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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 投资者想在企业报告中看到什么？现代投资者可能是根

据算法进行交易的对冲基金、股东积极活动家或是养老基金，因此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是有些投资者希望更多地了解

公司的战略、风险预测以及其创造价值的长期计划，包括如何实现

可持续发展等。而一些投资者则更加重视他们的监管职责。也有投

资者要求较及时的报告。本期《财会前沿》将探究首席财务官和其

他财会专业人士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我们就此采

访了一些领先的财会专业人士和学者，如培生集团首席财务官、英

国知名组织 Hundred Group的主席 Robin Freestone以及哈佛大学

企业报告专家 Bob Ec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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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报告

PG06 投资者

股东的类型众多，他们感

兴趣的信息也各不相同，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报告

PG10 培生集团首席财

务官

提供的信息不能太多也

不能太少，这是一个挑战

PG10 壳牌

随着监管不断泛滥，壳牌

报告和会计副总裁 Paul 

Morshuis开始质疑监管

的好处

PG12 长期发展

ACCA谈投资者参与方面

的变化

PG13 明智的交易

试图战胜市场，请了解行

为金融学

风险与治理

PG32 内部审计

客观、独立和道德

PG34 公司治理

按部就班进行公司治理

不会创造长期价值；是时

候重新开始了

PG36 让投资者放心

巴基斯坦企业向投资者

提供更有价值的风险报

告

财会领导力

PG45 首席财务官登顶

之路

未来财务领袖必备的经

验及职责

PG50 视野更宽广

CFO在 ACCA全球会员

代表大会上表示，首席

财务官需跳出传统角色

PG52 亚洲

渣打银行亚洲首席财务

官 Julian Fong呼吁对人

才进行投资

PG54 东软集团财务总监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生

存的保障

PG56 风险

王竹泉教授为衡量营运

资金绩效和评估企业财

务风险勾勒了一个更

为有效的模型

审计

PG68 未来

监管者、政策制定者和

投资者都在推动审计变

革，但这些改变相互间

却没有关联

公共价值

PG76 企业社会责任

普华永道美国的Shannon 

Schuyler认为，公司在企

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

若想具有可持续性，必须

产生实际的效果

税务

PG80 信任

财会行业必须有效应对

公众对税收问题的看法

PG82 澳大利亚

概述澳大利亚以纳税人

为中心的纳税和转账支

付系统

小企业

PG84 融资

由于银行仍收紧对小企

业的贷款，创新的融资方

式应运而生

PG88 贿赂

贿赂对小企业的影响以及

会计师发挥的积极作用

多样性

PG91 新闻频道首席财务

官

澳大利亚新闻频道首席

财务官表示，国际多样性

对于新闻频道此类的前

瞻性企业至关重要

PG92 不平等

更多职业女性收入提升

的代价是社会上涌现出

大量处于底层的女性

经济学

PG95 现金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Tim 

Harford解释为何两位音

乐人将百万英镑钞票付

之一炬并非看起来那么

荒唐

PG98 简讯

首席财务技术官的兴起、

职业调查、荣誉会员、

课程大纲变化等

全球经济

PG37 波兰

CFO在 ACCA首席财务

官欧洲峰会上指出，经济

增长仍将低于 4%

PG40 数字达尔文主义

将永久改变企业运作方

式的十大技术趋势

通常会计师与投资者之间的共性要

多于与监管者之间的共性。（PG10）

我们具备国际多样性。这对团队

有好处，使团队经验更丰富，营造出一种
集体的氛围。（PG91）

PG16 中国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

书长陈毓圭分析国际会

计执业标准本地化的益

处；王华教授谈投资者期

许的财务报告

PG20 BOB ECCLES

如何使投资者对综合报

告感兴趣并参与其中

PG22 股市

Corporate Knights副总裁

Doug Morrow表示，新兴

市场的证券交易所将在可

持续发展报告方面领先

PG24 碳

投资者必须考虑碳资产

所固有的风险

PG27 南非

强制引入综合报告制度

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南

非的企业？

PG30 CROWN ESTATE

财务总监 John Lelliott谈

论其屡获奖项的综合报告

PG42 MAGNUS 

LINDKVIST

这位未来学家称我们都

有义务去影响未来

PG58 EIRCOM 首 席 财

务官

首席财务官Richard Moat

解读 4G技术如何为电信

公司创造商机

PG60 共享服务

共享服务模式的下一个

阶段是全球企业咨询服

务

PG62 大数据

分辨信息是否重要是财

会专业人士应具备的一

项关键技能

PG64 非洲

毕 马 威 主 管 Claudius 

Williams-Tucker博士谈非

洲需要更多的专业会计

师

PG71 质量

在澳大利亚企业的首席

财务官看来，何为审计质

量的关键？

PG74 人才

对亚太区三个国家审计

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其对

现状非常不满

PG78 企业结构

企业应确保其所有权结

构和责任结构与价值观

和原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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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界不再是由同类的投资者所组成。

从算式驱动交易到股东积极参与
“我们全都想要，我们想现在就要！”ACCA最新研究考察投资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及
其对企业报告的影响。

数
十年以来，有关财务报告究竟为

谁服务、应该提供哪些信息的讨

论不胜枚举。

1975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 (Accounting Standards Steering Committee)

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企业报告》(The 

Corporate Report)总结认为：财务报告是为了维

护一系列“使用者”的利益 — 今天我们称他们

为“利益相关方”，包括股票投资者（股民）、贷

款机构、雇员、供应商、客户、政府、公众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财务

报告仍然服务于一系列利益相关方，投资者也

仍然毫无争议地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改变的或

许在于：企业年报如今要与多种信息来源竞争，

其中很多信息是可以及时获取的。由于有了互

联网新闻、推特（Twitter）以及很多类似的平

台，任何一家公司的信誉完全有可能在人们眼

前瞬间崩溃，并引起股价下跌。

还有一点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对投资者是

谁的理解有了细微的变化。今天，股价暴跌在

外界眼中或许只不过是某个以数字计算驱动交

易的对冲基金释放出的卖出信号，而该基金五

分钟之前刚刚买入该只股票；或是某保险公司

因为需要依靠投资收益来补偿保费收入的差额

而对未来分红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警告，又或

者是某个等待翻盘的积极股东的买入机会。固

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可能会完全无视股价的下

跌，因为他们重资布局于固定收益债券，以匹

配养老金计划的支付需要。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由养老基金、保险

公司占据的股票市场逐渐被更多跨国企业及短

线投资者，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等所蚕

食。投资界再不是由同类的投资者所组成；不

同投资者想要获取不一样的信息。短线投资者，

比如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中长期投资者所

需要的信息可能并不相同。

那么今天的投资者是谁？他们需要从企业

报告中获得哪些信息？ ACCA的“了解投资者”

项目是一个分为四阶段的项目，旨在寻找这些

问题的答案，对英国和爱尔兰的投资界变化，

和企业如何改变以满足投资者对信息的需求作

出考察。

投资界的变化
金融危机对投资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低经

济增长、利率极低，刺激了更积极的资产管理

和冒险行为，因为投资者迫切地希望寻求回报。

与此同时，与这一主流趋势相反，监管的发展，

例如对保险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 Solvency II，

却减低风险偏好，而倾向于定息债券。

随着风险意识的提高（但与风险偏好是两

回事），投资时限有所缩短，短视主义抬头。科

技也助长了这一发展。根据一份报告，目前高达

40%的股市交易来自算法交易系统（仅 2011

“审计可能耗上数月，这种拖延是严重

的、令人沮丧的。有时你确实需要保证你所

获得的数据准确无误，但事实上市场很擅于

找平，市场价格往往会先于基本面变化。当

得到了保证时，市场定价早已不同了。消息

总会传出来的。你就算没能从公司得到，也

可能从客户或供应商那里得到。”

Samantha McConnell，爱尔兰 IFG Pensions

首席投资官

如何看待审计年就增加了 187个算法交易基金）。社会本身

更看重眼前的满足，而且似乎没有能力一次关

注超过 140个字的信息。

另一个因素是信任的瓦解（在当前环境下

颇能让人理解）。因此人们更多地强调此时此

地，而不是对久远未来的模棱两可的承诺。不

仅如此，信息如潮水般地大量涌入，人们或许

因此需要更频繁、更及时地接收信息。 

但《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  凯 (John 

Kay)教授却对这些信息的价值提出质疑。他曾

写过一篇文章评价英国股市对英国商业竞争力

的影响。他说：“电视屏幕下方滚动的数据中有

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是杂音，但股评家却总是竭

力牵强附会地渲染这些信息的重要性。”

也有一些人对短视主义予以抨击。“我

们宁愿选择不要季度报告，”Threadneedle 

Investments 治理与责任投资事务主管 Iain 

Richards这样说道，“报告的整体框架似乎是为

了向高频率交易者发送信息，而我们根本没有

兴趣。”

与此同时，实时报告却有越来越普遍的趋

Robert Talbut
Royal London Asse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 

英国保险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投资委员会主席

“对于保险业，我们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变化一样，也倾向较短期的状况。新闻媒体强调短期，

政治家强调短期，消费者强调短期，就连企业管理层和投资者也都越来越强调短期。金融危机给我

们的教训之一就是，应该切实重新思考如何扭转这些趋势。像我们大家这样的股东都要鼓励公司

和投资者回归长期思维。”

David Smith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公司治理主管

“我们做长线投资，因此我们看待企业报告也是长远的。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企业报告有

时为了合规的需要一味堆砌无用的数据，看不到管理层的态度或意见。理想情况下，企业报告应

该包含管理层的报告，反映经营状况，而不是让管理层发表一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意见，引出一堆数

据，看起来像是为了模型建构而并非针对那些对公司业务感兴趣的人。

“为此，我们甘愿冒一些风险，希望财务报告更加简洁，但同时围绕管理层对经营业务的方式、

更广阔的竞争前景，以及风险控制方式（不只是财务风险，还包括商业模式风险），提供更为深层次

的说明和描述。”

势。有实力的公司几乎可以做到信息的即时生

成，从而对绩效进行评估，抢在对手之前采取

行动。如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获得这种

信息以便作出自己的决定。

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了解投资者”详细研究了投资者需要哪些

类型的信息，喜欢如何接收信息，以及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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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
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
途径？根据超过 90%的
投资者的回应，看上去

的确如此。

根据报告《了解投资者：通向实时报告之路》（Understanding investors: the road to real-time reporting）的发现：在不

断变化的当今世界，如果公司不想坐着等待，而是想要采取主动，那么管理层就需要不断获取“实时”信息。

然而这个概念的难处在于公司要能够持续提供信息。KPMG英国审计业务主管 Tony Cates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

要随时接收数据，就会迫使公司不间断地向投资者解读数据。”他警告说，“那可是极其耗时耗力的。”

Aberdeen Group分析师 AnkitaTyagi曾写过一篇关于实时报告的文章。他表示：“在今天的环境下，企业敏感度和长

期战略同等重要。”

实时信息能够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绩效的了解，使他们能够更加迅速地做出反应。投资者或许还会认为，一家公司能够

及时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一定有着完善的控制与治理，如此，对于自己得到的信息便更有信心。

虽然很多首席财务官都认同实时报告的优点，但出于竞争的考虑他们也会有所担心。“你既不想披露过多，也不想披

露过少。”Tyagi说，“你希望在给人们留下透明的印象的同时，又不会泄露底牌。”

实时报告

David Gerald
Securities Investors Association (新加坡 ) 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财务报告若要达到报告的目的，必须要让

投资者易懂，并且要保证信息的透明。就像沃

伦  巴菲特所说：‘如果我拿起一份年报，但却

看不懂其中一个注脚，我可能就不会，哦不，我

肯定不会投资那家公司。因为我知道他们根本

不想让我看懂。’财务报告一定不能过载太多不

必要的信息，否则投资者连读也不愿意读。”

David Stewart
Santander Asset Management英国首席投资官

“如果你问投资者他们是宁愿要短期明确

的消息，还是不确定性，他们肯定会说宁愿要

短期明确的消息，即便他们自认为是长期投资

者。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季度报告造成的干扰。

销售团队和高层管理人员都会看季度数据或月

度绩效数据，但绝大部分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

都是关注未来一到三年即将发生的事情。”

观看 ACCA财会前沿会议上关于“了解投资

者”调查的讨论，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46

阅读“了解投资者”调查的四份报告：《投资

界的变化》、《企业报告发展方向》、《实时报

告之路》以及《首席财务官视角》，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eporting

的信任度。研究内容之一是对英国和爱尔兰的

300名机构投资者开展调查以及十几次深入的

面对面采访。（英国的基金管理规模位列全球第

二，爱尔兰的资产管理业务也越来越庞大。两

国的投资基金在前景和投资组合上都相当国际

化。）

从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年报仍然是投资

者信息需求的核心。不过，年报正与企业其他

消息的沟通竞争，比如季报、中期报告、口口相

传、投资者路演等等。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 投资评级研究主

管 Jonathan Pitkänen 说：“报告相当于一次对

话的开场白。”

“报告提供信息，提出需要解答的问题，帮

助投资者形成对一家公司的想法。”实际上，虽

然近三分之二的投资者在 ACCA调查中表示年

报是他们最宝贵的信息来源，但很多人也十分

看重来自公司外部的信息。但是，受访者对于

有关期间结束后，信息多久才能被公之于众、

报告频率如何表示关注。不过奇怪的是，虽然

五分之四的投资者表示季度报告瑕不掩瑜，但

接近半数受访者希望取消强制性季度报告。

不痛不痒或过于复杂的报告都受到诟病。

例如，投资者认为风险报告涵盖了太多内容，

却根本没有任何有用信息。同时，资产负债表

的透明无从谈起，尤以养老金负债、债务以及

租赁受到的批评最多。

那么，集财务信息和叙述性信息为一体，

包含战略、运营、风险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披

露的综合报告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发展途径呢？

根据超过 90%的投资者的回应，看起来的确如

此。虽然过程听起来很麻烦，但实际上或许并

不需要这样：“了解业务的主要推动力不应该那

么复杂。综合报告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持续发

展投资机构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的创立人 David Blood说道，“应该采用准确、

一致且易于获得的衡量标准，但首要的是指标

要关乎企业的重要领域。”

首席财务官的回应
根据《了解投资者：首席财务官视角》调

查，首席财务官认为关键词之一是“更快”。他

们一直致力于更快结账，并将会继续致力于此。

部分原因在于这样做对公司有利。Astra Zeneca

财务报告总监 Andy Chard表示：“结账快了，

我们能够解放财务部门的资源，用于开展其他

重要工作。”绝大部分首席财务官甚至支持实时

报告，尽管他们仍然对商业保密性心存顾虑。

他们还关注所公布信息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毫无意愿为了削减一点审计费而降低审计

质量。

半数以上的首席财务官对综合报告的态度

是“静观其变”。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这种模

式毕竟尚在发展阶段。但相当一部分少数受访

者预计会在三年内公布综合报告。

不过问题在于：随着更多首席财务官以综

合报告的模式发布具有一定审计质量的信息，

是否所有人都会详细阅读报告内容呢？还是

说，综合报告只会作为一种参考文件，具体问

题出现时方才翻阅一下？无论答案是什么，综

合报告的大趋势和压力都是不可逆转的。

Andrew Sawers，

《财务总监》杂志前任编辑、前股票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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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女郎困境”
Pearson集团首席财务官 Robin Freestone诠释企业面临的问题：如何在过多与过
少的投资者信息中间掌握适度平衡。 

这
家企业年营业额高达 82亿美元，

业务遍及全球 70多个国家。集团

主营业务有三块，每个部分都要

面对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技术革命

推动下的难以预测的用户行为变化。集团最近

完成了一项涉及一个备受大众喜爱的品牌的复

杂交易，这既非完全的剥离，亦不是一种合并。

集团在两家证交所挂牌，需要遵守不同的法规

和要求。

欢迎来到跨国集团首席财务官的世界。具

体来说，欢迎来到 Robin Freestone的世界。他

现任教育与出版业巨头 Pearson集团首席财务

官。Pearson集团是《金融时报》的所有者。去

年 7月之前该集团还拥有企鹅出版社。上文提

到的问题对大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来说很常见。

对于有着庞大而复杂业务的大集团，向投资者

清楚地解释集团的工作、绩效、风险和战略，无

异于一项艰巨的挑战。

The Hundred Group 是由来自英国富时

100指数公司和大型私企的财务总监组成的一

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交圈和游说集团。对他

们来说，与投资者的沟通显然非常重要。

Freestone在 2012年 12月继任该组织主

席一职，任期两年。“The Hundred Group花了

很多时间与投资者对话。”他说，“通常，会计师

和投资者之间的共性要多于和监管者之间。监

管机构往往会说，投资者想要了解这样或者那

样的具体问题。但如果你问投资者，他们并非

如此。投资者往往对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都具

选择性。”

Freestone表示，大公司会非常认真地对待

投资者的信息诉求。他以财务报表中的“净债

额”为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中并

没有对此做要求。他指出：“每家公司都会计算

净债额数据，因为投资者说他们想要知道。”

然而有的时候，监管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会

建议公司在年报中写入一些企业不确定投资者

是否想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情况就会变得复

杂。“有时这些内容很容易做，合情合理；但有

时做起来并不容易，成本高昂，而且很可能只

是徒增了数据量，而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Freestone说，对于使用者，年报的现状并

不太理想，篇幅冗长。如果将以过去 30年的速

度继续扩充内容，那么到了本世纪末年报将超

过 1000页。增加的内容越多，使用者就越难从

中找到他们真正想要了解的信息。Freestone说：

“我听说有人将年报比作飞行员事无巨细地将

每一个测量仪显示的内容告诉你。但绝大部分

乘客只是想知道平安无事就好。”

报告每一个读数和笼统告知一切无事之间

必须把握平衡。不过不同的投资者可能要求不

尽相同。所有投资者都必须获得平等的对待。

Freestone认为，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者是那些

长期的、对公司很了解，而且在卖出股票之前

一定要一问究竟的人。

Freestone也认为，银行业的危机让更多人

认识到：短视无益于任何人。但他并不认为投

资者的投资方式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投

资者和管理层双方都认识到，必须要有长远的

打算。”他引用的是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

克  韦尔奇的话。后者曾说，短期管理公司很容

易，长期管理公司也很容易。但要两者兼顾可

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旦你开始经常性地达不到短期业绩目

标，作为管理团队，你的信任度就会丧失。但如

果你把公司的长期未来抛在脑后，也不会有任

何好处。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

投资者也面临自己的短期压力。他说：“他

们可能拥有养老基金，会说，如果不能提高投

资表现，就会撤走资金。”他认为，每个人都承

认关键在于长期表现。但没多久他们又会被短

期业绩压力束缚住。

Freestone指出，年报只是公司与利益相关

方沟通的途径之一。比如，Pearson集团的网站

会为短期投资者提供及时的综述和要闻通报、

音视频和幻灯片形式的分析师报告，以及对公

司各项活动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

对于想要了解 Pearson集团主要市场北美

Robin Freestone 目前担任英国 The Hundred Group of Finance 

Directors 组织主席。2004年，他加入 Pearson集团担任副首席财务

官，并自 2006年起担任集团首席财务官。此前，他曾在 Amersham

（目前隶属于通用电气）担任集团财务总监。另外他还曾在 ICI、Zeneca

以及 Henkel 英国担任高级财务职位。

Robin Freestone

的数据的投资者，公司有 150页的 SEC标准格

式 20-F年报。这份干巴巴的文件中用大量篇幅

介绍了风险。

年报和财务报告中也有相似信息，但呈现

形式更加贴近使用者。188页的报告中包括

图片、图表，还有 Freestone、新任首席执行官

John Fallon以及董事会主席 Glen Moreno的视

频链接地址。

准备和维护所有这些信息是一项庞杂而繁

重的工作。从公司角度来看，发布标准还总是

在不断改变。Freestone一口气列举出多个报

告领域的最新进展。这些发展让 The Hundred 

Group的首席财务官颇为费神：英国出台了最

新的年报规定；根据 IFRS的要求对租赁和收入

确认标准的变化；加大纳税信息的披露力度；对

叙述性报告的强调。

Freestone表示，企业更广泛的责任越来越

成为企业关注的重要领域。特别是鉴于金融危

机和避税问题助长了人们对企业的不满情绪。

他认为，综合报告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

“质询你这个企业究竟贡献了一些什么是很基

本的问题。当前时期，你必须要做得更多，而不

仅仅是忙着挣钱。你必须有更广泛的议程，做

一些善事。那些最成功的公司已经开始思考这

类问题了。”

Chris Quick，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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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投资者参与 投资就像打网球
ACCA认为投资者越来越希望能够参与长期发展，并指出了可能加快这一进程的
潜在变化。

Meir Statman教授认为，在证券市场获胜的难度不亚于在网球比赛中战胜纳达尔
（Rafa Nadal）。

我
们都应该知道：投资者不是同一

类群体，他们不一定对会计问题

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只对短期

财务信息感兴趣。

但仍然坚持这些断言会掩盖一些潜在的变

化。如果我们向投资者提出一些设想，并阐述

设想背后的潜在利益，那么很多投资者是愿意

参与进来的。2012年，ACCA和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 (Grant Thornton) 在一份题为《将投资者置

于财会体系核心》(Putting investors at the hear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

一观点。而投资者顾问小组数量的日益增长则

证明这一观点现已成功变为现实。

有一些显著变化正在影响着投资者和公

司，对此，会计行业已经做出回应。

如今针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讨论越来越多
许多市场参与者都对建立负责任的资本市

场做出贡献。他们不仅包括审计师和专业团体，

还包括监管机构、股票市场、投资者和基金经

理、评级机构以及分析师。这一观点就是马来

西亚审计监督委员会明确提出的。其要点是，

单个参与者的独个行动可能不会提升整个金融

体系的表现，但共同行动则大不相同。这一观

点必然要求与投资者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投资者也是管理者
金融危机揭示了资本市场也离不开负责任

经营的方向发展。投资者也需要将企业社会责

任融入其自身的商业模式中，他们能对公司产

生重要影响，促使公司选择良好的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实践并将重点放在创造长期价值

上。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的管理法规为良好实

践提供了一个示范框架。一些投资者和证券交

易所也在发挥着真正的领导作用。英杰华投资

集团 (Aviva) 的投资者领导的企业可持续报告

联盟正尝试将报告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一

些证券交易所对“里约 +20”地球峰会成果文

件第 47段的内容的回应都是一些好的例子。

公司的社会目标与商业考虑并存
环境法律组织 Frank Bold提出，这可以理

解为“将社会重新纳入企业目标”。企业开展活

动不能脱离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尤其是

考虑到消费者通过社交网络作出反应的速度）。

社会资本对公司及其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

说明公司决定
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希望了

解公司的各项决定和结果，还希望了解其背后

的原因、作出的假设、进展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这就比以往更加需要展现公司的道德责任，阐

明风险偏好，并说明决策制定的过程及依据。

同时也会越来越需要进行鉴证。

优质报告需要良好的治理
在确认信息需求的过程中，投资者的意见

越来越受到重视。询问消费者只有好处没有坏

处。但我们同时也在努力通过优良的公司治理

和管理实践提高报告的质量，从而增强市场信

心。

这些变化都有可能重新定义我们从事会计

工作的方法。但是，在吸引投资者参与这一过

程时，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证明监管和会

计上的变化会改善长期业绩。如果真的希望投

资者参与长期发展，我们还需要更好地向投资

者说明这些改变带来的好处，让他们看到可以

获得的利益。

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来证明监管和会计上的变化会改善长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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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年前，我出席过一场晚宴，同行的

来宾中有位工程师。得知我是金

融学教授后，他问我怎样能买到

日元。“为什么要买日元呢？”我

问。“因为日元肯定会升值，赶超美元。”他一边

回答着，一边继续列举美国预算赤字、贸易赤

字及其他令日元优于美元的其他证据。

我赶紧颇有礼貌地告诉这位来宾，虽然他

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并不明智。我说：“买

卖日元、美国股票、法国债券以及其他投资，

并不像对着练习墙打网球。面向墙壁的话，你

可以看到球撞击墙壁的样子，调整自己站到合

适的位置，在球弹起时予以回击。投资更像与

素未谋面的对手进行网球比赛。你的身手会比

对手更加敏捷吗？对手会不会虚晃一枪，声东

击西？”

“想象一下，”我对来宾说，“你站在网前一

方，认为日元会升值。你的对手站在另一方，认

为它会贬值。你们之间肯定会有一个人的反应

速度略逊一筹。你有没有想过，抛售日元的可

能是高盛集团、巴克莱集团、东京三菱日联银

行或者在东京和纽约两地设有办事机构的其他

投资巨头，他们对日美两国经济的了解程度，

是只凭每天早晨的《华尔街日报》收集信息的

你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投资与打网球反映的不仅仅是错误

的想法。这位来宾固然是想通过日元交易赚钱，

但除此之外，他还想体验日元升值带来胜利的

满足感。他希望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而不

是旁观者。他想加入投资者之列，与人一道观

察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并分享自己的经历。

我们都是聪明人，不是没有理性，也没有

精神错乱。我们既会“聪明一时”，也会“一时

糊涂”。我们绞尽脑汁做得更聪明一些，减少糊

涂行为。但是，由于人的大脑不是计算机，我们

希望获得的某些回报是计算机所无法理解的。

我们固然希望自己的投资获利丰厚，但我

们希望得到的并非仅限于此。我们希望得到财

富，也希望消除对贫穷的恐惧。我们希望跑贏

市场。我们希望享受投资获利的骄傲感受，同

时又想避免亏损带来的遗憾。我们希望体验对

冲基金带给我们的地位和荣耀，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基金带来的热血沸腾与浩然正气，以及在

本土投资时油然而生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从

金融顾问、杂志和互联网获得金玉良言。我们

希望免受政府监管，同时又希望受到监管者保

护。我们希望在撒手人寰之际给孩子留下一笔

遗产，但我们又不想有任何留给征税人。我们

的欲望和行为促使我们或者一哄而上，或者各

行其是，时而让泡沫膨胀，时而使之破裂，最终

导致金融市场涨跌互现。

实际效益、表现回报和情感回报
工作带来的回报有着诸多表现形式，我们

需要多方权衡利弊。一位既想赚钱又热衷于公

益辩护的律师既可以选择公益辩护的工作，薪

水微薄但充满激情，也可以选择一份公司法方

面的工作，赚钱虽多但平淡乏味。正如工作一

样，投资的回报也远远超越了金钱。无论你是

交易者、黄金衍生品投资者还是对冲基金爱好

者，投资都表现了你的一部分身份认同。对于

很多人而言，投资就是一场游戏，与网球别无

二致。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甚至可能压根儿

没有意识到，但我们对花钱参与投资游戏乐此

不疲。我们把钱花在交易佣金、共同基金管理

费、和那些承诺为我们预测市场趋势的软件上。

投资就是赚钱之后怎么花钱，这给我们带来什

么感受。投资就是退休后的安全感，致富的愿

景，养儿育女的快乐和骄傲，以及为子孙的教

育付款。

记住：每次交易中都有一个傻瓜 — 
你确定不是你吗？

希望和责任
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我们希望利用投资

支持自己的退休生活，后代，或喜欢的慈善机

构。但是，我们对有些投资回报的欲望是难以

启齿的，比如社会地位。我们希望谈论自己投

资的对冲基金，因为对冲基金只是有钱人的投

资，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殊不知大声疾呼自己

的社会地位无异于 Gucci手袋上炫目的过大

品牌标志，随之而来的不是地位认同，而是尴

尬。

人们也很难承认自己的欲望，因为它们往

往与“责任”相悖。你可能想要一辆红色跑车，

但却知道自己其实应该买一辆二手轿车。投资

建议中写满了责任：多省钱，少花钱，投资多样

化，买入并持有。欲望是内在的，而责任却是理

性的。欲望强调了投资的表现回报和情感回报，

而责任强调的却是它的实际效益。欲望通常驱

使我们做出愚蠢的投资选择，而在责任的引导

下，我们做出的选择大部分是明智的。

个人和社会
作为个人，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我

最希望从投资中获得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

如何得到想要的东西？你也可能想问同样的问

题。你想要足够的钱来确保安乐的退休生活、

帮助你的孩子，或是捐助曾经就读的大学吗？

你是否喜欢打理你的共同基金，正如其他人喜

欢摆弄老式汽车？你是否想要通过对冲基金

体现身份，正如其他人喜欢用豪华轿车彰显身

份？正如权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投资中也

很常见。如果适度追求，大多数欲望都是合理

的。大量投资交易更有可能让你的资产缩水，

而非增多，而少量交易却可能给你平添几分快

乐，并且不影响退休后的舒适生活。然而以退

休后的舒适生活为代价来投资，妄想回报会高

于风险实在是愚不可及。记住：每次交易中都

有一个傻瓜 — 你确定不是你吗？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问自己的问题是，

政府法规应该偏向自由主义，让我们按自己的

意愿投资，还是应该偏向保护主义，限制选择

以保护我们免受自己及他人造成的伤害 ?政府

是否应该保护购房者，不让他们因为文件太厚

以及拥有自己房屋的吸引力太大，而在认知错

误和情绪因素的作用下没有阅读按揭贷款文件

就签字？政府是否也应该保护我们在那些愚蠢

而感情用事购买房屋的邻居拖欠贷款时不会受

到不良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法规也发生变化，

这反映出我们在不断努力，试图在自由主义者

和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拉锯战中寻得恰当平衡。

拉锯战仍在继续，因为我们无法找到完美

的平衡。政府既提供社会保障又发行彩票，反

映出两者之间的勉强平衡。社会保障是家长式

的保护主义，让我们在年轻时多储蓄，从而确

保年迈时免受贫穷困扰。彩票则是自由主义，

让成年人享有自由，为一圆发财梦而随心所欲

地花钱。

投资关乎生活，超越了金钱。我们应当享

受投资的所有回报 — 功利回报、表现回报和

情绪回报。我们自己能够享受这些回报，容许

自己享受一些奢侈之事，我们也可以与家人、

朋友、邻居甚至遥远大洲的人们一同分享。然

而，最终我们是无法把投资留在身边的。

Meir Statman是圣塔克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格伦  柯

利梅克金融学教授（Glenn Klimek professor of finance），著有《为什么

你炒股赚不到钱》（What Investors Really Want）一书。他试图通过研

究行为金融学来了解投资者和管理者是如何做出财务决定的，以及这

些决定怎样在金融市场中反映出来。

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投资者的愿望、认知错误和情感，财务咨询师

如何帮助投资者，投资者如何构建资产组合，风险和后悔的性质，股

票收益的决定因素，以及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者的成功程度。

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多份学术和专业期刊上，并获得多个奖

项。Investment Advisor 杂志评选他为 25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Statman教授作为贵宾出席了 2013年 10月 ACCA和 CFA 捷克分会

在布拉格联合举办的活动。

Meir Sta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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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在在受益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博士从中国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会计执
业标准本地化的益处。

专
业会计师执业标准（包括会计、审

计和职业道德）的趋同是一项重

大行动，它将推动全球经济的发

展，增强不同区域财务报告的可

比性，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保障国际经济

金融安全。中国一直倡导国际标准的趋同，我

们的不断努力已促进了中国会计行业的飞速发

展。

人们聚集在北京商务

中心区。

陈毓圭博士，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财政部注

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

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中国财政学会、中国

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理

事会理事。

但实现国际标准趋同的过程也面临着本地

化方面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中国会计执业标准的国际化
中国会计执业标准国际化经历了借鉴、接

轨、趋同三个阶段，实现了改革探索、稳步推

进、实现质变三次飞跃。标准国际趋同为中国

会计行业带来了显著变革。过去几年为实现标

准国际趋同所做的不懈努力让我们受益匪浅，

也让我们总结了许多体会。

一是保持会计改革与经济改革发展的互

动。将会计改革与经济改革统一起来是有好处

的，也是有必要的。经济发展和会计行业密不

可分：一方面，会计改革应当支持并服务于经济

改革；另一方面，会计改革也推动了经济改革的

进程。

二是在国际合作中寻求会计发展的动力。

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紧跟国际会计行业的发

展趋势，充分利用国际合作。

三是创立“实质趋同”模式，建立持续趋

同机制。会计执业标准建设与国际化是推进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际经济合作的一项基础工

程，考虑到法律环境、语言习惯和市场经济发

展进程，我国采取与国际标准“实质趋同”的模

式，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制定本国会计执业标准。

这种模式既顺应了会计国际化潮流，又适应了

我国经济环境。

四是我国会计执业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机制

的建设并举。

国际会计执业标准本地化的挑战
如何将国际会计执业标准这一“舶来品”

转化为千百万会计师的自觉实践，是实现会计

和审计执业标准国际化的主要挑战。

语言差异带来的困难

国际会计执业标准是用英语写就的。对于

不以英语为母语的经济体来说，理解起来很可

能存在一些差异。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是实现国

际执业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理解和执行一致性的

一大障碍。

“形式”与“实质”的背离

世界会计职业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实质

重于形式”。但由于法律制度、历史传统及许多

其他因素的差异，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交易类

型或交易组合，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

这种差别更为显著。采用国际会计执业标准时，

必须牢牢把握住其规范目的和主要原则，找到

特定类型经济业务或特定经济业务的实质。

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华文化环境中，亲情、友情等伦理因

素对社会关系、商业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例如，

就独立性而言，intermediate family（对应概念

为主要近亲属）是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将其界定为配偶或具有经济依赖关系者。

这一界定体现了西方社会看重个体独立的文化

背景，但运用到中华文化环境时，以上界定就

显得范围狭窄了一些，因此，中国的守则对这

一定义有所扩展，没有“具有经济依赖关系”的

限定，而直接将其界定为父母、配偶和子女。

职业判断的影响

国际会计执业标准以原则为导向，同时尊

重会计师的职业判断。执业标准的实施依赖于

会计师的职业判断。但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

“条文式”法律传统，导致专业人员更习惯于对

照条文办事，而不是依靠自身的职业判断。国

际会计执业标准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

人职业判断的能力。它关系到一种思维方式，

因而在本质上就比单纯的对国际标准的翻译转

换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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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上海南京东路

步行街购物。

王华现任广东财经大

学校长、管理学博士、

会计学教授、暨南大学

会计学博士生导师、中

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兼会计教育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商业会计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会计学会和广

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顾问。

国际会计执业标准的本地化
国际会计执业标准制定机构

对于国际会计执业标准制定机构来说，应

当避免以英语国家的市场环境为唯一的参照

系，应当看到新兴经济体、经济转轨国家在使

用、理解和执行国际会计执业标准中的困难和

要求，还应当在不同地区制定新标准时关注各

地的参与度、条文的针对性以及在运用中的难

度。

国家或经济体会计执业标准制定机构

对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经济体来

说，应当高度重视国际会计执业标准的本地化

问题，应当把提高审计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

使国际会计执业标准落地生根，作为会计执业

标准国际趋同战略的根本任务，不能满足于

“条文”上的国际化。

既要重视国际会计执业标准的采用模式的

战略安排，也要重视国际会计执业标准本地化

的方法策略。

即使是直接采用国际会计执业标准的地

方，也要考虑国际会计执业标准的语言、目标、

原则为本地会计师和监管机构理解、认同的程

度，作出必要应对。

监管机构

第一，监管要以原则为导向，关注对具体

商业交易的分析，避免“就事论事”、“就条文论

条文”。

第二，在监管实践中，要尊重会计师的职

业判断，避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第三，要不断改进市场法律和监管机制，

把监管工作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

上。 

会计职业

会计师之所以成为“会计师”，在于其所具

有的职业判断能力。这既是会计师成为一个职

业的理由，同时也是会计执业标准国际化的实

践条件。为此，会计师们应当首先做到职业自

觉，认识这个职业的专家特性和职业判断的义

务，要树立对自身职业判断能力的自信，并通

过自身的不断发展提高这种能力，同时还要坚

守职业自律。

未来投资者期许怎样的财务报告？
王华教授解析了中国公司为各类投资者提供实时及相关信息的重要性。

财
务报告被称为“商业语言”。通过

这种“语言”，投资者及未来投资

者了解到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业绩和现金流情况，以及能够有

助于他们作出投资决策的其它相关信息。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混沌封

闭逐渐走向有序透明的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的

投资者也逐渐从普遍的投机心态转向了成熟和

理性状态。随着对资本市场认知程度的提高和

自身专业知识的增长，未来的投资者对财务报

告有了更高的期许。首先，他们不仅关心财务

信息，可能更关注非财务信息。他们不会满足

于传统财务报告的事后信息，而会更关注于公

司未来发展和走向的信息；其次，他们更关注公

司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公司管理风险的能力；

再其次，他们希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降到最低，而且能够为不同的投资者

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信息内容；最后，在大数据环

境下，具有较高素质的未来投资者更希望通过

公司提供的更直接、更及时的信息供其进行投

资决策的分析。

财务报告必须以投资者为核心，这是编制

报告的基本理念。未来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财务

信息的投资决策相关性特征，如何更好地满足

相关性要求成为财务报告改进的焦点所在。在

传统的财务报告供应方式与投资者获取信息渠

道多元化之间、在主要提供财务信息的报告与

投资者更多的非财务信息需求之间、在监管需

要的披露规范与投资者投资决策所需的更多规

范以外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着诸多供需矛盾。

尤其在大数据时代，公司财务报告面临着如何

与时俱进变革信息内容的强烈外部要求。

按这种趋势，财务报告会变成更加综合性

的报告。除传统的财务报告内容，事关公司发

展的信息，如公司治理结构与流程、公司未来

规划与前景、经营模式与关键绩效、外部关系

管理、内部控制体系与风险管理、社会责任与

环境政策等等，都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决策要

素。

成本与效益
毋庸置疑，要满足不同投资者对信息需求

的偏好，必然会增加公司提供信息的成本。或

简或繁，或细或粗，或专项或综合，或传统手段

或现代技术，公司必须在财务报告编制成本和

满足未来投资者的信息需要之间做出选择。

公司报告的确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我

以为，这里的成本是指编制报告所费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而效益则是通过报告信息赢得未

来投资者的关注与青睐并成长为公司忠实的股

东。不满足未来投资者的多样信息需求，不给

他们以信心，公司会失去永续动力，“成本效益

原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重要的，作为

公众公司，应建立健康的公司文化：把“诚实”、

“真实”作为第一原则。这种文化应贯穿于提供

财务报告的整个过程。

在大数据时代，公司财务报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变革信息内容的
强烈外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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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难题
已经采用综合报告的公司抱怨说投资者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Robert G Eccles教
授提出疑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国
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近期发

布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是推

行综合报告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包括投资者在内的许多个人和团

体协助制定了这一框架，公司可以利用这个框

架“为金融资本投资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

从而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和成效”。尽管金融资

本有多种形式，但综合报告的主要受众，起码

是最初始的受众，还是股权投资者。那么，投资

者对这个框架抱有怎样的兴趣呢？或者更讽刺

地说，他们有否注意到或会表示关注？

有些投资者会这么做，尤其是由于债务具

有长尾特征因而投资时限较长的大型养老基

金，因为综合报告框架的目的是在公司推行

“注重创造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的行动”。这

些养老基金是资产所有者，而通常来说，资产

所有者雇佣的资产管理人的着眼点远远低于投

资的时间跨度，这是因为资产所有者对资产管

理人的评价和计酬一般以年度为基准。卖方分

析师的期限更短，通常是一个季度。

所以，尽管我并非希望如此，但我并不认

为如今的市场会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出现令公

司自愿采用综合报告的驱动力。这就是需要改

变的地方。南非已经制定了相关规定，但由于

各种独特的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不

太可能会很快发生。例如在美国，我们很难想

难题是：被认为是综合报告主要受众的投资者却对此兴趣索然。几乎没
有证据能表明，他们会是推动公司采用综合报告的驱动力。

象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会改变 10-K年度业

绩报告制度，以符合框架的指引。由于缺乏针

对无形资产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绩效

等方面信息的标准，即使强制推行综合报告，

也有可能只是流于形式。美国可持续会计准则

委员会（SASB）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仍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

按道理，采用综合报告对公司是有益的，

那么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应该这样做。

IIRC坚称，综合报告有助于培养综合思维，从

而更好地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以达到短期、中

期和长期业绩。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市场是否

会认可这些资源配置决策所带来的价值影响？

考虑到市场的短视和对收益及收入增长等财务

绩效指标的过度关注，很多高管都对此十分怀

疑。

但是，公司有责任向投资者充分说明综合

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价值。

在面临重大兼并或收购，以及进军高风险或高

收益市场，或者开展成本高昂的研发和产品开

发活动时，公司坚信需要向投资者展示投资决

策的价值。那么同样地，在作出有助于构建智

力、人力、社会和关系资本的投资决策时，为何

不应告知投资者呢？

一直以来，我都有些高傲地认为，关于综

合报告不会有我没听说过的问题。但最近我与

一位学者进行了一次访谈，他说，他在研究中

调查的一个公司表示不支持综合报告，“因为

投资者应该自己去了解综合报告需要提供的信

息”。很显然，该公司不想说明自己的战略，因

为这样会向对手泄密。

这些年来，我听过这种观点很多不同版本

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观点愚蠢而幼稚，不值得

赘述。比较有意思的是，该公司声称，应该由投

资者自己而不是公司去弄明白综合报告中需要

提供的信息。我猜他们认为，无论是为自己投

资的资产所有者，还是受资产所有者聘用的资

产管理人，都有很大的动力从公司股价中搜寻

市场效率低下中隐藏的信息。因此，公司不必

提供综合报告，可以相信市场能通过搜寻相关

信息来判断公司的真正价值。但这些公司却又

一直抱怨它们股票的价值被低估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投资者不关

心综合报告，公司认为投资者应自己整理出综

合报告应提供的所有信息，这是否意味着 IIRC

Robert G Eccles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25年来致力于改变公司报告方式的研究和工

作，2013年 12月被授予 ACCA荣誉会员。他著有关于公司报告的专著One Report: Integrated 

Reporting for a Sustainable Strategy（与 Michael P Krzus合著），现为 IIRC指导委员会成员和

SASB主席。他还是“永续创新”（Innovating for Sustainability）社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www.facebook.com/innovatingforsustainability

前沿学者

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答案肯定是“不！”。对

于我来说，这个难题意味着，IIRC的工作不仅

仅是为了让具有长远眼光的公司和投资者更好

地做出资源配置决策。

IIRC的工作揭示了公司和投资者双方的两

面性。公司应该停止抱怨投资者缺乏兴趣，或

不再坚称投资者应该在缺少公司视角的帮助

下，自己弄明白公司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如果

公司真的具有长远眼光，并且希望吸引同样具

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那么就有责任为投资者

的决策提供充分的依据。

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在塑造公司的报告

环境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投资者应认识到，

他们的竞争优势并不取决于能找到其他投资者

没有的信息，而是在于能从更全面的报告中获

得更深入的见解。诚然，监管是有作用的，但要

发挥最大的效力，需要公司和投资者都认识到，

只有双方真心希望市场运作良好，并愿意为此

承担责任时，市场才能最好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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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披露差距
Corporate Knights副总裁 Doug Morrow说，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已开始赶上发达
国家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取得的成绩。

上
市公司的报告发布在过去 20年

中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报告的

基础依然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和现金流量表，但今天的上市公

司会用丰富的信息和数据作为这些核心文件的

补充，涉及企业的政策、战略规划、经营目标、

会计政策以及前瞻性信息等。

企业报告中所披露内容的涵盖范围不断扩

大，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包括监管要求的加强、

投资者对企业综合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

有必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近期方兴未艾的公

司可持续发展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大可定义为：提供关于一

家公司的环境、社会与治理风险、机遇以及管

理能力等方方面面信息的报告形式，是拓展企

业报告内容、提高企业报告透明度这一发展趋

势的最新创新。

可持续发展报告或许并不总是推动市场走

向，但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窗，一览企

业的战略与行为。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年收入

比、CEO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比、损失工时的

工伤率等诸如此类的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

难得的机会一睹企业管理成本的战略、激励员

1 马德里证券交易所，西班牙

2 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芬兰

3 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

4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挪威

5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南非

6 巴黎泛欧交易所，法国

7 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丹麦

8 瑞士证券交易所，瑞士

9 雅典证券交易所，希腊

10 阿姆斯特丹泛欧交易所，荷兰

可持续发展披露排名

Doug Morrow，ACCA

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

成 员。2011 年 加 入

加拿大公司 Corporate 

Knights Capital，担 任

研究事务的副总裁。

他曾主笔“全球富时

500指数公司碳披露

项目”报告；与多家机

构投资者合作，将可持

续发展指标纳入投资

决策过程。

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

所在全球证交所可持

续发展信息披露排名

中位列第五。

可持续发展报告为我们打开了
一扇奇妙的窗，一览企业的战略与行为。

工的手段以及经营效益。从前瞻的角度来看，

气候变化、资源紧缺、城市化、人口增长以及不

断攀升的油价，这些复杂的系统挑战让我们不

难想象，可持续发展报告对投资者的利用价值

只会越来越大。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Corporate Knights试

图通过我们近期发布的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

趋势：2013年全球证券交易所排名》(Trends 

in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Benchmarking the 

World’s Stock Exchanges)，分析全球上市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普遍现状。这份报告是该系

列报告的第二篇，其首篇研究报告发布于 2012

年。

量度指标分析
在 2013年 10月发布的最新研究中，我们

关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先行企业主要集中在哪

些市场。众所周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内容涵

盖广泛。为让研究有所限定，我们主要分析了

7项具体的量度指标：员工流动率、能源使用

情况、温室气体排放量、损失工时的工伤率、工

资、废物产生量以及耗水量等。通过考察在每

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披露上述指标的企

业占比，就能得到全球证交所上市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披露情况排名。

西班牙马德里证券交易所在 2013年的排

名中从 2012年的第四位升至首位。赫尔辛基、

东京、奥斯陆以及约翰内斯堡的证交所也挤进

前五。

本次研究最重大的发现在于：新兴市场的

证券交易所正在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证交所之

间的“披露差距”。这反映出可持续发展报告在

新兴市场上市公司中的迅速普及。这些国家包

括巴西、印度和南非。分析显示，在新兴市场证

交所挂牌上市的公司中，披露这 7项“首批”可

持续发展指标的公司占比正在赶超发达国家。

这种“竞相追赶”的景象背后有着各种各

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则是证交所和其

他监管机构引入的很多报告机制。比较著名的

例子包括：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决定要市场资

本化规模排名前一百位的上市机构在年报中包

含企业责任报告。我们可以将可持续发展报告

视为近期扩充企业信息披露范围的大趋势的一

种表现。未来，还会在综合报告，更具体、更标

准化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

除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一家公司对社会和

环境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报告还能够为投资者

提供更多的数据来源，在管理投资组合中深入

挖掘这些数据。

阅读《可持续发展披露趋势：2013年全球

证券交易所排名》(Trends in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Benchmarking the World’s Stock 

Exchanges)，请访问：

http://tinyurl.com/corporate-knights

Steve Waygood
英杰华投资集团 (Aviva Investors)“CSRC项目”召集人、首席投资官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在 2015年取代千禧发展目标，投资者应该对此予以重视。这套目

标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机遇，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披露，明确地向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展示企

业透明度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

“英杰华投资集团曾在 2011年的‘里约峰会’期间号召建立‘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联

盟’(CSRC)，呼吁召开一次关于综合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全球会议。联盟代表了管理着总额高达 2万

亿美元资产的投资者，也包括了 ACCA、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以及碳信息披露项目等各种组织。千禧

发展目标未能有效地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仅看重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而忽略了私营部门

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我们很高兴看到，目前关于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都建议将推广综合报告作为目标的一

部分内容，包括由英国首相卡梅隆担任主席的高层小组。”

“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认识到，良好的企业治理对实现目标十分重要，并且有利于引导私有

资金用于经济中最具可持续性、最有生产力的领域。我们不能错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带给我们的机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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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泡沫爆破
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 (Rachel Jackson)表示，化石燃料企业应着手将
其储备风险纳入会计范畴，因他们的大量储备或将最终成为搁浅资产。

目
前各界愈发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限制气候变化而实施的碳预算

政策可能会导致碳资产面临“被

搁浅”的风险，从而对未来经济稳

定性造成威胁。评估此类风险很可能会在今后

变成投资者资产配置决策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内容。

Generation Foundation的建立宗旨是支持

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在 2013年 10月发布的白

皮书《被搁浅的碳资产：为何以及如何将碳风险

纳入投资分析》(Stranded Carbon Assets: Why 

and How Carbon Risk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Investment Analysis) 中强调，投资者必须要

采取行动。白皮书警告称，若不能恰当地考虑

碳资产所固有的风险，将会引发“碳泡沫”，直

至被人为推高的碳资产估值再也难以持续。白

皮书鼓励投资者采取措施，例如让公司董事会

参与规划以便减轻和披露碳风险，以及剥离化

杰克逊 (Rachel Jackson)

是 ACCA可持续发展

项目主管，是 ACCA可

持续发展全球论坛的

专家成员，代表 ACCA

参加全球多个委员会

和工作小组。

绿色环保人士对黑色

资源亮起红灯：环保

主义者在由煤炭依

赖大国波兰主办的

“2013年世界煤炭峰

会”现场举行抗议活

动。 

石燃料密集型资产，从而减轻甚至消除碳相关

风险。

ACCA 和 Carbon Tracker 近 期 发 布 的 一

份聚焦于开采业的报告《碳规避？隐藏在资

源储备中的碳排放会计》(Carbon avoidance? 

Accounting for the emissions hidden in reserves)

中同样强调，投资者需要加强“气候素养”。报

告发现，目前公司一般不会披露关于碳风险的

重要信息，即便有很多相关的标准和监管制度

都涉及财务报表、工业储备报告、上市规则以

及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因此，必须对当前的报

告框架加以完善，要求企业提供投资者需要的

信息和评论。

对开采业公司财务报表的调查显示，在关

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的信息质量和信息

数量方面，各公司的披露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一些公司尝试采用综合报告的形式，并开始将

现在和未来的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挂

钩，然而，对于报告和对于资源储备估值的影

响却没有进一步的探究。

目前企业年报中介绍的战略在提到增长时

与排放限额并不符合，往往在考虑未来企业生

存能力时欠缺平衡。即便是那些明确表示支持

针对全球变暖采取行动的企业，也并不总能清

楚地介绍如何调整企业模式以适应能源行业的

变化。

完善碳会计势在必行
从财务报告的角度来看，资源储备会计是

一个亟待改进的重要领域。虽然化石燃料储备

通常都被计入会计帐目，但往往依据的是相关

成本而非当前价值。这种做法假设未来会重

复过去，未考虑对化石燃料产品的需求可能会

下降。

企业资产的减值测试，是根据“合理假

设”，确定一项资产的预期价值在何处存在减

值迹象。然而，对能源密集型能源的需求仍将

持续这一预期，在目前看来似乎越来越不合理。

因此，减值假设需要对多个因素作谨慎的分析，

例如关于控制气候变化的国家和国际政策、支

持环境友好型能源生产的技术趋势等。

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者可以采取措施弥补这

些漏洞。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可

以发布指引对现行准则进行解释，以便于报告

及账目编制者考虑将储备中碳的生存力信息纳

入报告。他们还可以研究如何利用公允价值会

计反映碳紧缩市场对储备价值的潜在影响。

多管齐下，共同努力
实现必要的改变并不是财务报告准则制定

者一方肩负的责任，还需要强化石油、天然气、

这种做法假设未来会重复过去，未考
虑对化石燃料产品的需求可能会下降。

矿产行业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资源储备主

要因着地域和经济可行性进行评估。其它考虑

因素，如环境考虑，或许也值得关注。不过，限

制排放对产品市场影响这一关键问题尚未明确

包含在内。股市监管方和上市企业管理机构对

碳报告的要求存有不足之处。他们可以要求在

年报和招股书中披露，储备中的潜在排放量，

以及在制定企业战略时对未来排放情况的假

设等。

温室气体报告标准也有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例如，温室气体度量标准要围绕目前储备

起来的碳存量，考虑实际的、前瞻性的问题，

以及工业活动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综合报告

的继续发展也有望加强碳风险、企业战略和企

业绩效之间的关联。企业必须主动回应投资者

对碳风险信息的需求，而不能仅满足于基本的

合规标准和报告要求，要通过了解投资者的需

求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储备和资源转化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信息，就能帮助投资者了解

未来风险。同样，根据不同的价格或需求情况

对储备水平进行的敏感性分析也有帮助。对

于企业能提供这些信息对于资本支出策略、企

业经营模式面对的风险的影响，投资者将受益

良多。

业内企业高层，特别是财会专业人士应该

与所有标准制定机构、其它主要参与方一道努

力，构建足以支撑起金融市场的报告框架。只

有协调各方之力，才能确保报告中（关于财务、

上市、行业相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满

足市场需求。我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为投

资者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在决定资产配置时正

确地评估碳风险。

阅读报告《碳规避？》（Carbon Avoidance?），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35；

阅读《被搁浅的碳资产》白皮书（Stranded 

Carbon Assets），请访问：

http://tinyurl.com/strand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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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风险

前方的路

IFAC主席沃伦  艾伦 (Warren Allen)表示，财会行业必须带头报告化石燃料储备
的碳风险。

南非率先引入综合报告的做法具有深远影响，也为全球企业铺平了道路。

“碳
泡沫”是指在化石燃料储

备中，一部分碳储备最终

可能被证实无法燃烧，从

而给化石燃料企业的年报

提出难题，并导致该企业挂牌的证券交易所难

以对其进行估值。对这些企业来说，战略挑战

不仅在于经营性排放的规模，还在于燃烧化石

燃料储备时产生的排放。财会行业需要思考：

如何利用现有的报告和披露手段，更好地认识

和反映石油储备中潜在的碳足迹。

从会计角度来看，排放与储备之间的关联

从来都不是预测现金流或资产估值时所考虑的

内容。在财务报表中更加透明地反映碳储备有

助于投资者评估他们对化石燃料和碳风险的承

担，并投资那些致力于实现低碳未来的企业。

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企业报告和披露，以

更好地反映企业所面对的气候变化的不确定

性。企业和投资者为采取必要行动，都需要获

取这方面的信息。为逐步改善当前的状况，企

业要致力于落实气候变化相关的重要信息的披

过
去三年以来，由于南非的公司治

理法规纳入的综合报告的要求，

南非企业经历了重大的思想转

变。

采用综合报告目前已成为在约翰内斯堡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必要条件。其影响是深远

的，促使企业不仅要以综合报告的形式发布信

露。为了解碳储备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企业必

须对化石燃料储备中未经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进行计算，并将其纳入会计内容。随着更多

涉及气候变化的法规的出台，以及世界能源结

构的改变，我们需要通过报告框架、会计准则

以及认证来鼓励企业如实反映自身如何适应这

些变化。

财会行业有能力、且应当发挥带头作用，

保证储备碳得到正确评估和报告。在必要情况

下，应检讨会计规则和会计做法，以提高透明

度及对资产价值的理解。方法之一是用现值报

告煤炭或石油储备。这样做有助于企业和投资

者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这方

面的披露将只能有利于公共利益。

综合报告是涉及全球财会行业的一项重大

举措。综合报告应作为会计准则的有益补充，

为企业提供一套架构，凸显相关和前瞻信息，

特别是涉及气候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息，让投

资者更容易获取和理解这些信息，并与企业战

略和经营模式挂钩。

沃伦  艾伦 (Warren 

Allen) 于 2012 年 当

选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主席。此前他

曾担任该会副主席两

年时间。他曾是安永

新西兰合伙人。

南非的矿产企业目前

正努力披露企业风险

等非财务问题，比如

2012年在Gold Fields

矿发生的罢工事件。 

James Leaton
Carbon Tracker研究总监

“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企业所拥有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超出了气候变化目标可以释放

的排放量。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能源机构《世界能源展望》的确认。”

“越来越多的监管制度、技术进步和定价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向低碳能源的转移已

经在部分市场出现，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煤炭行业就因此而走向下坡路。我们需要保证金融市场

和会计准则随时准备应对，避免今后出现突然调整。”

“投资者纷纷开始表达关注。一个由 70家机构投资者组成、管理资产超过 3万亿美元的团体

已开始和 45家存在碳资产风险的企业接触，目的是说服这些企业在多种价格和需求情况下对资产

进行压力测试。” 

“这样做有助于投资者了解这些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否能够适应低碳未来。企业披露也需要与时

俱进，反映这些新型风险，继续满足股东需求，维护有序市场。”

息，更要开展综合思维。今天的南非企业需要

披露的信息，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在将可持续发展内容纳入年报的十年之

后，南非企业又走在了实行综合报告模式的前

列，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IRC) 驻约翰内斯堡

的高级项目经理 Ian Jameson这样说。他解释

道：“南非非常适宜推行综合报告框架，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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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 IIRC主席默文  金教授 (Professor Mervyn 

King)，同时也是南非综合报告理事会的主席。

因此，南非作为一个国家在采纳综合报告方面

具有优势。”

渣打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管理总监 Karin 

Ireton说，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在南非落地生

根：“关于非财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想法已经

非常成熟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考虑将最实质

性的内容纳入综合报告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不过目前仍然存在的挑战，就是要应付法定的

财务报告要求，和需要更简洁、可读性更强的

综合报告。”

“对很多公司而言，这是一项优势。特别是

在约翰内斯堡证交所上市的企业，由于已经积

累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丰富经验，这也带动人

们对一些非财务问题的深入思考。不过我们仍

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南非，采用综合报告的企

业出奇的多。其中也包括国有电力企业 Eskom。

一直以来环保团体都批评这家公司的发电产业

不够环保。

2008年之前，南非遭受过一次严重的电力

供应危机，导致全国频繁停电。Eskom似乎将

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短期收益上，对基础

设施维护不力，也不关心增加产能。而如今，这

家公司却成为综合报告的主要引领者。

Jameson 于去年 7 月离开了 Eskom。他

解释说，2008年的电力危机也是一次机遇。

“这次事件促使公司彻底反思其战略。对于像

Eskom这样的国有企业相对于上市私企而言，

披露前瞻性信息要容易得多，特别是关系到面

对的挑战，因为涉及竞争优势的相关问题。当

时的事实是，我们有 3000亿南非兰特的赤字。

我的意思是，要是上市公司不得不向市场公布

这个消息，第二天它就会消失！”

后来，Eskom实施了新的战略，并编写相

关制度和控制手册以支持报告的发展。综合报

告监督委员会也宣告成立。Jameson说：“如今，

Eskom被公认为在报告领域的全球引领者。”

 

工人罢工事件的披露
南非企业在综合报告领域的另一个优胜者

是矿业公司 Gold Fields。这家公司曾凭借公布

的风险信息而荣获“安永综合报告杰出奖”、“普

曾被视为“软因素”、“非财务因素”的
问题，实际上却是实打实的财务问题。

华永道建立公众信任奖”。公司的企业事务经理

Sven Lunsche的一番话还被 IIRC的试点项目

年鉴所收录。他介绍说，由于近几年的文化转

变，矿业公司在社会和环境绩效方面都有压力。

Gold Fields公司一半的风险都与非财务问题有

关，包括工人罢工，而公司的目标则是以更加

透明、严肃的态度报告类似事件。

目前，很多事实都体现出管理层的综合思

维转变。“矿区管理者对于社会和环境问题，必

须要像对财务问题那样负责。”Lunsche说道。

“我们通过综合管理的方式经营矿区，公司的季

度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综合报告主要基于我

们的实践经验，能够反映公司的管理情况。”

 Gold Fields、Anglo Platinum等矿业公司

的经历表明，非财务因素对企业的前途至关重

要。本地机构投资者如今逐渐意识到，曾被视

为“软因素”、“非财务因素”的问题，实际上却

是实打实的财务问题。环境问题，如矿区排放

的酸性污水（在废弃井筒中积存的有毒废水可

能会发生泄漏，溢进敏感的河流集水处），可以

造成损失动辄高达 300亿南非兰特。这可绝对

不是一个软因素。

Jameson说，投资者组织在过去几年一直

积极参与综合报告的相关工作。“投资者中间有

很多声音，都提到了综合报告相同的理念，比

如要提供更便捷、更相关、更有利于投资者决

策的信息。投资者业界乐于见到综合报告。他

们确实看到了综合报告的增值作用。”

在 IIRC年鉴中，其中一个对报告，包括

IIRC试点项目的综合报告，作评价的投资者，

是南非政府雇员养老金机构，他们也认同其他

投资机构的观点，认为综合报告提供了“一个

更全面的角度反映绩效，更好地看清风险、战

略、商业模式、经营环境以及治理情况”。他们

还赞成综合报告提供了具体的基础以对企业绩

效进行诠释和分析。

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 (Rachel 

Jackson)在谈到综合报告时说，南非“为其他所

有人铺平了道路。南非是第一个强制引入综合

报告制度的国家。它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走在了其它所有国家的前面。南非利用 King III

规则为国际综合报告规则奠定了基础”。不过，

南非在综合报告领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南

非 IIRC工作委员会成员、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

Ben Marx FCCA认为，新的综合报告框架有助

于改进工作：“新框架提供了综合报告的内容指

引和参照标准。在我看来，新框架对报告内容

的引导还有助于实现报告的标准化。”

南非的机构投资者同样期待综合报告能够

更加完善。他们建议综合报告应该更为简洁、

减少复杂和混乱。其它建议包括：机构投资者

Eskom 正 在 为 增 加

发电量修建新的发电

站。

应该进一步参与综合报告的内容；提高利益相

关方参与率；董事会进一步参与报告的制作；以

及更关注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责任，而不能仅仅

关注股东。至于综合报告是否改变了南非上市

企业的行为，或是否改变了投资者和利益相关

方的行为，Marx说道：“我个人认为没有，目前

还没有。但我希望将来会有所改变。”南非特许

会计师协会综合报告项目总监、IIRC技术工作

组成员 Leigh Roberts对此则要乐观一些。

“我们能肯定地说，三年之内综合报告将更

为完善。这都要感谢 King III明智地将综合报告

的责任交由董事会承担。”她表示，很多企业都

在谈论内部报告体系有所拓宽，纳入了可持续

发展的实质性问题；有战略意义的关键绩效指

标被计入员工计分评价和薪酬制度；企业正在

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战略项目，董事会的会议内

容中也包括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非财务信息。

而对投资者最大的好处，就是综合报告让

他们对所投资的企业的未来更有把握。很多投

资者都相信，强制推行综合报告制度极大地提

升了南非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信誉。综合报告

能否提振南非的经济，则只有等待时间的证明。 

Nicki Güle ，南非City Press 助理编辑

Karin Ireton
渣打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管理总监  

“关注 King III规则的企业已经开始对社会道德委员会、综合风险委员会，以及控制社会和环境

风险整理头绪。综合报告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前瞻性内容对很多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因为企业对于陈述过去已经是轻车熟路，但却不能从

容地预测前景，高调地说出他们对 2015年的期望，以及计划如何控制可能的风险。”

“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事情发生的很快，监管上出现很多变化。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思，既

要警惕风险，又要抓住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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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上的珠宝
Crown Estate是综合报告的先行者，其财务总监 John Lelliott对综
合报告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C rown Estate是一家历史悠久、放眼

未来的英国企业。1760年，乔治三

世国王将王室土地移交英国财政部，

用以换取每年固定的一笔费用，即后

来为人所熟知的王室年俸。

快进 250年，Crown Estate是一家商业运

作的房地产企业，旗下拥有多样化的地产，总

市值达 81亿英镑，涵盖城市及农村地区，约占

英国海岸线的一半，且延伸至几乎所有的周围

海域。旗下资产包括伦敦的摄政街、15座绿化

购物中心、温莎大公园、三个游船码头、无数港

口和 17000个停泊位。

据传 Crown Estate还拥有数家皇家宫殿，

这是误传，并没有这回事，该集团并没有君王

势力介入。Crown Estate属于国有资产，其利润

收入归英国财政部所有（去年利润达 2.53亿英

镑）。

Crown Estate有着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并对

管理如此大量且宝贵的公共资产负有责任，那

么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核心理念就不足为奇

了。

Crown Estate财务总监 John Lelliott FCCA

表示，他们所要做的远远不止于关注社会经济

和环境影响这么简单。他一口气举出了好几个

例子，如确保佃农制定土地管理计划；避免土

地荒废并对土地适应能力予以保护；评估恶劣

天气的影响；支持海洋风能和潮汐能的开发等

等。

Lelliott表示：“如果你不培育和投资土地

及房屋建筑，就会损害土地可以创造的长期价

值和潜在租赁收入。”他接着补充道，最基本的

底线就是我们需要将这些地产以更好的状态交

给下一代。

Crown Estate因此成为了可再生能源开发

和可持续发展土地及房屋建筑管理的先锋。此

外，它还是公司报告领域的先行者，是最早采

用综合报告的机构之一，其出版的 2012/13年

综合报告斩获了多个奖项。

Lelliott表示，2012年 1月，新任首席执行

官 Alison Nimmo发起重新审视集团战略方向

和可持续发展作用的活动之后，采用综合报告

这一举措就显得水到渠成了。在可持续发展报

告前沿工作多年的 Lelliott对这一举措表示热烈

欢迎。作为威尔士亲王可持续发展会计项目和

Crown Estate的资深成员，当时 Lelliott已经是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试点项目中的一员

了。

Lelliott表示，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让他

们毅然决定采取行动。“对照 IIRC的宗旨和我

们的宗旨，二者之间有很多趋同之处。综合报

告框架希望你阐明的关键一点就是企业如何创

造价值以及其业务模式如何。综合报告是介绍

企业业务模式的绝佳方法。”

向利益相关者进行说明
Lelliott强调，Crown Estate的运营极其商

业化，且以英国地产领军企业作为参照标准。

但是，他补充道：“和上市公司不同，它们拥有

的是股东和分析师，而我们拥有大量利益相关

者，都需要我们向其说明我们的运营模式、创

造价值的方法以及我们的战略。”

因此，Crown Estate启动了一项三年计划，

旨在实施报告整合。引入综合报告的概念之后，

“编制综合报告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介绍我们公司的极好
方法。”

Lelliott写道：“我们第一份综合报告促进了以

一种简明的方式解释我们的业务，并且开始对

我们企业赖以生存的各种资源和关系之间的关

联进行说明。”

综合报告还突出强调了企业在更广范围内

的贡献，指出其间接提供了 94000个工作岗

位，且每位员工为英国经济增加了 70.9万英镑

的价值。

第一年，Lelliott和同事着重于企业和对企

业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他们列出了 14个问题，

范围从吸引商业伙伴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到政

府政策和创造便利设施的价值。他表示，综合

报告迫使会计师拥有了传统报告远远无法做到

的前瞻性。展望未来，Crown Estate将更多地关

注综合报告框架中列明的六大资本：金融资本、

制造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自然资本和社

会资本。

“连通性”
他解释道：“综合报告不是简单地将常规报

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合并。事实远非如此。

综合报告的妙处在于所有元素的连通性。通过

创建商业计划并解决重要的问题，并将其与风

险和治理相联系，综合报告已成为了我们进行

商业规划的框架。”

Lelliott表示，合并报告很大程度上需要团

队合作，涉及大量的辛苦工作和尽心奉献。但

他认为，在编制综合报告的过程中，团队成员

会逐渐了解综合报告的好处。那么，其他企业

会跟上 Crown Estate的脚步吗？ Lelliott表示：

“有一些富时 100指数的竞争对手已经在询问

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原则是展示你

的企业如何创造价值并阐明影响企业的问题。

因此，综合报告对于所有组织 — 无论是上市

John Lelliott FCCA 是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

论坛的成员之一，于

1985 年 加 入 Crown 

Estate，并于 2001年

晋升为财务总监。他

还是可持续发展会计

项目首席财务官领导

网 络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 

CFO Leadership Network)

的成员之一。图中他

所在的办公室已经在

Crown Estate 最近完

成的可持续发展象限

3的伦敦开发计划中

租给了 Twitter。

公司还是私营企业 — 的意义与其对于我们的

意义同样重大。”

“有些行业更加容易接受综合报告，而其他

行业则不然，但总体而言，越来越多的人都看

到了综合报告的好处，而且投资者也开始改变

主意，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Lelliott补充：“来自高层的支持是综合报

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财务总监不仅

要参与其中，而且应该作为综合报告的倡导

者。”

“Crown Estate因为其综合报告赢得了赞

誉，在令人瞩目的‘普华永道建立公共信任大

奖’（PwC Building Public Trust Awards）中获

取了两项大奖。对于获奖，Lelliott总结道：“编

制综合报告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介绍

我们公司的一个极好方法。”

Chris Quick，编辑

阅读 Crown Estate 2013年综合报告，

请访问：www.thecrownestat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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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伙伴
IIA主席兼 CEO理查德  钱伯斯 (Richard Chambers)认为，遇到道德困境时，财务
领导者可以向内部审计师寻求帮助和支持。

在
世纪之交以及十年后共发生了两

次全球经济危机，其部分原因是

无数的职业道德违规，包括无尽

的贪婪和腐败、缺乏透明度、利益

冲突以及尽职调查的缺陷。因此，企业道德的

举措将焦点从传统的遵行规章制度的活动转向

创造经济价值的行为上。

实践经验表明，建立在坚实道德基础上的

企业比业务发展中严重缺失道德规范的企业表

现要好。Stephen Henn在其2009年所著的《商

业伦理：案例研究方法》（Business Ethics: A 

Case Study Approach）中指出，合乎道德规范

的商业活动带来的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包括：

减轻监管负担；改善财务业绩；塑造良好形象；

提高品牌知名度、消费者满意度和忠诚度；提高

员工生产率和满意度、扩大资金获取途径。

财会专业人士在自身职责要求和所见他人

做法之间面临道德困境，并且充分意识到职业

道德的重要性。实际上，ACCA已经认识到专业

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性，理解并依照内部审

计师的要求做事的同时就是认可了职业道德的

核心重要性。在道德体系的延续中，我们正在

转变我们的角色定位，从传统的公司裁判（指

出违规、提出警告、做出处罚）变成企业良心的

一部分。有职业道德的内部审计主管诚实、勇

敢、有责任心、有同情心、值得信赖、受人尊

重、积极主动。内部审计师在维护企业良心，帮

助首席财务官和其他财务高管成功应对道德困

境的过程中，享有独特地位。优秀的内部审计

师除了具有在企业内体现独立性的好处，还遵

从财会专业人士通用的原则、运用一针见血的

会谈和调查方法、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并

能够成功评估改进计划的可行性。

通用原则
在职业道德方面，内部审计师与其他财会

专业人士有着相同的原则和类似的观点。通过

他们所属的专业团体，他们有道德准则以推行

提倡正直、客观、专业能力、保密性和合规行

为。两者都强调在不受其他人影响的情况下，

做出公平判断的重要性。两者还强调必须遵守

法律，根据法律和专业要求进行披露，避免牵

涉有损专业名誉、违反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 需要高水平调查技巧、商业头脑和追根究底的能力。

基本原则的行为，确保恰当企业职业道德框架

的实施，即企业财会专业人士必备的 10项关键

能力之一。在 ACCA进行的“2013年财会全才”

调查中，首席财务官将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排

在新近获得专业资格的财会专业人士最重要的

能力的第二位。

随着全球经济恢复，财会专业人士可能面

临个人和公司业绩方面日益增长的压力和挑

战，而其中很多挑战会涉及道德困境。

会谈、调查和洞见
运用公司操守准则通常可以区分对错，但

是处理最具挑战性的道德困境和灰色地带却要

求高超的会谈技巧和调查手法、商业头脑和追

根究底的能力。内部审计师基于对数据和业务

流程的分析和评估提出观点和建议，是提高公

司效率和效益的催化剂，他们可以为财会专业

人士提供关键支持，助其找出符合职业道德的

最佳办法来解决问题。

行动计划
在某些情况下，掌握的信息和得到的结论

能够很清晰地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在较为

复杂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制定正规的行动计划，

计划中要考虑到对员工、股东、董事会、监管

者、金融市场、社区和社会等各类利益相关群

体的利益冲突的影响。此外，根据内部审计师

的会谈、调查和结论，其他治理职能，如合规审

查、职业道德和风险管理，也会有助于制定行

动计划。

最后，由于具备独特的能力评估行动计划

是否充分地考虑了道德困境发生的原因、条件

和补救措施，内部审计师的职能、经验、独立性

和客观性有助于推动道德领导力发展。财务高

管和首席审计师能够并且应该共同合作，成为

公司的道德先锋。

了解《ACCA财会全才 2013》，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complete

理 查 德  钱 伯 斯

(Richard Chambers)

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

会（IIA）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目前供职于

全美反舞弊性财务

报告委员会发起组

织 (COSO) 董事会和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I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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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复苏
Adrian Berendt称，公司治理准则并不总是适用于每个公司，亟需
找到新的方法。

医
生走出手术室，宣布手术圆满成

功：“唔，病人已经死亡。”看了许

多大公司的年报，我发现他们都

完全遵守公司治理准则，但有些

却因财务或其它问题被压垮。他们都忽视了公

司治理的核心：创造长期价值。

1992年英国推出卡德伯利报告 (Cadbury 

Report)，现代公司治理便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开

始启动。后来经过诸多“改进”，现在大多数国

家的报告变得几乎毫无用处，根本无法适应需

求。要找到良好的治理方法，对董事会成员和

其他“内部人员”来说困难重重，对外部人员来

说更是难上加难。下列各例只是全球普遍问题

的症状。解决方案目前仍少之又少，不过我们

对 King III规则充满期待。

不够合作
2013年 11月，在英国议会财政部特别委

员会的质询下，合作银行（Co-operative Bank）

前主席 Paul Flowers表示对银行的利润、资产

负债表的规模及贷款数额等重要资产均不知

情。当被问及是否知道银行大概有多少借款和

预付款时，他回答称：“不知道，因为这些不是

我作为董事会主席可以掌握的细节。这些细节

会提交给委员会，尤其是审计、风险和披露委

员会。”

Adrian Berendt FCCA

是 ACCA 治理、风险

与绩效全球论坛主

席，LCH Clearnet 前

执行总监。作为 ACCA

金融服务网络工作

组的成员，他一直积

极投身于 ACCA与信

贷紧缩有关的倡议行

动。

我不清楚他是如何在不了解这些信息的情

况下对董事会进行战略性领导的，不过我更担

心的是这家公司本身。合作银行 2012年的年

报中称：“合作银行的董事会力求达到公司治理

的最高标准，并认识到良好的治理可以帮助企

业更好地实施战略⋯⋯董事会认为，良好的治

理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不单只是重视董事

会，应跨越整个业务。”

当看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听到这家银行

在 2013年遭受近乎致命的财务损失和名誉损

害的消息，我很好奇它要如何自圆其说。答案

很简单：就像其他许多公司一样，合作银行遵守

了公司治理的条文，对其精神却没有足够重视。

公司报告中的样板式文本毫无价值。特别令人

担忧的是，合作银行竟自诩为对广大利益相关

方负责的道德典范。

如果这代表了合规，那不合规会是怎样？

让我们看看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投资物业

公司 Panther Securities 2012年的年报。这份

报告清晰简洁，而且底气十足地陈述了公司的

宗旨：“每位董事会成员都有责任确保集团战略

能够为股东带来更多价值。”一句话就完美表达

了董事会的宗旨。

该公司公开承认自己在三个方面未遵循

《英国公司治理守则》：董事长同时兼任首席执

行官；对公司董事会、委员会及个别董事没有

具体业绩评估；有两名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已超

过 9年。但报告中对此作出了明确合理的解释。

此外，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Andrew Stewart 

Perloff也清晰简洁地说明了该公司的治理模

式、降低风险的方法及其活动对当地社区的影

响。更重要的是，他不顾审计和披露的规定，说

出了下面这番话：“每年，我们为股东提供的信

息越来越多，但这些信息却变得越来越难以理

解，也加大了我们向您解释公司账目变化的难

度。”

重新开始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表明，公司治理守

则对许多公司并不适用。一家公司自诩为遵循

准则的典范，却存在重大弊病；另一家公司的董

事长对报告的价值提出质疑，却能将公司的作

为坦诚相告。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后者。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显然不是靠现行的公

司治理准则。在将出版的一份咨询文件中，我

和 ACCA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主管莫可希 (Paul 

Moxey)都认为是时候重新开始了。我们需要摒

弃生搬硬套的做法，确保每个公司找到适合自

己的治理方法。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和一

个要求：

问题是：公司的治理方法是否为所有利益

相关方带来了更多价值？

要求是：董事会必须说明其公司治理怎样

创造价值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种“应用与说明”的方法与“合规或解

释”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允许公司使用

样板式的文本，而不实际说明公司的治理方法

及其面临的风险。我们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新

的责任制框架，通过提供信息、承担责任，促进

公司制度运行。该框架适用于三个层面：董事

会与管理层之间；股东与董事会之间；最重要的

是，个人股东与掌握其投资的管理方之间。

遵守准则的报告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公司治

理的质量。解决这一挑战非常复杂，我们首先

需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司治理的目的是

否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为了创造可持续的

长期价值？如果是，那么投资者、董事会、监管

者及其他相关人员就应该就如何更好地评估公

司的治理模式是否能够确保公司创造可持续的

价值展开一场真知灼见的讨论。

ACCA就讨论内容征询读者反馈，将在 2014

年年中推出一篇以“公司治理与价值创造之

间的联系”为主题的文章。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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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投资者放心

仍需谨慎

AF Ferguson事务所的 Syed FarazAnwer解释巴基斯坦企业如何应对向投资者提供
更有价值的风险报告的挑战。

ACCA近期在华沙举行的首席财务官欧洲峰会中，有来宾提到债务和持续去
杠杆化将使经济增长继续低于 4%。

由
于风险和回报是紧

密联系的，投资者

完全有理由希望

企业提供经营风

险的一些指标。然而一般的企

业报告很少谈及风险。但在巴基

斯坦，银行业则鼓励风险报告，在尊

重商业机密的同时，向投资者提供相

关事实。

AF Ferguson 事务所负责风险

咨询和业务改进服务的合伙人 Syed 

FarazAnwer表示：“银行和监管者一

直在关注金融危机，警惕巴基斯坦可

能出现的问题。”

Anwer表示，“这使得巴基斯坦

银行成为提供风险报告方面的领跑

者。他们必须应对许多不同的利益

相关方 — 不仅要向投资者提供年

报，向董事会和董事会年度委员会

进行内部报告，还要向监管者和评级

机构提供报告。问题是提供的信息虽

详细却模糊，读者很难得出任何有意义

的结论。”

他指出，虽然机构投资者非常重视风险披

露，但是占投资者绝大多数的小投资者并未意

识到风险报告的好处。他解释道，“这使得企业

很难决定披露多少信息，以及如何披露，他们

还担心投资者将会如何看待这些信息。投资者

有时认为如果披露的风险信息增多，就意味着

面临的风险较大。”因此，有些报告包含的不过

是关于风险的泛泛而谈，这些通常是经验丰富

的投资者早已知道的内容。

Anwer认为信息应该更加简化，并且应在

信息公布前评估其对投资者的潜在影响。

为了使信息对投资者而言更具相关性，风

险报告必须实用而有针对性，这要求董事会给

予高度支持。Anwer表示：“有些信息非常敏感，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会希望企业透露它们通

常是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的。”这包括对风险模型

进行内部评估和验证的次数，审计委员会的作

用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同样，当涉及披露整体风险偏好时，有些

内容是企业不愿披露的，例如，资本管理战略。

曾
任波兰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现

任波兰花旗银行行长的 Andrzej 

Olechowski 在 2013 年 10 月 于

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首席财务官

欧洲峰会上提出警告，首席财务官不应期望恢

复危机前的增长速度。据 ACCA和 IMA（美国管

理会计师协会）联合开展的全球经济状况调查，

财会专业对经济复苏的信心正在提升。但是商

业信心的不足（尽管其恢复速度已超过了潜在

因素预示的结果），解释了多位峰会嘉宾的谨慎

态度。

Olechowski认为，有三大因素导致中期增

长速度较缓。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化的道路仍

然漫长，管理者和监管者仍未识别所有风险，

Syed FarazAnwer 是 

AF Ferguson 事 务 所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

务所巴基斯坦成员

所）的合伙人，他负

责风险咨询和业务改

进服务。

座谈嘉宾从左至右依

次为：汇丰银行（峰会

合作伙伴）的 James 

Calladine、第一太平戴

维 斯 (Cordea Savills)

的 Patrick Healy、毕马

威 波 兰 的 Krzysztof 

Radziwon、 裕 利 安

宜 (Euler  Hermes)

（峰会合作伙伴）的

Waldemar Wojtkowiak，

以及 ACCA治理、风险

与绩效全球论坛主席

Adrian Berendt。

Anwer表示：“分享你对风险偏好的定义会让人

放心很多。”

再者，对于投资者而言，具体、实际和相关

的风险应对措施比泛泛的应对措施更有价值。

Anwer表示，“就算你在报告中说，你具备所有

必要的方法、原则和公认的最佳实践，投资者

也不会关注这些，但如果你说，‘对于资本计算，

我会用这种风险工具，对于市场管理，我有那

样的风险工具，对于数据要求，我有这样的数

据库’，那么，这些信息就不再是秘密，你的竞

争者将会知道，但是投资者也将知道你在技术

上进行投资，富有远见。”

企业应该意识到它的投资者掌握的信息通

常没有竞争者多，因为两者掌握的资源和信息

渠道不一样。

“如果你的竞争者已经知道某些信息，那么

把这些信息也告知投资者，让他们对你未来的

业务运作方式感到更放心，也许是个好主意。”

Mick James，记者

尚未找到能够确保能力和诚信的方法。技术

变革不如过去迅猛，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

有所减缓。随着中等收入国家拒绝采用“华盛

顿共识”这一政策组合来谋求发展，而是选择

让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体系可能面临大

幅调整。Global Success Advisors 总裁 Nenad 

Pacek表示，因为要向董事会解释为何中东欧

的表现不如预期，首席执行官已经变得像是首

席解释官。每年 3%-4%的增长率对于这一地

区整体而言是可持续的，但只有在完成去杠杆

化，银行家重新变得野心勃勃时才能实现。他

说，他的客户也面对缓慢增长，并且由于消费

者转向价格更便宜的品牌，正在重新调整他们

的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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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危机
危机前的增长建立在前所未有的信贷泡沫

的基础上，但如今信贷增长已开始下跌，波兰

从每年增长 30%下降至 3%，而大部分中东欧

国家则出现负增长。外债在这一地区 GDP的

70%下降至接近拉丁美洲地区的 39%。私营部

门负债累累，增加了政府削减借贷的难度，但

这一地区却只有匈牙利提出要刺激经济。随着

出口、制造业以及消费者信心日益回升，Pacek

希望在危机中保持增长的波兰在 2014年能超

前中东欧地区和欧元区的平均值，实现 2.5%-

3%的增长。在危机前，即使没有足够的流动

资金来还贷或是固定资产来做担保也能获得

贷款。ACCA治理、风险与绩效全球论坛主席

Adrian Berendt FCCA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罪

魁祸首是法规表述不清、风险管理不当或恶劣

解决之道不在于制定更细致的规则，
关键是认识到治理是为了持续创造价值。

风 险 预 警：James 

Calladine是汇丰银行

在欧洲大陆的首席风

险官

上图：曾任波兰财政部

长和外交部长的波兰

花旗银行行长 Addrzej 

Olechowski概述限制

中期增长的三个因

素。

2013首席财务官欧洲峰会是 ACCA波

兰分会举办的第六届峰会。约有 140位财务

总监和经理出席了在洲际酒店的会议，他们

虽然大多来自波兰，但亦不乏来自其他国家

的嘉宾。峰会由 ACCA及汇丰银行和裕利安

宜合作举办。

数字中

的企业文化 — 简言之，即公司治理欠佳。英

国在二十年前发布了卡德伯利报告，自此以后

公司治理一直不断发展着，但结果却不尽如人

意。法规未能创建一个健康的企业文化或是高

效的董事会，绩效评估不值得信赖，董事会控

制管理层的能力被高估，处理问题只停留在表

面现象而非触及根本原因。

Berendt在峰会上提出，解决之道不在于更

细致的规则。关于银行法规的巴塞尔协议 I有

30页；巴塞尔协议 II则长达 347页，却未能抵

挡金融危机的冲击；危机后达成的巴塞尔协议

III有 616页。国家法规的篇幅同样也呈爆炸式

增长，因此当英国央行的 Andrew Haldane提出

规则需要简化时，Berendt对他表示赞赏。

Berendt认为，关键在于认识到治理是为

了持续创造价值。储户与机构投资者、机构投

资者与董事会，以及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关

系必须以报告、承担责任以及有所作为为目的 

— 即以创造价值为目的。

James Calladine是汇丰银行在欧洲大陆的

首席风险官，他在一场关于风险管理的广泛讨

论中提出要警惕对精确评估风险的追求。风险

值计算依赖历史数据，会诱使管理者把注意力

集中在计算数据上，而不是考察复杂流程然后

作出判断。

裕利安宜 (Euler Hermes)的首席财务官

Waldemar Wojtkowiak建议，要向每天处理风

险的管理者学习；不要被过去的风险蒙蔽，而要

未雨绸缪，预估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并通过

压力测试思考你的公司将如何在其中运作。

Calladine还倾向于使用逆转压力测试 — 

思考对公司来说致命的局面。但在场的听众只

有寥寥几人举手示意他们的公司正在使用此类

测试。

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首席财务官不仅要为

预算的优化、分析和报告提供财务支持，还要

帮助公司作出战略决策。首席财务官比以前更

加积极主动，对决策制定所作的贡献更多，地

位也更加稳固。由于首席执行官要从具有财务

经验的候选人中聘用，因此越来越多的首席财

务官走上了向首席执行官发展的道路。

人才之路
虽然参加峰会座谈环节的来宾关于这一道

路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所有发言人都同意，首

席执行官的角色具有某些特质，要胜任这一职

位需要特定的技能和品格。正如高档糖果制造

商 Blik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Mark Forkun所言，

首席执行官需要有“驾驭、指导和鼓舞人心的

热情”。他认为，首席执行官必须慧眼识人，培

养人才来满足他们自己以及企业的需求。

财务经理虽然不同于其他专家，但他们与

首席执行官相似，都有对企业运营的全局观。

首席执行官的表现由财务业绩来评定，因此他

们也需要看懂财务数字。然而有志成为首席执

行官的人还必须培养其他一些能力。直接参与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欧洲、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的首席财务官 Ashton Dallsingh认为，首席财务官的权力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大，他们影响公司经营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在 Dallsingh负责的区域，思科系统的销售额超过了 500亿

美元。Dallsingh在一次平台采访中向参加首席财务官峰会的代表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Dallsingh认为，如今的公司持续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增长？从何处增长？增长速度如何？如何事半功倍？以及如何

始终而非只在一两个困难季度里这么做？提供财务支持是方法之一，但首席财务官如今应不止如此，他们还必须在应对以

上问题时发挥财务领导作用。他指出首席执行官不应只擅长处理 Excel表格中的数据，还应致力于与公司内部的其他高管

和财务经理合作。既然无法改变大环境，首席财务官就应该接受挑战，从公司中培养人才，从而做到随时应变。

Dallsingh给首席财务官的三个建议：

* 思考如何进行“良性破坏”以及如何推动有效变革

* 人才、人才还是人才 — 建立一支合适的队伍是成功的一半

* 不断思考财务支持和财务领导的区别

1 应普遍认同治理是为了持续创造价值。

2 评估治理政策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如何帮助公司运作、如何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以及如何使公司对股

东负责，如何使管理层向董事会负责。

3 在企业发展和报告中，公司和投资者应采用更适用的措施来提升业绩，创造价值。

4 政策制定者和机构股东应该解决管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风险 /回报率不对称的问题。应该寻求方法确保

机构投资者对储户负责。

5 研究制定激励方法，鼓励投资者选择能为自身以及社会创造长期价值的公司。

了解如何通过治理创造价值，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risk

积极而非被动

治理、风险与绩效全球论坛提出的建议

企业经营的其他方面可以拓宽你的技能，而你

在企业中能拥有的最宝贵资产便是一个支持你

的人。

但并非任何人都能成为首席执行官，人

才咨询公司 Korn Ferry华沙总经理 Krzysztof 

Nowakowski警告道。他指出，波兰的企业管理

者通常都很有野心，但他们想要获得的职位或

许并不适合他们。“不想离开财会行业或是不

想离开波兰是否阻碍职业发展？”，一位与会者

问道。“不会。”Nowakowski回答道，“留在波

兰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相比从前的传统职责，

现在波兰的首席财务官能发挥的作用要大得

多。”

John Presland，顾问

38     第八期  第八期     39

财会前沿：企业报告  IFRS 财会前沿：企业报告  IFRS



技术的强大力量
ACCA未来研究主管蔡鹏鹏列举了将改变财会专业人士业务运作方式的十大技
术趋势。

世
界已经进入“数字达尔文主义”时

代，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很多人

甚至都无法适应。再加上网络和

宽带的普及，知识变得大众化，

权力不再被少数人握在手中，而是转移给了

很多人。

这项新的研究收集了 ACCA财会前沿学院、

分析师、管理咨询公司以及 ACCA和 IMA（美国

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的观点，旨在凸显新的

挑战和机遇，为会计师和企业提供洞见，帮助

他们做好准备，以面对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

世界。这项研究着眼于最具重塑商业格局潜力

的十大技术趋势。我们在此根据这些技术的重

要性依次列举如下。

1  移动技术
 早在自带设备办公 (BYOD)的挑战席卷众多

企业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趋势 

— BYOX，即自带任何东西办公。员工不再

只是将自己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连上公

司网络，他们已经开始选择该用哪种应用程

序进行工作 — 公司数据也将尾随其后。无

论“智能微尘”（嵌入各种常用物体中收集

和传输数据的微型芯片）还是“万物互联”

（所有工具和物体都连接在互联网上）都已

离我们不远。

2 大数据
 世界上 90%的数据是在过去两年产生的。

“大数据”指的是不断产生的规模巨大、种

类繁多的数据 — 条形码、手机信号、个

人位置记录、在线搜索、射频识别、社交数

据等。要开发这一大串结构关系、信息和数

据，人们需要具备分析和解释的技能，才能

从杂乱无章的数据堆中筛选对企业具有价

值的模式。

3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这里所说的不是 R2D2机器人，而是软件

“机器人”，它们可以自动运行复杂重复的流

程和任务，并利用存储的知识来引导用户。

会计师越来越多地依赖这种内置专门知识

来提高工作速度和效率，银行也在使用机器

人程序来自动关闭账户、取消直接扣款以及

操作其他流程。未来 5到 10年内，这种机

器人程序的应用范围会越来越广。

4 网络安全
 可供窃取的数据越来越多，能从中窃取数据

的联网设备也越来越多。在接下来的 5到

10年，随着纳米技术的使用，犯罪威胁会

越来越高。2025年以后，由生物技术培育

出来的细菌甚至将可能侵袭电子线路。除非

网络安全产业能找到探测和侦查这种新型

生物病原体的方法，否则隐私以及安全等说

法都将化为空谈。

5 教育技术
 游戏和社交工具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模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让学习变得更加引人入胜，

智能算法则使学习过程变得更加人性化并

把成果记录在案。不超过 20年，会计师或

许就不再需要花 3到 4年接受培训。未来

的会计师可能最终会变成一个“强化”人，

蔡鹏鹏现任 ACCA未

来研究主管，领导

ACCA在全球与商界和

财会行业的未来发展

方向相关的“研究与

洞察”项目。蔡女士在

经济的不同领域拥有

超过 10年的研究经

验，并曾涉足北美洲、

亚太区和欧洲，积累

了丰富多样化的工作

经验。

他们可以把所有必需的技术专长上传到大

脑芯片中，并结合人工智能利用这些专长做

出专业判断。

6  云技术
 接下来十年，云技术的第三方供应商将会接

手越来越多的业务流程，包括人力资源、运

营和销售，以及财务和会计。虽然要取代传

统会计师的职位还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但当

云技术与移动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等融合在

一起时，它们会相互促进，带来无法预料的

变化。

7  支付系统
 据分析师预测，人们会越来越依赖一种新

型的移动设备应用程序，即电子支付专家

(DPA)，这种应用在人们购物时向其推荐最

合适的支付方法。电子支付专家将鼓励人们

在购买日用品或服务时使用替代货币，如忠

诚积分和社交货币。

8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
 到 2020年，人类将可以在模拟的虚拟环境

下与数据积极互动。人们不必再一头扎进电

子表格的单元格中，智能软件代理商将配置

模拟环境，用户可以随意操控基础数据的虚

拟表现形式。

9  数码服务交付
 随着从政府部门到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等各

类实体越来越多地通过数码形式提供服务

以及用来交换的电子数据越来越多，会计师

在合规中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会随之出现脱

媒化。企业系统和监管者系统间的联系会变

得紧密，它们可以自动交换被智能软件核实

和验证过的信息。

10 社交媒体
 随着企业的社交功能改善，社交工具将在财

务领域发挥出更大作用。在理想世界，协同

软件将制定一个态势感知过程并根据具体

环境分析不同进程、参与者角色以及参与者

相互间的关系。在财务领域，协同软件将可

以自动认识到一般交换和需要严格控制的

交换的不同之处，例如区分税务部门和财务

部门的不同。

阅读报告《数字达尔文主义》，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futures

观看蔡鹏鹏探讨

ACCA关于全球财

会行业变革的 100

个驱动因素的报

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 

com/ab27

Chris Gentle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及研究主管 

“新数码技术的出现和互相融合将重塑商业格局。未来与过去不同。

方向十分明确，但细节却不甚明了。财会行业必须充分了解这些技术，以

补充自身的技术专长。”

ACCA财会前沿学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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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从？
未来学家Magnus Lindkvist认为，我们每个人对塑造未来都扮演着一个角色，而
要带来变化，创造力比竞争力的作用更大。

中国上海的外滩观光

隧道

我们通往未来的旅途

或许没有这般明亮。

Magnus Lindkvist是著

名的趋势研究专家、

未来学家和When the 

Future Begins: A Guide 

to Long-Term Thinking

一书的作者。他毕业

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

院，于 2008年与斯德

哥尔摩企业家学院一

起创办了欧洲第一个

关于趋势研究与未来

思维的学术课程。

“膜
拜撒旦会否影响房价？”

这 不 是 出 自 巨 蟒 剧 团

(Monty Python)手稿中的

一句话，而是洛杉矶时报

2013年 10月 8号头版新闻的标题。你或许会

认为在政府关门的当下，报社其实可以去报道

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膨

胀的时代，每天都要受到来自（质量良莠不齐）

新闻媒体、收件箱和社交渠道的信息轰炸，而

吸引我们注意的并不总是重要的，正如洛杉矶

时报的这条标题。信息膨胀让我们囿于当下，

只会讨论眼前发生的事，无法看见前方是什么。

我们如何（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未来，做

出更好的决定并创造一个不同的明天是一件值

得去尝试的事。

长远眼光
英国犯罪学档案的数据显示谋杀几乎在社

会上绝迹。如果你觉得这个统计结果很荒谬，

那请记住这次统计数据追溯到十五世纪，当时

谋杀是解决争端的常见方式。此后，谋杀率下

降了约 98%。

那么为什么被问到当前的状况时，人们仍

是愁眉不展呢？因为悲观是一种防御机制。事

实证明，对危险的敏感度，比乐观是一种更为

有用的生存工具。但是在这种狭隘的世界观里，

我们就无法看到从根本上预示世界发展趋势的

重要事件。世界的发展趋势到底是怎样的？

未来来自何方？
有时未来来自身边。例如，上海这个巨型

都市的建设利用了已在其他很多国家中使用过

信息膨胀让我们囿于当下，只会讨论
此时此地发生的事

我们深谋远虑的能力还不成熟，在预测未来如何时很容易会犯以下错误：

谬误：未来会变得有意义

我们试图将未来变成一篇道德寓言，其中不是好人赢就是坏人胜。现实里，我们通常无法判断道德在未来会变成怎样。

未来并不只有两种可能。

谬误：如果⋯⋯

在我们勾画出的未来里，问题 X可以通过方法 Y或工具 Z解决，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但实际却像

阿诺德  汤因比 (Arnold Toynbee)所说：“棘手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谬误：一维未来

我们看未来只与一件事物相关，比如二氧化碳或欧盟，但现实是未来将会与现在一样凌乱矛盾。

谬误：一切都在改变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暑假放松时吃着烤肉、畅饮啤酒，跟 15世纪时的人们所做的一样。

不完美的未来

的发明创新，如摩天大楼、高速列车和资本主

义。当前会计准则的全球化亦是一个例子。这

是横向变化，未来来自身边。

对于有进取精神的人而言，横向变化意味

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因为仅需要进行研发（即

偷窃和复制）就能在本地市场中落实新的想法。

但是如果将未来仅仅视作是东西方的横向重

组，就会导致一种零和心态，这种心态只会将

现有的市场分割开来。全球化常被视作一场零

和游戏，其中胜利的一方揽走所有工作，收费

低的会计师会战胜收费高的，所有的资源会都

被富裕国家掠走。

1850年以前，世界是这样的：社会循环往

复、停滞不前、人们无法取得任何进步，只能做

掠夺、征税或其他类似的事。认为未来会变得

更好、会有进步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1850年

之后，社会发生转变，变化成为一种常态。现

在，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比我们活得更久、

更好。我们希望技术能常常给我们带来新的东

西。我们还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变得有所不同。

这是纵向变化，之前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居

然变为现实。

科幻小说家 Arthur C Clarke曾说过真正先

进的技术与魔术无异。10年前心灵感应术被看

作魔术；今天我们称它做推特。如果我们想继

续生活在一个进步的世界中，就应该更多思考

 第八期     4342     第八期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变革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变革



和进行纵向变化，而不是横向重组。换言之，应

该更着重于讨论技术及其如何改变财会行业，

而不是全球化、规则的协调和合规。然而技术

破坏、打破并改变了先前通向未来的平坦笔直

的道路，使之变得迷雾重重、危险莫测。

迷雾重重的未来
我们曾认为未来会有能飞的汽车。但我们

见到的却是“江南 Style”。换言之，期望和现实

之间存在差距，如今每个行业中都存在如“江南

Style”一般的事。若干年前未能料想之事却突

然在管理议程中占据首要地位。在马德里近期

的全球税务律师大会中，主持人谈到，2013年

讨论的众多话题没有一个是在十年前提出的。

未来常常会令我们惊讶，我们所要解决的是如

何在无法预知的环境中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

在一个没有水晶球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工具就

是心态。

在生活和经商中，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竞

争或创造。竞争是指通过变得更快、更廉价或

更好来击败对手；创造是指打破现有的解决方

案，挑战现状。一家成功、具竞争力的公司倾向

于赚钱和得奖；而一家成功、有创造精神的公司

则容易树立敌人和批评者。然而如果我们想继

续生活在一个进步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循环往

复、如《权力的游戏》一般的世界中，就需要有

人进行创造，而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如何创造
大部分关于管理的学术文章研究的都是竞

争；创造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为了找出

一些如何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企业的线索，我在

斯德哥尔摩企业家学院开展了一项研究，回顾

企业如何从历史上的大变革中存活下来。我研

究的不是经济转变（盛衰循环是日常商业活动

的一部分），而是更根本的地缘政治转变（如随

着柏林墙倒塌的市场开放），科技革新（互联网

的兴起）以及存在的转变（创始人去世导致公

司失败和混乱）。

我发现只有不到 20％的公司能够在激烈变

化的时期存活下来、取得卓越成就，而这些公

司的文化有三个重要特征。

首先，这些公司都有着热爱试验的企业文

化，鼓励采用试错法。这些公司不断失败；但失

败（失败的次数很多）的代价很低。

其次，这些公司喜欢反复重试失败。现状

不是轻易就能打破的，所以新的想法常常会失

败。例如平板包装家具是 1940年由斯德哥尔

摩的北欧百货公司（Nordiska Kompaniet）发明

的。但是这个发明失败了，因为当时瑞典人没

有汽车。但十年后宜家重试了这个创意，并在

全世界取得了成功。重试失败是指把理论上很

好但是在实践上失败了的想法，在执行方式上

进行调整。

第三，在动荡时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就是

耐心。这是因为现在的市场趋于浮躁。从季度

资本主义到硅谷准则体现出的都是对速度的崇

拜。但是当要塑造人类行为和创造新的做法时，

耐心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一个必要条件。

观看Magnus 

Lindkvist的视频

“傻瓜也能懂的商

业趋势研究”，请访

问：http://tinyurl. 

com/lindkvist

未来常常会令我们惊讶。在一个没有
水晶球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心态。

未来将从何时开始？
我们不应将进步视作理所当然。新的、具

有突破性的创新常常会遭遇怀疑甚至是敌意。

维也纳的 Ignaz Semmelweis医生首次提议医生

应该洗手来防止感染扩散，遭到其他医生愤怒

的指责，他们认为经常去洗手会浪费时间和金

钱。

与此类似，我们现在也面对很多对于世界

的不切实际的看法，这些看法在短期内会造成

磨擦，浪费资源，但在长期看来会创建一个更

好的世界，例如：更多的女性领导，更多的移民

进入老龄化的欧洲和亚洲经济体，可能利用技

术解决官僚问题，会计自动化等。我们不是对

这些想法不予理睬、认为其不切实际，就是希

望未来有人能应对这些挑战。要在舒适的生活

和充满冲突的生活中做出选择时，大部分人会

选择前者。

曾有人说过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已逝的事

物，而未来学家研究的则是尚未产生的事物。

想一想你的孙辈将来会问什么问题：当需要改

变财会行业的时候，你在哪？当商业世界发生

信心和信任危机时，你在哪？对于财会行业缺

少多样性这一问题你做了什么？你如何接纳新

的工作方法，以及使用技术进行改进？希望我

们中将有许多人能回答，当未来在 2010年代

开始时 – 一个将被视作变革时代的时候，我们

在那里，在应对这些问题。

新登顶之路
传统的职业生涯路径已无法满足今天的需要。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Jamie 
Lyon）概括了未来财务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新素质，当今的首席财务官也提出了他
们的建议。

当
我们考虑未来首席财务官的角色

及其所需要的职业经验时，情况

是否变得不可预测了？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

ACCA和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进行了有

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关于现在和未来首席财务官

职业生涯路径的全球调查研究，发布了《未来

财务领袖的职业道路》调查报告。这项报告追

溯了现今财务主管的职业道路，为试图成为新

一代首席财务官的人们解答了关键问题：“我

怎么实现这一目标？”超过 750位首席财务官、

财务总监和财务高管参与了这次调查。

最重要的一点是，理想的职业经验已逐渐

有了明确的定义，它反映了当今财务主管角色

的不断变化，也反映了影响商业和财务职能的

更广泛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趋势，包括商业变

化加快、各市场增长的再平衡、财务部门足迹

的改变以及信息和数据的激增。

从财会职能部门的岗位晋升为首席财务官

的传统路线变得不太重要，新的进步之阶不断

出现。随着首席财务官的角色在其传统的财务

管理职责和帮助公司创造价值之间取得再平

衡，其需要的能力、经验和技能也将发生改变。

并不是说财务领导力规则手册需要完全改写：

我们的调查揭示的是演变而不是革命。那么，

对于有抱负的财会专业人士应具备哪些职业

经验，现今的首席财务官给出了什么智慧箴言

呢？

聚焦基本要求
未来首席财务官仍然需要有很强的财务背

景，所以他们应该以此为目标积累职业经验。

多达 95%的现任首席财务官赞成，未来的首席

财务官具备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方面的经验非

常重要。他们中近一半在其职业生涯中曾从事

过六种或更多的财务工作。财务基本要求不变，

变化的是所处的背景。

具有战略眼光
未来首席财务官为战略性成长提供支持的

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现任首席财务官认为，

战略制定和执行是未来首席财务官应该具备经

当今的“典型职业生涯”

上一个职位？

内部还是外部招聘？

是否担任新兴市场职位？

有无国际经验？

是否担任过财务外的职位？

是否换过行业？

担任过五个以上财务职位？

是否换过企业？

第一个职位？

31%财务总监

60%外部

75%否

73%无

61%否

74% 是

56%不是

80%是

42%企业 /行业

* 大部分首席财务官在审计师事务所或财会职能部门开始他们的职业

生涯，从没有担任过财会职能部门之外的职位。

* 40%的人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他们的财务职业生涯，另有 42%是

在公司中开始他们的财务职业生涯。

* 大多数人（61%）从没有担任过财务职能以外的职位。这意味着财

务主管在发展商业头脑和商业认识方面面临着持续挑战，还表明很

多必要的学习是在成为首席财务官之后，而不是在财会职业生涯之

中。

* 调查发现，现任首席财务官中，曾担任过海外职务的仅略高于四分

之一。

* 对于瞄准财务领袖职位的从业者来说，财务总监职位仍然是优先选

择目标。

验的最重要的领域。未来十年里，由于市场波

动、全球化和变革性创新，商业格局将会完全

重塑，对商业的深入理解将会被高度重视。

分析学将会十分重要
由于数据激增和信息多样性给企业决策带

来更多挑战，公司如何对数据进行回归、相关

性分析和推断，从而优化决策，对未来的财务

人员队伍来说将是另一个重大机遇。如今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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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容 (Helen Brand)
ACCA行政总裁

“财会专业人士现在需要具备更广泛的能力，这样，财会职能部门才

能在从公司风险管理到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之中，推行财务洞见，以及维

持管控水平并确保合规等各个方面表现卓越。ACCA已经指出了当今全面

的财会专业人士所需的 10大关键能力，ACCA专业资格全面地涵盖了这

些能力和行为。”

Chia Nam Toon FCCA
新加坡 ASCENDAS集团首席财务官兼副总裁

“有抱负的首席财务官要以商业为导向，要能够将企业绩效同财务绩效联系起来。应当学会用

数字说话，同时必须具备与业务经理共事时的影响能力。必须提高思维能力和清楚表达观点的能

力，这样才能脱颖而出。要不断自我提高，要拿出行动的勇气。作为领导者，说服同僚支持你的工

作，你需要有说服力和较强的影响力：这是大多数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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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的首席财务官面临着很多挑战，这些挑战在全球化、技术进

步、消费者成熟度和竞争等诸多领域只会呈增长之势。他们需要具备监

管、反思和远见等多元视角、兼具领导能力与技术能力、在企业运作中鼓

励企业发展创意。现在，首席财务官前所未有地站在价值保持和价值创

造活动的最前沿，驾驭平衡并非易事。”

谷峰
上汽集团首席财务官

“首席财务官的关注重心正在由基本的财务管理转向为公司决策提供更多支持和参与战略制

定。战略性思维，简单来说，就是立足长远。如何分配财务资源？如何看待短期内不能盈利的项

目？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席财务官必须站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战略性思考。首席财务官的角色已经

从账房先生变成了项目经理和公司领导者。”

席财务官认为，具备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将成为

财务部门为公司提升价值的当务之急。

风险管理经验
现任首席财务官认为，风险管理经验是未

来首席财务官应需要具备的第三大重要经验。

风险管理挑战被视为影响首席财务官未来职能

的第二大重要因素。

成为交易促成者
现任首席财务官认为，并购活动是第四大

重要的经验领域。除了在达成交易方面积累经

验，这类活动还能帮助拓展变革和项目管理的

技能。投资、资本市场经验以及投资者关系也

是未来大型企业的首席财务官需具备的核心财

务能力。

了解利益相关方
有志向成为首席财务官的人需要担任增加

他们与利益相关方接触的职位，他们必须努力

培养关系管理技能。但是在品牌忠诚度不高的

时代，新出现的强势利益相关方是客户。因此，

未来财会部门需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

重要技能
虽然下一代首席财务官需要具备各种技

能，一些突出的管理能力尤其需要。我们在调

查中发现的前四项能力是领导力、沟通能力、

战略和变革管理能力。

自信合规
规章制度被认为是影响未来首席财务官职

责的重要因素。在法规制度的框架下运营，未

来的财务领袖需要有很强的自信心，并擅于应

对法规和税务的要求。我们还预期综合报告会

日益兴起，财务将涉及更多方面，包括公司业

绩报告、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在更大范围内使用、

从环境或社会影响的角度对投资评估进行调

整，等等。

技术通达
未来首席财务官需要精通技术，懂得技术

解决方案如何推动财务业绩和工作流程更好地

进行。社交、移动技术和云技术的融合可能使

现实工作发生彻底变革。即插即用技术和实时

信息获取等其他发展让首席财务官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获取数据，从而获得关于公司业绩的即

时而全面的考量。

广阔的足迹
未来首席财务官需要应对成熟市场和新兴

市场的不同需求，并相应地匹配不同的策略。

他们需要擅长在全球商业环境下工作，领导成

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不同虚拟团队。跨文化、

跨市场商业和财务经验将会受到高度重视。

阅读《未来财务领袖的职业道路》报告，请

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本文所有引文摘自Accounting and Business

杂志发表的访谈文章。

里昂（Jamie Lyon FCCA）

是 ACCA企业事务主

管，主管有关首席财

务官职责和财务转型

的调查和商业洞见工

作。

观看《中国首席财

务官访谈》请访问

www. accaglobal.

com/ab19

了解 ACCA财会前

沿会议中关于未来

首席财务官职业

道路的讨论，请访

问 www.accaglobal. 

com/ab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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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 Idris
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会长

“虽然听上去是老生常谈，年轻的会计师必须尽最大努力拼搏。你的回报将取决于你对于自我

训练和技能提升进行了多大投资，也取决于你鞭策自己的力度。这意味着你必须时刻准备好抓住

机会并做到最好。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你要始终致力于建立与客户之间信任和诚信关系，与同事和

谐相处，这样你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这件事情上，相互尊重是唯一的途径。”

Paul Pomroy FCCA
麦当劳英国和北欧首席财务官

“ACCA专业资格令我获益颇多，特别是它帮助我进入零售业并且使我拥有可以使用的丰富知

识。在不断的晋升中，再回头看这些知识时，还是能够帮助我从新的角度思考。它以一种特殊方式

帮助你理解业务，这一方式能够带来竞争优势。要时刻为抓住下一个机遇做好准备，要不断提升自

我并了解业务，从而确保当机遇到来时，有你的一份。”

Liz Legge
雀巢英国和爱尔兰首席财务官

“对于有志于成为首席财务官的人来说，要想获得成功，打造强大的跨职能网络并借此更加全

面了解整个业务背景是至关重要的。会计师在识别经营风险或挑战，制定业务支持方案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因此，职业资格认证具有重要意义；但会计师也需要掌握分析技能。从自己的错误中

学习；如果出了岔子，那就确保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面对规则，要坚定如石、毫不让步，在过程

中，要灵活应变、柔如柳条。”

David Wood FCCA
加拿大作曲家、著作人及音乐发行人协会首席财务官

“财务不止是数字，要具备外交手段和决策技巧。你要从不以盈利为导向的传统思维步入创造

收入的时代，并保持在公共场合的仪表与言论与时俱进。对于正在寻求职业定位的财务高管，我建

议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这样你就能保持昂扬斗志，迎难而上。个人说来，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是

离不开果断决策等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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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时代
在最近的 ACCA全球会员代表大会上，财务领袖纷纷表示，首席财务官和他们的
团队必须做好准备跳出他们的传统角色。

企
业面对的全球市场变得越来越复

杂、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企业对

首席财务官和财会团队的要求也

逐步提高。企业需要高水平的财

会团队和首席财务官来发挥领导作用，担当管

理者和商业伙伴的多重角色。在 2013年 11月

伦敦举行的 ACCA全球会员代表大会上，来自

全球的资深财务领导者对这些主题给予了高度

关注。ACCA会长唐满庭说：“首席财务官越来

越需要参与到各项事务中去，如今首席财务官

和财会部门受到的审查十分严格。”他还表示，

全球化让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竞

争更加激烈，企业通常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许多利益相关方对

企业绩效的审查也更加严格。“如今，首席财务

官的主要职责在于为企业战略提供支持并创造

可持续性财富。”唐满庭说道。

MSC Software Corporation亚太区财务总监

Yvonne Yang FCCA赞同专业会计师必须适应业

务需要的变化。“人们仍然把会计师当作财会技

术专家，认为其主要专注于自己核心的会计和

财务职责以及财务报告，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

在这个新时代，首席财务官需要更具备前瞻性，

注意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另外，视野也要更

加开阔，关注企业外面的各种发展，了解这些

发展可能对我们产生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了

解哪些变革能为企业带来更多价值，帮助企业

创造可持续性的财富。”

左上开始顺时针方向

依次为：ACCA会长唐

满庭 (Martin Turner)，

IMA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 Jeffrey Thomson，

财务高管Teuta Bakalli

和 Yvonne Yang

拓宽视野
ACCA全球战略伙伴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

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effrey Thomson表示，

首席财务官已经从“数豆子演变为种豆子”，他

们需要更广的视野。“随着首席财务官在战略

和可持续发展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需要四

方面的视野：反思、监察、洞察和远见。”他解

释道，反思就是要“回顾历史，从中学习经验教

训”  — 比如了解过去的财务业绩。监察是“首

席财务官的传统职责，主要对财务业绩和资源

的监控，并确保企业良好的财务状况”。洞察需

要首席财务官“掌握多项技能，而我们作为专

业团体应该助其左右”。最后，远见则能够让首

席财务官发挥领导作用，通过“激发求知欲和

培养适应能力”帮助企业铸就辉煌未来。

Yang还提到，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要求，

首席财务官和他们的财会团队需要掌握更多的

技能，特别是软技能。Yang提到的技能包括专

业知识、商业知识和技术，还包括利益相关方

管理能力和较强的沟通技巧和影响力。她认为

沟通技巧和影响力特别重要，因为当晋升至高

级财会职位时，会需要与企业内的同僚和外部

利益相关方，特别是投资者进行沟通。她表示，

“他们能否就企业战略和经营来进行有效沟通

并影响对方，这一点至关重要”。

不同的环境
金融服务公司 Pepper Europe前首席财务

官 Teuta Bakalli FCCA认为有一个趋势改变了

所需的技能：共享和外包服务的发展。离岸外

包为人们的交流方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环境。

“当你和团队在不同房间，或不同地点时，你需

要掌握不同的技能来管理团队。”她说，“技术

技能总是必须的；这是最基本的，我们不能没

有。但是外包带来了新的挑战，当人们所在的

时区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时，你如何整合

你的团队。”她表示，唯有有效的交流才是应对

这种情况的“良方高招”。

对 Bakalli来说，另一重点在于鼓励财会团

队提升工作表现。她说：“你需要激发他们的能

量、激情。”她还重点提到，不仅要关注关键绩

效指标，还要关注关键风险指标：“你在脑海中

一直都要有一个三维的盒子，”她建议道，“我

们需要成为战略伙伴，帮助企业提高营业额，

“作为首席财务官，我们需要更具前瞻性，注意企业将会面临的
各类风险。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关注企业外面的各种发展，并了解
这些发展对企业的潜在影响。”Yvonne Yang

“我们要严肃对待战略、变革管理和领导力，这点非常重要。这些是
关键点，能够让你通过不同途径获得成功，并有机会成为企业的战略伙伴。” 
Teuta Bakalli

“企业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绩效的审查更加严
格。如今首席财务官的主要职责在于为企业战略提供支持并创造可持续财富。”
唐满庭

“首席财务官需要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不顾
自己的独立受托责任。因此，成为企业伙伴这件事虽然听上去容易，但做起来却
需要一定的成熟度和技能。”Jeffrey Thomson

但同时还要管理风险和盈利能力。”企业逐渐认

识到需要开发新的能力，来保证财会团队为企

业增值。“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开始更加关注

为财会专业人士提供合适的发展机会，提供辅

导、指引和实习项目，”Yang说道，“我们还看

到，企业更加明白开拓透明职业道路的重要性，

这样专业会计师就知道他们能够如何寻求职业

发展，以及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和能力。”继任规

划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正如

Yang总结道的那样：“想要获得成功，我们需

要丰富的经验，跨区域、跨文化地协调工作，为

企业增加价值。”

Sarah Perri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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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
渣打银行亚洲首席财务官 Julian Fong认为，渣打银行在中国的
强大发展缘于对人才的投资。 

渣
打银行创下了十年以来的盈利新

纪录，其成功的核心要素在于专

注欧美以外的市场。

“我们将战略重点放在非洲、

亚洲和中东地区，”渣打银行亚洲首席财务官、

全球财务主管 Julian Fong这样指出。他认为，

这样做使得渣打银行成为了“最本土化的国际

银行和最国际化的本土银行”。

渣打银行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由英格兰银

行管理。但其在英国的业务却很少。渣打 90%

左右的营收都来自经合组织国家以外的市场。

渣打在一些市场的存在时间甚至比很多本

土银行都要长。比如，渣打早在 1858年就在印

度和中国开办了第一批分行，而在马来西亚已

经营 140年左右。2003年，渣打银行启动最

新战略，利用其悠久的历史、对全球发展飞速

市场的本土知识和扎实的存在，获得了快速增

长。

Fong相信，渣打所在的市场还将保持多年

的快速增长势头，特别是东南亚一些规模较小

的新兴市场。在当地，渣打的业绩实现了创纪

录的两位数增长。

“是多样化和网络聚合为我们带来了优

势。”他说，“我们看重的不只是这些国家本身。

渣打的优势之一就是网络经营。我们的客户希

望能够走出国门，我们与他们并肩同行。”

Fong 在 1991 年离开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并加入渣打银行。当时，加拿大皇家银

行位列全球十大银行，而渣打银行连前 100都

进不去。“经过 20年的飞速发展，渣打的资产

规模几乎已经赶上了加拿大皇家银行。”Fong说

道，“我们关注的经济体GDP增速能够达到4%、

5%甚至 8%，与欧洲的负增长形成对比。”

渣打银行目前是世界第 26大银行。截至

2013年 4月，市值达到 607.6亿美元。即使

是在中国这样竞争激烈的市场，渣打的增长速

度也令人吃惊。

发展能力
新兴市场的持续增长，加上本土与国际业

务的结合，也给渣打带来了另外一项挑战：为员

工提供恰当、综合的技能训练，助力银行发展。

过去 20年中，渣打的员工人数从 20,000人增

至全球 89,000人以上。

“我的员工表现优秀，我才是成功的。我唯

一能够坚持不懈的就是培养他们的能力。”Fong

说道，“其中一部分是岗位训练。不过越来越重

要的一点是，随着监管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

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我们这样的机构必须要

培训和发展自己的人才。”

在绝大部分市场，招聘往往是本地化为主。

Fong说：“不是说我们必须要雇佣本地人，而

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实现本地化。”比如在香港，

渣打银行的业务量很大，且不断增加。银行绝

大部分职员都是香港人。

核心优势
正如 Fong所介绍的那样，渣打银行着眼于

“作为一家国际银行的核心优势，为经营跨境业

务的企业和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渣打还和中

国农业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占其 5%的股份。

“我们是一家十分专注的银行。”Fong说，

“按照本土银行的标准，我们的市场份额很小。

我们必须专注于能够给我们带来国际业务的客

户群体。我们关注的是中产阶级或者说高净值

客户。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银行的地方。”

虽然渣打银行进入中国已经有一个半世纪

之久，但过去五年的发展尤为令人侧目。2007

年，渣打是成为本地法人银行的四家国际银行

之一。

尽管这样说，在中国的盈利却来之不易。

就渣打而言，它的主要赢利点是批发银行业务

而非零售。这就需要持续不断且相对快速的投

入。不过鉴于渣打关注的是中长期盈利，也就

是至少在未来 10年之后的盈利，因此这笔投入

还是值得的。

“顺势而变”
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人才培训要求也

随之变化。“由于监管制度和行业运作方式的改

变，我们的员工越来越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新

规则和新法例。”Fong说，“我们认识到，需要

建立更加正规的培训计划。”

目前，渣打银行正在财务职能中开发六大

关键领域的人才培养课程：对外报告、资产负

债表管理、税务管理、风险与控制、监管合规以

及绩效管理。ACCA将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2013年 1月，渣打银行凭借对员工取得专

业资格认证的大力支持，被评为“ACCA认可雇

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目前，渣打计划

更进一步地推进这项工作。

Fong确认了这一消息：“我们正在进一步

努力。未来我们招聘的新员工必须持有入门的

资质证明，ACCA专业资格就是其中一种。”银

行还希望与在职员工一起努力，为他们取得

ACCA专业资格而提供费用和其他支持。

这些培训逐步形成了渣打银行上下的一种

哲学：设计更多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员工做

好岗位，从而助力公司成长。“归根结底，”Fong

说，“人才将是最重要的资源。”

 

Alfred Romann，记者

2010年，Julian Fong成为渣打银行亚洲首席财务官、全球财务主

管。渣打各大区域分支机构的首席财务官均向他汇报。

Fong1974年毕业于英国拉夫堡大学化工学专业后，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攻读并取得财会方向MBA学位。

1980年，他加入位于多伦多的加拿大皇家银行担任企业分析师，

专门从事财务系统分析。随后他在 1991年转投渣打银行担任财务部

的企业信息部经理，最初的工作地点是新加坡。

Julian F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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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存工具
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生存的保障。东软集团首席财务官张晓鸥为我们带来详细
解读。

1
991年在中国东北部的工业城市沈

阳，三名大学生带着企业家梦想走出

校园。20年后，凭借勇气、智慧和一

部分运气，他们创建的东软集团已经

成为中国最大的 IT解决方案与服务供应商。

通过多年的积淀，东软集团构建了以客户

为中心的组织架构，以目标为导向的战略执行

体系，追求卓越的商务流程、创造持续价值的

客户管理体系，规模化、分布式的开发与交付

体系，以及共赢合作伙伴联盟等持续提升的运

营管理体系与流程，以不断满足需求和优化服

务质量，从而实现与客户的共同发展。

东软的生存法则不仅仅是技术与业务上的

开放式创新和销售体系的有效组织建设，还在

于其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其中，全面预算管

理是公司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在新兴 IT市场，尤其在中国，有 5万家软

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自由竞争，有时往往是

细节决定成败。而东软的全面预算管理在全球

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运行质量、加强风

险管控，有效地促进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达

成，是东软生存的保障。

强大的整合力
著名管理学家 David Otley曾经说过：“全

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的所有

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

一。”它是集系统化、战略化、人本化理念为一

体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

务界的重视，并被西方企业所广泛运用。

有鉴于此，许多优秀企业都将全面预算管

理作为保证企业持续生命力、创造核心价值管

理控制的首选方法和工具。但是对经营者而言，

如何将管理理念结合企业的自身特点却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东软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寻找出

一种适合东软自身的管理模式，将全面预算管

理与组织形式高度协同，创建了东软多维、动

态战略管理思维，构建了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与

2000年 4月，张晓鸥

加入东软集团，担任

财务总监。2008年升

任高级副总裁，负责

财务运营工作。2012

年晋升为首席财务官。

张晓鸥拥有东北大学

MBA学位以及中欧商

学院 EMBA学位。

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是企业的生存保障。

框架，开展预算的编制、执行与考核，形成了东

软独特的全面预算管理体制。

动态战略思维
东软创建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价值维

度的多维、动态战略思维，分别从预算周期、预

算组织、预算资源三维体系实现公司整体运营

规划和动态控制，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实现高

效使用资源、有效监控与考核、规避经营风险

以及提升获利能力。

时间维度，将战略目标和价值细化为长期、

中期和短期规划，按照各业务单元的不同成长

周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重组期）建立

KPI指标。

空间维度，将业务按照纵向业务线、横向

区域线、客户等进行划分，并组合成多维矩阵

和矩阵嵌套。复杂的多维度、多层级的业务结

构，形成了东软的森林法则：各级组织利益咬合

在一起，之间由于利益的共享性和互补性，产

生了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合作效果，并具有根

系很深、咬合很紧、关联很强的特点。

价值维度，在各业务流程价值链中，按照

经营预算、投资预算、融资预算对战略计划分

解，也包括生产、研发、销售、管理相关经营指

标的细化。运用科学的管理模式，将企业的经

营目标及其资源配置以预算的方式加以量化，

并使之得以实现。

体系与框架
全面预算是一项全员、全业务、全过程的

管理体系。东软根据商业环境和内部目标制订

公司战略，执行有效措施以实现战略目标和考

核指标的达成，完成预算编制、执行、修正和改

进。

在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中，东软充分考虑变

化因素，制定有弹性的预算，并坚持与运行机

制的紧密对接。公司预算的制订始终保持与公

司战略相联系，注重设计战略性分配资源的流

程，同时将成本控制与预算相联系，将激励机

制与绩效指标相联系。

东软结合自身特点建成预算管理总体框

架，将预测、规划、计划、预算、报告和绩效考

核通过目标体系紧密相连、协调一致。依据总

体框架，从宏观组织到微观组织将预算指标层

层分解，落实经济责任到各部门、各环节甚至

于各小组、各项目和个人，进而形成全方位预

算执行责任体系。

年度预算
年度预算的制定、执行与考核是指导东软

每一个财政年度运行的重要目标和行为规范，

公司制定了具体的《年度预算编制流程》，明确

了预算的编制、执行与考核的具体环节，以及

各业务环节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衔接，

周而复始的循环，从而实现对公司全面经济活

动的有效控制。

东软的全面预算始于营销策略与目标设

定，基于营销计划进行生产资源优化配置，强

化执行，坚持卓越运营和全球化与高效率的运

营跟踪体系，形成系统化的预算跟踪保障管理

机制。

将年度计划、预算和滚动的生产销售计划

相结合，以季、月、日为刻度，对各预算单位目

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评价，分析各期预算差

异原因，并在后续期间消化已形成差异，及时

调整经营活动，采取相应的预算控制方法，实

现全面预算执行的动态管控。

同时，东软建立了责任中心与公司决策层

的预算管理链条，通过差异分析和预测数据的

汇总，进行预算决策、资源调配和对不同责任

中心指标考核。

东软全面预算管理体制，正是这样一种把

所有业务单元、所有人员、所有环节都纳入预

算管理体系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模式，也

是一种将企业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力

资源流多维、动态整合的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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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风险
王竹泉教授为衡量营运资金绩效和评估企业财务风险勾勒了一个更为有效的
模型。

随
着资金和商品跨国流动的日益频

繁，资本运营已经成为与商品经

营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营业

活动。

营业观念和财务理念正酝酿着一种深层次

的变革，营运资金的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营

运资金绩效评估体系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与之

同时，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促使企业必须对与

营运资金相关的财务风险给予高度关注，而财

务风险理念的变革将驱动财务风险评估模型的

创新。

重新界定营运资金
企业经济活动一般可以分为经营活动、投

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传统的财务和会计理论通

常把这些活动划分为营业（采购、生产、营销

等）或理财（投资和筹资）两大类。这种分类方

式把营运资金的概念缩小到仅与存货、应收账

款和应付账款等经营活动相关。

事实上，经营活动是企业运用资金创造价

值的一种活动，而投资活动同样也是企业运用

资金创造价值的一种活动，两者都是运用资金

的活动，而且其目的也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

是直接运用资金的主体不同。有基于此，应拓

宽营业活动的范畴，将营业活动界定为企业运

用资金创造价值的活动，包括经营活动和投资

活动两大类。与此相对应，企业的全部经济活

动应划分为营业活动和筹资活动两大类，前者

是企业运用资金的活动，而后者则是企业为营

业活动提供资金保障的活动。与拓展的营业观

念相适应，营运资金既不应仅是经营活动中流

动资产、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也不应是全部

经济活动中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

而应该是营业活动中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之间

的差额，由于企业的流动资产要么是为经营活

动而占用，要么是为投资活动而占用，因此，营

业活动的流动资产即全部流动资产。因此：

营运资金 =营业活动的流动资产 – 营业活

动的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 – 营业活动的流

动负债

绩效评估
在拓展的营业观念下，营运资金在经营活

动和投资活动之间如何配置，完全取决于哪类

活动的资金配置效率更高。目前对营运资金管

理绩效的常用评价指标有存货周转期 (DIO)、应

收账款周转期 (DSO）、应付账款周转期 (DPO）

以及营运资金周转期（DWC）、现金周转期

（CCC）等。这些指标既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业务、

财务一体化的管理理念，更没有体现出对投资

活动营运资金绩效的评价。

未来，应将经营活动营运资金按照其与供

应链或渠道的关系分为营销渠道的营运资金、

生产或内部经营渠道的营运资金和采购渠道的

营运资金。

同时，研究设计以“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

转期”、“生产或内部经营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和“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为主要指标的

“基于渠道的营运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借以引

导企业通过优化供应链和渠道关系来提升营运

资金绩效，从而更好地体现业务、财务一体化

的营运资金管理理念。其中：

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营销渠道营运

资金÷(营业收入 / 360)

生产或内部经营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生

产或内部经营渠道营运资金÷(营业收入 / 

360)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采购渠道营运

资金÷(营业收入 / 360)

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 =营销渠道营运

资金周转期 +生产或内部经营渠道营运资

金周转期 +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

我们还应构建反映投资活动营运资金绩效

的新指标。投资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应

克服以营业收入作为周转额衡量指标的局限

性，将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及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等现金流量指标作为投资活动营运资

金周转额的衡量指标。即：

王竹泉教授，现任中

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会计学系主

任、中国企业营运资

金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

会侯任会长。他主要

从事营运资金管理和

利益相关者会计的研

究。

投资活动营运资金周转期 =投资活动营运

资金÷〔（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

收益收到的现金）/ 360〕

风险评估新模型
已有的财务风险评估研究均将财务风险狭

义地理解为企业的偿债能力，流动比率、速动

比率、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等指标因而成为

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常用指标。但所有的财务

失败最终都体现为因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的营

业活动难以为继，即筹资活动难以筹措足够的

资金来满足营业活动对营运资金的需求。

因此，财务风险的核心内涵应聚焦于营运

资金需求保障能力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

应构建新型的财务风险评估模型，以弥补以偿

债能力为核心的财务风险评估模型的缺陷。

如果将企业财务风险评估定位于企业筹资

活动对营运资金需求的保障能力，则企业财务

风险评估可以从保障数量和保障质量两个方面

加以考察。其中：“保障数量”即考察企业各

种筹资渠道可以融通的营运资金数量是否能够

满足营业活动对营运资金数量的需求。而“保

障质量”则是考察企业所筹措营运资金对营运

资金需求保障的持久性或稳定性。如果将流动

资产减去全部流动负债的差额称之为“营运资

本”，即：

营运资本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长期负

债 +所有者权益 –非流动资产

则：营运资金 =流动资产 –营业性流动负债

=营运资本 +筹资性流动负债

也就是说，营运资金在数量上等于筹资性

流动负债与营运资本之和，前者代表了由短期

借款等短期资本来源筹措的营运资金，而后者

则代表企业使用长期资本（即长期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筹措的营运资金。

因此，以营运资本占营运资金比例的高低

可以衡量企业筹资活动对营运资金需求的保障

质量的高低。在同等的数量保障程度下，该比

例越高，则其保障质量越高，财务风险程度越

低，因为长期资本来源对企业营运资金需求保

障能力的持久性或稳定性要比短期金融性负债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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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爱尔兰电信供应商 Eircom过去一直在困境中挣
扎。Eircom财务总监 Richard Moat正在试图重
振这家一度摇摇欲坠的公司。 

智
能手机几近普及，客户对宽带及

无线的需求正在激增，而且云技

术也呈爆炸式增长。看到诸多机

会，你一定会认为目前电信公司

正春风得意。虽然行业的战略定位很好，但是

如下这些因素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很多让人头

痛的问题：恶性竞争、颠覆性技术以及期望费用

少服务好的客户群（客户甚至期望最好是可以

得到免费的服务）。目前电信行业可能比任何其

它行业更容易一夜从赚钱机器变成烧钱机器。

挑战虽多，未来却也很光明：数据消费不断增

长，4G科技的推广也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服务供应商们也非常热衷于这方面的开发。 

变革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相对于其他公

司而言，爱尔兰电信供应商 Eircom面临的不利

影响更严重。首先 1999年上市后，Eircom的

所有权几经变化。债务增加，市场占有率下降。

公司一蹶不振直至 2012年 3月进入“财务审

查”期 (在爱尔兰，为公司重组提供的破产保护

期，相当于美国的联邦破产法第 11章 )。 100

天后，其债务从 41亿欧元减记至 24亿欧元，

同时一个由首席执行官 Herb Hribar及首席财务

官 Richard Moat FCCA领导的新管理团队于 9

月份进驻。 

Moat指出，Eircom的中心问题比较容易

判断：“简单的说，就是债务太多。频繁易主使

得现金流失而债务增加。该公司想要继续生存，

必须进行重组。一部分债务被核销，所有的股

东权益也被核销。剩下的债权人总体来说对我

们非常的支持，也使我们有能力做一些必要的

投资，以确保未来业务的稳定性。”

Eircom的确需要马上高度关注“客户群流

失”这个问题，但 Moat也明白，想有所好转，

就不能治标不治本： 在一开始就需要一个五年

计划，该计划将以投资新服务项目和减少开支

为重点。

Moat解释说：“我们应该把运营重点放在

许多过去那些未被重视的领域上。在五年计划

中，我们将投资 15亿欧元，其中 4亿 5千万

欧元会用于光纤铺设。我们以前一直在讨论 4G

和新的电视业务，但从未真正实施。现在我们刚

刚开始了这两项业务。我们也应用了新的计费

系统，客户可以在一张账单上看到我们所有的

业务。在技术进步方面，我们开始转换角色，不

再是跟风者，而转变为领导者。”

新 的 E 视 觉 电 视 (eVision TV) 服 务 使

Eircom与对手 UPC和 Sky展开激烈竞争，纷纷

抢占爱尔兰家庭的客厅控制权。Eircom于 2013

年 10月推出的 4合 1服务（固网、移动通迅、

宽带及电视）在爱尔兰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 

裁员也是该计划的一部分。2012 年，

Eircom宣布：截止 2014年 6月要自愿离职

2000员工。Moat 指出，2012-13年财务数据

（总收入下降 8%，利润下降 10%）可能从表面

看起来令人失望，但整体业绩超出公司目标 2

千 2百万欧元。公司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过

去三年锐减的 Meteor 移动业务，在这一年中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的收益水平增

长将近一倍。

“过去一年，我们的表现超过预期。EBITDA

两个季度连续增长，”Moat解释道，“当然，要

保持这样的势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

我认为股东们一定对公司过去 12个月的业务进

程很满意。”

Richard Moat FCCA 是

Eircom Group的首席财

务官，同时也是 ACCA 

/ IMA企业会计师全

球论坛主席。他曾任

Everything Everywhere

副总裁兼首席财政官，

T-mobile UK 总 经 理

及 Orange公司财务总

监。

人们途经都柏林中

心，墙上的涂鸦描绘

了最近的经济动荡。

爱尔兰经济于 2008

年经历巨大的房地产

崩盘后引起的连续 5

年下跌，现在终于慢

慢复苏。

投资挑战
Moat一直批评监管人员未认识到企业在

这一领域面临的投资挑战。他说：“这是一个资

本相当密集的行业。实际上，它的利润比我刚

进入这个行业时要少得多，并且由于竞争压力，

利润还在持续下降。所以我认为人们需要认识

到这一点。欧盟最近给出的一些提案不一定都

利于投资，我们要和其它许多运营商一起努力

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观点。”

接任一年来，Moat说业务“基本上如我预

想一样开展。作为首席财务官，我的角色即重

视运营又重视财务。在开始的 6个月，我负责

移动业务方面，而现在我也会同样程度地参与

所有运营领域”。

然而，Moat也很注重这份工作的核心财务

责任。2013年 5月，Moat负责了公司 3亿 5

千万的高收益率债券的发行业务。“这使得我们

又可以重新进入资本市场。很多人表示很惊讶，

因为那时我们脱离‘财务审查’期才只有 9个

月的时间。”

作为 ACCA/IMA企业会计师全球论坛主席，

Moat一直是首席财务官角色转换的思想领袖。

他相信“和 20年前相比，现在的企业合作伙伴

的角色成分确实增加许多。人们对财务以及首

席财务官的期望更高，希望他们不只是一直站

在关注以往、向后看的立场上 ,他们也应该参

与运营决策”。

Moat说他已经试着将此观点应用于 Eircom

的财务架构当中。“我们采取相对分权的财务运

营方式。我的四个财务总监都分散在主要运营

部门，下面带领财务部门。他们与所在运营部

门的执行总监紧密合作，所以都在非常积极地

参与这些部门的运营工作。”

“比起财务部门集中模式，这样的方式使我

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公司业务进程。不仅如此，

它也为这些运营部门的执行总监提供了非常好

的支持。我认为我们还是很好的平衡了授权与

集权，看起来运行得相当不错。”

谈到与首席执行官 Hribar的合作方面，

Moat也强调了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所有的重

大问题上，Herb和我建立了紧密联盟。这不意

味着我们对于每一件事都已经达成一致，那也

不是首席财务官要担任的角色。关键是：要在

必要的时候阐明你的观点。”

Donal Nugent,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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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咨询服务：是敌是友？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是企业后台职能领域发生的下一个大事件。Deborah Kops
告诉你：什么是全球企业咨询服务，为何值得首席财务官特别留意。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企业咨询

服务 (GBS)代表了外包服务或共

享服务模式的下一个阶段。GBS

整合财务、人力资源、IT、客户服

务、物业及设施等主要职能，有时还包括理赔

等一些垂直业务流程，将这些职能统一纳入企

业架构和治理模式，提供覆盖全企业的业务支

持。

听起来，GBS好像是所有共享服务内容的

“母体”。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无论是

内部运行还是外包，GBS都正在变成服务于企

业的后台实体。GBS有单一的治理结构和汇报

关系，横跨所有职能部门，最后汇总到某个通

常位列企业管理层的负责人那里。由此一来，

曾经自下而上的财务责任如今变成自上而下推

行。在成熟的 GBS模式下，流程高于职能。传

统的各自为营的职能主体被打破，实现端对端

的业务流程管理。

对于财会领域的“下一个大事件”，首席财

务官的反应可能有两种：欣然接受或者长吁短

叹。对于希望向 GBS模式转型的企业的 CFO，

充分利用共享服务和外包模式的能力已经成为

一把双刃剑。相对于企业其他职能部门，财务

职能已经历了重大转变 (“财富 500强”企业

中，70%以上的企业已经在国家、地区或全球

层面整合了部分财务职能 )，因此，财务职能部

门将成为 GBS的一个重要基石。

透过绝大部分 GBS型企业的表面，你会发

现转型后的财务职能部门通常都是 GBS的基

础。这种模式是预想之中的，因为人们认识到，

财务职能不仅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且通

过整合和转型，它已经提升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至少可以说，CFO应当了解 GBS模

式是如何运作的及其影响。ACCA以此为视角，

发布了报告《全球企业咨询服务：财务职能部

门的变革？》(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a game 

changer for the finance organisation?)。报告探

讨了 GBS及其对财务职能部门的潜在影响。

是否值得这样做 ?
对企业首席财务官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

在于 GBS是否值得一做。财会职能转向 GBS模

式的好处在于，它可能为首席财务官打开局面，

证明财会职能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并由此

释放难以想象的洞察力，全方位地提升企业绩

效。在成熟的 GBS模式下，财务资源被释放出

来，重新集合，负责更高级的工作，通过跨职能

合作进一步影响企业。

可以肯定的说，通过大规模推广合作式、

端对端的流程执行模式，GBS就能够发挥分析

的优势，例如将财务数据与客户信息、销售数

据联系起立。财会职能部门的定位不再只是付

账或制定规则的部门，而是推动企业增长的洞

见力的真正来源。

 在理论上，GBS能够提供更灵活的业务模

式、更快的市场进入和更迅速的业务整合。有

了更好的洞见，企业应该能够提高效率并体现

在盈利水平上。毫无疑问，GBS还将带来精简

的行政管理成本结构、各个职能部门相互联系、

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转向 GBS模式的不利之处则包括：成本高

昂，耗时耗力。另外，财会职能部门或许要经历

痛苦的思索，要思考哪些方面首席财务官必须

控制而哪些方面可以交由 GBS负责。在新模式

下，由于 GBS的负责人（并不是首席财务官）

对财务流程的执行直接负责，因此一些过去属

于财务职能范围的流程或许不再是财务职能的

一部分了。

GBS也意味着财会文化的重大转变，特别

是对那些尚未采用共享服务或外包模式的企业

而言。GBS必将改变财会职能部门的运作方式。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 (GBS)必将使财会专业人士的职业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由于 GBS意味着提供更好的数据、提供反映

企业方方面面情况的“真实版本信息”，留任团队或许会发现：他们的工作重心从管理流程向企业合伙人转变，从管理单一

职能部门向管理跨职能部门转变。培生集团 (Pearson)全球财务转型主管 John Ashworth对此表示：“留任团队要扮演好纯

粹的企业合伙人角色。但是这样也就意味着，财务职能将成为一种范围较小的专业技能、高端行业，其余部分则会消失或

者成为某个流程的一部分。”

GBS若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打破企业各项流程之间的壁垒。也就是说，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具备影响力和竞争力，

管理其他职能领域的资源。赫兹租车 (Hertz)前任财务运营总监 Colm D’arcy说：“采纳 GBS模式从转变财会职能部门文

化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显然，仅仅具备扎实的财会技能并不足以胜任财会专业人士的工作。这是因为在GBS模式下，财会工作是平行开展的，

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键任务实现端对端连接。尽管挑战重重，但可能性也无处不在。

金佰利集团 (Kimberly-Clark)关系主管 Liz Ditchburn说道：“我相信 GBS是财会专业人士的机遇。要建设一个跨职能

的部门，每个人都能发挥优势。”

重设职业道路

Deborah Kops 是共享

服务和外包咨询公司

Sourcing Change公司

创立人。另外她也是

一家全球业务流程外

包（BPO）公司的创始

合伙人，曾担任一家

离岸 BPO公司首席营

销 官，FleetBoston 公

司 （目前属于美国银

行）Services Group 执

行董事。 

收听网络研讨会

“全球企业咨询服

务：首席财务官和

财务职能部门的

变革？”（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a game changer for 

CFOs and the finance 

function? ）请访问：

www. accaglobal.

com/ ab47

这种改变几乎涉及到各个层面，对财会专业人

士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 GBS架构下，留任的财会团队要同其他

职能部门密切合作。这就要求财会专业人士能

够适应跨部门工作方式，具备广阔的业务视角。

GBS要求财会专业人士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

维，发挥比现在更广泛的业务技能。

很多企业都利用财务执行模式作为 GBS的

基础，他们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GBS究竟

应该向谁汇报？人们下意识地回答都是“首席

财务官”，因为他们曾凭借共享服务和（或）外

包实现过成功的转型。但 GBS作为企业真正的

能力工厂，是否更应该由某个业务主管负责？

比如首席运营官？甚至是首席行政官？

 GBS模式不可能适用于每个人。它是企业

的一次重大变革和投入。一些企业规模太小，

无利可图；还有一些企业则会发现转向 GBS模

式面临太大的政治挑战。但是对于已经成功开

展过共享服务和（或）外包等流程变革的企业

而言，很难对 GBS变革趋势视而不见。问题在

于，这些企业若想获得更好的服务，究竟是应

该进一步投资共享服务或外包模式，还是更适

合接纳 GBS模式？

GBS模式尚处于萌芽阶段，却有可能成为

财会领域的变革因素。最终，财会职能部门将

获得机会站上领导地位，为企业提供除了风险

管理以外的更多的战略价值。有多少企业会一

试身手？我们拭目以待。每一位首席财务官都

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对财务职能部门而言 GBS

究竟是敌是友？

阅读《全球企业咨询服务：财务职能部门的

变革？》（Global business services: a game 

changer for the finance organisation?），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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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滤之王
Ng Boon Yew认为，财会专业人士具备分析海量数据库和提取信息的技能；因而
他们为企业提供了一项新的极为关键的服务。

规
模很重要。当今世界正在以飞快

的速度生产着各种数据。用不了

多久，人们甚至找不到可以量化

这些数据的单位了。每一天，我

们的照片、个人位置记录、通讯信号、在线搜索

内容、社交数据、视频点击以及其他数字输出

信息都在不断增加，预计每日增长量达到 250

万的三次方字节。同时，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

技术日益普及和负担得起。大数据也因此改变

着商业环境。

ACCA和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近

期发布的报告《大数据：福音还是祸源？》(Big 

data: its power and perils) 收录了 ACCA财会前

沿学院的很多思考，展现出大数据正在以何种

方式改变着财会行业。新技术实现了该行业部

分传统内容的商业化，同时也为财会专业人士

提供了一个向上游移动的机遇，在企业内部发

挥更具战略性和决策性的作用。

率先发掘大数据潜力的是全球一些最具

创新精神的著名高科技企业。在亚马逊有针对

性的产品推荐的背后正是大数据；在 Google 

Mail有效过滤垃圾邮件的技术背后也离不开大

数据。如今，风投纷纷涌向一些初出茅庐的高

科技企业，他们致力于为各行各业、大大小小

的公司提供开发大数据、挖掘大数据潜能的工

具。

摸索适合的应用模式
创新企业和个人正在利用大数据释放海量

数据库的巨大价值，实现经营模式、产品和服

务的创新；支持、自动化和改善决策制定过程；

提高盈利；发现和降低风险；以及争取竞争优

势。一些财务人员习惯使用的会计软件中已经

嵌入大数据分析技术，例如会计与财务系统、

企业情报工具等。

因此，大数据应用的下一个阶段很可能是

实现大数据的主流化。这是因为企业正在纷纷

寻找各种方式将这种新资源用于战略战术的制

定。不过，想要成功不仅要靠数量，还要靠人

才。原因在于利用大数据离不开能够挖掘和解

释数据的人才。这些人要知道如何入手洞察和

应用信息，充分认识到不仅要获得海量数据，

更要获得高质量的数据。会计师完全可以在这

Ng Boon Yew FCCA，

现担任 ACCA财会前

沿学院主席，新加坡

莱富士学院主席

壳牌公司上游项目与技术数据经理 Ian Betts解释说：“壳牌的信

息和数据管理日益集成化。这就需要控制与鉴证技能，而这是财会职

能部门与生俱来的技能。

“我们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解释高质量数据对企业每项流程所具有

的价值。我们奉行这样一种理念：纠正一个数据错误所付出的成本是

从一开始就确保数据准确无误的十倍。我们的愿景是让财会职能部门

保证能够提供快速高效的数据，以合理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价

值。”

我们目前所指的“大数据”包括海量的结构和非结构化数据，其反映的是数字化以及聚合的趋势，包括云计算、社交技

术、移动设备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接入系统和设备的不断增加。

大数据包括大量情景式关系、信息与原始数据。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理设备接入互联网（创造出我们通常所说的“万物

互联”），随之产生了无法想象的海量“垃圾数据”。

 大数据并不仅仅是指数据。大数据有三大特点：数据本身、对大数据的分析以及分析结果的呈现。此外还有与之相关

的产品和服务。市场情报公司 IDC对大数据的定义为：“新一代科技与架构，旨在以经济的方式，在量级巨大、种类繁多的

数据中，通过高速捕捉、发现与 (或 )分析，提取价值。”

在技术推动的企业经营趋势变革中，大数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个词的使用时间很可能十分有限。随着人们

对大数据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个词将很快被新的名称所取代，用来形容更有针对性的、以技术为导向的流程和应用。

财务新角色

何谓大数据？

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财会专业人士通常所具

备的结构化的分析能力可以影响大数据的应

用。具备良好的海量信息过滤能力，能够将信

息转变为可行动的洞见，从而提炼大数据。

如果希望重新定位、把握大数据之良机，

作为业内人士就需要积极地接受变革。财会前

沿学院的报告预测：能够掌握新技能、以新的方

式思考、结成新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的财会专业

人士，将取得最大的成功。

新技能
会计师和财会专业人士若要脱颖而出，将

大数据转变为自身优势，需具备以下技能：

* 开发新的方法用来进行数据估值，把他们在

合规和内部控制方面的角色拓展到对数据资

产的道德监督和有效监管。 

* 利用大数据，提供更专业化、往往也是实时的

决策制定支持服务。决定何时最能“数”尽其

用，实现与内外利益相关方的数据共享，或在

最恰当的时机将数据转化为可盈利的新产品 

* 利用大数据工具实时发现风险，改进法务会

计，评估新产品、新市场长期投资的风险与回

报。 

随着更多企业力求利用自身生成或拥有的

数据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会计师的责任将

越来越重大。特别是鉴于外界对涉及数据隐私

和数据使用的道德问题越来越关注。会计师目

前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而会计师、ACCA

会员都受到职业道德的约束。他们在数据监管

和质量控制方面的角色将日益重要。

随着敏感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交换规模不

断扩大，个人、企业乃至整个国家都认识到，数

据滥用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和风险。会计师或许

需要站出来，作为大型非财务数据库的看守者，

确保数据库中的信息完善、可靠、有价值、有市

场。 

对于不利之处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技术变革是一把双刃剑。技术有可

能取代传统技能，或者导致其贬值；而同时，

技术也可能催生新的技能。大数据在未来 5到

10年的时间内，必将开创新的机遇。会计师和

财会专业人士有机会在企业中扮演更具战略意

义、更着眼于未来以及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相对于财会职能可能被降格为智能工具或商

品化的技能，这些机遇足以抵消技术带来的风

险。

“照常营业”对会计师和财会专业人士而言

将不再可能了。 

阅读《大数据：福音还是祸源？》

（Big data: its power and perils），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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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的投资
专业会计师在推动非洲国家实现其发展潜力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毕马威税
务、合规和人力资源主管 Claudius Williams-Tucker博士阐述如何实现这一作用。

腐
败在许多非洲国家已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如何消除腐败是一个广

泛讨论的话题。世界各国都试图

通过反贿赂和反腐败法解决这一

问题，从而让公司和高管能对企业的此类违法

行为负责。然而，鼓励广泛聘用专业会计师其

实也是一个解决之法。专业会计师的资质意味

着他们有职业道德为指南，同时还具有扎实的

技术和业务能力。

塞拉利昂特许会计师协会主席、毕马威

塞拉利昂税务、合规和人力资源主管 Claudius 

Williams-Tucker博士认为，由专业会计师负责

政府的财务管理，可以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

和交易的廉洁性。

“非洲是一块被腐败牢牢扎根的大陆，”他

说道，“我不敢说靠引入专业会计师就能够彻底

根除腐败，但我确信专业会计师绝不会参与任

何腐败活动，所以这是一种能够大大减少政界

腐败的方式。” 

“聘用专业会计师需要支付更高的薪水，但

你可以通过减少腐败而节省的钱来平衡。政府

必须做出这项投资，这绝对物有所值。”

在塞拉利昂的经验告诉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里，英国政府和欧

盟一直尝试将专业会计师引入政府服务体

系，”Williams-Tucker解释道，“这一主张基于

专业会计师具有高层次的道德行为；那些非专

业会计师会进行的不良行为，专业会计师绝不 “ACCA会员帮助净化了塞拉利昂政府的会计体系。”

会染指。所以我们为政府服务体系引入这些专

业人士支付了额外的费用，用于净化政府会计

单位。”

如今，随着 2012年塞拉利昂政府财务报

告的编制和审计，其影响正逐渐扩大。

“ 先 前，没 人 知 道 政 府 花 了 多 少

钱，”Williams-Tucker说道，“人们曾经不需要

通过出纳就可以随意开出支票。但现在我们有

了专业会计师。总会计师具有 ACCA专业资格。

跟他共事的团队都具有 ACCA专业资格。总审

计师和他的手下也都具有 ACCA专业资格。因

此，ACCA会员帮助净化了塞拉利昂政府会计体

系。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Williams-Tucker运

用自身的经验亲手建立了毕马威塞拉利昂税务

实践部门。现在它已成为毕马威当地增长最快

的部门。

“作为专业会计师，我不但精通我们公司税

务和会计方面的业务，而且能够从全局观出发

看待这些业务，”他说道，“这不仅有助于我制

定合适的商业策略和拓展业务，还有助于我应

付诸如人才管理和人才保留之类的挑战。”

他热切希望年轻的具有 ACCA资格的会计

师能够在塞拉利昂乃至整个非洲大陆成就事

业。要做到这一切，他们显然必须胜任数字工

作。“但你同样需要具备良好的分析能力，因为

现在的会计工作已经不再是数字运算 — 你必

须知道你获得的数字意味着什么。”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交流沟通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成为

成功的会计师，必须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因

为会计工作已经不再只是计算了，”他说道，“你

必须具有清晰的书写和口头交流能力，这样才

能有效应对你面临的重重问题。在非洲，尤其

在塞拉利昂，写作能力是一个问题。英语写作

能力一直在变差。”

Williams-Tucker相信，会计师等专业人士

在确保年轻人得到高质量的教育方面要发挥作

用。他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教育系统来帮助

培养人才，通过去学校和大学来确保教育水平

达标。”英语是塞拉利昂的第一语言，并被广泛

使用，但他建议有雄心壮志的专业人士也应该

学习法语。“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专业

人士，你必须学习至少一门外语。在非洲，英语

和法语是主流。如果你能同时熟练掌握这两种

语言，你的职业生涯就会比较轻松自如。”

他相信，国际经验同样有价值，因为在不

Claudius Williams-Tucker博士于 2012年当选为塞拉利昂特许会计

师协会主席，任期至 2014年 5月止。他于 2007年成为毕马威塞拉利

昂合伙人，早在 2002年他就加入公司，设立毕马威塞拉利昂的税务实

践。2010年，他成为制定塞拉利昂商品和服务税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在加入毕马威前，他曾任 Unipetrol塞拉利昂公司助理财务经理。他先

后在塞拉利昂和伦敦学习，于 2001年获得 ACCA专业资格。

Claudius Williams-Tucker FCCA

同的环境下工作可以敦促个人适应新的流程和

文化。他说：“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学习经历。”

另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是团队合作能力。

“没有人是孤岛，”Williams-Tucker说道，“你无

法孤立地工作。你必须在团队环境中工作，且

为团队的成功做出贡献。当你随着你的角色成

长，你会意识到自己需要获得那项技能。你同

样需要对你从事的工作充满热情。如果你热爱

你从事的工作，那会有助于你的职业发展。”

回馈
更多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能够通过指

导和训练来帮助年轻的大学毕业生。Williams-

Tucker至今仍在接受前塞拉利昂财政部总会计

师 Cyprian Kamaray的指导。

“每当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我都会去

请教他，”Williams-Tucker回忆道，“他时不时

地提携我如何发展事业。有一位导师是至关重

要的，可以跟你信赖的人讨论事情，并得到他

的指导。你需要一位在业内的先驱作为你的导

师。”

Williams-Tucker竭尽所能地帮助那些循着

他的轨迹发展并且向他寻求支持的追随者。他

的办公室大门始终对所有毕马威员工敞开，被

他指导过的人“数不胜数”。“拒绝别人对我来

说是件很困难的事，因此我会接纳每一个人，

找时间跟他们谈谈，给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建

议。这不是一件轻松的活，但我会竭尽所能地

去做。”

Sarah Perri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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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落伍
ACCA公共部门主管福西特（Gillian Fawcett）认为，公共部门应
该重视综合报告，否则就有可能被私营企业甩在后头。

可
持续发展给当今世界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在大多数国家，政

府公共服务开支数额巨大，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还多。纵

观全球，公共服务瞬息万变，对公共服务的需

求日益增多，而税额也在不断增加。在一些西

方国家，政府债务比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与

此同时，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诸多艰巨

而又复杂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医疗支出、

社会福利改革、素质教育供给、环境和气候变

化等，在应对这些挑战，研究公共服务战略时，

福西特（Gillian Fawcett）

是 ACCA公共部门主

管，负责制定影响公

共服务的相关技术问

题政策，并监督这些

政策的发展情况。她

也是 ACCA公共部门

全球论坛的专家成

员。

全力以赴：

中国消防队员列队穿

过北京天安门广场

需要考虑到世界正在不断变化。

因此纳税人和民众想要知道政府是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的也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要求持

久改善公共资金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

高，完全可以通过引入综合报告来向民众提供

更有意义的报告。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在 2013年

12月发布了针对私营企业的《国际综合报告框

架》，旨在帮助企业展示它们的战略、治理、绩

效以及前景是如何相辅相成从而创造价值的。

尽管《框架》主要针对私营企业，但其所带来

的益处中仍有许多与公共部门相关。综合报告

为国家政府提供了机会，向公众展示政府全方

位应对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的政策和实际行

动。

从各国政府编制的各种财务和非财务报告

中可以看出，政府工作很复杂。报告通常在孤

立的环境下编制，如由个别政府机构和机构内

个别部门编制。另外，由于特定区县报告的公

开和透明程度不同，导致报告的发展水平也参

差不齐。例如，普华永道最近所做的一项全球

调查指出，110个国家中，54%的国家（大部

分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政府所做报

告仍然是按照现金收付制或改良的现金收付制

方法编制的。很明显，这些国家面临着一个关

键挑战，即需要在不久的将来编制资产负债表。

财务报告上的落后状况使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在

短期内引进综合报告。

私营企业的报告和公共部门的报告有细

微差异，如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上的区别。为公

共部门制定的综合报告框架必须要考虑这些

差异。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在可持续发展报告

动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通常是应法律要求和

行业标准做报告，而后者中的政府部门则通常

是由国内政治压力、国际协议、贸易关系、目

标和降低成本需求的驱动进行报告。在私营企

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离不开对供应链和全

生命周期成本模式的考虑，关注对环境、社会

或经济的直接影响。公共部门对可持续发展的

构想则有所不同，是从全方位考量可持续发展，

会收集现有的行动报告，辨别其中差距并确认

可持续发展帮助组织实现核心目标的方式。但

各政府所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不均衡，一些

国家（如墨西哥和瑞典）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纳

入了国家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其他国家

（如英国）则持较为狭隘的立场，只做环境因素

方面的报告。

但考虑到公共部门所处的环境以及世界各

地掀起了提高透明度和扩大公共领域数据量的

浪潮，在公共部门引入综合报告框架并推动其

未来发展可谓再及时不过了。政府和公共团体

向数不胜数的利益相关方提供复杂的服务，并

且一直在努力报告服务结果。综合报告有可能

提供一个更全面、有序和协调的方式来报告非

财务信息，并引进新的思维让经营与众不同。

公共部门不应落在私营企业之后。

关于如何将综合报告方式付诸实践的一

个典型例子是 IIRC的一个试点公共团体 — 

The Crown Estate（见第 30页的采访）。但必

须明确，这个机构是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

体中的。IIRC首席执行官助理 Phillipe Peuch-

Lestrade在 ACCA国际公共部门论坛上直接地

指出，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里的公共机构尚缺乏

适当的方法来实施必要的变革。未来综合报告

的运用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最大的挑战。但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对报告进

行变革，从纯粹着眼于过去的合规报告转变为

前瞻性报告。这一转变需要公众的更多理解。

Stephen Emasu FCC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共财务管理专家

针对公共部门的综合报告有可能协助政府

和公共团体制定出简洁、透明和有实际意义的

报告，从而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各国的公共团体应该努力采用综合报告。

ACCA公共部门全球论坛主席

IIRC的 Phillipe 

Peuch-Lestrade和

世界银行的 Zinga 

Veener与其他嘉宾

一起出席了 ACCA

公共部门全球论

坛。了解详情，

请访问：

www. accaglobal.

com/ ab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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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模样
Robert Bruce认为，监管者、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在推动重大的审计变革，全
世界都将感受到其影响。

金
融危机之后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

拼图，监管者、审计机构和投资

者都在寻求改变，但是这些改变

错综复杂而且相互没有关联。欧

盟试图限制审计师的任期。国际审计与鉴证准

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IAASB）则在讨论改变审计报

告以及披露更多关于审计是如何执行的信息。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 (UK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则表示公司应该每十年进行一次审计

招标，有的人认为这很大胆，而另一些则认为这

很草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正 为 审

计改革提供意见和建议，包括讨论所谓的关键

审计事项。印度正在考虑出台关于审计机构轮

换的办法。2013年年底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从

其竞争对手普华永道手中接下了联合利华这一

全球巨头公司的审计业务，这是因为联合利华

的总部设在英国和荷兰，而预计荷兰将在 2016

年修改政策强制公司定期更换审计机构。

联合利华集团拥有欧

洲最大的冰淇淋工

厂，由于预计到将被

强制要求实行审计师

轮换制度，集团更换

了审计机构，终止了

与普华永道长达 26

年的合作，转而与毕

马威签署审计合同。

Robert Bruce 是一名

金融记者，他定期向

IAS Plus 网 站 供 稿。

2007年起他开始为

威尔士亲王可持续性

会计项目写文章，并

在随后成为该项目执

行委员会成员。

变化的速度以及这些变化相互作用所产生

的结果将影响深远并将持续数年。

德勤新加坡及东南亚审计合伙人、ACCA审

计与鉴证全球论坛成员 Shariq Barmaky说：“其

中最大的变化来自于 IAASB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其提出的对审计报告的改进改变了报告和沟通

的程度。”

这些改变反映了利益相关方的诉求。

IAASB 成员、ACCA 前会长穆百德 (Brendan 

Murtagh)说：“许多人呼吁提高透明度并增进

理解。”

等式的两边
披露更多信息对于审计等式两边各方都是

有益的。用户应当掌握更多有意义的信息。审

计机构也可以解释其关注点以及工作性质。

Barmaky说：“用户可以从报告中了解最

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是经过审计师讨论的，

这有助于缩小审计期望差。用户将看到之前没

有看到的问题。”这对全球的审计机构而言都是

有益的。

一直以来，难题在于如何使信息变得有用。

穆百德说：“真正的挑战将出现在此种程度的信

息披露之后两三年间。之后的几年情况都是差

不多的，然后一切就变得千篇一律。

全球的审计行业都在经历重大变革，但这

些变革却没有保持一致。穆百德警告说：“如果

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变革就不会有共通性和

可比性，这将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变革还存在时机的问题。制定出全球公认

的标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部分原因在于市场

和企业的复杂性，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标准制定

过程本身。穆百德说：“制定标准要花费很长

时间，要让它变得及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

世界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在某个区域可

苏艾蒙 (Sue Almond) 
ACCA专业事务总监

“接下来的五年中审计市场将发生巨大变化。监管制度的变化导致审

计机构轮换，并且企业在委托审计时更多地采用招投标方式。但是必须

保证这样的变化会产生更大的成效而不仅仅是让企业背负额外的开支。

在改变监管制度时，我们必须重视审计质量，并且确保所有的变化都与审

计相关。我们将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实现全球合作共同推动审计发展，其

中也包括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新兴经济体对审计价值

的认可度很高。”

Alex Fawcett 
世界银行财务报告改革中心

“我个人认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审计行业的信任。现在需要反思审计

报告。必须得每年出一份报告吗？为什么不能三年出一份？某种程度上

审计机构轮换也就是做做样子。公众利益实体与其审计机构之间的关系

将更为紧密。审计不再是出具年度报告，而将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审计

频率增高，每次的工作量变小。审计将不再是一个大事件。这会迫使公司

定期报告，不能再像现在的许多公司一样只将某一时间点的盈利报告作

为重点。”

Shariq Barmaky
德勤新加坡及东南亚审计合伙人

“我们需要考虑审计的价值和发展方式。当前审计机构所做的仅是审

计历史财务报表，未来将不止如此。在数个管辖区中，我们每个季度都出

具报告，我认为未来我们会持续报告或者非常频繁地出具报告。利益相

关方将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需要明白审计机构未来会扮演的角色。随

着审计门槛的提高，较小的公司将不再需要进行审计。我们需要讨论为

其提供何种鉴证。” 

ACCA审计与鉴证全球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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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对非财务工作进行鉴证，而引入综合报

告又会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审计自身也面

临重重压力。

审计行业衰落
Alex Fawcett是世界银行财务报告改革中

心的团队成员，他以个人身份谈道：“在许多国

家，审计行业逐渐式微。以中型非公众利益实

体企业为例，这些企业有较好的持续专业发展

水平，他们要求提高审计责任免除门槛，这就

给那些拥有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审计技术和

软件的审计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

审计行业最终将会消失。国家机构将接管审计

业务，审计将变成一个追求合规的过程，而不

是以‘真实、公允’为目标的过程。”

但对于可靠信息的需求必将迅速增长，“人

们想要连续不断地获得信息，”Barmaky说，“我

们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在新加坡已经出

现了季度报告，以后报告可能会是持续性的或

者频率很高。”

Fawcett补充说道：“只有经常提供信息，

人们才会相信。”

业内人士可能会认为审计行业已经经历了

很多变革，但这还不够，未来还将发生更多变

革。

德勤英国公共政策主管合伙人 David Barnes认为，持续关注审计行业变革是工作的重中之重。Barnes（上图）兼任英

国政策和名誉集团（PRG）主席，该机构旨在确保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决策和行动时，将公共利益视为核心因素。政策和

名誉集团代表英国最大的六家会计师事务所，允许会计机构代表以及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其会议。

Barnes说：“我们的机构具有前瞻性，它能帮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发现和应对公共利益问题。我们尝试从外部利益相

关方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事务所的工作。”

英国政府正在对审计服务市场进行调查，欧盟也在采取措施整顿审计行业的不当竞争，因而现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面临着动荡的局势。Barnes说：“两年以来，这两项措施一直备受关注。这些措施的实施已经给审计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变

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市场上的审计招标项目明显增多。虽然欧盟对此仍然争论不休，我认为现在有机会向前再走一步。

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包括审计、税务和职业道德，另外还有这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和社会贡献。”审计方面可作的贡

献包括参与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实施的与审计行业未来有关的项目。“我觉得委员会必须牵头这个项目，同时我

们也会积极参与到辩论中去，”Barnes说，“我们既会进行像培训这样的投入，也会采取一些外部措施，比如向审计委员会

成员这样的利益相关方征询对审计质量的正式反馈意见。”

职业道德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制订了最高道德准则，但我们必须确保将准则落实到行

动中，确保每个普通人都能明白这些准则。”

Barnes还希望 PRG能更多地参与公众事务。“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平均每两个小时录用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但我们

还需要考虑如何能促进社会流动性。现在我们正在推动一些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措施，促进实习制度的落实。”

除了关注审计行业的变革，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时刻关注一些可能对行业产生广泛影响的问题。Barnes解释道：

“我们不仅要影响当前的思维方式，还要促进新思维的培养。”

持续关注审计行业变革

推动审计质量
Macquarie大学 Nonna Martinov-Bennie教授和 Alan Kilgore副教授介绍澳大利亚
CFO对审计质量的看法。

在
过去的十年里，审计行业的名声

岌岌可危。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企

业破产风波过后，维持审计质量

和重建信任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监管机构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引入了旨在重建信

心的改革。

政策制定者们一直试图通过引入监管变

革来提高审计（及审计师）的有效性（以及感

觉到的有效性），如美国的萨班斯 ― 奥克斯利

法案（SOX）、英国公司治理守则和澳大利亚的

CLERP 9，还有诸如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

会（IAASB）的《对审计质量的框架》（2013）、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的《审计质量框

架》（2008）和澳大利亚财政部的《澳大利亚审

计质量 — 战略评估》（2010）等报告。

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对审计质量的认知是

保持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关键，反过来说，树立

对财务报告的信心和信任是现有的和新兴的企

业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关键。事务所为企业提供

高质量的审计也同样重要；它能保护品牌、名

誉，重要的是保持吸引新客户和维护老客户的

能力。

CFO对审计质量的认知尤为重要，正如最

近的研究表明，管理层一直是审计师任免背后

的推动力。这使得管理团队中主要成员的观点，

特别是 CFO的认知至关重要。

目的和方法论
为了从 CFO的角度研究是什么推动审计质

量，我们针对之前研究发现的审计质量十大要

素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调查情况总结如下。

这项调查在 2013年 5月至 6月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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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na Martinov-Bennie

教 授 任 Macquarie 大

学国际治理与绩效

（IGAP）研究中心主

任。她是澳大利亚

审计与鉴证准则理

事 会（AUASB）成 员。

Martinov-Bennie 还 担

任《管理审计杂志》的

联合主编和《澳大利

亚会计评论》（管控和

治理）的副主编。

Alan Kilgore 副 教 授

任 Macquarie 大学会

计和公司治理系副主

任，国际治理与绩效

（IGAP）研究中心副主

任。他是《管理审计

杂志》编委会成员兼

特刊客座编辑。

查范围是从 ACCA数据库中抽样的澳大利亚

CFO。这项互动调查的设计目的是找出 CFO心

中对每个决定审计质量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排名。

每个决定审计质量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根

据相对重要值（RIS）衡量。RIS是一个比值，表

示一个得分为 10的要素的重要性是另一个得

分为 5的要素的两倍，因此 RIS越高，该要素

的影响力或“价值”就越高。

结果如图 1所示。

重要发现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该要素被 CFO认为是最重要的审计质量推

动力（RIS15.13）。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

计质量的强相关性有着一系列不同的解释，因

为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 其名声更大，促使他们更加珍惜独立性；

* 能够给其客户的财务报表提供更高的可信

度；

* 因为拥有更多的资源，所以能够吸引才能出

众且经验丰富的员工，因此他们在审计中更

容易发现差误，通常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合伙人 /经理对审计的关注度

这一要素（RIS 12.50）表示对审计结果负

责的合伙人对整个审计过程中的控制的程度。

它作为审计质量的驱动力之一，被 CFO认为其

重要性仅次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这一结果表

明大部分 CFO相信审计合伙人对审计过程的

密切监控，对审计团队提供的审计质量有正面

影响。

提供非审计服务（NAS）

NAS被普遍（至少是监管机构）视为审计

质量的潜在威胁，因为其对审计师独立性存在

认知上的影响。这一要素的（RIS 12.19）得分

为第三高，表明 CFO认为其明显对审计质量存

在潜在影响，并相信非审计服务占总审计费用

的比例越高，对审计质量的威胁越大。

审计合伙人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CFO也认为这一要素（RIS 10.21）具有重

要性，在被调查的十大要素中排名第四。这一

要素和审计质量存在正相关性，FRC的《审计

质量框架》中明确了审计合伙人的技能和个人

素质是审计质量的重要驱动力，与上述结论相

吻合。

审计团队和客户管理层的沟通

CFO将这一要素的重要程度排在第五位

（RIS10.03），这表明 CFO认为其对审计质量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既然审计过程频频涉及审计

师和客户之间的谈判，那么 CFO将审计团队和

客户管理层的沟通作为审计质量的重要驱动力

也就不足为奇了。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经验

这一要素 RIS得分 9.98，在重要性排名中

属中游水平。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之

前的研究结果 — 行业经验提高审计质量。这

里的观点是行业经验使得审计师对相关行业

有更完善的知识，从而对他们做出判断产生正

面影响，因此提高了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审计质

量。

审计经理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CFO认为对审计质量而言，这一要素（RIS 

9.64）没有“审计合伙人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

悉程度”要素（RIS10.21）来得重要。这或许可

要素

1.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2. 审计合伙人任期

3. 提供非审计服务（NAS）

4.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经验

5. 审计质量评估审核

6. 合伙人 /经理对审计的关注度

7. 审计团队和客户管理层的沟通

8. 合伙人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9. 高级经理 /经理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10. 知识丰富的审计团队

可操作的定义

1. 四大 /中型 /本地公司

2. 审计师 — 客户关系持续时间

3. 非审计服务（NAS）费用占审计费用的百分比

4. 行业专业化

5. 审计质量控制审查

6. 合伙人 /经理的参与程度

7. 团队沟通的性质和频率

8. 在客户所属行业的审计工作年限

9. 在客户所属行业的审计工作年限

10. 会计和审计工作年限

审计质量要素及其可操作的定义 以解释为 CFO是最接近和了解审计过程的人，

事实上，他们直接跟审计经理和审计合伙人打

交道。

知识丰富的审计团队

在调查的十大要素中，CFO仅将该要素

（RIS 9.13）排在第八位。这结果表明总的来说，

CFO认为这一要素仅是一般重要，而且再次强

化了上述观点 — 这是因为 CFO是最接近和了

解审计过程的人，更倾向于直接跟审计团队的

高级成员即经理和合伙人打交道。

审计合伙人任期

这一要素的 RIS（5.96）排名倒数第二，显

然，CFO认为其对审计质量而言相对不太重要。

鉴于近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和标准制

定者提出的改革，这是一个有趣且有重大意义

的发现。例如，国际道德标准理事会制定的会

计师准则要求审计合伙人要按规定年限更换，

通常限制合伙人与同一客户的业务往来不得超

过七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 CFO对其

公司的审计安排最为了如指掌。

审计质量评估审核

这是指诸如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对审

计质量的强制定期检查。这种外部检查的形式

旨在加强公众对审计质量的信心。由于这些检

查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很昂贵，所以搞清楚其

是否有效非常重要。这一要素的 RIS得分最低，

表明 CFO认为这种检查相对来说意义不大。

影响
CFO对调查要素重要性的认知对监管机构

和参与政策制定的专业机构有着重大影响，而

且对监管机构和专业机构为促进审计质量而制

定未来政策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

强调由监管机构进行“审计质量评估审核”
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应当重新考量。

首先，审计质量评估审核作为影响审计质

量的一大重要因素而被列入监管框架。然而，

接受调查的 CFO认为“审计质量评估审核”是

十大要素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这意味着监管机

构强调这一要素是不合时宜的，鉴于其给会计

师事务所带来的相关巨大成本，应该重新予以

考虑。

其次，监管机构通常把审计合伙人的任期

长度对独立性和审计质量的影响排在很高的位

置，但“审计合伙人任期”得到的 RIS得分是第

二低的，这表明 CFO认为限制任期的长度无关

紧要。

第三，接受调查的 CFO认为事务所和团队

的要素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他们把团队要

素摆在比事务所要素更重要的位置上。排在前

五名的团队要素有“合伙人 /经理对审计的关注

度”、“合伙人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和

“审计团队和客户管理层的沟通”。

最后，对于那些希望向潜在客户推销自己

的会计师事务所，这项研究的发现或许有用。

尽管事实上审计市场的参与者倾向于依靠显而

易见的质量评估要素（如事务所的规模），这项

研究表明对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展示其他要素

（特别是审计合伙人要素）或许对提升自身的审

计质量形象更有效。通过强调这些要素，会计

师事务所或许更能让自己在审计市场参与者眼

中显得出类拔萃。

0 2 4 6 8 10 12 14 16

审计质量评估审核
审计合伙人任期

知识丰富的审计团队
高级经理 /经理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经验

审计团队和客户管理层的沟通
合伙人对客户所属行业的熟悉程度

提供非审计服务（NAS）
合伙人 /经理对审计的关注度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

图 1：审计质量要素相关重要值（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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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工作快乐吗？
对亚太区审计工作者的研究显示，他们对现状并不满意。研究还就企业如何招聘
和保留人才给出了建议。ACCA 亚太区政策主管周俊伟对此进行了介绍。

在
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外部审计师

超时工作、整个行业工作 ― 生活

失衡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出现

年轻力壮的专业人士“过劳死”的

少数极端案例。因此，审计行业在持有不同生

活理念的新一代人才眼中并不具有吸引力。审

计人员的工作动力和素质从根本上影响着审计

工作的质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很多审计师

事务所都将人才管理作为首要工作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ACCA在亚太区三个

国家开展了一项针对审计工作者的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最深入的调查。调查由 ACCA和三国各

自的审计监管机构合作进行，分别是新加坡会

计与公司管理局 (ACRA)、马来西亚审计监督委

员会 (AOB)和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三国

的调查结果为我们展示了不同公司间、不同市

场间的审计从业情况交叉对比。调查也为审计

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提供了行动蓝图。各公司

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制定自身的人才吸引和保留

战略。 

职业含金量高
在所有三个受访的市场中，审计工作者都

认为审计在职业发展方面具有较高的含金量，

因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审计师

手持“管闲事的许可证”。他们的工作赋予了他

们对客户内部事务进行深入解读的权利，并能

迅速掌握各个市场和行业的业务知识，发现流

程和控制的最佳做法和薄弱环节。此外，审计

周俊伟现任 ACCA亚

太区政策主管，他曾

是新加坡其中一家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专业

业务部门的一名要

员，同时在新加坡的

公共会计领域积累了

超过十年的经验。

工作者之间有着深厚的同僚情谊（“有福共享，

有难同当！”）。事实上，马来西亚有 86%的受

访外部审计师表示对审计工作的性质感觉良

好。

然而，对审计职业表示满意的受访者占比

却很低。很多人甚至想要在不久后离开这个行

业。例如在新加坡，只有 38%的受访者对工作

满意；65%的受访者计划在三年内转行。很多

人都渴望彻底改变。

为何会是这样？
相当一部分不满情绪源于工作负荷超出了

劳动所得。工作人员对审计的热情被迫让位于

工作 ― 生活失衡的挫败感。受访者感到，超高

的劳动负荷与客户加强财务报告的需求，以及

需要承担反映审计师真正价值的审计费密切相

关。审计师事务所竞争激烈，削弱了审计师的

议价能力。进而导致审计客户的工作即便不符

合标准，有时也能侥幸过关。最终，审计师付出

了时间和精力，生产力、工作动力和满意度却

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个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想要一

举解决并不可能。审计工作者认为（本报告也

赞同），报告编制方（客户）、监管方和会计行业

的整体生态系统需要广泛协调，与审计从业者

合作，共同提高报告质量。同时，要从源头、也

就是报告编制方发力。

 站在审计师事务所的角度来看，业务管理

需要实施最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审计师事务所

的业务管理团队和客户之间必须保持沟通，从

而破除阻碍，避免误会。鼓励客户改进会计业

务，增进对财务报告准则的认识，有助于提高

客户的能力和财务报告的质量。审计工作者还

希望业务管理团队的领导在审计的全过程中进

一步参与和发挥领导力。

审计师事务所最宝贵的资产
审计师事务所最常见的一句口号就是：人

才是最宝贵的资产。而“资产”却不这样认为。

在被问到：是否认为上司能够努力理解自己关

心的问题，并且在自己决定离开的时候会尽量

挽留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回答“是”的受访者

比例仅为 62%和 56%。

审计师事务所需要把口号落实在行动中，

采取具体措施表现对员工的重视，真正关注员

工福祉。反馈较好的措施包括：灵活工作时间、

为深造和专业资格认证提供经费，以及提供休

憩区、设立子女开放日以及健身场所等。

将行政工作和日常事务外包出去，更有助

于审计师专注于核心的重要工作。这样做还能

缩短工作时间、提高生产力、舒缓工作压力。其

他举措虽然不常见，但却是员工渴望看到的。

包括：360度反馈、在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之

间进行更有计划和更为频繁的轮岗。不过若论

迫切程度，没有什么比平等分配工作、为每个

项目提供足够的资源更为关键了。近期有报道

称，一家大银行针对初级职员推出了一项“周

六无工作”规定。诸如此类的举措释放出的是

来自管理层的明确信息：超时工作并不值得鼓

励。总而言之，管理层非常在意这件事。

有才华不愁无用武之地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拥有国际经

验的优势显而易见。审计工作者可以通过工作

借调获得这样的机会。借调的好处在于工作经

验多样化，包括文化、工作风格以及完全不同

的客户群等方面。一些受访者认为，长期在海

外工作有助于提高自身沟通技巧，拓宽视野，

让简历更为完美。

在新加坡，几乎所有 25岁以下的男性受访

者都表示乐于接受国外的职位。泰国有 75%的

受访者称自己会抓住这样的机会。虽然部分中

型事务所的员工表示，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样的

机会。

如果能够同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合作，尝试

让更多的国际员工互换岗位，包括提供短期工

作机会，公司就能为员工提供更多他们梦寐以

求的机会，同时也能增强公司自身对人才的吸

引力。

在三个受访国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

者表示自己希望能够成为合伙人。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的女性受访者中，这一比例更进一步降

低至十分之一。从初级职员到经理级别的审计

人员，女性和男性的比例约为 6:4，但合伙人级

别的差异拉大到 2:8。渴望成为合伙人的审计

工作者比例之所以相对较低，原因之一可能是

这个职业的工作生活平衡面临巨大挑战。不过，

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抱负跻身行业巅峰的人才，

企业应该有所行动。因为一些受访者认为，成

为合伙人的途径和准入标准并不明确。至于顶

层职位上的性别失衡问题，公司应该思考一下

工作安排是否和家庭责任冲突（这个因素同样

适用于男性雇员）。一些受访者建议，应该更加

高调地树立一些职业女性模范，为女性候选者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沟通
审计师事务所需要营造参与、开放的企业

文化，让员工自信地探讨自身福利、职业满意

度等问题。企业要能够开诚布公地处理员工所

关切的问题。若能这样做，即便员工仍然有所

不满，但却会明白自己的关切并没有被彻底忽

视。调查报告中强调的人才问题是一个很好的

出发点。人才管理政策要与时俱进，经得起严

格的实效测验，确保对症下药。所有努力终将

有所回报，比如减少人员成本、提升审计质量

等。

阅读报告《审计行业如何吸引人才》

(Talent attraction in audit) ，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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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企业社会责任更进一步
普华永道美国企业责任主管 Shannon Schuyler认为，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的努力若想具有可持续性，则必须产生实际的效果。

诺
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写

道：“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

润。”他还表示，任何更宏大的慈

善目的都只是“虚伪的粉饰”。现在赞同这一观

点的人越来越少了。

CSRHub是一家编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数

据的公司。根据其统计，现在全世界每 10家年

收入过千亿的公司中有 9家都会在公布传统财

务指标的同时发布有关企业社会影响的详细报

告。这一数据较十年前已有大幅提升。当时只

有少数大型企业才会这么做。

尽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被视为是企业

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透明度也大

大提高，但普华永道美国企业社会责任事务主

管 Shannon Schuyler认为，这一领域在未来几

年仍有可能扩张、发展或发生重大变化。

一种可能的进展是，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的行为会变得更加普遍。不过，虽然沃尔玛、

微软和普华永道已经开始这样做，但年收入十

亿以下的企业中报告公司环境和社会影响的

企业数量仍远远低于大型企业。地域差异也很

明显。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仅有不到

10%的大型企业定期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欧洲，政府在推动更多企业加入报告行

列方面步伐缓慢。尽管如此，很多企业很可能

主动决定这样做，而不是在政府的督促下。“越

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将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的努力纳入报告的好处。”Schuyler说。

以普华永道为例，其企业责任报告中记录

了公司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取得的进展、对

慈善事业的资助以及对乐善好施的文化的培

养。员工还可以灵活地选择他们想要支持的慈

善事业。

伴随着科技带来的新机会，公司回馈社会

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普华永道美国

就将提高人们的财务知识作为了一个关注点。

该公司为自己设立了 5年内向 250万年轻人

及教育人员提供 6000万美元的资金和 100

万小时的志愿服务的目标，用以帮助人们提高

财务能力。而他们目前通过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提供咨询和网络课程。可汗学院提供

上千个免费网络课程，内容从数学、科学到金

融、艺术等。

企业社会责任的重心也在发生改变，从注

重资金资助金额和志愿服务时间，到试图证明

相关活动是否真的对救助对象有所帮助。“你越

能衡量活动成果，越可以对项目进行调整使其

更加有效。”Schuyler表示。比如，在“博取你的

未来”财务知识活动中，普华永道会收集关于

哪些教学方法和材料最为有效的数据。

很多企业都在实行这种方法。例如，劳埃

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最近聘请

了一家咨询机构来对其社会责任项目对社区的

实际帮助和如何让其捐助的资金更有效用进行

评估。“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为了让捐助者感觉

良好，”Schuyler说，“如果这些努力不能发挥

实际的作用，它们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只有能够证明企业的付出产生了实际的效

果，企业才能够攻破弗里德曼所说的社会责任

都是粉饰的言论。不仅如此，对收效的衡量还

能赢得最善多疑的财务经理对项目的支持。哈

佛商学院教授 Michael Porter发表的一篇论文

中就讲到，化学品公司杜邦在 1990年到 2006

年期间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节约了 20亿美元。

另外，企业社会责任主管在公司内的作用

将越来越大。“目前来说，这一岗位在很多公司

还比较新，”Schuyler说，“在未来几年中，它将

成为企业运营的必设岗位。”

就像首席财务官会参与到很多企业重大决

定中一样，企业社会责任主管也会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比如，企业从何处购买所需办公用品

的问题是一个有关财务的决定，但同时也会产

生社会和环境影响。从负面的角度看，如果供

应商使用对环境有害的作业方法或是无视其员

工应得的福利，那么企业的声誉就可能因为采

购而受到损害。相反，购买好的产品和服务则

Shannon Schuyler是普华永道美国企业责任主管，也是普华永道

慈善基金理事会成员。她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得英语学位，1991年

就任永道会计师事务所（Coopers & Lybrand）芝加哥办公室招聘主管。

随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与普里斯  华特豪斯公司（Price Waterhouse）

合并成立了今天的普华永道。

2005年，她被聘任为执行总监，负责校友关系。2007年，她编写

了一本内部白皮书探讨企业更合理地进行慈善和生态活动的必要性。

数月后，她被聘任到目前的岗位上，负责协调公司的社会责任项

目。她也花部分时间为公司的客户提供有关社会责任项目的建议。这

种咨询工作使她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也让她成为社会创新峰会

等众多会议的演讲嘉宾。

Shannon Schuyler

能够倡导优秀的作业方式，并对需要帮助的群

体有所助益。例如普华永道注重增加使用少数

民族供应商，同时也对其供应商的环保记录和

行为进行评分。这种趋势的最终结果是，企业

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的网络。大型企业会给

供应商施加压力使其提高道德水平。

另外，很多公司也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在

招聘和保留人才上发挥的作用。“人员流动对企

业来说耗资巨大，”Schuyler说，“更多的公司

正在认识到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付出能够帮

助人力资源部门培养员工忠诚度。企业责任关

系到很多企业运营的领域，它的重要性在未来

几年一定会不断提升。”

Christopher Alkan，纽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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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功能的统一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职责分配应当与其宣称的价值和原则
相一致。

一
家企业无论大小，它的成功都有

赖于一系列关键要素，包括实现

终极目标的愿景、设计和生产有

吸引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能

力，以及让现有顾客满意和不断挖掘新顾客

的诀窍。

不过一份由 ACCA赞助和支持、由英国智

囊机构 Tomorrow’s Company编写的最新报告

显示，企业的形式和架构与其业务活动的吻合

已经成为一项新的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素。企业

需要设立一个清晰且鼓舞人心的目标，从而获

得员工和利益相关方的认同。为了确保这一愿

景能够贯穿到企业的所有行为中，从越来越多

的可供选择的企业形式中选择一种最为适合的

形式至关重要。

在这份名为《明日企业之形式》（Tomorrow’s 

Business Forms）的报告中，企业形式所包含

的内容远不止简单地从合伙制、个体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或其他公司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

它是一个涵盖了包括法人形式、所有权结构、

公司治理的设计和职责分配等在内的多种组

成成分的概念。房地产开发和基金管理集团

Grosvenor集团首席执行官Mark Preston说：“人

们常常认为企业形式无关紧要。企业不需为此

做过多的考虑或是决定，只须顺其自然即可。”

然而，当目的和形式不能匹配时问题就会

出现。英国经营养老院的 Southern Cross公司

依靠出售房屋租约的融资方式，过度地追求增

长后宣告破产。这令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质疑：

这种高杠杆经营的私人企业结构是否是适用于

一个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长期看护服务的机

构应有的最佳组织形式呢？

圣诞气氛：伦敦 John 

Lewis百货商店的橱

窗陈列。这家英国零

售连锁百货公司的合

伙制企业形式让所有

员工都持有公司的股

份。

戴维斯（John Davies）
ACCA专业事务主管

“企业以何种形式设立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原因有很多。一个就是全球化进程。全球化

使企业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架构更便于进行跨境活动。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许多

政府开始将公共服务外包。另外，消费者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组织和运营方式的兴趣越来越高也

是原因之一。这样日益变化的格局让人们重新对组织形式和架构对企业达成目标的利弊作用产生

了兴趣。”

公众日益厌恶企业的恶劣行径。2013年

Ipsos Mori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 5%的英国

成年人认为英国企业的行为是“十分道德的”；

而有 37%则认为企业的行为“不是很道德”或

“根本不道德”。消费者越来越希望他们所花钱

消费的企业有与其宣称的价值观相称的企业

行为。

在英国，企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多。John 

Lewis公司所采用的形式就是一种有名的公司

组织方式，即零售连锁店的所有员工都持有公

司股份。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方式，包括

员工或家庭成员所有制、互助组织和合作社、

私募股权所有制、有限责任合伙制、社会企业、

信托和上市公司。

John Lewis公司董事长 Charlie Mayfield爵

士说：“尽管没有一种组织形式适合所有企业，

但是鼓励多元化的所有权是改善员工敬业程度

和长期决策的积极一步。”

组织形式的改变
Grosvenor集团在 200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

里一直都是一家私有企业。2000年，它的组织

形式转变为由多个全资子公司组成，这是一种

权利下放型结构。这一重组旨在激励那些在不

同国家的员工为 Grosvenor集团作出持久的贡

献。于 2004年成立的 Belu Water公司是一家

社会企业，公司致力于将瓶装水销售获得的利

润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水资源项目。同

理，苏格兰斯凯岛的渡轮服务是一家服务于社

区的而非股东的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公司盎格鲁水业（Utility Anglian 

Water）是由四家财团共同所有。企业强调通

过协同作业提高运营效率。“我们的很多股东

都有不同的规划，如何应对和与这些实体共同

工作十分重要。”企业变革和策略主管 Richard 

Boucher说。

可以通过对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鼓励职场

的某些行为方式。TTP集团主要由工程师和科

学家组成，为客户处理项目并做投机投资。在

这里，所有的员工都是股东，TTP为员工购买股

票提供了一系列贷款和购买方案。集团董事长

Gerald Avison说：“这不是简单的激励措施，而

是为了共同分享我们的战略。这反应了我们希

望员工如何表现，即，作为一个团队向共同的

目标努力。”

B型企业的理念最初起源于美国，是对符

合严格的社会和环境、提供可靠的和透明的信

息的企业的一种独立认证。目前全世界已经有

850家企业获得了这一认证，包括英国的全球

可持续发展咨询机构 One Stone。B型公司认证

是对一家企业担负起了广泛的社会责任的公认

的证明。政府也在鼓励采用不同的组织方式提

供公共服务，例如由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

的员工管理的公共部门互助基金，由公众和私

人合伙人共同资助和经营的医院等等。英国卫

生部部长 Norman Lamb说：“政府也作为监管

者、服务提供方和购买方参与到了有关机构组

织形式的讨论中。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提高人

们对现有多样化企业组织形式的认识。”

没有好坏之分
德勤英国公共政策主管 David Hawley说：

“企业经营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很多时候这是

由企业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而我们也需要及时

地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重新审视。当一个企

业发生变化时，管理层需要考虑新的组织形式，

以反映企业的运作和与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关

系。Preston补充说：“这些讨论的目的是让企

业董事会和政府都将组织形式问题提上他们的

工作日程。组织形式应当是优秀的公司治理的

决定因素之一。咨询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应

当确保他们为客户提供了所有的选择。”

Pat Sweet，记者

阅读报告《明日企业之形式》，

请访问：www.tomorrows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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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信任
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 (Chas Roy-Chowdhury)指出，公司要体现良好公民形
象，纳税问题就会受到集中关注，所以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做好相应准备。

公
司业务与公司纳税正呈矛盾关系。

一方面，董事会有责任保证股东

的最高权益，即令股东获得最大

收益并保证降低成本，其中就包

括税务成本。另一方面，社会期望公司合理纳

税，这一点对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政府

财政尤其重要。全球各国政府正在仔细审视公

司的纳税状况，他们根据公司的收益来判断这

些税额是否合适。

所以公司领导者必须平衡公司的经济利益

需求与公司的社会责任。他们需要建立盈利的

并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同时还要认识到大

公司的社会责任形象越来越与公司对于纳税的

态度紧密相连。依靠过度激进的方式来使税收

责任最小化是不被认可的。

平衡收益与纳税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而

复杂的财会及税收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现代商

业实践 (尤其是互联网商业 )之间的相互影响，

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对于一种商业交易，

采用不同地解释经常会导致差异很大的纳税结

果。公司一直试图弄清什么样的立场才能在税

法上站得住脚，但政府一直试图模糊界限，不

去明确哪些是可以接受的行为。这加大了公司

在税务方面的工作难度。而公司业务日益全球

化，但税务机构却是隶属国家的。这使得税务

环境更加复杂。

公司纳税人的回应
董事会需要将纳税义务纳入建立可持续发

展业务的过程。不能追求激进的避税手段，人

为做一些复杂的计划来避税。虽然从商业角度

讲公司必须要使收益最大化，但是他们更需要

乔德理 FCCA是 ACCA

税务主管，也是 ACCA

税务全球论坛的专家

成员。在加入 ACCA

之前，他曾从事会计

执业工作。

做好企业公民。一些税务的处理方式虽然技术

上是合法的，但是会被视为不道德。制订税务

政策时，必须以公司整体战略部署为前提，从

保持长期价值的角度看什么才是对公司最好的

（其中还要考虑公共认知问题）。

提高税务措施制定的透明度，可以使公司

免受名誉攻击，也可以使利益相关者 (包括普

通公众 )了解公司复杂的纳税事务。

公司可以查看一下自己纳税总体情况的披

露状况。公司需要面对一系列税种，除了公司

所得税，还有直接税和间接税。公司同时也是

义务的税收员。它代表税务机构扣缴代缴大量

的员工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这些行为都为公

共事业做出了贡献，却未被广泛认识。

税务顾问的角色
随着公众及传媒对于公司纳税纪录的指责

日益增加，公司的税务顾问也开始被密切关注。

公众的认知为：专业顾问在公司税务最小化问

题上至少是同谋，很有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

提议者。因此，税务顾问需要仔细思考他们的

角色以及他们为公司提出的建议。

专业的税务顾问有责任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建议，如何最大程度的提高公司利润。在认

可公司无义务缴纳超出法律要求税额的同时，

专业人士也有责任提醒客户相关税务政策的风

险（包括公司被认为有不道德行为后的名誉损

失）。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专业会计师及税务顾

问可能被指失职。

所以税务顾问在提出建议时要进行分析判

断，给出恰当的建议。税负是企业的一项成本，

需要和影响业务成败的所有因素一样加以管

理。纳税义务会影响每一个企业的利润，从而

影响企业为股东创造持续价值的能力。

专业建议非常重要，它可以确保税务决定

成为企业整体战略管理的一部分。

推进政策改革
我们迫切需要政策制定者更新税法以适应

现代商业活动。目前的税务规则竭力要在纳税

义务的计算中抓住商业活动的实质。政策制定

者需要考虑公司税法在新的全球及数字化经济

环境下是否可行，或者是否需要开发新的公司

税务征收方式。

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努力协作，使公

司税务系统更加现代化。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

计划》（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出版于 2013年 7月，着眼于讨论应

纳税利润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分配，而

非在商业活动发生地进行征收。它也特别强调

了数字化经济带来的挑战。OECD成员及 20国

集团正在参与为全球公司设计一个可行的税务

系统。

不管此项目结果如何，政策制定者应该努

力制定清晰、简洁及明确的税法。只有税法明

确了，公司才能计划未来的商业活动。公司和

顾问都不欢迎需要大量司法解释的税法。纳税

人的权利也需要被认识并被尊重。

总而言之，政策制定者设计的税法需要适

应社会所希望的伦理框架。如果不以此为出发

点，合理的公司应纳税收入和重建公众信任将

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

Tom Duffy FCCA 
Affection公司合伙人

“我们经常脱离广泛的公司政策讨论税务问题。试图解释税法的技术性讨论，常常使整个问题

变得非常复杂。当然，关于‘何为合理的贡献’的认知，还可以是情绪化的讨论。”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公司的税务征收问题只是公司带来的经济价值的一部分。公司有既定目

标和责任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商品及服务，从而为社会、雇员、自身及其股东创造长期价值。但是这

个过程中公司的所作所为应该能够表明他们是良好公民，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价值。在关注财务

资本最大化的同时，公司纳税是提高社会及其他资本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

纳税和其他有意义的社会贡献 — 就业、知识资本、良好的环境纪录、合理的价格等等综合对待。

董事会需要确保他们的纳税政策可以与公司希望体现的价值和名誉保持一致。我们需要确保财会

方面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标准与税务实践的发展保持一致。公司需要与政策制定者合作，确保税法

可以帮助公司维持一个有利于商业发展并有竞争性的国际经济环境。同时税法也需适用于当今全

球商业模式。”

ACCA税务全球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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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报税
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提升客户体验推出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纳税和转账支付系统，
ACCA专业事务经理许蕾就此进行介绍。

许蕾 是 ACCA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专业事务

经理，她代表 ACCA

参与税务从业者委员

会咨询论坛。

Paul Glover
澳大利亚 Pitcher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

“澳大利亚税务局积极投资技术发展和流

程简化，加强与纳税人的互动，这一做法值得

称赞。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预先填好纳税申报

表能够为许多纳税人节省大量的时间以及每年

因聘用税收代理人产生的花销。”

Allastair McGillivray FCCA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业务总裁

“澳大利亚税务局能够采用现代技术为纳

税人带去便利，这一点很好。但是在管理资源

必须跟上技术发展步伐的同时，还应注意，纳

税人可能会认为澳大利亚税务局是在利用技术

手段进一步操控其财务事务，如何应对这一问

题也是一大挑战。”

澳
大利亚于 2010 年发布《澳大

利亚未来税务体系审查报告》

（Australia’s Future Tax System 

Review），又名《亨利税审报告》

（Henry Review），用于指导未来 10至 20年的

税务体系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建议是，引入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允许纳税人以自己喜欢和需

要的时间和方式完成纳税和转账支付，提升客

户体验。

传统的纳税和转账支付系统一般需要分

开运作，操作流程非常复杂。这种以人为本的

设计能够将纳税和转账支付系统与纳税人商

业运营使用的系统结合起来，自动生成所需要

的信息。

2013年，澳大利亚税务局根据《亨利税

审报告》中的建议公布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

措更大程度地应用高科技、更好地实现了流程

一体化，使纳税人在处理纳税和转账支付事务

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配合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工作。

E-Tax应用软件
E-Tax由澳大利亚税务局于 1997年首次

发布，通过这一免费应用软件，用户可在网上

填写和提交个人纳税申报表。2010-2011纳税

年度，澳大利亚共有 1260万人提交所得税申

报表，其中 250万人使用了 E-Tax应用软件，

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 10%。

2013年，澳大利亚税务局投资了 520万

澳元，使苹果电脑用户实现了网上提交 2012-

2013年度纳税申报表，30多万苹果用户使用

了这一功能。澳大利亚税务局的一位发言人证

实，今后还将推出一款适用于大部分电脑操作

系统的网上报税系统。

2013年 5月，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报道称，研究发现，近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人

使用智能手机，这一比例超过其他大部分发达

国家。

2013年，澳大利亚税务局推出了首款适

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税收应用软件 ATO 

Tax Time 2013，使用户轻松实现报税单的提交

及进度跟踪等一系列功能。该应用软件可从苹

果应用商店和谷歌电子市场免费获取。澳大利

亚税务局还筹划推出一款养老金应用软件及更

多其它软件，主要面向小企业用户。

“推送”纳税申报表
《亨利税审报告》建议，应向大部分个税纳

税人提供预先填好的个税申报表，并将其作为

一种默认方式。2011-2012税收年度的个税纳

税人约为 1240万，当年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

税收总额的 39%。

澳大利亚税务局 2013年表示，自 2014

年起将向 140万纳税人“推送”纳税申报表。

澳大利亚税务局将根据常规地从雇主、金融机

构、股票登记处等第三方处收集的信息填写报

税表，并直接发送给纳税人，由纳税人确认这

些信息是否正确（选择“是”或“不是”）并补充

其他信息。

“推送”方式可以帮助纳税人减少填写纳税

申报表的麻烦，并节省其聘用税务代理人的费

用。据澳大利亚税务局估计，这种方式将使大

约 450万纳税人免受报税时的大量问答之苦。

澳大利亚并不是“推送”纳税申报表的首

个国家。经合组织报告《税收管理 2013》（The 

OECD Tax Administration 2013）指 出，2011

年，包括新西兰在内已有 7个国家能够向大部

分个税纳税人提供填写完整的纳税申报表。

例如，自 2008年起，丹麦的纳税人都会收

到一份评估通知，他们可以在线访问用于计算

其纳税义务的详细报税数据，如需作出任何调

整，则必须告知税收部门。

一号通
《亨利税审报告》指出，澳大利亚人希望在

与政府的财务往来中获得“一条龙”服务。该

报告建议，应使用统一的纳税和转账支付账号，

方便客户获取所有关于其纳税和转账支付事务

（包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代缴税款及税务

支付）的信息。

2013年 5月，政府启动了提供社会福

利服务和政府其他重要服务的单一网络门户

MyGov。自 2014年初起，澳大利亚的纳税人可

以通过这一门户处理一些简单的税收事务。据

澳大利亚税务局估计，2013-2014纳税年度，

约 140万个人纳税人可通过 MyGov实现快速

高效的报税。

标准企业报告 (SBR)
作为为减轻企业报告负担而建立的一个政

府服务平台，SBR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单一报告

语言和一个安全登录账号，通过其在线门户还

可以实现政府和企业间信息的双向流动。

企业可以使用由 SBR授权的会计软件，自

动填写信息、编制报告并提交政府机关。澳大

利亚的企业自 2010年起便可使用 SBR，初步

启用时主要用于编制财务和薪资报告。

SBR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简化其履行纳税及

报告义务的流程，因为标准会计科目表能够自

动生成所需要的信息。该平台还运用了可扩展

商业报告语言（XBRL），允许数据在平台内部重

复使用，包括用于分析、审查、报告和决策等增

值活动，这就为大型企业提高内部报告的质量

和效率提供了可能。

最早使用 SBR的从业人员包括记账员和

商业活动报告代理人，因为使用 SBR后，便无

需重新输入客户数据，减少人工录入错误。在

2012-2013税收年度，通过 SBR提交的报告近

15万份，是上一年提交报告总量的 7倍。

2013年，澳大利亚税务局针对所有养老金

业务办理制定了标准，进一步推动了 SBR的应

用。2013年 7月至 9月，税务部门共计办理业

务 75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养老金业务。

小企业援助
小企业援助于 2013年 7月启动，是一个

针对新老企业的在线服务平台，内容涉及广泛，

提供一周 7天、每天 24小时服务。纳税人输

入问题后，该平台会根据问题实时自动给出解

答，提供所需的信息，包括文章、视频和计算

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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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开门！
蔡懿德认为，由于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行筹资的渠道收紧，
大批创新的融资方式应运而生。

信息库：中国互联网

巨头 — 阿里巴巴通

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向

企业发放贷款，它通

过分析企业在交易中

产生的付款数据来评

估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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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稳定性中常常孕育着新的创造。

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数年间，

小型企业新的融资渠道迅猛发展。

一定程度上，这反映出发达国家

的银行系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

促成这一时期金融创新异常活跃的还有许多其

他方面的因素，包括提供金融产品的技术得到

推广、公司信用数据有了新的获取渠道，并且

唾手可得，以及个人电子支付系统的发展。为

更好地理解世界各地的进展，ACCA中小企业全

球论坛委托英国调查员 Andy Davis对中小企业

融资方面涌现的众多创新方法展开研究。报告

对一些新融资方式做出了说明，并调查了主要

趋势和障碍。

创新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伴随着各种重

要趋势出现的，如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巨头 — 

阿里巴巴在 2010年创立的放贷业务。阿里巴

巴向在其平台上交易的贸易商发放贷款，利用

其大量的现金资源为企业提供资金，这些企业

由于缺少抵押物、无法提供充足的信用数据而

不能取得传统银行贷款。而阿里巴巴有自己独

立的支付体系，因此能够利用支付数据评估信

用风险，这些数据是潜在借款人在其平台上交

易时产生的。通过对其掌握的支付数据进行深

入分析，阿里巴巴就可以使一些无法借贷的小

型企业进入新的信贷市场，迄今为止，阿里巴

巴向小企业提供的贷款已超过 20亿美元。

阿里巴巴不是唯一一家向中小企业提供贷

款并将其作为延伸业务的大型非金融公司。在

其他公司，散户投资者已开始直接为公司提供

贷款，并通过网上集资或点对点平台获取股权，

这本质上是通过以网络为基础的中间商实现储

蓄者和借贷者的对接。随着相关监管法律法规

的要求愈加明晰，加上投资者寻求获得高于其

在银行储蓄和债券市场中的收益，这类公司正

在欧洲和美国大批涌现。

这些新的中间商的一个重大创新是他们

创造了网上市场，汇集了从众多相互竞争的投

资人提供贷款和投资。对于英国的公司来说，

Funding Circle（贷款）和 Crowdcube（股权）等

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新途径。这类平台

为中小企业带来的另一个益处是，它们能够激

发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提高其分散风险的

能力，规避与单一资金提供方之间的专属权益

关系中固有的风险，因为单一资金提供方的忠

诚度不能保证。

此类创新者发掘市场的能力取决于借款者

是否愿意进行网上交易而不是面对面交易。这

种趋势是当前许多创新的基础，在标准化金融

产品（如在某些国家出售的汽车保险）市场也

已有先例。尽管供应链金融（SCF）的业务操作

已长达十余年之久，其中也出现一些创新结构。

除了买方管理平台和银行专用平台，多银行平

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多银行平台上，

中小企业中大买家的可靠供应商可以将其销售

票据提供给一组金融买家，并立即从他们那里

获得流动资金。

此外，为使这种融资技术在实践中更易使

用，还出现了很多工具，例如在 2013年 4月，

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国际商会

遵循银行支付保证（BPO）标准共同推出了新的

支付方法，让银行进行跨境 SCF交易变得更容

易。这些工具和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中

小企业获得融资的途径。但是，在我们的创新

报告中，我们还需提到存在的问题，只有克服

了这些障碍，才能全面实现创新效益。

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小企业所有者和

经营者普遍缺乏金融知识。他们中很多人没有

意识到自己拥有多种为公司融资的选择，也不

知道这些选择的实际效果以及是否适用于自

身。此外，金融创新监管情况的不稳定也是一

个重要的障碍。

融资渠道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紧迫又

重要的问题。目前金融创新激增的势头越来越

猛，小型企业需要在增强认识和增加金融知识

方面跟上步伐，才能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阅读《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创新》

（Innovations in access to finance for SMEs），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smallbusiness

蔡懿德 FCCA是 ACCA

中小企业全球论坛主

席、ACCA理事会成员、

ACCA香港分会前会

长，陈黄钟蔡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CWCC）合

伙人。

个人电子支付系统的

发展是中小企业融资

创新中的一大趋势。

图中的男士正在肯尼

亚的“移动钱包”服

务点用手机进行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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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赂的代价
ACCA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John Davis）和中
小企业政策主管米尔科维奇（RosanaMirkovic）
研究了贿赂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以及会计师在帮
助中小企业管理此类风险上的作用。

贿
赂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长久特征。

在各个国家、各种商业领域以及

各行各业中都存在贿赂。不过，

无论在那里，贿赂都是一种犯罪，

而且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

罪。因为贿赂对穷人的影响异常重大。国际透

明度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一个反

腐败的国际智囊团，发现：

*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7国中，44%的家长向

学校支付按照法律应该免费的费用。

* 在几个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居民为用水所

付出的费用是富裕人群为自来水所付出花销

的 5到 10倍。

* 在巴基斯坦，43%的受访对象表示在与政府

打交道时需要行贿，69%表示在与司法部门

打交道时需要行贿，而 84%表示在与警察打

交道时需要行贿。

显然在世界范围内贿赂和腐败根深蒂固且

规模庞大，而且，由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经济情

况不佳，与其他形式的金融犯罪一样，贿赂和

腐败在近些年来日益增加。面临着严峻的经济

环境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为了能够保住业务或

工作而参与到这种他们明知不对的行为中。根

据安永 2013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欧洲、中东、

印度和非洲近半数的受访工人认为为了能在经

济低迷中生存下去贿赂和腐败是可以接受的。

这一问题对会计师这种职业来说有特别的

影响，因为会计师代表企业财务管理的透明度。

企业为股东、监管者、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制作的财务报表应该公允地反映报告期间的一

个企业的资产、负债和交易。

而审计师的工作是对一系列财务报表的编

制是否公允而发表专业且独立的意见。

根据专业准则和法律，他们还有责任在发

现犯罪行为的迹象时采取补救措施。会计师

也有责任在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为公众利益

服务。

许多国家包括英国政府都在通过更严格的

立法打压和查处贿赂行为。英国 2010年出台

的贿赂法规定，所有形式和规模的企业若没有

采取有效的内部措施和控制用来防止员工、子

公司或代理机构的贿赂行为（不论此类贿赂行

为发生在全世界哪个地方）都将被起诉。这意

味着在英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和从事国际业务的

英国公司有责任确保他们集团内的架构和供应

链建立了防止收受贿赂行为的措施。

更严厉的惩罚
在引入更严格的立法的同时，监管机构也

加强了对个人和企业贿赂行为的惩罚力度的监

管。迄今为止最大的此类案件要数德国西门子

公司被美国监管机构罚款 8亿美元的案例。除

了要面临因贿赂罪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企业在

市场上的声誉也将受到长期损害。

ACCA发现，尽管人们对公共领域和大型私

人企业中的贿赂和腐败问题十分关注，但对于

各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 中小型企业的贿

赂和腐败问题的关注却很不足。其结果是，我

们对这一问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的认识十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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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ACCA

商法全球论坛的专家

成员。

警察在突尼斯 2012

年反贿赂和平示威上

站岗守卫。

米尔克维奇是 ACCA

中小企业政策主管。

她是企业多元化联盟

（Enterprise Diversity 

Alliance）的成员，也

是 ACCA中小企业全

球论坛的专家成员。 大多数的受访对象认为中小企业有可能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面临贿赂和
腐败的风险。

限。当 ACCA在 2007年最早发表关于此问题

的研究报告时，相关发现还比较零散，但得益

于全球和各国在法律方面的发展，人们对这一

领域很感兴趣。诸如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

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性组织以及各国政府都积极

致力于解决中小企业的需求。尽管如此，六年

后的今天，在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后，

我们对贿赂问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中小企业

业主对这一威胁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一

威胁依然知之甚少。

为了增加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ACCA在 2013年 7月对其在世界各地的中小

企业中担任会计师或总经理、或会计师事务所

中执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会员进行了调

查，共收到了 915份回复。一些主要调查发现

有力地说明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是正确的。

多数的受访对象（62%）认为中小企业有可能

在处理业务的过程中面临贿赂和腐败的风险，

而且这种风险在近年来正在增加。有三分之一

的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企业更倾向于在年度

财务数据中作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中小企业并没有采

取有效措施降低企业遭遇贿赂和腐败的风险。

因为只有不到半数的受访对象认为中小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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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坏 公 平 竞

争、对诚信经营的

企业不利、让低效

的商业行为蔓延

将本应属于股

东或公众的资金不

公平地挪入个人之

手

阻止企业在特

定市场或行业进行

投资或经营，从而

损害经济增长的风

险（一项由 Control 

Risks公司对世界

350家企业进行的

调研显示，35%的

企业曾因某些国家

的腐败风气放弃了

本来十分诱人的投

资机会。）

贿赂：

Chama Kamukwamba FCCA
南非MSI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

“降低中小企业反腐败标准就相当于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原则，我还有其他的⋯⋯

“贿赂和腐败不辨龙蛇、不分好坏，它们能破坏人的生活，剥夺几代人应从经济繁荣中分得的

财富，还能使人们丧失创新的热情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这些正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同一种罪行的两面。在与腐败作斗争的过程中，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实行不

同的监管规则是歧视性待遇，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ACCA商法全球论坛成员

Alison Hubbard
迪拜 Pinsent Mas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跨国经营的公司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需要遵守许多监管体系的要求，包括他们本国监管

体系和他们经营所在地的其他司法辖区的体系。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和英国的《反贿赂法》已

经成为全球反腐的标杆，迫使企业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中直视这一问题。除了这些标杆法律外，在中

东地区经营的企业还需要充分了解当地的反腐败法律，因为当地政府正在努力与国际标准接轨。”

般对他们所属司法管辖区贿赂和腐败的法律定

义有所了解。考虑到很多中小企业还从事跨境

业务，那么这种不确定性会严重影响他们应对

此类风险的能力。中欧和东欧的受访对象表现

出他们对中小企业对贿赂和腐败的法律定义

的理解最有信心。而英国受访对象则最缺乏信

心。在英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访对象相信

中小企业对贿赂和腐败的法律定义有一般性的

了解，尽管英国 2011年就出台了《反贿赂法》，

且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旨在提高人

们对腐败后果的意识。

亟需建议
至此，我们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尽管认识

到贿赂带来的挑战，很多中小企业在保护自身

利益上感到脆弱无力，亟需建议。像企业经营

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小企业一般很难有足够

的内部资源提出应对此类问题的个性化解决

方案。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会计师应该发挥

作用，为企业提供如何管理贿赂风险的建议。

本报告为中小型企业（以及执业会计师）如何

用最少的成本建立合规体系提供了一些广泛

的指导。

绝大多数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会计师认为制

定反贿赂政策和行为规则具有商业意义。一个

致力于采纳、实施反贿赂政策和行为规则，并

可以说明自己已经采取相关措施的企业将更容

易与大型企业及公共机构和团体开展业务，因

为大型企业和公共机构必须在供应链的各个环

节遵守此类政策和行为规则。

尽管各个地区的调查反馈有所不同，但整

体而言，受访对象认为在这类问题上不应该对

中小企业比对大型企业有更宽松的要求。另

外，报告也指出中小企业所采取的反腐败的措

施不需要与大型公司所采纳的一样面面俱到且

耗资巨大，而是应该与企业真正面临的风险成

比例。

各国政府应该大力引导企业认识到贿赂文

化会使国家的商业声誉受到损害、阻碍投资并

且会使低效的商业行为蔓延下去。如果有现行

的法律规定，贿赂行为将会被起诉，则应该认

真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如果没有相关法律，应

认真思考是否要引入此类法律。在我们的调查

中还发现，受访对象十分支持政府引入揭发检

举机制，让掌握违法信息的人们有渠道将这些

消息进行上报。

只有相关利益方相信企业能够公平和透

明地开展业务时，对商业领域的信心才能完全

恢复。通过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企业可以在帮

助自己的同时，为塑造整个商业领域的诚信度

贡献一份力量。会计师具有为其所服务的公司

或客户提供最佳建议的责任以及为公共利益

服务的双重责任，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了解调研结果，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44

国际多样性
澳大利亚新闻频道（Australian News Channel）首席财务官 Sarah Alder FCCA认
为，多样性能为团队注入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营造出一种集体的氛围。

澳
大利亚新闻频道首席财务官、天

空电视台（Sky News）澳大利亚

财务负责人 Sarah Alder FCCA认

为，自己就是企业的一名翻译官，

要了解企业需求，然后再将需求反映到财务上。

她说：“在董事会，你要将需求译成能获得别人

支持的语言。” 

“会计是企业的脉搏，而我就好比医生在号

脉。”为了开展这项工作，她领导着一支七人团

队。过去，招聘到合适的员工并不容易。“资质

和技能并不总能匹配你所开出的薪水。”

 不过后来，应聘人员的状况大有改善。而

这要感谢澳大利亚良好的经济状况。“很多曾经

在伦敦工作的澳洲人都回来了。而且，受到欧

美经济下滑的影响，不少有才干的人决定另作

尝试，来澳大利亚工作。”

身处世界上最强健的经济体之一的澳大利

亚，天空电视台这样的公司并不需要用特殊的

薪资吸引人才。Alder说：“我们这里有美味的

食物，宜人的气候，优美的海滩，人口密度低，

人们很看重这些。”因此，Alder目前以本地招聘

为主。很多用人企业可能会在海外做广告，但

天空电视台不用。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这样做。

不过，Alder的团队仍然不乏多样性。员工背景

包括法国、英国和中国，拥有在欧洲、美国和

澳大利亚工作过的经验。“我们具备国际多样

性，”她说，“这对团队很有好处，能为团队注入

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营造出一种集体的

氛围。”

“顺便提一句，这种氛围在澳大利亚很普

遍。”过去几年来，Alder对多样化的团队赞许

有加。她在 2002年从伦敦来到澳大利亚。“我

很顺利地融入了这里。虽然澳大利亚的工作环

境讲究直截了当。”Alder非常感慨当地“少说废

话，赶紧干活”的态度，“在会计行业，有一说

一十分管用。”

Alder对澳大利亚的生活和工作都很满意。

虽然吉拉德（澳大利亚前总理 Julia Gillard）曾

经就澳大利亚的性别歧视和厌恶女性现象发表

过著名的演讲，但 Alder自己感觉从未碰到过性

别歧视的麻烦。“我并不认为我的性别对我有什

么影响。”

 她又说道：“不过，企业高层、特别是董事

会的女性代表不足的问题目前确实存在。很多

男性也很支持女性就业。我相信有了这种支持，

再加上女性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事情会越来

越好的。”

Barbara Bierach，驻悉尼记者

Sarah Alder FCCA，现任澳大利亚新闻频道首席财务官。她曾是一

名歌剧演员。2002年，她从英国迁居澳大利亚。在英国时，她就职于

伦敦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保险与投资管理审计师。到悉尼后，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Lumley Life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财务会计。随后

她在澳大利亚一家财富管理企业 AMP做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审计师。

2004年到 2006年间，她在 News Limitied公司总部负责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的执行项目。

2006年，Alder成为澳大利亚新闻频道首席财务官。该公司股份

由 Nine Digital（Nine Entertainment子公司）、Seven Media Group以

及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三家公司平均持有。

Sarah A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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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和啄食顺序
处在薪酬金字塔顶端的男女薪酬水平正在逐步接近，趋于平等，但是这种良好现
象产生的代价却是社会中涌现了大量处于底层的女性家政人员。

关
于职场中的性别平等，现在既有

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好的

方面是在精英阶层女性的收入正

赶上男性的收入，会计行业中也

是如此。但正如伦敦大学教授、The XX Factor

一书的作者 Alison Wolf所说，不好的方面是这

种进步是以“女佣”的重新出现为代价的。她

说：“近些年出现了很多关于社会中 1%的精英

和其他人之间差距的文章和书籍。但是人们大

都没有注意到受过最好教育的女性和其他女性

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女性和男性之间越来

越平等。总体而言，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该国女性薪酬的中位数只有男性薪酬中位数

的 81%。在英国，女性收入和男性收入之间也

存在差距。在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女性只占少

长途通勤：纽约中央

车站的上班族

“只有当现代社会中出现更
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家政人员时，处于高层的女
性才能享受到更多自由和财富。”

数。Facebook首席运营官 Sheryl Sandberg指

出美国收入最高的高管中女性只占到了不到

10%。

但Wolf认为这粗略的数字掩盖了一个巨大

的进步。虽然在最高管理层中，女性和男性还

没有完全平等，但是在美国收入最高的 2%人

群中女性已占到了一半。

Wolf说：“总体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掩盖了

年轻女性和年轻男性之间相对小得多的收入差

距。从最高管理层中年龄较大女性的收入中仍

能看到多年来性别歧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

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在进入职场时，

其收入和年轻男性的收入差距不大。”

会计行业中也存在这一趋势。IMA（美国

管理会计师协会）估计，20多岁的女性在去年

的收入为同年龄层男性收入的 90%，但是 50

多岁的女性的收入只有同年龄层男性收入的

77%。即使如此，各年龄层男女薪酬差距正在

缩小。Valparaiso大学会计学教授 Lee Shiffel领

导了这次调查，他说：“与两年前相比总体薪酬

上涨了，其中女性总体薪酬上涨了 8500美元，

男性总体薪酬上涨了 7500美元。

ACCA专业事务总监、致同（Grant Thornton）

会计师事务所前合伙人苏艾蒙 (Sue Almond)说：

“难以形容在过去几十年间会计行业发生了多少

变化。不仅行业中女性人数上升了，人们也越来

越认可女性一贯擅长的技能。在行业中不仅是

那些完成诸如赢得新业务这样较有男子气任务

的人会获得奖励，那些拥有软技能的例如团队

建设能力的人，也会受到奖励。”

女性合伙人人数上升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的数据显示，

行业高层中女性人数上升了，合伙人中女性的

比例从 1989年的 1%增长到了目前的 20%。

苏艾蒙说：“高层中女性的人数仍需提高。这

将意味着年轻女性在晋升之路上需要更多引路

者。但即使如此，在这方面我们正取得很大进

步。”我们能在越来越多的财务职位中看到更

多堪称楷模的女性。甲骨文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财务官 Safra Catz是 2012年收入最高的女性

高管；她的收入高达 5170万美元，约为英国

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 Bob Dudley收入的六倍。

Mondelēz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

席 Irene Rosenfeld 2012年的收入为 2880万

美元。

在更广泛的层面，女性收入的增长比男性

收入的增长幅度更大。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

性收入的中位数经通货膨胀调整后比 1979年

上升了 28%，而男性收入只上升了 17%。但是

Wolf认为在这令人振奋且早该发生的进步背后

有消极的一面。“只有当现代社会中出现更多

处于社会底层的家政人员时，处于高层的女性

才能享受到更多自由和财富。这些女性家政人

员承担了照顾孩子、老人以及做其他家务的任

务。”

新罕布什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卡西学院 (Carsey Institute)的研究

表明，97%的保姆是女性。这些女性的收入和

生活条件都落后于其他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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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的数据显

示，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是，收入达不到最低

工资标准的女性人数可能是男性人数的两倍。

性别不平等本身可能不会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

不平等。Wolf解释道：“如果更多男性待在家中，

而由高收入的女性赚钱养家，整体收入差距可

能不会扩大得那么快。事实上，没有迹象表明

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发展。”

美国人口普查局 (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

示虽然居家男性的数量正在上升，但只有不到

4%的美国家庭由父亲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结果

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非常高，夫妻双方的薪酬

都很高，而且都在上涨。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会

对经济造成损害。首先富人将大部分的收入都

存起来，花费的较少。

华盛顿城市研究所 (Urban Institute)的经济

学家 Bob Williams说：“消费率低常常意味着

就业率较低以及经济增长较慢。例如，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其花销占收入的比例与

教师的相比要低很多。”大量储蓄也带来了资产

泡沫膨胀的风险，导致股权市场、商品价格和

房价过度波动。

包括 Williams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担

忧高收入不平等将自我维系，长久存在，导致

社会精英越来越少。Williams说：“相对于那

些来自不太富裕但资质相当的孩子，富裕家庭

的父母越来越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享有更大优

势。”Wolf承认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

法。她说：“在发明照顾孩子的机器人之前，我

们仍需要大量的保姆来照看精英女性的孩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高收入的工作。”

她认为政府可以出手缓解收入不平等状

况。她说：“让所有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不会减少

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女性人数。但是可以保证高

收入的工作不只属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同时，

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可以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资

金为收入较低行业中的女性提供更好的社会服

务，使得她们生活得更好。

在性别不平等状况逐步得到缓解的同时，

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可能要更努力地阻止不断

扩大的贫富差距。

Christopher Alkan，驻纽约记者

虽然居家男性的数量正在上升，
但只有不到 4%的美国家庭由父亲待在家里操
持家务。

Facebook首席运营官

Sheryl Sandberg在路

透全球科技峰会发言

时指出，美国收入最

高的高管中女性占比

不到 10%。

钱，钱，钱
一百万英镑钞票付之一炬，乍一看来无疑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但实则不然，经济
学家兼专栏作家 Tim Harford对此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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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年 8月 22日，两名隐退的音乐

人 Bill Drummond和 Jimmy Cauty飞

往紧邻苏格兰西海岸的内赫布里底

群岛朱拉岛。随行的是一位摄影师、

一名记者（《观察家报》记者 Jim Reid），还有

一捆捆紧紧包裹在塑料袋里的两万张 50英镑

的钞票。整整 1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 150

万英镑或 250万美元）。据说，Drummond和

Cauty为凑够这些钱已取出了全部存款。

第二天一大早，四人来到一个偏远的船屋，

屋外大雨倾盆，Cauty和 Drummond将这些钞

票堆成一小堆，其他人充当见证人。Drummond

和 Cauty从每一捆中抽出一张 50英镑的钞票，

用打火机点着，扔进钱堆，其他的钱也被点燃

了。有几沓现金太厚，没点着，他们就每次抽出

三、四张钞票，揉成一团，扔到火上烧掉。整个

过程持续了数个小时。

太浪费了！
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其他很多人也这么

认为。作为赫赫有名的 The KLF乐队前成员，

Drummond和 Cauty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公愤。

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但

艺术界却不这么认为。在大部分人看来，无论

是受到艺术的驱使，还是为了赢得关注，或是

由于摇滚精力过剩所致，Cauty和 Drummond

的做法都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Jim Reid在

《观察家报》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目睹的一切，

结尾列出了 100万英镑可以买到的东西，比

如“在卢旺达，可以买到 2,702个救助包，供

810,810人使用”，“对于流浪者来说，可以让

68个家庭在伦敦的住宿加早餐旅馆 (B&B)住

上一年，如果是在伦敦市外，则可以惠及 106

个家庭”。

Tim Harford是《金融

时报》资深专栏作家，

也曾在《男士健康》、

《时尚先生》、《福布

斯》、《纽约杂志》、《连

线》、《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卫报》

和《星期日泰晤士报》

上发表过文章。

他的著作包括The Logic 

of Life,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以及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

Harford还是牛津大学纽

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访问学者，

也担任英国广播公司

第四电台著名节目

More or Less 和 Pop 

Up Ideas的主持人。

他们每次抽出三、四张钞票，揉成
一团，扔到火上烧掉。

Drummond和 Cauty曾作为嘉宾参加过由

Gay Byrne主持的爱尔兰电视访谈节目“深夜

秀”(The Late Late Show)，当他们谈及自己的

“艺术”时，大家的反应却充满敌意。Byrne的提

问非常犀利，现场观众也对这种毫无意义的破

坏行为表现出愤怒情绪。难道他们就不能好好

利用这笔钱吗？ Drummond辩驳道：“如果我

们拿这笔钱去造游泳池、买辆劳斯莱斯，大家

就不会觉得这么生气了。正是因为我们把钱烧

了，大家就有些生气。我知道，这种事情说起来

有点老掉牙，而且并没有说服力，大家都在说

应当拿去做慈善⋯⋯我们烧掉这些钱，并不会

导致世界上少一块面包、少一个苹果，任何东

西都不会少。唯一缺少的不过是一堆纸。”

此时，Byrne提出反驳称，如果他们能够

合理地利用这些钱，世界上就会有更多的苹果

和面包。观众对 Byrne报以热烈的掌声，却在

Drummond准备继续说话时开始起哄。

你是否要说 Byrne错了，Drummond才是
对的呢？我猜对了吗？
你确实可以这么说。看待这件事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询问一下英格兰银行印刷 100万英

镑来替代 Drummond和 Cauty焚烧掉的英镑需

要花费多少钱？基于我从英格兰银行（相关人

员对此有点闪烁其词，只说每张钞票花费“几

分钱”）收集到的数据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发

布的信息显示，印刷 20000张 50英镑的钞票

花费不超过 2000英镑。当 Drummond说他的

论点“并没有具有说服力”时，他错了，因为他

的论点十分有说服力。而当他说他丝毫没有浪

费面包或苹果，浪费的只是纸张时，他完全正

确。他和 Cauty所造成的一切浪费不过是价值

2000英镑的纸张而已。

事实上，Drummond和 Cauty远不是在无

谓地浪费本可以给与贫困者的资源，而是给他

们的每一个同胞送了一个小礼物。人们不应感

到愤怒，而应该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为什么感谢他们？
让我们想想每次英格兰银行增印纸币时会

发生什么。如果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能与潜

在的供给（而且价格粘性阻止市场做出调整）

相匹配，那么多出的钱就意味着对同样价格的

现有资源的需求增加。但是如果市场上的商品

和服务供不应求，那么价格反而会升高。

在相反的市场情形下，如果 Drummond和

Cauty在一国经济已遭受需求不足时焚烧钱财，

他们会使该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即使如此，

英格兰银行仍可以随时按动印刷机按钮来挽回

损失，所需的不过是几千英镑的印刷费而已）。

但是如果 Drummond和 Cauty在经济处于供

需平衡的情况下焚烧钱财（这种情况更可能发

生），其产生的影响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该国

的平均物价会降低。

必须承认的是，物价不会降低太多。

Drummond和 Cauty焚烧了 100万英镑，而当

时个人和公司持有的纸币和硬币总计达 180亿

英镑。这个数字每个月还以数以亿计的差别上

下波动。所以 Drummond和 Cauty“艺术行为”

的影响可能是察觉不到的。当然，总体上还是

会有一些影响：价值 180英镑的东西平均价格

会因此降低一分钱。通过减少 100万英镑的货

币供给，Drummond和 Cauty使物价稍微下降，

从而有效地将 100万英镑分发给世界上每个持

有英镑的人们。

Drummond没打电话向你收电视培训的费
用真是太可惜了
我很怀疑这在当时会有所帮助，这个论点

是违背直觉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看待钱财时，

本能地想到的是个人购买力，即我们可以用那

些钱买到的东西。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事情并不是如此。Drummond和 Cauty破坏了

他们价值 100万英镑的购买力，但是他们并没

有破坏价值 100万英镑的社会资源。从逻辑上

讲，如果你破坏的是自身购买力，但不是整个

社会的购买力，那么你一定是将自己的购买力

分发出去了，而这正是 Drummond和 Cauty做

的事情。

如果要掌握一国经济大权，你就必须跳出

这种直觉习惯，不能将财富看作是“用钱可以

买到的东西”，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但对

于社会来说却并非如此。正如 PJ O'Rourke曾经

说过的那样，微观经济学与你没有的财富有关，

而宏观经济学与政府没有的财富有关。这完全

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财富。

版权 © Tim Harford 2013

本文节选自 Little,Brown出版社出版

的《卧底经济学家反击战》(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Strikes Back)。英 国 读 者 可 以

10.99英镑的优惠价购买此书；购书请致

电 01832 737525 并声明购书参考号：

LB181。该优惠截止日期为 2014年 6月 30

日。

96     第八期  第八期     97

财会前沿：经济学  现金 财会前沿：经济学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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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阿迪斯阿贝巴+251 115 159533 info@et.accaglobal.com  中国北京+86 (0)10 65186122 accabj@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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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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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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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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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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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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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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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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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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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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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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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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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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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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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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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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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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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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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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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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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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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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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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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和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在

“首席财务官之月”活动开始时表示，由于人们

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加深，2014年可能会看到首

席财务技术官的出现。这项年度活动旨在支持

首席财务官发挥核心作用，并且提高首席财务

官对现在和未来所面临挑战和机遇的认识。

ACCA行政总裁白容 (Helen Brand OBE)说：

“ACCA和 IMA于 2013年进行的未来研究表

明，未来全球的首席财务官将越来越多地融入

大数据（见第 62页）和技术（见第 40页）的趋

势，这对业务增长和利润至关重要。随着首席

财务官采用更加战略化和全球化的观点处理企

业业务，技术将在其职能范围内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

“网络安全、云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

实技术、数字服务交付，甚至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都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商业战略中。首席财务

官是当今企业的变革推动者。十年前谁又能想

到这些技术趋势将会变成首席财务官的部分

职责呢？不仅现在，未来仍将是如此。首席财

务技术官的地位将日益提升，在董事会终将占

有一席。”

ACCA理事会由全球资深会员组成，于

2014 年 3月在迪拜召开年会，此外还将在孟加

拉国、巴基斯坦、阿曼和斯里兰卡召开会议，以

进一步发展 ACCA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网络和伙

伴关系。议题包括中东、北非和南亚 (MENASA)

的雇主对财会全才的需求，这些财会全才不仅

能够在财务价值链上发挥作用，还要具备战略

领导者素质，保证公司的良好管理和合规经营。

会议还将讨论公司报告的发展及女性在财务领

域的发展。

ACCA近期颁发了两项重要的荣誉会员奖。

曾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首席执行官的 Ian Ball

和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Bob Eccles教授获得

ACCA荣誉会员称号，并出席了在伦敦皇家艺术

学院举行的 ACCA理事会暨全球会员代表大会

宴会。

ACCA 会长唐满庭 (Martin Turner) 表示，

Ian Ball获此殊荣是鉴于他对全球会计行业发

展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改进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的

支持；Bob Eccles教授获此殊荣则是由于他对

综合报告思想理论发展的贡献（见第 20页）。

他还说：“两位都为全球会计行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推动并提升了会计行

业的发展，同时还推进了关于财会和商业的新

思维。”

为满足雇主需求，ACCA对专业资格考试进

行了完善：更新 ACCA全球课程大纲内容，确保

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新会员具备财会全才的技

能和知识。

课程大纲有了大范围的改变，涉及领域包

括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战略和创新以及财务

管理。从 2014年 12月开始，课程大纲将包含

有关综合报告的内容。

ACCA已经加入商业和工业咨询委员会

联合专家组 (AEG)，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中的工商业界小组。该委员会作为独立

的国际商业协会，致力于为经合组织和相关平

台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咨询意见。ACCA致力于让

英国、欧盟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参与广泛

的全球问题讨论并就这些问题为他们提供咨询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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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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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肖 Kathy Grimshaw
ACCA欧洲地区常务总监
kathy.grimshaw@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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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 Andrew Leck
ACCA美洲地区总监
andrew.leck@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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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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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尔 Andrew Steele
ACCA企业发展总监
andrew.steele@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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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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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首席财务官之月视频，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49

阅读首席财务官角色的相关文章、报告和

其他资料，请访问：www.roleofcfo.com

阅读ACCA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杂志

MENASA版本，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

阅读更多关于课程大纲的内容变化，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40

首席财务技术官的
兴起

理事会在迪拜

荣誉会员

课程大纲变化

加入联合专家组
(AEG)

Bob Eccles 教 授（ 顶

图）帮助推进综合报

告发展，Ian Ball（上

图）支持推动了公共

部门财务管理的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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