好的规则，

那么我们都应该使用这样的规则。另一件事就

是亲自去见不同的人⋯⋯看着他们的眼睛，看

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他将其比喻成与实业家对

话：“当他们面色发紫青筋爆出的时候，你就知

道他们不喜欢你的做法；这比写信或打电话的

效果更好。”当然这在初期的时候会花费很长时

间；Tweedie已经数不清自己从 2014年 1月

开始拜访了多少个国家了，基本上都是在一周

中的某一天。

但是在 IVSC，他没有考虑设立类似前 IASB

中的解释委员会的机构。而对于美国的紧急问

题工作组（“我甚至不明白那些问题的标题，更

别提会计了”），他说，“需要避免的两点是解释

和行业特殊标准。”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在他的预期之

内，就是美国不接受全球性的国际评估准则。

“美国人对于评估一向是很合作的。”他说。这

当然引发了他对美国竟然至今未将其会计准

则与 IFRS趋同的评论，这在 Tweedie任职于

IASB期间一直是令人期待的。“令我感到惊讶

的是，美国竟然到现在还未与国际准则趋同，

但是他们最终一定会的。”

Lesley Bolton，执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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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
与全球财务标准制定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是美国财务会计基金会（FAF）主席兼
CEO Teresa Polley的日程之一。

T eresa Polley所带领的美国财务会计

基金会（FAF）宣称自己是美国最重

要的（却也最不为人所知的）财务监

督机构。它监督着给私营部门、众多

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报告规则的各种组织。

这是一项令她热情澎湃和踌躇满志的使

命。“我们相信，良好的财务报告将引领一个良

性的循环，”她说，“这使得投资者能够做出资

本分配的最优决策，用以刺激增长，并最终打

造一个强大和稳定的经济。”

其实一开始，Polley从没想过从事公共服务

业。她的事业从已经解散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

所（Arthur Andersen）起步。该事务所在 2002

年负责安然审计之后宣布破产。“这曾是一个初

级会计师开始职业生涯的好地方。”她说。

Polley在 1987年加入了负责公司报告的

FASB，当时只是因为一个私营雇主拖了太久而

没有给她确切的聘用答复。“当时，我认为这只

不过是我几年后回到私营企业的一个过渡，然

而这一做就是 27年。”在 FAF和 FASB里面临

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是 Polley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总有一些刺激的事等着你。”她说。在上世纪

90年代，Polley是 FAF的财务主管，负责 FAF

自身的财务报表和预算。“这更像是做医生的医

生。”她说。之后，她出任 FASB顾问团的执行

董事，负责董事会和下属机构间的沟通。2008

年，在 FAF寻找常任主席人选的期间里，Polley

被任命为临时主席。在经过被她描述为“一个

九个月的工作面试”之后，她被邀请永久性的

接管主席的位置。

她承认，责任不会留给胆小的人：“我最

关心的是 FAF的全球定位和走向。我们正在努

力的掌握全球相关的可比性信息，同时保证实

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不会削弱美国本土的高质量

体制。”

FAF作为一个政治独

立组织成立于 1972

年，一直致力于建立

和完善财务会计准

则，进而优化财务报

告 信 息。今 天，FAF

负责全面监督美国私

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会

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工

作：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FASB）和

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GASB）。

“在一开始推行统一标准的时候，我
觉得每个人都低估了融合不同文化和市场带来
的挑战。”

“真正的里程碑”
在 Polley接受采访的前一天，FASB宣布了

一项罕见的全球合作成就 — FASB将与位于

伦敦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联合发布

新的收入确认准则。IASB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已经被 100多个国家采用。“这次合作

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她说，“收入是任何企

业财务报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据预计，即

将于 2017年出台的新准则将大大降低美国和

欧洲公司报表间对比的难度 — 并有助于促进

国际并购。

然而，敲定该协议花费了超过十年的时

间，这一事实揭示了统一标准这项任务的艰巨

性。“当我们开始着手于统一标准时，我认为

每个人都低估了它的挑战性。它的困难在于

要将同一套标准融合到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市

场中去。”Polley指出，双方一个基本的区别就

是美国的监管部门更关注于资本市场，而欧洲

的监管部门则更关注债权人，主要是放款银行

的利益。

Polley表示，双方一个基本的文化差异是

美国投资者的诉讼本性。“如果感觉到了任何违

反会计准则的苗头，美国投资者更倾向于以诉

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说，“这使得公司需

要一个更加基于规则的系统来提供详细的指导

和规范。”

与此同时，审计人员自身也会受到美国上

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的二次审查。由于法律

诉讼的意向较弱，欧洲公司更倾向于基于原则

的系统，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余地。

在准则讨论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特定的症

结，包括对不良贷款减值的争议。“正在讨论的

准则可能会导致欧洲银行减值准备的增加，和

美国银行减值准备的减少，”她解释道，“吸取

了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大家一致认为这

并不合理。”

欧洲和美国的标准制定者到目前为止也没

能在租赁会计的通用方法上达成一致。“虽然

FASB和 IASB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概念性的协

议，”Polley说，“但双方一直难以解决协议的实

际操作性问题。”

Polley指出，虽然大多数媒体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 FASB身上，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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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前者。“该机构不仅负责美

国 50个州的报告规则制定，也负责包括每一个

乡镇在内的 8.5万多个市政单位的规则制定。”

她说。这不仅关乎 1.6万亿美元规模的市政债

券市场里投资者的利益，“也为公民和纳税人提

供了信息，使公众可以监督纳税人的钱是怎么

花的，从而帮助他们在选举中决定投票给谁。”

荆棘重重
GASB面临的道路也是荆棘重重。摆在眼前

的问题是各州市如何处理前政府工作人员的退

休和医疗福利。就在 2012年，GASB要求政府

将养老金列入资产负债表。Polley表示，这一措

施将使 GASB对州市财政健康状况有一个更为

准确的把握。

日程表上的下一项就是退休医疗保健支出

会计。“这项工作可能比养老金更棘手，”Polley

说，“私营企业已经对该项支出的会计处理进行

了很多年，并且似乎能更好地管理这些费用。”

最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对 61个城市的养老金福利调查中发现，养老金

福利和实际支付金额之间存在着 2170亿美元

的缺口。

由于有着多元化的信息使用者，FAF不断

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FASB和 GASB总是

尽可能的与公众交流以确保得到尽可能多的反

馈，”Polley说，“在投资界，我们必须与买方和

卖方保持沟通，还有股票和债券分析师。这些

人之间的差异性要比报告编制者大的多，他们

各自使用信息的方式也不同。”

Polley表示，让投资者的声音得以在准则

制定机构里出现是很重要的。在 FASB的顾问

团中有一个完全由投资者组成的顾问团。此外，

几个 FASB董事会成员也都来自投资界。

FAF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综合报告，包括

生态可持续发展相关措施等。“我们相信所有类

型的信息都是很有价值的，”Polley说，“也就是

说，综合报告的走向尚不清晰。但我们会继续

跟进热点，同时保持我们在财务领域的专长。”

即使经过五年的工作，Polley仍然保持着

长远规划的意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与

世界其他准则制定机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

不仅限于 IASB，”她说，“世界已经厌倦了双边

讨论。”FAF已经在进一步推进与诸如日本和德

国等其他国家准则制定机构间的讨论。

Polley坚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世界将进

一步走向会计准则的统一化。“我们的目标是

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走向准则趋同，”她说，

“这肯定不容易，但我相信五年后，我们将离这

个目标更近，不同地区报告间的对比也将更容

易。”收入确认准则协议的达成是实现这一设想

最强有力的信号。

Christopher Alkan，驻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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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评估
非洲的证券交易所在帮助上市公司了解和掌握如何报告环境、社会与治理问题方
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
到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证券交易所

对上市公司的要求，约翰内斯堡

证券交易所（JSE）绝对会脱颖而

出。JSE不仅仅是非洲其他证券

交易所的一盏指路明灯，它在促进环境、社会

与治理（ESG）报告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可持

续发展报告最初于 2002年被纳入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之中，从 2010年开始，JSE就要求上市

公司在“遵循或解释”（comply-or-explain）的

基础上，编制包含可持续发展和治理信息的综

合报告。但是非洲其他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呢？其他国家的证券

交易所在推行 ESG报告的道路上还不像 JSE走

得那么远，但有些已经迈出了它们的第一步。

“很显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可持续发

展报告有很大的兴趣，”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

主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说道，“同时还

有证据表明，它们非常愿意通过采取某种行动，

鼓励或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

的信息。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整个非洲

地区的发展情况，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南非，毕

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南非一直是治理与可持

续发展报告领域的领导者。”

津巴布韦证券交易所

在鼓励上市公司采纳

可持续发展报告方

面走在非洲国家的

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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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意愿
正如 ACCA新近发布的一份名为《可持续

发展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证券交易所

和上市公司》（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ock 

exchanges and listed companies in sub-Saharan 

Africa）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有四个国家尤其

显示出了强烈的意愿，鼓励或要求上市公司提

供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们是尼日利亚、加纳、津

巴布韦和毛里求斯。

2013年 10月，继 JSE之后的非洲第二

大证券交易所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NSE）加

入了由联合国发起的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该倡

议正在探索证券交易所如何与投资者、监管机

构和企业进行合作，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

度，并最终提升它们在 ESG方面的表现。NSE

尚未出台任何自愿性指南或强制性要求，但它

的确在公司治理问题上提供了支持。

西非表现最出色的经济体之一加纳也初步

开始报告 ESG信息，现在主要集中于能源、矿

产、电信、医药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大型上市

公司。

加纳证券交易所（GSE）将可持续发展报告

视为确保该国维持领先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地

位的一种手段，为此它在 2013年 6月计划制

定了一个框架。此外，GSE与 ACCA正在计划对

“交易所可以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
指南的催化剂。”

上市公司的 CFO进行一系列的培训项目。

津巴布韦的进展则更为明显。津巴布韦证

券交易所（ZSE）于 2013年 11月开始与利益

相关方进行磋商。ZSE提议修订上市要求，增加

报告 ESG实践与表现的要求，鼓励上市公司运

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提出的报告框架，

该框架提供了衡量和报告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影响和表现的指标和方法。目前尚不清楚这样

的要求何时会正式实施，但这项提议似乎有其

背后的推动力。津巴布韦政府已经认识到更高

的企业透明度对于吸引外资的好处，JSE就是

一个很好的典范。

“即将推出的新的上市要求中有关强制性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要求有可能会吸引外国

投资者、改善企业行为，并提升可持续的企业

行为，从而将 ZSE发展成为一家可持续的证券

交易所。”非洲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CEO Rodney 

Ndamba ACCA说道。他也是 ACCA全球可持续

发展论坛的成员，GRI利益相关方理事会（非

洲）成员，和 ZSE的上市小组委员会成员。“到

目前为止，考虑在自愿基础上提供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公司数量正在不断上升。一些公司已经

在 GRI的数据库中注册了可持续发展报告。”

Ndamba 认为证券交易所有潜力在整个非

洲大陆发挥重要作用。“在非洲，证券交易所

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展方面有很大的潜

力，比如可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公司上市

交易的要求之一，并且要求该报告经过鉴证，”

他说道，“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政府和投资者

都可以通过向上市公司要求发布 ESG报告从而

起到推动作用。”

毛里求斯证券交易所（SEM）也有一些有趣

的发展。SEM正在利用 GRI的报告框架，努力

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指数。SEM还加入了亚洲

社会效应投资交易所（IIX），推出专注于连接社

会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力交易平台。该平台在

SEM的监管框架下运行，由 IIX监管该平台上

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与社会要求和义务。

“催化剂”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对可持续

发展报告也有兴趣。肯尼亚正在对其公司治理

制度开展一项审查，该国的资本市场管理局也

参与其中。该机构的代理 CEO Paul Muthaura

说：“一个可能的建议是在肯尼亚采用可持续发

展报告的时间表和过渡过程。”

证券交易所也有意愿促进可持续发展报告

的发展。马拉维证券交易所 COO John Robson 

Kamanga表示：“证券交易所可以作为推动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催化剂。如果证券交易所

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认识中获益，这个

目标就可以实现。证券交易所还可以作为这一

理念的培训师和推动者。”

目前看来，在非洲来自寻求更多可持续发

展报告的压力将会上升。Ndamba说道：“的确

可持续发展报告正越来越多地被在非洲寻求安

全投资选择的投资者用作投资评估和风险评估

的一种工具。要求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利益相关

方，特别是各类社会、民间团体和政府不断上

升的影响正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进程。”

根据国际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

多证券交易所还比较年轻，但这并不一定是个

障碍。“一家证券交易所并不需要发展完善，才

能够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纳入其上市要求当中。”

内罗毕证券交易所合规经理 Tom Kimaru说道，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让投

资者在全球范围通过这样的比较，做出审慎的

判断。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极力鼓励任何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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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可持续发展报告纳入上市要求的机会。”

重要的是要保持和传播当前撒哈拉以南非

洲地区的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企业报告的势

头。“非洲的证券交易所没有理由不采用可持续

发展报告，”杰克逊说道，“它们有机会在推广

报告活动中起到带头作用，并为经济发展谋求

长期的利益。如果公司被要求衡量和管理其对

环境与社会影响，并报告其治理过程，这将会

支持其长期稳定性。这些公司所挂牌的证券交

Jamil Ampomah
ACC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监

“ACCA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已达二十多年之久了。ACCA通过自己的研究项目，与关键的可

持续发展与非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者接触，投身政策讨论和宣传活动，鼓励在世界各地引入可持续发

展报告规则。”

“我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10个主要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以及各证券交所最大的上

市公司的报告实务进行了调研。通过此次调研，ACCA旨在同时从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这两个视

角展示良好范例。这项研究的目的还在于影响该地区的证券交易所，以及进一步地提高有关可持

续发展的企业透明度和责任性。”

“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正在经历一段重要的经济发展时期。2013

年，该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了 4.7%，预计 2011-2015年世界十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将有 7个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需要谨慎的管理，从

而确保未来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最高水平的企业透明度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信心是实现这一增

长的关键一环。ACCA对能够在这一地区做出贡献感到自豪。”

肯尼亚一位马塞族人

站在太阳能电池板

前。肯尼亚正在审查

其公司治理制度。

易所也会随着变得更加稳定，这有助于吸引投

资者，也会带来企业发展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Sarah Perrin，记者

阅读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证券交

易所：把握环境、社会与治理要求》（Stock 

exchanges in sub-Saharan Africa: capturing 

intent towards ESG requirements），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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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y Lubber是环境

责任经济联盟（Ceres）

主 席，Ceres 是 一 个

倡导可持续发展领导

的非营利性组织。她

同时也担任气候风险

投资者网络（Investor 

Network on Climate 

Risk）总监。

整体思维
Mindy Lubber认为，投资者在促进新兴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实行可持续发
展报告过程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2 014年 6月，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GSE）宣布加入可持续证券交易所

（SSE）倡议，该组织旨在与证券交

易所、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合作，找出

如何更好地帮助企业改善可持续发展报告，以

及最终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表现的方法。在此

之前，欧盟将一项财会指令通过投票表决写入

法律，该指令要求 6,000多家欧盟企业对环境、

员工关系、人权、多样性以及贿赂与腐败等问

题进行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背后的推动力不仅出现在

发达经济体。证券交易所和企业最突出的进展

恰恰发生在南非、马来西亚、巴西和印度等地。

例如，约翰内斯堡和尼日利亚证券交易所是

SSE倡议重要的合作伙伴。十多年来，约翰内斯

堡证券交易所一直处于这一领域的领跑地位。

发展中市场的证券交易所在提高透明度、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和指导企业方面起到领

头作用并非巧合。正是由于新兴市场可能缺乏

市场建设和稳健贸易的长期跟踪记录，他们只

能够通过采纳环境与信息披露的最佳方法，来

谋求利益。这些地区的公司在可持续发展和治

理问题上提升透明度，将大大有助于投资者对

于这些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和他们资金去向的

信心。

然而，随着大型养老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

的不断增长合并，机构投资者现在在所有市场

都拥有公司，资产类别令人眼花缭乱。对于投

资决策、基准分析和参与度来说，拥有可比性

信息，包括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可比性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

在投资者对信息一致性和可比性需求的

驱动下，他们几年前联合起来向证券交易所施

加压力，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纳入上市规则。投

资者对于更多一致性规则的推动带来了《投

资者上市标准倡议书：对证券交易所在企业

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要求的建议》（Investor 

Listing Standards Proposal: Recommendations 

for Stock Exchange Requirements o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的发布。该文件集合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的反馈，并专注于企

业报告的三个关键条款：

1 财务文件的重要性评估，管理层将会讨论

确定公司“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

法（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帮助了哪些评审

工作）。

2 包括 10项内容的一般可持续发展报告：治

理与道德监督；对环境的影响；政府关系与

政治参与；气候变化；多样性；员工关系；

人权；产品与服务的影响和诚信；供应链和

分包；以及社区与社区关系（同时建议列举

政策和流程、管理体系、相关举措 /目标 /

业绩数据、法律诉讼与罚款、利益相关方的

争议以及经济机会）。

3 文件中连接到一个电子表格的超链接，该表

格基于 GRI内容索引或同等文件，描述了在

哪里可以找到现有的各种企业绩效指标、政

策和其他类型的数据。

实施这种倡议所面临的挑战是每个市场

的独特性。但是投资者似乎强烈认为可比性

是必须的，因此在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eres）

的帮助下，他们一直在敦促世界交易所联合

会（WFE）解决这一问题，并鼓励证券交易所

合作，就报告提出一些共同的期望。

WFE的成员正在对《投资者上市标准倡议

书》发表意见，研究预计将于 2014年秋公布并

提出建议大纲。整个非洲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都

被鼓励以身作则，接受报告创新，以及诚实面

对在督促上市公司提高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过程

中所遇到的挑战。

在世界各地，总的来说证券交易所似乎都

乐于接受促进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行动。它们能

否对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尚无定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投资者还将继续敦促

证券交易所尽快推出强制性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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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典范
近期 ACCA在迪拜开展了一场关于企业报告的圆桌会议，会上探讨了适合采用综
合报告的地区及综合报告在价值创造方面所带来的贡献。

综
合财务报告模型的价值是什么？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公司

应该如何将这种报告模型引入公

司的整体战略？

以上正是此次 ACCA和非营利机构 Pearl 

Initiative联合主办的圆桌会议的主题。此次会

议旨在提升海湾地区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加强

可靠性以及改善企业行为。会议于 2014年 3

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举行，来自阿拉

伯地区以及全球各地的财务专业人士参与了此

次会议。

传统财务报告模式本质上是反映历史数

据，有时会被诟病无法全面反映企业业绩。海

湾地区日趋复杂的财务报告领域近期在探索综

合报告模式。尽管仍存有争议，但人们认为通

过评估财务、制造、知识产权、人力、社会和关

系以及自然这六大类资本的状况，综合报告能

够深层次反映一个企业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

的价值。这些评估结果能够帮助投资者、客户、

合作伙伴等相关方更深入地了解公司的商业模

式，长期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驱动因素，及这些

模式和因素是否符合企业的整体战略。

上述这些指标是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组

成部分。该框架于 2013年 12月由总部设

在英国的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拟定，

ACCA和 Pearl Initiative也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IIRC董事会成员以及亲王可持续性会计项

目（The Prince’s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执行主席 Jessica Fries在会上指出：“综

合报告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能够促

进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发展战略应

当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挂钩。”

Fries负责的项目由威尔士亲王领导。她指

出，一项对参与 IIRC试点项目企业的调查显示，

在综合报告的帮助下，95%的企业能够关注正

确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95%的企业对整

体战略和商业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93%的

企业反映公司内部各个团队能够更好地合作，

同时能够更好地把握细节；还有 93%的企业

认为综合报告帮助改善了内部流程和数据采集

的质量。

跨越的机遇
此次圆桌会议的开始和结束议程是由 Pearl 

Initiative执行董事 Imelda Dunlop主持的互动

讨论，主题是透明的综合报告的价值及其未来

前景。多数人认为尽管企业看好综合报告，但

实施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不过 Fries认为海湾地

区有机会跨越其他国家，率先采用综合报告。

参与讨论的小组成员对海湾地区的财务报

告现状做了分析评估。小组成员包括：投资公

司 Abraaj 集团董事总经理 Fred Sicre；毕马威

合伙人 Andrew Robinson；GrowthGate Capital

合伙人 Haythem Macki以及 RAK Ceramics市

场营销和企业传讯部总经理 Abdulla Mahmood。

小组讨论由卡塔尔壳牌公司财务报告主管及

ACCA全球企业报告论坛主席 Lorraine Holleway 

FCCA主持。

Robinson的公司会定期邀请其所在市场的

龙头企业参与一项企业可持续发展调查。2012

年，该调查首次将阿联酋纳入调查对象。“参与

调查的 100家公司中，只有 20家会发布可持

续发展报告，”他表示，“虽然近期数量有所增

加，但比例仍然很低。不过，也有表现非常出色

的公司。这 20家企业的报告都会详述各自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和目标，因此虽然比例很低，但

报告质量都非常的高。”

Sicre阐述了综合报告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现在的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考虑创

造企业价值。有些公司可能在考虑综合报告，

但尚未真正开展行动，这就给了 Pearl Initiative

ACCA在迪拜召开理

事会会议期间，ACCA

会长唐满庭（Martin 

Turner）（左）和阿联

酋会计及审计师协会

主席 Saif bin Abed Al 

Muhairi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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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Fred Sicre, 

Jessica Fries, Andrew 

Robinson, Haythem 

Macki, Abdulla Mahmood, 

Lorraine Holleway。

很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向这些公司展示透明度、

企业治理以及综合报告的好处。同时，Abraaj

集团也注意到，在我们运营的各个市场中，存

在着遵循全球统一标准的强烈愿望。”他还补充

道，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提倡综合报告不能以

损害财务回报为代价。Mahmood则表示：“我

们必须了解利益相关方和企业内部决策者们的

顾虑，并向他们清楚展示综合报告的优势。”

“主动报告”
当被问及区域性企业对于报喜也报忧这种

做法采取何种态度时，Macki引用了阿曼某些

受到贿赂指控的上市公司的做法为例。“由于对

媒体开诚布公，这些公司的股价没有受到什么

影响。为了维护声誉，很多私营企业都会主动

且坦诚的披露信息。”

Robison也认为这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发布

一份报告：“利益相关方和整个市场对企业的

监督非常严格，一个公司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名

声扫地。这个地区还有许多家族企业正在经历

管理层的迭代，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会遵循最佳

的企业行为，他们明白这样才能降低资金成本，

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才。根本点在于，董事会

需要制定能够包括评估六大类资本的综合报告

模型的战略。”

Mahmood认为社交媒体也是一种驱动因

素。而 Macki则指出要说服创业型公司采用综

合报告模型会相当困难，因为需要 CEO拿出时

间关注此事。“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项目一定要从

上自下实施的原因。”他表示。

在一个家族企业占据绝大比例的商业环境

下，透明的财务报告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更

不用说报喜也报忧的做法了，但这种坦诚布公

正是综合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讨论的是

社会价值，”罗宾逊说道，“（这里的）社会文化

其实非常温和，然而一旦涉及到商业环境，人

们总是过于关注财务回报。其实要衡量投资回

报，还是需要评估六大资本。”

安永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服务阿联酋分

所的助理经理 Julion Ruwette对此持乐观态度，

他表示尽管 2012年毕马威的调查报告显示海

湾地区只有 20%的公司提供综合报告，“但是

2014年随着各种可持续发展项目在该地区的

推进，这个比率应该会翻番。”

据 Fries所言，随着技术的革新，一年一度

的纸质版报告会逐渐减少。未来的目标是希望

将综合报告变成常态，代替传统的年度报告。

海湾地区的企业能在多快的时间内接受综合报

告还不得而知。但鉴于其对国际实务典范的渴

求程度，可以预见该地区将是率先采取新报告

模式的领头羊。

Mark Atkinson, 驻迪拜记者

自 2006年以来，这是 ACCA第五次选择在英国和爱尔兰之外的

地区召开理事会大会。继该会议及相关活动之前在吉隆坡、北京、布

拉格和内罗毕的成功开展，2014年 3月是该会议首次在中东地区

召开。

伴随这次标志性会议的还有一系列相关活动，包括与 Pearl 

Initiative联合主办的综合报告论坛（详细报道见 96页）、会员表彰仪

式、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会面以及与阿联酋会计、商业和学术界人士

的晚宴，同时还与阿联酋会计和审计师协会（AAA）签署了合作协议。

在理事会大会召开之前，ACCA行政总裁白容（Helen Brand）率领

其高层到访阿曼，各理事会成员代表团随后分别访问了 ACCA在海湾

地区的主要市场，包括孟加拉、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与当地的会员、

企业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了会面。理事会大会讨论了包括批准

2020年 ACCA的发展战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项。会议本身也表明

ACCA对会员的重视，这些会员将为 ACCA创建更富活力的未来，并为

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了解更多有关中东和南亚会计及商业环境的特别报道，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

ACCA理事会在迪拜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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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动力
最新的 ACCA报告指出，尽管南非开创了综合报告的先河，但仍
有许多未尽之事尚待完成。

2 014年，南非综合报告委员会正式

宣布所有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

上市的公司都必须提交综合报告。

此举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赏。国际

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驻约翰内斯堡高级项目

经理 Ian Jameson表示，2009年南非出台 King 

III报告后，上市公司在过去数年内其实已经在

遵循综合报告的要求，然而南非之所以能够赢

得赞赏是因为它愿意主动遵守这些要求。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显示，在全球

报告倡议组织的数据库里，南非在综合报告数

量上遥遥领先，同时该国在审计及报告标准上

的严格程度也在全球数一数二。这种领先地位

从 2010年开始保持至今。

然而对于南非这种领先地位，投资者又是

如何看待的呢？根据英国 Henley商学院教授

Jill Atkins和南非约翰内斯堡Witwatersrand 大

学教授Warren Maroun共同撰写的 ACCA报告

中指出，南非的机构投资界尽管对综合报告存

有一定顾虑，但仍然对其表示欢迎，认为其提

升了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投资决策。

根据这份名为《南非机构投资者对综

合 报 告 的 看 法》（South Afric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perceptions of integrated reporting）

的报告显示，相比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南非

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ESG）的认识提升得

较为缓慢。20个受访者之一表示“尽管钟摆已

经开始摆动”，但鉴于对单纯财务信息的依赖度

依然很高，所以观念的转变仍处于初级阶段。

“但不管怎样，受访者证实南非机构投资界

已经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ESG问题的重要

性。”报告指出。

投资者承认，社会、道德、环境和治理方

面的问题与财务重要性之间的联系是综合报告

机构投资界已经开始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ESG问题的重要性。

乃至是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

素。同时受访者也认同综合报告能够让个人投

资者深入挖掘公司的活动，从而更清晰的了解

其商业模式和内在风险。

全球表率
南非确实是全球表率，这一点已经成为共

识。先是通过 King Reports推广了公司治理及

利益相关方问责制，现在又通过综合报告在企

业报告方面先人一筹。有人认为，综合报告让

南非企业得以在国际社会上立足。监管当局出

台的第 28号文坚持让机构投资者把 ESG问题

纳入考量范围，这被视作是综合报告得以采用

的一个重大驱动力。

2011年出台的《南非负责任投资法案》

（The Code for Responsible Investing in South 

Africa, CRISA）使南非成为全球第二个就负责任

投资和机构投资者行为出台指南的国家，这也

被视为是推动综合报告的另一个驱动力，尽管

其实施过程似乎并不顺利。

整体而言，报告作者的结论是“鉴于南非

在出台公司治理方案和企业本身在实施有效治

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南非确实可以说是在公

司治理和利益相关方问责制度上有所建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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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vyn King教授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主席

“目前人们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传统财务报告已经不足以反映公司的真实现状，正是在这种情

况下，综合报告适时出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份对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的分析显示，从至少

21世纪初开始，占据市值约 80%的公司的总市值已经不能从符合现有财务报告标准的资产负债

表上体现出来。

“综合报告要求董事会理解财务和非财务报告，摘选重要内容，并用清楚、简洁、易懂的语言对

这些内容进行诠释。只有先让人理解，才能让人觉得可靠。而且全球范围内的主要资产拥有者和资

产管理者已经开始接受负责任投资的观点。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在把他们手上持有的最终受益人

的钱真正投到一个公司之前，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都会是他们在进行投资分析时考虑的因素。

“现实是推动综合报告的另一个驱动力。全球有 70亿人口，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的

同时，自然资源却在不断减少，这就要求商业行为做出改变。综合思维迫使董事会要综合考虑公司

可利用的所有资源 — 财务、生产、人力、知识产权、自然和社会资本 — 还包括公司与利益相关

方的关系、商业模式以及其产品对六大资本的影响。”

此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也可谓实至名归”。

大家对综合报告的推行没有异议，因为这

能提高公司的可靠性和价值。此外，受访者“毫

不怀疑”综合报告在投资决策方面能够带来帮

助。即使是南非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报

告也使其获得了竞争优势。

“缺乏一致性”
Atkins也指出，受访者担心过多的规矩和

限制可能会让综合报告变得僵化。人们认为企

业报告缺乏一致性，还担心综合报告最后可能

会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

一位投资分析师表示，企业报告有时候过

于冗长，极端情况下甚至长达 450页。而另一

位受访者则指出报告可能会变成“印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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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in Melvin
Hermes产权所有权服务公司 CEO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框架提倡在报告中用可靠和简洁的方式披露所有重大事项，并确保信息

的可比性。

“要改善企业报告，就应当提供一种可以反映企业决策背后长期因素的方式，对企业经营活动

进行更准确的描述，并能够让投资者更全面地了解企业价值。

“综合报告能够让投资者了解传统报告模式下企业不会公布的信息，并用清楚简洁的方式反映

这些信息对公司业务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这种全面的价值创造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企业价

值，从而做出更佳的投资决策。综合报告还能帮助他们评估并定价长期因素，从而更有效地在一段

更长的时期内分配资本。

“此外，综合报告能让投资者评估企业的管理质量和经营活力。对商业模式的清晰阐述、关键

战略的实施时间表以及相关信息的整体披露，这些都是对投资者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综合报告不光让投资者，也让企业在决策时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对影响企业业绩的因素有一

个清楚全面的了解，会令双方获益。”

为了给投资者留下好印象，企业可能会夸大好

消息，掩饰坏消息。

一些相关的顾虑包括担心受托人财务知识

水平不高，以及审计行业可能因此“抓到”了一

颗摇钱树。

不过，Atkins认为此次研究整体而言还

是呼应了 IIRC主席 Mervyn King的观点，即，

综合报告的推广之旅还远没有结束，而是正

在路上。

“此次研究就进一步发展综合报告给政策

制定者提供了一些重要参考，同时可以看作是

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南非上市公司综合报告改

善过程的第一步。”Atkins总结道。

“如果要继续发展综合报告，从而让企业

报告变得更加全面，更加有助于投资决策，并

加强利益相关者问责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

研究。”

Peta Tomlinson，记者

阅读《南非机构投资者对综合报告的看

法 》（South Afric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erceptions of integrated reporting）研究报告

全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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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走向成熟
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表示，随着资源压力的增加，
企业必须学会如何管理、衡量、报告和披露自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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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企业和社

会对全球自然资源的依赖，比如

对化石燃料，森林和海洋资源的

生态系统的依赖。随着这种意识

的觉醒，人们也感觉到越来越需要管理和保护

全球自然资本。因为这些资本一旦消失，便永

不复归。

各国政府也在不断地探究如何评估和保

护各自的自然资本。在“财富核算及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Wealth Accounting and th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项目等全球

联盟的支持下，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以及菲

律宾等国已采取措施，对本国的水、森林和矿

产资源等自然资本进行核算。

认识和管理
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是认识并管理，或减少

自身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这就要求企业

制定基于自然资本衡量、评估和报告为支撑的

战略。当前这一领域的进展中，自然资本联盟

（NCC）已开展工作，起草一份协调统一的自然

资本评估框架，以便更好地进行自然资本衡量、

管理、报告和披露。这一框架名为《自然资本公

约》（Natural Capital Protocol），旨在为未来标

准的制定提供基础。

这份草案公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针

对企业首席高管，尤其是首席财务官的高层

指南，阐明了管理、核算和评估自然资本的好

处，以及如何在企业中应用自然资本评估；第

二部分是一份针对企业、政策、咨询和调研行

业从业者的更为详细的文件，其中包括自然资

本评估中的重要性概念、技术和工具等主题。

除了该公约，还有两份针对特定行业的支持性

指南正在制定中，一个是用于食品和饮料制

造的农产品行业，另外一个是服装行业。这份

公约将进行试点测验，以便在 2015年 12月

最终定稿。

重要举措
公约的制定是自然资本核算和报告演变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份国际性公约受到了

多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他们虽然有着

不同的行业背景，但都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即更好地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本。

为了确保公约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并对其

他倡议，尤其是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的综合报

告框架（Integrated Reporting Framework）（该

框架内包括自然资本）形成补充，这种合作方

式至关重要。这些倡议需要协调统一，避免为

企业带来一种混乱的报告状况，导致企业随后

不再予以理睬。

倡议协调统一的需要似乎已得到了 NCC和

自然资本宣言（NCD）的认可。NCD是一项受

ACCA 支持的财务领域倡议，旨在把对自然资本

的考量纳入贷款、股本、固定收入和保险产品，

以及核算、披露和报告框架中。

NCD已建立了四个工作组，重点在于认识、

整合、核算、披露并报告自然资本。NCD与四

个工作组携手合作，避免重复工作，并确保工

作方法的一致性。NCD也在寻求投资者的参与，

鼓励他们针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管理提出更多

的问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进展是拟对气候

披露标准委员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进行扩

展，将水和森林涵盖在内。框架范围的扩展反

映了投资者及其他参与方对企业的自然资本使

用和管理情况，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度的

提升。

ACCA的角色
ACCA正在努力促进国际间关于自然资本

会计核算和报告发展的讨论。例如，我们正在

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组

织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合作，提高人们

对会计行业在自然资本核算中的作用的认识。

我们在第二份系列联合简报《企业和投资者：

自然资本披露的提供者和用户》（Business and 

investors: providers and users of natural capital 

disclosure）中阐明了关于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

响和依赖的报告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当前的

企业报告实例，比如雀巢集团（棕榈油）、可口

可乐公司（糖）和联合利华（大豆）。

未来的压力
即使企业现在不采取措施研究自然资本核

算技术，但受投资者施加的压力、监管和消费

者需求的影响，他们以后也必然会这么做。然

而，一些企业已经为自身设定了富有挑战性的

杰克逊是 ACCA可持

续发展项目主管。她

也是 ACCA可持续发

展全球论坛的专家成

员，是 ACCA 在多个

外部委员会和工作组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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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在可持续采购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与国际非营利性多方利益相关者组织 Bonsucro（该组织

通过基于指标的认证计划促进甘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实施一项可持续生产标准。这项措施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的主动管理等标准为基础，对甘蔗生产的相关可持续标准进行评估。

与此同时，农业集团、Bonsucro组织成员 Bunge公司也在其公司的一个产品加工厂实施了一些针对农田的创新项目。

这些项目的研究事项包括化肥用量、水的使用、产品种类以及收获季节。这一长期项目旨在为未来的甘蔗种植园提供可

持续的做法。

Bonsucro组织的另一个成员Bacardi集团承诺到2022年，该企业所采购的甘蔗衍生产品100%来自经认证的供应商。

2013年 Bacardi更新了产品采购目标，计划到 2017年实现 40%的糖衍生产品来自可持续发展的供应源。该企业 2014

年的目标是确保本企业至少有一个主要的甘蔗供应商包含在欧盟或美国认可的可持续认证监管链内。

糖原料：企业如何对糖进行报告

目标，制定了相应的战略，通过这些措施，这些

企业可能将达到资源“净正值”状态；它们并非

仅仅是在减小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而是寻

求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作用。

企业在自然资本管理方法方面的创新和创

意受到了欢迎，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渐进式的过

程，使自然资本衡量、管理、核算和报告的最佳

方法得以浮现。同样受欢迎的还有此处重点列

出的许多措施。

然而，政府和监管者对企业和其他方面的

努力的支持也十分重要，以便将这些努力融入

公共政策之中。只有当自然资本报告成为企业

规定之组成部分的时候，它才会真正成熟。

阅读报告《企业和投资者：自然资本披露的提

供者和用户》（Business and investors: providers 

and users of natural capital disclosure），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97

Zoe Balmforth博士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商业和生物多样性高级技术专家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那些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表现最佳的企业均胜过了它们的同行，

这也激励着投资者关注这些事项。如果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把企业的自然资本管理办法作为决策的

重要因素，就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对这个问题进行披露。这也会反过来推动企业提高其在自然资本

方面的表现。在这方面表现越好，企业就能通过投资决定带来的附加值，以及减少供应链中断、产

品和信誉受损，和‘追赶’不断收紧的法规的风险获得更多利益。商业世界中的自然资本管理可能

还未成熟，但正在快速发展。”

Pieter van der Gaag
自然资本联盟临时执行董事

“自然资本联盟把来自企业、会计行业、政府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汇聚在一起，通过一种独特

的合作方式共同起草自然资本公约，旨在依靠已有的领跑者，弥补差距，并促成该公约在试点期间

的顺利进行。预计随后所产生的自然资本框架将成为未来标准制定的起点。通过提供一个全球性

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认可的方法，企业将会认识到哪些是它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并且它们将能够用

大众理解的语言与社会进行交流。”

Stephanie Hime博士
毕马威英国自然资本和水资源首席专家

“当谈到自然资本时，企业仍然面临着两大根本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明确哪些是它们面临

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本问题，第二个是自然资本报告。企业所能利用的工具和技术正随着国家和区

域层面新措施的更新和发展不断演变。

“尽管自然资本领域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改变的速度也在加快，但这一领域仍然

处于演变之中。企业必须解决这些自然资本领域的复杂问题，确保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风险的

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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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停电
随着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前英国自由民主党能源部发言人雷德斯代尔勋爵（Lord 
Redesdale）致力于协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

如
果你觉得现在的企业电费账单很

高，这儿还有一个更吓人的事实：

那就是电费账单金额五年后很可

能会翻一番。

虽然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会带来巨大的风

险，但你的企业可能还尚未采取任何解决措施。

前英国自由民主党能源部发言人、能源管理者

协会（EMA）现任首席执行官雷德斯代尔勋爵

表示，“财务主管对能源问题知之甚少。能源会

大幅度影响利润率，也可能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然而企业的董事会却并未就此进行讨论。”

雷德斯代尔将此归结于以前能源“价格长

期低廉，以至于人们并未意识到事情将要发生

重大转变”。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开始意识到

这一令人不快的现实：廉价能源时代即将成为

历史。

发电能力不足是英国能源成本上涨的主要

原因。为执行欧盟空气质量法规，英国三分之

一的燃煤发电厂将于 2016年关闭，但拟建于

欣克利角 C（Hinkley Point C）的新核电站直到

2020年才能开始发电。根据英国国家电网的资

料，到 2016/15和 2016/17年的冬季，我们将

仅有 2%的盈余电能，换句话来说，我们离电能

耗尽只有 2%的距离。事实上，80%的 EMA成

员认为英国将在 2016/17年遭受电能减弱（特

定区域用电受限）的打击。

雷德斯代尔说：“我们用的电越来越多，但

我们的发电能力却越来越小。”而且他对一些已

被确定为当前能源危机的潜在速效解决方案表

示怀疑。比如在英国，提取廉价的页岩天然气

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即便可能，且从今天开始

提取，天然气的供应可能也只能持续到 2020

年左右。如果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购买能源，

我们将面临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市场的竞争，

这些市场的能源消耗能力甚至大于我们。雷德

斯代尔指出，“在欧洲，我们习惯了任何东西都

是第一个得到，但是未来不会了。”

能源节约战略
雷德斯代尔认为，能源成本的不断上涨未

来将成为企业生存的一个主要威胁。但会计师

可以向董事会就提高能源效率的必要性提出建

议，帮助企业缓解能源危机。而且随着信息技

术部门成为大多数企业中最大的电能消耗部

门，提高能源效率就成为了财务总监的明确任

务，因为信息技术部门通常属于财务总监的职

权范围。

雷德斯代尔建议，企业中的电脑、服务器

和打印机等所有技术设备都应配置仪表，使财

务总监能够监测这些设备的能源消耗量。“如果

不清楚自己公司中哪些设备在消耗能源，就会

面临很多由此产生的财务风险，”他说，“所以

要对整个企业的能源消耗进行监测，这样你就

会知道你在为什么花钱。”他还建议企业应该在

节能设备上进行投资，必要时可以采用能源管

理承包商的服务，他们能为升级改造技术装备

提供融资。

企业也应该仔细检查保存数据的类型及地

点。大数据可能会让营销团队感到振奋，但这

却需要大量消耗电能。通过电子仪器保管数据

已然十分昂贵，而且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这只

会变得更为昂贵。同时，一些像存储带附件的

邮件之类简单的事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电

能。雷德斯代尔透露储存 10000封以上此类邮

件所排放的碳超过了冬季燃料账单上燃料消耗

的碳排放量。

雷德斯代尔勋爵于

2012 年 建 立 能 源

管理者协会（Energy 

Managers Association），

代表英国能源管理

行业表达意见。他

还设立了英国低能

耗 企 业（Low Energy 

Company）、碳管理协

会（Carb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以及厌氧

分解和沼气协会（the 

Anaerobic Digestion and 

Biogas Association）。他

从 2000 年 至 2008

年担任英国自由民主

党在上议院的能源发

言 人，从 1991年 至

2008年为英国自由民

主党前座议员成员。

行为转变是促进能源效率提高的一个主

要环节，即使是很小的举动也能产生很大的影

响。位于伦敦的 Barts保健和国民信托（Barts 

Health NHS Trust）通过鼓励员工从三件简单的

事情做起：关闭闲置设备、关灯和关门，从而成

功地省下十万英镑。

由于教育对行为转变至关重要，雷德斯代

尔认为所有员工都应接受节能方面的培训。他

认为即使是最基本的节能培训也可以帮助节省

“如果不清楚自己公司中哪些
设备在消耗能源，就会面临很多由此产生的
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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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 3%的能源成本，而更深入的培训可以节

省 10%，培训加上能耗监测预计将节省 20%。

虽然培训很重要，但对于信息技术部门管理人

员而言，获得能源管理资格认证也至关重要。

雷德斯代尔预测：“五年后，你就不会雇佣那

些没有能源管理资格认证的信息技术管理人

员。”

创造一个行业
由于认识到了能源管理领域缺乏正式的资

格认证，雷德斯代尔在 2012年创立了能源管

理者协会，旨在通过使每个从业人员具备相关

能源管理技能，创造一个行业。雷德斯代尔说，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人们可以将其当作兼职来

做的行业。我们的目标是让团队中的每个人都

能获得能源管理资格认证。”

会计师不仅需要了解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

如何影响他们的企业，还要知道这会对供应链

产生什么影响。雷德斯代尔说，“如果能源成本

上涨了 30%，你的供应商就会把这上涨的 30%

的成本传递给你的公司。你能把这 30%再传递

到供应链上的下游公司吗？如果不能，这笔成

本就要从你的利润里支出。”他补充到，企业很

快就会发现，他们的客户会出于这个原因把能

源效率纳入他们的采购标准中。从好的方面来

看，那些对能源价格上涨反应及时的企业将会

发现他们拥有了竞争优势。

据雷德斯代尔所言，能源价格将会是财务

总监在未来十年内面临的最大的变动财务风

险。他预测，“由于能源短缺，能源价格在一天

中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在某些时间段

变得较贵。”这意味着企业或许只能在特定时间

才能负担得起开展特定活动，同时商店可能在

一天中的特定时间段关闭。雷德斯代尔也认为，

关于办公建筑的选择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能源

效率，而不是租金成本。如果什么也不做，最终

我们会为能源成本上涨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

雷德斯代尔总结道，“接到能源账单的时候，企

业可能面临破产。这不是一个拯救地球的问题，

而是一个核心财务风险。”

Sally Percy，记者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 EMA一级和二级标准的

信息，请访问：www.theema.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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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水资源
Roger Burritt和 Katherine Christ表示，水资源安全问题必须提上董事会议程，而
会计师将以“意识专家”的身份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
何获取水资源已经引起全球范围

内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这一问

题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

挑战。

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发布的数据显示，20世纪以来，全球人口增长

了四倍，而对于水资源的需求则增长了九倍。

论坛期间发布的《2013年全球风险》（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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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s 2013）报告将水供给列为前五大风险之

一，预计到 2030年，对淡水资源的需求将比现

有供给高出 40%。

据该论坛用水动议项目（Water Initiative）

数据显示，目前亚洲农业用水量占每年全球淡

水提取量的 70%，部分地区该比例甚至高达

90%。此外，预计到 2030年，为了满足增长目

标，亚洲国家的淡水需求将平均增长 65%。

企业已经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供应

链、生产和未来投资决策的影响。由太平洋研

究所（Pacific Institute）和 VOX Global共同发起

的针对美国大型企业的调查显示，近 60%的受

访企业认为水资源问题会在五年内对业绩增长

和营利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超过 80%的企业

表示将来在选择营业地时会考虑这一因素。

与此同时，ACCA也发布了多份报告，向

CFO提出了问题。首先，水资源会不会变成第

二个像碳排放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相关信

息披露是否足够？第三，在自然资本会计成为

趋势的情况下，水资源问题是否值得引起单独

关注？

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系列的考量，包

括企业用水来源、企业类型、规模、生产流程、

技术以及最为重要的因素：CFO的领导力。

获益匪浅
不同行业的跨国企业都将因此受益，尤其

是灌溉占据了用水 70%的农业企业。然而制

造型企业也能从改善用水管理中获益匪浅。可

口可乐和 Campbell Soup就是很著名的例子。

在太平洋研究所和 VOX Global的调查报告中，

AT&T、MillerCoors、康明斯（Cummins）、好时

（Hershey）和联合太平洋铁路（Union Pacific 

Railroad）也都是很好的例子。

不过，我们也只是最近才刚刚认识到与水

供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对企业业绩的重要性。

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CEO Water 

Mandate希望企业能够帮助联合国实现水资源

保护目标，确保污水能得到妥善处理，从而为

社区和集水区提供支持，提升企业声誉并帮助

CFO达成自己的目标。

无独有偶，在帮助企业衡量环境信息的

国际组织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中，企业的水资源管理项目也被认为是

企业管理的良策，它能够帮助企业：

* 在经营所在地获得社会认同和法律许可

* 防范或应对水资源短缺或管理不足产生的经

营危机

* 获得竞争优势或确保生存竞争力

* 确保盈利能力，对投资者和市场负责

* 维护企业价值和道德标准

* 会计整合挑战重重

会计师是出类拔萃的“意识专家”。拿水资

源为例，会计师能够帮助企业从不同地区进行

采购、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或者将产品卖给世

界各地的消费者。然而，随着全球会计专业机

构开始采取可持续发展措施，有证据表明要将

水资源等自然资本方面整合进会计实务会比较

困难，原因包括几个方面：

* 对水资源盈余和短缺的会计核算要求跨学科

的合作；气象学家、水文学者、工程师、律师

和财务专业人员要互相协作，才能预测降雨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

稻田对水资源的依赖

度非常高。水供给已经

成为全球前五大风险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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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覆盖范围、蓄水量、分布、污水量、成本

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 会计师和审计师应当接受培训，学会对风险

和机遇的内外部披露。自然资本的综合报告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我们需

要的是一个由水资源相关的会计信息所引导

的 CFO 带领的积极主动的董事会，和由投资

者、员工和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方构成的领

导基础。

* 水资源市场和水资源银行正在快速发展，对

于拥有水资源结余使用权或在“银行”有地下

水储备盈余的企业而言这种模式将会非常有

利，他们可以将自己手上的水资源出售或转

让给其他有需求的公司。了解水资源对财务

的影响能够为公司节约大量成本、获得生存

竞争力，并赢得声誉优势。

* 即使企业和水足迹（water footprints）的水

资源管护标准尚处起步阶段，但仍需严格

遵守。

* 专业人员协会通过制定规定、自愿协议以及

资格认证计划，在政府和企业间提供必要的

自我监管。而类似 ACCA这样的机构则鼓励

企业对包括水资源在内的所有自然资本进行

准确核算，从而提高这些自然资本的使用效

率，同时鼓励那些对自然资本有着重大影响

或依赖的公司对相关信息进行报告。CFO应

当对专业机构进行游说，确保这些机构能够

制定自我监管政策，并对未来的水资源会计

事务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旦人们认识到水

资源的重要性，就可以推行单独的水资源会

计，并由会计师制定相关指南。

可用的工具
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

为《水资源之于企业：私营部门可持续水资源管

理指引》（Water for business: initiatives guiding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的报告，其中有许多最新及详实的工具

为了到 2020年将每吨食品生产所需用水量减少一半，Campbell Soup公司正在重新评估

其生产流程。2013年，这家美国罐装汤及相关产品制造商的经营用水量相比 2008年减少了

20.7%。同年，其每吨食品生产所需用水量降低了 2.6%。自 2008年以来，累计共节约用水大

约 48亿（美制）加仑。现在该公司希望能够将这个流程标准化，用于用水量最大的几个业务，

包括汤、酱料和果汁产品。

在更广的范围里，Campbell Soup开始进行水资源缺乏的图上演习。Campbell Soup每年

都会对用水量进行点对点的匹配，与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全球水工具进行比对，并对采水、水循环和污水处理流程进行高度

关注。

案例分析：Campbell Soup

Roger Burritt是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会计及可持

续发展学教授，环境

会计学专家。

Katherine Christ 正

在南澳大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会计、公司

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

心攻读博士学位。

介绍。目前可供选择的工具包括一些一般性的

措施，例如水足迹评估和生命周期评估，以及

针对特定行业的指引 — 例如饮料行业环境圆

桌论坛之水足迹工作组会议（Beverage Industry 

Environmental Roundtable Water Footprint 

Working Group）。

对水资源的会计核算应当根据企业内部的

特定活动度身打造。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

以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这些信息，否则水足迹

分析本身毫无意义。企业如果想要增加自身的

价值，就应当推行内部管理措施，关注合法性

和声誉的建立。通过改善用水，降低在水资源

短缺或盈余时期的风险，以及把握机遇，来实

现广泛的经济和环境利益的提升。

董事会已经逐渐开始担忧干旱地区的水资

源短缺，洪涝地区的水资源过剩，水资源污染

地区的水供给质量，如何确保供水来源以及极

端天气下的用水问题。财务专业人士应该回到

问题的根本，与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做出有效

的长期决策。

阅读《水资源：下一个碳？》（Water: the next 

carbon?），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93

阅读《水资源信息披露》（Disclosures on 

water），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94

阅读《自然资本是否是一个重大问题 ?》（Is 

natural capital a material issue?）（野生动植

物保护国际和 KPMG共同撰写），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95

阅读《水资源之于企业：私营部门可持续水资

源管理指引》（Water for business: initiatives 

guiding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请访问：http://tinyurl.com/

wbcs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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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魔法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尤其是那些具有全
面资格认证的课程，将彻底改变高校和职业教育项目。

每
年，科技的进步都在不断改善制

造业生产力，降低价格以及提升

盈利。现在，类似的过程也可能

将出现在教育业。基于网络的

教育，尤其是 MOOCs，将大幅降低成本，提升

品质。

“牛津建校已经超过 900年，哈佛成立也将

近 400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 Alex Tabarrok表示，“然

而高校教育的生产力却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提

高。高校教育仍然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需

要许多教授和昂贵的教学楼。”

不过，Alex Tabarrok指出，随着各大高校

开始试点网络教学，所有这些即将发生改变。

在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已

经开始提供全面的在线课程，而英国公开大

学（Open University）所 属 的 FutureLearn 已

经与超过 20所高校达成合作协议，着手开设

网络课程。

ACCA 近期通过 FutureLearn 的 MOOC 平

台推出了一项授予认证的商业课程，该课程

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

教师设计制作。ACCA 执行总监闵晴（Clare 

Minchington）表示，所有完成在线课程，并在

FutureLearn中心通过监考考试的学员，都将

得到 ACCA颁发的证书。“到目前为止，许多

MOOC课程都只是上完课就结束了，”她指出，

“因此，为学员提供真实的专业认证是非常重要

的一步。”

难以进入主流
不过，障碍仍然存在。大部分在线课程并

不能得到认证，也不会颁发学位。由于没有实

际的奖励，90%的学生都会中途放弃。问题

在于这些课程是否能为主流所接受。高校推动

MOOCs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前普林

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长 William 

Bowen所作的一项研究显示，互联网能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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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降低 37%到 57%。这还不包括减少教学

楼和削减差旅费而带来的节省。更重要的是，

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学校可以教授更

多的学生。

在多年物价飞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节省

无疑会受到欢迎。“大学教育成本的激增已经成

为潜在的经济威胁，”华盛顿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智囊团的教育专家 Neal McCluskey

表示：“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都背

负着沉重的债务，好多人还不能找到好的工作。

低价值的教育是已然承受着赋税重担的纳税人

所无法负担的。”教育组织协会美国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的数据显示，美国高等教育成

本自 2000年以来爬升了 72%。与此同时，英

国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的报告则显示，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

人的平均工资则降低了 15%。

然而，如果质量不能保证，成本降得再低

也没有用。不过，支持在线教育的人们认为这

种情况不会出现，而且教育成果还会得到提升。

首先，无法提供认证或正式的资格证书是导致

在线课程的高辍学率的原因。Bowen的研究显

示如果在线课程和课堂教育能够使用同等的方

式进行衡量，并且都能提供认证，那么在线课

程学员在测试分数和课程参与率上的表现会和

课堂学员一样好。

知名教授的走红？
更好的是，在线课程和 MOOCs能够防止低

质量的教学。“目前，一个优秀的教授一天最多

只能为一、二百名学生授课，这是一个大型教

室的容量。”边缘革命大学（Marginal Revolution 

University）的创始人 Tabarrok表示。这是他自

己创办的一个经济学在线学习网站。

“而现在，这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一天内

所教的学生可能比苏格拉底，或者任何其他伟

大的教师一生所教的学生还多。高校教育可能

会出现胜者为王的局面——少数知名教授的

报酬可能会高过体育明星。”这种明星效应的

例子已经可以在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看

到，他们提供超过 4000门和学校同步的微型

讲座。“在概念解释的能力方面，几乎没有数学

老师能和 Salman Khan相匹敌，他们可以让学

生参与在线课程，然后和他们一起探讨例题，” 

McCluskey 说道。可汗学院每个月能上 3亿节

课，教授约 1千万学生。

此外，在线课程能够让教学评估变得更加

简单，这也是人们对其教学成果寄予厚望的原

因。“针对同一门课程，我们可以对不同组别的

学生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然后评估哪一组的

成绩更好，”Tabarrok 说道。“这种随机的试验

能让我们不断改进我们的课程，但这在平时的

课堂上是很难实现的。”

更具有革命性的是，我们有望将人工智能

应用于在线课程。“未来系统可能会自动检测出

学生缺乏哪些知识，或者对哪些内容还不太理

解，从而引导他们学习相应的材料，弥补这些

不足。”Tabarrok 表示。

然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创业管理教授 Vance Fried指

出，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有动力去削减成本。

“除非学生和经费越来越少，否则这些学校可

能不会看到提供更多资金价值的必要性，”他

表示，“现阶段，能向传统学校施加压力，使其

降低成本的选择并不多。”同时，许多学生和家

长把价格看作是品质的指标，因此愿意支付大

量的金钱，即使是排名中等的学校也不例外。

他认为，虽然这些情况已经在改变，但仍旧十

分缓慢。首先，可供选择的低成本方案正在增

加。以美国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为例，他们在线上提供完整的课程

和学位认证，且教学品质也非常优秀；与此同

时，葛雷斯学院（Grace College）和杨百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也正在尝试提升资

金价值。但是要过滤主流教育成本，这个过程

可能会持续数年。

至于谁会成为在线课程的翘楚，这个问

题目前尚难作答。竞争者包括哈佛和麻省理

工共同创立的非营利性 MOOC机构 EdX。不

过，那些非常有声望的学校在这条路上可能会

显得有些步履蹒跚。“哈佛如果提供了太多免

费内容，或者让其课程被其他相对逊色的院校

所采用，可能会连累其所授学位的独家含金

量。”Tabarrok 指出。他认为一些声誉较好的中

等院校反而会处于优势：“他们有优秀的课程内

容，又可以免于教学点分布的限制。”这有可能

会颠覆整个教育系统。“那些有广泛网络分布的

大学可能可以会为了招揽最顶尖的教师，而支

付可观的报酬。”

即使是在线教育最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变

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重大的改变可

能即将到来。到 2020年，教育成本可能会更

低，而质量则会更高。

Christopher Alkan，记者

“飞速增长的高校教育成本已经成为
潜在的经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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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可挡的网络课程
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亚洲的节节攀升，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必将在该地区迅猛
增长。

对
知识的渴求从未在亚洲激起如此

大的兴趣。该地区高等教育入学

率均在显著提高，而即将步入职

场的莘莘学子也跃跃欲试地想要

在这一亚洲的时代里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同样也是一个移动的时代，一个无法再

被划分入传统教育模式的时代。亚洲教育机构

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并较早地引入了大规模在

线开放课程（MOOCs）。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该校在

2013年即与 Coursera（美国主要在线课程提供

平台之一）合作，并持续引入新的课程从而对

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国立大学副校长（学术事

务方向）兼教务长陈永财（Tan Eng Chye）教授

表示，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通过互联网，

学生不仅能够使用所有常见的学习工具，还能

在线与同学和教授交流及获得学术支持。这也

让学生们聚首咖啡店和图书馆讨论他们在线课

程的行为蔚然成风。

陈永财表示，在线开放平台提供的丰富的

学术内容能够加速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在

高等教育方面的知识分享。

中国的顶尖学府显然认同这一观点。越来

越多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大学提供 MOOCs，包括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以及最新加入的香港大学。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也变得越发普及。中国最大的在

线学习门户网站学堂在线（XuetangX）由麻省理

工与哈佛大学共建的MOOC平台EdX提供支持。

韩国的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

日本的东京大学（Kyoto University）目前也已与

EdX建立联系。

此外，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也与 Coursera

合作提供中文网络公开课。Coursera是一家社

会创业企业，通过与斯坦福、耶鲁、普林斯顿等

全球顶尖大学的合作，提供在线课程。

Coursera和 EdX的课程均是免费的。同

时，据说另一个加拿大主要的 MOOC平台（同

样是非营利性机构）Udacity在印度拥有庞大

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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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容（Helen Brand）
ACCA行政总裁

“创新是 ACCA的灵魂。自 1994年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帮助更多的人走

上会计师的职业道路。同时，我们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确保 ACCA资格认证无论与商界还是公共部

门均具有相关性，从而成为致力于在财务会计领域寻求职业发展的人士的关键资格认证。

“今天我们的学习方法已经较 20年前、10年前甚至 5年前发生了重大改变 — 而这些改变

极大地受到技术和终端用户需求的推动。简单地说，今天我们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学习。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统计，全球目前共有 2,625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借助网络世界的即时

性，MOOC让人们能够有机会在大量丰富多彩、趣味盎然、极富挑战或是引人深思的科目中选择

学习。因此，我很自豪 ACCA成为首家赞助 MOOC的会计师组织。该 MOOC课程名为 Discovering 

Business in Society（探索商业社会），由我们联手 FutureLearn创建，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学术人员开发。因此，该平台的质量优异，潜力无穷。”

Robin Mason
埃克塞特大学商学院院长

“首先我想先向大家坦白：我并不知道在线学习将会如何改变未来的教育。并且，我怀疑那些

自称了解的人也并不知道。不过，我能够确定的是，未来必将发生巨大的改变，而做好准备迎接这

些改变则是明智的。这正是我们与 ACCA合作开发 Discovering Business in Society这门在线课程的

原因 — 它是我们拥抱教育界形形色色的创新的众多努力之一。

“我猜想在线教育能让顶尖的教育品牌扩大覆盖范围。虽然教育有着崇高的目的，即，以知识

的力量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教育的方法还是要遵循商业规律。这也是品牌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的部

分原因。比如，MOOC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最好的教育内容带给更多的人。其中的品牌可能是教育机

构，比如我的大学或 ACCA。更具争议的是，这些品牌也可以是个人教育工作者。

“我的另外一个猜想是，在线教育将使传统的讲堂授课成为历史。讲堂授课一直是有效的知识

传播途径，但它在实现双向意见沟通和确保学生的理解深度上存在局限性。如果能够被很好地利

用，在线学习的内容将丰富得多。在线学习能够让学生在需要思考的时候暂停学习，点击随附的链

接获取额外资料，以及与他人（这些人可能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互动。这将使诸如埃克塞特这样

的大学能够专注于他们的竞争优势：以高质量的师资团队引导聪明的学生以小组形式开展讨论 — 

传统的课堂模式将被完全颠覆。

“不过，我的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我期待着在与 ACCA合作推出 MOOC的过程中能有更

多的学习和了解。”

MOOCs正在亚洲蓬勃发展，因为这一模式

符合亚洲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该地区普遍实现

了数字互联，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水平世界领

先。然而，大多数现有教育机构根本无法满足

日益增长的学位需求。

据报告，在 2012/2013年间开出的课程

中，来自亚洲的学生占三大 MOOC平台全球总

参与人数的 21.4%。

机遇与挑战
MOOCs在亚洲既提供了机遇也提供了挑

战。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科学、技术与创新的

Naubahar Sharif说，虽然在线开放课程能够将

高等教育带给大众，但引入 MOOCs不应建立在

牺牲当地现有教育服务的提供的基础上。香港

科技大学在中国开发了科学、技术和社会学的

MOOC课程，但 Sharif说，他的第一职责将始终

是走进校园的学生们。

“如果能够对 MOOCs做出一些调整，使它

们适用于本地教学，那么推出一种混合的教学

模式的可能性会更大，”他说，“事实上，基于我

的 MOOC，我正在为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开发

一种混合课程。”

印 度 尼 西 亚 特 布 卡 大 学（Universitas 

Terbuka）校长 Tian Belawati博士同样认为，

MOOC“不仅是炒作”，它必将最终找到自己的

位置并融入正规教育中。

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亚洲许多教育机

构的领导层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然而，对于

开放式和远程教育的支持者来说，MOOCs能够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证明高等教育也可以通过远

程实现。

Sumathi Bala，记者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tinyurl.com/

acca-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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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商业
ACCA亚太区政策主管周俊伟（Chiew Chun Wee）表示，我们在一系列 ACCA峰
会上听到，面对快速的创新，财务部门正在迎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电讯业

巨头 AT&T找到了一家备受尊敬

的全球调研公司，让其对手机市

场的潜力进行评估。这家调研公

司做出了当时被认为颇为大胆的一个预测：到

2000年，全球将有 90万台手机。而事实上，

这一数字达到了 1.09亿。这个故事是由 ECSI

咨询公司的执行合伙人 Luciano Pezzotta在吉

隆坡举办的 ACCA峰会（此次系列峰会于 2014

年 5月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吉隆坡和新

加坡举办）上发言时与我们分享的。商业和财

务领袖以及其他专家的发言涉及了大趋势、机

遇和误区等主题，他们发现了新兴趋势，并分

享了他们对于与会代表能够如何利用发展的契

机并减少相关风险的观点。

在持续全球化和新兴商业模式的背景下，

新的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重要转折

点。财会专业人士也会自然而然地担心新的业

周俊伟是 ACCA亚太区

政策主管。他曾在一家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负

责制定审计方法和政

策，并在新加坡公共会

计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

经验。

务需要如何进行会计核算，以及他们的工作如

何能够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得更加容易。更大的

挑战则来自于要求财会专业人士从自身做起，

推动创新。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对于新的商业

模式和 IT知识就不能够仅仅是一时兴趣而已。

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Regulatory Authority）的首席执行官

Kenneth Yap表示，通过将会计师的工作往价值

链的上游推动，技术在保持财会行业的竞争力

和相关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是，

该行业正面临着人才的挑战，其部分原因是人

们认为会计和审计工作既费时又费力。“技术可

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改善这种状况，” YAP指

出，“有很多方法能帮助财会行业提高工作效

率⋯⋯我们有着巨大的潜力，充分利用技术来

实现流程自动化，并提高会计师的工作效率和

价值。”

然而，渣打银行新加坡与东南亚地区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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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jeev Agrawal在新加坡峰会上指出，很明显

技术能够在面向未来的企业和财会行业发挥不

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核心问题需

要考虑。

“技术是伟大的推动者和工具，”他说道，

“一个人可以拥有最好的乐器，但乐器本身并

不能够演奏出音乐。它们还需要正确的态度

和文化。”

“使你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

201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电算化的不断深

入，会计师和审计师的工作在未来二十年之内

会存在高风险。《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文钊指

出，财会专业人士必须让自己成为整个价值链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的价值纯粹是数

字运算，那么你不必再等待 20年。今天的计算

机就可以取代你。”

“得益于大数据分析，电脑拥有辨别力和

很好的模式识别能力，因此有可能取代某些工

作。”星展集团（DBS Group）CFO Chng Sok Hui

在新加坡峰会上说道。但是，她还指出：“那些

需要高度创造性和社会智能的工作不太可能会

被替代。跨学科的专家角色也很难被复制。” 

Chng Sok Hui认为财务职能部门可以通过作出

显著贡献，从而保持其相关性。她提到了财务

在推动组织调整和衡量企业成果，以及引导企

业推动股东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TCL集团副总裁兼 CFO黄旭斌在广州峰会

上表示，公司不允许财务部门局限在办公室里。

“公司的期望是财务部门把 60％以上的时间花

在办公室外面⋯⋯财务部门应该在产品策划、

市场调研、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等不同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说道。

“顺应大趋势”
东软集团的高级副总裁兼 CEO张晓鸥在北

京峰会上指出了大数据和新兴商业模式的“颠

覆性”意义。“通过阿里巴巴、腾讯和亚马逊等

公司涌现出来的创新商业模式已经大大改变了

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其竞争对手的商业模式。

当今的重点是社交媒体和即时信息交流。”张晓

鸥说道。

时任 PayPal中国 CFO梁嘉声在上海峰会

上说道：“大数据向 CFO提出了挑战，但同时

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 CFO处在连接

所有内、外部信息的最好的位置上。信息就是

王道。能够成功转型的 CFO将会成为未来企业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勤中国企业风险管理服

务主管合伙人赵善强在北京峰会上也呼应了这

种看法。“CFO应该转型为首席信息官，他应该

拥有公司内所有的信息和数据，包括那些传统

上认为与财务无关的销售数据和市场信息。”他

说道。

在吉隆坡峰会上，Pezzotta则降低了企业

对于大数据的预期。“最具有颠覆性的创意往往

来自于一些智慧的火花，而不是来自于对大量

数据的深入分析，”他说道，“我想要强调探索

的力量，尤其是观察、互动，以及与客户交谈，

从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当我们看到困难

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了创新的重大机遇。” 

Pezzotta还建议与会代表在培养和训练创新能

力方面进行投资。“研究表明，智商（IQ）源自

于基因，而创新则与情商（EQ）相关，情商是可

以后天培养和发展的。”

仍是在吉隆坡峰会上，谷歌马来西亚的产

业主管 Andrew Olah阐述了拥有正确的企业文

化从而推动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也有很多产品

只是昙花一现。但那没有关系。谷歌的理念是

推出、迭代、尝试，如果失败了，那就从失败中

学习。关键是把新产品摆到消费者面前，得到

他们的反馈意见，然后改进它。我们总是会把

用户放在首位。”他解释道。

但是这对小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有人

认为，通过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新的

技术和商业模式也能够使小企业受益。香港电

脑学会（Hong Kong Computer Society）商业智

能与大数据分会创始人兼主席湛家扬博士（Dr 

Toa Charm）指出，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云技术中

可获取的第三方服务。“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将会

是一大优势。”他说道。其他演讲者还补充到，

制造商和出口商也可以利用例如 Alibaba.com

等网站上现有的服务，或者以较低的成本建立

自己的网站，保持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并借助众

多的社交媒体软件工具开拓新的客户。

评估新技术
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财务需要抛弃

过去管理重点在控制和效率时制定的那些管理

方法。Pezzotta强调了两个误区：“根据以往的

基准制定计划和编制预算，而不是根据现有的

战略选择的潜能来分配资源；要求严格的定量

回报（净现值或内部收益率）的资本支出过程，

然而对于有吸引力的新市场，回报往往是很难

量化的。有的时候，仅仅因为我们无法量化回

报，就会让我们错失良机。”

TCL集团副总裁兼 CFO黄旭斌在广州峰会

上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财务向来都主张确

定性。我们往往只会在成功率达到 98%的时候

才会慷慨解囊；我们不喜欢投资和借钱。但是，

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尽管

确保适当的控制和风险管理框架仍然是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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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但 CFO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更加

积极主动地寻求商业机会。在我看来，只是原

地踏步而不求扩张，是当今的商业环境中最大

的风险。”

中兴通讯副总裁陈虎在上海峰会上表示，

我们不能靠预测来评估新项目的可行性。他建

议考虑“时间”因素：“首先，公司需要投入多

少时间和资源？其次，消费者最终会在你的新

项目上花费多少时间？消费者在你身上花费的

时间越多，你的估值就会越高。”

技能多样化
陈虎提到，共享服务和外包安排，以及近

期全球服务业务的出现已经改变了许多企业的

财务职能。因为这些安排使财会专业人士从许

多传统的职责中解放了出来，他们需要多样化

的技能和工作范围，从而贡献更大的价值。

陈虎说道：“财会专业人士需要将数据转化

为信息和情报；找到数据和运营以及非财务信

息之间的相互关联。你能谈业务吗？这是一个

关键的交界点。那些没法转变的人终将会被变

革的洪流淘汰；而那些经受住这一重要转型的

人将会成为 CFO。我们为什么被称为 CFO？它

比 CEO少一笔，但比 CTO和 CIO多一笔。”

在上海峰会上，时任惠普软件集团大中

华区总经理的于志伟指出，首席财务技术官

（CFTO）需要充分理解云计算，“包括知道私有

云、公共云和混合云之间的区别”。

在大数据方面，CFTO应该能够做到“从非

结构化数据中区分出结构化数据”等等，IT素

养能够将财会专业人士带上一个全新的层面。

“作为一名 CFTO，你需要把握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而彻底改变一家企业，”于志伟说，“如果无

法理解这些的话，你将无法正常工作。你甚至

不能够恰当地做好基本的会计工作。”

财会专业人士应该不断寻求接触面和知识

点的多样化，从而寻求颠覆性的改变。Sophia 

Pang在吉隆坡峰会上分享了她的经验。她曾经

是一名经受过训练的会计师，现在是 IBM东盟

区绩效管理解决方案主管。“敢于尝试和思考与

你当前的职责完全不同和不相关的事。千万不

要认为你将要开始做的事与你的职责是完全无

关的⋯⋯这可能会有助于改变你的心态，并跳

出思维局限。”

数据安全
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将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应

用在市场需求预测和消费者行为调研等领域。

理想情况下，数据分析能够通过匹配市场偏好

进行“交叉销售”和“向上销售”，从而提升客

户价值和体验。

利用 SoMoClo（社交，移动和云技术）是一

项重要的商业需要，但是企业也必须把监管框

架牢记于心。立杰律师事务所（Rajah & Tann）

的合伙人兼技术媒体和电讯副主管 Steve Tan

在新加坡峰会上说道：“在一家公司能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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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蔡鹏鹏在新加坡

峰会上讲解发展技术

的重要性，并敦促财

会专业人士准备迎接

变化。

探查和数据分析之前，他们必须获得相关个人

的同意。以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企业这样

做。”现有的和潜在的监管要求将大幅增加商业

成本：例如，“公司将会需要一个针对个人数据

使用情况的内部追踪系统。”这是根据《个人数

据保护法》中对于企业的数据获取义务提出的，

使得个人能够要求企业告知他们的个人数据

在提出获取请求前一年内是如何被使用和披露

的。Steve Tan还指出：“SoMoClo进一步发展

的核心在于其进行消费者数据分析的能力。”

在北京峰会上，德勤中国企业风险管理服

务主管合伙人赵善强强调了内部数据的安全也

很重要。“设立防火墙，把最机密的数据锁在办

公室而不放到网上是不够的。即便与外界完全

隔断也不足以确保公司内部数据的安全性。”他

指出。

“目前的趋势是 BYOD，即携带自己的设备

办公。一旦一名员工插上 USB并与他公司的计

算机系统相连，即便他并没有连接互联网，该

公司的中央数据中心还是会受到影响。问题在

于有太多的员工将他们自己的设备与公司的局

域网相连接。提高员工的数据安全防范意识是

至关重要的。”

在香港峰会上，毕马威合伙人梁思杰说道：

“数据和网络安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

题。这是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CFO应该积极

地参与其中。”

直面挑战
财务人员拥有巨大的机遇，为企业的未来

做出显著的贡献，从而确保可持续发展。在峰

会期间进行的很多辩论的根本信息是财会专业

人士应该接受变化，并突破常规。这样，不仅站

在企业经济效益的角度，而且站在自身职业成

就的角度，他们都可以创造不同。

此外，在北京和上海峰会上发言的还有

ACCA未来研究主管蔡鹏鹏（Faye Chua），她

介绍了 ACCA报告《数字达尔文主义：适者生

存》（Digital Darwinism: thriving in the face of 

technology）的研究成果。“作为企业资产值得

信赖的守护者，在这样一个动荡和移动的环境

当中，财会专业人士所带来的是道德领导和管

理。”她说。

那么，我们的财务领导人准备好了吗？

阅 读 ACCA/IMA 报 告《 数 字 达 尔 文 主

义》（Digital Darwinism），请 访 问：www.

accaglobal.com/a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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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ete Jember Bobe 

FCCA 在 澳 大 利 亚

迪 肯 大 学（Deakin 

University）商业和法

律学院会计、经济和

金融学专业担任会计

学讲师。他来自埃塞

俄比亚，是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ACCA会员

委员会的主席。20世

纪九十年代，他还是

受 ACCA全面资助和

支持的埃塞俄比亚注

册会计师学生社团

（Certified Accountants 

Students Society） 的

创始人和前主席。

时机已到
Belete Jember Bobe博士认为，落实近期的建议，推进埃塞俄比亚会计业发展的
时机已到。

腐
败、公共资源不当管理以及会计

违规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发展中

国家是巨大的挑战。强大

的会计从业人员无疑

将对对抗这类长期存在的问题产

生积极且重大的作用。多个研

究曾对埃塞俄比亚会计从业

人员的水平进行过评估。

然而，这些研究提出的大

部分建议最后都被束之

高阁。这其中包括 ACCA

于 2005 进行的研究，

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在 2007年

联合研究撰写的《会计标

准和准则遵守情况报告》

（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

ACCA为埃塞俄比亚联邦贸

易 和 工 业 部（Federal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就会计和审计

准则的发展进行过一项研究。在研究中，

ACCA为埃塞俄比亚制定了一份“路线图”，并

就建立准则体制，设定一套埃塞俄比亚会计准

则，在埃塞俄比亚实行国际审计准则（ISA）和

推行用于审计质量控制的调查和纪律系统给出

了许多建议。

《会计标准和准则遵守情况报告》考察了公

司领域中的会计、审计和财务报告实务以及配

套基础设施的情况。该报告深入许多关键利益

相关方征求意见，包括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

最终得出了以下建议：

* 修订 1960年制定的《商法》（Commercial 

Code）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 颁布财务报告法

* 成立全国会计和审计师委员会

* 建立会计准则 *，并要求所有审计师遵守 ISA

* 成立拥有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会员资格

的强有力的职业会计师机构

* 建立本地的会计职业和技能资格认证

* 提高所有监管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地

履行职责以及处理监管中与国际财务报告标

准有关的问题

* 开展活动提高会计意识，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七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落实《会计标准

和准则遵守情况报告》建议的努力：成立了指导

委员会，起草了财务报告法和职业协会成立章

程，以及在 2014年 6月 14日，众议院通过了

《财务报告宣言》。

现在，政府已经颁布了财务报告法。资助

者以及所有关心埃塞俄比亚的会计业发展的人

士都应共同努力，致力于实现建议的内容。这

将有利于职业会计师的本地教育，改善私人和

公共审计师的监管，发展职业道德文化，以及

促进财务管理信息的高质量和及时性。

显然，要彻底解决浪费和腐败现象，仅依

靠会计从业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

埃塞俄比亚与其他的国家是相同的。

然而，汇集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建

立健全司法和体制框架将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第九期     71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埃塞俄比亚



虚增利润
正如最近一本书中所描述的，从整个历史上来看，那些依靠良好会计实践而崛起
的国家最终都经历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衰落。

会
计总体而言是好的，但人们也很

容易忘记会计存在的意义不仅仅

是技术专业知识和追求精准的努

力。会计最重要的部分便是问责，

即获得结果，并令某人为该结果承担责任。正

如 David Tweedie爵士（见 42页）过去担任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时所说，会计的目的就

是“让资本主义保持诚实”。

但问责的力量却远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

社会、国家、民族和政治建筑借此保持运营的

方式。如果不以问责为中心，这些机构就会溃

败。而且历史上很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历史和会计学教授 Jacob Soll在其

最近的一本书中以批判的叙事方法记录了这些

历史。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一段：“一次又

一次，良好的会计实践创造出了建立政权稳定

的政府和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信

任，而那些差劲的会计实践和缺乏责任心的参

与者则带来了财务混乱、经济犯罪、民事骚乱，

甚至更糟糕的情况。这些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

情形完全相似：数万亿美元的债务，大规模的

金融丑闻，这和历史上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

（Medici）、荷兰的黄金时代、大英帝国的全盛时

期，当然还有 1929年华尔街风暴中的情形如

出一撤。”

会计和问责脱节会导致严重后果。Soll写

到：“资本主义和政府似乎只有在财政问责制

正常发挥作用的有限时期内，才有了蓬勃发展，

而未出现大规模危机的困扰。”

人们早在将近一千年前就已经知道如何进

行良好的会计实践了，但许多财务机构和政权

体制却对其置若罔闻。那些成功的社会不仅拥

有丰富的会计和商业文化，而且还努力构建了

健全的道德和文化框架，当人们习惯性地在会

计工作中出现忽略、造假或错误行为时对其进

行管束。

他认为，账本的平衡代表了
在上帝那里道德的平衡。

Soll表示，你会发现一个因为不明白这一

道理而经历了惨败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历

史上不断以同样的方式上演，直至最近几十年

还能见其重演。回顾 16世纪末期，由于西班

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所领导的财务机构没有共

享信息，因此改革未能实施。尽管菲利浦已经

“意识到一个人可以辞退他的会计师，但问题

“考虑到财务问责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Soll在 The Reckoning 一书中写道，“而

我们近年来却依然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审计，使企业和政府负起责任，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然

而，我们的困境却遵循着一个历史模式，那就是任何会计改革只要一开始进行，我们就能找到

一种方式抵制它。实际上，技术的兴起使得会计问责的任务变得愈加令人望而生畏，监管者，

甚至审计师也站出来反对错综复杂的大数字和财务对数、高速交易，以及捆绑抵押贷款等复杂

金融产品。”

Soll写到：“从文艺复兴到 19世纪，伟大的艺术家和哲学家都在描绘和讨论会计师以及他

们在社会中的复杂角色。但如今伟大的艺术家再也不描绘会计师了，这并不令人惊奇。在像安

然公司事件这样可耻的惨败之后，会计师在人们眼里不仅令人讨厌，而且惟利是图，缺乏专业技

能。几乎没有政治和金融评论家讨论会计师或会计。由于令人不快的会计师形象和让人无法解

读的会计职业，会计师已经与我们的日常文化隔离。”

技术进一步阻碍了问责制

安然事件后，会计师被指“缺乏专业技能”

72     第九期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问责



却不会自行消散”，但所有的一切都已覆水难

收。伟大的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的计划落空，

这不仅是一场西班牙海军的灾难，也是一场

财务灾难。

在 15世纪伟大的佛罗伦萨美第奇时期，美

第奇王朝“施展出了良好财务的力量，最终却

因为受到忽视会计的诱惑，沦为牺牲品”。正如

Soll所写到：“梅地奇银行伟大的掌管者用会计

创造了一台财务机器，使他们得以在文化和政

治上统治那一时期，在此之前，没有哪个家族

能像他们一样。然而仅一代人过后，他们就几

乎失去了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因为不良会计，

还因为他们不再把会计看做自身及后代知识体

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支。”

革命倒计时
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将信心押在财政大

臣 - Jean-Baptiste Colbert身上，这位财政大臣

编制出了小型账本。Soll写到：“这是第一次，

会计和传统知识一并被用来管理一个大政府。”

但之后 Colbert因为疾病而去世，财务信息就干

涸或被封锁了。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这个国

家“由于没有有效的会计体系而破产”。法国革

命的长期倒计时开始了。

多米尼加修道士 Luca Pacioli多年来以身

为达  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朋友和数学

导师而闻名，他在 1494年发表了第一本复式

记账指南。他认为，账本的平衡代表了在上帝

那里道德的平衡。Soll说：“如果交易能够被忠

实地记录下来，不仅可以帮助商人，也可以使

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好处，因为他们将被视为

‘值得信赖’和‘正直’的人。”这一观点把会计

推向了全世界。

然而这些数个世纪流传下来的经验却在

持续失宠并被人忽视，使世界再一次陷入财

务混乱、灾难和毁灭之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小说《小杜瑞特》（Little Dorrit）

中将这一现实融入他的故事。Soll写到：“在狄

更斯看来，维多利亚时期这些有意为之的不透

明会计和财政管理毫无意义地毁掉了像杜瑞特

这样诚实的人，并且为赛德里尔（Sadleir）这样

的江湖骗子大开方便之门，在书中狄更斯以梅

德尔（Merdle）先生之名使赛德里尔的臭名流传

下来。”

就个人而言，我很享受我在纽约所经历

的那一巨大巧合，当时正值大骗子麦道夫

（Bernard Madoff）被捕，而同一周在英国，电视

剧《小杜瑞特》的剧情发展到梅德尔意识到自

己的诈骗游戏已到尽头，然后自杀。对我来说，

这不过是在强调，当涉及问责和丑闻时，同样

的问题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而人们一丁点儿

教训也没学到或记住。

Soll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已腐

化，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陶器大亨和工业革

命巨头 Josiah Wedgwood 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达尔文简单明了地阐释了进

化的逻辑。他们都是有条不紊的人，都相信会

计可以使一切井然有序。Wedgwood把这一理

论教给了他的儿子和女儿；达尔文则对他的所

有活动都保留有详细的账本。

Raymond Augus te 

Quinsac Monvoisin 最

伟大的速写作品 Le 9 

Thermidor 描绘了罗

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被捕的

场景，这是法国大革

命的重大事件之一。

尽管在路易十四统治

时期已经引入了有效

的会计体系，但随着

路易十四的死，这一

体系也随之消亡，最

终导致这个国家走向

破产，为法国大革命

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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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文化
在交谈中，Soll强调了我们需要问责文化。

他认为我们过去有这种文化，但却把它忘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么多金融灾难。“这

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却丢掉了，”

他告诉我。他对历史的研究告诉他，如果没有

能够弄懂会计的人，就不能辨别经济中什么是

对，什么是错，不管在本国还是世界各地情况

都是如此。“从文艺复兴到 20世纪 50年代，

人们都会把所有事情记录下来，后来我们却放

弃了这种做法。”

关于如何在商业中重建信任的大辩论自金

融危机之后便开始激增，辩论的内容也与这些

紧密相关。如果没有了复式记账，“那么他们就

不能拿到所有这些房屋贷款”。

而且 Soll严厉批评了公共问责制中错误百

出的状况。当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70年

来首次将美国国债级别下调时，就出现了人人

皆知的两万亿美元计算错误。“这根本达不到

18世纪的标准。”Soll对我说。

从这些庞大且生动的历史事件中，我们认

识到当谈到问责和领悟力时，我们正生活在一

个全球性的新黑暗时期。Soll引用国际会计准

则理事会的说辞，称政府财会正处于一个“原

始的无政府”阶段。

就金融危机而言，它的发生大都是因为公

众与问责的脱节，以及实现问责所需的知识水

平和领悟力的缺失。我们不得不认同 Soll的一

个结论；“如果能够从危机中学到什么历史经验，

就是那些成功把会计作为其大众文化一部分的

社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Robert Bruce，会计评论员兼记者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Nations，

Jacob Soll著，Allen Lane出版社出版。

当谈及问责和领悟力，我们正生活
在一个全球性的新黑暗时期。

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

一处房地产的示威者

正面临着房产抵押物

被拍卖的风险。Soll认

为如果公众对会计基

本知识有更好的了解，

就不会有这些支付不

起的住房贷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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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月球进发
随着 21世纪空间竞赛速度加快，从资源到交通等与探月相关的经济效益也日益
明显。

我
们中的很多人离外太空最近的时

候便是玩愤怒的小鸟月球冒险游

戏的时候。然而那些不满足于只

是玩探月游戏的人很快就能离外

太空更近一步了。科技的进步使得那些过去只

有拥有无限预算能力的超级大国才能办到的事

情，现在也能被私人企业办到。21世纪的空间

竞赛开始了。

从现在到 2020年之间，我们将会看到那

些历经数年的研究、发展和梦想成为商业现实，

月球将变成空间科学、探索和商业爆炸性发展

的启动平台。月球快车公司（Moon Express）

CEO Bob Richards说：“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月

球商业探索的新时代。”月球快车公司是一家位

于美国硅谷的早期月球交通和数据服务公司。

“通过以企业家的身份探索月球，我们为

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的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触

及月球并利用那里的资源，而不是把地球的

资源耗尽。”

月球的慷慨馈赠预计包括氦 -3、铂族金属

及其他地球上的稀有元素。月球快车公司是众

多新成立的企业之一，他们所研发的机械太空

交通工具使其能够通过更加经济的方式勘探开

发外太空。

太空商业企业并非新生事物。即使在最初

的太空竞赛中，前苏联和美国政府也雇佣了承

包商。然而随着近年来太空经济的扩大，那些

已经成立和新成立的航天机构，以及快速发展

的商业部门也被包括在内。

来自全球各地的新创太空企业纷纷加

盟欧洲空中客车防务及航天公司（Airbus 

“通过以企业家的身份
探索月球，我们为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的
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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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ceand Space）、美国波音公司（Boeing）、

中国长城工业公司（China Great Wall Industry 

Corporation）和俄罗斯能源火箭宇航公司

（Rocket and Space Corporation Energia）等一些

传统的专业航天公司，竞相追逐来自空间探索

国家的合约，新兴科技创造的商业机会，以及

谷歌月球 X大奖（Google Lunar XPRIZE）。

丰厚的奖励
探月的潜在效益非常诱人，远远超过

三千万美元的谷歌月球 X大奖。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的研究列举出了探月所能带来的一系列不

断增长的机遇，其中包括：装备搭载和科技数

据等现有市场；行星采矿、着陆系统、行星探测

车、月球轨道飞行器和发射台等新兴市场；以及

向非太空市场进行技术转移。

而且，由于月球和太空新创企业及早期公

司能够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和注意力，这也带来

了许多其他相关的创收机遇，比如品牌曝光、

其他广告和营销方式、地球和太空电视节目合

约，以及太空旅行。

太空产品和服务的发展需要时间和金钱的

投入，但即使是钱袋子像中国一样鼓的国家也

无法预防“技术问题”。自 2013年 12月嫦娥

3号探测器帮助玉兔登月器实现了人类自 1976

年以来的首次月面软着陆后（为了探索自然资

源和月球地理），后者的功能性正在逐渐退化。

其他诸如资金缺乏和技术问题的障碍早已

将角逐 X大奖的团队数量从 33个减至 18个。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太空企业家都会如此轻易

地气馁，也并不是所有以月球为发展目标的早

期企业都是 X大奖的竞争者 — 尽管 X大奖慈

善基金会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基金会直接或间接地孵化或支持许多月

球和太空新创企业，以及包括冈田光信（Nobu 

Okada）在内的企业家。尽管新加坡新创企业

Astroscale创始人肩负清理太空垃圾的使命，但

当该企业初次向太空领域进军时，它将会选择

与 X大奖的竞争者合作。

日本企业大塚制药（Otsuka Pharmaceutical）

付费请 Astroscale把一罐该公司生产的粉末状宝

矿力能量饮料，以及 120个用激光刻上孩子们

心愿的盘子送上月球表面，Astroscale则又付

费请技术企业 Astrobotic来完成这项任务，该

企业计划在 2015年利用格里芬着陆器（Griffin 

Lander）进行首次登月，以此争夺 X大奖。

21世界太空竞赛的许多参与者都要依赖国

际合作和企业赞助。除了投递宝矿力能量饮料

之外，Astrobotic还接受一些其他的有偿搭载合

约：帮助提供“太空纪念飞行”服务的塞勒斯提

这也带来了许多其他与之有关的创收机遇，比如品牌曝光、其他
广告和营销方式、地球和太空电视节目合约，以及太空旅行。

到 2015年底，第一个研制出能够登陆月球表面的机器人，并且能够在月面行走 500米，

传回高清视频和影像的团队将会获得谷歌月球 X大奖。这项价值三千万美元的大奖吸引了来自

巴西、加拿大、智利、德国、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西班牙和美国的

许多国家团队，一个成员来自意大利和瑞士的丹麦团队，以及一个成员来自不丹、汤加和俄罗斯

等 30多个国家的国际团队参与竞争。

1967年颁布的外太空条约（Outer Space Treaty）禁止通过占有、使用或其他方式对月球卫

星及任何其他天体宣布主权。有超过 100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其中包括仅有的三个已在月球

上进行软着陆的国家：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然而比起产权，该条约更多关注的是太空军国主

义，这就为太空律师就该条约是否允许私人拥有天体所有权留下了足够的争辩空间。

聚焦 X大奖

月球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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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公司（Celestis）把人体骨灰送上月球；以及将

瑞典艺术家 Mikael Genberg的机械式自我组装

房屋送上月球。“月球房屋”项目是 Genberg的

众筹项目，旨在创造首个月球装置艺术。“我们

就是去往月球的联邦快递。”Astrobotic首席执

行官 John Thornton打趣道。

除了各种各样的有偿搭载，基于 Astrobotic

是否能够成功地传送如何在准确的地点着陆，

如何避免未知的月球障碍，以及如何战胜月球

上有两个星期长的寒冷夜晚等信息，该企业还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签署了价值数

百万美元的合约。

太空搭载
像 Astroscale一样，Astrobotic的未来计划

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搭载”活动。为了运送这些

有偿搭载，完成谷歌设立的任务，并传送 NASA

想要的数据信息，Astrobotic需要企业家和 X

大奖受托人 Elon Musk和他的太空运输公司

SpaceX的支持。该企业设计、制造并发射可重

复使用的火箭和空间飞行器，是唯一一个提供

向太空运送货物后返回地球服务的私人企业。

之前的 X大奖获得者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Astrobotic团队成员缩尺复合材料公司（Scaled 

Composites）凭借太空边缘试飞获得了首次 X

大奖，表明了这些奖项可以孵化新兴产业，吸

引新型投资；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

以缩尺复合材料公司研制的一架飞行器为

基础，创办了太空飞行公司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

维珍银河迄今尚没有把任何一位客户送入

太空，但该公司的商业太空旅行计划说服了大

约 700名追求太空旅行的客户在公司投入了

8000万美元。“在商业太空旅行发展的第一

阶段，我们将帮助人们进入太空，激发更多人

加入我们，来寻求太空探索和科学创新。”布兰

森说。

从更长期来看，维珍银河也希望自己的这

支可重复使用的宇宙飞船队能够运送科研装

备，进行月球一日游，把假日游客送至太空旅

馆。尽管在月球上或更远的地方建外星球旅

馆的想法似乎有些不靠谱，但布兰森却并非唯

一一个认为这些概念即将实现的企业家。

除了在旅馆和房地产领域投资外，企业

家 Robert Bigelow决定把太空住宿作为他的下

一次冒险。新成立的毕格罗宇航公司（Bigelow 

Aerospace）早已和 NASA签署合约，为其提

供航天员住宿；他也表示如果太空法能够保护

其投资的话，他还有意在月球上建立栖息地。

Bigelow希望政府能够明确界定太空中的财产

权利：“是时候认真对待月球产权了。”

这是一个急需人们关注并达成国际共识

的问题，有很多资金将会因此流失，也有很

多利益由此获得。根据太空基金会（Space 

Foundation）的数据，2013年全球太空经济

的商业创收和政府预算为 3141.7亿美元，与

2012年相比增加了 4%。太空产品和服务、航

天机构商业基础设施等商业活动，以及商业部

门的迅速发展助推了这种增长。

尽管 21世纪太空竞赛才刚刚开始，但月球

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触手可及或令人向往。让

我们祈祷等我们有机会身临其境而不只能是玩

探月游戏的时候，这些“愤怒的小鸟”还没有毁

掉月球。

Lesley Meall，记者

20世纪和 21世纪的太空竞赛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在另一些

方面却不尽然。前者主要集中于美国和前苏联对太空的军事占领，而

后者更倾向于科技占领。但两者都包含了情感、智力和财力的竞争。

尽管一些人认为中国对抗美国航天力量的能力不断增长，对美国

的军事优越性构成了威胁，但主要由美苏两大冷战竞争对手参与的 20

世纪空间竞赛也已成为一项更加国际化、商业化，和协作性的事务。

美国仍有相关法规禁止向敌对国家出口武器和技术。然而这些规定也

会让美国企业失去优势，因为许多其他国家的商业机构更愿意彼此分

享，或与中国分享空间技术。

两次太空竞赛的不同之处

前景展望：维珍航空

（Virgin Atlantic）计划在

2014年实现其首次商

业飞行。此次商业飞

行使用的太空飞机太

空船二号（Spaceship 

Two）（如图所示）在

到达 15550米的发射

高度后，将从母船发

射飞入高层大气，然

后滑翔飞回地面进行

常规跑道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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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四国”问世
什么是薄荷四国（MINT），与金砖四国（BRIC）有什么不同？“金砖四国”概念的
发明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向我们解释了他如何定义明日的经济强国。

2 014年初期，我便试着鼓励一些商

业和其他领域的人士关注另一个重

要的新兴经济群体，也就是我所说

的“薄荷四国”，即墨西哥、印度尼

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我通过 BBC第 4广

播频道表达了我的观点：“薄荷四国”：下一代

经济巨人（MINT: The Next Economic Giants），

在此之前我用了一周时间遍访这四个国家，并

且采访了每个国家各种不同的人。

什么是薄荷四国，与金砖四国有什么不

同？从我想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到现在已经

有 13年了，而且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

崛起必然比我当时猜想的宏伟得多。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我当时预测的中国

2015年超越日本提前许多；事实上，中国的经

济总量两倍于日本已是指日可待。巴西经济超

过意大利比我预想的早了十年，而印度和俄罗

斯已稳坐世界经济前十之列。金砖四国的经济

总量加起来已经离美国不远了，到 2015年底

可能就会与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

多年来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是什么

使这些新兴国家与众不同？毕竟它们并不是唯

一拥有众多人口和生产力追赶潜力的国家 — 

我曾以此为标准来预测它们未来的崛起。我想

说明的是，任何一个被看做类似金砖四国的国

家，它的经济要么已经达到全球 GDP总量的

5%，要么就是有在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潜

力。许多年前，我和当时在高盛公司的同事共

同研究了四个金砖国家之后人口最多的，具有

金砖国家潜力的 11个新兴经济体（其中并未包

括埃塞俄比亚，原因已不可考）。我把这 11个

各不相同的国家称为“未来 11国”，其中有些

国家是经合组织成员国，比如墨西哥和韩国，

有些国家规模则小得多（至少现在看来如此），

比如孟加拉国和越南。

几年后，我试图鼓励商业人士，不要再把

那些大型新兴经济体看做传统新兴国家 — 它

们因为国家规模才与众不同，并且我开始把八

个 GDP以美元计算超过世界总量 1%的国家定

义为“增长型经济体”；“增长型经济体”并不意

味着它们会永远增长下去，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而是说要把它们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区分开来，

它们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机遇。这八个国家

中的其中四个 — 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

和土耳其便属于“未来 11国”。

韩国是一个令人特别感兴趣的经济体，因

为这是一个颇为富有的国家，享受着几乎等同

于葡萄牙，甚至是西班牙等外围欧洲国家的财

富。把韩国看做新兴经济体完全是一种羞辱。

对于许多渴望更多财富的低收入新兴经济体而

言，韩国给它们上了一课；因为仅仅在 40年前，

韩国也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所以我认为韩国未

必真的属于“迷雾四国”（MIST）中的一员，因

此当 BBC找到我时，我用 N，也就是尼日利亚

替换掉了 S（韩国），因为这个非洲国家的人口

超过非洲大陆的 15%，有经济壮大的潜力。

尼日利亚
由于各种错误的理由，尼日利亚出现在了

许多新闻报道中，其北部的恐怖主义也正在得

到更多合理的关注。即便没有这些，许多人也

会吃惊，我会把这样一个“腐败”的国家与其他

国家归为一类。尼日利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

战，甚至包括能否保持国家统一，但如果它能

做得到，它就有巨大的潜力。尼日利亚有 1.73

亿年轻人口，而且人口统计显示该国未来的劳

动人口将出现猛增的趋势。尼日利亚人心灵手

巧，而且我认为那些受教育程度颇高，居于海

外的人口的净回流是经济增长潜力的首要良

好指标。如果尼日利亚能够实施其在 2013年

宣布的能源改革，这个国家将会很容易地实现

10%的经济增长，并持续数年。请听我与尼日

奥尼尔是智库布鲁盖

尔 研 究 所（Bruegel）

的客座研究员，主要

从事全球贸易和全球

治理方面的研究，致

力于实现更高水平的

可持续经济增长。他

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前首席经济

学家和资产管理部门

主管，一系列研究机

构的董事会成员，和

英国教育信托公司

SHINE的创始受托人

之一。他也是其他许

多专门致力于教育事

业的慈善机构的董事

会成员，并于 2013

年成为英国教育部的

非执行董事。奥尼尔

将在英国政府对抗生

素使用的审查中领导

一个专家小组开展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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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前中央银行行长 Lamido Sanusi在 BBC 

iPlayer的讨论，这是我所作过的关于腐败最深

刻的讨论。

墨西哥
薄荷四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都面临

着腐败的挑战。就普遍的投资者情绪而言，墨

西哥与尼日利亚相比位于另一端。墨西哥也面

临着腐败挑战，同时还有大规模存在的非正式

经济部门。我曾与一位墨西哥妇女进行过一

段非常生动的对话，这位妇女在墨西哥城中部

庞大的皮托（Tepito）集市经营着自己的儿童

服装摊位；除非政府能够鼓励像她这样的人参

与正式经济，那么那些大肆宣传的改革就不会

取得多大效果。我也与包括总统在内的许多

高层政府决策者会面，他们的改革计划如此深

入和广泛，使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改革意图与之相比也要稍逊一筹。

随着中国成本和产业链价值和竞争力的不断提

升，墨西哥未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好。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自这个项目结束后令我大

为惊奇的国家。在薄荷四国中，我发现只有印

度尼西亚最难找到令人喝彩的特点。你们的三

星呢？我不断地问每一个人。你们之于这个世

界的优势是什么（除了大宗商品和 2.5亿的人

口）？当时的印度尼西亚由于经常账目赤字，面

临着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然而，到了 2014年

中期，印度尼西亚股票市场则成为今年以来表

现最为出色的市场之一，而且作为一个来自寡

头政治精英圈子之外的人，雅加达市长 Jokowi

很有希望促进该市的经济增长，打击腐败，拓

展财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很有信心

他能够推动印度尼西亚实现更好的发展。

土耳其
土耳其是我们 2013年 10月份到访的第

一个国家，距离土耳其在夏季发生的抗议活动

时间不远。与其他薄荷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我

们并未受到该国决策者的特别欢迎，这可能也

预示着有些事情将要发生。这个国家现在正处

于政治动乱的围困之中，这一点令我十分担心，

我曾认为土耳其人民正被鼓励着去享受民主的

生活，如今民主的前景受到了很大影响。2014

年动乱所留下的影响引人深思：土耳其总理埃

尔多安（Erdogan）会不会试图争取延长任期，

压制反对力量，或者放弃控制？与其他薄荷国

家一样，土耳其可能也面临着具有严重挑战性

的周期性经济失衡问题，同时还伴随着高通胀

率和经常账目赤字。然而除了这些，从长期看

土耳其也拥有许多发展机遇，特别是土耳其的

地理位置使其表现最佳的企业可以与这个千变

万化的世界从四面八方接轨，提振贸易，而且

许多企业已经采取行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收听节目“薄荷四国”：下一代经济巨人（MINT: The Next Economic 

Giants），请访问：http://tinyurl.com/BBC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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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世界银行预测：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与

2010年和 2012年（年平均增长率为 4.3%）

的强势复苏相比，2013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

降至 1.1%。出口需求减弱，国内投资，特别是

建筑行业的收缩导致经济活动滞后。随着美国

经济复苏，墨西哥的出口业将变得更活跃，经

济活动也会逐渐恢复。在未来几年内，公共开

支的正常化应该会把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带回至

3%-4%的水平。”

经济学人智库的结论：
“在 2013年推动了大部分结构性改革议程

（包括能源改革）后，墨西哥总统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将继续关注这些改革的实施，促进

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打击毒品暴力活动。

尽管 2013年墨西哥经济增长减缓至 1.2%，但

在 2014至 2018年，墨西哥 GDP增长将上扬，

达到年均 3.8%。尽管墨西哥正在努力使贸易链

条多样化，但其发展前景与美国的经济发展仍

息息相关。”

正如土耳其可以从东西方寻求贸易伙伴一

样，墨西哥也架起了美国和加拿大与南美洲不

断增长的经济体之间的桥梁。而且墨西哥同时

也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一大出口国。ACCA新兴市

场总监瑞马丁（Lucia Real-Martin）表示：“墨

西哥经济虽然正在增长，但对任何新兴经济体

而言，走走停停都是其固有的本质。”

墨西哥的会计行业相对成熟，被看做是该

国组织最佳的行业之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

大型事务所都现身墨西哥，同时大多数主要

的中等事务所也都在墨西哥设立代表处或分

支机构。

在过去十年中，墨西哥已经采取措施，把

国际会计行业标准纳入国内会计和审计标准中：

2009年墨西哥银行和证券委员会颁布了证券

交易修正法，要求上市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标准。自 2012年起，除了金融机构外，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标准已成为一项强制性规定。

“所有部门都需要会计服务和合格的会计

师，推动了其需求的增长。”罗申美（RSM）墨

西哥合伙人 Ricardo Lopez表示。他还补充道，

墨西哥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是私营部门。在墨

西哥投资的跨国私营企业也推动了对专业和专

门会计师服务的需求。

Lopez说，墨西哥的监管环境正在经历一系

列的变革。一些改革预计将产生有利影响，比

如能源和电信行业改革；另一些改革，例如反洗

钱法和最近财政规定的调整则对企业家及其服

务提供商带来了新的挑战。

瑞马丁补充道：“提前于邻近国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将会使墨西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

与者，如果墨西哥能推动该准则的实施，也将

会推动会计行业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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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世界银行预测：
“印度尼西亚现已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稳定

且最具活力的民主政体之一，是一个自信的中

等收入国家⋯⋯但是，印尼仍然面临艰巨挑战。

在 2.34亿人口中，3,200万印尼人仍然生活在

贫困线以下，全国半数左右的家庭仍然属于国

家公布的每月 200,262卢比（22美元）的收入

范围。” 

经济学人智库的结论：
“直至 2012-30年长期预测期结束之前，

印度尼西亚有潜力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此

期间，印尼实际 GDP增速预计将保持在平均

5.2%。该国人口相对年轻，有助于推动劳动人

口的增加。印尼一直在稳步推进企业环境的改

善，特别是减少腐败。这有助于鼓励投资，并提

高生产力。”

 这里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比较数据可以对

印尼当前现状进行总结。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

济体，印尼 2013年 GDP保持在 8,680亿美

元。该国人口目前为 2.4亿。但是，该国有资质

的会计人员只有 15,500人。相比较而言，英国

GDP为 25万亿美元，人口为 6,400万，会计

师 327,000人。在有着大致相同 GDP和更少

人口（5,400万）的邻国新加坡，会计师人数为

37,000人。差异巨大。

“这的确是这个国家存在的一大风

险。”ACCA亚洲新兴市场主管阿里（Reza Ali）

说道。“虽然印尼的经济增速在最近几个月有所

放缓，但会计专业人士数量的增加仍然不能匹

配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对印尼构成了

结构性风险。仿佛一座越建越高、却没有牢固

根基的空中楼阁。”阿里在强调这一严峻现实的

同时也指出，在印尼总共 15,500名合格会计

师中，2,100人是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 CPA。

而在这 2,100人中，60%的人超过 50岁。如

果再不采取行动促进财会行业的发展，那么印

尼的执业会计师数量将在 10年之内缩减一半。

虽然印尼的经济增速
在最近几个月有所放缓，但会
计专业人士数量的增加仍然不
能匹配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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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世界银行预测： 
“尼日利亚的人口为 1.58亿，是非洲人

口最多的国家。该国人口占西非地区总人口的

47%。尼日利亚还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拥有非洲大陆最丰富的天然气储备。凭借庞大

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储备，尼日利亚希望打造一

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大幅降低贫困，提供医

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服务，满足国民需求。”

经济学人智库的结论：
“尼日利亚的商业环境在预测期内不会有

显著改善。一旦政治动荡，甚至面临迅速恶化

的可能。鉴于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

问题，经济学人智库仍然将尼日利亚划定在商

业环境全球排名的末位。在 82个国家中排名

第 76位。”

 目前，尼日利亚的合格会计师约有 60,000

多人，国内拥有会计师事务所 250家以上。根

据罗申美（RSM）合作公司 SIAO的合伙人 Ladi 

Smith的说法，该国能源、农业和石油天然气行

业因相关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正需要越来越多的

会计服务。

“私募股权实体也有越来越高的意向投资这

些产业。”他所指的是近期尼日利亚电力行业拆

分和私有化举措，为会计师和会计外包服务创造

了大量机遇。

 此外 Smith认为，同样出于政府改革及外国

直接投资增加等原因，尼日利亚财会行业提供的

审计与鉴证、税务、并购等服务也越来越频繁。

 不过与其他“薄荷四国”一样，由于尼日

利亚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极大地

增加了对财会行业资源的需求。2010年，尼

日利亚政府宣布将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实

施 IFRS。截止 2014年，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

所有公司都已被纳入这一体系。不过小微企业

可以选择采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发布的《中小企业会计与财务报告指南 3级》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Level 3）。 

 尼日利亚的会计执业领域由德勤、普华

永道、毕马威、安永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把

持。这已在 2011年世界银行《关于遵守标准和

守则的报告》（ROSC）中得以确认。报告还指

出，除非小型事务所业务合并，否则尼日利亚

财会行业仍然面临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问题，并

对审计质量造成不利影响。Smith说，他的事务

所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努力与“四大”竞争的少

数几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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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世界银行预测： 
“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为 7,860亿美元，是

全球第 18大经济体。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该

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三倍，现已超过 10,000

美元⋯⋯虽然土耳其的经济前景相对于欧洲其

他地区或者 MENA地区（中东及北非）仍保持

乐观，但该国面临的中期挑战在于如何在提高

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同时，降低对外汇储蓄的依

赖，从而减少波动性，使整个国家变得更加可

持续发展。”

经济学人智库的结论：
 “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表现预计会超过欧盟

27国。这得益于该国有利的人口构成状况和

较为广泛的生产力提升。但是，该国在 2013-

30年之间的年均 GDP增幅预计为 3.8%，远低

于 2004-07年以及 2010-11年的数值⋯⋯如

果政策环境有所改善，预计增幅有望大大提高。

但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和制度框架，以及对

改革的承诺，还存在不确定性。”

 土耳其和墨西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占据

贯通东西的地理优势：西望欧洲经济贸易集团，

东接中东和亚洲。

 “财会行业正处于强劲的增长阶段，”ACCA

新兴市场总监瑞马丁（Lucia Real-Martin）说

道，“但是在土耳其寻求发挥自身作为区域和

国际参与者潜力的过程中，财会行业也面临一

些挑战。”换而言之，就像企业应当具备更加

全球化的视野那样，财会行业也应如此。一贯

以公开执业和税务服务为基础的土耳其财会

服务行业必须加以调整，才能为企业提供必要

的支持。

 一个重要的支持就是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FRS）。这样有助于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进入该国，同时帮助那些希望开拓海外市场

的企业。根据 2012年的《土耳其商务条例》

（Turkish Commercial Code），所有上市公司都

需要在 2018年之前完成 IFRS合规工作，涉及

总计 3,000家公司。最终这项规定将适用于超

过 300,000家公司。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合格会计师储备是否

足够、是否满足需求。“传统的会计人员就是税

务会计，”瑞马丁说道，“通常以小型事务所为

主。但是（土耳其）会计师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

移已经发生了转变。会计师目前纷纷接受再培

训，提升自身能力。在该国经济迈入下一个阶

段的同时承担更多角色。而对于新的专业会计

师而言，他们需要了解全球标准，将英语作为

工作语言，并具备战略思维能力，推动整个行

业迈向前方。”

 但是，瑞马丁乐观地认为从长期来看土耳

其必将具备强劲的推动力。加入欧盟将是一个

有力的认可。同时，企业应将目光投向亚洲。

Philip Smith，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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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种子
随着北约（NATO）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该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亟需建设会计行业。

据
阿 富 汗 美 国 大 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Afghanistan）称，拥

有三千万人口的阿富汗仅有一千

名认证会计师，其中阿富汗人不

到 200名，这个国家也没有任何的国家会计规

章制度。三十多年的武装冲突给阿富汗的经济

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所有外国军队在 2016年

前计划从阿富汗撤军后，发展会计行业和制定

国家标准将成为支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

要举措。

Feroz Raqif是阿富汗的第一位认证会计

师，现任提供专业商务服务的阿富汗控股集团

（Afghanistan Holding Group）CFO。他说：“技

术熟练的合格会计师非常稀缺。几年前阿富汗

只有两名 ACCA认证会计师，现在有 12名。这

里的会计人才流失，又没有会计人才储备供应。

其实会计师在阿富汗赚的钱要比在巴基斯坦和

迪拜赚得多，因为阿富汗的 17家银行、五大电

信公司和数百家非政府组织都急需会计师。”

虽然阿富汗有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但该国

的大部分符合国际准则的会计业务都是跨国

会计师事务所和巴基斯坦的事务所在做。阿

富汗联合银行（Afghan United Bank）的 CEO 

Hedayatullah Yahya说：“认证会计师都在外国

公司、外国银行或者非政府组织工作。”总的说

来，政府和企业都不用合格的会计师，而是用

那些有MBA的人，MBA与会计资格非常不同。

2011年备受瞩目的喀布尔银行（Kabul 

Bank）丑闻损害了会计师的声誉。普华永道和

德勤在涉及 9亿美元的诈骗案被发现后受到了

各方批评。AHG的主席 Sanzar Kakar说：“这

个丑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几乎没人

信任银行系统了。更糟的是还有一连串的反

应，比如在银行开户和融资得受更多政策的

监管，这使得开户和融资变得几乎不可能，因

为获得贷款需要 300%的担保金，还要满足

其他条件。”

丑闻事件发生后，阿富汗国家财政部于

2012年开展了一个由世界银行出资的项目

来制定会计法规和设立会计部门以监管会计

行业，尽管如此，该领域至今没有什么显著

进展。

数十年来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经济正在慢慢复苏。亚洲发

展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测该国今年的 GDP增速可达

3.5%，2015年可达 4.5%。阿富汗最大的行业是农业，其次是矿业和

服务业。

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表明，阿富汗有丰富的锂、铜、铁、钴和金矿

藏，价值约一万亿美元。开采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这些资源能给

阿富汗政府带来每年二十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 2001年整个国家

的 GDP。到 2013年阿富汗的 GDP已升至 453亿美元，人均收入达

1100美元。

在 2012年的阿富汗重建问题东京会议上，各国承诺在 2015年

前向阿富汗共捐款 160亿美元以帮助其发展。

经济复苏

阿富汗美国大学的会计专业讲师 Abdul 

Hakim Waziri FCCA说道：“标准化操作的缺乏

在阻碍会计行业的发展，不同的组织采用不同

的会计标准，这导致了账目的混乱和误解。”

“这些现状急需改变，因为未来对于会计和

财务管理的专业人才需求会更大。”

会计师乐观地认为，只要 2014年上半年

选举出的新政府有决心，这些状况都会好转，

但政府需要处理的事项有很多。Kakar说：“投

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安全 — 财政安全 — 

以及政府腐败。会计绝不会是首先要处理的

事项。”

在迪拜一家物流公司任顾问的 Abdurrahman 

Al-Hashimi是 2009年第二个获得 ACCA相关

机构资格认证的阿富汗人，他建议任何新颁布

的法规都应当将主要贸易国的会计标准考虑

在内。他说：“阿富汗需要采纳公认会计原则

（GAAP），最终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同时与本

地区，尤其是巴基斯坦、印度和阿联酋的会计组

织合作。”

因此，阿富汗美国大学、玛莎勒高等教育

学院（Mashal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和

巴赫塔大学（Bakhtar University）等阿富汗的机

构都开设了提供 ACCA和其他机构认证考试的

专业课程，以培养更多的阿富汗会计师。280

“标准化操作的缺乏在阻碍会计行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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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赫尔曼省科雷

（Naqelabad Kolay）镇

的学校开学后，英国

士兵与上学的孩子聊

天。随着北约计划于

2016年前撤军，阿富

汗正从捐赠支持的经

济转型，为会计行业

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名左右的学生注册了阿富汗美国大学的 ACCA

资格认证培训课程，另有 2500名学生在学习

ACCA课程。阿富汗美国大学正在首都喀布尔以

外的地区扩建，这一举动非常关键，因为仅有

22.6%的阿富汗人居住在城市。

去年一份报告表明私营企业对会计师确实

有需求后，阿富汗美国大学在坎大哈和赫拉特

开设了分支机构，并计划进一步在马扎里沙里

夫、巴尔赫和贾拉拉巴德开设分支机构。阿富

汗美国大学专业发展机构的执行董事 Ahmad 

Reshad Popal说：“我们希望在未来四到五年内

培养出 5000名会计师。”

这并不容易，一部分原因在于课程是英语

授课，而不是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等当地语言，因

此学生必须先学习英语，达到熟练的程度。进一

步的问题是由于经济形势不佳，几乎没有公司

提供实习机会，这就使得获得会计经验非常困

难。Yahya说：“公司不收实习生，因为有成本。

大部分的项目正在进行中，但这些项目进度也

放慢了，所以对会计师和实习生的要求也就减

少了。”

随着北约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经济从捐

赠支持转变为由私营企业带动，阿富汗的会计

师认为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如果颁布会计

法规的话则更是如此。

Al-Hashimi说：“不管阿富汗的商业形势多

么惨淡，全球新兴市场的经验表明会计师事务

所的发展势头总是要好得多。经济从捐赠支持

到靠由私营部门带动的转变表明会计行业有潜

力，尤其是矿业和农业会有巨大的需求。”

Paul Cochrane，记者

 第九期     85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阿富汗



适当的平衡
ACCA高级经济分析师席察斯（Manos Shizas）说道，缺乏资金对非洲和亚洲的中
小企业来说是一大主要挑战。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初级证券市场，但这也存在
风险。

股
权融资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资本，

并且可能是世界各地快速发展的

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它提供

了与所有权相关的所有风险和回

报，为企业提供发展资金，而企业在现在或将

来没有义务提供资本回报。但是，中小企业要

进入公开市场却往往既困难又昂贵。

去年有亚洲和非洲的中小企业参与了

ACCA与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共同进行

的“全球经济形势调查”，其中 50%以上的受

访企业强调获取融资是它们的主要挑战之一。

在一些经济体中，其他形式的商业融资，例如

一条新路：肯尼亚一

条在建中的高速公路，

肯尼亚于 2013年成

立了一个针对中小企

业的证券市场。

银行贷款和政府支持，正处于重压之下，中小

企业产生未来经济增长的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

它们是否可以确保能够从广泛的来源获得资

金。股权在资金来源配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随着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证券市场的出

现，鼓励企业，并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实现扩

张的迫切需求得以满足。随着发达国家一些

众所周知的实例，包括伦敦的另类投资市场

（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和美国的纳斯

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过去的几年里世界

各地出现了所谓的初级证券市场的热潮。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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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察斯是 ACCA高级

经济分析师，任职于

中小企业政策团队。

他负责领导 ACCA与

融资相关的研究与

洞察项目，并担任

ACCA“全球经济形势

调查”编辑。

Moremi Marwa
Dar Es Salaam证券交易所 CEO

“自从我们 2013年 11月推出创业板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两家上市公司。一家是刚起步的

商业银行，另一家是油气开采公司。它们已经筹得了 120亿先令（折合 720万美元）的资金，并

得到了投资者的大力支持。我们还有三个正在审批中的申请。坦桑尼亚拥有超过三百万家中小企

业，从业人员超过五百万人，其中大部分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创业板将是应对这一挑战的解决方

案之一。”

过去的两年里，从印度和中国，到肯尼亚和坦

桑尼亚等国家，已经建立了十几个新的中小企

业证券市场。

资本狂欢
这一发展非常令人鼓舞，因为在非洲这样

的地区，一小部分处于经济复苏和增长前沿的，

有活力的市场规模中等的公司在获得发展资本

时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放贷给那些

业绩记录较短又几乎没有什么资产的小企业具

有较高的风险，也因为新兴市场的银行系统往

往是比较落后的，其薄弱的储蓄基础使得银行

没有资金放贷。

然而，以中小企业为重点的证券市场的出

现也凸显了企业获得此类融资的诸多挑战。

中小企业往往是由家族或小团体所有，它

们不愿意放弃控制权或做出治理变革，从而也

就无法给予外界的少数股东投资者信心，能够

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公司本身往往比较年

轻，没有足够长的交易历史，从而也就没有资

格在针对更大更成熟的企业的主要证券交易所

上市。

能够帮助潜在的投资者对小企业做出投资

决策的财务信息往往少之又少，分析师的评论

也不完善。中小企业的证券市场成交清淡且流

动性差，特别是在那些少有或根本没有散户投

资的证券市场，它们的风险状况较之于传统股

票市场的股权，往往更接近于风险投资或早期

投资。

诡异的安静
已经成立了初级证券市场的国家所面临的

挑战是显著的。过去为建立对较小的证券发行

商有吸引力的市场所做出的努力零星地散落在

非洲和亚洲——只有一两家上市公司的出奇安

静的证券交易所，它们交易量很小，并且几乎

从不增发扩大融资。而这一次，交易所运营者

和监管机构改变了他们的规则和治理要求，使

得较小、风险较高的企业也可以上市。

证券市场运营者还需要实现一个艰难的平

衡。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让更多企业在公开

市场上发售股票融资，从而发展自己的业务。

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通过确保上市公司以高

标准进行管理，并且拥有稳健的治理和信息披

露过程，确保企业能够维护投资者信心。实现

适当的平衡涉及减少某些方面的监管重点，而

增加其它方面的监管重点。例如，较之于主板

证券市场，初级证券市场允许交易历史较短、

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上市。对于股东数量和公

众持股量的要求也较为宽松。

保荐人模式
在其他一些地区，高标准的治理要求仍旧

适用，尽管这些要求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

例如，肯尼亚的创业板市场（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Segment）采用了保荐人（nomad）的模

式。这就要求有意上市的公司指定一家被批准

的专业顾问公司，只要企业在股票市场挂牌上

市，这家专业顾问公司就要对治理和信息披露

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保荐人对其客户的行为负

有直接责任，因此它们有强烈的动机来维护投

资者的利益和市场的公正性。

同样，上市的中小企业不得不保持高标准

的财务披露，通过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

提供经审计的年度报表。证券交易所运营者总

是会很快否认它们削弱了对报告的要求，但是

一些纯粹的行政义务，例如发布纸质版的公司

报表可以免除。还有少数市场（尤其是意大利

和尼日利亚）甚至资助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

报告。

其它新兴证券交易所的标准要高于已经建

立的初级市场；例如，公司控股股东在上市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被锁定”，以防止他们弄虚作假

使公司先上市，随即退出证券市场。许多新兴

初级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的中小企业的董事接

受培训，以确保他们理解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关

系相关问题的规则和运营方式。对上市公司进

行财政激励的先决条件是它们在十年之内不得

退市，但这种激励还是有被追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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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中小企业于水火？
蔡懿德（Rosanna Choi）表示，随着小企业不断出现逾期付款和现金流问题，
ACCA开展了一项新的研究，以对供应链融资进行探讨。

如
果你问一个小企业最头疼的财务

问题是什么，逾期付款和现金流

不佳很有可能成为两个首要回答。

这些问题对于小企业来说是老

生常谈的难题了，尤其对于那些客户群体庞大

的企业来说尤甚。当客户将付款周期设为 60、

75、90天甚至更长，小企业资金运转很可能会

出现问题。

一方面，付款周期越长，小企业现金流的

压力就越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的监管变

化使得通过银行透支来为短期营运资本融资变

得更为昂贵和困难，这让形势变得更加艰难。

因此，对融资手段在近年来的日益关注也就不

足为奇，它可以帮助小公司缓解现金流压力，

这里以供应链融资（SCF）为例。

Breedon Review 受英国政府委托并于

2012年 3月发表。它检视了改善中小企业融

资的可选途径。同时，它与包括 ACCA在内的

专业会计师组织合作推广 SCF。作为合作的一

部分，ACCA已经发布了调查，首次对怀疑派针

对此类融资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谁

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有

必要对将要提到的专业名词给出一些定义和解

释。SCF是一个涵盖了多种融资结构的松散术

语，其中许多部分涉及通过对应收账款打折作

为资产抵押获取短期融资。ACCA关注的主要融

资手段是反向保理 — 确认或已批准应付款项

抵押融资，即针对客户已经预先批准、在指定

日期可以用于付款的应收账款进行融资，这些

客户通常是大公司。

这个做法很聪明。大公司作出的支付承诺

有效地匹配了供应商的应收款项。一旦拿到了

已批准的应付款项，供应商可以以更接近大客

户而非自身信用的风险等级对资产进行融资。

因此，比起以自身资质进行融资，中小企业通

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便宜的资金，而大客户

能够延长支付周期和 /或在保证供应商财务稳

定的前提下取得折扣。

认知问题
至少在理论上，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皆大欢

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一开始，对 SCF的认

知就遇到了问题：它被视为一种给大公司提供

蔡懿德 FCCA是 ACCA

中小企业全球论坛主

席，ACCA 理 事 会 成

员，ACCA香港分会前

主席，陈黄钟蔡会计

师事务所（CWCC）合

伙人。

滞后支付便利，然后由供应商为便利买单的手

段。人们认为它鼓励并助长了不良的企业行为。

这个错误认知一部分是因为不了解 SCF的运行

机制，但它依然是个问题。如果大家都认为 SCF

只帮助大公司，那么，即使小型供应商的供应

链也可能受益，一些人仍然会避免使用它。

ACCA的调研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特别

贡献。这项研究采访了市场参与者，收集整理

出了“普遍共识的数据”，得出参与反向保理各

方的收益分割。通过分析融资提供者、SCF技

术供应商、顾问和企业财务主管的反馈信息，

该研究显示，反向保理 35％～ 50％的收益流

向了大型企业客户，而 25％～ 45％的收益流

向了得益于更低融资成本和现金流改善的供应

商。准确的分割比例将取决于客户的选择，是

更注重改善供应商的财务状况，还是更注重通

过延长付款周期来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剩余

20％的受益者是服务提供商，主要是金融业者，

而技术提供商也可以得到高达 5％的收益。

将 SCF业务的收益用数字体现出来有助于

引导大公司的业务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反映小

企业在 SCF系列措施下的切实收益。但是做出

SCF的决策必须要谨慎，这不仅在于人们指责

它使逾期付款合法化，也在于它被看作是解决

供应链资金紧张的万灵药。实际上，确保 SCF

的实际运作比理论上更复杂，风险和成本也比

通常认为的更高。

让 SCF生效
基于这个原因，本文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计

划清单以供想要实行 SCF项目的企业进行参考；

此外还提供了一些实用方法来评估该项目在多

大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一般来说，

企业 20%到 25%的应付款项数额将作为参照

该项目成本的粗略衡量标杆。

要想了解反向保理是如何增加营运资金

的，墨西哥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墨西哥国

家开发银行（Nacional Financiera）于 2001年

开始运营 Cadenas Productivas项目。这一项目

使 450家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得以凭借应付款项

从网络平台上的近二十家墨西哥银行和金融机

构取得融资。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八万家小型

供应商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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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例子已经很惊人了，但想象一下

全球此类金融业务的市场又该有多大呢？国际

保理商组织（International Factors Group）对

65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反向保理只占了全球保

付代理业务份额的不到 4%，其价值总额约为每

年 850到 900亿美元。ACCA通过两种不同的

算法预估反向保理的潜在全球市场规模为每年

2550亿美元至 2800亿美元。而供应商可以从

中获取 600亿美元到 1200亿美元的收益。很

明显，反向保理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阅读 ACCA报告《供应链融资商业案例研

究》（A study of the business case for supply 

chain finance），请 访 问：www.accaglobal.

com/ab111 

Gabriel Low FCCA
GEA Westfalia分离机有限公司新加坡公司 CFO

供应链融资使得大型企业能够尽早的将应收款项变现，从而更好的

管理资产负债表。对于小型企业来说，它使得供应商在付出一定代价的

情况下能够尽早将现金投入到下一轮经营周期中去，从而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Matthew Hancock MP
英国商业及企业大臣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虽然供应链融资只占到全球应收账款融资市场

的 4%，提高应收款项资产使用率来确保融资安全相对于传统融资方式来

说无疑将成为另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Hancock为这份报告撰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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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责任
在全球各国针对 2008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作出调整的过程中，更加强大的公共
审计部门正在出现。

2 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在全球

上演。2014年年初，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取消增强流动性的措施所造

成的货币动荡使自由贸易体制和国

际合作的未来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在很多国家，公共财政正在经历大幅度的

调整，公共开支降低，社会支持减少，同时人口

变化导致需求增加。但危机也激发了人们对公

共审计师的全新思考。他们的作用不断强化，

推动了问责制和行业的改善。放眼全球，审计

专业人士的情绪十分明朗。

公共审计师渴盼承担新的责任。他们认识

到必须尽早地介入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流

程，从而限制行政管理失败的影响，防止雪球

越滚越大，造成重大的现金价值损失。

所以审计必须向“上游”溯源，了解政府

部门和机构之间如何进行决策。同时也要放眼

“下游”，明白服务是如何提供的。要证明审计

和绩效之间的因果联系的确是一件相当棘手的

事情，同时也要付诸更多的行动来衡量审计自

身的有效性。

“下游”也包括公共服务向私营企业的外

包。审计师应该“跟着钱走”。在英国，审计师

的工作直接延伸到 Serco和 G4S这类事务所的

业绩。英国大部分私营部门都参与提供公共服

务，其问责也应得以改善。为了管理服务失败

的风险，提振公众信心，也需要更强的问责制

和更高的透明度。

更好的公共部门财务管理需要与审计行

业的发展相匹配，这一点也得到了欧洲审计院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的认可，即强调关

注项目开支的成效。审计师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就如何提高绩效提供建议。

改善服务是公共机构的责任，审计师必须

进行谨慎且恰当的干预。但审计师可以作为改

善公共服务的催化剂，向议会、行政部门和机

构就如何分配开支提供建议。他们的作用还包

括广泛传播从政府机构那里学到的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并非总是相互协调，也并不总是能够

从过去审计经验中获得。审计师必须跟进工作，

确保其建议已得到良好的执行。

渐渐地，审计就有了宽度。审计师可能是

唯一能够纵观全局的人，这意味着他们要紧跟

审计师可以作为改善公共服务的催化
剂，就如何分配开支提供建议。

每一层级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钱。审计师与审查

员、检查员和监管者共同合作，在推动公共机

构改革并适应新环境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审计必须表明政府开支决策对未来长远的

影响，比如对养老金和能源的影响。因此审计

师也就成了资产负债表的倡导者。英格兰正在

推行整体政府报表，而其他国家，包括苏格兰

在内，则需要全国范围的各项账目整体情况。

公众需要知道当选的政治家在做出决策的

同时，也要了解审计师所要达到的目的。信誉

是一个问题。在英格兰，如果审计署的工作被

解除，意味着公共机构将任命他们自己的审计

师，实现独立性。而且审计的有效性取决于限

制贿赂和腐败行为的法律和规范。

参与和教育
然而法律的作用并不比公众舆论更强大。

因此审计总署必须利用审计使大众参与进来，

并对其进行教育。会计行业所倡导的治理改革

并不充分，民间团体需要增强市民的意识。问

责链条的中心环节存在于职业审计师、议会和

立法机构之间。

议会公共账户委员会审查部门高管业绩、

评估现金价值时，为审计报告“增值”。议会讨

论提高了公众对各部门职责的认识，促使各部

门改善服务。这就要求对专家委员会进行投

资。通常情况下，政府对委员会建议的反馈会

在数月后形成一个正式文件。但如果建议被接

受却并未得到实施，或者如果做出了违反行为

却不用付出代价，那么公共账户委员会也无能

为力。

横向发展还是纵向发展？
可能我们需要对这一体系进行全面的重新

评估，在这一过程中，审计、审查、视察和监管

共同推进。或者我们可能需要更深入挖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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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e Gardner
苏格兰审计长

“底特律是公共财政管理和审查失败的一个著名案例：40%的街灯无法正常工作，90%的犯

罪案件悬而未决。2013年 7月，底特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申请破产的最大城市，负债 185亿美元。

底特律的劣政和糟糕的财政管理泛滥数十年来却并未得到约束；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底特律无处

可逃。一些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和希腊也都因为相同的原因遭受重创。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许多政府在认识和报告它们所处的形式方面的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估算，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十个国家四分之一的债务增长都是由于政府对其财务状况‘了解不

足’引起的。更好的财务报告可以让我们看清公共财政的发展方向。新西兰政府编制了一份投资报

表，对公共领域的资产和债务进行审查，以便得知它们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并解释新的投资是如何筹集的。我已经将其作为苏格兰政府的学习范例加以引用。

“强健的公共审计包括对资产、投资和债务（包括养老金计划和其它长期债务）的全局纵览，从

而推动透明度的实现。它可以帮助政府更加透彻地了解决策的长期后果。苏格兰政府通过公私合

作关系为主要的资本项目融资，但并非总是全面上报财政投资的整体状况。我已经呼吁他们应该

这样做。

“审计可以指明哪些地方需要改善。审计可为财政和经济决策提供综合信息，也可以为税收

和开支选择提供独立依据。审计可以帮助政治家和市民督促管理层开展工作，增加人们对公共服

务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如果全世界的审计师都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阻止下一个底特律

的出现。”

James Ralston
加拿大前审计长

“加拿大政府在 2006年出台了一项新的内部审计政策，这项政策在 100多个联邦部门得以实

施。它要求审计师在所有鉴证业务中遵循国际准则。首席审计师（CAEs）预计将会持有内部审计委

任，并向他们所在部门的副部长（相当于英国一个常任秘书）报告。

“如今 CAEs被看做是可信任的战略业务咨询师，对他们所在部门的业务有较好了解。他们必

须在与管理层协商，了解近期审计中提出的风险指标，以及运用自身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

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计划。

“新政策要求副部长建立一个部门级别的审计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来自联邦公共行政领域

之外，他们可为内部审计提供客观的意见和建议。委员会成员包括主要私营企业的首席主管，高级

学者，以及来自政府各层级的前高级行政人员，包括审计长。

“如今副部长被指派为主计长，这也就证实了副部长应负责按照政府政策和程序制定部门计

划，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签署为加拿大国家公共账目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of Canada）编

制的报告以及其他法律指定职责。

“这一新建的内部审计职能部门很快便受到了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考验，加拿大政府出台

了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即‘经济行动计划’（Economic Action Plan）来应对危机。很快就有约 630

亿美元得以投资。我所在部门的内部审计部门为 CAEs提供信息和指引，帮助他们为那些具有远见

的刺激措施提供支持。CAEs要确保这些措施建立在良好的控制基础上，而且这些措施的设计和实

施应该能够被审计。

“内部审计的变革也是审计专业水平和独立性增加的成果。加拿大现在正处于成本控制阶段，

将政府开支恢复到实施刺激计划之前的水平。内部审计已经演变为一个灵活的管理工具，但它的

基本目标仍然是支持并向主计长和公共服务管理人员提供保证，确保加拿大纳税人的钱得到良好

管理。”

不是横向发展。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建立了部

门级审计委员会，外部专家参与其中，来制定

更加严格的风险和控制框架，及早为政策和决

策的实施周期提供保障。

尽管在这方面各国有各国的不同之处，但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几乎没有国家能够

免于公共财政紧缩的影响。当前面临压力的不

仅是资金、服务和税收能力，还包括政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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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S Muwanga FCCA
乌干达审计长

“公共审计正在接受检验，作为一种机制它可以增强政府内部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在发展中国

家尤其如此。人们对于服务交付的抗议在不断增加，那么审计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所有公共

机构，包括最高审计机构（SAIs）也正面临着压力，它们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应该负起更多

公共责任。

“按照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规定，国家审计署人员必须上报其审计活动及资源

使用情况。他们应该评估自身的运营和绩效，就公共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有效性进行报告。国际规定

中已经明确了如何利用绩效指标来评估审计工作的价值。

“审计行业数年来都在努力弥补市民、议会和其他群体期望看到的信息与 SAIs实际报告的信

息之间的差距。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期望和信息差距。但是审计报告中提出

的公共服务改善问题和服务用户的满意度期望值仍然存在着差距。

“是否履行法定义务，向议会提交审计报告就足够了？我们的报告是否能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向

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工作是否能够促进人们每日生活的改善？

“公共部门审计师需要看到他们法定义务之外的责任。我们应该对政府政策的充分性提出质

疑。也许我们应该扩展自己的职责，而不仅仅只是发布审计报告。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审计权

限，考虑审计报告中的成果和建议所能带来的好处。与这些建议的实施方式相比，建议本身的重要

性会略逊一筹。”

Pamela Monroe Ellis FCCA
牙买加审计长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商讨集体应对危

机计划。二十国集团也因此制定了一个政策框架，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强健的公共财政

管理（PFM）体系对于增强民众的信任，激发投资者的信心至关重要。

“PFM通过信息、流程和规则等手段把公共资金的预算、开支和管理融为一体。健全的 PFM体

系是问责制和有效性的保障。它会考虑预算是否切合实际，对财务风险的监测和管理是否有效，开

支控制是否到位，用于支持决策的数据记录能否得到恰当的报告和审计，以及这一体系是否透明，

使政府能够对其进行详细的审查？

“PFM体系要解决债务不可持续的根源问题，缓解开支减少带来的影响。不可持续债务会导致

低增长，高债务清偿成本，损害投资者信心。发展中国家如果缺乏实施结构性改革的能力，治理能

力薄弱，对不道德的行为容忍放纵，PFM体系不够健全，那么要解决债务不可持续带来的后患尤其

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健全的 PFM体系，政府可能就会浪费公共资源。最

高审计机构必须确定政府可以通过现金价值和绩效审计获得价值。审计师的重点并不仅仅针对历

史数据，也要关注正在迫近的威胁。必须强化对审计师的专业资格认证和培训，其中包括财政可持

续性和风险管理分析与风险规避的培训。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会忽略它们应该对审计进行最好的

投入，从而推动有效 PFM体系的建立。”

审计师已经成为关键角色，审计并确保政府的

行为，并且在改善服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这不失为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

David Walker，记者、播音员和作家

阅读《突破：后危机时代中公共审计的新角色》（Breaking out: public 

audit’s new role in a post crash world），请 访 问：www.accaglobal.

com/ab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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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在提速
李建发教授系统介绍中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进程、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府会计改革
国际合作前景。

面
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

过度依赖银行融资导致政府债务

负担过重而隐藏巨大的财政风险，

过度依赖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导

致环境污染严重并严重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面对预算编制不完整、财政信息披露不

全面而导致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绩效

不明显，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国家和地方资产负

债表，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权

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映

政府财务状况，规范政府财政行为，促进政府

有效使用公共财政资金，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保护自然资源。这些都需要对现行的政府会计

进行改革。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会计采用新中国成立

以后从前苏联引入的预算会计模式。这种会计

模式的目标是为国家预算管理服务，主要确认、

计量和记录预算收支，反映当期财务资源流动

和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各地方政府和行政事业单位自主

组织财务收入，从而存在大量预算外和制度外

的财务收支活动，以及社会保障财务收支活动，

这些财务收支并没有纳入国家预算进行收支管

理，曾经一度造成财务管理混乱的局面，改革

传统预算会计的呼声很高。

改革的进程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都很重视政府会计

改革，特别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为

了建立与公共财政体系相适应的政府会计体

系，于 1997年对预算会计进行了一次较大规

模的改革，包括将预算内、预算外资金统一纳

入政府会计系统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引入

会计要素概念，改革现金制会计基础，对部分

会计交易和事项采取应计制会计基础，会计报

表从反映预算收支平衡的资金平衡表改为反映

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表，除建立包括政府财政

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在

内的会计制度体系外，事业单位还建立了《事

业单位会计准则》等。

2004年，根据中国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和

加强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规范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行为的需要，制定实施了《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旨

在建立责任政府、绩效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

型政府，努力推进公共管理领域改革，并按照

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需要对政府财政和预算管

理制度进行深化改革，政府会计借鉴企业会计

改革成功经验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惯例，也加

快了改革步伐。近两年来，政府会计改革的主

要措施包括，成立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研究

和建立政府会计概念框架和政府会计准则，逐

步引入应计制会计基础，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

和计量，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

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向利益相关者公开披

露政府财务状况、公共预算收支情况、公共资

金使用绩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成本耗费和

政府财务风险等信息，反映财政经济可持续发

展情况、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政府履行公共

受托责任情况。

同时，为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

关系，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活动和举债行为，防

范政府财政风险，中国中央政府最近发布法令，

允许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等 10个

省份的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发行政府债券，同时

要求这些省份的地方政府应当全面公开披露政

府资产负债状况、财政收支情况和财务风险等

信息，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政府

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预示着中国将逐步向会

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开放政府和公共部

门审计市场，由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评级机构

提供审计鉴证、债券评级、管理咨询等服务。

挑战
当然，中国政府会计改革还将遇到许多新

的复杂问题，比如：

* 如何按照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趋同的基础建

立中国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体系

政府会计借鉴企业会计改革成功经验
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惯例，加快了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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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发教授，现任厦

门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长期从事公

共部门财务管理、政

府会计和政府审计教

育和研究工作。他还

担任中国会计学会副

会长兼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会计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国教育

会计学会副会长，中

国财政部会计准则委

员会咨询专家，中国

教育部会计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

职。他曾担任会计师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副主任会计师，江西

省赣州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 如何建立应计制基础的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

准则

* 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采

用应计制会计基础

* 预算基础、会计基础和财务报告基础如何

协调

* 公共基础设施资产、文化遗产、国有企业权益

和社会保障负债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

*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应涵盖哪些政府主体

* 如何编制政府层面和部门层面的财务报告

* 财务报告目标是什么，政府财务信息的质量

特征有那些要求

* 如何开展政府会计的教育培训和相关人才

培养

这些问题都亟待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

便更好地推动中国政府会计改革和政府会计实

践的深入发展。

国际合作前景
随着政府会计改革的深入推进和政府审

计、管理咨询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不仅需要

加强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等国际组

织和各国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制定和实施与国际趋同的政府会计与财务

报告准则，同时需要加强与国际会计教育培训

和审计咨询服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开展政府

会计、政府审计和政府财务管理的教育培训，

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符合中国政府会计理

论研究和实务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说，

中国政府会计改革进程中，具有与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国际会计教育培训和审

计咨询服务机构进行合作的巨大需求，也具有

政府审计、管理咨询和教育培训的巨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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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最佳实践
Pearl Initiative的 Imelda Dunlop表示，企业最佳实践作为一种文
化对家族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随
着海湾地区企业不断提高国际贸

易的水平，它们所面临的保持竞

争力的压力也在不断上升。薄弱

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可能会让国际

投资者却步，而企业则暴露在管理不善和潜在

腐败的风险之下。Pearl Initiative是中东海湾地

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影响和改善

企业的最佳实践。2010年成立以来，我们的机

构通过研究、活动和持续的商业伙伴参与，在

强调实施透明度、问责制和良好的公司治理的

商业案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Pearl Initiative是与联合国伙伴关系办公室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Partnerships）合作创

办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该地区的龙头企

业组成的颇具规模的网络，各企业承诺为实施

更高的标准共同推动联合行动，并共享经验知

识。我们旨在改变企业文化、打破内外部屏障，

并提高企业对良好的公司治理的优势的认识。

我们主要关注私营部门，并设计方案，把重点

放在旨在提高治理和诚信标准的商业案例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商业伙伴与我们有共同的愿

望，即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充满活力的地区经

济。为此，问责制和透明度是投资、价值创造和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

海湾地区的特殊性在于 80%的非石油

GDP是由家族企业带动的。通常，它们都是从

小型企业实体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发展成为拥有

复杂组织结构的庞大的企业集团。据估计，在

未来 5到 10年，将有约 1万亿美元的资产移

交给该地区家族企业的第三代领导者，但全球

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过渡之后，只有 15％

的家族企业还能继续创造价值。公司治理对顺

利地完成领导过渡可能会大有帮助。采取积极

的行动以防止贪污、腐败和经营不善可以确保

家族企业的持续成功。

暴露于风险之下
2013年，我们基于对各海湾合作委员会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国家的 100多个家

族企业的领导者的访问，发布了一份报告。在

这些受访企业中，63%的企业有明文规定的道

德规范，但是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执行了这一规

范，这使得企业容易暴露在会严重影响其长期

成功的风险之下。随着这些组织的不断发展，

相关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的研究表明，55%

的家族企业打算筹集资金，这就需要对企业进

行尽职调查，因为贷款人希望将风险最小化。

因此，在考虑战略计划时必须把利益相关

方的共同参与放在首位。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方法，但是麦肯锡（McKinsey）最近的

一项调查指出，约 80%的机构投资者表示，他

们愿意为治理良好的公司支付溢价。2013年，

我们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协议，帮助我们在海湾地区推动联合治理项目。

该协议使得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组织，并通

过专设的活动和研究推动最佳实践的进展。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召集各家族企业

举办互动圆桌会议，分享研究心得，并讨论领

导者在实施最佳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获

取的经验。来自该地区的一些最知名的企业代

表畅所欲言，阐述他们自己对家族企业治理的

观点和经验。这些活动能够为各成员营造一种

真实的集体氛围，并且激发它们发展区域经济

和创造重要就业机会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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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实证据表明，在毕业生层面上，该地区女性的表现优于男

性，但是随着她们事业的不断发展，对生活方式的预期和家庭的责任

往往意味着女性需要放弃工作，而不是晋升到管理层。Pearl Initiative

与 ACCA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强调性别多样性的重要性。由 ACCA在

2014年 1月主办的圆桌会议聚集了该地区主要的女性财务专业人士，

讨论如何提高领导岗位的女性人数。与会者一致认为，通过积极支持

财务团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创造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和改善产假、指

导项目和网络倡议等政策，该地区的公司将能够通过包容的精神留住

优秀的女性。

2014年 3月，我们在 ACCA与 Pearl Initiative共同举办的联合论

坛上讨论了采取综合财务报告模式的价值，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

国的公司如何能够将这样的模式引入企业的整体战略之中。请参见第

50页。

财务界的女性

综合报告

Ime lda  Dun lop 是

Pearl Initiative的执行

董事。她是世界经济

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前董事，此

前曾在 Monitor咨询

公司工作。

领导的重要性
我们理解，治理立法越多，越能够提高企

业的合规性。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导致

企业逐条完成规定事项。尽管立法能够推动企

业达到法律要求，但它并不能使得企业可持续

地提升问责制和透明度，这就是为什么私营部

门的领导如此重要的原因。通过我们的项目和

活动，我们鼓励整个地区的企业自愿超出最低

要求，并且把良好的企业治理精神融入到他们

的企业以及与其往来的企业之中。

例如，反贪反腐是关键的议题。我们与各

成员公司就在困难的市场经营，交流战略目标

和与该地区相关的实践所面临的挑战展开了开

诚布公的讨论。这些讨论往往强调企业当下需

要融入价值观，并尽可能减少整个公司文化和

行为准则中的不道德行为，以便于企业在长期

受益。我们的创始人 Crescent Group的执行总

裁 Badr Jafar最近在与改过自新的“华尔街之

狼”Jordan Belfont共同参与的一个小组会议上，

向 400多名与会代表讲述了诚信经营的重要

性，以及不道德行为可能会导致的潜在破坏。

整体分析
我们还讨论了该地区综合报告的发展，以

及提高报告标准的必要性。涵盖公司财务范畴

以外的方面能使报告过程产生更高的凝聚力和

效率。一份汇集了各个方面的全面的报告为审

视企业业绩提供了一种前瞻性的视角，对企业

的战略目标形成一种整体分析。综合报告还与

公司的治理实践相协同，因为它对每项政策都

进行了概括和清楚的解释。

从一种本地和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和理解

利益相关方的侧重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报

告中清楚地表明一个企业的关键战略问题能

够显示它是一个真正持续经营的企业，这对保

护企业的声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说明这

一点，我们把综合报告专家请到了该地区，向

各成员讲述综合报告能够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的

额外保证。

通过将治理实践融入到企业自身的行为模

式中，一家公司将会获得超越同行的竞争优势，

帮助吸引资本、客户、商业伙伴和员工。我们

会继续向私营企业宣传良好的公司治理信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推出一份新的报

告，分析该地区五个较为杰出的家族企业的治

理实践。我们也将公布一项国际调研结果，其

检验了企业最高管理层融入性别多样性所面临

的挑战。此外，我们还将继续我们的学生项目，

鼓励我们未来的领导人采纳和接受良好的企业

治理，使他们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应用这些

原则。

在提升企业对良好治理的必要性的认识方

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我们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基于推动企业对于最佳实践商

业案例的认识的必要性，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

要完成。以此，我们将会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

关系继续帮助企业采取最佳的治理实践。我们

的目标是培养中东企业的一种信念，即道德和

问责制能够创造价值和业绩，这样我们就可能

根除腐败和治理不善，从而为我们的经济和居

民带来好处。

 第九期     97

财会前沿：公共价值  海湾地区



2013-14年间，ACCA会员数量增加近5%，

目前已接近 170,000人。ACCA学员总人数

增至 436,000人，其中 384,000人正在学习

ACCA专业资格，较此前一年增加12,000多人。

ACCA在对雇主整体印象调查中得知，95%的

雇主认为 ACCA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品牌；89％

称 ACCA是一家世界级的组织。ACCA行政总裁

白容（Helen Brand）说：“雇主和培训机构的意

见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很高兴获知，各方反馈

继续显示出对 ACCA的整体认可和支持。ACCA

仍然会和雇主密切合作，确保能够继续满足他

们的需求。”

由 ACCA和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委

托进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董事会和首席执行

官必须在上层定调，才能在公司内建立敢于质

疑风险的文化。报告《敢于质疑风险的文化》（A 

risk challenge culture）提到，鉴于 2008年金融

危机，各个组织都需要形成和执行有效的风险

监督。那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公司在风险管理方

面存在的漏洞。报告称：“如果下属明明感觉到

存在风险，却害怕向高级管理人员提出，那就

说明公司内还没有建立质疑风险的文化。” 

英国会计团体咨询委员会（UK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Accountancy Bodies, CCAB）日前发

布首份针对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国际综合研

究报告。研究由来自四所知名大学的学术人员

开展。研究显示，非营利组织希望能够建立财

务报告国际标准。72%的受访者称这样的标准

将会很有用。ACCA是该委员会成员。

CCAB主席、ACCA副会长郝安东（Anthony 

Harbinson）在英国国会大厦发表了本次研究结

果。他说：“根据调查，CCAB呼吁有关方面进

一步研究非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需求，并考虑

出台财务报告国际标准。”

一项针对财会专业人士经济观点的五年

回顾调查显示，在各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逐渐

恢复的过程中，威胁长期经济稳定的因素仍将

继续存在。这一观点根据 ACCA/IMA开展的最

大规模“全球经济形势调查”得出。报告警告

称，即便存在复苏，也仅仅限于少数的“金融稳

定岛”。

日前，ACCA与哥伦比亚国家财会管理机构

INCP（Instituto Nacional de Contadores Públicos 

de Colombia）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推动哥伦

比亚财会行业的成长和发展。根据谅解备忘录，

双方将合作壮大哥伦比亚财会行业队伍。ACCA

将帮助其落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并

通过 ACCA在线认证与考试，在哥伦比亚开展

IFRS培训与认证。

阅读 ACCA综合报告，请访问：

http://annualreport.accaglobal.com

阅读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23

阅读 CCAB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24

阅读“全球经济形势调查”，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25

了解有关ACCA和 INCP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22

ACCA会员

敢于质疑
风险的文化

非营利组织研究

五年以来

哥伦比亚新动向

ACCA 2013-14 年

综合报告现已发布。

其封面照片展示了

2014 年 4 月 ACCA

会 员 和 学 员 参 与

ACCA第 91个办事处

于缅甸落成的照片。

ACCA副会长郝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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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全球分支网络  加纳阿克拉 +233 (0)302 731 735 info1@gh.accaglobal.com 

 埃塞俄比亚阿迪斯阿贝巴+251 115 159533 info@et.accaglobal.com  中国北京+86 (0)10 6535 2400 accabj@accaglobal.com

 马拉维布兰太尔+265 995 377200 info@accaglobal.com  欧盟布鲁塞尔+32 (0)2 286 1137 info@accaglobal.com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40 (0)31 780 0012 info@ro.accaglobal.com  威尔士卡地夫+44 (0)2920 263 657 wales@accaglobal.com

 中国成都 +86 (0)28 8620 2085 accacd@accaglobal.com  斯里兰卡科伦坡 +94 (0)11 2301920 info@lk.accaglobal.com 

 孟加拉达卡+88 02 8824672 info@bd.accaglobal.com  阿联酋迪拜 +971 (0)4 391 5451 info@ae.accaglobal.com 

 爱尔兰都柏林 +353 (0)1 447 5678 irelandinfo@ie.accaglobal.com  博茨瓦纳嘉柏隆里+267 318 8756 info@bw.accaglobal.com 

 苏格兰格拉斯哥+44 (0)141 534 4141 info@accaglobal.com  中国广州 +86 (0)20 8755 7932 accagz@accaglobal.com 

 越南河内+84 (0)4 3946 1388 info@vn.accaglobal.com  津巴布韦哈拉雷 +263 (4)744 524 745 880 info@zw.accaglobal.com 

 越南胡志明市 +84 (0)8 3910 3488 info@vn.accaglobal.com  中国香港 +852 2524 4988 info@accaglobal.com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92 51 111 22 22 75 info@pk.accaglobal.com  南非约翰内斯堡 +27 11 217 2288 infoza@accaglobal.com

 乌干达坎帕拉+256 (0)414 251328 info@ug.accaglobal.com  巴基斯坦卡拉奇+92 (0)21 111 22 22 75 info@pk.accaglobal.com 

 乌克兰基辅 +38 (044) 498 34 50 info@accaglobal.com  马来西亚吉隆坡 +6 (0)3 2027 4756 info@my.accaglobal.com 

 尼日利亚拉各斯+234 1 461 6269 info@accanigeria.com  巴基斯坦拉合尔 +92 (0) 42 111 22 22 75 cs.lhr@pk.accaglobal.com

 塞浦路斯尼科西亚 +357 (0) 22 391 000 info@cy.accaglobal.com  英国伦敦 +44 (0)20 7059 5000 info@accaglobal.com 

 赞比亚卢萨卡+260 (0)1 223810 info@zm.accaglobal.com  中国澳门 +853 8294 6708 info@accaglobal.com

 俄罗斯莫斯科 +7 495 737 5542 info@ru.accaglobal.com  阿曼马斯喀特+968 2449 3686 info@om.accaglobal.com 

 肯尼亚内罗毕 +254 (0)20 2730728 info@ke.accaglobal.com  美国纽约 + 1 212 310 0105 info.usa@accaglobal.com 

 柬埔寨金边 +855 (0)23 991 676 info@kh.accaglobal.com  毛里求斯路易港 +230 466 0030 acca.mauritius@accaglobal.com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班牙港+1 868 622 4777 info@wi.accaglobal.com 

 捷克布拉格 +420 226 223 000 czechrepublicinfo@accaglobal.com  中国上海 +86 (0)21 5153 5200 accash@accaglobal.com 

 中国深圳 +86 (0)755 3395 5710 accagz@accaglobal.com  新加坡 +65 6734 8110 info@sg.accaglobal.com 

 澳大利亚悉尼 +61 (0)2 8999 9080 info@au.accaglobal.com  加拿大多伦多 +1 416 966 2225 info@ca.accaglobal.com 

 波兰华沙 +48 (0)12 395 7090 polandinfo@accaglobal.com

 ACCA总部 29 Lincoln’s Inn Fields, London, WC2A 3EE, UK +44 (0) 20 7059 5000

何司楷 Stephen Heathcote
ACCA市场执行总监 
stephen.heathcote@accaglobal.com

安普马 Jamil Ampomah
ACC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总监
jamil.ampomah@accaglobal.com

康奈尔 Mark Cornell
ACCA美洲和西欧地区总监
mark.cornell@accaglobal.com

邓洛普 Stuart Dunlop
ACCA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总监
stuart.dunlop@accaglobal.com

查阅《财会前沿》电子版及 iPad版，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futuresjournal

罗美仪 May Law
ACCA亚太区总监
may.law@accaglobal.com

瑞马丁 Lucia Real-Martin
ACCA新兴市场总监
lucia.realmartin@accaglobal.com

希尔兹 Stephen Shields
ACCA全球雇主关系总监
stephen.shields@accaglobal.com

斯蒂尔 Andrew Steele
ACCA合作关系总监
andrew.steele@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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