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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前沿活动
2012年 10月 8日 – 12日

投资者参与  商业标准可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

企业报告  IFRS

风险管理  从最基层做起

为期一周，全球视角，
现场直击，需求兑现。

“ACCA 财会前沿”活动是一项全球性盛会，旨在

探索财会专业人士如何发挥作用，建立更加完善、更具

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ACCA一向鼎力支持财会人士的

整体利益。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我们将利用最新技术

集合来自世界各地的财会专业人士，相互分享，彼此学

习。我们的专家将就企业如何调整自身，满足利益相关

方、监管机构、经济乃至大环境的未来需求分享宝贵意

见。

活动将通过网络论坛直播，并根据参与者的需求开

展研讨环节。您可以参与到世界各地的活动中来。欲报

名或了解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ccountingforthefuture

活动主题包括：

* 可持续发展

* 投资者参与 

* 企业报告

* 风险管理

* 价值评估

“研究与洞察”推出 IPAD应用

ACCA推出“研究与洞察”iPad 应

用。您可以通过它了解 ACCA会员风险管

理调查结果，以及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开展

综合风险管理。免费下载这款 iPad应用，

请 访 问 www.accaglobal.com/ri_app。

您也可以在苹果 iTunes商店中直接搜索

“ACCA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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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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Nussbaum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首席执行官

企业会计师全球论坛  
主席：Richard Moat FCCA  
Everything Everywhere前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商法全球论坛
主席：Faris Dean ACCA  
Lyons Dean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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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业全球论坛 
主席：Mark Gold FCCA 
Silver Levene 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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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排从左至右） （下排从左至右）

编辑委员会 会计师必须更加注重思考各种各样可能的形势，养成敏

锐的洞察力，以便应对越来越短的商业周期。这是“ACCA财会前

沿学院”一项研究项目的初步调查结果。本期杂志对这份报告进行

了介绍，适合每一位商界人士阅读。接下来的文章考察了这些形势

出现的原因，以及企业领袖都采取了哪些策略。美国前总统戈尔强

调，财务报告对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英国企业家理查

德  布兰森爵士则介绍了“做善事”对企业有何好处。越南财政部

长王庭惠博士探讨了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期还探讨了技术力

量、多样性，以及今年“里约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议程设置对投资

者的利害关系 —— 而这或许是最有可能改变当前形势的因素。

编辑：奎克 Chris Quick
了解更多有关 ACCA财会前沿项目的信息，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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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斯 John Davies
ACCA专业事务主管
john.davies@accaglobal.com 

周俊伟 Chiew Chun Wee 
ACCA亚太区政策主管 
chunwee.chiew@accaglobal.com

迟坎巴 Alvin Chikamba  
ACC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策主管 

alvin.chikamba@accaglobal.com

塔埃比 Aziz Tayyebi
ACCA国际发展主管
aziz.tayyebi@accaglobal.com

萨贾德博士 Dr Afra Sajjad
ACCA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教育主管 

afra.sajjad@pk.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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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
PG06 戈尔和布拉德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研

究公司合伙创始人：抛

弃季度收益指标，综合

报告才是资本主义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PG09 YVO DE BOER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首

席官员变身毕马威特别

顾问：企业正逐步加深

对绿色分红的认识。  ‘

PG12 地球峰会

为里约气候大会把脉问

诊

PG16 首席财务官与首

席气候官

会计师在解决环境问题

中发挥关键作用

PG18 解冻的北极

不断融化的北极打开了

连接欧亚太平洋的新航

道

PG22 水资源风险

这个星球最基本的资源

严重短缺，对企业构成

愈发严重的威胁

PG24 综合报告

继续在全球积蓄势能

商业标准
PG28 投资者观点

标准制定者呼吁要倾听

投资者的声音

PG30 基本道德 

FEE负责人：诚信就是

一切

PG32 郑继銮

马来西亚银行家：说到

底还是基本的道德问题

财务转型
PG55 外包

共享服务的潜能仍有待

进一步发掘

PG58 人才的力量

Standard Life 首 席 财

务官 Jackie Hunt的人

才管理诀窍

企业报告
PG74 IFRS

全球俱乐部推广底线利

益

审计与社会
PG76 IAASB

平衡利益相关方的棘手

之处

PG78 审计报告

三虎相争是否会耽误迫

切需要进行的大检查？

风险与回报
PG80 管理风险

倾听基层的声音，全面

发挥作用 公共部门
PG92 支出

对政府支出缺乏有效审

查，会导致更多问题

PG94 税务

政府如何在提高税率的

情况下说服企业不要迁

址？

小企业
PG96 为中小企业松绑

通过放松管制帮助小企

业繁荣发展，并不像想

象中那样简单

PG98 史蒂夫  福布斯

《福布斯》杂志首席执

行官认为自上而下的资

源管理必然会令创新窒

息。

融资渠道
PG33 资本市场

发展前沿经济体

PG36 私人融资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否

有价值？

全球经济
PG38 陈毓圭博士

CICPA秘书长高度评价

中国会计师为本国吸引

外资所作出的贡献

PG40 非洲的上升

资源富饶的非洲大陆抗

拒经济衰退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停止发布
季度收益指标将有助于加速资本主义
的可持续发展。（P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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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  布兰森爵士：年龄越大，
我就越喜欢投资一些能够改变世界的
企业。（PG88）

PG43 观点透视

三种观点看待快速变化

的世界

PG44 王庭惠博士

越南财政部长：构建会

计基础设施是关键

PG46 放眼未来

会计师的角色变化

PG46 体育的魅力

奥运会是当地企业的金

山？

PG50 治理

土耳其颁布新的商法典，

并赢得广泛欢迎

PG52 印度之星

毕马威 Jamil Khatri敦

促本国商业领袖提高员

工积极性 　

PG63 科技

“大数据”世界正在向我

们招手

PG66 多样性

引领并掌控多样性 —— 

利用它提高绩效，鼓励

创新 

PG69 性别

德勤前合伙人、作家

Penny Avis思考女会计

师的未来

PG70 人才流动

人力资源战略：用全球

的视角对人才重新部署

PG73 社会化媒体

网络的力量继续增强，

新兴市场应当及时把握

公共价值
PG87 白容

不仅是数字那么简单

PG88 理查德  布兰森

爵士

行善利于商

PG82 网络犯罪

认知程度高，准备程度

低

PG84 薪酬

缩小薪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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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愿景
实施强制性的综合报告制度及停止发布季度收益指标将帮助在 2020年前实现
可持续资本主义，阿尔 戈尔（Al Gore）和大卫 布拉德（David Blood）这样说
道。

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近期发布了名为《可持续的资

本主义》白皮书，该文关注于向一个更加可持

续的资本主义进行思维转移。它通过强调“可

持续发展并不代表放弃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实

际上是培育更优化的长期价值创造”这一事实，

从而为把可持续资本主义纳入主流提供充分的

经济上的理由。

在本文中（基于上述论文的摘录所写），世

代投资的创始人戈尔和布拉德着眼于综合报告

制度并关注发布季度收益指标这一默认的做

法。他们在《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

在 2020年前向可持续资本主义转型加速所需

的五个关键行动，其中包括以上两个主题。

“地球一小时”

3月 31日，像世界上

其他地方一样，越南

的河内（本页图）及巴

拉圭的亚松森（第 8

页图）将公共建筑的

照明关闭了一小时。

这项全球性活动旨在

引起人们对节约能源、

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

关注。

其他关键行动包括：使薪酬结构与长期可

持续业绩相统一、鼓励对忠诚驱动型计划的长

期投资、搁浅资产风险的识别 /合并。

《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一文认为可持续资本

主义是一个框架，其目标是通过改革市场使其

解决真正的需求，从而将长期价值创造最大化，

同时该框架又考虑到所有成本、利益相关者以

及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气候变化、水短缺、贫

困、疾病、日益凸显的收入不均衡及城市化）的

世界。

您可以在 www.generationim.com上阅

读《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一文，其中包含了本文

里未显示的注脚。

我
们已经在改善可持续发展指标

的报告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比如碳排放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及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但

是，由于公司的财务表现及长期前景之间缺少

清晰的关联，所以绝大部分的信息披露都没有

让投资者认为值得大量使用。

此外，一些能够衡量非财务数据的公司

（有些已经因为内部原因这样做了）不愿意发布

任何超出监管要求的信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

做会对对手有帮助或者会增加自己面临法律诉

讼的危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制定新的法规来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原因之一。

基金经理下面的分析师很少拥有对非财务

指标进行自下而上分析的能力。所以，可以理

解的是，大部分人指望第三方评级机构来分析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给他们提供评级

结果，供其解读。

现在已经有 100多家评级机构提供这样的

建议，但是质量及评级系统的值却有很大差异。

我们对那些主流数据公司（比如彭博社和汤森

路透）在向可持续发展迈进上所做出的承诺表

示赞赏，并支持他们在提高标准化以及改善质

量上做出的努力。

但是，我们认为优秀的公司是那些不仅在

内部已经建立了可持续发展与财务业绩的联

系，而且还将他们的分析与投资人进行分享的

公司。

综合报告制度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

可以确保公司拥有可持续的战略，并且能够通

过市场约束来改善自身的内部决策。少数公司

已经开始在其年度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与财务

指标挂钩，清楚地显示出这两者的关联，并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充实可持续资本主义的商业案

例。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是

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

共同创始人及董事长。

世代投资公司是一家

关注于新的可持续投

资方法的合伙企业。

同时，戈尔还是“气候

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的

主席，也是《濒临失

衡 的 地 球》（Earth 

in the Balance）、《难

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 蹂 躏 理 性》（The 

Assault on Reason）

以及《我们的选择 :气

候危机的解决方案》

（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的 作 者。此

外，由于“向全世界告

知气候变化带来的危

险”，他还是 2007年

诺贝尔和平奖的共同

获得者。

由于私人持股公司在报告上拥有更大的灵

活性，所以他们有机会来引领综合报告的发展。

许多顶级的全球私募股权基金，比如 KKR和

Doughty Hanson，已经开始逐步改善其投资

组合公司的可持续性，并正对可持续发展指标

进行报告。这些基金公司能够做得更多，并且

可以说服那些愿意对这些活动的财务收益进行

报告的公司在上市前也这样做。

我们支持哈佛商学院的 Bob Eccles教

授、国 际 综 合 报 告 理 事 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以及英杰华环

球投资（Aviva Investors）在推动综合报告领

域的发展上所付出的努力。虽然他们在塑造这

一新生理念、鼓励公司采取自愿行动上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都清楚只有当综合报

告被强制执行时，才会发生显著的、广泛的变

化。

虽然这种政策干预将因国家而异，但是，

各国的证券监管者及证券交易所却非常适合去

监督对综合报告提出的要求。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证券交易所率先树立了一个典范，该交易

所在 2011年做出一个决定，要求所有上市公

司要么撰写综合报告，要么解释不能这样做的

原因。即便如此，这仅是综合报告强制执行所

迈出的第一步，因为有关 ESG信息（环境、社

会及治理）的报告标准以及它与财务指标的关

联需要不断地被细化。

关键是，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对投资者来说

是重要的，并且与特定行业及公司相关。如果

不考虑两个行业的差距，仅采用千篇一律的形

式是不够的。会计师必须作到对非财务信息进

行的审计和对财务数据指标的审计标准是一样

的，并对这两种信息提供综合鉴证。

我们建议相关的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强制

实施综合报告制度，我们鼓励这些公司在相关

法规颁布以前在短期内自愿地提供综合报告。

我们还鼓励投资者，包括私募股权投资者，要

求其投资组合公司也提供综合报告，并将它纳

入自己的投资决策中。我们也对私人持股公司

做出的提供综合报告的承诺表示支持。

季度收益指标
停止发布季度收益指标是在 2020年前加

速可持续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行动。

在当代世界中，我们在政治、文化、商业及

其他领域上常常着眼于短期。尤其是企业，现

在，大部分管理人都选择关注短期利润，而不

是可持续性的长期增长。我们一直都知道产生

这种扭曲行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投资者

行为、激励计划及商业文化都鼓励公司高管们

去关注企业的短期收益。

投资者对那些关注长期价值创造的上市公

司的 CEO们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急于惩罚那

些短期表现欠佳的股票，即使这种欠佳的表现

是在长期投资计划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许多情况下，公司满足季度收益指标的

能力要胜过 CEO的长期绩效激励计划，所以，

这使得 CEO更难让投资者去关注长期策略。

只有当综合报告制度被强制执行时，才会发生

显著的、广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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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是世代投资管

理公司的共同创始人

及高级合伙人。此前，

他在高盛工作 18年，

于 1999 至 2003 年

间担任高盛资产管理

公司的联合 CEO及

CEO。此外，他还兼任

Harvest Power、New 

Fores ts、SHINE、

Social Finance UK、

S o c i a l  F i n a n c e 

US 及 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董事

会成员。

一项由Murad Antia、Christos Pantzalis

和 Jung Chul Park进行的实证调查显示，实

际上，CEO决策的前瞻性越短，与之相关的“企

业代理成本越高、公司估值越低，信息风险程

度越大”。

一项由 John Graham、Campbell Harvey

及 Shiva Rajgopal进行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

项目会把季度收益拉低到普遍认同的预期指标

以下，即便其净现值为正，78%的管理者都会

拒绝这样的项目。令人惊讶的是，80%的管理

者会以牺牲长期股东价值为代价，通过削减自

主支出（包括研发及营销支出），日复一日地紧

盯着短期指标。这种做法只能够应付短期，而

不能应付可持续的发展。

John Asker、Joan Farre–Mensa 及 

Alexander Ljungqvist的研究揭示，这一损坏

价值的习惯清晰地显示在那些能够反映出以下

现象的数据上：当投资收益不按季度实现时，上

市公司的投资速度会是私人控股公司的一半。

研究还显示，当个人公司在公有制及私有制之

间转变时，也会出现这一现象。他们的观点显

而易见，这种做法使得上市公司开发新商业机

会的能力相比之下更弱。

不提供季度收益指标将帮助一些公司减轻

管理者们的压力，他们无需按季度实现财务预

期，而且这还能使他们以长期盈利能力为目标

来着眼业务发展。

然而，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提供季度收

益指标，所以对那些想要结束这一做法的 CEO

及董事会来说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尽管

有人批评，少数 CEO已经决定停止发布收益指

标并且公开谈论投资者们应该从企业管理层的

时间跨度中期待哪些结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对其他公司来说，甚至是对整个行业来说，季

度指标可能是恰当的，但是决定提供季度指标

应该是一个合理策略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对市

场普遍习惯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反应。

我们建议将那些已经停止提供季度收益指

标的 CEO以及那些有此意愿的 CEO团结起来，

并以此作为催化剂来改变这一做法。

阐明愿景
如今，企业正在看到可持续发展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联，毕马威特别顾问及前
任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首席官员 Yvo de Boer说道。

在
过去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我们

经营企业的方式对周围环境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如今，全球环境

的状态明显在影响着我们的经营

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在于，保持人

类进步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资源利用和环境恶

化，这个挑战也是我们企业未来成功的最重要

因素之一。

由于自然资源出现前所未有的稀缺、食品

价格飞涨、不断增加的能源安全问题，2100年

人口预计将增长至 100亿，在此大背景下，私

营部门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来调整其经营战略，

使其商业模式经得起未来的考验。例如，如果

公司必须承担生产引起的全部环境成本，那

么，他们每 1美元收益将会平均亏损 41美分。

2002年至2010年间，11个重要行业部门 (包

括上游供应链 )的外部环境成本增长了 50%。

其中包括污染等成本，社会在将来可能会承担

这类成本，但是并未包含在产品的交易价格

内。

如今的领导者正在苦苦应对各种复杂的问

题。截至目前，我们发现能源、水资源安全及食

物稀缺问题的全球趋势已足够复杂。而其他因

素的合力也在影响着企业及我们周围的环境，

比如人口增长、森林砍伐及不断壮大的中产阶

级。

大量问题让领导者感到压力巨大，他们正

在苦苦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其

中包括控制企业产能。决策者和商界应当加强

协作，展示焕然一新的领导精神，以实现可持

续的、平衡的发展目标。

政府的政策、投资者的价值以及消费者的

喜好也都在发生快速变化，从而影响企业的财

务业绩，并对长期的愿景提出需求，而且这种

长期愿景是需要得到直接行动支持的。其驱动

因素是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还是主要依赖可靠

的企业家精神？这取决于每一家公司自己的决

策。

企业领导者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不是试图

逃脱各种全球因素导致的风险劫变。事实上，

凭借卓识远见和缜密规划，以及采取先行措施

来应对不确定的前景，他们可以将风险转变为

全新的机会而绝处逢生。企业必须培养弹性和

Yvo de Boer 是毕马

威气候变化和可持续

发展的全球特别顾问，

致力于推动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服务。他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 约》(UNFCCC) 前

任执行秘书，目前担

任世界经济论坛气候

变化全球议程理事会

主席。Yvo de Boer帮

助欧盟拟定了在《京

都议定书》谈判中的

立场，协助制定了欧

盟的内部责任分享制

度，率领代表团参加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的谈判会

议。

机动能力来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培养预见和

适应的能力。

了解风险
首先，企业必须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风险

进行充分的评估和了解，例如，将其纳入企业

风险管理工具，对风险应对作出定义，并对效

率、替代或适应的机会进行分析。

此外，还需要经过整合的战略规划和战略

制定，这就要求企业管理层将可持续发展作为

企业战略的核心，并且纳入各个层级的策略之

中。简言之，企业必须管理风险、利用机会，将

战略规划和战略转变成为远大目标和切实行

动。

企业可以考虑提升能源效率，可持续供应

链管理，在可持续产品和服务创新方面的投资，

以及进入更为环保的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全新

市场。此外，还需积极寻求专门为可替代能源、

能源效率及其他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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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外部影响力为机会并善加利用的企业
正在取得竞争优势。

定的税收激励政策。

在企业报告中考核业绩，报告可持续发展

及相关效益，是有助于企业在这个领域取得成

功的另一项措施。可是目前对这项措施也是谈

论的多实施的少。

综合报告正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例如，

和财务报告体系中使用的方法一样，企业正在

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流程框架、加强信息体系，

建立恰当的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

沟通时刻
企业依靠一己之力是不行的。

必须与合作伙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展开

协作，这对于促进利用和提高行动的成本效益

比是至关重要的。企业领导者应当寻求机会，

与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展示公私合作的

全新和创新方法。对话的主题可以有所改进，

着重围绕经济措施和可以被消除的市场壁垒展

开，以便于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经营。以前，良好

的管理是为已预知的做足准备，如今则是为未

知的做足准备。如果缺少行动和战略规划，风

险将会成倍增加，企业将会坐失良机。

毕马威的客户和全球各地的企业发现，可

持续发展和财务业绩之间的关联正在日益明朗

化。很多企业发现了这些外部力量，他们将这

些影响力作为机会并善加利用，这些企业正在

取得竞争优势。为此，对可持续发展行为进行

衡量，并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含有明确和准确数

据的报告，其作用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而且其

优先级正在快速提升。

新兴风险孕育了竞争优势。毋庸置疑，我

们必须全力推动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关键

在于，我们能够尤其是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

采取的行动速度。

要想蓬勃发展，或只是想要努力生存，企

业都必须要了解影响其经营的根本原因，而不

只是流于表面。具备果敢精神、卓识远见和创

新意识的企业认识到，对民众和这个地球有益

的，对企业的长期财务业绩和股东价值同样有

益。这就是我们保障共有的经济在未来取得成

功的秘诀。

冰川融化产生的影响，

只是会对未来企业产

生影响的环境问题之

一。

全球展望
毕马威最新的企业责任报告调查结果大部分是积极的，但是也
有一些国家落在后面。

被
毕马威称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企

业责任报告调查显示，在全球最

大的 250家企业中，几乎所有企

业都已经报告了他们的企业责任

行为。

《毕马威企业责任报告全球调查》发布于

2011年 11月，该调查显示，在世界财富 250

强企业中，已有 95%的企业实施了企业责任

报告。该比例比 2008年的上一次调查增加了

14%。

在缺乏规范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的

情况下，80%的世界财富 250强企业统一使

用的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的《可持续发

展报告指南》，这凸现出企业对高质量数据的一

致性和可访问性的需求。

该项调查还对受访的 34个国家里的前

100强企业进行了分析。实施企业责任报告体

制的企业比 2008年增加了 11%，达到 64%。

但是其中有地域差异。在 2008年调研中，报

告占比排前的国家这次依然领先，其中英国和

日本企业分别占到 100%和 99%。

南非的增速很快，以 97%的占比排名第三

位 (2008年的占比为 45%)，这要归功于 King

公司治理委员会规定（the 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mission code）。美洲企业

总体占比 69%(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比 83%

和 79%)，中东和非洲地区也开始有所进展，

占比达到 61%；中国是新加入的国家，其占

比为 60%。排名最后的国家是新西兰和智利

(27%)、印度 (20%)和以色列 (18%)。

阅读毕马威调查报告，请访问

http://tinyurl.com/d9cy5ht

Wim Bartels
毕马威可持续发展鉴证服务全球主管

“和财务报告不同，可持续性衡量指标的市场披露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未经规范的，其报告重新

修改的次数是财务报告的四倍之多，这表明企业责任报告仍有待改进。聘请专业人士进行鉴证的

企业，报告修改次数是未聘请专业人士企业的两倍，这表明专业鉴证人员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较高，

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必须加强内部流程的改进。

“此次调查显示，世界 250强企业中，几乎一半的企业报告了企业责任计划给他们带来了经济

价值。企业责任从道德的必需，转变成了商业的必需。现在是到了加强企业责任报告信息体系的时

候，将其级别提升至与财务报告同等的高度，包括加强公司治理控制和管理质量的可比性。”

100%0% 20% 30%10% 40% 50% 60% 70% 80% 90%

林业、制浆造纸业 84%

84%矿业

78%汽车业

74%通信 /媒体

71%公用事业

69%电子 /计算机行业

 参与企业责任报告的六大行业报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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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
随着具有商业头脑的投资者的加入，要求公司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呼声变得
愈发强烈 ,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凸显了这一课题对商业议程不断增加
的重要性。

2
012年 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

球峰会比 20年前同一城市举办的首

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吸引全球

更多的注意力，其一，全球人口增加

了 16亿。其二，环境议程进一步迈向了政治、

社会和企业界的中心舞台。

此外，主流利益相关方提出的环境主张对

里约热内卢会议呼声：

没有注意到这些讯息

的国家将面临着跟不

上综合报告最新思维

的风险。

于强制大型公司遵守规则、法规和目标的要求

越来越少。现在更多的工作是为了让人们相信

以负责的方式对待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符合公司

及其股东的长期利益。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联盟（CSRC）呼吁参

加里约 +20峰会的国家制定一个联合国公约。

这将要求签字国强制规定董事会关注影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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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在他们的年报和报表中报

告这些问题。

CSRC是由 Aviva plc的全球资产管理部

门 – 机构基金管理集团 Aviva Investors领导

成立的，ACCA是它的成员组织。

Aviva Investors首席责任投资官 Steve 

Waygood说：“我们想看到的是董事会的思维。

我们不想看到的是董事会简单的将这项职责授

权给他们的合规团队，而合规团队报告内容对

他们的企业来说可能毫无意义。”

CSRC由 40多家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

专业组织和投资者组成，该组织正在寻求制定

一个能够将财务信息和重要非财务信息合并到

一起的综合报告，投资者可以通过这种报告更

全面的评估公司业绩。

里约 +20峰会最终协议中的一个草案条文

写到：“我们认识到，关于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

需要全球性的承诺，这个报告将提倡和鼓励大

型私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

并将可持续发展信息整合到他们的报告周期中

去。”Waygood认为，这个提法虽然是个进步，

但是其承诺的力度不够，难有真正的效力。

但是总体来讲，所有这些对公司如何对待

可持续发展报告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Rob 

Lake是联合国支持的责任投资原则（PRI）的

战略发展总监，该组织主要由退休基金和他们

的基金经理领导。

他表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和可持续

发展风险信息的大幅改善对于 PRI投资者目的

至关重要。”关于PRI的角色，Lake解释道：“寻

找新的和更有效的方法召集和支持希望积极影

响公司的投资群体。”

不同的标准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JSE）在 2004年

推出了一个社会责任投资（SRI）指数。这项标

准包括一系列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指标。由

于认识到银行的性质与采矿或零售公司不同，

标准本身并不明确量化的目标。但是该标准要

求公司报告能够在这几个方面设定目标，明确

存在问题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说明措施，

责任和行动计划等等。

SRI和 JSE可持续发展主管 Corli le Roux

表示，迄今为止投资群体的接受速度非常缓慢。

“对于可持续发展如何纳入投资决策的了解非

常有限。”她说道。她补充说 PRI起到了一定的

帮助。

但是，le Roux指出：“该指数主要还是从

发行人的观点出发。”根据市值排名的前 100

强 JSE上市公司中的 85%至 90%能达到这

一标准。在标准继续演化的同时，这一数字表

示公司仍有提高的空间 —— 并且，正如研究结

地球峰会主办国巴西

拥有举行反污染抗议

的传统，2003年曾发

生过针对 Jordao河污

染的示威。

果显示，大多数 JSE公司并未实施减少他们的

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行动。

虽然可持续发展有着长期影响，但是并不

是所有的投资者都做长期投资。总部位于伦敦

和迪拜的对冲基金 Toscafund的首席经济师

Savvas Savouri表示：“你对这种指数总是可

以置之不理。他们总是会表现不佳，因为你在

对一些事情加以限制。如果你限制你的 [投资 ]

选择组合，那么它将不如更为全面的选择组

合。”

Lake表示这并不是为了撤出目前尚不符合

标准的投资，而是为了“尝试增强公司与长期

投资者之间更为有效的对话，使公司知道他们

在长期投资者之中拥有长期盟友”。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表现良好的公司在财务表现方面也同样出

色。由前美国副总统阿尔 戈尔联合创立的

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近期公

布了一份名为《可持续资本主义》的报告（见本

期第 6页），报告建议有环保意识的公司可以降

低债务成本和面临更低的资本限制。

在私募股权领域，由 Doughty Hanson 

& Co和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公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

问题的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估值。研究

报告《私募股权和责任投资：一个价值创造

的 机 会》（Private Equity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An Opportunity for Value 

Creation）就鸡和蛋综合症问题展开讨论：“公

司抱怨投资者并不重视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努力，而投资者抱怨公司没有以他们可以重

视的方式报告可持续发展措施。”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现在，多

亏 CSRC，政府已经被要求对这一问题采取一

些行动。如果里约 +20峰会出现狂欢的气氛你

也不必惊讶。这没什么不合适：你把鼓敲得越

响，不合拍的难度就越大。

Andrew Sawers，记者

Steve Waygood
Aviva Investors首席责任投资官

“我们希望董事会能够考虑可用的指南中哪些部分对他们的公司有用并且可能对未来的现金流

和自身的可持续性造成影响。这包括公司所依赖的原材料以及公司在提供产品或服务过程中产生

的浪费等问题。公司过于短期化的应对这些问题，将对公司的价值造成伤害，从而对我们管理的养

老金资产组合的价值造成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公司拥有来自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对长期

考虑的支持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合理的途径是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要求公司披露他们的

长期战略或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长期战略。”

Corli le Roux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 SRI和可持续发展主管

“我们推出了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目的是让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讨论有成效，确认公司在这

一方面正在做哪些事情，并使投资者能够参与进来并且进行负责任的投资。几年来的效果是，我们

希望积极影响发行人和投资者经营业务的方式。我们已经对发行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包括影响

他们在运营过程中将可持续因素纳入考量的程度。我们也看到这种影响已经对投资者产生了作用，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考虑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纳入他们的投资决策。”

杰克逊（Rachel Jackson）
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

“投资者和金融界应该成为未来公司报告的主角。投资者和全球证券交易所需要参与和接受即

将到来的公司透明度变革，以便在投资决策和上市要求中使用新的和重要的信息。投资者有机会

塑造综合报告的发展和频率、改善总体企业责任和分析方法进展将更深层次的 ESG（环境、社会、

治理）问题纳入考量。他们需要开始改变他们进行决策和分析的时间范围，并且同时要求和使用额

外的重要 ESG公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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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
在气候变化困境中的角色
可持续发展和会计师究竟有何关联？ ACCA特别项目总监安德杰认为，在未来
十年两者之间的关联将是全方位的。

有
关方面多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确

保会计师和会计师团体能够作为

相关方参与到可持续发展与气候

变化问题的讨论中去。尽管如此，

外界从来没有停止关注两个与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有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于会计师：这

与我究竟有何关系？第二个问题则来自于非会

安德杰 (Roger Adams 

FCCA)，是 ACCA特别

项目总监。2010年之

前担任 ACCA政策执

行总监一职，负责管

理 ACCA在可持续发

展与企业社会责任等

专业议题上的全球政

策定位。他曾获得英

国会计协会“终生成

就奖”。

计师：会计师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究竟有

何关系？

不过，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质疑之声有所减

弱，因为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中，

会计师正扮演着越来越核心的角色，并逐渐被

更多的人所熟悉。

2011年年末，在德班举行的联合国缔约

国（COP）17次气候大会将政府间气候变化谈

判推向了新的高潮。从事设计咨询业务的WSP

集团可持续发展主管 Paul Toyne在英国《卫

报》上撰文，简要介绍了大会协定给企业界带

来的影响：“德班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所有联

合国成员国都要在 2020年之前（制定减排目

标），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一些新兴排放大户。由

此头一次推动整个世界向实现低碳经济的正轨

迈进。”

“这对企业的影响十分深远。只有那些有能

力提供产品和服务、有助于实现这一路线图的

企业才能迎来事业上的繁荣。大会还有助于鼓

励投资低碳技术，推动碳补偿市场的形成，因

为参与德班大会的谈判代表同意建立新的市场

机制，实施碳定价。”

德班大会的主要要求：
在企业层面，会计师，特别是财务总监、首

席财务官以及审计师，都需要全面了解“德班

决定”的意义。从 2012年到 2020年：

* 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更加严格的温室气体排

放标准。2020年之前做到有法可依。

* 碳排放交易计划要进一步扩充、成熟，对资

产负债表的重要性也要进一步凸显。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相关标准已有多年。

* 复杂的碳补偿机制及包括衍生品在内的碳

交易金融工具都会得到普及。

* 投资者会要求披露更多有关排放和相关风

险的细节。治理体系必须进一步充实、拓

展，以便应对这些新的要求。

* 企业风险管理项目和流程要有应对措施。

* 排放披露制度会对年报产生影响。碳排放

量较高的企业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必须

侧重相关项目，并制定具有说服力的调整

战略。

*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上游和下游报告（《温

室气体议定书》中的其他间接排放）或许会

被包含在新的报告制度中。

* 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三方鉴证将成为强制要

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

正在对碳排放贸易制度的鉴证指导文件进

行定稿，今年晚些时候将会发布。

* 企业战略需要经得起低碳经济的考验。

* 内部管理流程，比如资本投资评价等决策，

需要直面排放以及其他与可持续发展有关

的重大问题。

在即将于 6月召开的 Rio+20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大会上，一个已经被广泛报道的议题就

是：建议将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年度报告周期

中去。Rio+20大会“最初文件草案”的第 24

会计师及其雇主都很可能在未来将可持续
发展问题置于核心位置。

条写到：“我们呼吁建立全球政策框架，要求所

有上市公司和大型私企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

并将可持续发展信息纳入报告中。”

这一建议似乎是对近期建立的国际综合报

告理事会的一种回应，也反映出各方对报告制

度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将传统的财务报告（由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大体上由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决定）融为一体。

根据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的讨论报

告《发展综合报告 —— 在 21 世纪传播

价 值 》（Towards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unicating Value in the 21st Century），

综合报告旨在“展现企业战略、治理和财务绩

效与企业所运营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环境之

间的关联”。

通过加强这些关联，综合报告可以帮助企

业根据可持续发展做出决策，帮助投资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方了解企业的真正表现。 

如果第 24条最终成为立法或是被纳入某

个标准，企业的报告环境会发生重大变化。

扮演核心角色
通过 Rio+20大会和 12月在卡塔尔召开

的 COP 18大会，2012年的公共政策发展很

可能让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目前全球

250强企业中已经有 95%报告可持续发展问

题，比 2002年的 45%有所增加。

鉴于当前众所周知的政治意愿是着眼于长

期投资（出自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而变得岌岌

可危的短视主义的反感），会计师、他们的雇主

以及整个行业都很可能在未来将可持续发展问

题置于核心位置。

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必须对这一转变所

造成的财务影响和风险有所交代。他们必须与

企业审计与治理委员会进行沟通。必须在向投

资者的公开披露中表述这些问题，以及企业解

决这些问题采取的行动。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必须有所作为，

发挥团队核心成员的作用，创造价值，规划长

期的低碳经营战略和企业模式。而为这些工作

提供财务支持正是首席财务官和财务总监的职

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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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区概述
Colin Manson表示：北极地区海运业务的开通
将大大缩减欧洲与亚太地区之间货运业务的运费
与碳成本。

虽
然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

化的程度问题仍然存在着争议，全

球变暖却已经成为我们今天面临

的一个事实。北极海盆在这个问题

上最具有代表性，其冰川融化速度之快正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

2011年，冰川面积的缩小第二次创造了

纪录，比 2007年的最低纪录还减少了约 31

万平方公里。根据科罗拉多国家冰雪数据中心

的统计数字，2007年统计的十年内平均降幅

为 10.2%，至 2011年创下新高，达到 12%。

另外，自去年八月至九月末，北海航道（沿俄罗

斯最北端）全线开通。西北航道（沿加拿大最北

端）的“阿蒙森路线”已经连续五年对外开放。

北极区航道的对外开放为欧洲与中国之间

的贸易运输开辟了新道路，大大减少了货物运

输的时间，既节约了成本，又降低了废气排放，

同时货船能够免于遭受索马里地区与马六甲海

峡的海盗侵袭。

关于北海航道的融雪速度问题引起了人们

的强烈争议，其中有许多保守的观点认为应将

商业规划列入 2030–40年计划表中。然而，去

年八月英国国防部向《每日电讯报》透露，该

部开展了关于如何使航道能够早日对外开放

的各类研究工作，目前看来，此目标已被列入

2015–2020年计划当中。

从一个更基本的层面来看，目前关于北极

海盆地区运输业务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展起

来。北极理事会出具的 2009年北极海运评估

报告（AMSA）是最新版的详细评估报告并得到

了全球普遍认可。然而，该报告是以 2004年

考察的北海航道运输数据与 2008年北极气候

影响评估海冰面积值为依据的。

当然，南极同样也处在地球的另一端，各

项条件却与北极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在对待南

北两极环境问题时，采取开发极化码的方式相

Manson Oceanographic 

Consultancy 的董事

长 Colin Manson 是

一位气象学与海洋学

方面的专家，退休后

于 2011年成立了该

公司。他曾一度担任

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

英国海事工程、科学

与技术学会以及国际

海事组织的顾问。

挪 威 特 罗 姆 斯 郡

Blafjellelva河上的北

极光。

似，但是其表现的形式却相差甚远。例如，南极

洲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大陆板块，冰川向外延

伸，然而，北极却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中央海，

只在边缘有一些陆地。这就形成了程度截然不

同的气候影响，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区别极化

码在各地的应用方法。

极化码体系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IMO）正在制定极化

码管理体系，包括各成员国及众多非政府组织

的参与者，如英国海事工程、科学与技术学会。

目前，该组织重点关注的是对在冰川上或附近

地区作业的船只的要求，和对冰雪导航器的要

求。

虽然海冰在不断融化，而且速度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快，但是人们却对其它重要因素例

如海上空气温度差异、极值风速与能见度，没

有给予同等的重视。同时，极化码没有提出符

合当前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STCW）海员资格证的内部培训要求，也没能

解决海洋污染，以及远离警区或无法设立警区

场所的海上生命安全等问题。

北极区的各种变化将对其它工业领域带来

怎样的影响？随着航道的对外开放，欧洲与亚

太地区开拓性市场（尤其指中国）之间的海运

成本与运输时间都将明显减少，虽然这仅限于

夏季。最近，英国海事工程、科学与技术学会召

开了一个关于极地航运问题的会议，会上提出

了许多关于如何减少废气排放、经营成本与运

输时间的问题。

关于北海航道的融雪速度问题引起了人们的

强烈讨论。

通过苏伊士运河 通过北海航道

英里 天数 英里 天数 省时（可省天数）

日本 11,000 34 7,400 26 8

韩国 10,700 33 7,500 27 6

中国 10,500 32 7,900 28 4

 超标限度

亚太地区与荷兰鹿特丹港市之间的运输距离与运输时间以 2011年的运输时间为依据，该区域仍有一些冰雪。未来五年

内，其速度可能提高到 14节（海里 /小时），因此运输时间会再缩短五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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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鹿特丹港与日本、中国及韩国之间的

运输时间（见上页表格）是根据沿俄罗斯北部

海上航行速度计算的，该航道全程有浮冰，平

均速度仅为 6节（海里 /小时）。大约未来五年

内，预计浮冰覆盖范围将缩小，因此，船只平均

运输速度可能会达到 14节（海里 /小时），这

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整个运输时间。由此节省

下来的费用能够更多地用于经营方面，但是，

每吨货物的碳成本也将包含在内。

如按照平均 5万英镑 /天的标准来计算，

自北海航道至日本的运费可节省约 40万英镑，

不久的将来可能节省到 75万英镑。

同时，北极区海洋航道还免去了船只通过

马六甲海峡与西北印度洋的麻烦，这两处都是

海盗猖獗的地区。如果没有海盗风险，那么货

物保险费将大幅减少，虽然其中包含部分冰雪

破坏险。苏伊士运河地区的运费目前也呈上

升趋势，虽然北极区同样也会产生破冰船的费

用。

拓宽视野
同时，虽然我们必须考虑每年气候因素对

货物储存造成的影响，但是在夏季，成品或半

成品的仓储量一般都会减少。然而，由于在不

久的将来，冰雪将以更快的速度融化，无冰海

面的运输季节将从目前的八周增加至十周，甚

至可能长达四个月。这将大大地减少经营成本，

但同时又要求人们对库存管理过程进行更为细

致的监督。

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制订极化码的提

议可谓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为北极海盆区制

订安全使用管理体系提供了便利。然而，为了

确定具体范围要求和稳定的灵活代码，该组织

亟待进一步开展冰雪融化方面的研究，以获得

更加准确的预测数据，进而得出是否有可能增

加北极航道的可能性，并且利用其有效性增加

运输量。

总而言之，北冰洋海域与北海航道的对外

开放表明，亚太地区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成本、

保险费、仓储费、碳成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缩减。

然而，客户需要对上述成本缩减的情况有

所了解，以便货运公司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成

本。而货运公司不大愿意采取相应措施，因为

他们的经营模式会受到深度影响。

大约未来五年内，货运平均运输速度有望增加至 14节（海里 /
小时）。

北极海盆之双航道

一瞥

北海航道

苏伊士航道

航行未必一帆风顺
环保行动组织指出，北极区商业运输的对外开
放带来了商机，同时也存在着生态风险，即环
境方面的问题。

北
海航道向货物运输的开放可能意

味着欧洲与亚太地区之间货运费

与碳成本的大幅缩减，然而，北极

地区及许多有待研究的生态系统

是否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极地活动家 Ben Ayliffe

认为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太高 ,“这里是全球

最后一片没有被人类涉及的海洋，一旦进行开

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且难以弥补，”他警示

道，“如果这里开通海运，那么地球上最后一块

净地将存在极大的风险。”

然而，在海洋交通运输扩大的过程中，

潜在的石油泄漏问题并非唯一的风险。“同

时，我们还要考虑日渐增加的黑碳（煤烟）问

题，”Ayliffe说道，“不断增加的海运业务将会

导致当地环境的温度不断升高，这只会恶化已

经非常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与世界其它地区

相比，北极区的冰雪正在加速融化。因此，这里

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黑碳。”

同时，海运业务的开展还存在着商业风险。

“目前来说，在这里开展业务的风险相当高，”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海事经理 Simon 

Walmsley说道，“北极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

该地区缺乏水文地理信息，从未有人对这些地

区进行过勘探调查。如果有公司把资金投入到

这一领域，将意味着极大的风险。”

另外还有人为因素。Walmsley认为，由

于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加上搜救设施的匮乏，

如果企业因采取节约成本的措施而过早开始运

作，那就意味着企业将发生事故及人身损失。

“多年来，我们看到许多北极国家在现有的条件

下开展了相当好的港内运输业务，向边远居民

区和开发区供应货物，”他说道，“随着北极区

海运业务的开展，我们发现了不符合要求的船

只及不适合此类工作条件的船员，因此，各种

问题将应运而生。”

Walmsley负责国际海事组织（IMO）关于

北极区与南极区海运极化码的商议工作。“极化

码的开发将用于在最遥远的极地水域开发海运

业务所需的环境与安全管理机制。”他说道。二

月份，有关部门做出决定，环境极化码的开发

将置后一年。“我们对此深表遗憾，”Walmsley

补充道，“北极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生态系统之

一，经历了最大程度的气候变化，任何措施的

延迟都是不利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代价。”

“ 我 们 不 能 就 此 认 定 前 景 一 片 暗

淡。”Ayliffe说道。但是他提醒我们，北极区的

持续工业化发展，将会置这片广阔的冰冻地区

于死地。“科学家称，北极区海洋冰雪正在陷入

‘死亡漩涡’，”他说道，“绿色和平组织向人们

呼吁更为合理的管理模式，以便划清冰雪区域

的界线，指出什么是适可而止。我们必须考虑

这片原始地区的未来。”

Walmsley希望极化码能够尽快开发出来，

此事宜早不宜迟。由于气候持续发生变化，各

项条件即将发生更为明显的变化。加上水文资

料的缺乏，这意味着人们对那个地方将一无所

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快开发这一代码

的原因。

对于那些有意加入北极海运热的企业，他

提出了以下建议：企业要考虑风险，看看这样

做是否值得。只有符合要求的船只和经营策略，

以及经过专门训练并且富有经验的船员经批准

后才能在这些地区工作，这里是高风险和高敏

感地带，企业应当考虑的是，究竟是否要在这

里经营。

Kate Jenkinson, ACCA记者

向商业开放：2007年

9月，美国宇航局土地

卫星（Terra satellite）

上的中分辨率成像光

谱仪（MODIS）观测

到了加拿大与格陵兰

之间的西北航道。

只有直接利用市场的力量，懂行的客户才

能确保其经营成本得到降低，也就是坚持让承

运商使用北海航道。同时，还需要将他们的绿

皮证书升级，并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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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水风险
随着潜在的水资源短缺成为一个商业问题，衡量其范围和相关风险变得越来越
重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Stuart Orr如是说。

二
十一世纪潜在的水资源危机不亚

于持续的碳和气候危机。毫无疑

问，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挑战，

与全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之间有

着间接的联系，但是这也是平行线终结的地方。

与水相关的问题、风险和机会和与气候相关的

问题、风险和机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并且需

要企业和金融行业提供不同的战略和解决方

案。

气候风险和水风险之间的主要差异是水资

源的获得、管理和影响是本地性的且可以在分

水岭或流域层面着手处理这一问题。

这表示与水相关的商业风险与地理位置有

关，并且受当地水资源紧张影响，通过改善地

方管理能够做出最有效的反应来应对当地问

题。

这与应对碳 /气候变化使用的市场化解

决方案（可以进行商品化交易的通用等量指标

（CO2e））之间有着巨大的背离。水风险是一个

主观的概念。对于一名农夫而言，威胁可能是

连续多年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对于加工厂的

老板而言，其威胁可能是生产高峰期时突然断

水。对于政府而言，则是公用事业用水的成本

上涨和更高的能源成本带来的影响。

水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水的社会和

文化意义与其在各种生产加工流程中的应用不

相上下，使水被赋予了经济价值。正是这种双

重性，加上所有生态过程需要水的支持，引发

了商业风险。

随着水被提上了企业的议程，金融业也开

始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虽然企业和金融行业

议程之间并不一定一致。一家公司需要通过识

别风险来制定战略、与供应商接触或加强社会

对其运营许可的力度，而金融家们正在寻找未

来几十年内水可能成为关键问题的地区，谨慎

的关注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并寻求一个更安全

的投资环境。

这种更安全的环境可以成为投资的一部分

或者将投资完全转移至其它水风险较低的地

区。获得从商业角度来看风险较高但是财务回

报较低的投资对于寻求创新和提高的公司来讲

比较困难。

但是，这正是资金需要涌向的地方。

Stuart Orr 是 WWF

淡水团队驻瑞士的经

理，他拥有学术和研

究背景，并在亚洲和

美国的私营部门工作

过多年。他发表过水

测量、农业政策和水

相关风险的文章。环

保组织 WWF活跃于

100多个国家。

一名澳大利亚粮农正

在评估由于干旱造成

的小麦庄稼死亡，澳

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大

小麦出口国。

改善的资源管理
WWF与公司接触，了解与水相关的问题，

并以为所有使用者提供更好的资源管理为目

的，帮助制定战略和管理。但是，随着水风险研

究范围的扩散，涌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利益，

于是产生了巨大风险：水的复杂性、其社会和经

济本质、地方水管理中无数细微差别将会消失

在简化的衡量指标、评估和应对战略中。

目前急需明确风险的范畴和规模，并且需

要制定评估和管理风险的有效工具，这也是为

什么WWF与德国发展银行 DEG合作开发水风

险过滤器。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评估 DEG私

营部门客户面临的水风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创造的这一工具可靠的科学性和简易

性使其能够适用于任何投资者、银行或公司。

水风险过滤器是一个风险衡量指标工具，

为全球 35个行业评估物理、监管和声誉风险。

目前，对商品和服务价值链内水的元素的了解

非常有限，通常对警戒线内水管理问题倾注了

太多的精力。该工具利用目前最新的科学绘图

和指标，让使用者全面认识到一个公司、投资

或客户所面临的风险。

红色区域
该工具将会发现水的“红色区域” —— 这

些地区现有或未来与水相关的问题，例如稀缺

性或糟糕的监管体系，将会带来更高的投资风

险。 从WWF的角度来看，其解决方案不是遗

弃这些地区；从实践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可能

的，因为这些问题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将会蔓延

至全球。相反地，战略目标是必须将红色区域

David Nussbaum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首席执行官 

“根据我们的经验，水问题吸引了大量的注

意力，尤其是来自于公司和金融机构。总是有

公司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水，不仅仅

看作是一种环境挑战，也看作是一种商业和社

会风险。”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主席

Jim Gradoville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

“中国对有效的水资源管理体系的需求是当务之急。政府和私营部门

会同时参与并受到影响。由于一个有效的水管理体系必须明确那些存在

着或未来将会出现水相关问题（例如稀缺性或有限的监管体系为社区、工

业和金融行业带来更高的投资风险）的地区，对于很多利益相关方而言，

水风险过滤器是政府机构工作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Igor Chestin
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首席代表 

“目前，只有 38%的俄罗斯城镇拥有符合

卫生要求的饮用水。国家 2020水战略专注于

优化水使用和改善全国的供水系统。其重点是

饮用水质量和废水处理。”

Ali Hassan Habib
世界自然基金会巴基斯坦首席代表 

“水资源管理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公司热议的一个话题。大家已经认识

到，私营和公立的合作关系是应对水资源稀缺必要的措施。但是，目前严

重缺乏将水问题和相关风险与就业市场、经济和投资等行业相联系的了

解。我们需要更好地领会如何沟通和在这些行业间建立联系。”

转变为绿色区域，并在其本身的环境下管理资

源。

WWF的愿望是利用风险带动“工厂警戒

线”以外的活动，促进在我们关心的地区内达

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更好的管理、协调、分

配和保护资源。

毫无疑问，水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一个重

大的商业和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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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力量
“虽然全球实施综合报告的进度可能喜忧参半，但是势头仍在积蓄。”ACCA可持
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如是说。

对
于有兴趣了解公司的业绩和未来

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利益相关方

而言，综合报告仍是一个主要目

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势头仍在不

断积蓄之中，正如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

2011年 9月的讨论稿《发展综合报告 – 在

21 世 纪 传 播 价 值》（Towards Integrated 

Reporting – Communicating value in the 

21st century）获得的 214个反馈显示，这份

讨论稿为国际综合报告框架（IIRF）的制定提供

了初步提案。

初步分析这些反馈，我们看到对综合报告

这一概念的压倒性支持，但是也凸显了一些问

题、争议和担忧。例如，一些需要解决的主要争

议，包括提议中专注于投资者需求的理念是否

合理，需要明确“对谁有价值”—— 是投资者、

利益相关方还是整个社会。同时，对于一份简

单的报告是否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以及综合报

告是否应该成为主要报告也存在着很多争论。

IIRC目前正在进行一个试点项目，为 ACCA参

与的 IIRF制定工作提供支持。

综合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有着本质差

杰 克 逊 (Rachel 

Jackson)是 ACCA 可

持续发展项目主管。

她领导 ACCA 关于环

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报告及披露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议程。她代

表 ACCA 参加了全球

多个委员会和工作小

组。

南非公司吹奏自己的

呜呜祖拉可以免受惩

罚（开普敦有售）—— 

研究显示他们在综合

报告表现上排名榜

首。

异，综合报告专注于对公司有着重大影响的问

题。

“综合报告应该是公司诠释其创造长期价

值方式的顶峰，而不是对于外部生成的指标清

单的回应。”Fronesys合伙人 Chris Tuppen如

是说，“必须专注于将长期社会趋势与业务相关

风险和机会相结合的主要问题。达成这一目标

需要对传统会计概念中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层次

的解读。” Fronesys是一家环境、社会、治理

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

行业具体的关键业绩指标
近期发展体现了重要性原则的重要性，例

如美国成立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为

与财务表现相关的重要的环境、社会、治理

（ESG）问题制定行业具体的关键业绩指标。这

一举措建立在 DVFA（德国的投资专业人士协

会）的工作成果上，该协会于 2010年秋发布了

ESG的关键业绩指标，为 114个工业子行业确

定了该协会认为公司应该报告的关键 ESG数

据。

综合报告与可持续发展报告之间的第二个

本质差异与它们的受众有关。投资者目前是综

合报告的主要受众，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读者

包括很多其他利益相关方。IIRC正在建立一个

投资者网络，涉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机构，

以帮助确保综合报告满足投资者的内容和陈述

需求。

传播咨询公司 Black Sun 2011年的研

究报告《迈向全球可持续发展》（Towards 

Global Sustainability）中发现，总体上，G20

地区的报告仅满足 Black Sun定义的综合报告

良好实践不到 50%的标准。南非公司在综合和

展示非财务影响、行动和目标对于公司的战略

重要性方面做得最为成功，平均能够满足 73%

的 Black Sun标准。欧洲 G20国家位居次席，

满足 54%的标准，接下来是巴西公司（48%）、

韩国公司（41%）和美国公司（19%）。

南非通常被视为综合报告发展的领军者，

尤其是因为约翰内斯堡证交所于 2010年将综

Lois Guthrie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执行总监和 IIRC专业事务总监

“在长达 10年的时间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致力于要求公司提供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机

会战略、治理安排以及温室气体（GHG）排放测量方面的全面观点，今天，这一努力告示了综合报

告的到来。CDP的特别项目 –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 专注于推动在向投资者提供的主流年度报告

中引入简洁、相关、重大的气候变化披露。通过与 IIRC合作，两个组织将推动他们共同的目标，促

进公司报告转型，以鼓励将资本分配给更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Mervyn King 教授
IIRC主席和南非公司治理 King委员会主席

“理想的综合报告来自综合思考和综合管理，需要用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去了解财务业绩和非财

务业绩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此外，董事会必须了解如何将可持续发展问题嵌入长期战略之内，从而

使利益相关方对公司的业务是否能够持续创造价值做出明智的评估。要做到这一点并不能仅仅依

赖于财务报告 —— 好象是只从后视镜看问题。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必须通过清楚易懂的语言阐述财

务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显示公司将会持续的创造价值。”

Robert Eccles 教授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报告’一词意味纸制文件。因此，当他们听到‘综合报告’一词时，他们

会想到一个单独的报告。但是综合报告远不止一个单独的纸制文件。同样重要的是，公司如何利用

其网站提供更为综合和有用的信息。新出现的做法包括提供一个很容易搜索到的 PDF文件；在一

个电子表格内提供财务和非财务信息，使用户可以下载和分析这些信息；让用户能够创建他们自己

需要的综合报告；收集用户关于如何改善报告和网站的反馈。综合报告的未来属于网站。”

Terence Jearetnam
澳大利亚 NET BALANCE总监和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成员

“综合报告是否需要综合鉴证？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目前财务和非财务披露方

面的领袖提供的各种形式的鉴证，并走出迷宫寻找综合的最有效途径。事务所目前提供的主要

鉴证形式包括传统的财务账目审计、非财务或‘可持续发展’鉴证（采用 ISAE 3000和 /或

AA1000AS）、体系鉴证（例如 ISO审计）和碳会计鉴证（使用本地 /国际标准）。关键的挑战是

建立审计团队，这支团队的鉴证流程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能够应对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各个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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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报告纳入其上市要求。由 ACCA委托伦敦国

王学院的 Jill Solomon和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

的Warren Maroun进行的研究着眼于这一规

定对南非 10家大型公司的公司报告造成的影

响。

他们发现在这些公司的年报中大幅增加了

社会、环境和道德信息。

在 澳 大 利 亚，ACCA 与 Net Balance 

Foundation在 2011年进行的研究着眼于澳

交所 50指数内的公司向综合报告迈进的程度。

其中九家公司表现优异，开始认识和传达 ESG

问题对他们的核心业务的重要性，但是另外 30

家公司的报告提供的综合信息不足 50%。

但是，澳大利亚企业报告领袖论坛的成立

推动了澳大利亚综合报告的发展，集合利益相

关方帮助制定全国综合报告并参与国际发展。

缓慢的进度
但是亚洲地区的进展较为缓慢。“亚洲仅有

少数几家公司能够真正的综合他们的报告，”咨

询公司 CSR Asia董事长 Richard Welford如

是说，“亚洲国家大多数大型上市公司并不报告

他们的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尽管如此，亚

洲地区仍出现了综合报告的上升趋势，因此我

们需要找到鼓励责任和透明度的方法。但是我

们在奔跑之前必须学会走路。除非我们能够先

要求公司报告社会和环境问题，否则我们实现

综合报告的希望非常渺茫。”

北美的总体进展也非常缓慢。“在加拿大，

除了一小部分创新者之外，对综合报告的理解

水平非常低。”咨询公司 Stratos Inc总监和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成员 Matt Loose

如是说。

“但是，有迹象显示对公司报告的要求在逐

步演进，鼓励增加更多的 ESG信息。特别是安

大略省证券委员会要求披露可能会严重影响公

司业绩的风险信息，这就提供了一个加强披露

环境和社会风险以及公司业绩的基础。”

Black Sun 的研究报告显示欧洲 G20

国家在综合报告表现方面仅位居南非之后。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sultants 董

事总经理和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成员

Vernon Jennings说道：“丹麦是世界上第一

个要求其最大公司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报告非财

务信息的国家，它坚信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进

行战略性的合作可以提高公司竞争力。其它一

些欧洲国家也在考虑要求公司报告非财务信

息。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之际，财务报告的局

限性变得显而易见。因此，对于综合报告的需

求很有可能将会增加。”

毫无疑问，这是综合报告发展过程中一个

令人激动的时期。所有有兴趣的团体必须全身

心的参与，确保最终完成的国际框架能够提供

反映公司真实责任的有价值和全面的信息。

这是综合报告发展过程中一个令
人激动的时期。

工人路过澳大利亚悉

尼市中心的一家典当

行。澳大利亚商业报

告领袖论坛的成立推

动了澳大利亚综合报

告的发展。

萨贾德博士（Dr Afra 

Sajjad） 是 ACCA 中

东、北非和南亚地区

教育主管。她负责监

督教育项目的实施，

旨在提高该地区专业

会计教育标准，她还

领导 ACCA在叙述性

信息披露专业事务方

面的工作。

微妙的平衡
“投资者对综合报告的推动是否能够抵消对于
新兴市场公司的担忧？” ACCA中东、北非和
南亚地区教育主管萨贾德博士问道。

对
于南亚的新兴市场，主要的重点是

经济整合和外来投资。随着企业报

告透明度的增强有望推进这些目

标，综合报告正成为地区内一个热

议的话题。

公司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战略沟通工具，与

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建立信任，并

提高他们的声誉。综合报告能够帮助更好地理

解商业模型、带来竞争优势并提供关于关系、

风险和资源方面平衡、全面和可靠的信息。

因此，地区内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开

始将综合报告视为未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还没有毫无保留的接受综合报告。

新兴市场的公司担心，报告若包括超出纯

粹的股东利益和财务盈利能力以外的信息，从

财务方面来讲是否现实和合理。激发公司愿意

接受综合报告的最佳方法是向他们介绍新兴市

场内已经采用综合报告的公司的案例研究，并

解释他们所获得的利益。

同时，综合报告应该由监管机构推动还是

由公司推动？如果由公司推动，如何确保一致

性和平衡？除了少数几例之外，新兴市场的非

财务信息披露一直由监管机构推动。

新兴市场仍在努力发展遵守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FRS）的能力。虽然 IFRS带来了很多好

处，但是采用 IFRS非常消耗时间和资源，因此

激发了人们对于建立综合报告能力所需的财力

和人力投资的担忧。

同时，也存在着综合报告可能会将专有信

息泄露给竞争对手的担忧。编制综合报告产生

的成本是否会使公司在财务方面处于竞争劣

势？

综合报告的根本是平衡的信息。新兴市场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经验显示，公司乐于提供关

于员工、地球和业绩方面的正面信息。但是在

缺乏监管强制的情况下，大多数公司不希望披

露任何负面信息。

综合报告的商业模型披露可以通过解释公

司的战略方向、差异化因素、价值驱动因素以

及相关风险提供影响决策的前瞻性信息。

尽管能够认识到这种价值，但是对于投资

者而言，他们担心这种未来式的报告方式可能

并不审慎，而由于新兴市场政治和经济的不确

定性程度较大，这种报告也许是行不通的。

外部鉴证
鉴于新兴市场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靠性是

一直存在的担忧，因此存在着没有外部鉴证的

情况下，综合报告是否具有价值的疑问。

新兴经济体的年报通常由财务部门负责，

而目前这些财务部门大都在忙于实施 IFRS。除

了财务部门以外还有哪些部门能够推动需要协

调不同职能间资源的公司综合报告？

随着年报范围的扩大，财务专业人士面临

着新的机遇，他们可以在引领践行最佳实践、

提升业绩的过程中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他们想

要带动新兴市场向综合报告发展，这种角色的

扩展必须在自身的技术和知识方面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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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
ACCA专业事务总监苏艾蒙表示，立法者和监管者对待会计和审计缺乏统一的
标准，没有聆听投资者的声音。

在
金融危机爆发后，审计和会计已

经被置于严格的公众监督之下，

监管机构对会计行业扮演的角色

提出了质疑。一时间出现了很多

公众质询，监管机构和其他机构的报告，政府

机构的咨询文件，以及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会计行业的标准制定者也没能幸免。至少有一

个（英国上议院发布的）报告认为国际会计准

则理事会（IASB）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之

一。

ACCA欢迎这些关注，因为它体现了会计

行业对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也提供了持续改进

的机会。但是这些问题和挑战出现的方式可能

又带来了问题，而不是提出明确的行动议程。

在这一领域需要保持长远眼光。当前对审

计监管的关注（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将会逐渐

减弱，将会制定新的法律和颁布新的法规。

我们不应该就此停步，而应该探讨我们能

够如何影响标准和规范的长期发展，以解决当

前的一些问题，而不是等待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苏艾蒙（Sue Almond）

是 ACCA专业事务总

监。她的职责是影响和

推动有关商业和会计

专业议题的探讨。她曾

在Grant Thornton UK

工作了 20年，担任全

英审计服务合伙人，她

还曾供职于 Kreston

国际会计网络。

然后采取一些被动措施。

标准和规范是保护公众利益的核心。在其

范围内，会计行业需要一个不断改善的机制，

以制定对投资者和企业更有意义的标准，而不

仅仅是当经济或企业危机上升到政治议程的头

等大事时才行动。企业需要的标准必须能反映

报告流程的综合性，并能提供利益相关者、特

别是投资者需要的信息。

支离破碎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提出和讨论问题的方式

非常支离破碎。不同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发布的

咨询文件没有明显的联系，也没有提出一个较

为宽泛的工作议程。另外，所提出问题相互之

间的紧急程度或重要性有时也不清楚。有些监

管机构甚至发布了未基于研究或证据的、关于

会计和审计某个方面的报告。

标准制定的本质鼓励了以孤岛的方式、从

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标准制定往往是由

不同的委员会负责不同的体系。

每个标准制定组织都会考虑与自己议程相

关的问题，而不一定会考虑相互关联的问题，

这就造成了脱节。

治理
财务审计只涉及到公司披露的内容。严格

的操守准则和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加强报告流

程，所以各种标准最终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一个领域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会影响到其

它领域。然而，在企业或行业内，通常不讨论这

个话题。

虽然公司治理对建立投资者信心不可或

缺，但却没有一个颁布公司治理和叙述性信息

披露全球统一标准的正式流程。

在投资者信心方面，有效的治理与透明的

报告和独立的审计同样重要。投资者在多个市

场都有投资，所以他们希望有可比性。然而，尽

管公司的业绩发布遵循相同的全球标准，但是

叙述性报告却要遵循各国不同的标准。

总之，很难对这些问题及其优先顺序进行

完整的描述。这部分是因为标准制定和监管运

用了不同的“模式”，但它最终反映了全球金融

体系的复杂性，在会计和审计方面，因为这个

体系中有着众多利益相关者和不同的司法管辖

区。

投资者的声音
有一个首要问题将上述所有问题串联起

来，即投资者的声音没有被清楚地注意到。投

资者会对当前的问题和挑战作出评论，但那不

是一致的声音，决策者也不将其视为讨论审计

和会计价值的出发点。

在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推动持续改进的

议程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满足股东需求这些

方面，投资者的意见肯定不会被视为一个参考

点。

最近的一些举措在努力创造一种更加综

合的标准制定方法。在英国，财务报告委员

会的财务报告实验室（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s Financial Reporting Lab）就是这

样的例子。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其他标准制定

机构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取更多投资者对标准制

定流程的参与。

这些举措仍处于初期阶段，ACCA将继续

鼓励有关机构采取包容的方式，以确保投资者

的呼声得到聆听。

前进之路
让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投资者参与进来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采取更有条理的方法

促进他们参与确定和评估问题有许多好处。这

些措施包括制定促进变革的议程，识别任何变

化对企业的影响，以理解和明确表达他们的关

切和优先事项作为出发点，将投资者置于会计

和审计的核心。

其他的好处包括帮助决策者和监管机构

找出问题和优先事项，提供依据和“路线图”，

完整地阐述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推广更

具综合性的财务和会计体系，用清楚详实的依

据为企业、专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探讨提供信

息。

商业标准

ACCA将阐明一个更加综合的“商业标准”模式，听取投资者、报

告编制者、标准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的见解，有效地对会计制度的变化

和发展问题优先排序。其目的是将孤岛联系起来，让不同的群体都能

平等地就企业报告生态系统表达观点。

阅读 ACCA/Grant Thornton 联合报告《将投资者置于财务

系 统 的 核 心》（Putting Investors at the Hear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investors

Liz Murrall
英国 IMA公司治理和报告总监

“无论投资者常驻在哪里，他们的投资都是

国际性的。我们在全球市场运作，希望看到年

度报告（包括非财务数据）的可比性。数据的编

制和审计通常都使用全球标准，但叙述性报告

的编制充其量只使用国家标准。”

Steve Maslin
Grant Thornton合伙人、外部专业事务负责人

“我们与 ACCA开展的投资者圆桌会议表

明，投资者都愿意去探索财务报告改革的新方

法。它们支持综合的报告流程，强调会计、报

告、审计、管理、标准和监管的内在联系。”

ACCA企业会计师全球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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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操守问题
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负责人 Olivier Boutellis–Taft表示，虽然报告框架和
独立审计至关重要，但是诚信必须是该行业的核心。

O
l iv ier Boutell is–Taft 表示他

的工作难度很大，但又很令人

兴奋。他掌舵的欧洲会计师联

合会不仅代表了 33 个国家的

70 多万名会计师和审计师，他还在帮助引

导会计行业应对前所未有的变化。金融危

机将会计师推入了公众的视野，迫使会计

师重新考虑应如何应对新的风险，更加关

注该行业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审计师已成为欧盟委员会（EC）

监管新政的目标，欧盟内部市场与服务委员

Michel Barnier最近宣布审计行业将进行大的

调整。

Boutellis–Taft 解释说：“职业操守是行业

Olivier Boutellis–Taft

是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的首席执行官（CEO）。

他曾是欧洲政策中心

智库的成员，并曾在

普华永道担任多个职

位。

的基石之一。”他补充说：“不仅在审计行业，

而且在会计行业，我们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

做法，这一点很重要”。作为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FEE）的负责人，Boutellis–Taft 及其 15人的

团队常驻布鲁塞尔，并得到来自 45个欧洲各地

的 FEE会员机构（包括 ACCA）专家的支持，他

们正在起草文件、指引及评论文章，主题涵盖

财务报告、公司法、职业操守、腐败、可持续发

展等多个领域。

Boutellis–Taft 对职业操守方面的讨论显

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并不是会计师愿意放

弃或调整标准，以适应他们自己。他表示：“在

金融部门，当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总有人会

说‘我们需要改变规则，关键在于公允价值，关

键在于 IFRS 9’。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系统

性的：我们都倾向于随波逐流 —— 投资者、银

行家、企业、监管机构和政府皆是如此。财会行

业需要发出的一个信号是，结果一旦不愉快就

改变游戏规则是不明智的。”

他坦言，有些规则必须改变，以便确保政

府和银行更好地反映主权债务对其资产负债表

带来的新风险。政府债券曾经被视为最安全的

资产，但如今人们在从根本上对政府债券重新

评估；欧洲银行面临紧急和长期的资本需求，

以确保它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危机，特别是在希

腊债务重组之后。但是，Boutellis–Taft表示审

计师和会计师是先知先觉的，早在 2007年次

贷泡沫破灭的时候，它们就开始警觉了。他指

出：“大家真的是很早就看出了端倪，通过发出

指引、警示等手段提醒从业人员注意新的风险、

以及现有情况对标准的应用意味着什么。”

全貌
FEE最新的政策文件指出了会计师和审计

师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确认

和计量资产、减值、信贷和流动性风险，持续

经营的问题和适当的披露。Boutellis–Taft 表

示，在这些领域中采用高品质的全球标准对政

府账目更加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看到报告内容

的“全貌”。他指出：“我们正在承担更大的风

险，但这种风险的数量和规模可能取决于未来

事件。我们要更确切地知道该披露的都披露了，

而且不仅限于从现金流动角度进行披露。” 他

认为确保透明度的最好方法是引入权责发生制

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

Boutellis–Taft表示：“如果公共部门转型

到更好的报告框架，我们将能更好地了解主权

债务的质量。你不可能既蒙住眼睛开车，又避

免意外的发生。”

根 据 最 高 审 计 机 关 国 际 组 织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upreme 

Audit Institutions）的调查，在 2009年，只

有 22％的政府使用权责发生制会计标准。约

24％仍在使用现金收付制会计标准，而 36％在

使用定制的国家标准。Boutellis–Taft 解释说：

“使用现金收付制会计标准，即使你不误报，也

不能反映全貌。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采用稳

健的财务报告标准，以确保透明度，并全面地

反映现状及可能的发展。”

Boutellis–Taft 表示，对数据的“独立审

计”也同样重要，这正是审计行业能提供的服

务。然而，他警告说欧盟 2011年 11月提出的

审计倡议（包括规定和法令）可能将审计变成

一种“打勾”的活动，因为它会使审计师、特别

是小审计公司无法得到专业机构的支持。他表

示：“如果你希望审计市场上有更多的选择，如

果你想提高审计师的独立性，如果你想提高审

计质量，你就需要善加利用专业团体带来的附

加值。而新的法令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将专业

机构的作用限制为给审计师提供注册服务。正

是因为上述的一切，会计和审计才能成为一种

专业而不是高度管辖的行业。”

他指出，审计师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对公共部门同样不可或缺。政府存在“行为赤

字”，例如很多国家未能遵守欧盟《稳定与增长

“结果一旦不愉快就改变游戏规则是不
明智的。”

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规定的支

出和借贷限制，它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实际赤字。

他表示：“在政治层面上，我们没有很好地遵守

我们的承诺。我们应该反思如何让职业操守原

则适用于商业和公共部门的会计师，因为它也

能发挥关键作用。”但这个话题可能应该下次再

讨论。 “归根结底，最根本的问题是个人的诚

信。你需要一个规则以弥补现实中的行为赤字。

这就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但是，这个问

题可能不该问会计师或政治家，或许更应该问

哲学家。也许他们是这些讨论中缺少的一环。”

Sarah Collins，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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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前沿
完善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标准是全球“前沿资本市场”成功发展的重要助推剂。

发
展中经济体股市市值的膨胀清楚

地反映出这些经济体的崛起。例

如根据世界交易所数据联合会的

数据，在孟买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的总价值从 2002年底的 1304亿美元上升

至 2010年底的 1.63万亿美元。印度企业股

票价值的稳步增长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地位的提

升。

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通过资本市场，经济繁荣产生的额外储蓄

中国上海的投资者在

一家证券交易中心内

盯着股票交易大屏

幕。

郑 继 銮（Tay Kay 

Luan）现任马来西

亚银行家协会总执行

长，曾担任马来西亚

企业可持续发展与

责任理事会（此前的

BCSDM）主席。他经

常就企业与可持续发

展问题出版书籍、发

表演讲。他曾是 ACCA

亚太区特别任务部总

监，负责推动 ACCA

在亚太区的政策和理

念先导议程。

得以流向企业部门，用于生产，从而进一步创

造经济增长并加强资本主义的良性循环。

“前沿市场”是新兴市场的一部分。与较发

达的新兴市场相比，它们的市值和流动性更低，

但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步发展为前

者。权益及债务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这些经济体

获得了国内和国外的融资，为商业发展提供了

资金。战略性国有控股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获取

投资资金的能力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升级

尤为重要。

道德说教 
马来西亚银行家协会总执行长郑继銮认为：金融业需要接受道德再教育。

当
政治领袖和监管机构正在竭力化

解欧债危机的同时，他们需要牢

记一点：眼下的问题并不全是监

管不力的过错，更是由于道德上

出现了漏洞。金融机构的历史提醒我们，当前

金融风暴之根源在于金融市场贪心不足、一味

逐利。金融制度没有发觉银行的过度杠杆化和

内部交易欺诈。

危机发生之前，是长时间的廉价、宽松的

贷款，价格通胀，以及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

泡沫。

过度杠杆化让金融机构捉襟见肘，导致经

济周期的任何变动都会产生不必要的风险。在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金融市场都是推动国家经

济体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一旦金融市

场的道德根基有所松动，就会将公共利益置于

危险境地。而金融市场原本应当为公共利益服

务、成为其捍卫者。道德领导力是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所在。尽管方式迥然不同，但是安

然公司、世通公司以及雷曼兄弟等很多金融机

构都是因为管理层未能秉持道德原则才会一败

涂地。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公众对银行业的信任度

不断下降。这个行业登上媒体头条的原因经常

被误解，而这仅仅是因为其庞大的规模。在黄

金时期，一些顶级银行的市场资本价值高达万

亿美元，甚至比很多新兴经济体都要庞大。

较先进的经济体迫切需要重新赢得公众对

金融机构的信任。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街爆

发的群众示威就是证明。

不过由于市场交易的复杂性，期待由新的

监管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现实的。

因此，应当在所有金融机构强制推行道德

培训与教育。在招聘时也应该考虑道德因素。

植入道德与价值观理念有助于提高银行业从业

人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甚至约束各个级

别从业人员的行为，包括高层管理人员。

另外，还应当建立一个国际银行业教育标

准委员会，负责制定明确、得到国际认可的标

准。让同行、客户、监管者等方面都能据此对银

行家的道德和职业能力做出判断。委员会应当

支持各国银行机构和区域机构推行严格的道德

与职业标准，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

间共享、发展最佳做法。

教育改革要能保证道德能力得到运用，侧

重银行业不同部门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鉴于

这些部门的服务内容大不相同，应当在所有层

面加以实施。

尽管研究显示，教育或许可以解决一半问

题，但银行的企业文化对塑造员工行为也同等

重要。道德败坏可能是内部环境所造成的。

虽然道德行为规范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一定要通过培训，让工作人员在作决定时

遵守和奉行道德标准，从而鼓励正确的行为和

价值观。道德培训要通过一系列实用的案例研

究来展开，并进行适当的测验，还要通过不同

阶段的学习（包括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得

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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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吸引公司向公众出售股份，并给予买

家足够的信心来购买企业的股票，成功的资

本市场需要几个关键要素。ACCA对世界资本

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随后发布了报告《让

资本市场在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发挥作用》

（Making Capital Markets Work in Emerging 

and Frontier Economies），报告揭示了这些

成功因素。

克服“体制赤字”是关键。体制赤字涉及

法律及监管制度、治理标准和交易所规则的许

多方面。ACCA高级政策顾问席察斯（Manos 

Schizas）表示，人们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信

心至关重要。

“一旦投资者对披露的质量失去信心，很多

他们以前认为是信息的内容将变成风险，或者

是他们所谓的尾部风险。”他指出。

席察斯认为，甚至有证据显示，对财务信

息披露信心水平的变化可以成为资本市场流动

性下降的领先指标。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全球竞

争 力 报 告（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显示，在发达国家，

对财务信息披露的信心从 2005年左右开始

“资本市场可能貌似规模巨大，
流动性良好，但同时却已经被从内部掏空
了。”

大幅下降，比金融危机的实际爆发早了很长时

间。

席察斯表示：“人们知道出了问题，虽然他

们不知道金融体系即将崩溃，但他们会告诉你，

他们觉得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信任和声誉正在

被侵蚀。资本市场可能貌似规模巨大，流动性

良好，但同时却已经被从内部掏空了。决策者

意识到这一点时通常为时已晚。”

对于投资者来说，对体制框架的信心和对

财务信息披露的信任同样重要。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大型资源公司在发达市场的主要证券交易

所按照当地的上市规则发行股票，以显示其良

好的公司治理。 席察斯将它称为“借用品牌的

合法性”，ACCA的报告则强调了受信任的“监

管品牌”在前沿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鉴于建立区域资本市场的努力，这个因素

尤其具有相关性。席察斯表示：“在加勒比海地

区，作为顾问或经纪人你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一

个交易所转移到另一个交易所，而不遇到什么

障碍。

“你在加勒比海地区看到的这种区域关注

在许多方面也存在于东非以及其他有潜能的区

域经济体。在这些地方，品牌是极其重要的，因

为人们可以转身就走。”

前沿市场的另一个忧虑是养老基金和保险

公司等主要投资机构都相对不发达。“卖方”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围绕公司治理和保护

少数股东的问题。 ACCA的报告援引的研究表

明少数股东行使不成比例控制权的企业往往更

有可能聘用全球性的审计师事务所，以安抚市

场，让投资者对其治理放心。另外，尽管 ACCA

不赞成通过审计师在一定程度上来弥补公司治

理上的不足，但是“监管资本”的重要性和力量

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在前沿资本市场出现的大问题都是

源于上市公司的历史问题。其中大部分要么是

部分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要么是大家族控制的

企业。这两种类型的企业都给这些市场的监管

者和投资者带来了治理上的挑战。

首先，发达国家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主要是

为了解决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冲突，但是因

为在前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多是大型家族企

业，所以前沿市场上的主要矛盾更可能是控制

企业的家族成员之间或股东集团成员之间的交

锋，也可以说是委托人之间的冲突。

第二，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前沿市场上，曾

经或仍然以政府机构方式运作的私有公司占据

了更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流程和治理等基本问题上，这可

能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做法，与投资者期望看到

的大不相同。

Andy Davis，前《金融时报周末杂志》

(FT Weekend) 编辑、记者

阅读 ACCA报告《让资本市场在新兴市场和

前沿经济体发挥作用》，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ccess

上左：华沙证券交易

所，和中国一样，波兰

的金融基础设施足以

让波兰登上大多数新

兴经济体的名单。前

沿市场对外国投资者

开放，而且不存在极

端的经济和政治不稳

定性，这些都能帮助

它们效仿较发达的新

兴经济体，发展出流

动性良好、市值庞大

的资本市场。

上右：孟加拉国吉大

港证券交易所

最左边：迪拜金融市

场证券交易所

左：肯尼亚内罗毕证

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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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被用于为各种项目进行融资，但是一项新的 ACCA研究对这
种合作方式能否带来更大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私
人融资模式（PFI）和其它形式的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已经

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

用。其主要驱动因素是在政府不

提前支付的情况下，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需

求提供资金。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用

PPP的原因有着巨大的差别。

例如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PPP的使用

是为了将额外公共基础设施的成本排除在政府

的资产负债表之外。在英国，下议院的财政委

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表外会计对推行 PFI方面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日本，自从会计准则变

交通运输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与其它完全

国有和国家运营的北

京地铁线不同，四号

线由北京京港地铁有

限公司负责建设和管

理，该公司是香港铁

路有限公司、北京首

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北京市基础设施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的三方合资公司。

“虽然不能完全抹杀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在提供更好的和可以负担得起的公共基
础设施方面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种合作方式
也并不是万能药。”

革，将债务移动至资产负债表后，该国的 PPP

的使用大幅减少。

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动机。维持高增长

需要改良的公共基础设施。虽然未来税收可以

满足这些设施的升级要求，但是政府目前并没

有资金。PPP的使用合乎情理，因为不改善

基础设施的成本远高于其它因素。资金价值

（Value for money – VFM）的标准并不重要。

相比之下，VFM是发达国家决策的核心，但是

（正如英国国家审计总署的数据显示）PFI/PPP

计划通常无法达到这一标准。

由曼彻斯特商学院 Graham Winch教授带

头的 ACCA研究发现“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

下，人们才有信心认为，私人融资替代方案会

比公共部门的可比公司为资金带来更大价值”。

在英国，PPP的应用非常普遍，因为要增加基

础设施，融资方面没有其它选择。

发展中国家对此的青睐可能是想借助私营

部门专业技能和分担公共部门项目风险。但是

这一理由可能同样存在缺陷。

在中国，合作伙伴公司可能是国有企业。

在马来西亚，投资者可能是主权财富基金。事

实上，“私人融资”可能就是公共资金。在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技术可

能不足以将 PPP的利益最大化。

此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一些风险通

常无法被有效转移。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私营部门合伙人要求政府提供最低回报担保，

这破坏了运营效率最大化的激励机制。

虽然不能完全抹杀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提

供更好的和可以负担得起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起到的作用，但是这种合作方式也并不是万能

药，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同时从困难的经验中

吸取教训。

ACCA 公共部门专业事务主管福西特

（Gillian Fawcett）解释道：“英国是使用 PPP

的领先者，在范围和创新方面做出过大胆的尝

试。与所有的试验一样，其间也出现过失误、错

误和误解。”

“公共部门的私人融资情况尚未得出结论。

‘额外’的融资、将公共部门的风险转移至私

营部门以及决策流程的改善等效益过于模糊，

不足以确定这些效益可以超过 PPP的已知问

题。”

“PPP使政府能够更早的获得额外的和更

好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在英国，

PPP导致债务以统一收费的形式延续至未来的

30年。PPP的遗留问题同时体现在基础设施

的使用和公共资金管理方面灵活度的缺失。”

Paul Gosling，记者

阅读 ACCA报告《全球 PPP和 PFI盘点》，

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publicsector

中国：驱动因素：城市化和快速经济增长对

基础设施的需求。公共投资受到预算问题的

限制。没有明确的 PPP定义、法律框架和

VFM评估体系。“私人投资”通常来自于国

有企业。

法国：英国式 PFI尚未流行。政府采购者以

及（金融危机以来）私营部门都缺乏投资热

情。

印度：自 2009年以来 PPP的使用大幅增

加：1112个储备项目，价值 1350亿美元。

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和扶贫需求。限制因素：

管理不善、私营部门的参与不足。

印度尼西亚：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出现

PPP。驱动因素：对于基础设施公平分配的

需求、快速经济增长和将项目风险转移给私

营行业的愿望。批评：转移风险的能力不足

和裙带关系。

日本：政府承诺将广泛使用。其动机是基础设

施的“额外性”，而非 VFM。自会计规则变革将

PFI债务转移至资产负债表后，公共部门不太

愿意使用。PFI项目的监督力度不足。

PPPs: 全球概览

马来西亚：政府声称 PPP非常成功：使服

务和就业能够转移至私营部门，节省政府投

资，带来资产出售收益。

新加坡：只实施了八个计划。驱动因素：

VFM和私营部门专知。限制因素：现有公共

部门基础设施的效率；创造 PPP机会的管

理薄弱。

韩国：驱动因素：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为老

龄人口支付退休金的需求；风险转移；私营

部门技术；改善的 VFM；计划向学校、医院

和住房转移。

泰国：交通运输；能源；电信。成功的程度不

一。限制因素：缺乏合适的法律框架；没有

标准化承包制度。

英国：近 30年的经验。驱动因素：政府开支

限制；表外会计；额外性。问题：交易成本、

VFM疲软；缺乏风险转移；全球金融危机的

影响。

资料来源：ACCA报

告《全球 PPP和 PFI

盘点》

36     第五期  第五期     37

财会前沿：融资渠道  公私合作关系财会前沿：融资渠道  公私合作关系



通往开放之路
中注协秘书长陈毓圭博士为我们讲述了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
国的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实施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要坚持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这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

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包括注册会计师行业

在内的专业服务力量来说，既提供了发展机遇，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更加优质的专业服务的需求
2011年，中国新批设立了 27712家外商

投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 1160.11亿

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向全世界 132个国家及

地区的 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 600.7亿美元；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所交税金超过

100亿美元，在全球创造了 100多万个就业岗

位。

这一切，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促进了中国经

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和企业

国际化并非坦途。2011年，部分中国企业相继

曝出海外投资失败，面临巨额亏损；中国赴美上

市的一些企业被曝信息披露等问题，致使中国

概念股遭遇集体做空。

这些案例表明，中国经济和企业国际化，

需要更加熟悉跨国经营规则和国际惯例，健全

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在国际环境下开展经营的

能力。

有效解决上述这些问题，需要依赖信誉过

硬、服务优质的各种专业服务和支持力量。

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作用
注册会计师行业正在积极探索推动做强做

大和国际化发展，使其提供国际化服务的能力

得到大幅提升。

2005年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推

动行业做强做大，更好服务中国经济作为行业

发展的战略选择。经过几年的努力，培养了一

批具有国际水平和国际执业资质的注册会计师

高端人才队伍；建立起与国际准则持续趋同的

会计审计准则体系，并被认为是新兴经济国家

和转型国家的“典范”；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守

则与中国香港实现等效；审计监管体系与欧盟

实现等效；引导、促进事务所做强做大，向特殊

普通合伙转制，加强内部治理机制建设；服务

领域从传统审计鉴证向税务、咨询等领域拓展，

一批规模大、服务能力强的大型事务所涌现出

来。

中国经济和企业国际化，需要更加熟悉
跨国经营规则和国际惯例。

成功经验
到 2010年年底，12家大型事务所获得 H

股审计资格，以香港为桥头堡，开拓国际业务；

具有证券资格的事务所在香港或其他境外地

区设立分支机构、成员机构或联系机构 64家；

20多家事务所加入国际会计网络。

他们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海外上市

投融资审计、企业集团境外分支机构延伸审

计、管理咨询、税务服务、会计外包、中外准则

转换、境外工程承包相关鉴证和咨询等专业服

务。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认识到注册

会计师行业服务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优势和重要

作用，并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支持我国注册

会计师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国际化服务。

帮助行业服务中国
2011年 9月，中注协发布实施《中国注册

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把推

动行业更好地服务经济和企业国际化作为重要

战略安排，进行了重点部署，鼓励和扶持大型

会计师事务所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布局执业网

络，建立业务机构，做到品牌标识统一、资源信

息共享、质量监控一体、管理运作高效，全面提

高事务所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能力。

为了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中注协将继续

深入实施人才培养、准则国际趋同、事务所做

强做大、行业信息化和新业务拓展等战略。着

力打造具有国际资质、使用国际语言、具有国

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提供国际服务的高端

人才；继续推进审计准则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等效谈判，实现执业标准一致；继续加强事务所

内部治理机制建设；集中行业资源推进信息化

建设，提高事务所信息化服务能力；提高事务所

在非审计业务领域方面服务的供给和质量，有

效满足企业对战略规划、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税务筹划等增值服务的迫切需求。

与此同时，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专家行业，

其品牌在塑造行业市场公信力、认可度方面具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还将重点加强

事务所品牌建设，增强事务所的品牌意识，将

品牌维护与职业道德、执业质量和服务能力统

一起来，提高中国事务所的国际认可度，打造

行业发展的百年基业。

陈毓圭博士
陈毓圭博士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注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中注协成立于 1988年，受

财政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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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的非洲会计
Alnoor Amlani FCCA报道称，尽管全球经济衰退仍在持续，非洲国家预计将继
续发布良好的增长数据。

发
达国家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

创，消息传出，整个非洲惊呼一

声，然后就屏住呼吸。肯尼亚和

南非等国的知名分析师和观察员

预计危机会对非洲造成严重的影响，甚至呼吁

捐助机构提供金融支持。但让他们吃惊的是，

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尽管非洲常见的旱灾、

战争和政治动乱让一些国家遭受了经济损失，

但整体来说，相比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对非洲

的影响非常有限。

事实上，即使在全球经济开始衰退之后，

非洲国家仍继续发布良好的增长数字，而且这

一趋势似乎不会改变。这一点外界的观察员很

难解释。毕竟，在过去只要发达国家打个喷嚏，

非洲就会患上感冒并住进医院。

资源争夺战
可观察到的事实说明，非洲最近出现的韧

性不是来自强大的制造业和当地经济（例如德

国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在附加值方面，非洲并

无建树。这种韧性也不是来自非洲经济体上层

的金融管理。

相反，它主要是因为外部和全球性现象。

其首要原因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对非洲资源

（尤其是石油和矿产）的争夺战。这方面的实证

比比皆是，例如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乌干

达、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其他国家最近

都启动了各种新的采矿、石油勘探和农业项目。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只不过这一次

纯粹是一场经济上的争夺。

在这场资源争夺战中，西方和东方在竞争，

非洲让他们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最

近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的总部在亚的斯

亚贝巴开幕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一幢顶级的建

筑，由中国出资建造，反映了该市的城市风貌

以及非洲大陆短期的未来。人口高度密集的东

方新兴经济体对额外资源的需求推高了许多大

宗商品的价格，拉动了额外开采。所有的参与

者都愿意为得到这些资源作出让步。 

因此，今天如果你在刚果遇到的中国商人

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卢干达语和基尼

亚卢旺达语，以及中文和英语，你不必感到奇

怪。

非洲对全球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大宗商品。

但是，因为非洲没有活跃的商品交易所来记录

交易信息、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价格信息，

要获得大部分主要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信息，

只能进行具体的市场调研。

事实上，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数据，你无法

弄清楚到底非洲每年向西方和东方经济体供应

了多少吨黄金、多少桶原油、多少公斤铀、多少

Alnoor Amlani FCCA

是东非的一位独立财

务管理顾问，定期撰

写社会和企业问题方

面的文章。

第 40页：在刚果民主

共和国 Bisie矿井顶

部，一位矿工正在使

用绑在棍子上的手机

打电话。该地区发现

的矿产被广泛用于各

种此类设备。

蒲式耳香蕉或多少枚象牙。非洲的确缺乏统计

数据，仅有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往往不准确或过

时，因此必须谨慎对待。在非洲工作的实践经

验表明，在非洲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往往比其他

任何地方都更加昂贵，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主要障碍。

然而，全球化力量推动了非洲的加速增长、

政治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东方对非洲产生了新

的兴趣、信息技术在整个非洲的影响日益增强，

人们越来越需要高质量信息（包括财务及非财

务的），这种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模式转变
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非洲经济的参与

者必须进行模式转变：从囤积信息、在灰色市场

运作、缺乏信息披露、风险高企，转变为分享信

息、公开经营、正常纳税、支付合理工资、提供

专业的运营报告。

卢旺达、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

等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转型，并取得了初步

成果：经济增长更快、更稳定，中产阶层的权利

不断增加，贫困阶层的贫穷状况大幅改善。

目前几个非洲国家正在建设非洲商品交易

所的几个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的一份倡议旨

在使用农村农民的仓库收集粮食商品、维护质

量并与发达国家市场共享信息，以获得更好的

价格和交易。在肯尼亚和科特迪瓦，咖啡和可

可的农产品交易所正处在不同的建设阶段，它

们打算利用信息技术扩大出口市场的范围。

在财务方面，非洲合格会计师的数量在不

断增加，其中很多都是 ACCA会员，他们正在

利用这些机会，通过履行自己的职责填补这方

面的信息差距。约翰内斯堡、内罗毕、拉各斯和

开罗的证券交易所改善了这些国家财务报告的

整体水平，吸引了国际投资。毛里求斯强大的

金融服务部门和有利的税收制度吸引了很多控

股公司，它们旗下集团的业务遍布非洲大陆的

各个角落。

一些国家政府，特别是毛里求斯和南非，

正在进行改革，从过时的非权责发生制（现金

收讫制）会计原则转向完全符合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FRS）的报告制度。其结果是更好的信

息有利于决策制定，从而降低风险，得到更多

保障，更好的长期投资，更多的经济增长和繁

荣。

缓慢的改革者
虽然有几个非洲国家在向前迈进，绝大多

数国家仍然在原地踏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肯尼亚、乌干达和尼日

利亚等国，缓慢的改革引发了各种形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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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
未来的财务专业人士必然要经历改变。三位专家就未来趋势以及如何与快速发
展的世界保持同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Japheth Katto FCCA 非洲如何寻求融资，助其成长
乌干达资本市场管理局 CEO、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董事会成员

“在许多非洲国家，资本市场是非常新鲜的事物，但是作为资助业务发展及大型基建项目的长

期资本的重要来源，它们能够推动非洲经济议程的前进。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在许多国家发

现了石油、天然气及矿产资源，人们认为非洲是投资的下一个前沿地带，而且这块大陆充满了巨大

的发展机遇。没有比资本市场更好、更透明的渠道来筹集开发这些资源所需的大量资金了。现在，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进入非洲的证券交易所去募集资金。”

Betty Brathwaite FCCA 以人为本的方法
德勤巴巴多斯合伙人、加勒比海地区特许会计师协会（ICAC）会长

Betty Brathwaite FCCA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会计师、审计师及公司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她认

为，由于这里的绝大部分国家受到英国传统的强烈影响，人际关系特别重要。“每个国家的主要公

司之间仍然存在信任的基础，而且生意的达成通常是通过口头形式的合同。”

在这样一个人性化的商业文化当中，尽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加勒比海地区被广泛使

用，但是，“许多公司认为 IFRS是‘会计师强加于我们的东西’，而不是有用的管理业务的工具。”

她这样告诫道。此外，由于 IFRS涵盖很多层面，有时人们觉得它“太广泛了，除了那些技术型人才

以外，它的用途不大”，她补充道。

所以，Brathwaite说，商业专家及会计师应该考虑到人类社会的不一致性，制度也许可以或

缺。但是，某些司法管辖区（如开曼群岛及巴哈马群岛）受美国及国际商务的影响更大，他们提倡

“以更规范的方法来做生意”并且强化制度的价值。

由 Keith Nuthall采访

Giancarlo Attolini博士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SMP）如何发展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中小型事务所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注册会计师全国理事会（CNDCEC，意大利会

计行业主管部门）董事会成员、某意大利事务所合伙人

“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看到中小型事务所正在面临着新的经济及

监管环境，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尽管充满挑战，但是面临的机遇却很大。为了在新的全球经济

中茁壮成长，中小型事务所通过迎接变化而做出了最好的准备。

“首先，他们应该考虑提供咨询或顾问服务，因为对中小型事务所来说，咨询或顾问服务是一

个重要的增长点。2011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中小型事务所快速民意测验发现，咨询或顾问服务

在中小型事务所收入中的提升速度位居第二，排在第一位的是会计及报表编制服务。

“其次，他们应该加大营销及推广的投入力度。他们应该把商业咨询服务推销给现有的客户

（在执业操守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还应该开发新客户。因为民意测验发现，事务所收入的增长主要

由新客户的业务来推动。这就要求事务所对其专业知识进行更多、更精明的推广。

“IFAC在一篇名为《中小型事务所在向中小企业提供业务支持中的作用》（The Role of SMPs 

in Providing Business Support to SMEs）的文章中指出，营销的重心应该放在中小型事务所的

优势和特点上，包括它们的能力及信任度方面的声望、响应能力及地理位置的接近性。

“最后，通过加入某个国际网络，事务所可以向国际化进军，从而为跨国客户提供服务。此外，

事务所还应该开发新兴技术，比如云计算，来削减成本，并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业绩表现。”

不和谐。这些国家的环境风险更高，工资更低，

生活条件更差。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动乱已经

根深蒂固，情况已经恶化到临界点。博科圣地

在尼日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了其石油经济

的摇摇欲坠。在肯尼亚，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

位重要的现任政府部长被海牙国际法庭指控犯

有反人类罪。

这些国家的公民面临的风险是，他们不能

从目前的增长中受益，或者说坐失良机。等到

他们最终认定透明和公平的做法最有效时，这

种资源争夺战或许已经转移到别处去了。

但是，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北非之春

清楚地表明，缓慢的改革者没有选择，必须改

革，因为群众会走上街头，强迫他们这么做。

归根结底，要想在没有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持续增长，在各个层级都设立适当的问责制是

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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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加纳 13.6% 

02 埃塞俄比亚 11.2% 

03 卢旺达 8.5% 

04 尼日利亚 7.4%

05 博茨瓦纳 7.2%*

06 莫桑比克 6.6%*

07 塞拉利昂 4.9%*

08 摩洛哥 4.8% 

09 肯尼亚 4.3%

10 塞内加尔 4.0%

11 乍得 3.6% 

12 贝宁 3.1% 

13 马里 2.7%

14 埃及 1.8% 

15 突尼斯 –2.2%

* =2010数据 资料来源：2012非洲统计年鉴

 2011年非洲的 GDP增长

2012 ACCA全球理事会

由全球资深会员组成的 ACCA理事会于 2012年 6月在肯尼亚举

行年度大会，主题为“非洲企业会计师：支持增长，塑造未来”。与会

期间，理事会成员计划访问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ACCA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约 1万名会员和 8万名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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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远见的会计师
越南财政部长王庭惠博士（Professor Dr Vuong Dinh Hue）在一次独家专访中
对会计师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在
越南国家审计署担任五年的审

计长后 , 王庭惠博士于 2011年

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作为会计

行业内一名德高望重的人物，王

博士一直活跃在越南教育工作的前线，在河内

财经会计大学同时担任多年的会计系主任和副

校长。鉴于王博士对越南会计行业发展做出的

贡献，ACCA会长温思霆 (Dean Westcott)于

2011年 10月授予他 ACCA荣誉会员称衔。

我希望通过发挥会计工具的价值改善财
务透明度和经营责任。

问： 在越南商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会计行业

的发展过程中您面临了哪些挑战 ?

答： 薄弱的基础设施是越南目前的发展“瓶

颈”。越南将同步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

作为 2020年之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性突破之一。财政部和我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如何动员和分配经济体内的资源 

—— 包括国家财政预算、政府债券、官方

发展资助和来自所有经济组成部分的资本 

—— 以最好的方式满足巨大的需求。此

外，在最有效的使用这些资源、确保借贷

和支付能力之间的平衡、金融安全和公共

债务安全方面也面临着挑战。

 当今越南的会计和审计行业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根据国际实践制定和完善会计法规

（法律和规范），并且使它们与越南具体的

环境相吻合，尤其是“市场价格”原则的应

用。此外，行业的管理组织和运营监督需

要进行改革，使其能够符合相关的法律要

求，有效且有用、促进服务发展以确保经

济和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并为正确的经济

决策提供支持。提高行业人力资源的质量

尤为重要。他们的知识、经验和道德水平

必须满足国家管理机构、职业组织和公司

的要求。

问： 作为财政部长您希望取得怎样的成就？为

什么？

答： 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越南必须具备一个

透明、强大和可持续的金融行业。我希望

通过发扬会计工具的价值改善所有机构、

单位、组织和个人的财务透明度和经营责

任。

问： 您在越南国家审计署的经验中学到了什

么？

答： 我在越南国家审计署的经验帮助我获得了

对于财务状况、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方面

全面的了解，包括相关的优势和弱点。这

对我的新工作非常有用。更重要的是，我

深知审计的价值和益处，并且我将会与我

的同事、国家审计署、审计师事务所和审

计行业协会一同继续强化这些价值和益

处。

问： 越南的会计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您认为

未来的几年中该行业将会如何发展？

答： 越南的会计行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一个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会计法律

框架 —— 从最高等级的会计法律和独

立审计的法律，到基准系统、会计机制

和职业道德标准 —— 已经形成；提供

会计服务和人力资源的企业系统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开展和强化了会计

行业组织的活动；并加强了与国际会计

师 联 合 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亚太会计师联合会

（Confederation of  Asian and Pacific 

Accountants）、东 盟 会 计 师 联 合 会

（ASE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和 ACCA等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

 未来， 鉴于本国的发展和对全球经济的

广泛融入，越南的会计行业将拥有巨大的

发展潜力。会计和审计不仅仅是经济和财

务管理工具；它将继续成为一个服务行业

和一个广为认可和深受青睐的职业。财政

部目前正在制定2020年的会计发展展望。

该战略的目的是完善和全面建立法律框架

和职业标准体系，以拓展服务市场和开发

人力资源以及改善行业的管理和监督能

力。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会计

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的数量预计将

于 2015年增加一倍并于 2020年增加两

倍。数量、质量和职业能力将会逐步发展，

巩固越南会计行业在本土和国际上的地

位。

王庭惠教授由Accounting and Business 亚洲

版编辑 Colette Steckel采访

简历

王庭惠教授于 1957年 3月 15日出生

于越南义安省，拥有河内财经学院的学士学

位和斯洛伐克伯拉第斯拉瓦经济大学博士学

位。

2011–至今

2001–2011

1979–2001

越南财政部长

先后任越南国家审计署

副审计长、审计长

先后任河内财经会计大学

（HUFA）讲师、副主任、代理

主任、主任和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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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世界
ACCA财会前沿学院正在探索
会计师未来的角色。财会前沿
学院主席 Ng Boon Yew和未
来学家 Rohit Talwar表示，未
来的角色将完全不同。

在
政治、经济和技术转型的驱动

下，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

革。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未来会计师和会计行业整体的角

色和期望可能和今天完全不同。那么，在我们

疲于解决目前众多挑战的同时，会计行业应如

何更好地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准备？

为了帮助会计师探索这些变化的长期驱动

因素，ACCA设立了财会前沿学院。其使命是探

索并发现能塑造未来全球商业和会计行业前景

的主要趋势、驱动因素和理念。

该学院的第一项举措是与 ACCA全球论坛

的成员进行磋商。其目的是识别会计师应当关

注哪些驱动变化的因素，以便为将来的挑战作

好准备。本文将概述这项研究的一些最新发现，

该研究的协调机构是 Fast Future Research。

变化的经济格局是任何未来商业探索的

核心。我们正处在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对

会计师而言，我们的风险和应变计划成了焦点 

—— 经济基础设施的关键组件在个别市场或全

球范围内部分或完全崩溃的潜在风险是如何被

纳入探索过程的？

影响日益增加
成熟经济体的重点放在如何成功渡过目前

的经济动荡，而新兴经济体却在成长，尤其是

金砖四国。很显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将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塑造和治理中发挥更大的

影响力。这些国家为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

机会，因为它们是潜在的市场，但同时也带来

了挑战，因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来自那些

国家。跨国公司会将会计业务转移到金砖四国

的企业吗？

政治权力将跟随经济实力转移，中国和印

度对全球关键的治理机构的发展更有话语权。

这会给两国提供平台，去设置新的所谓的亚洲

世纪的规则和议程。它还会对全球会计行业的

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统一会计

Ng Boon Yew FCCA

是 ACCA 财 会 前

沿学院主席。他是

新加坡莱富士学院

（Raffles Campus）及

Strategic Foundation

执行主席。他曾是毕

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他于 2004

年获得新加坡总统

授予的公共服务星

章（Public Service 

Star）。

Rohit Talwar是全球

未来学家以及 Fast 

Future Research 的

创始人。

他是屡获殊荣的演讲

者，为 60多个国家的

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

重点关注如何运用前

瞻性的手段和情景规

划，创建并应对破坏

性创新。

准则的定义和采纳问题上。这些标准是否会越

来越多地反映东方而不是西方的做法？

人口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的人口构成。

到 2050年，亚太地区新增的人口将超过欧洲

和北美人口的总和；欧洲人口下降的人数将相

当于德国目前的人口数量。全球人均预期寿命

预计将继续增加，强制退休年龄将不复存在。

这将带来新的问题：如何有效地管理劳动

力大军中各个年龄层的员工并为其提供就业机

会？

企业的业务也正在经历质的变化，新的商

业模型有可能改变我们的风险和价值观念。公

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从拥有固定资产转变为租用

这些资产所提供的服务，云计算就是一个这样

的例子。新产品开发和创建企业的风险也正在

通过众包模式（如 Kickstarter.com）发生改

变，这些模式让企业家和创新者在启动项目之

前就从客户那里获得必要的财务承诺。

团购和拍卖等销售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企业

用于产品销售。

会计实务和风险评估需要如何改变才能应

对这些收入流往往难以预测、瞬息万变的商业

模式？

金融危机带来的混乱凸显了企业设立“生

前遗嘱”的必要性，以便在资不抵债的时候有

序地处理各项事务。会计师应该在这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但是财务职能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参

与企业的交易、产品、定价模型和营销活动才

能够掌控所需处理事项的范围和细节？

日益复杂的业务和综合业绩考核的需要对

IT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数字化工作流程和

资产，创造新的机会，IT已经彻底改变了工作

场所；有些人通过在线（如“第二人生”网站）

买卖虚拟资产在现实世界成了富翁。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进步可能会带来核心会计职能的进一

步自动化，包括需要分析判断、更具附加值的

任务。

在更远的将来，技术进步将意味着将核心

会计数据直接下载到我们的大脑。核心问题是

会计系统的发展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否

应对各种可能的业务模式。

综合在一起，所有这些驱动因素说明，全

球经济、商业世界、以及会计行业正在发生根

本性变化。

了解财会前沿学院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globalforums

关注技能

会计师必须学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模式并做计划。打造灵活高效的流程，应付不断缩短的商

业周期将成为一个新的竞争力。会计师还必须善于应对经营和监管的复杂性，以及越来越多的

衡量价值的非财务指标。会计师需要在经营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会计工作具有全球性质，

寻求国际机会的会计师需要加强自己在战略、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技能。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对

环境可持续发展更多的关注意味着作为公众利益的守护者的会计师将面临更多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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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赛事
主办一项如奥运会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容易，但是，
这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哪些真正的好处呢？体育记者Mihir Bose就此展
开报道。

1
851年，当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想要歌颂其妻子所统治的帝

国的强大实力时，他决定举办万国

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通

过展示所有国家的工业品来宣传该博览会。这

次博览会还以文化为特色，吸引了名作家夏洛

蒂  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路易斯  卡

罗尔（Lewis Carroll）及乔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参与，但是这次博览会上并没有体育

项目。

今天，如果一位国家领导人的配偶也有类

似的想法，他 /她必定会督促政府去申办奥运

会或世界杯的举办权。实际上，在维多利亚女

王的玄孙女伊丽莎白二世庆祝其登基 60周年

之际，登基的纪念活动能否比得上伦敦奥运会

上所展示的活动，这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

政客们认为现代体育赛事可以证明一个

国家的实力，即便如英国这样的国家。英国

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之所以支持申办

Mihir Bose 是 一 位

获奖记者、作家及

前 BBC体育新闻编

辑。他每周为《伦敦

旗帜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

撰写体育评论，还会

撰写或报道社会及历

史方面的议题。他的

新书名为《体育赛事

的精神：运动如何成

就现代世界》（The 

Spirit of  the Game: 

How Spor t Made 

the Modern World）。

Bose还是一位专业会

计师，曾为负责申办

2012年伦敦奥运会

的大臣们提供咨询服

务。

Twitter: @ mihirbose

2012年奥运会，是被文化大臣乔韦尔（Tessa 

Jowell）说服的，因为乔韦尔告诉他如果英国

（彼时的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都不申办奥运

会，那就太遗憾了。 当南非成为第一个举办世

界杯的非洲国家时，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认为属于南非的时刻到来了。2009

年，当里约热内卢在哥本哈根赢得了 2016年

奥运会的主办权时，巴西总统达席瓦尔（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

说：“所有人都说巴西这个国家是明日之星。在

哥本哈根，巴西迎来了明天。”

但是，当这些体育赛事取代博览会时，它

2012伦敦奥运会预计会给英
国带来 210亿英镑的经济贡献。但前提是这个
国家必须得把这个赛事组织好才行。

们真的会促进一个国家的贸易吗？英国的政客

们便这样认为，并且预计英国已在北京奥运会

时就赢得了 20亿英镑的生意。

五年前，撒切尔夫人的公关专家及 Chime 

Communications的董事长贝尔爵士（Lord 

Tim Bell）收购了由前奥运选手帕斯科（Alan 

Pascoe）创立的体育公司 —— Fast Track。

Chime Sports Marketing是英国目前最大、世

界第五大的体育营销公司。贝尔爵士说：“博览

会太老派了，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现代体育

赛事的确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你只要看看悉

尼和北京发生了什么变化就明白了。体育赛事

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政府投资基础建设、道

路、交通接驳系统，这些都会反过来促进经济

的发展。”

贝尔爵士的说法也得到了 PKL这家英国公

司管理层的认可。作为一家临时厨房的供应商，

PKL很好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奥运会如何推动

另一个国家的公司的业务发展。对 PKL来说，

所有的故事都始于 1998年。2000年悉尼奥

运会的组织者曾来到伦敦寻找搭建临时厨房的

公司。

英 国 贸 易 投 资 总 署（UK Trade and 

Investment）将 PKL介绍给了他们。PKL在悉

尼搭建了一个临时厨房。四年后在雅典，PKL

搭建了 30个临时厨房，到北京奥运会时，搭建

了 26个，不过这一数字在 2010年温哥华冬

奥会时降到了 2个，在印度新德里的英联邦运

动会及新加坡的青奥会都降到了 1个。但是，

PKL现在正在为 2012伦敦奥运会搭建 90个

临时厨房。

PKL的商务总监 Peter Schad说道：“现

代大型的体育活动相当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水晶

宫展览（即万国工业博览会），它们能带来极好

的业务发展机遇。”

那些已经赢得某些大型赛事举办权的国家

通过这些赛事来宣传其专业技术。在这一点上，

澳大利亚在悉尼奥运会中就做得很好，但是，

却没有证据表明南非也从 2010年世界杯中得

到了类似的益处。

榜样国家
在伦敦赢得 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

英国已经做到了最好，尤其是在公共关系及营

销领域上。巴西、卡塔尔及韩国都使用了英国

的诀窍来打造自己在申办奥运会和世界杯时的

成功砝码。

Vero Communications 的 董 事 长 Mike 

Lee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人士。他在伦敦中标

2012年奥运会之后成立了 Vero，当时他负责

伦敦申办奥运的宣传工作。此后他作为咨询顾

问，参与了三次成功竞标，包括 2016年里约

热内卢奥运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及 2018

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他说：“这些国家的经济都

很强大，他们都把大型体育赛事看作是国家发

展的一部分。但是，每个国家又都有自己的观

点。利用石油而发家致富的卡塔尔将 2022年

世界杯看作是其经济多元化的一部分以及影响

国际社会的一次机会。韩国则希望在平昌地区

发展冬季运动，这一地区此前有很多地区性的

投资。”

“据估计，作为新兴国家及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的巴西在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时会上

升成为第四大经济体。巴西将奥运会及 2014

年世界杯视为促进对内投资、发展休闲旅游业、

向世界宣布其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绝佳机

会。” 

这两项大型体育赛事预计会给巴西带来

470亿美元至 1000亿美元的经济贡献。2012

伦敦奥运会预计会给英国经济带来 210亿英镑

的收入。

但是，要想从这些赛事中获利，这些国家

必须得把赛事组织地很好。而印度人在 2010

年英联邦运动会的组织上则差强人意。

Chime Sports Marketing的董事长帕斯

科说：“如果苏格兰当初退出的话，可能会出现

多米诺效应。相反，马来西亚因为英联邦运动

会在吉隆坡的举办提高了其 GDP，这次运动会

可以被视为一个标杆，让其他国家知道此类赛

事能够为一个国家带来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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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破茧而出
经过 10年的制定，土耳其新颁布的商法典将受到企业和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
热烈欢迎。

在
过去十年，土耳其商业立法的发

展未能跟上该国经济增长的步

伐。虽然土耳其已经进行了经济

结构改革，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自

200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多，但是

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土耳其的排

名却在下滑。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土耳其过

时的商法典，该法典是 1956年制定的。在过

伊斯坦布尔繁忙的餐

厅和酒吧，反映了土

耳其蓬勃发展的经

济。

去的 10年，土耳其的商界一直在等待一部包含

1535条规定的新法典。

幸运的是，土耳其议会终于在 2011年 1

月批准了这部新法典。它将于 2013年全面生

效，这一进展受到私营部门及其拥护者，尤其

是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热烈欢迎。

随着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脚步越来越

近，该国 2011年上半年超过 90％的外国直接

投资来自欧盟。土耳其希望在未来十年，外国

直接投资在 2011年 121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三

倍达到平均每年超过 300亿美元。在这样的背

景下，新的商法典可以说是姗姗来迟。

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斯坦布尔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Recep Pekdemir FCCA表示：“在过去

的 10至 15年，公司治理已经影响了实体和企

业，但是国家法律并没有对相关事宜作出有法

律约束力的规定，所以需要新商法典的出台。”

新的商法典旨在实现土耳其的商业法规和

欧盟立法之间的融合。它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IFRS）和审计准则，并引入了交易审计、

违规处罚机制和强制性在公司网站发布财务数

据等概念。

土耳其注册会计师协会（TÜRMOB）会长

Nail Sanli 指出：“新的商法典最显著的方面

在于公司透明度、公司治理的公众监督、问责

制和质量保证。透明度概念是新商法典的基石。

新商法典规定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符合国际标

准，必须按照国际标准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

通过引入公司治理概念，透明度一定会实现。”

由于新的商法典会影响所有在土耳其的公

司，所以在法律生效前会有一个过渡期。修订

后的土耳其会计准则将在 7月 1日正式实施，

但有关 IFRS转换、独立审计和网站要求的规定

将到 2013年才生效。

为了让会计行业了解新的法典，在过去的

一年，已经在全国 30家领先的审计师事务所

开展了培训。Sanli表示：“会计行业一直都有

密集的培训计划，由于新商法典的推出，培训

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已经实施了强制性培训课

程。”

但并非所有企业在培训方面都做了同样水

平的投入。Pekdemir表示：“前 500强企业

中，有大约 75％的企业是由国际投资者、银行

和保险公司所有的。这些大型企业已经采用了

新的商法典旨在实现土耳其的商业法规和欧盟立法
之间的融合。

土耳其旨在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在过去的十年，土耳其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截至 2010财年年底，其国内生产总值翻

了三倍，达到了7350亿美元。土耳其有7500万人口，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东西方的十字路口。

凭借这些优势，土耳其已建立了一个基于制造业的强大经济。虽然是欧盟、东欧和中东地区的

主要出口国，土耳其的国内需求依然强劲，占 GDP的 70％。2011年的前 9个月，土耳其的经

济增长达到了 9.6％，是仅次于中国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不过预计今年其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4％。虽然如此，土耳其的目标是到 2023年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它目前的排名是第 17位。

国际报告标准，但其他企业则不同，因为它们

并不需要满足这些要求。大型的外国和本地审

计公司将扩大业务，因为新法典的出台将带来

更多的审计需求，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会增

加，因为它们今后的审计对象将不但包括大企

业，而且还将包括中小型企业。”

然而，虽然会计行业正在加倍努力，要想

让新的商法典发挥充分的作用，政府必须作出

改进。基于土耳其在 2012年经济自由度指

数上的表现，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认为：“产权一般都得到了保证，

但法院负担过重，办事缓慢，在审理商业案件

方面，法官缺乏很好的培训。司法机构会受到

政府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有所改善，但侵权

现象仍然普遍。”

进一步修订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企业还要做好该法典

进一步修订的准备。Sanli表示，虽然在过去

五年间举行了 631次会议起草该法典，但鉴于

“制定、讨论和批准花了近 10年的时间”，该法

典今年还有可能进一步修订。

Pekdemir 表示：“在这两个里程碑到来之

前，即今年 7月和 2013年年初，我预计该法

典会有更多的变化，如实施、修订、准则和信息

披露等方面。土耳其会计准则委员会（Turkish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有权进行修

订；同时，比较保守的财政部也将作出一些修

订，以限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力。”

虽然如此，鉴于通过商法典所需的大量努

力，其实用性预计能够得到保证。目前，企业和

外国投资者认为新的商法典与企业所得税法、

民法和刑法的统一是企业的福音。

Paul Cochrane，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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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的财务和商务人士需要应对很

多挑战：全球市场波动、印度监

管即将发生变化、人才在瞬息万

变的商业环境中要保持竞争力，

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会计咨询服务的全球负责人 Jamil Khatri接

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探讨了在这些复杂的情

况下商业领袖应如何保持队伍的积极性。

问： 印度的会计专业人士目前面临哪些主要问

题？

答： 在不久的将来，印度的监管环境可能会发

生很多变化。新的“公司条例草案”在不

久的将来就会尘埃落定。如果获得批准，

2012直接税收法（DTC）将于 2013年 4

月 1日起生效。在未来几年内，印度需要

采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标准。此

外，不时还会有政府项目，例如要求公司

以 XBRL格式报告财务数据等。

 印度的财务和商务人士的挑战不在于变化

本身，而在于这些变化的不确定性。我们

的很多客户都想知道，他们努力遵循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是否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路线图目前仍不明

朗。围绕这些变化制定计划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变化什么时候会生

效。

问：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商业领袖应如何保持

队伍的积极性？

答： 虽然这种不确定性对毕马威来说是巨大的

机会，但我们的客户却正面临着艰难的时

刻。他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入时间。

我们建议财务专业人士应该分清轻重缓

急。例如，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施

尚不明朗，因此我们建议他们不要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上花费时间，而应该关注即

将实施的新的“公司条例草案”。

 他们需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展。例如，财政

部正在研究计算税收的新方法。 2011年

10月 17日，财政部发布了税收会计准则

（TAS）的讨论文件。作为讨论文件的一部

分，财政部还同时发布了建筑合同和政府

补助的税收会计准则草案征求意见稿。如

果讨论文件中的建议最终被接受并纳入

“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那么不

论编制财务报表遵循哪种会计标准，应纳

税所得额都将根据税收会计准则的规定进

行计算。

战胜不确定性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 Jamil Khatri建议，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以及国内的监管环境都存
在不确定性，印度的财会专业人士需要了解
工作的轻重缓急。

 同样，财务专业人士需要关注 2011年 2

月公布的“公司法”附表六的修订版本。

修订后的附表六将适用于所有在 2011年

4月 1日或之后编制财务报表的公司。因

此，实际上修订后的附表六适用于 2011–

12财政年度。

 

 因此，企业需要思考其影响会有多大。对

于借款很多的公司，修订后的附表六将对

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建议客户按照下列

优先顺序投入时间：附表六、直接税收法、

新的公司条例草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将在全球经济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在您看来，在未来几年内

会计专业人士在印度的角色将如何改变？

答： 他们处于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在我看来，

商业环境复杂化的原因有四点：

* 企业正在走出去，首席财务官走在全球

化的前列。他们需要了解设立新业务的

规则，寻找并购或合资企业的新机遇。

会计师必须处理更高端、更关系大局的

事宜。

* 融资变得更加困难。资本市场不再像以

前一样强劲，所以筹集资金也将富有挑

战性。

* 由于大宗商品的成本和外汇价格存在波

动，首席财务官必须要在这些领域的风

险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许多成本结构是依托于高增长率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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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l Khatri于 1995

年作为培训生加入毕

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一年后，他取得专业

会计师资格。今天，他

在毕马威印度负责增

长最快的业务之一：会

计咨询服务。 2011

年 10月，他被任命为

毕马威欧洲、中东、非

洲地区会计咨询服务

负责人，两个月后即

2012年 1月，他被任

命为会计咨询服务全

球负责人。

业需要首席财务官帮助降低成本，精简

机构。因此，首席财务官的作用更多的

是要解决这四个问题，而不是专注于会

计和财务报告。

问： 印度政府需要解决哪些影响会计专业人士

的问题？

答： 对于这些项目政府必须提供确定性。我们

需要一个恰当、准确的路线图。大家不指

望别的。政府只需提供确定性，其余的都

交给私营公司。

问： 印度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进展如何？

答： 说实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去向何方。监

管机构印度特许会计师协会（ICAI）建议

从 2013年 4月 1日而不是计划的 2011

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印度会计准则（Ind 

AS）。政府还没有公布实施印度会计准则

的日期，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会采纳印度

特许会计师协会的建议。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标准是否会按照监管机

构制定的形式执行。我们担心有些条款会

被剔除出去，有些情况下必须和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存在一些差异。然而，另一些时

候这种差异可以避免。

 

 人们也关注是否应该有这么多例外规定。

同时，我们不知道这些例外规定将来是否

会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改回去。

 此外，当这些标准适用于印度公司之后，

将对税收产生影响。中央直接税委员会

（CBDT）已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研究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标准的实施将如何影

响印度的税收。我是该小组的成员，根据

我们的建议，CBDT已就此事发布了讨论

文件。

 改变税收法规是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

同标准的先决条件。此外，《1956公司法》

也需要修订，以便消除法律和会计标准之

虽然这种不确定性对毕马威来说是巨大的机会，但我们的客户却正面临着
艰难的时刻。他们不知道该在哪些领域投入时间。我们建议财务专业人士应该
分清轻重缓急。

间的冲突。同样，印度储备银行（RBI）指

南也需要修订。整体而言，自 2011年 2

月公布了印度会计准则之后一直没有进

展。

问： 您认为印度的会计行业已经摆脱了萨蒂扬

（Satyam）丑闻的影响吗？所有的问题都

解决了吗？仍需做哪些改变？

答： 萨蒂扬丑闻将几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以前，如果公司及审计师认为账目没问

题，那就万事大吉。而现在会有很多监督，

这是好事。然而，在结构层面，我没有看

到任何变化。例如，安然（Enron）丑闻曝

光后，美国颁布了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

（SOX）。印度现在还没有类似 SOX的法

律。

Swati Prasad，记者

未开发的转型
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Jamie Lyon）表
示，外包及共享服务仍有巨大的潜力待财务
管理者来发掘。

共
享服务及外包现在已经成为跨越

不同职能（包括财务职能）的现

代商业生活的显著特点。对许多

CFO来说，追求成本的降低是迈

上财务转型旅程的出发点。通常，他们最先关

注的是业务量大、附加值低的事务处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务管理者已经

认识到他们有机会将财务活动中的其它职能也

转移给外包服务供应商或共享服务中心，从而

使留任的财务团队能够更坚定地关注于与业务

部门的合作上。

现在，讨论正在超越合作关系，人们私下

讨论更多的是咨询分析服务将如何使财务职能

在企业中的角色发生彻底变革。

如果说释放留存的财务职能的潜力，掌握

提升企业业绩的真知灼见是共享服务及外包发

展的一部分驱动因素，那么实践并不总是与理

论相符的。ACCA近期发布的一篇名为《财务转

型：专家对共享服务和外包的解析》的报告称，

在共享服务及外包的所有潜力得到实现以前，

Peter Moller
德勤咨询合伙人

问： 外包趋势会持续吗？

答： 即便从这些低成本地区上得到的成本优势

空间不大，但依然可以得到其他收益，比

如采取统一的最佳做法以及更高效的流

程，更合理的控制区间，以及标准化、改

良的数据和报告等。毕竟这已经是大势所

趋。

Claudio Altini
毕马威英国外包咨询业务总监

问： 选择外包或共享服务时，公司的目标是什

么？

答： 一部分公司选择从策略上部署共享服务和

外包，目的是稳固或者加强财务职能。而

另一些公司则更乐于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更

广泛的变化，为整个公司实现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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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该报告结果，外包及共享服务未来面

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引进了外包或共享服

务模式的财务管理者需要确保将更多的精力放

在创造正确的留任职能上，从而为业务发展推

动实现最佳的财务模式。管理者必须清晰地识

别并明确阐述留任团队新的角色及职责，并根

据新的要求，对团队里个人的能力进行评估。

内部团队可能也会抵触对其职能进行外包及共

享服务模式的转型。转型的结果可能就是“影

子”财务团队的出现，这个团队既不努力，也不

增加价值。这样的经验证明，有效的变革管理

流程也至关重要。

这种变革从 CFO 开始，他必须发挥其领导

力，督促财务团队用新的工作方式，贴近作为

业务伙伴的角色。

不断进化的合作关系
人们在进一步思考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好的

财务 –业务合作关系。成功的财务 –业务合作

伙伴对技能和能力提出了很多要求。ACCA此

前的研究曾对此进行说明，这些技能和能力包

括：举止行为像一个企业家的能力，能够积极地

与公司合作；有效地使用技术来支持高级数据

分析的能力；能够获得内部利益相关者支持的

影响力及冲突解决技能；能够向企业管理者简

单地解释财务分析的沟通技能；主动地发现财

务能够给哪些问题提供附加价值的能力。

如果能够找到新方法，理顺客户与供应商

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公司就可以通过外包模

式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依然是外包领域里一个

主要的挑战与困惑。关系的梳理可以“成就或

者破坏”外包模式的成功。各方在报酬和激励

问题上的不一致可能给端对端的财务服务效果

带来负面影响。

财务管理者还发现他们可能与服务供应商

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及目标。比如说，CFO们

怀疑服务供应商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其客户发现

转型是很困难的。财务管理者与供应商之间清

晰的沟通对双方了解各自所面对的挑战是至关

重要的。

展望未来那些可能会影响外包及共享服务

中心的趋势，一个变革的领域可能是新的首选

离岸外包地点的出现。现在的首选地点（比如

印度）可能会继续渐渐失去其劳动力低廉的优

势，这样就鼓励了供应商及买主寻找其他的地

点。

比如，菲律宾和中国是目前外包领域几乎

未被开发的市场，两地都是新兴的外包备选

地。

联合起来
另一个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价值的发展领

域是向全球企业服务的迈进 —— 一种超越了

个别职能边界的联合的外包及共享服务方式。

根据外包研究公司 HfS及普华永道撰写的名为

《全球企业服务的进化：加强共享服务及外包的

益处》的报告，业务管理者越来越关注于由兼容

IT系统支持的统一业务流程的开发，这样能够

进一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能够将更多的人

力放在实现战略性目标上。尽管外包服务的买

主现在仍把注意力首先放在降低经营成本上，

但是，在全球层面上实现更有效运营的愿望也

极大地刺激着他们的积极性。

随着这些新模型的发展，实施外包或共享

服务所带来的潜在好处会变得更加强大。通过

完全掌控这一模式并且从越来越多的利益最大

化实践中学习经验，CFO能够为公司出谋划策，

改善巩固经营业绩，让企业取得成功。

阅读报告《财务转型：专家对共享服务和外

包 的 解 析》（Expert Insights on Shared 

Services and Outsourcing），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Caroline Curtis FCCA 
雅虎欧洲、中东及非洲会计与报告控制高级总

监

问： 有效使用共享服务可以实现哪些好处？

答： 执行起来速度快，降低了运作风险。在必

要的时候，还可以提供专业支持（比如在

处理监管问题），提高操作灵活性，以及管

理人才发展方面。

Christian Kaufmann
联合利华财务服务副总裁

问： 端到端流程的所有权可以完全外包出去

吗？

答： 没有人能完全掌控端到端，因为这基本上

等于不同职能部门必须相互对话。通常情

况下，大公司都会纠缠于这个问题。这是

一大挑战。

James Meader
安永合伙人

问： 实施外包模式时，公司会犯哪些错误？

答： 通常情况下，对留任团队的角色和职责没

有明确阐述就匆匆执行，导致人员冗余，

形成影子部门。各公司需要明确阐述对留

任部门的期待是什么。

Patrick Van Hoegaerden 
可口可乐欧洲财务转型总监

问： 怎样才能有效地应对变革管理？

答： 制定一种沟通与变革方式，承认每个人都

大有不同，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也有差别，

这很关键。耐心很重要，你的行动时机也

很重要。

Nick Atkin
普华永道咨询合伙人

问： 公司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外包及共享服

务？

答： 财务管理者必须建立有力的变革计划并且

传达出去，让公司从经济性、合理性和情

感层面参与进来、运作起来。过渡期需要

平衡风险、质量和成本。

Anoop Sagoo
埃森哲业务流程外包高级主管

问： 选择外包或共享服务时，公司的目标是什

么？

答： 他们如今最关心的是绩效。好的业务提供

商应了解公司的当务之急，并明白这种需

求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里昂（Jamie Lyon）是

ACCA企业事务主管，

负责全球研究与洞察–

财务转型项目，尤其

关注财务职能的角色

演变、财务职能的有

效性及首席财务官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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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力量
Standard Life首席财务官 Jackie Hunt解释为什么人才培养在这家金融服务
巨头的转型计划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过
去四年中，金融服务行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监管格局

的变化，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等

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必

须对其成长前景进行仔细的审视。

为了应对挑战和继续保持长期繁荣，

Standard Life正在进行转型。我们的战略包括

对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最为重要的人才进行投

资。

培养人才对 Standard Life极为重要。我

认为所有公司必须将人才培养的实践和文化牢

牢的融入到业务的所有领域中。要在这方面取

领袖常常是培养出来的，而非天生的；
同样，人才需要培养，而非停留在固有状
态。

得成功，需要获得各个层面的支持和重视。这

需要做到富有活力、全神贯注和坚定不移。也

许中高级管理层对于这些品质有着最高的要

求。我不是在提倡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更准

确的说是通过努力、专注和投入，在公司高层

鼓励信任和支持的态度。

我有两个理由来说明要注重人才培养文

化。首先是商业利益：注重人才对企业赢利会

有影响。其次，我认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而言，

人才是极为宝贵的资产。过去的五年中，金融

行业遇到了无数的问题，而未来的格局仍然是

挑战和机遇并存。

对公司来讲，人才不仅仅是应对这些挑战

的关键，而且能够依靠他们茁壮成长并寻求到

他们带来的机会。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但

是，仅知道人才在哪里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扮演的角色与四个主

要元素有关：营造企业氛围、确定我们需要的能

力、引入合适的人才和创造一个支持型的，有

时是助推式的环境，将人才推向成功。自然，我

的工作重心是我们集团金融团队和我们整个集

团的人才圈子。但是作为一名董事会成员，我

需要在整个公司展示之前我提到的那些需要发

扬的品质。

营造企业氛围是指勾画正确的前景和理

念。在 Standard Life，我们帮助创造一种感

觉，即我们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对人才的拥护。

我们培养和鼓励雄心壮志，但是引导他们贴近

现实期望值。我们的业务本质（金融服务）通

常很复杂。它涉及到公司的每个部门，从客服

和销售到 IT和营销。我们需要培养能够塑造公

司未来的领袖和专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

必须在整个公司培养精湛的商业技能和金融知

识。如果我们要在所选市场内竞争，确保拥有

这些技能是关键。

正确的组合
金融服务不但是一个复杂的行业，同时也

极为多元化。在当今的市场中，并没有“金融

服务专业人士”的通用公式，但是扎实的了解

这个行业的本质和一定的商业技能是必备的素

质。并且除了这些基本素质以外，我们的公司

需要各种各样的能力。

我的团队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是擅

长资本管理的人才，还有一些是擅长投资者关

系的人才，两种人才的能力之间形成鲜明的对

比。两个角色都需要先进的金融概念知识，但

是前者必须在理解流动性和信用风险、分析市

场和趋势以及建立（或者解析）复杂的金融模

型方面拥有强大的能力。

后者需要将所有的分析和复杂的问题转变

成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解释

了我们的业务核心、我们的价值主张和集团战

略背后的思路。每个角色需要的能力不同，但

是不同的级别对能力的要求也不同。领袖常常

是培养出来的，而非天生的；同样，当人才被发

现时，需要对其培养而非停留在固有状态。

这种被我称为“业余天才”的对待人才的

方式大胆的假设当某个人才展示出某些方面的

能力时，我们一定能够利用这种能力。有些人

确实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了重大的事

业转型。但我们认为发现人才是培养人才过程

的开始，而非结束。

在我看来，人才培养的最重要元素是人才

本身。我们的行业中某些技术和经验不可或缺。

但是对于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第三元素是态度。

为什么？在我管理的约 1300人组成的团队中，

我们拥有多样的技术并且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能

力。我的团队包括会计师、精算师、司库、数量

分析专家、风险经理、资本管理专家和投资者

关系专家。资历之繁多令人惊叹。但是我坚信

态度胜于技能和经验，态度也是成就我的团队

的关键。事实上，态度是 Standard Life很多表

现出色团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后，第四个必备元素是我们创造的鼓励

和培养人才的环境。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助

于人才和领袖成长的环境，但是实现成功的

关键是技能、经验和态度这个关键元素的组

合。正像人们对金融服务公司期待的那样，我

Jackie Hunt
作为一名南非会计师，Hunt于 2010年成为 Standard Life的首席财务官。这家总部位于爱丁堡的储蓄和投资机构

拥有 53亿欧元市值（2012年 4月）、9000名员工，在英国、加拿大和欧洲拥有业务，并在中国和印度拥有合资公司。

她于 2009年离开 Norwich Union Insurance加入该公司，当时她在 Norwich Union Insurance担任首席财务官，之

前曾在 Royal & Sun Alliance和普华永道担任一系列高级财务职位。2011年，她被任命为英国保险协会金融监管和税

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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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Moat FCCA: 出口驱动因素
Everything Everywhere前首席财务官，ACCA企业会计师论坛主席

“当前企业正在面临着令人担忧的负面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双重影响。美国经济小幅改善，但是

在欧元危机解决之前，欧元的阵痛将继续成为全球债务和股权资本市场的主要威胁。

“有些人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经济衰退，而是增长的终点。我们现在的石油、水和粮食的生产

达到了顶峰，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仍然在前行，但是没有成长。

“过去，如果美国‘得了感冒’，全世界都会得流感，但是这次亚洲和非洲摆脱了危机。在欧盟，

现在 27个成员国中的 22个的经济规模小于 2007年。

“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个数字是 150个国家中的 33个。公司必须开始重新加快他们向这些市

场的出口。”

迟坎巴（Alvin Chikamba）: 道德提倡者
ACC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策主管 

“随着当今会计师担任起公司诚信守护者的角色，主要会计师组织越来越多的将道德价值观和

为公众利益服务的重要性嵌入到他们的教学大纲和培训框架中。会计师通过展示道德领导力、诚

信、公正性和专业责任心，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维持和加强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的名誉。

“金融危机的证据显示，监管、行为准则和合规政策可能并不足以创建一个道德和负责任行为

的环境。鉴于商业决策最终由人决定，行为因素对于决定公司的举措极为关键。这使得为决策性岗

位安排能够通过正确的方式合理地作出决定的人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于财务职能而言。”

Mohamed Rafique Merican Mohd Wahiduddin Merican 
FCCA: 新首席财务官
Tenaga Nasional前首席财务官

财务专业人士的角色越来越多的由公司的战略目标决定。由于全球化是推动增长的一个重要

途径，因此财务职能必须演变。

“为了支持公司的目标，财务团队必须拥有必要的商业知识和能力确保做出可行的投

资。”Mohamed Rafique Merican Mohd Wahiduddin Merican如是说。

他补充道：“业务开发、风险管理、投资者关系、投资管理等其它关键职能需要在财务部门下

重新组合，首席财务官的角色将与公司具体的战略方向齐头并进。”

首席财务官在与首席执行官合作方面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战略角色，并负责确保公司在朝着

理想目标前进时保持正确的方向。首席财务官的其它职能包括业务开发和风险管理。

他认为首席财务官也需要负责与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和承担治理带头人的角色，

因为当今的大多数公司将良好的公司治理作为公司的迫切任务。

此外，随着会计行业的近期发展，首席财务官被赋予了会计准则趋同的责任，以确保完全符合

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

“首席财务官传统的顾问角色是为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提供与商业和投资决策相关的建议。现

在，会计准则趋同是他另外需要承担的责任。”

最后，首席财务官需要负责培养未来财务领袖，确保公司拥有持续的财务领导力。

他补充道：“有些情况下外包对于公司而言被认为是可行的。对于国外投资，可能需要聘请对

于目标国家更为熟悉的国际顾问，以提供必要的事实和调查结果以帮助相关审批机构作出合理的

决策。”

由 Dalila Abu Bakar采访

Jeffrey C Thomson CMA: 商业合伙人
IM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会计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行业，在未来的五年以及之后，首席财务官的角色和财务职能将面临

新的挑战和机会。科技的发展、监管的变革和全球经济都是主要因素。

“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在公司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财务会计以外，首

席财务官和他们的团队要对公司的整体战略作出贡献，例如参与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竞争能力分

析、企业并购等等。

“当今的财务职能需要专业人士具备多样性的技能，并且具备过硬的会计技能，专业人士需要

成为领导力、沟通和影响力方面的专家。这些技能对于与跨职能团队合作、说服管理层和保证股东

信心至关重要。

“这对于会计师和他们工作的公司意味着什么？会计师需要通过持续培训和资格认证跟上行业

发展的趋势。雇主需要将招聘、人才管理的持续培训和发展视为重中之重，发挥人才的最大潜力，

让他们负责公司的管理。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使会计成为一个有成就感的职业，同时对公司和

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IMA（管理会计师协会）的总部位于美国，与 ACCA合作进行每季度一次的全球经济形势调查。了

解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gecs2012a

们使用的模型基于数字。我们对人才培养采用

70/20/10的模型：人才培养的 70%来自于工

作经验、20%来自于教练与启导、10%来自于

培训等正规项目。

这是一个现实且有理由的模型。我说现实

是因为这个模型专注于通过经验学习，说它有

理由是因为它将个人发展的责任直接的交到个

人的肩上。我们在整个公司内积极鼓励个人发

展计划，尤其在高级管理层。我认为，相比“我

如何把现在所做的工作做得更好”，这种计划的

效果更好，因为它们专注于长期培养 —— 也就

是，“如果我要在两至三年内达到我想达到的目

标，我应该去做什么？”一个优秀的培养计划包

括经验、上级的辅导和我所提到的相应比例的

培训的组合。同时，专注于人而非专注于角色

也很重要。

当我开始在 Standard Life实施个人培养

计划时，我看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以前

多么专注于角色。我一直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使

我们在某些时候钻入死胡同。但是专注于个人

（他们的技能、经验和态度）能使我们避免墨守

成规。

在 Standard Life这样的公司工作的一个

好处是其真正的国际化人才成长环境。我们在

加拿大、欧洲和亚洲都有业务，同时在印度和

中国这些飞速增长的市场也有合资公司。

对于我的团队而言，这创造了一个可以培

养他们的天赋的环境，不但可以培养金融以外

的能力，也可以培养跨不同类型市场的能力。

我在美国、瑞士和新西兰以及我的出生地南非

工作过，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接触不同的业务、

文化和工作实践对于帮助培养一个全球化商业

世界的未来领袖至关重要。

人才是极为宝贵的资产，寻找人才、发现

未来领袖并通过创造正确的环境帮助他们成

长和实现他们全部的潜能都需要投资。人才培

养在 Standard Life是双向的，需要来自个人

和公司的承诺。我的一部分职责是调动和集合

“我们积极鼓励个人发展计划，
尤其在高级管理层。”

力量，专注和投入，鼓励我们的人才发展他们

自己、展示他们的技能、经验和最为重要的态

度。

那么，这么做有什么商业利益？金融服务

是一个需要可持续发展的行业，Standard Life

已经为其客户服务了 187年。为了实现我们对

客户的承诺、长期管理我们客户的财富，我们

需要正确的计划和正确的资产以保证可持续发

展。因为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

投资人才就是对我们公司未来成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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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即将到来
会计师促进了 IT的应用，让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联系更加紧
密的时代，技术还将为会计行业带来什么呢？

虽
然匈牙利作家 Frigyes Karinthy

的作品你可能没接触过，但你可能

熟悉他的“六度分离”概念。早在

1929年，他的短篇小说《链条》

（Chains）中的人物玩了一个游戏，游戏的基本

理念是通过最多五个熟人，任何两个人都可以

被联系起来。在 2012年，由于技术尤其是社

交网络的发展，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世界中，

连接所有人的链接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Karinthy的游戏及其变体已经发展成一门

网络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网络功能和增长的规

律，这种网络可以是一群细菌、微博 /Twitter

攀登永无止境：“大数

据”领导者谷歌为了

绘制街景地图，使用

雪地车拍摄瑞士的采

尔马特滑雪场。

的关注者、跨国集团、生物性的食物链，正在扩

大的城市等。谁知道这一切将带来什么？我们

已经看到网络重塑了我们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中的沟通和协作的方式，我们还将看到网络带

来更显著的改变，因为将人们联系起来的链接

设备能储存越来越多的数据。

随着电子信息总量每两年翻一番，我们正

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这些数据有些是结

构化的（比如数据库和电子表格），有些是非结

构化的（比如数码照片和微博）。无论如何，和

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可以更迅速更容易地

访问、分析和搜索大量数据。其应用范围非常

Kholeka Mzondeki FCCA:商业合伙人
ARUP南非首席财务官 

有人说 21世纪的首席财务官必须成为一个巫师：既当顾问，又做魔法师，还要是预言家。优

秀的沟通、商业和领导力技能与分析风险和处理数字的能力一样重要。

Kholeka Mzondeki说道：“当我与财务团队制定战略时我说道：我们的角色在不断改变。在

这种经济环境下人们喜欢能够胜任商业合伙人的会计师而不仅仅是数字处理者。”

“现在你是一个管理者，你需要紧盯水晶球并尝试成为一个预言家，你是一个报告者，你必须

承担你的合规责任，同时你必须成为一个交流者，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

Mzondeki认为首席财务官应该成为首席执行官的左膀右臂。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早已认识

到财务与商业合作的价值。

“如果你很好的完成了你的工作并且你有一个机敏的首席执行官，那么无论她做什么，她总能

感到她需要说：‘让我与我的首席财务官商量一下，看看这个是否合理。’

“那么你就知道你的工作很出色。这就是首席财务官要担当的商业合伙人角色。”

她表示，首席财务官必须密切关注政治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公司的转型非

常关键，特别是在南非的背景下，这不仅仅是因为公平就业法规，更因为这具有很好的商业意义。

“人们授权程度越高，有工作的人越多、学习的技术越多，对于产品的需求也会更多，经济也会

获得更多的增长。中产阶级比例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做的较好。”她说道。

对于像Mzondeki这样在其他非洲国家工作的首席财务官，他们必须很好的掌握地域政治学

并成为这些国家的税务体系专家。

由 Nicki Gules采访

黄雅丽 FCCA: “迷你首席执行官”概念
城市电讯（香港）财务总监

作为城市电讯（香港最大的电信服务供应商之一）的财务总监，黄雅丽的责任并不局限于监督

公司的财务。

“我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商业合伙人。” 黄雅丽说道，“我的使命与我的部门一致。我的角色并

不是被动的 —— 我们为公司建立商业模型，并付诸实践。”

黄雅丽的工作很繁忙，她要辅导财务部门的50名会计职员和监督公司大量的财务事宜。包括：

付款、预算、税务、融资活动和“迷你首席执行官”概念的制定。

“财务部门的员工经常说由于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辅助性职能部门，很难督促其他团队

实现预算目标。在城市电讯，我们认为自己是商业合伙人。因此，我们有责任督促其他人实现预算

目标。”

黄雅丽说道：“每个部门主管都被授予部门首席执行官的责任，每个人必须为自己部门的盈亏

负责。我们的角色是依赖我们的会计知识和判断，坚持不懈地和各部门沟通他们的业绩对财务报

告的影响，积极地影响商业决策。” 黄雅丽还负责超过 4亿港币的年度采购工作，主要用于在香港

铺设下一代光纤网络。

由 Sherry Lee采访

David Harker FCCA:首席执行官
英国 Durham 乡村板球俱乐部

“成为首席执行官是我跨出的重要一步，这表示我的责任更为重大，涵盖公司的各个方面。我

的会计背景给予我应对商业问题的信心，如果没有会计背景，我不认为我会如此自信。在参加会议

时，当你面对的人意识到你是一名特许会计师时，你会获得一种庄重感和权威感。

“通过削减成本快速取得盈利并不困难，关键是不作出损害公司的决定。我们的目的是不断进

步，展望未来，关注我们希望提供的设施和服务水准，并与财务能力相匹配。”

62     第五期  第五期     63

财会前沿：财务转型  技术财会前沿：财务转型  人才 



广泛，包括商业情报、消费者消费模式、经济发

展和预测、市场营销和公共健康等各种领域。

在大数据时代，谁能够发掘并利用它隐藏的模

式，谁就能雄霸一方。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 

瓦里安（Hal Varian）预测说：“未来 10年最

具魅力的工作将是统计学家的工作”。

不用看更远的例子，看看谷歌你就会知道

大数据将会怎样地改变一个公司。就算没有世

界领先搜索引擎的资源，我们也能看到其他的

技术应用将对商业产生哪些影响。会计行业本

身就有一些典型的例子。财务领域走在外包和

共享服务模式的前沿，这两者正在稳步地重塑

全球商业。

可口可乐的财务转型总监 Patrick van 

Hoegaerden表示：“我们的出发点是简化流

程。”财务集中能帮助企业“专注技能、深度和

专业知识”，并提高整个企业的决策。

由于会计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通过促进

整个供应链的合作、提升实体之间的数据共享

和交流并实现其自动化，会计行业成为了率先

使用技术实现“工作智能化”的行业之一。甚至

在“云”概念还没被提出之前，会计师们就在探

索云计算的潜力，他们使用在线会计系统，使

远程访问客户的财务数据变得更容易。

ACCA最近的报告《数字化专业人士：拥抱

学习技术》明确指出，技术也正在改变企业提

供员工培训的方式。普华永道全球发展负责人

Richard Pollard表示：“在使用技术进行多样

性培训和辅导上，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很好的

经验。” BDO总监 Greg Owens补充说：“以

YouTube格式提供我们的在线视频被证明是成

功的。”

目前已经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由于所有人

都存在联系（彼此间的、与互联网的联系），所

以各类组织将采用更多合作的、开放的做法。

例如，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正在利用技术合

作开发项目，以降低成本和碳排放。其中的一

个例子是，糖果类企业竞争对手雀巢和玛氏公

司决定同时交付货物，以便乐购区域配送中心

的拼箱订单可以合并成一个整箱订单。

甚至连企业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也变得

更具合作性。 韩国汽车制造商起亚 2012年

推出了 Optima汽车。几个月以来，起亚根据

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批评，对车辆的座椅进

行了重新设计。埃森哲首席技术创新官 Gavin 

Michael表示：“聪明的市场营销人员听取客户

在社交网络上的谈话已经不罕见了。”

其他企业甚至走得更远，利用“开放创新”

让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帮助他们设计产品、

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已经催生了开放软件运动

和维基百科。其他先驱者包括拜尔斯道夫、戴

尔、美国宇航局、耐克、壳牌和星巴克。在宝洁

公司，超过 50％的产品项目都涉及与 1000多

名外部创新者的“重大合作”。

但是，虽然这个联系和协作更加紧密的世

界最终可能催生出一些伟大的发展，但也不能

对此期望太高。正如亨利  福特曾经说过：“如

果我问人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他们想要

更快的马。”

Lesley Meall，记者

阅读报告《数字化专业人士：拥抱学习技

术》，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eprof

开放的目标：耐克公

司“公开邀请”客户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帮

助设计 T90 Ascente

足球及其他产品。下

图为巴塞罗那队门将

Victor Valdés进行风

洞测试。

您认为在未来五年技术将如何改变会计师的工作？

John Bain FCCA
巴哈马 JSB & Associates首席合伙人

“苹果公司最近推出了升级版的 iPad，其他公司也会效仿。快节奏的技术进步将在未来三到五

年内继续有增无减。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依靠现有和新产品技术，会计师的工作生活将更少地依

赖于传统会计而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如果会计师不具备理解企业所需的技术知识，他们对企业就

没有帮助。会计师的工作生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时俱进。我们必须跟上商业发展的步伐，否

则我们就会变得无关紧要。”

Cristina Gutu FCCA
罗马尼亚 BPP职业教育机构财务培训师 

“用铅笔和纸来做会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不但是会计师的辅助工具，而且是他们

的必备要素，没有它，会计师就无法在不断发展、高度竞争的市场上生存。由共享服务中心处理

的会计记录的比重将增加。因此，专业会计师必须使用其核心技能和能力（例如，技术知识和专业

知识、批判性思维和对整体业务的理解），而不是依靠记录会计流程，去解释和参与业务的整体战

略。”

Mubashir Dagia FCCA
巴基斯坦 Technology Trade执行董事 

“第四代工具将成为会计师的工作生活的主要工具，在工作执行上，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 

现场或异地都无关紧要。技术的进步意味着重点将从计算转向咨询，会计师将担任新的角色：咨询

师、顾问和业绩管理者；企业将依赖会计师提供商业信息分析、决策支持以及战略咨询。会计师目

前提供的服务，如数据录入、记账和报税将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而且随着自动化的发展，它们将

会消失。会计专家将比一般会计人员更受青睐。”

蔡懿德 FCCA
香港陈黄钟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ACCA理事会和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技术让世界变得平坦，节奏迅捷，信息超载。但我们知道这些信息不会自动转化为知识，必

须通过批判性思维和专业判断才能将数据转变成价值。因此，这些素质对专业会计师来说将变得

更加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利用这些素质去理解企业，形成洞察力。随着离岸外包和外包的发展，我

们将有机会向价值链的上端移动。此外，由于会计师可能会在网上看到客户的整体状况，网络道德

和专业怀疑等问题将变得日益重要。”

闵晴（Clare Minchington）
ACCA数字化项目执行总监

“技术进步，尤其是数据和分析上的技术进步将为财务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巨大的机会，让他们

更好地帮助推动业务决策并创造竞争优势。分析技能以及融会贯通各类信息的能力将变得更加重

要。通过提供基于硬性数据做出的分析、提出可选方案和建议，会计师有机会使自己成为企业取得

成功过程中的更宝贵的财富。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沟通和其他软性技能。当然，

使用更多的技术并不意味着会计师将需要较少的高层次能力，事实恰好相反。”

在“云”概念还没被提
出之前，会计师就已经在探
索云计算的潜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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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透视多样性
多样性能如何帮助提升企业业绩和创新？ Alison Maitland结合 ACCA最新调
研结果和圆桌会议进行报道。

来
自不同机构的财务和人力资源专

家通常不会齐聚一堂探讨多样性

对企业的重要性。但是，在与经

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的合作

中，ACCA却做到了这一点，在德里、上海和伦

敦召开了三场专家组研讨会。

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公共机构、志愿者机构、

媒体和学术界的代表作为专家组，共同探讨多

样性正在如何成为全球经济的基石。正如德里

的一位专家组成员所说：“多样性事关生存。”

我们的任务是探讨最广义的多样性能怎样

帮助企业提升业绩和创新。作为上海和伦敦专

家组的主席，听小组成员探讨如何管理多样性

这一棘手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三个专家组的

结论是，多样性始于优秀的领导力，也终于优

秀的领导力。

例如，弥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商界领袖

越来越重要的一项技能。他们必须鼓励员工分

Alison Maitland是作

家、演讲家、会议主

持人，她致力于领导

力、多样性和职场等

领域的话题。她曾是

《金融时报》的记者，

曾与人合著《未来工

作 》（Future Work）

以及《女人不容小觑》

（Why Women Mean 

Business）。www.

alisonmaitland.com

享他们的意见，这对于要求个人绝对服从老板

的组织来说，将是文化上的重大转变。传统的

等级结构正在被打破，领导者往往必须重新考

虑自己的态度和假设。

上海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表示：“在人员管理

上，要建立‘平等但最优秀的’文化，真正需要

的是领导者的心态转变。”

领导者面临的这种挑战也反映在 ACCA

的最新报告《财务多样性塑造更出色的企

业 》（Building a Better Business through 

Finance Diversity）中，该报告对人力资源和

财务专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只有员工能够表达他们的多

样性，企业才能受益。如果不这样，公司的各个

团队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同，但思考方式却一

样。

为多样性的蓬勃发展创造合适的环境有时

候是困难的。很多“多样性倡议”都后劲不足。

该报告称，领导者需要善于应对质疑，善于摆

平所面临的矛盾性的意见。

研究和专家组讨论均认为多样性的管理耗

费时间和精力。但是作为回报，它能促成更好

的解决方案，带来业务优势。

许多西方企业都在努力将多样性融入企业

的每个部分，而不是作为一项独立的职能。报

告和专家组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让多样性成

为领导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比方说，今天的财务负责人需要有全面的

商业经验，而不只是专业技能。他们必须学会

德里圆桌会议（从左至

右）：Lalit Jain, Mohini 

Daljeet Singh, Ashish 

Makhija, Vandana 

Saxena Poria

上海圆桌会议（从

左 至 右）：Christina 

Antoniou, Michael 

Gui, 宁静，王亦东

Get Through Guides

首席执行官 Vandana 

Saxena Poria提出疑

问：茶贩是否需要多

样性？

Lalit Jain
Jubilant Life Sciences高级副总裁及公司秘

书

“我们从印度派财务总监去管理我们收购

的公司。多样性是一种商业决策。”

Mohini Daljeet Singh
Max India Foundation负责人

“多样性是必然的。它关乎价值体系、人文

主义。多样性事关风气，事关首席执行官的价

值观。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Christina Antoniou
德勤中国人力资源合伙人 

“简单来说，多样性就是要创造一个环境，

让大家都觉得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最佳表现。”

Michael Gui
Right Management人才管理高级顾问

“对于那些希望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场上

像凤凰一样脱颖而出的中国企业来说，多样性

必不可少。”

Ashish Makhija
AMC律师事务所律师

“多样性带来创造力和创新。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们能提供不同的维度的想法。所有这些维

度都需要进行探讨。拥有多样化的员工，你会

获得奇妙的想法。”

Vandana Saxena Poria
Get Through Guides首席执行官

“办公楼外面卖茶的人呢？他需要多样性

吗？”

宁静
GE能源工业系统财务计划分析员

“有不同程度的成本。其中之一是多样性会

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见冲突。你难免犯些错

误，你的某些决策可能产生一些财务成本。”

王亦东
汉高中国首席财务官

“多样性能为团队带来生机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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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并熟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

场的情况。在建立自己团队的过程中，他们还

需要更广泛地考虑团队成员的个人技能和背

景。

既然跨文化智能在全球商业中如此重要，

如何才能让大众更好地了解它呢？伦敦的专家

组提出将它作为一项基本技能纳入学校教育。

专家组讨论还揭示了一些世界新兴经济体

正在迅速发生的变化。我们听说，在北京和上

海开跑车的大多是年轻女性；和西方的年轻人

一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如今同样期

望在工作中拥有高度灵活性。

在上海，专家组就中国企业向外国市场扩

张所面临的多样性挑战进行了有趣的讨论。专

家组成员表示，尊重他国文化将是中国企业海

外收购和业务成功的基础，而且它们会很快学

会。

对我来说，专家组还提出了一些悬而未决

的问题，包括：

* 一方面企业需要具有国际经验的领导者，另

一方面双收入夫妇外派至海外面临很多困难，

企业如何解决两者间的矛盾？

* 企业是否只关注高端人才的多样性？企业是

否有兴趣利用多元化供应商或外来务工人员

的潜力？

* 成功的多样性是什么样子的？

专家组的讨论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于此。

阅读 ACCA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Monder Ram
莱斯特德蒙福特大学小企业教授、少数民族创

业研究中心主任 

“多样性对企业有利，但如果我们只是孤立

地关注多样性这一概念，那么我们能用什么理

论武器去督促那些表现一般的组织呢？我们得

考虑使用其他的杠杆以促进变化，例如立法。”

Michelle Mendelsson
瑞士信贷欧洲、中东和非洲多样性和包容性联

席主管

“教育他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利用经验

数据来支持我们的论点，往往能引起共鸣。”

India Gary–Martin
摩根大通投资银行技术与运营执行总监

“由收入驱动的组织，要说服人们在多样性

上投资，必须从数字上说服对方。”

Bieneosa Ebite 
Bright Star Public Relations执行总监

“人们更想研究一家公司的职业操守如何，

多样性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莱克（Andrew Leck）
ACCA英国主管

“你不能简单地采用在你自己市场上开发

的模式。你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员工队伍。”

伦敦圆桌会议（从左

至右）：Monder Ram, 

Michelle Mendelsson, 

India Gary–Martin, 

B i eneosa  Eb i t e, 

Andrew Leck

财务多样性：原因和方式

* 外部变化要求更大的多样性。

* 财务的职责演变需要首席财务官更广泛地考虑自己团队的技能。

* 随着公司进一步海外扩张，对财务职能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 在全球经济中，文化差异的理解能力是财务职能的先决条件。

* 思维的多样性能促进创新。

* 企业领导者必须能接受质疑。

* 多样性和制定跨地域的标准流程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 更广阔的招聘视野在建立更加多样化的财务职能上将发挥重要作

用。

* 应鼓励财务高管积累财务职能之外的经验。

* 财务领导者必须建立在不同国家 /地区的工作经验。

女性前辈的亲身指导：
仍旧任重而道远
Penny Avis，曾是德勤合伙人，后转行为作家。通过自身 20年的从业经验，展
望财会行业女性从业者的未来发展。

1
989年大学毕业后，我直接参加了工

作，和很多同行一样作为培训生加入

“四大”之一，从事审计工作。当时还

没有电脑、网络、移动电话，我所在

的单位也没有女合伙人。我甚至不记得当时有

哪位女同事穿西裤工作。我那年的毕业生接收

比例大概是男女各一半。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语音识别软件把想说

的话直接输入电脑，通过手机进行视频对话，

敲几下键盘就能找到关于任何事、任何人的信

息。在绝大多数专业性质的服务机构，合伙人

中的女性比例基本占到 10%–20%。而现在的

毕业生接收比例依然是男女各一半。 

过去 20年间，职业女性都发生了怎样的变

化？在我看来，很多事情的面貌都已不同。我

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天穿西裤上班的

情形。那是 1995年，我刚刚成为交易服务经

理。

人们还认识到，有必要为女性提供量身定

做的导师计划，建立所有对女性至关重要的网

络，并为其创造灵活工作的机会。

时代不同，挑战犹存
然而在很多方面，女性面临的挑战与 20年

前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我知道其他人的经历

可能会不一样，但我从未觉得自己遭到过公司

或者客户的歧视。

对我而言，始终存在的挑战就是：我希望

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是否现实。那个被反复提

到的两难问题：“我是否能拥有一切？”在我看

来就是最大的挑战。我希望兼顾事业与家庭，

不希望任何一方有所妥协。有时候，我甚至感

到自己就像入选下一个 NASA航天项目的宇航

员。

20年以来，招聘对男女而言机会平等。然

而高层中的女性代表率依然低于绝大多数企业

所希望达到的水平。我认为，这是由于过多女

性看到高层的生活方式后宁愿敬而远之。在很

多人看来，拥有一切根本是不可能的。是的，绝

大多数公司都会有这样的榜样：成功经营家庭

Avis 说，Never Mind 

the Botox 系列小说

中那位企业会计师

Rachel Altman 的 故

事与她的真实工作经

历非常类似。

截至 2009年 5月，Penny Avis担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企业融资合伙

人。她是一名优秀的执业会计师，曾有两年进入德勤英国董事会，也是管理

富时 100指数客户账户的最年轻的合伙人。她还曾是企业融资部传播事务

合伙人，德勤女员工网络（Deloitte Women’s Network）主管合伙人。

 Avis目前暂时离开德勤，与人合著小说集Never Mind the Botox，讲

述四名职业女性（一名律师、一名会计师、一名医生还有一名银行家）共同

推销整容手术的故事。

与事业的女性。然而凭借我的经验，仅看她们

公司的表现并不够。我还需要在私底下对她们

有所了解，听她们的故事，征求她们的建议。我

需要与她们建立私人关系，从她们身上汲取力

量，从而做出改变。我很幸运，能够接近这样

一些榜样女性。她们教会我如何提升自我、如

何规划事业，在我生养孩子的过程中给我指导，

让我相信我既可以拥有一份事业，也可以实现

合理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她们是对的。是她

们告诉我这一切是可以实现的。

然而当今的职场女性中有这种远见的人并

不多。任何课程、培训或者灵活的工作选择都

无法替代有亲身经历的女性前辈的亲自指导。

这对女性高层而言是一项艰巨的责任，也是一

个沉重的负担。这项责任并不仅仅是简单给出

一个好的案例去激励他人。我认为，除非你与

她人能够建立起私人关系，否则你对她人职业

选择的影响就会微乎其微。而多样性工作恰恰

应当关注这一问题。是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是的，女性高层可能并不多见，但这种做法

却能产生最佳效果。

所以说，职业女性的未来将是怎样的？随

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为女性提供的支持和机会

将进一步增加，灵活工作机会也会更富有创造

力。但归根结底，真正的改变还是要靠有智慧

的女性与后来人分享经验。人类自诞生之初不

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吗？

Penny 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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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人才流动
国家间人才的流动正越来越成为公司重要的考虑因素，德勤合伙人 Rob 
Hodkinson如是说。

为
了能够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

界上求得生存及成功，公司要有

战略性，也要灵活，因为这个世界

正受到成熟市场中的财富波动以

及新兴市场中快速但不协调的发展的打击。人

才争夺战仍旧是公司发展的一个关键障碍，公

司需要为其顶尖人才制定发展规划，给他们提

供相关的全球化经验，但同时，公司需要具备

快速反应的能力，以便能够在机遇到来时在合

适的地方赢得合适的人才。那些能够在全球化

人才部署上采取战略性方法的公司更有可能利

用好发展的机遇，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及领导

人才都能关注在正确的地理位置、产品及行业

上。

我们最近开展的“战略性流动”调查让公

司对他们的全球化人才流动的方法进行打分，

并评价人才流动对其战略性业务及人才目标的

重要性。该调查还希望探索两个问题：第一，公

司的流动职能是否与其业务相匹配；第二，公司

应该解决哪些重要的问题。全球超过 140家公

司参与了该调查，他们代表了至少 30000个全

球性的外派工作。

调查表明，在未来三到五年，全球化人才

部署将变得越发重要，原因是在全球范围内开

展业务的复杂性以及新兴市场日益凸显的重要

性。人力资源领导及高管都同意，全球性人才

流动需要与人力资源的核心流程更加融合，且

应扮演业务的战略性合作伙伴的角色 —— 为

公司的战略性业务目标及人才规划提供支持。

在所有受访者的反馈中，我们发现了几个

关键的课题。世界级的公司需要制定清晰的人

才流动策略，使人才流动与人才相适应，提高

人才流动职能产生的价值。在我们看来，为了

使人才流动重新顺应公司更广泛的业务及人才

目标，公司需要同时关注上面这三个目标（并

且灵活处理人才及业务需求）才能取得成功。

人员流动策略的重要性
调查发现表明，全球性人才流动是一个越

发重要的战略性发展引擎，它应该符合公司核

心的业务目标。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预计，全

球性流动的雇员总数将会在未来三到五年间增

长，或是显著增长。此外，超过 80%的公司预

Hodkinson是位于伦

敦的德勤全球雇主服

务合伙人，负责其全

球人才流动的转型业

务。他有着超过 20

年的行业经验，为许

多富时 100强及财

富 500强的客户提

供税务及人力资源方

面的咨询服务。他也

是特许税务师公会

（Chartered Institute 

of Taxation）的会员。 

跨国公司意识到全球化部署的重要性，
即便他们还没有实施新的模型。

期，全球性流动在这一时间段将变得更加重要

或格外重要。

绝大多数受访者（88%）都认为，全球性

人才流动策略与业务战略的协调是重要的，或

是非常重要的。接近一半的受访公司同意，他

们最重要的战略性业务问题就是新兴地区的市

场。但是，实际表现却与调查结果相去甚远，只

有 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的人员流动符合

其目标。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过去三年间

受访者对这一问题反馈的趋势。受访者对向全

球范围及新市场开拓的关注度有了显著的增

长，从 2009年 2月的 12%（表示该事项具有

最高的战略优先性）增长到了 2012年 1月的

33%。

这个发现再次强调了人才流动职能日益增

长的重要性，以及工作分配、人才转移及流动

在帮助公司实现战略目标上的作用。各种业务

压力（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及竞争）迫

使公司重新评估他们的人才流动策略，不仅是

把它作为权宜的人力资源调动，而是将它发展

为更深思熟虑的方法。顶尖人才正在迅速承担

新业务的开拓任务，它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

公司预期人才流动比例的变化本身具有战略

性。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约有 26%的人

才流动是为了战略性人才或领导力发展而发生

的，但是公司期望这一比例将会增长。这说明

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战略性全球化部署的重要

性，即便他们还未实施新的模型。

使全球性人才流动发展至下一个层面将需

要审慎的规划、有针对性的投资、以及先进的

新技能的发展，这些都会被纳入到公司正式的

人才流动战略中。全球化人才流动是一项庞大

的投资 —— 这种投资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每

100名流动人员花费 2500万到 3000万英镑

的水平。公司需要知道他们的重点确实集中在

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上，并且他们的投资将获

得收益。

人才流动融合的需要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许多公司清楚地估计

到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及人才流动战略

上，该战略旨在实现更有效的全球员工的招聘、

联系及管理。面对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公

司现在强调在全球化市场及新兴市场中寻觅人

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合适的地点获得合

适的人才来从事合适的工作。

许多高管都意识到，经济衰退前的曾经的

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催化剂，他们迫

切地需要人才发展经理去在新的地点寻觅新的

人才从事新的工作。结果他们发现，必须将关

注焦点放在全球性人才流动及人才管理上；他

们已经将注意力瞄准在那些难以寻觅的技能

型人才的招聘上，并且开始制定职业生涯发展

规划，创造富有挑战的机会，以便留住关键员

工。

发展新的领袖以及给他们提供开拓新市场

的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目前人才发展规

划与人才战略结合的缺失意味着许多公司没有

能力去找到未来发展所必须的全球性领袖去填

充其人才储备库。

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全球

性流动对满足人才规划是重要的或是非常重要

的。另有 37%的受访者认为全球性流动正变得

越发重要。这说明公司越来越认识到，无论从

短期的角度，还是人才发展的角度，在合适的

时间、合适的地点去获得合适的人才对企业的

发展十分重要。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人才流动中的全球

性领导能力及人才储备库对公司的成功最为关

键。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只有 11%的受访者

认为该问题在公司现有人才流动项目中得到了

充分支持。

支持公司业务意味着支持公司整体的人才

及流动规划。这要求全面了解公司业务目标及

人才发展目标，并协助将国际化经验融合进全

球化能力发展中。这样做，他们才能在合适的

地点找到合适的人才从事合适的工作。

提高全球性流动的价值
调查发现还反映了我们对首席执行官及人

力资源负责人所面临的挑战的理解。全球性人

才流动职能的发展一向是被动的，人才管理、

运营、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及人才流动专业

知识中不同领域的职责通常都是相分离的，公

司缺少整体战略方向，或者是没有认识到，全

球性人才流动可以推动公司业务目标的实现。

约 4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全球性流动

项目需要显著的或根本的改进。另有 36%的受

访者认为他们的项目是适当的，有改进的空间。

总的说来，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其公司人

才流动职能最多只是适当罢了。

更重要的也许是，接近一半的高管（除了

HR）认为他们的人才流动项目表现不佳，并且

不能满足业务及人才发展需求，而持同样观点

的 HR只占到 33%。结果最清楚不过：在判断

全球性流动是否恰当的问题上，HR的看法与业

务人员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

弥补差距
全球性人才流动是交易成本中心，还是增

值战略合作伙伴？其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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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性流动职能内的战略性专业知识的发

展对公司解决未来挑战来说是很重要的。

调查显示，低于 1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公

司现在将全球性流动视为完全战略性的职能。

这些结果与战略性人力资源里其他领域（比如

人才及发展）相比屈居下风。

但是，当受访者对未来三至五年进行思考

时，94%的人反馈认为全球性流动是战略性

的或是增值性的职能这一想法将增加或维持原

状。这一过程可能会异常困难，除非 HR及领导

者能够在沟通、人力资源提供及支持方面致力

于该项目的实现。

首席执行官，财务及人力资源领导者应该

考虑以下问题：

1. 我们的全球性流动项目有多成熟？（见下

图）

2. 我们的全球性流动方法是否支持我们的业

务目标？我们是怎样实现的？

3. 我们公司内部是怎样看待并评估全球性流

动的？

4. 考虑到全球性流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

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来改善其表现（包括

政策、流程及结构）？

5. 在战略性及操作性方面，我们的全球性流

动职能的作用是什么？

6. 为了确保我们的全球性流动的方法是最

有效的，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结构进行检

视？

总之，每个公司都有着不同的战略，但是，

我们的调查表明，不同国家间的人才流动正变

得越发重要，它正成为全球化公司的一个战略

性考虑因素。

虽然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想关注于未来人才

的发展及全球性文化的培育，但全球性人才流

动应该总是一个战略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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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杂的新世界
随着互联网信息的日益增长，新兴市场里的公司将会很好地利用社会化媒体的
力量。

我
们都了解互联网世界的重要性。许

多人依赖互联网及上面的所有应

用程序来经营其职业生涯及个人

生活。当今世界，各种趋势变幻

莫测，如果公司无法应对，就会很容易陷入困

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速度给公

司提供了一条走向前沿、获取竞争力的快速途

径。

公司的地理位置及规模大小都不重要 —— 

网络已为所有公司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在

新兴市场里，人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网络的

力量。比如，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巴基斯坦有

2000万名网民、哈萨克斯坦有 500万名网民、

阿富汗有 100万名网民。整个亚洲有超过 10

亿人有了网络的接入。

社会化媒体和新兴市场是一对完美的组

合。聊天室在新兴市场的流行速度远快于其

在发达市场的流行速度。在撰写这篇文章时，

Facebook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及尼泊尔分别

拥有 640万、240万及 140万名用户。一些最

快发布的网络内容就来自于新兴市场。

整个亚洲的人都急于将自己的想法放在

YouTube、Storify、Tumblr、LinkedIn以及任

何其他网站上，就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

从拉到推的转变
我想传达的观点就是：因为在线世界有太

多的噪音与混乱，网络内容不再是被人们搜寻

出的（或“拉出”）。由于太多人都在创建网络内

容，如果你真的期待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不

仅得使用在线空间，还得使用聚合空间：在线及

移动。你必须要有创新性及创造力，并且能够

迅速地直击要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化媒

体。

这并不容易，但却很关键。在一个拥有

100万名“粉丝”（关注者）的博客使用者面前，

一家公司的实际规模并不具有什么意义。Lady 

Gaga在 Twitter上的粉丝比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还多。Amitabh Bachchan以及大

部分宝莱坞明星都通过 Twitter上的更新与粉

丝群进行互动。一些品牌（如戴尔巴基斯坦、手

机运营商Ufone及可口可乐工作室）及歌手（如

Zeb 和 Haniya）在 Facebook上非常活跃。

图为尼泊尔 140万名

Facebook 用 户 中 的

一员，整个尼泊尔的

人口还不到 3000万

人。

无论是特别优惠、客户认同（或不满）还是

一次新的发布，社会化媒体都会将信息传播出

去。它使你与客户之间建立联系。

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取决于你的决定，这就

是为什么认识到你所处的市场中的社会行为会

如此重要。

如果你认为这种社会互动很容易演变成公

司的公共关系噩梦，那么你想得没错。

这就是为何你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把它

变为公司政策及策略的一部分。拥有一个正式

的社会化媒体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将关注网络分析作为季度目标的一部分与

研读经济分析拥有同等的重要性。

最后一句至理名言是：社会化媒体的地位

并不低于主流媒体的地位。但是，它的确成长

得更快、拥有更多的可追溯性。

Rabia Garib，CIO Pakistan主编、

Toffeetv.com首席包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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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天塔”时代
ACCA政策主管韦尔奇称 , 世界各地的企业开始感受到全球会计准则推广带来
的好处。

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世界

各地的推广是会计行业在过去十

年中取得的最大的进步。 已经有

100多个国家采用了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而且更多的国家打算采用。但这种趋

势对企业是否有利呢？

起初，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推广的一个

关键因素是，人们认为该体系能扩大跨境贸易，

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因为投资者将更容易

信赖其他国家的财务信息，因为它们是基于相

同的规则。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这

一趋势的发展。在西方投资者眼中 ,该危机暴

露出系统上的弱点，在这个重要经济区域内 ,

会计准则和公司治理系统千差万别。

在那之后的几项研究显示出了令人鼓舞

的迹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正在发挥作用。在

2007年和 2008年，由 ACCA委托进行的欧

洲、亚太和美国首席财务官调查显示多数人支

持全球标准。但鉴于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影响巨大，ACCA决定在 2011年年底开展新

的研究，看看这些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韦尔奇 (Ian Welch)是

ACCA政策主管，负

责领导实施 ACCA理

念先导议题和政策措

施。在加入 ACCA之

前，他曾历任 KPMG

公 共 关 系 经 理 和

Accountancy Age 杂

志记者。

对亚太、中东、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首

席财务官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这样的全球标准是否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他们这次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特别让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欣慰的是，即使在

处于不同实施阶段的国家，财会专业人士似乎

也对该体系持积极态度。超过 40％的受访者表

示 IFRS改善了资本渠道，25％的受访者表示，

它降低了资金成本。

几乎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它在跨境活动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这些调查结果不是压倒

性的，但在当下的经济背景下，这些结果很能

说明问题。事实上，金融危机反而改善了投资

者和发行人对全球会计准则的看法。

加入俱乐部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希望，这些结果最

终能说服最大的市场加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俱乐部。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原本承诺在 2011年 12月决定是否采

用 IFRS，但这一决策被推迟了。一方面经济持

续不明朗，另一方面总统选举即将进行，在这

样的时候，让美国公司承担实施成本是人们不

愿触及的话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美国的受访者没有其他地

区的受访者那么热情。凯雷投资集团的高级顾

问 James Hance表示：“企业和金融机构目前

都在关注内部业务的运作。局势非常紧张，实

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需要大量的投资。”

但也有人支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加州公

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的投资组合经理

和公司治理负责人 Anne Simpson表示：“大

家很善于确定实施新准则有哪些成本，并为转

换过程标价。但是，如果在出现金融危机的时

候，发现我们对于高质量的会计和审计没有充

分的投资，那么届时的成本将达到数十亿美

元。”

受访者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个核心驱

动因素给以肯定：透明度和可比性。汇丰银行

常驻伦敦的首席会计师 Russell Picot表示，以

单一视图展示整个集团的业绩的确具有优势。

“最大的好处之一在于只使用一套规则去规范

业绩数据、反映公司的运营。我们不再需要像

以前那样，使用‘通天塔’上各种不同的报告和

会计语言。”

瑞士食品业巨头雀巢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James Singh表示：“其好处在于在公司内部

和外部都使用一致的标准来衡量业绩。从监管

的角度来看，它是制作报表的有效途径。”大约

60％的受访者认为，全球会计准则能促进监管

的一致性。

大多数受访者都指出的一个问题是，有些

已经正式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仍然在

调整和修改国内的体系。

印度联合酿酒集团的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Ravi Nedungadi支持全球标准，但警告说：“在

现实中，在某些国家，全球标准的某些条款可

能不适用，需要制作多套账目。我们还没有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为现在它还具有一些

不确定性。”

Lorraine Holleway FCCA
卡塔尔壳牌财务报告总监

“有的时候，趋同的步伐可能显得缓慢，但

重要的是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财务报表的使用

者必须尽量认同需要做哪些修改，然后再去实

施。不同的经济条件恰好能在实践中检验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

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主席

Richard Aitken–Davies FCCA
独立顾问

“成果显著，但仍任重道远。如果根据不同

的地点或管理偏好，类似的交易却采取不同的

会计处理方式，那么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永远会

被打折扣。美国必须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这一点至关重要。”

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成员

Ilona Weiss FCCA
Sygnity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在一个共同的报告框架下，管理全球性企

业的财务和管理信息将变得更加简截、成本效

益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帮助投资者在不同

的市场之间进行比较，减少投资风险。”

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成员

Thomas Becker FCCA
CLS Holdings财务总监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高了跨国的可比性。

对于跨国公司编制和审查账目的人员，它精简

了内部会计政策，降低了复杂性，使报告流程

更有效率。”

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成员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让‘通天塔’
中不同的报告和会计语言不复存在。”
上图为：美国拱门国家公园的“通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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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策划
ACCA前会长、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成员穆百德揭示了审计标
准制定机构如何统一不同的意见，以实现其目标。

任
何标准制定者的主要目标之一都

是促进公共利益。在审计环境中，

这意味着重点关注审计报告的用

户范围。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

事会（IAASB）最近在 2012年 3月召开了会

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探讨了审计报告未来的形式。

在像 IAASB这样多样化的理事会，要统一

咨询顾问小组中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利益相

关者的意见、公众和理事会从业成员的意见，

是具有挑战性的。需要集思广益，进行辩论，以

取得实用的结果，促进公共利益，同时确保流

程的有效性。

有些人会反对让任何从业者都参与到标准

制定的流程（18个理事会成员中有一半是从业

者）。然而，这样做的好处是，它既能考虑到报

需要集思广益，进行辩论，以取得实
用的结果，促进公共利益。

告使用者的挑战，又能取得最终得以付诸实践

的结果。

IAASB关注的重点是公众利益，所以必须

采用适当的流程，让所有相关方都有机会表达

他们的意见，而且 IAASB还要充分地考虑这些

意见。这包括正式咨询文件，请求对方回应，以

及与利益相关方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讨论。这

一切都可能使标准制定流程显得十分繁琐，但

要让制定的标准能被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所

接受，它就必不可少。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IAASB不是在

真空中运作的。许多国家和区域组织都希望

影响标准的制定，而且各自的时间表也不同。

IAASB如何与这些利益相关者接触，让他们有

机会参加标准的制定过程，也可能是个挑战。

欧盟对审计的议案以及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

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的审计协商就是两个例证，展示了在标

准制定中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

都可能会影响计划好的标准制定流程。

IAASB对这些问题的优先次序进行的重新

评估工作十分迅速有效，使其能够及时应对。

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研究和完成此

类项目需要大量的时间，实现如此程度的灵活

性是不容易的。

保证精确
IAASB还面临着一个有趣的挑战：既要达

成工作计划实施的战略目标，又要关注最终材

料的细节。标准需要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

所以最后的文件必须明确、不能模棱两可。

从业者、监管机构、培训机构和审计方法

和工具的创造者也需要能够按照标准的本意理

解和实施这些标准，这对起草的精确度及解释

性材料提出了挑战，随 IAASB批准的任何标准

发布的“结论的基础” 文件中将包括解释性材

料。

标准还需要适用于很多处在不同法律、法

规和文化环境中的实体。这可能成为战略和运

营上的挑战，需要全球及当地层面上的大量参

与，以支持标准的实施。目前欧洲正在讨论中

小型企业采用国际审计准则的问题，在这个方

面， IAASB需要考虑如何促进更积极的参与，

以确保方法论的一致性不受到破坏。

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该标准是一个整

体。因此，某一个领域的发展或某一个标准的

发展，都可以对其他公布的标准产生广泛影响。 

IAASB 3月份的会议包括了期待已久的温室气

体报表的鉴证业务 ISAE 3410的定稿，对相关

任务可以出具的有限鉴证报告的格式和内容进

行了广泛讨论。这个辩论很可能有更广泛的影

响，因为针对其他事项往往使用负面鉴证报告，

例如对财务报表的审阅，目前 IAASB也正在审

议这个问题。

ISAE 3410的定稿凸显了标准制定者的另

一个挑战，IAASB成员采用正式轮岗流程。这

种方法能让新成员迅速、充分地了解拟议的标

准及其相关的流程。新的理事会成员充分理解

相关内容有助于他们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审计准则并不孤立于其他标准之外，如财

务报告准则。IAASB最近很多关于如何有效扩

大审计报告的信息范围的讨论（如持续经营）

均受到了财务报告框架相关内容的影响。同样，

审计报告和董事会按照治理规则能够披露的内

容之间也有联系。

标准的制定无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

程。然而，实施一套基于公众利益、支持各国企

业的全球标准是前进的方向。

ACCA前会长穆百德

（Brendan Murtagh 

FCCA），于 2012年 1

月加入 IAASB。他是

LHM Casey McGrath

的创始合伙人，总部

设在爱尔兰的都柏林。

他负责公司的鉴证工

作，拥有超过 25年的

客户咨询经验，为各

个行业的中小企业、

上市公司等提供破产、

企业咨询和诉讼支持

方面的服务。

Arnold Schilder教授
IAASB主席

“IAASB重点项目的交付将加强审计和鉴

证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带来更大的行业信心。 

Brendan广泛的客户经验以及对中小企业和中

小事务所的深刻见解，加上 ACCA全球会员的

支持，对于 IAASB具有宝贵的价值。”

苏艾蒙（Sue Almond）
ACCA专业事务总监

“IAASB重新强调审计报告的重要性非常

及时。ACCA收到的反馈均表示需要更有信息

含量的报告，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

方案，以满足用户和投资者的需求。”

苏艾蒙是穆百德担任 IAASB成员期间的专业事

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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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报告，三个老板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面临着一场改革。但是
如果行业‘主角们’无法就‘新的脚本’达成一
致，这个行业可能会处于危险边缘。”德勤国家
会计与审计业务总监 Robert Stenhouse警告
说。

目
前在大西洋的两岸最为热门的话

剧之一是广受评论界称赞的“一个

人两个老板”。故事围绕着一个人

试图同时服务于两个雇主之间相

互竞争的需求展开。

在一个类似的情境下，审计行业的未来面

临着满足不止两个而是三个“老板”的需求，

欧盟委员会（EC）、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

员会 (PCAOB)和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

（IAASB）均提议改善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近期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审计师的角色

和审计价值的一系列质疑。ACCA的观点与一

些改革提议交相呼应：审计并没有“失效”，但

是存在改进的空间。具体来讲，二元化的“是

/否”报告格式正在面临挑战。PCAOB主席

James Doty于 2011年 6月明确表示：

“鉴于审计大型公司所涉及的工作以及很

多财务报表的复杂性，投资者希望从审计师那

里获得更为深刻的见解。”他说道。

EC的提案也建议审计报告增加对审计方

法的解释，包括有多少资产负债表的项目经过

直接鉴证、所采用的重要性水平以及重大错误

的主要风险领域。

审计师的独立性是 EC提案的关键议题之

一，提案要求审计师确认其独立性并提供向公

司提供的非审计服务的信息以及担任审计师的

持续时间。与此同时，提案要求减少杂乱和样

板文件措辞，并规定改进后的报告篇幅不超过

4页或在 10000字以内。

这样一来大概会将普通英国上市公司的审

计报告篇幅增加一倍。

当务之急？
目前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危险，如果国际审

计准则（ISAs）不对 EC和 PCAOB的提议做出

反应，目前的国际审计准则报告部分将不再适

用。IAASB已经优先考虑和加快了审计报告方

面的现有项目，以尝试避免这一结果。

IAASB深知事关重大。如果其制定的审计

Robert Stenhouse 

FCCA 是 ACCA 审 计

与鉴证全球论坛的主

席。他自 2009年起

成为 ACCA全球理事

会成员，并担任 ACCA

审计委员会主席。他

目前于伦敦担任德勤

国家会计与审计业务

总监。

报告的格式标准被忽略，那么剩余的国际审计

准则会发生什么状况？

IAASB专注的三个关键领域包括审计师意

见、持续经营和财务报表内的其它信息。处理

这些问题可能可以解决 EC和 PACOB的大部

分顾虑。

但是，在 PCAOB和 EC的提案专注于资本

市场需求的同时，IAASB也必须为小规模企业

考虑。

在 ACCA审计与鉴证全球论坛的最近一次

会议中，论坛成员对 IAASB迄今为止的提案给

出了自己的观点。最大的顾虑是虽然审计报告

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但是人们对审计师实际工

作的误解不降反升。

对审计中最重要的方面提供“审计师评论”

目前被广泛视为发展方向。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是在制定这些要求的同时，不会在无意识的情

况下增加与审计意见相关的工作范围、成本和

责任。如果这些方面出现任何变化，所有利益

相关方必须被充分告知。大多数论坛成员认为

强制规定为小型企业提供审计师评论将会增加

成本，而带来的价值非常有限。

量的控制
IAASB的提案包括一个对于管理层合理使

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明确结论。因此，持续经营

并不仅仅意味着审计师报告的通过或不通过；

事实上，审计师的责任是做出“结论”而非获取

对重大不确定性方面充分的、适当的证据的微

妙之处，只有最老练的投资者才有可能了解其

细微差别。论坛成员提出的顾虑之一是一些国

家的证券交易规则规定，当年的审计报告中提

及持续经营将会触发明确的监管反应。将这种

IAASB深知事关重大。如果其制定审
计报告的格式标准被忽略，那么剩余的国际
审计准则会发生什么状况？

“开关”替换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量的控制机

制，在初期阶段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

在这个财务报表越来越复杂的年代，叙述

性信息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根据 PCAOB的提案计划，这是一个审计

范围可能会扩大的领域。IAASB的讨论并没有

寻求扩大目前的审计范围，并且与英国目前的

要求非常相似。在一个充满网站链接和智能手

机的世界里，“阅读”其它信息的概念似乎变得

有点缺乏想象力、过时和容易受到质疑。

对于这个行业的最坏结果是三家机构的努

力方向完全脱离，导致这一行业拥有三个“老

板”，欧洲、美国和全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

这种缺乏可比性将会损害审计的价值主张，从

而使这一行业被削弱。IAASB正在尽力与其他

相关方进行合作，但是具体效果还有待考察。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场戏将会持续上演。

2015年之前不太可能会谢幕（指报告标准得以

实施）。为了审计行业的未来，让我们希望新的

报告将会迎接评论界的称赞和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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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是其中一份子
ACCA的最新研究显示：有效的风险管理始于财务部门，并应当扩展到整个企
业。

财
务总监和会计师的日常工作在成

功的风险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财会专业人士随时准备承担更多

责任。

这是 ACCA最新调查的主要发现之一，调

查的重点是会计师在风险管理中所扮演的角

色。根据对世界各地 2000多位会员的调查，

研究发现良好的财务管理（比如执行得力的预

测和预算）和降低“不当行为”发生率之间存在

关联。后者包括：在决策时普遍缺少风险意识，

为了让提议获得通过而隐瞒风险，过度夸大商

业利益而低估成本等。

在调查中，会计师指出决策过程中普遍存

在非正常行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预测

“赌博”现象。部分受访者则提到将预测作为目

标，提供乐观预测来避免批评或者提供悲观预

测来降低上层的期待值。调查还发现，此类行

为很普遍：表示自己所在公司没有发生过非正

常做法的受访者比例还不到 1%。

ACCA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主管莫可希

（Paul Moxey）表示，这些发现凸显了综合风险

管理的重要性。也就是发现和管理风险，将其

作为一个核心的管理流程，而非分配给某一个

被单独分出来的团队或个人。“风险发生在企业

的各个层面、所有类型的企业职能部门。”他指

出。“风险并非是独立的。风险管理需要企业的

每个人身体力行。”

“我们的调查显示，会计师、特别是企业普

通会计师都能对企业面临的风险有非常精准的

把握，也知道采取哪些措施消除这些风险。企

业需要充分发挥专业会计师的作用，他们有强

烈的风险意识，掌握风险管理技能。企业不要

再错失机会，将风险管理有效的纳入到企业管

理中。”

由于会计师提供的是决策支持，如此一来

就将他们置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 毕

竟，最“有风险的”企业决策中都包含财务内

容。绝大部分企业中会计师的人数都比正式委

派的风险经理要多。正如一名调查受访者所说：

“虽然财务部门为风险管理做出的贡献总是得

不到认可，但他们的贡献不仅很大，而且是任

何企业都不可或缺的。”

另一项研究发现是：相对于董事会级别的

管理人员（包括非执行董事）来说，财务总监、

管理会计师等中层人员对风险和不当行为的重

视程度更高。

绝大多数非执行董事说，自己所在企业从

未因为要避免批评而做出过度乐观的预测。但

只有 20%的财务总监或会计师对此表示认同。

对于长期存在的质量问题，非执行董事似乎也

比其他工作人员更加缺乏认识。

对此有多种可能的解释。高层较少参与企

业日常经营，因此较少关注细节，而较多关注

企业大局。另外，团队提供给他们的信息在某

“企业需要充分发挥专业会计师的作
用，他们有强烈的风险意识，掌握风险管理
技能。”

种程度上是经过了处理的。金融危机表明，不

提那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捣乱，才是被鼓

励的行为。

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财务总监告诉研究人员：

“决策分析有时候会被高层的政治动向所绑架，

导致决策不力和诸多负面影响。”研究还显示，

会计师明显支持“挑战高层”，将之作为理想的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勇于质疑有助于避免文化

偏见或“群体思维”，导致一些风险被忽略。

研究发现，会计师为决策流程提供意见会

产生一系列有利的影响。约 95%的受访者称，

会计师的意见会让人们更加重视其中涉及的不

确定因素。大致相同比例的受访者说，这有助

于人们拓宽思维，考虑决策可能产生的更多结

果。略少比例的受访者称，这样做会鼓励决策

反映出全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不

确定的时期，有质量的意见才是决定成败的关

键。

阅读报告《风险管理规则》（Rules for Risk 

Management），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isk

温思霆
（Dean Westcott FCCA）

ACCA会长，CCG西埃塞克斯临时首席财务官

“金融危机凸显出忽视风险管理所造成的

灾难性后果。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风险管理

被提上议程，但其重要性却并不总能反映在企

业预算或实际行动中。一旦目前的危机成为过

去，风险管理就可能被遗忘。”

威拉斯（Ewan Willars）
ACCA政策总监 

“会计师从很早开始关注金融危机。随着高

级会计师在各类企业的角色已经演变成为业务

的合作伙伴，首席财务官在有效管理企业风险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惊 恐：电 影Margin 

Call 剧照，主演 Kevin 

Spacey (中 )，以雷曼

兄弟倒闭及其对美国

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

为背景。 

App

ACCA“研究与洞察”项目的 iPad App

让您便捷了解 ACCA风险管理调查结果，考

察综合风险管理如何付诸实践。免费下载

iPad App可访问 www.accaglobal.com/ri_

app。或者在 iTunes App Store上直接搜索

“ACCA Insights”。

风险管理工具

利用 ACCA开发的在线诊断工具，企业

可以对照《风险管理规则》报告所调查的企业

评估自身的风险管理做法，发现有望改进之

处。了解这项工具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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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骗术，新手段？
普华永道合伙人 Tony Parton认为：鉴于网络犯罪愈演愈烈，人们有理由担心
这种行为不仅有损于公司品牌，甚至会毁掉整间公司。

从
News International的黑客丑闻

到“维基解密”，从 Anonymous

到Megaupload，网络犯罪几乎从

不间断地登上新闻头版头条。由于

法律很难真正地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步，企业发

现自己正深陷各种网络威胁的泥潭。而且，由

于网络攻击具有跨管辖区的性质，让犯罪者有

恃无恐，不用担心会被追踪、逮捕和判刑。网络

犯罪在极短时间内就成为 21世纪最重要的犯

罪手法之一。企事业机构不断暴露于其威胁之

下。

网络犯罪究竟是什么？我们的 2011年全

球经济犯罪调查正是致力于研究这种威胁的。

为此，我们将网络犯罪定义为：“一种利用电脑

和网络实施的经济犯罪。包括传播病毒、非法

下载文件、网络钓鱼和欺骗、盗窃银行账户详

情等个人信息。只有当一台或多台电脑和网络

在犯罪行为中扮演中心角色、而非偶然角色的

情况下，才被认为属于网络犯罪。”

定义不充分
尽管这个定义是相对标准的分类，但如何

确定网络犯罪问题尚无全球共识。这就为企业

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无法明确指出网络犯罪

威胁的性质，如何通过行动加以打击？“网络犯

罪”这个词汇被公开用来指一系列广泛的威胁，

从经济犯罪和间谍活动到“黑客行动主义”、恐

怖主义，甚至在国与国层面上还涉及网络战

争。

 根据我们的调查，网络犯罪目前是世界

上最普遍的四大经济犯罪形式之一。23%的

受访者称自己的企业曾在过去 12个月中遭

遇过这种情况，紧随欺诈（24%）和贿赂 /腐

败（24%）之后，高居首位的则是资产挪用

（72%）。而在 2009年的调查中只有 1%的受

访者称曾遭遇过涉及 IT/网络有关的诈骗。

这一比例的迅速攀升与媒体关注度、监管

力度的提高不无关联，企业交易中采用 IT技术

手段越来越普遍也是一个因素，同时科技进步

让从事网络犯罪更加容易。 

上升的并不仅仅是网络犯罪的数量，还有

网络犯罪的代价。在 2011年的调查中，4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担心企业信誉受到损害。

网络犯罪的风险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干扰服

务、删除个人信息、严重破坏品牌价值以及失

去市场份额等。

由内及外找原因
近几年，网络犯罪的威胁来源发生了很大

变化。

企业开始发现，网络犯罪的威胁不仅来自

于外部，同样也来自于内部。企业需要认识到

一点：存在主要威胁的不仅仅是 IT部门；人力

资源和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依然被视为低风险

领域）与财务部门一样，在网络罪犯看来都是

掌握着宝贵机密信息的部门。

那么，企业如何做才能对网络犯罪加以防

范？关键是 CEO和董事会成员要对网络有更

深入的了解。在我们的调查中，四分之一的企

业称 CEO和董事会没有对网络威胁进行定期、

正式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情境意识很关键 

—— 只有当企业对目前和新兴的网络环境有清

晰的认识，才能迅速对网络犯罪做出反应。

企业要制定正式的网络事故应对方案，训

练团队快速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网络危机。与

很多类型的犯罪一样，网络犯罪一旦发生，最

初几个小时最为关键。行之有效的防御策略归

根结底就是要由 CEO和董事会领导，从上至下

有明确的口令，保证网络犯罪政策切实执行并

在整个集体内得到统一落实。

五分之三的企业并没有提防社交媒体；4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所在企
业目前没有能力预防和发现网络犯罪。

Tony Parton，普华永

道企业调查合伙人，

负责在英国和新兴市

场的法律服务。他专

业从事民事和刑事金

融诈骗调查，也是企

业争端领域的财会专

家。他在调查违反反

腐败法和监管行为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Tony Parton 在 完 成

本文时获得了 Jack 

Gray 的 大 力 协 助。

Jack Gray来自普华

永道法律服务部，曾

成功处理一系列著名

案例。 

保护企业的五种方法

1  内部培养和共享网络技能

2  重新评估安保职能是否到位、是否做好准备 

3  由精通网络知识的 CEO领导，营造高度重视网络风险的文化 

4  建立网络事故处理团队，制定危机响应规划

5  对网络犯罪者的法律立场要强硬、透明

企业应当定期考核现有的 IT安全保障部

门，保证紧跟网络风险的变化。关键是工作人

员也要接受针对网络犯罪的培训，提高全公司

范围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让员工了解自己在

打击网络犯罪中所肩负的职责。

最后，通过对已知的网络罪犯采取法律行

动、并公开处理过程，企业就能向国际社会传

递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将竭尽所能保护自己

的品牌。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

指出：“网络安全问题目前成为最受关注的风险，

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资源安全更加重要。”此

外，我们的调查中只有 4%的受访者认为网络

犯罪风险将有所缓和。

没有做到言行一致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企业的意图和实

际能力、局面控制情况却显然对接不上。虽然

对网络犯罪所造成的威胁有很高的认知度，但

五分之三的企业并没有提防社交媒体；40%的

受访者承认自己所在的企业目前没有能力预防

和发现网络犯罪。

随着我们周遭的科技环境不断变化，企业

必须在网络犯罪威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保持清

醒的头脑。手机和平板电脑、社交媒体和云技

术，所有这一切都为企业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

解决方案和契机。但同时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

风险。忽视它会令企业得不偿失。只有真正做

到在接纳新技术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网络犯罪风

险的企业，才能在当今以技术为驱动的环境下

掌握竞争优势。

普华永道 2011年全球经济犯罪调查对 78

个国家的 3877名企业高管和经理展开调

查。请访问：www.pwc.com/crim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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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差距亟需彻底转变
普通员工和高管在薪酬上的巨大差距催生了很多倡议的出台，例如“股东决定
薪酬法案”。但这些倡议是否就足以缩小薪酬差距？

在
英美两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勉强容

忍着企业高管高昂的薪水。个别时

候，如果某些人的薪酬过于丰厚，

最多就是一连几日登上媒体头条，

随后大家的愤懑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在最近，

人们对高管享受高薪的现象越来越难以容忍。

在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身居高位的人获

得丰厚酬劳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谅解。然而随着

普通人的薪水长期原地不动，这种对比就令人

越来越不满。强烈的挫败感在全世界掀起了反

对资本主义的示威浪潮，各界纷纷将焦点放在

“占领华尔街”抗议者

抬着巨大的“自由女

神像”参加在纽约举

行的游行示威。 

了愈发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上。大西洋两岸的政

治家不约而同地作出反应，引入措施减缓高管

薪酬“顶风”上涨的步伐。2012年很可能成为

缩小收入两级鸿沟的关键之年。

有人可能认为，绝大多数富国经济增长停

滞可能会使高管薪酬失去上涨的理由。但事实

并非如此。尽管 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发生时

高管薪酬确实应声下降，但最近几年内却又以

极为聪明的方式重新反弹。美英两国公司的涨

薪幅度最为惊人。一直以来他们给予企业高管

的大礼包就比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要丰厚得

多。根据 GMI的 2011年首席执行官薪酬调

查，2010年标普 500企业支付给首席执行官

的薪酬总额平均攀升 36.5%。而根据 Incomes 

Data Services的统计，英国公司高管的薪酬增

幅更高达 43%。

 这种不断上涨的景象并非只有一年。数

十年的慷慨加薪让高管的薪酬几乎一飞冲天。

1976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拿回自家的钱

平均高出普通劳动者 36倍。而到了 1993年，

这一差距拉大到 131倍。根据华盛顿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的调查，现如今，公司一把

手通常可以拿到公司平均工资 300倍以上的薪

酬。

大概有 25家美国公司付给高管的钱比交

给“山姆大叔”的税款还多。与此同时，过去

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却扎扎实实地减少了

6%。

英国 High Pay Commission的统计数据

显示，英国的情况只能是略好一些。2009―

2011年，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拿到的钱是

普通员工的 63倍。1979―1980年两者之间

的差距只有 16.5倍。

 很难让大家信服，这样的报酬是为非同寻

常的人才所准备的。薪酬差距在德国就要相对

小得多。Towers Watson的研究总结说：该国

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人的 12倍。

而这一相对偏低的薪酬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工

作水准。事实上在过去 15年中，欧洲大陆公司

的高管比薪酬更丰厚的英美同行普遍展现出更

好的业绩：富时 100指数公司与标普 500企业

的资本回报率是 136%比 120%。不仅如此，

大量实例说明，很多高管丰富了自己的钱包，

却没给股东办好事。《华尔街日报》的计算得

出：1999年到 2009年之间，领导思科公司的

John Chambers把 3.93亿美元揣进了自己的

腰包。但如果投资者在 1999年给这家公司投

资 100美元，10年后的市值却只剩下了 71美

元。 

很多公司辩称：薪酬是在市场力量的推动

下被迫上涨的，因为全球化趋势下高管尽可以

到薪酬最高的公司去工作。这种说法是有误导

性的。High Pay Commission认为：企业高管

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容易换工作。他们发现，过

去五年来只有一家富时 100指数公司的高管

被成功撬走，而且还是被一家英国公司。“全

球化成为了让穷人工资更低、让富人工资更

高的说辞。” High Pay Commission负责人

Deborah Hargreaves这样说道，“但是没有理

由认为英美以外的高管工资较低不能切切实实

把高管整体薪酬拉低。毕竟，如果可以用一半

的钱请来一位法国的高管，为什么要花那么多

钱请一位本国人？”

“你必须认识到，就算我当时
的薪酬再高 50%，我也不会干得比当时好。
如果我的薪酬少 50%，我也不会干得比当时
差。”英国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Jeroen van der Veer

“如果大公司高管都自视杰
出，远离社会，就会被当成外星人。”英国工
业联合会前任总干事 Sir Richard Lambert

那么，公众是否应该为股东扔钱养活高管

而感到担忧？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首先，高

管薪酬过高就是在抢占公司其他员工的钱。这

种愈发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破坏经济。美国总

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日前发表的一

次演讲中这样指出：“如果中产阶级家庭再也无

力购买企业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就会拖垮整

个经济。”

与此同时，最富裕的那些人花在购买资产

上的收入比例要高得多，包括股票和房地产。

而这样做会导致资产泡沫更加严重。奥巴马日

前指出，更加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获得强大、

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 

奥巴马认为，巨大的收入差距还会破坏民

主，因为“少数人可以高价收买游说者，无限投

入宣传经费。他们的声音会被无限放大。” 

由于这些财阀精英并不需要一些社会服

务，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因此他们可能会

为降低纳税额而试图破坏这些机构。

 那么，有了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

（David Cameron）这样的一把手在台上，企

业高管薪酬不断攀升的势头能否得到遏制？截

至去年 1月，美国各个公司的股东都有机会就

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非强制性投票，即所谓的

“股东决定薪酬”法案。但是我们有很多理由怀

疑这项法案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显然，愿意逆董事会之意投票决定高管薪

酬的股东寥寥无几。根据 GMI的调查，去年在

美国 30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中，只有 44家

公司的董事会遭到绝大多数股东投票反对其薪

酬决定。此外，英国公司的股东在薪酬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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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长达十年的话语权，但仍然未能阻止高

管薪酬迅速增加的步伐。GMI高级研究员 Paul 

Hodgson说：“‘股东决定薪酬’并未显示出良

好的前景。”

以往，投资者连现有的权力都不愿意使用。

不过今年，他们变得更加果断了，这也就是人

们所说的“股东之春”现象。今年 5月，英国

保险公司英杰华（Aviva）的首席执行官因股东

不满高管薪酬而下台。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和巴克莱银行（Barclays）近三分之一

的股东反对通过其薪酬方案。不过，这种反叛

精神能够持续多久，还需拭目以待。英美两国

政府还在致力于加强高管薪酬的透明度。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的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

(Dodd–Frank Act)就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公布首

席执行官与平均薪酬的比率。

 High Pay Commission建议英国采取类

似措施。另外一些举措则致力于加强高管薪酬

的透明度。虽然企业已经被强制要求披露高管

薪酬的细节，但很多薪酬包的构成极为复杂，

很难将其细化、得出一个大致总额。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研 究 员 Sarah Anderson

说道：“美国公司竭力反对公布这方面的数据，

说明这种措施可能确实奏效。如果员工知道上

司挣的钱是自己的 300倍，很可能刺激他们加

以反对。”

而其他人却并未抱有这么大的希望。杜

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怪诞行为学》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一书的作者 Dan 

Ariely警告说，加强透明度这一措施在过去就

已经失败。1993年，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迫使

企业发布薪酬奖金细节。“他们希望借此让回

报更加合理，”Ariely说，“然而却事与愿违，薪

酬节节攀升，因为那些挣得比同行少的高管纷

纷要求加薪。公布薪酬比可能会打击员工士气，

却并不太可能打压高管薪酬。”

补救措施尚不够有力 
然而，更为激进的措施即便可以奏效，也

不太可能尝试。Incomes Data Services的薪

酬问题专家 Steve Tatton指出，德国公司的高

管薪酬之所以相对适中，秘密之一就在于薪酬

委员会中有普通劳动者的代表。他说：“在高

管薪酬问题上让员工享有发言权会极大地改变

英美企业的文化。”英国工党对这一举措表示支

持，但却会遭到企业的强烈抵制。

 Anderson相信，有关方面也会通过税法

来加强对高管薪酬上限的限制。“如果企业无法

从应缴税薪酬中扣减超过普通员工薪水 50倍

的钱，就有助于薪酬恢复到理智的水平。”她说

道。她还建议那些向政府销售产品和服务的企

业能够在与政府签订的合同中起到带头作用，

避免发放超额薪酬。

 至少在目前，绝大多数激进的解决方案尚

不太可能出台。如果没有重大变革，高管就很

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渐行渐远。

Christopher Alkan，驻纽约记者 

2011年 11月，反资

本主义示威者头戴猪

脸面具，抗议伦敦金

融城市长宴会。他们

将其称之为“富商政

要的象征式活动”。

公共价值
会计师凭借其客观的、符合职业道德水准的做
法帮助捍卫社会的利益，ACCA行政总裁白容
如是说。

金
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以充分的理

由使我们对商业世界中的真正“价

值”进行重新审视。

我们是应当只着眼于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关注财务问题，还是应当考虑

自身业务对公众和社会产生的更广泛的价值？

这后一种价值，即公共价值，对会计行业

极为重要。为了有效地服务于企业，会计师需

要获得公众和企业的信任。信任缺失，会计师

的工作和意见便毫无可信度。

我们来审视几项会计师的常规业务：编制

财务报表、提供战略指导，以及提供审计鉴证

服务。

这些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会计师是否有能力

采取客观的、有职业道德水准的做法，即能够

白 容（Helen Brand）

于 1996 年 加 入

ACCA，担 任 国 际

发 展 部 主 管。2008

年，白容出任 ACCA

行政总裁。她还是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

会（ Internat 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及其治理委

员 会 的 成 员。2011

年，因其对会计行业

的贡献，白容获颁

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OBE）。

体现公共价值的做法。如果会计师行业的运作

被认为无法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那么其商业

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更为确切地讲，公共价值就是指会计师提

供的服务能够保护和发展公共资源，包括财政

资源、环境资本和人力资本。

对于会计师而言，公共价值意味着提供咨

询意见，促进可持续的业务增长并发现符合道

德理念的新机会。这意味着需要摒弃纯粹基

于商业目的的做法，为公共生活做出积极的贡

献。

优秀的会计师能够捍卫稳健的公司治理原

则，促进可持续的财务运作，并在工作中一贯

执行最高的道德标准。 

作为一家对会计师进行资格授予和管理的

特许公会，ACCA非常重视我们弘扬公共价值

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作为一家职业机构实

现自身的公共价值，并且支持整个会计行业实

现公共价值。

保卫未来
对 ACCA来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

现公共价值。例如，在下一代会计师的培训过

程中，公共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培养全球经济发

展所需的人才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让来自不同

背景的人才都有机会进入财会行业。

公共价值也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研究与洞察

项目。我们已经投资开展了一些研究项目，旨

在探索当今会计行业和商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

题：比如审计的未来、融资渠道、商业风险与回

报、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财务团队的工作方式

等等。通过深入的研究，洞悉商业人士的动机

和想法，以及探究企业和社会对会计师的各种

要求，我们可以引导这一行业更好的发展。

我们还通过会员来实现公共价值。我们确

保会员在获得职业资格前训练有素，要求他们

获得职业资格后能够与时俱进，并期待他们在

任何时候都能凭借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开展工

作。

会员对公共价值的贡献可能是他们给社会

带来的最为显著的贡献。他们在不同国家、不

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日复一日地工作，

他们正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推动力。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会计师在企业中发

挥着日益重要的核心作用，他们不但提供更广

泛的战略建议，而且还开展了传统财务职能之

外的其他一些工作。通过把在培训中学到的理

论知识付诸实践，并遵循他们所代表行业的价

值观，会计师有机会将公共价值理念在整个商

界进行传播，同时重新定义企业成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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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进取
“行善利于商”，理查德  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如是说。这位北岩
银行（Northern Rock）的新主人回顾了维珍金融公司（Virgin Money）是如何
践行这一哲学理念的。 

我
一向不认为生意仅仅是赚钱的工

具。我希望它是一场冒险，让人们

的生活更加富足。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越来越热衷于那些可以改变

世界的商业投资。企业和基金会绝对有机会利

用投资组合作为实现变革的工具。这方面的机

遇很多。对这类投资眼下有一个很热、很新潮

的说法，叫做“影响力投资”。

Alex Friedman不久前辞去了盖茨基金会

首席财务官的工作。后来，他在内克岛的一次

高层聚会中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他介

绍了自己如何用善款来做投资，从而产生社会

和环境影响力。Alex近期在《金融时报》上发

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眼下有一种趋势，妖魔

资本家，颂扬慈善家。但如果我们想取得切实

的进展，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承担起在道

义上帮助极端贫困人群的责任，那么这两个看

似针锋相对的团体就需要以全新的方式走到一

起。”

摘自理查德  布兰森

爵 士 2011 年 11 月

出 版 的 新 书 Screw 

Business as Usual。

该书版税百分之百捐

献给非营利机构维

珍联合基金（Virgin 

Unite）

www.virginunite.

com/screwbusiness 

asusual

维珍集团 2011年全

球各个品牌的总收入

大概在 130亿英镑

左右（约合 210亿美

元）。维珍联合基金作

为其非盈利基金，所

执行的项目和倡导的

运动涉及医疗保健、

经济赋权、自然资源

保护和气候变化等问

题。

“没有人早上跳下床就只是为了阅读一
封电子邮件，或者接电话。他们之所以起身下
床，是为了做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

他写道，这样做大概需要四个步骤。首先，

基金会每年都可以用未捐出去的一小部分资产

作为抵押进行借贷。第二，金融机构在与慈善

基金合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双方可以

联合募集善款。第三，银行可以开发更多社会

公益性质的金融产品。最后，政府可以制定税

收激励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产生巨大的社

会影响力。

在 Alex的启发下，我们一直与维珍联合基

金、一些大型家庭基金会、金融机构以及英美

政府合作，看一看如何鼓励资金流向那些有利

于造福全世界的投资领域。我们抓住了这样的

机会，并鼓励大家以全新理念来看待这种类型

的投资，既能满足需求、解决问题，同时又能赚

钱。这样每个人都能受益。

我之所以想涉足银行业，原因之一就是我

看到资金市场和金融服务可以作为连通社会部

门、大政府以及企业的桥梁。资本主义 24902

（参见下文）很自然地要不断改进，实现更公平

的财富分配。

我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认识

Jayne–Anne Gadhia了。当时正是她帮助维珍

公司打入金融服务领域。公司业务运作良好，

不断发展壮大。1997年，维珍和苏格兰皇家

银行一同建立 Virgin One，苏格兰皇家银行在

2001年收购了维珍公司，而 Jayne–Anne和

她的团队则留在了银行那边。失去他们我很遗

憾。我对 Jayne–Anne说：“如果你发现自己不

喜欢这样的生活，随时都可以给我电话。”六年

后她真的这么做了。

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了。维珍金

融公司当时已经成功发展出三条产品线：保险，

信用卡，以及一个储蓄与投资分部。但是三者

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

营销方式上都没有。因此，Jayne–Anne的第一

个、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些产品设计

整体的营销理念。

她说：“我首先从营销理念出发 —— 什么

东西可以把这些产品结合到一起？当我们开始

这样想问题的时候，立刻意识到我们当时是在

错误的地方寻找‘胶水’。产品就是产品；让它

们结合到一起的东西却是人。如果能够把维珍

金融公司视为一个社区，而不是一个盈利机器，

那么创造独特品牌的工作就会更容易做。这种

视角把我们解放了出来，思考我们所希望看到

的银行究竟是什么样子。”

“因为没有人早上跳下床就只是为了打开

信件，或者阅读电邮，或者接电话。没有任何

人会这样做，银行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起身

下床，是为了做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我们

希望做出一些值得自豪的改变。因此经过几个

星期的讨论，我们把所有的抱负总结为一句话。

我们真正希望做的就是让每个人更加富足。我

们希望找到一种经营之道，让双方都能受惠。

我们希望建立双赢的经营关系。”

“在全公司实现这一理念可以产生非同寻

常的影响。在对全公司的讲话中，我们说‘我们

为的是让每个人更加富足’，人们可以在明确的

环境下自行作出决定，而这通常很难实现。如

果你告诉别人，要开发一件新产品，‘你需要告

诉我们这样做怎么就能让每个人更富足’，这实

际上是让他们沿着有利于公司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我们不能对一部分客户

收取更高或者更低的费用，也不能想方设法地

附加隐性收费。我们不能给出欠考虑的建议。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不能让大家更富

足。”

目前经济动荡不堪，外界对银行业和银行

家缺乏信心。Jayne–Anne和我讨论了银行业

可行的发展方向。维珍金融公司有明确的品牌

目标，就像镜片一样，帮助所有业务找到重点。

目前他们开始关注如何利用现有业务推动原

本想象不到的改变。比如我在 2006年就丢给

了他们一个烫手山芋。伦敦马拉松赛主办方当

时正在寻找新的赞助商。我的一个密友 Andy 

Swaine向我提到了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维珍公司的特

别项目团队成员 Alex Tai也这么想。但前提是

我们要能够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将其与维珍品牌

联系起来。赞助一个世界级的比赛和全球最大

规模的年度慈善盛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更不是唾手可得的美差。

另外，每个维珍分公司都有所区别。一些

公司在别处有长期的慈善承诺；其他一些则刚

刚起步，所有时间都用来应付生存；还有一些缺

少资源开展如此规模的项目。我所能做的就是

问，“Jayne–Anne，我们可以为伦敦马拉松赛

提供赞助。你是否有兴趣接受？”

资本主义 24902 

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  布兰森爵士将他新的经营之道命名为资

本主义 24902。这是地球周长的英里数。他说：“这个名称必须体现

出地球村的每一个人都要相互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及如何才能把这项

运动从几个企业或某个国家推而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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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 Money Giving

是伦敦马拉松赛的官

方赞助引擎，每天点

击量 25000次。

Professions for Good

是一个专业机构的集

合体，这些专业机构

致力于拓宽专业领域

的 进 入 渠 道。Louis 

Armstrong 曾 任 英

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

会（Royal Institution 

o f  C h a r t e r e d 

Surveyors）的主席，

既做过律师，也当过

海军上将。

她的沉默很能说明问题。我不得不承认，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伦敦马拉松赛和一个金融

服务企业有什么关系呢？”是的，马拉松赛是这

个星球上筹钱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每年筹得

的资金高达 5000万英镑。但其本身却是一个

问题。

维珍金融公司是集团中的一个典型，可谓

“人小力气大”。公司拥有 300万客户，但只有

450名员工（我在 2007年给 Jayne–Anne打

电话那天员工更少）。伦敦马拉松赛可是一笔巨

大的投资。除非维珍金融公司和伦敦马拉松赛

之间的对接做到滴水不漏，否则 Jayne–Anne

一定要为损失大笔资金负责。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导致这个想法在操作

上更加棘手。尽管维珍金融公司的规模已经很

小了，但雇佣的员工还是太多。因此，Jayne–

Anne如何能够在让员工走人的同时又接受如

此大规模的慈善工作？资金一直都十分紧张，

特别是就相对较小的公司而言。这笔巨大投资

如何才能既有利于我们，又有利于品牌？

Jayne–Anne为此踌躇再三。突然，她灵机

一动。维珍金融公司并不是一个保健公司或者

服装公司。但是它与钱打交道，也知道如何处

理存款和取款。那些参加马拉松的跑步者都是

怎么处理钱的呢？数以千计的个人赞助又该如

何处理？

Jayne–Anne发现，其中很多交易都是通

过一个名为 JustGiving的慈善捐助网站在线发

生的。如果你想要攀登珠峰或者跑马拉松，就

可以让朋友通过 JustGiving赞助你。你的赞助

人通过 JustGiving的在线工具完成资金捐助。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却有一个问题，因为

JustGiving是一个商业公司。

 对 Jayne–Anne而言，这简直是一个天赐

良机。她意识到维珍金融公司可以做一个更好

的在线捐助工具。我们有硬件、有知识、有人

才。而就在一天前，我们还认为这些人是冗余

资源。这是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 —— 只要她能

做得到。

当维珍的捐助工具顺利投入运行、解决了

问题，让所有事情运作起来之后，我太爱这个

主意了。我们创纪录地同杰出女性 Jo Barnett

一道建立了 Virgin Money Giving，并由她掌

舵。 

这样一来，我们的很多朋友不仅避免了丢

掉工作，还承担起建立一个非营利在线慈善

捐款系统的伟大工作。我们将 Virgin Money 

Giving作为伦敦马拉松赛的赞助工具，为跑步

者和他们背后的慈善团体提供服务，并让维珍

金融公司的品牌以一种极具意义的方式被人们

所真正了解。事实证明我们参与马拉松比赛是

正确之举，在这项活动和品牌之间自然而然地

建立起滴水不漏的关联。Virgin Money Giving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 4000多个英国慈善团体的

在线捐助平台，涉足数以千计的有组织活动和

个人活动。

2010年伦敦马拉松赛筹集到的资金超过

了此前任何一年。就连我都去跑步了。

Virgin Money Giving 第一年筹集善款

2500万英镑。网站的每日点击量高达 25000

次。

我们的慈善机构也收到了数千英镑的捐

款，所有员工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这真

正证明了所谓的“行商亦行善”。当外界认为

银行只会从客户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财的时

候，维珍金融公司却展示出盈利并非我们的唯

一动机的理念。

他们回馈社会，并乐在其中。这确实是双

赢，再次说明“行善利于商”，同时还能造福于

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 企业的员工。

接触所有领域
Professions for Good主席 Louis Armstrong提倡精英管理以及为进入专业
领域的人士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
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对这些专业领域
既爱又恨。当它们能够证明其价值
时，我们就爱它们 —— 精湛的土
木工程及建筑技艺、令人难以置信

的外科手术、精准的法律或财务建议 —— 但是
却对他们将自己隐藏在神秘外衣下并沉溺于高
额收费的行为表示怀疑。在线自助信息的无处
不在或许让我们加剧了这一感觉，但是，我们
其实是有几分羡慕的。
专业人士在知识经济体中是不可或缺的。

全世界范围内的专业服务行业在规模及价值上
都在取得迅猛发展。此外，独立专业机构越发
证明自己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能够告诉
你：谁才能去信赖。全世界的公司都在急切而
又绝望地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经济危机之后，
专业人士正带领民众重建信心，并推广那些有
素养、有学识、维护公共利益的正直之人的价
值。
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点，英国十几家专业机

构（包括 ACCA）创立了 Professions for Good
（简称为 P4G）。P4G代表了超过 120万名专
业人士。它旨在倡导专业素质，宣扬其价值及
品德，同时与政府合作，在推出各种政策过程
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
现在，全英国政党的热门话题都围绕着精

英管理：怎样确保任何人都能够胜任其职业，且
能够取得成功，无论其背景、年龄，只要他能够

满足其专业的标准。理论上来说，精英在专业
领域里一直都是起主导作用的。但实际上，许
多因素阻止了有才能之人的进入。这些因素包
括双亲的影响（或缺失）、教育体系的缺陷、糟
糕的职业发展建议、继续教育的准入政策及要
求、财务上的困难，以及认知的缺乏，更确切的
说，是抱负的缺乏。专业性公司及其管辖机构
都在受到挑战：为何那些胜任之人通常来自一
个相对狭窄的社会领域。为何他们不能反映出
他们所服务的这个社会的构成成分？为何有些
专业机构的人员主要来自那些接受私立教育的
中产阶级？尤其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已成为一个
棘手的问题，它可能会引起长期的社会及经济
危害。
那么，专业机构及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手头
上的数据太少，无法衡量那些进入专业领域且
胜任的专业人士的社会经济构成 —— 我们仅
能凭借一些轶事来衡量。但是，现在我们有帮
手了：P4G推出的“社会人才流动工具包”为
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指引，并且给我们提供
了模板，使我们能够收集到相关的及易操作的
数据。我们可以设定人才纳入的基准，并且可
以衡量进展。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态度。充分利用各种

背景的人才必定会成为社会主流。一个速效方
法就是收集并公布资格获取的各种途径，这其
中包括许多选择方案，可以吸引到各个年龄段、
各个行业的人才。我们不需且不该降低准入的
难度。实际上，它关注更多的是准入要求的灵
活性，并且确保老板们在招聘时能够更加富有
创造力、更加开明、更注重精英管理。

正如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态度在过去
20年发生了很多转变，人们对专业领域里社会
人才流动及人才招聘的态度同样会发生巨大的
变化 —— 无论是软硬兼施，还是只选一种办
法。

了解 P4G社会人才流动工具包，请访问：
www.professionsforgood.com

史迪文（Neil Stevenson）
ACCA品牌执行总监

Professions for Good理事会成员

“拓宽人才进入财会行业的路径有助于提

升企业绩效，但前提是所有相关方都能切实消

除行业的准入门槛。ACCA成立的初衷是让来

自不同背景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进入财会行

业，如今在这方面 ACCA已经成为公认的榜样。

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获取专业资格的灵活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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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澳大利亚堪培拉

的议会正在试图加强

其监督预算决定的能

力。

问责
ACCA的研究表明，对行政开支更多的监督或许能避免未来的财政崩溃，那么各
国都在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拿
本圣经来。”在一个极富戏

剧化的时刻，英国下议院

公共账目委员会（PAC）暂

停了议程，要求证人（英国

税务及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

的高级法律顾问） 宣誓保证将相关会议及会议

纪要的内容如实地告诉该委员会。

有指控称税务机关和投资银行高盛就其纳

税申报达成了一项非常优惠的交易，为此税务

机关接受了质询。

PAC主席、工党议员Margaret Hodge表

示：“我们要求公务员对交易相关的问题提供答

案。我相信我们发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问题，它

严重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所以应该要求证人

宣誓保证说出真相。”

但此举却给国会议员带来了麻烦。当时的

内阁秘书 Gus O’Donnell爵士，出人意料地致

函 PAC，指责 PAC行为不当，不符合宪法，它

不应该要求公务员直接对国会议员负责，而应

该通过各部的部长。

Hodge表示：“看起来，PAC太剑拔弩张

了一些。也有人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

但是公务员队伍真的对此提出了挑战，包括

匿名简报、人身攻击、甚至含蓄地威胁要解散

PAC。”

英国议会是否如 Hodge所说正在变得

更加独立？公共行政专责委员会（Public 

Administration Select Committee）主席、保

守党议员 Bernard Jenkin指出，出席议会听证

的所有证人都应该宣誓保证说出真相。

但是，面对向来强大无比的行政机构，这

是否只是立法机构昙花一现的力量爆发？ 

ACCA的一项国际调查研究《困难时期议会

对财政的监督》（Parliamentary Financial 

Scrutiny in Hard Times）更为悲观。报告指

出，在研究范围内的国家 —— 加拿大、澳大利

亚、爱尔兰共和国或英国，并没有令人信服的

迹象显示当选代表拥有主导权。

报告结论认为，“议会监督本身可能无法防

止未来的金融危机，但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关

键因素，因为它要求行政机构对公共财政负责。

如果做得好，它有助于管理未来金融危机的风

险。”

过于笼统的概括可能会漏掉一些议会监

督更有效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就经常受到称

赞，即便在英国国内，爱丁堡和卡地夫的议会

成员就摆脱了一些威斯敏斯特的束缚。Rick 

Stapenhurst是世界银行研究所的顾问，根据

他的计算，在 56％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

国会议员修改预算提案的权力未受到任何限

制，但在 72％的经合组织国家，国会没有财务

专家或预算专家来支持它们。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拥有微弱多数。议

员们在疲于和政治评论家们打交道。堪培拉的

预算决策甚至更不透明。但即使在那里，也正

在酝酿加强议会对预算决策的监督，此举得到

了反对派的支持。

一些个别国家（如 2010年刚颁布新宪法

的肯尼亚）需要在议会和行政机构之间取得更

好的平衡。但很难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议员正在

重新学习技能或从部长和官员手中夺取对公共

财政的控制权。

在 ACCA的报告发布之后，作为欧元区金

融危机的直接后果，意大利和希腊组建了“技

术专家”政府。在这两个国家，为了迅速作出决

策，议会辩论被打了折扣。

伦敦经济学院公共政策高级讲师 Joachim 

Wehner博士表示：“过于积极的议会可能会

威胁到财政纪律。”他指出你不能在议会能力和

处理财政危机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系。看看美国，

美国国会一直在阻挠白宫调整税收和支出的计

划。

德国是对地中海南部国家施加压力最大的

国家。但德国的趋势可能恰好相反。德国的宪

法法院日前裁定，重大的金融决策必须由德国

联邦议院召集各方代表开会审议，而不能由部

长和政党领袖小范围做出决定。

英国在国会之外设立了预算责任办公室。

如果它的报告说政府的财务预测过于乐观，政

府会十分尴尬，但前提是媒体对此大做文章，

而且国会议员同时对政府施加压力。归根结底，

这取决于人民选出的代表，如果他们不能或不

对行政机构进行问责，那谁去这样做呢？

David Walker, 记者

阅读 ACCA报告《困难时期议会对财政的监

督》，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publicsector

Margaret Hodge
英国下议院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国会正在试图收回权力，要求行政机构对其行为负责。公众希望有更多的透明度，希望相关

人员担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仁、问责清晰。很多公民将较少关注花钱的效益，而较多的关注其他业绩

指标。家长关心学习结果；病人想要迅速就医，失业者想要工作。早期迹象表明，如果我们不推行

适当的监督机制，纳税人的钱将被浪费掉。在新兴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许多机构提供服务的资金来

自纳税人的钱袋，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审计和问责制度符合形势的要求。”

Kevin Page
加拿大议会国会预算官员 

“设立立法预算办公室的原因之一是提升透明度，做尽可能多的分析，以丰富辩论的内容。我

们提供对周期性平衡、不确定性、老龄人口分布的预估。我们还需要看到来自财务部的这种分析，

以防止这些数据被政治化。但往往就像是惯例一样，议会缺乏履行其受托责任所必须的信息。议会

能经常看到由公务员编制的、真正支持采购或立法决策的财务分析吗？几乎看不到。在看不到支

持决策的财务分析的情况下，议会有可能对政府进行问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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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德 理（Chas Roy–

Chowdhury  FCCA）

是 ACCA税务主管。

他拥有应用经济学

学位，曾是公开执业

的会计师，此后加

入 ACCA专业事务部

门。

巴西圣保罗的工人和

工会成员抗议基于利

润分享征收的所得

税。

贾派伯（Jason Piper）

是 ACCA税务和商法

专业事务经理。他是

特许税务顾问，曾在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供

职，拥有利基实践经

验，主要负责为企业

和个人提供英国和国

际问题各方面的咨询。

他拥有欧洲法和商法

学位。

税务的未来
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和专业事务经理贾派伯
指出：既增加收入又让纳税人高兴，是各国需
要恰当拿捏的平衡技巧。

世
界各地的新兴和发达经济体政府

都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如何筹集

足够的税收收入以平衡它们的账

目，而同时又不形成过于恶劣的环

境，导致纳税人迁往别处。在高度全球化的当

今世界，企业和富裕人群完全有能力迁往别处，

并同时带走他们的税收贡献，这给决策者造成

了真正的压力，使他们必须仔细考虑他们的行

动。

当然，政府需要调整的税收有许多不同的

类型，但“绿色”或环境税正日益成为全球的焦

点。这些税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旨在影响

行为、减少碳排放的绿色碳税如果成功，将不

可避免地导致税赋收入的减少。

环境税也可能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为害

怕选民倒戈，政府在征收过重的绿色税赋上非

常谨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例

如，目前的美国政府无意使用税收机制鼓励低

碳行为。印度也非常抵触环境税，因为人们预

测环境税会对商业及未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间接税的选择
在寻找发展税基的方法上，印度和美国等

国也许该向欧洲学习，欧洲已经在广泛使用增

值税。从行政管理角度看，与仅在销售端征收

的销售税相比，增值税具有优势。因为增值税

是企业在价值链各环节产生的，所以在理论上，

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欺诈和逃税行为。而且由

于增值税是向企业而不是个体纳税人征收，所

以涉及到的征收对象更少。因此，它特别适合

那些或许没有高度发达的税收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家。另一方面，增值税是累退税，对贫穷家

庭的影响不成比例，所以可能会不受欢迎。

选民的关切似乎在阻碍增值税更广泛的推

广。美国不可能很快推出联邦增值税，但它也

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决策者愿意调整其他的配

套税制。当澳大利亚在联邦层面引入 10％的增

值税，许多州层级的税赋同时被降低。

了解全球视角也对决策者至关重要。引入

任何新的独特的税收都可能吓跑外国投资并损

害当地的商业活动。

例如法国无论其他欧盟国家怎么做，都计

划推出金融交易税。法国估计，0.1％的金融交

易税可能会产生 10亿欧元的税收收入。但这

样做法国的经济能不受损害吗？在瑞典类似的

实验曾经对经济产生过负面影响，所以按照瑞

典的经验，法国的经济不会安然无恙。

同样，超出全球水平的、过高的共同税率

也是各国政府的关注点。例如，地方碳税过高

很可能会将企业推向没有这种税收的辖区。

新的优惠条件
发展中国家很自然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然

而，他们必须对竞争方式慎重把握。例如，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司法管辖区为了鼓励跨国

公司在其领土上设立机构，主动向它们提供免

税期。但这些做法现在即将结束，企业是否会

转移到提供其他优惠条件的地区呢？

精简国家税收和持续提高收税效率的愿望

让欧盟一直有兴趣引入一个欧盟共同的综合税

基。虽然遭到一些成员国（包括英国）的反对，

但它仍然在欧盟委员会的议程上。一个替代版

本：共同企业所得税基（放弃综合元素）在政治

上更容易被成员国接受，但也遭到英国的反对。

虽然在欧盟范围内的实施不大可能，但它可以

因为害怕选民倒戈，政府在征收过重的
绿色税赋上非常谨慎。

通过个体欧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以某种形

式出现。

企业税模型本身也有问题，几年来，人们

一直在讨论企业税的未来。公司能更加容易地

搬迁到税赋较低的税收管辖区，这种能力正在

对国家企业税施加压力。

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比较特殊。全球性的

公司可以也的确会将自己的知识产权转移到其

他地区。政府一直在打击名义上的知识产权转

移，即不基于事实的转移。然而，对于企业的物

理搬迁，政府无能为力。这些压力使得更多人

建议减少对生产活动的税收，而转向对消费的

税收。

偷税漏税
各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减少偷税漏税行为。

在意大利，偷税漏税导致国库少收入了大约

7000亿欧元，在减少公共赤字上，这笔钱本可

以发挥很大作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正在采取

行动解决这些问题。例如，英国已经出现了一

些备受关注的、针对特定群体（如管道工、牙医

和个人教练）的行动。为鼓励曾经的逃税者自

首，政府承诺对他们宽大处理。

国家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变得更加

自由，而且它们也在寻求其他来源的信息。在

IT的帮助下，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在越来越多地

使用数据挖掘技术交叉检查纳税人提供的年度

报税信息。在当前的环境下，人们对税收规划

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在主要的司法管辖区中，

仅有英国没有一般反避税条款（GAAR），但英

国目前也正考虑引入这样的条款。展望未来，

世界各地的税务顾问会发现自己的束缚在日益

增加，自己和自己客户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避税天堂将消失。主

要的避税天堂、特别是那些与英国相关的避税

天堂将继续存在下去，如泽西岛、格恩西岛、马

恩岛和开曼群岛，这些地方现在被认为具有良

好的监管。对它们低税率的需求仍然存在。虽

然很难预测未来的税收制度，但有一点是肯

定的 —— 纳税人永远都希望降低税单上的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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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John Davies 

FCIS）是 ACCA专业

事务主管，负责协调

ACCA专业事务问题

的政策定位。他对商

法和金融犯罪问题尤

为关注。 

还中小企业以自由
ACCA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认为，减轻小企业的监管负担对经济复苏颇为关键。
但是大刀阔斧地打击官僚作风却可能适得其反。

如
果说现在全球各国政治家在制定

摆脱经济困境规划时都会抓住一

根救命稻草，那么这根稻草一定就

是中小企业。通过为中小企业蓬勃

发展创造适当的条件，以期降低失业率，减轻

对政府救济的依赖程度，增加税收，以及最终

恢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造适当的条件，意味着要让创业者敢于

冒经营企业的风险。由于全球绝大多数企业都

“小”，因此中小企业引起了政治家和监管者的

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小企业似乎从比例上来看

理应比大企业解决更多的就业力。于是，中小

企业就成为了解决大量失业问题的关键。

考虑到上述原因，我们看到全球各地都在

针对中小企业实施监管松绑。例如，欧盟委员

会的行动计划旨在将微型企业的监管负担降至

最低。在美国，官僚作风已经成为总统大选的

一块试金石。 

会计师的立场
会计师有时候也会成为这轮放宽监管努力

的目标。欧盟各国政治家正在协同努力，尽力

取消对微型企业编制并公布年度财务报告的监

管规定，理由是此类规定是一种“负担”。即便

是法国和新加坡这样长期推崇普遍审计的国

家，近期也出于类似原因废除了针对小企业的

强制审计要求。

那么，会计师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

首先，我们必须谨记会计师的核心职能就是为

客户或雇主的工作增加经济价值。

会计师发挥这一职能的方式就是提高企业

运营效率，目的是为企业节约资金，帮助企业

进一步盈利。因此，只要能够为客户或雇主节

约合规成本，会计师就应该对任何举措表示支

持。

 因此，会计师的指导原则就是：如果监管

措施附加的成本超出了（可能带来的）效益，就

应当放宽甚至取消这类措施。  

 但是，放宽监管必须认识到成本与效益平

衡。一味通过砍掉监管规定来降低企业成本可

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宝贵的效益也可能会就此

消失。

因此，掌握证据很有必要。要谨慎衡量每

一项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如果预期监管收益体

现在财务或经济方面，则会比无形效益更容易

衡量，更容易决定监管规定的去留。

 实际操作也必须考虑一点：企业应当肩负

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以及对个人和社会各个群

体的责任。保持这种状况不仅有利于企业，也

利于整体经济。

 这是因为，企业如果能够肩负起对利益相

关方的合理责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社会运

营许可证”，就能享受到间接好处。员工更乐于

为其工作，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也更乐于为其

放款或提供信贷。

在此基础上，要始终不忘考虑到企业可以

承受多大程度的监管负担。通过对规章制度净

效益的评估，重点考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的

合理利益，同时不忘考虑到对企业本身的间接

利益。

真正的关注点
这些净效益在小微企业身上总是表现得不

够明显。这是因为小微企业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力相对较弱，而合规成本又相对较高。因此，政

府和监管机构应当将真正的关注点放在中小企

业身上。 

而放宽监管的过程不仅要重视需求最为迫

切的部门，也要关注那些监管负担最重的领域。

与就业有关的监管制度就是经常被提到的例子

之一。 

涉足商业始终充满风险。经营者需要获得

鼓励，也就是说要加强他们的信心，相信潜在

的好处大于危险。而取消无益的规定必须成为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了解更多ACCA关于中小企业的调查研究，请

访问：www.accaglobal.com/smallbusiness

观点：英国
Francis Chittenden FCCA，曼彻斯特商学院 ACCA小企业融资教授

“想要做出明智决策，企业所有者需要倚赖可靠的会计信息。供货商、银行乃至税务部门等公

共机构亦是如此。随着欧洲逐步迈向复苏，欧盟委员会的政策一定要能支持相关措施，帮助企业做

出明智决策。这对中小企业尤为重要，它们被视为‘复苏发动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属于微型

企业，员工总数还不到 10人。”

ACCA理事会成员及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观点：欧洲 
Andrea Benassi博士，欧洲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UEAPME）秘书长

“简化立法、废除无用和过度的行政要求，对欧洲的整体经济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就

更加重要。但是，将会计监管规定简单定性为行政负担却并不符合企业的现实情况。与之相反，完

善的会计制度对企业管理和增长至关重要，对市场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对发展良好、可持续的经

济至关重要。”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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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蒂 夫  福 布 斯

（Steve Forbes）是商

业杂志《福布斯》的主

编，是该杂志第三代

继承人，也是福布斯

集团的总裁和首席执

行官。他曾于 1996

年和 2000年参选美

国总统。

为伟大的创意提供空间
出版商史蒂夫  福布斯（Steve Forbes）认为，尽管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
各种创新活动仍在蓬勃发展，但毫无疑问，自上而下的资源管理将会严重阻碍
创新的发展。

去
年，欧洲似乎成了全球关注的焦

点。每周都会推出某项新的举措来

结束金融市场的动荡，或是出现什

么新的危机，揭示世界末日尾声的

来临。

如今，现金匮乏的政府削减开支，各家银

行竭力改善 (或紧缩 )其财务状况，在此情形

下，欧洲的企业还被要求收拾残局，不管他们

能否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们的《福布斯》欧洲版发行之前，我们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生产车间乃至董事会，

企业和创新精神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依旧蓬勃

发展，但这并不表示企业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

视其为理所当然。

我们的研究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选出

胜利者是多么艰难。努力寻找新星或沉迷于研

究伟大的创意，都可能会让领导者对其公司真

正的潜力视而不见。因为，发掘创新理念和实

施这些理念是同样困难的。要确保取得所有人

的认可，并且调动资源使创意能够成为创新，

这是一桩费心劳神的事，而且很大程度是吃力

不讨好的。

因此，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无法对创新一

事进行策划。如果风险是由政府来承担的话，

创新过程很有可能是相当痛苦的。

通常情况下，企业在管理自家资源时，采

用的是自上至下的方式，而这正是创新的最大

绊脚石。这是否表示不需要制定规划和预算

呢？不是的。仅凭偶然得到的小额资金，企业

是走不远的。但是，在可行时，为创新提供空间

比一味地预测要更加有意义。

从创意到创新
2011年初，ACCA和福布斯开展了联合调研，对欧洲的 1245位

高管进行了访谈。调研报告题为《培养欧洲的企业精神》(Nurturing 

Europe’s Spirit of Enterprise，在线阅读可访问 www.accaglobal.

com/smallbusiness)，让人们对各种规模的企业及其创新过程有了

初步了解。

虽然调研报告开始进行了全球性的比较，但是流于表面。不过，

调研报告揭示了多样性带来的价值。“行业先驱”擅长推出创意理念，

但是很难将其贯彻到底。而“明星学生”则能得到领导者的认可。

“试验者”有着精力和动力。“附议者”让创意理念得到组织的认

可。

从内部获得资金是困难的，这也是创新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如果

财务团队能够理解和支持企业的创新需求，将可以确保一旦创新理念

落地，公司业务能够在创新基础上得以增长。

ACCA高级政策顾问席察斯（Manos Schizas）

登上国际舞台
在国际贸易舞台上，中小企业仍被严重忽略。ACCA的报告《中欧和东欧的中小企业

国际化》(SME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在线阅读可访问

www.accaglobal.com/smallbusiness)将上述问题归咎于文化、监管和实践方面的障碍。有

出口能力并不代表保证能够得到市场，在西方国家，需求仍显疲弱。

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中，供应正在逐渐满足国内需求。因此，灵活性和适应性对于小

企业和大企业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在缩小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差距方面，互联网一

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登上国际舞台和寻求本地合作伙伴都是必不可少的。

ACCA中小企业政策主管米尔科维奇（Rosana Mirk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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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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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m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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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 6777 accash@cn.accaglobal.com 

 中国深圳 +86 (0)755 3395 5710 accagz@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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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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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前沿：小企业  创新 财会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