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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企业中，仅凭监管本身并不足以影响员工的道

德行为，还要取决于企业治理和风险管理的改

善。以伦敦地铁为例，伦敦地铁通过有效执行运

营准则和实践，将其核心文化传递给用户。这一

举措说明了，监管固然重要，但是文化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

例如企业集团如何构成，其行为规范如何传播。ACCA和英

国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UK’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调查了企业文化、监管以及合规体系在推动企业行为

方面的作用。研究结论旨在为企业领导者在文化评估和变革的

道路上提供创新见解。请阅读 6-13页的文章了解详细内容。

就在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发布报告框架后的一年时间里，

已经发生了许多进展来促进了报告框架的实施。取得这一成果

的关键在于企业董事层面的鼓励和领导。请阅读从 33页开始

的相关文章，以及传统的鉴证方法如何应对当前勇敢无畏的新

世界的挑战。

在《财会前沿》第十期中，我们探讨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包括企业报告、置信会计和审计，以及可持续发展，涉及

文章包括儿童权利对企业的重要性，威尔士亲王可持续发展会计项目（A4S）十周年。我们还探讨了 ACCA在公共部

门财务的新研究：政府整体财务报告。我们也听取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深财务专业人士的意见，包括采访国际会计师

联合会主席Olivia Kir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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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波顿 Lesley Bolton 

 ACCA研究与洞察报告

ACCA全球论坛
ACCA全球论坛分为 11个论坛，汇聚了来自公共部
门、私营部门、执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人士，旨在进
一步思考当前和未来的重要议题，探索财会行业的新
机遇。www.accaglobal.com/global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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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地铁系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

良好案例（见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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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地铁是融入英国文化

的一种非凡体验⋯⋯伦敦人就算心怀抱怨
也仍然会排队。第 7页

“埃博拉疫情不会导致非洲大陆的

经济增长势头大幅放缓。”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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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轨道
ACCA政策与研究主任舒宝丽（Pauline Schu）为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
董事会如何更好地预测公司文化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提供最佳的
解决方案。 

2 014年，ACCA和英国经济与社会

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ESRC）共 同 完

成了一项国际调查，旨在了解公司

文化、规章以及合规制度对推动公司内部正当行

为或失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发表在一篇名为

《文化与企业行为引导》(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r) 的报告中，希望为企业领

袖提供创新的指引，协助其开展文化评估与文化

变革。

有效引导
如果您曾经乘坐过伦敦地铁，对以下几句话

一定不会陌生：请注意站台与车辆之间的空隙；

请站在黄线之后；请靠右站立；靠左行走 — 换句

话说，请与人流行进方向保持一致，任何时候都

不要逆行。

伦敦地铁系统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会迎来

约 100万通勤者乘坐地铁准时上班。因此保持车

流和人流的畅通无阻、不受中断，也成为主管机

构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TfL）的第

一要务。因此，他们需要有效的交通规则引导乘

客的行为，并在沿途滚动播出和播放语音提示。

在高峰时段，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不知疲

倦地重复提醒乘客，要站在黄线之后，并确保先

下后上。

伦敦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都市。汇集于此的

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然而，基本上每

个人最终都会遵守“牧羊”一般的地铁乘坐方式，

确保整个轨道交通尽可能高效，即使是在高峰时

段也一样。周围人的行为会对每位个体乘客的行

为产生巨大影响。在地铁里，站在自动扶梯的错

误一侧，或者正对车门站立阻碍车门打开，都会

引发周围人的抗议和劝诫。通常，大家都会和其

他人保持同侧站立或行进，并遵守伦敦交通局的

引导。

乘坐地铁是融入英国文化（至少是老掉牙的

正统英国文化）的一种非凡体验。虽然一些城市

在遇到交通高峰或者遭遇罢工时会陷入混乱，

舒宝丽（Pauline 

Schu）是 ACCA政

策与研究主任，负责

ACCA企业文化与公

司行为引导工作。 

* 从最高层做起校准和嵌入核心价值观。

* 密切注意涓滴效应和群体动向。

* 追踪如何做出决策。

* 坦诚评价监管和规范的价值。

* 警惕激励制度产生的意外后果。

* 找出能激励员工的是什么。

* 预测趋势。

基于此，董事会可以考虑以下几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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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外界纷纷呼吁

金融机构董事会对

公司的风险文化进行

评估。

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有助于推动道德行为。但前提
是：道德行为正是公司所希望的。

Robert Woll曾在 2014年召开的 ACCA香港 CFO峰会上称，若想顺利推行公司文化，CFO应该

统一职业经理人和普通雇员的激励标准，确保公司内部不会形成“亚文化圈”。他说：“CFO及其他领袖

应该通盘考虑薪酬和奖励机制，确保员工行为符合公司的整体价值观。”

Deacon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Robert Woll

但伦敦人就算心怀抱怨也仍然会排队。伦敦地铁

的文化通过规范和惯常做法的有效执行在乘客中

间不断传承下去。规则和流程是确保行为得当的

关键。站台工作人员的不断提醒则证明其对引导

乘客有序乘车是有效的工具。

伦敦地铁的例子说明，规章制度对一个组织

的有序运作十分关键。它同时揭示出：文化是如

何影响行为的，组织是如何变得井然有序的，以

及规范是如何传递给后来者的。最后，这个例子

还说明：规范是一项日复一日的工作。遍布车站

的信号灯、随处可见的工作人员，以及交通日志

的无缝衔接记录，都有助于引导正当的行为，确

保人流的通行无阻、有序移动。规章制度和更为

柔和的行为“推动”，共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控制

系统。

与之类似，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本身在治理

和风险管理的改善之前，对影响有道德的行为是

无能为力的。就算办公室贴满了“我要遵守道德”

内部审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通过强有力的事实

证明：内部审计师参与公司道德评估非常有必要。一份近期公布的报告

指出，对文化指标的审计不应仅限于流程与控制，而更需将干涩的数据

和鲜活的直觉相结合。阅读报告《文化与内部审计师的角色：探查表面之

下》（Culture and the role of internal audit: looking below the surface），

请访问：tinyurl.com/iia-culture

凭借遍布全球的会员力量和服务网络，ACCA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以捕捉最前沿的思想与实践，为企业和财会领袖提供具有价值创造和可

操作性的洞见。ACCA针对公司文化及其对公司行为和道德标准的影响

展开的最新研究，有力证明我们善于抓住新问题并及时与各方进行沟通。

ACCA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对一些假设大胆地提出质疑，而且为合作伙伴

和会员提供了一整套实用的建议。了解 ACCA最新的思想成果，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culture

审计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ACCA研究洞见

这样的宣传语，仍然无济于事。营造一个环境，让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讨论自己关心的事，才是可

行之道。安全、有效的揭发流程应被视为公司的

一个关键安全阀。

规则的局限性
英国银行业出现的涉及操纵银行同业拆借利

率的 Libor丑闻说明，纵然有大量的规则、流程与

合规系统，仍无法保证某些最大规模的金融机构

行为得当。次贷危机、将种类繁多的金融产品违

规出售给企业和个人的现象同样反映出，规则和

流程并不能保护客户，也必然无法对金融业起到

道德约束作用。

在公司范围内执行道德行为是很难的。对于

道德的定义总是主观的，往往依情势而定。然而

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有助于推动道德行

为。但前提是：道德行为正是公司所希望的。在对

Libor利率操纵丑闻的质疑声中，有人称这种失当

行为并不仅限于少数交易机构，而是一种根深蒂

固的行为。针对银行开展业务行为的调查也得出

这样的结论：银行的激励体制和控制系统双双“漏

洞百出，鼓励交易商中饱私囊”。失当行为之所以

成为可能，在于管理层“对交易大厅的文化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目前希望，金融机构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

风险文化进行评定。预计其他行业也会在近期对

公司董事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在《文化与引导公

司行为》报告中，ACCA建议出台一个框架来帮

助公司了解行为的推动因素（就风险、挑战或奖

励而言），并阐释如何对公司自身文化进行评估。

报告里列出了一系列需要董事会和员工权

衡的因素。例如，应选择对错误宽容还是零容

忍？是否应该鼓励批评文化？组织应该鼓励创

新还是在严格的控制之下？以盈利为重还是更

看重公共价值？

这个模型只是开发行为分析工具的第一步。

我们希望由企业和学术界共同推动这一全新但重

要的研究领域。

阅读报告《文化与企业行为引导》

（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ur），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culture 

报告由舒宝丽和 ACCA前任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

主管莫可希（Paul Moxey）共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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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董事会的推动因素 公司为何而存在？
Better Boards公司联合创始人 Sabine Dembkowski博士和 Stefan Wegener博
士讲述如何规划和建立高效的董事会。

来自公益律师事务所 Frank Bold的 Paige Morrow认为，公司项目存在的目的在
于实现“股东价值神话”。

1 人员构成

 关键在于了解不同专家、擅长角色和个人风

格之间如何互补。

2 发挥所长

 一定要了解董事会成员的优点和长处，以及

如何利用它们实现 1+1大于 2的效果。

3 明确分工和职责

 很多公司的董事会都存在大片的灰色地带，

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而非个别的现象。而

最有效的董事会都会明确分工和职责。

4 共同愿景

 高层有共同的、明确的定位非常重要。

5 解决冲突

 有效的董事会及其成员知道如何解决董事会

和下级管理层之间的冲突。

6 有序地组织工作

 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在组织上极其依赖董事会

秘书以及董事长和 CEO之间的互动。高效

的董事会了解如何构建他们各自的工作。

7 定期评估

 定期的工作休息，让董事会成员互动、反思

各自的工作，对成功很关键。

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董事会

Sabine Dembkowski

博士和 Stefan 

Wegener博士是

Better Boards公司

的联合创始人和主

管合伙人。这家咨询

公司致力于协助客

户建立高效的董事

会，为公司的价值创

造流程做出最大贡

献。关于公司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www.

betterboards.co.uk

Paige Morrow，现担

任公益律师事务所

Frank Bold布鲁塞尔

主管。该律师事务所

专业从事环保、能源

与商法服务。 

我
们几乎每天都会在商业版读到关于

董事会的负面消息。实际上，近期

有研究显示 58%的 CEO曾让投

资者损失金钱。在管理私募股权公

司的过程中，63%的董事会成员会被更换。那么，

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Better Boards公司联合创办人和主管合伙人

Sabine Dembkowski博士强调说，实际上绝大多

数管理者培养项目会止步于董事会之下的一或两

级。“根据以往和公司事业群领导及部门主管的

共事经历，显然问题出在别处，”她说道，“实际

上，我们在这个级别看到的情况和大型公司内部

的行为有着完美的对应。”

Dembkowski解释说，外界对董事会成员的

观察可能比他们想象得更密切。在他们手下工作

公
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满足客户需

求，给员工支付生活必需工资，为

投资者产生回报，创造社会公益，

还是四者兼而有之？

“Purpose of the Corporation”项目是一个

由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非政治平台，集合了商界、

学界、民间社会和贸易联盟等各方力量，它试图

解答这个问题，并为上市公司的未来勾勒出一个

实用主义愿景。

项目借鉴了“股东价值神话”这一概念。这

个概念最先见于康奈尔法学院 Lynn Stout所著的

同名书。作者在书中对一种教条理念提出了质疑，

即：董事会成员在法律上有义务将股东的利益置于

第一位，所有精力都要集中在提高收益和股价上。

这种主流观念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年代时的经

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

认为公司存在于社会的唯一作用就是实现利润最

大化。实际上，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一家公司

可以选择季度收益最大化，但董事会同样可以决

定将利润再投资，涨薪或研发新产品。

股价为衡量企业和管理者业绩提供了一种看

似简单的度量方式。绩效工资往往会起到负面的

激励作用，促使公司通过股份回购、恶意管理或会

计欺诈等手段操纵短期绩效。安然、安达信等巨头

的倒下就是触目惊心的实例，然而，这样做的后果

的人所展示出来的行为举止，即是对董事会成员

行为举止的观察与诠释。她说：“为解决这个问题，

整个欧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着手开展行为管理和

董事会审计。我们看到过数百份这方面的报告，

也曾筹办和组织（以及参与）过大量反馈会议。”

于是，Better Boards公司以此为依据推出了

一套自行研制的董事会在线审计工具。“我们综

合了业界、管理咨询公司、投资者以及私募基金

的想法，重点放在高管培养、效率和价值创造等

问题上。”Dembkowski说道，“我们的报告在设

计上力求简单易懂，既有具体的行动建议，又避

免站在我们的角度对问题进行任何解读。”

舒宝丽（Pauline Schu），ACCA政策与研究主任 

可能并不能立即显现。普遍存在的回购股份做法

造成资金分流，减少了原本可用于创新或向新市

场扩张的资金。2013年，美国“标普 500指数公

司”共回购自家股份价值 5000亿美元。《经济学

人》杂志近期应用的一项研究总结称，回购的翻倍

与研发支出下降 8%几乎同时发生。

公司丑闻促使消费者和民间团体敦促公司进

一步参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公司业

绩好和注重公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取舍呢？哈佛

商学院的 Robert Eccles（2013年 12月被授予

ACCA荣誉会员资格）、George Serafeim以及伦

敦商学院的 Loannis Loannou的最新研究显示，

可持续发展与公司绩效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他们

对 1993年到 2010年间的 180家美国公司进行了

分析。研究将高度关注 ESG问题的企业作为一组；

另一组企业在 1993年时的业绩、规模、资本结构

和增长机遇等方面与前一组极为类似，但是在可

持续发展领域的投入乏善可陈。到 2010年时，从

可持续发展表现良好的公司股票价值上来看，当

初投入的 1美元已变成 22.58美元。而在可持续

发展表现较差的公司，每 1美元仅有 15.35美元

的回报。

研究的实际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欧盟针

对非财务报告的指导文件即将生效。届时，约有

6,000家大企业必须就 ESG问题公布相关报告。

欧盟还在计划仿效英国实施类似于股东“薪酬意

见投票”的制度。一旦实施，责任股东便可以对公

司施压，促使其在股价之外采用更多非财务指标

来制定高管薪酬计划。

社会和法律方面的期待不断变化，要求企业

在经营的过程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诸如荷兰消费

品巨头联合利华、丹麦制药商诺和诺德等很多成

功的全球化企业纷纷释放价值创造潜力，将可持

续发展纳入核心商业战略。通过圆桌会议、政策

吹风会以及研究报告等途径，“Purpose of the 

Corporation”项目正致力于促成这方面的讨论，

研究公司治理如何最大程度地推进公司绩效与可

持续发展这对相互关联的目标。

了解有关“Purpose of the Corporation”项目及

相关出版物，请访问：

www.purposeofcorpor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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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道德
Robin Cosgrove奖致力于推动财务领域的伦理道德。两位该奖项先前的获得者
在此探讨财务领域的技术和个人责任。

优
秀的企业依赖于良好的道德实践。

ACCA与 Robin Cosgrove奖携手，

推进其为提升财务领域的伦理道德

在全球范围内做出的努力。自2012

年起，ACCA特别顾问贾维斯（Robin Jarvis）便

成为该奖项评审团中的一员。ACCA是首个引入

道德伦理论文的会计师组织。自 1904年创立以

来，ACCA便致力于推动财会领域的诚信、机遇、

多样性、创新和责任感。 

在过去的几年中，ACCA针对企业治理、公

司文化和董事会的行为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为

Robin Cosgrove这一国际奖项提供支持，从而确

保围绕财务领域伦理道德所开展的探讨不会局限

于某一领域或某一利益相关者群体。

两位 2013 年的获奖者针对财务领域的

伦理道德撰写了相关短文，以下仅为他们的

个人观点。

Prabhay Joshi：伦理道德和忠诚
自我获得 Robin Cosgrove奖的一年半里，

围绕财务领域的伦理道德和监管的争论仍坚定地

占据着讨论的焦点位置。非常荣幸我的努力能在

2013年得到认可，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一奖项在

ACCA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我的文章重点探讨个

人决策和组织文化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我所探

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

从道德角度审视这种行为的潜在影响。如果个人

的价值与他们为之工作的企业过于契合，他们就

有可能丧失进行自主道德决策的能力。

就监管的角色而言，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

题：技术监管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个人道德

决策的问题吗？我认为一个有经验的财务专业人

士，只要意图操控这一体系，不管监管体系多么

全面，他总会找出应对办法。因此监管的重心应

该是提升个人的责任感。

去年发生在英国银行业的变革就是为了弥

补问责缺陷。首先设立了由理查德  兰伯特爵士

（Sir Richard Lambert）担任主席的银行标准审查

委 员 会（Banking Standards Review Council），

该委员会致力于通过一系列行为基准评估英国银

行。最近英国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协商建立

“高级管理人员体系”，提升组织机构高层人士的

个人责任感，并且有可能在鲁莽不当行为发生后，

对相关领域的高级管理人士进行刑事起诉。 

Rafael Gomes 是 2013 年 另 一 个 Robin 

Cosgrove奖获得者，他针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

个有趣的角度：依照法律精神，而不是法律的字

面含义行事，这难道不是银行的责任吗？公众的

意见对此似乎是一致的：银行在经济中具有系

统重要性，他们的行为（不考虑监管）应该反映

这种责任。

不管多么微小的努力，能够有机会为 Robin 

Cosgrove的遗产增砖添瓦的确是一种荣幸。我

希望能够推荐任何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士提交

相关论文，参与到围绕财务领域伦理道德的讨论

之中。

Rafael Gomes：财务领域的技术
财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数字化行业，同时也是

一个需要接受伦理失范审查的行业。以下四个金

融科技趋势将促使我们以创新方式思考财路领域

的伦理道德。

1. 机器人
 为了与顾客建立健康的销售关系，银行必须选

择适于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同时采用公平透明

的销售技巧。新机器人时代的来临应该让我们

暂时停下来以进行思考。例如一件产品可以自

称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人助理”，承

诺能够代表银行与客户进行“真实对话”，但

一个虚拟的服务员又怎么会知道如何恰当地

销售支付保护险（PPI）一类的产品呢？或者

一个老奶奶怎样才能以一种双方都能理解的

方式，向这个虚拟服务员描述自己的风险偏好

呢？用程式化的机器人来销售金融服务会带

来道德挑战。

2. 财务自动化
 高频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HFT）— 

即用来检测一份订单何时投入市场和快速完

Prabhay Joshi是英

国博安咨询集团（PA 

Consulting Group） 

的财务服务顾问，

Robin Cosgrove全

球财务伦理道德奖的

前任获奖者。

Rafael Gomes

是埃森哲公司

（Accenture）的风

险顾问，以及 Robin 

Cosgrove全球财务

伦理道德奖的前任获

奖者。

成第一份订单的超高速度算法。高频交易已经

成为资本市场行业内的一块肥肉。美国和欧洲

的监管机构正在审查 HFT是否与抢先交易相

关。抢先交易是一种非法行为，即交易商在执

行客户订单之前，先替自己的账户买卖，因为

客户的买卖可能改变市场价格。但是 HFT却

无关交易商的行为，而是电路系统。如果交易

商用隐蔽话筒窃听竞争者的信息，这就是一种

不道德的行为，但 HFT使用的是自动化人工

智能技术。决策直接硬线接入技术性基础设施

中。如果信息优势对于监管者和经济学家来说

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技术自动化和速度

将会使道德挑战成倍增加。

3. 监控银行
 合规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监控技术来检

测银行内部潜在的异常行为。但许多不当行为

发生在不同银行之间，而非银行内部。虽然银

行共享监控数据符合情理，但操作起来却极为

复杂。把对雇员的监控拓展到银行之外可能是

一个解决办法。银行通常会对社交媒体数据进

行分析，以便在提供贷款之前，了解哪一位客

户具有较高的风险。他们是否认也为监控雇员

的领英、脸书和推特账户能够帮助他们发现高

风险雇员呢？

4. 众筹
 点对点（P2P）平台可以使用户避开传统银行，

彼此之间进行贷款、股票、保险和支付等转账

行为。2013年 10月，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

局开始为众筹者制定规范。虽然这种数字化服

务无疑可以带来长期收益，但也会形成道德风

险。利益冲突通常是内部固有的。P2P平台以

高的交易量进行获益，所以他们倾向于宣称借

款者的风险低于实际水准。一个真正的欺诈平

台，甚至可以像其他在线业务那样，编造借款

者和交易，提高交易量。众筹行业应该严肃对

待这一风险，因为仅凭单个虚假平台，就可以

把风险厌恶的客户迅速送回更加传统，有源可

循的竞争者手中。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2014年 11月，Stephen 

Hawking教授对技术的风险提出了警告，某些技

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的

能力。银行界、监管者、会计和顾问将越来越依赖

于技术常识，才能递送有效且合乎道德规范的资

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需要了解技术体系

的建立方式，财务数据在各体系之间的传播方式，

以及是什么使这些越来越智能的机器运作的。

Robin Cosgrove奖是一项论文竞赛奖，旨在促进财务领域各方面的信

任观念和道德行为。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奖励关于财务领域伦理道德的

最佳创意想法。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 Robin Cosgrove的远见卓识，他

是一位明智的投资银行家，去世时年仅 31岁。他强烈认为银行和财务领域

缺乏诚实且合乎道德规范的实践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阻碍。

该奖项由瑞士日内瓦非营利基金会Observatoire de la Finance，Robin 

Cosgrove的母亲 Carol Cosgrove-Sacks博士，以及 ACCA合作设立。 

该奖项是国际奖项，报名参与奖项可使用英语或法语。获取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robincosgroveprize.org

Robin Cosgrove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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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有风险
在商业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这是否意味着
你应该把所有风险都告知你的股东，以及你打算怎样解决这些风险？

经
营一家企业本身就具有风险性 — 

既包括日常的小风险（比如你的一

个供应商破产了，或者一宗货物的

价格突然大幅上涨了），也包括一

些你认为永远不会发生，但某些时刻也会发生的

风险（火灾、全球性信用危机、一艘满载你的存货

的船沉没了）。

董事会（好的董事会至少会）定期讨论可能

会发生什么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应对。

但关于这些讨论的内容，有多少是他们应该告诉

股东的呢？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企业事故和意外（英国石

油公司“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漏油事故和索尼

最近的黑客事故）更加说明了企业应该向他们的

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清楚地解释他们所面临

的风险。

开放
金融危机促使人们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且

催生了一系列旨在改善金融领域风险披露的法规

（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号 — 金融工具：

披露》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强化信息披露工作的建

议）。2008年金融危机毫无疑问提升了风险报告

的重要性，并且把关于风险的讨论公开化。尽管

如此，根据 ACCA新制定的一份报告，企业正式

风险报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ACCA的《风险报告》（Risk reporting）研究

从制定者、用户和监管者角度详细阐述了一系列

资深风险专家的观点。在报告中，各方一致认为

风险报告有待改进。问题是怎样改进 ?

许多接受咨询的专家认为自金融危机以来，

有些方面已经做出了改进。但当前许多风险报告

仍然属于无谓的泛泛而谈，是以合规为导向制定

的，乏味平淡。或者正如 Governance for Owners

公司合伙人 Eric Tracey 尖刻地形容，企业风险报

告涉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起不到任

何作用”。

问题的根源在于用户想要的和编制者准备

给予的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简单来说，用户想

要看到更多关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的讨论，而

编制者则尽可能少提这方面的内容，以免惊动

相关方。

企业害怕如果提供太多关于风险的详细信息

会令投资者望而却步，或者泄漏敏感信息。后一

种假设令分析家嗤之以鼻。“这是隐瞒各种事情

的绝好烟幕弹，”Tracey说，“你应该有能力在披

露风险的同时，不泄露应该保密的信息。正因为

有些事情具有敏感性，才应该向股东报告。” 

那么用户希望看到什么呢？这份报告列出了

一份愿望清单，其中包括对公司至关重要的风险

的讨论，最好按照优先程度进行讨论。用户希望

了解为什么管理层认为这些风险至关重要，以及

管理层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风险。他们还希

望了解自上次风险报告之后新出现的所有风险。

最重要的是，用户希望看到一种坦率的态度 — 既

在企业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背景下对风险进行诚实

地讨论。

为风险定价
风险报告能否走得更远？记者和财务分析师

Jane Fuller提出了备受争议的量化风险的可能

“自金融危机以来，跨国企业面临的监管显著增加，问题是这种监管能否促进实现良好的风险管理。

其中必然包括难以预料的后果。在壳牌公司，我们也要面临一些并非针对我们而制定的标准，这样做只

是因为我们的规模大。我认为这样会分散企业的注意力，无法实现良好的风险管理。

“我的主要担忧是，大量新监管规定的出台可能导致企业组织仅仅把风险报告看作另一项打勾练

习，无法推动良好的风险管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们进行风险报告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程序，而要

把风险管理看作使企业独树一帜的一种有效方式。”

壳牌公司副总裁和英国主管

“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在风险报告方面看到了许多改进。如今风险已经成了可以讨论的事情，不再

像以前一样，只是一个词语。优秀的风险报告者能够向我们传达一些关于风险的有用信息。过去整个董

事会的信息披露程度非常糟糕，但现在很多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当前的一大挑战在于大多数企业的风险报告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不充分’。但也有一些闪光的例

子，优秀的报告能够向我们诚实地讲述一些故事，并且代表的是企业的声音。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其

他企业跟上进度。”

RPMI Railpen Investments公司治理主管

Simon Constant-Glemas

Frank Curtiss

性。她认为如果管理层在阐明一件特定事情（例

如诉讼风险）很少发生的同时，也能说明这件事

情一旦发生，会为公司造成多少潜在财务影响

（例如基于相似案件中的实际诉讼支出），这样对

分析师更为有益。

“这种方法可能令许多董事会头疼，”她说，

“但这会激发关于风险的更为有用的讨论。”

向良好风险报告前行的过程中似乎在发展

加快，至少在有些国家是这样的。在今年年底，

英国治理监管机构财务报告委员会（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宣布对企业治理准则进行改

革，建议董事会在年度报告中加入对“企业所面

临的主要风险的深度分析”，同时阐明如何管理这

些风险。

风险报告咨询专家一致认为良好的风险报告

不仅有益于企业，也有利于报告用户。其中一位

专家指出当前的风险报告已经从缓解风险转移到

如何为公司创造价值上。

ACCA政策总监威拉斯（Ewan Willars）认为

良好的风险报告可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我们

认为增加风险披露并非威胁，而是展示企业的控

制和管理能力的一个机会。”

Liz Fisher，记者

阅读《风险报告》（Risk reporting），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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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治理 
良好的公司治理通常是制度和灵活性的平衡，但 ACCA和 KPMG的一项
联合研究报告显示，人的行为在公司治理中通常被忽视。

根
据 ACCA和 KPMG一项为期 14个

月的调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讲究

的是制度执行与灵活性之间的平

衡。但与此同时，优秀的公司治理

中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 亦即与行为相关的因素，

例如沟通、评估和风险治理 — 则缺乏明晰的定

义，从而导致难以解读，更不用提如何实施了。

这项名为《规范与灵活的平衡》（Balancing 

rules and flexibility）的报告针对 25个市场的公司

治理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几个非常有

意思的结论，KPMG新加坡风险顾问总监 Irving 

Low表示。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新兴市场在公司治

理制度的清晰性和完整性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分

数，”Low说，“印度、俄罗斯、巴西，看起来是不

是和我们的平时想的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如果

你进一步分析，你会发现这些市场都于近期修改

了他们的公司治理制度。至少从书面上看起来，所

有的制度和要求都十分规范，但是他们是否会执

行这些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了。”这份报告中，印度

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澳大利亚相当，而俄罗斯则与

香港齐肩。

Low在 2014年 11月面向国际社会发表了这

项研究，并指出，发达市场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差

异。不同的是，新兴市场的问题可能归咎于执行与

实施的欠缺，而发达市场的问题则通常与人们的

行为有关。举例而言，美国的公司治理制度相对成

熟，位居所有调研对象的第二位，但近年来却不乏

公司治理丑闻的案例。

“这是一个与人相关的问题，”Low说道，“推

动世界前进的是人的行为，但这一点在许多公司

治理制度中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

严格与灵活
加强公司治理的严格性看起来似乎是预防相

关丑闻的好方法。大家总是以为要防范不当行为，

就要制定更多强制性的要求。但 Low对此避重就

轻的方式表示怀疑：“公司治理不应该仅仅在于

制定更多的要求，”他表示，“而是应该寻求制度

和灵活的平衡。”

制定规定的根本目的，他说道，是保证利益相

关方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治理的规定

应该是目的明确且不容动摇的。但不同公司所面

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些规定又有必要容

许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一个公司面临过多的规定

和要求，就会导致只做最少的“合规文化”。但另

一方面，如果执行力度太低，则又会导致企业直接

无视这些规定。

“那么，既然规定不需要强制执行，又何必要

有规定呢？”Low反问道，“这就和我们需要时速

限制是一个道理。”他指出，在许多国家，例如新

加坡，大家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平衡，摘取相关要求

中最重要的部分，加到现行制度中成为上市规则

中的强制性要求。这种要求通常和维护股东和利

益相关方的利益有关。而其余的一些规定则采取

“自愿遵守”的原则，在给出恰当解释的情况下可

以例外。

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公司治理法案会包括

一些条款，指出这些规定仅仅是指导性和原则性

的，而非强制性的法律要求。Low说，某些公司会

选择不去遵守薪酬相关的要求，并且会在财务报

表中披露出来，这就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例外。

“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大型企业连内控等非

常基本的要求也不去遵守，则是利益相关方和股

东们所不能容忍的。”他补充道。

Low还指出，通过分析公司治理制度及其执

行力度与市场表现的关系，也可以判断这个市场

的公司治理规定是否有效。ACCA/KPMG的报告

并没有包含对公司治理制度的遵守力度及其对企

业的影响。但是，研究发现许多公司治理制度都缺

乏对行为要求的明确定义，例如风险治理和利益

相关方的沟通。相比之下，对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

企业架构例如薪酬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相关要求，

则有非常清晰的规定。然而，完善公司治理且提升

其有效性的关键则恰恰在于对行为的规范。

再者，加强公司治理制度看起来似乎是显而

易见的答案。但 Low则对于过分关注这一问题持

谨慎态度，道理很简单，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也是

有其局限性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

鼓励好的行为？”

Irving Low，KPMG新加坡风险顾问总监，ACCA/KPMG报告《规范与灵活的平衡》（Balancing 

rules and flexibility）联合作者。同时担任亚太区内审、风险及合规副总监，负责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

坡、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日本等地区和市场的相关事务。Low在风险

和控制领域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经常为私营和公共部门、营利和非营利机构提供董事和治理方面的审

核。除此之外，他所涉及的领域还包括企业和风险管理实施、风险识别、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和内部审

计，客户遍及美国、英国、中东及亚太。

Irving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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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认为，企业自身的生存需求能够自然地

帮助企业监管不良行为。要想维持一年以上的经

营，企业就需要良好的业务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

构，并且需要严格遵守这些制度。“想想雷曼兄弟

的例子。他们有非常好的政策和制度，但是管理

层却决意忽视这些政策，承担超出可吸收及接受

范围以外的风险，最终引发了所有的问题。”

遗憾的是，Low补充道，对于在企业个体内

预防这些行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们所能做

的并不多。“贪婪、不良的意图以及动机是不可能

在地方或者国家层面进行管理的。这些必须依靠

企业自己去处理。”他说道。

从公司治理制度来说，新加坡目前可谓处于

一个最佳平衡点，Low 表示。ACCA/KPMG 联

合报告认为新加坡在公司治理制度的清晰性以

及完整性上均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其在某

些领域上仍有进步的空间，尤其是董事多样性、

绩效评估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及互动沟通等行为

管理方面。

不过，新加坡的公司治理仍存在一些值得

商榷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合规的压力。目前为

止，新加坡的公司治理法案已经分别于 2003年

和 2012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许多企业对最近的

一次修订提出了顾虑。“有些企业认为新加坡的

规定过于繁重，”Low说道，“但我认为这些规定

执行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许多规定都是原则性的，

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简单的选择哪些需要遵

守。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暂停一下，给市场留出

足够的时间吸收这些规定，让这些规定慢慢在企

业行为中体现出来。”

但无论如何，新加坡仍然处于可持续发展的

状态。Low补充道：“和其他市场相比，新加坡针

对企业的团体诉讼很少。当然，这有可能是我们

的文化使然：我们的社会不像美国那么喜欢争论

新加坡的公司治理在鉴证、审计委员会和

财务稳健、披露以及风险治理上均有优异的表

现。然而，和许多其他市场类似，新加坡在行为

方面的规定和管理也有所欠缺。我们认为新加

坡可以从其他市场的以下方面汲取经验，包括：

* 英国的管理制度

* 英国对多样性更宽泛的定义

* 澳大利亚对量化的多样性目标

* 英国对大型公司的定期外部审查

* 马来西亚对利益相关方更大的信息披露

* 建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强制性要求，以

及鼓励综合报告

对新加坡案例的思考

和诉讼，我们也不想这么做。我们希望达到的效

果是，人们做正确事情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

新加坡还将带领整个区域实现公司治理的平等，

鉴于未来的区域一体化趋势，这一点至关重要。

Low认为：“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开始运转后，

各个国家之间有必要在公司治理方面达成某些一

新加坡的公司治理制

度目前可谓处于一个

最佳平衡点。

席察斯是 ACCA前

高级经济分析师，负

责 ACCA融资项目

的研究和分析。

“推动世界前进的是我们的行为，但
多数治理制度并未反映出这一点。”

致。在这方面，东盟各国和欧盟各国应该平起平

坐。只要企业愿意遵守广泛的公司治理要求，就

需要在各地区之间形成共识。”

他还补充道，任何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都应

该因地制宜。过去，包括经合组织原则本身在内

的重大制度改革，导致的金融危机和企业倒闭、

甚至是行业崩溃也时有发生。Low则推崇前瞻性

思考以及温和推进的结合。

“我们当然不必等到灾难快要发生之前才采

取行动，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

成熟度都是一样的。法案的修订通常应该是循序

渐进的，如果政策制定者们能够进行前瞻性的思

考，他们就会主动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提升改

革的透明度，加强责任感。”

Mint Kang，记者

阅读报告《规范与灵活的平衡》

（Balancing rules and flexibility），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58

十字路口
一边是富有吸引力的另类融资，一边是熟悉的银行贷款，财会专业人士应该
何去何从，席察斯（Manos Schizas）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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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融资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财会

专业人士将转向哪一个路口可能

会对企业未来的融资方式产生重

要影响。这种局面能够用两个关键

的问题进行总结。你有多少次在金融报道中读到

另类融资是企业未来的救世主的文章？我敢说肯

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免税区（DMCC Free Zone）建立于 2002年，位

于朱美拉湖塔（Jumeirah Lakes Towers），是为了促进迪拜大宗商品交易而设

立的政府机构，希望为贸易和企业创建一个蓬勃的市场。这是阿联酋最大的

免税区，计划于 2015年招募 10,000名注册会员。

然而，DMCC企业办公室融资部主管 Jignesh Sanghvi表示，初创公司

要想获得资金仍然十分困难。他说道：“尽管区域内整体经营前景很光明，但

就和其他市场一样，事情有时候会变得很棘手，尤其是对于遵从伊斯兰教法

的初创企业而言，要想扩张或者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Sanghvi指出，

几乎没有本地银行想要给这些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因此这些小型企业不得不

转而求助于私人贷款公司，承担高得多的资金成本。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免税区建立了 DMCC Tradeflow，为遵从伊斯兰教

法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这只是 DMCC众多融资平台中的一个，其他平台还

包括资产管理、大宗商品和货币衍生品交易所。在这些平台下，交易人员能

够有效地抵押自己的商品，所有参与者都遵守一系列特定的规定，从而能够

加快流程、降低法律成本，让需要的人获得资金。

SADL顾问公司在许多领域为客户成功提供咨询，包括融资领域，但现在为了达成他们颇具野心的

业务发展目标，自己也不得不需要解决资金需求。为了扩张新的办公场所，SADL的首席执行官 Suren 

Panday需要进行商业贷款抵押，但整个过程让他无比沮丧，因为他发现除了提供企业盈利证明之外，银

行还要求个人担保 — 尽管银行已经让第三方国际审计机构对企业进行了审计。

此外，银行所要求的贷款利率也让 Panday感到无奈，他觉得这些利率实在太高了。“银行太贪婪

了，”他说道。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尽管他已经按照要求按时提交了所需的书面材料，整个贷款审核过

程仍持续了三个月以上。

Panday表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找银行贷款了。他可能会考虑找公司的私人股东筹措资金，反正银

行贷款也是根据他们的财务状况进行发放，而这些钱经过未来几年的经营应该也能挣回来。股东贷款或

者向家人和朋友借钱在南非是颇受欢迎的融资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营和个人历史记录的初创

公司而言。

阿联酋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

南非 SADL顾问公司

定有不少。你又有多少次看到银行将寻求投资发

展业务的企业家拒之门外的新闻？我猜也是数不

胜数。然而，银行贷款和透支仍是 ACCA会员帮

客户进行融资的最常见方式。这让财会专业人士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金融服务业大力鼓吹

创新，但与此同时，ACCA会员所参与的大多数

贷款申请却仍是与银行贷款相关 — 有非正式的

证据表明这一融资渠道之所以仍占据了十足的优

势，是因为大众对这一模式的熟悉度最高。尽管

另类融资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资

金，但除了少数早早引进这一融资模式的西方先

驱市场，另类融资仍有待为行业所普遍接受。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显然是 2008年席卷全

球市场的金融危机。即使五年多后，我们仍能感

受到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然而 2014年中期，

ACCA的报道显示全球范围内的融资状况已经达

到 2009年经济复苏以来的最温和水平。不管新

闻如何报道，事实是，在全球大部分范围内，只有

不到五分之一的大型企业和不到三分之一的中小

企业存在融资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全球大

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然而就像 2009年 G20伦

敦峰会上各国所达成的宽松货币政策合作一样，

这种政策刺激也不会长久。同时，由于传统资金

提供者坚决拒绝风险，这种政策刺激的受益者也

只有全球经济中较为发达地区的大型企业。

融资挑战
因此尽管宏观经济出现改善，小型企业仍然

面临强大的融资挑战。ACCA的一项研究发现，

绝大部分的商业贷款仍是基于零风险的前提发

放。这意味着，贷款接受方必须是被贷款方认作

是零风险的企业，或者能够提供大量担保。

无论贷款方有多少合理的理由，其对担保的

要求（以及可用于担保的资产选择范围之狭窄）

确实让许多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无法获得所

需资金。

不过我们仍有一丝曙光，正如许多市场曾经

经历的一样，一旦市场运转出现故障，则一定会

伴随打破这种故障的机遇。如果传统资金提供者

不能满足大家对资金的要求，那么就会有其他的

替代品出现。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一夜之间发

生。ACCA的会员应当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ACCA的研究显示，自 2013年第一季度至

2014年第二季度，将近三分之一（31%）的会员

曾经帮助自己的企业或客户进行融资。其中最

活跃的当属非洲的会员，有 40%亲自参与融资，

31%尝试为自己的企业进行融资。其次是中东和

亚太地区的会员，分别有 37%和 35%的会员曾

尝试为自己的企业和客户寻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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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担保的要求让许多前景光明的企业无法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

作为英国第 13大会计师事务所，Haines Watts在经济衰退时期对

于初创企业的选择和把握做得非常到位。事务所的合伙人会作为独立第

三方陪同客户一起面见银行和其他的资金提供方。合伙人之一Matthew 

Melksham表示：“企业会依赖自己的财务总监和会计师来管理财会相关的

事务，我们的客户都是自己经营公司的企业主，他们的决策往往会影响他

们的家庭，因此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非常重要。”

然而，直至 2013年夏天，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另类融资的选择。“我

们一度无法和那些正规贷款机构合作开展商业贷款项目，他们要么是无法

提供帮助，要么就是要求这些企业提供根本不可能提供的担保，”Melksham

说道。但最近情况开始出现好转，因为：“正规的贷款机构重新恢复了理

性，无论是提供的服务、给出的利率以及对担保的要求都恢复到了合理的

水平。” Melksham认为英国政府之前明确表示贷款机构有义务“解决企业

资金问题，帮助改善经济”是导致这些贷款机构态度变化的原因。

P2P贷款和众筹最近也开始流行。但最大的挑战来自于贷款方和客户

双方期待的差异。在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客户很可能会给出不现实的

现金流预测，并尽量夸大自己的业务，导致贷款方失去信心，从而不再信任

这些企业；而投资意愿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反，客户也认为贷款方只是

想讹诈自己，而以拒绝好的交易而告终。

的会员曾经用过这两个渠道，而且基本只发生

在欧洲。

在众多的融资技巧中，对于信息的及时性要

求越来越高。这要求财会专业人士成为企业真正

的伙伴。越来越多的人期待财会从业人员能够为

融资企业提供准担保服务。他们要能够与高级管

理层直接对话，解释融资决策对企业的长期影响。

同时，随着融资选择的增加，企业主的注意力有可

能会被分散，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这些企

业需要权威的建议，帮助他们缩小选择范围，而不

仅仅是对这些选择进行评估。

放眼未来，财会专业人士应该重新定位自己

的角色，为企业的融资需求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或

帮助其他人完成这样的工作。企业需要合理定价

且快速获得融资，但他们更需要良好的规划、信任

以及适合自身目的和情况的合理融资。面对十字

路口，他们需要知道转向哪个方向。

而这也是所有财会专业人士未来所需要面对

的十字路口。

阅读报告：《商业融资现状》

（The state of business finance），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54

英国德文郡 Haines Watts 从贷款企业的规模来看，ACCA的会员所服务

的对象大多数为中小企业 — 55%的会员服务于中

小企业，其中 41%的业务则是帮助中小企业筹措

资金。ACCA的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个已经被许多人

广泛认知的事实 — 即，至少在中小企业看来，财

会人士是财务管理和企业融资方面的顶尖专家。

但是在 31%的参与融资项目的会员中，多数

人还是会为企业选择银行贷款和透支，尽管部分会

员也会寻求其他的替代性融资方式 — 在参与融资

项目的会员中有四分之一（25%）（亦即全部会员

的 8%）通常会代表客户从资本市场寻找资金，另

有相同比例的会员会选择供应链融资，包括发票贴

现、保理、反向保理和贸易融资。政府担保和出口

融资也是财会专业人士经常选择的方案。

此外，家人和朋友间的私人借贷也是常用的贷

款渠道之一，占比在 14%。

权威建议
有意思的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众筹和 P2P

借贷在 ACCA会员中却不太被采用，只有 4%

小企业，大机遇
最新研究表明：中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恰恰处于整个行业风头最劲的一端，但
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与客户同样的挑战。

英
国会计师事务所 Silver Levene的

合伙人Mark Gold FCCA表示，中

小规模事务所的未来机遇令人期

待。“这恰恰源于它们的客户，”他

解释说，“中小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其必须借助

外界的帮助，而专业会计师在这方面完全可以

发挥作用。”

Mark是 Silver Levene事务所 17位合伙人

之一。这家事务所位于伦敦，年营业额 1100万

英镑。Mark现任欧洲会计师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中小事务所论坛主

席，并曾担任 ACCA会长、ACCA中小企业委员

会主席。

Mark认为，会计师始终被视为企业最值得信

任的顾问，无论企业规模是大是小。但他也指出，

中小事务所本身也是企业。他们面临着与客户同

样的机遇和挑战。例如：技术和监管环境的变化，

企业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

那么，中小事务所自认为在当下和未来都面

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IFAC）刚刚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

中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非

常值得正处于整个行业风口浪尖上的万千中小事

务所从业者一读。

根据调查，吸引新客户、跟上规则调整的步伐

是中小事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收费下调、成本增

加的压力以及差别化服务也是重中之重。调查还

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和成本增加是事务所客户面

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仍有近四分之三

（72%）的中小事务所认为今年能够保持上一年度

的服务费收入水平，甚至还会有所增加。 

未来一年，税务和咨询费是最主要的两大收

入来源。不过，近期出现的几大趋势已经并将持续

对中小事务所造成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纷纷提高

审计门槛正在对中小事务所的经营模式产生影响，

另外还有技术创新、经营国际化等趋势。

“审计门槛是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Mark

说道，“Silver Levene几年前曾经探讨过关于

Kamlesh Vikamsey是来自印度的一家小事务所的执业会计师。他在最

近召开的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发言称，中小事务所需要通过四个步骤确保未

来的成功：

* 为应对企业所有者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中小事务所需要确保本公司

人员的年龄配置合适，包括业务熟练的年轻技术专业人员。

* 为应对中小事务所员工队伍构成的变化，中小事务所需要实现人力资源

政策的正规化，不断完善员工留任策略。

* 为应对竞争态势的变化，中小事务所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增值的服务，

满足客户的具体需求。

* 最后，为应对中小企业需求上的变化，中小事务所需要增加服务内容，

既要能提供咨询，又要能提供鉴证服务，不断扎实知识和技能，提供好

上述服务，积极参与业界网络、协会或联盟。

“中小事务所的经营环境正发生着飞速变化。当整个行业都忙于应对变化的时候，中小事务所是首

当其冲的。因为它不进步，就只能消亡。根据我的预计，中小事务所的数量会减少，但中小事务所会计

师的数量却会增加。这是因为未来会计师人数将出现猛增。看看亚洲和非洲，那里有大量会计专业学

生。但同时也会有更多事务所进行合并。单一个人执业事务所的数量可能会减少，中小事务所的规模会

越来越大。监管制度的复杂性需要事务所分工更加专业化；竞争则会降低费用。如此一来，中小事务所

必然寻求规模经济。”

IFAC中小事务所委员会主席 

观看 Giancarlo Attolini的视频，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76

未来成功的四个步骤

Giancarlo Atto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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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C中小事务所调查（2015年 1月） 58%

57%

51%

50%

50%

67%

66%

4% 37% 31% 28%

英国提高审计门槛的问题。一些人表示担心，另一

些人则视其为机遇，认为这是为整个行业松绑，不

会再被各种审计限制束缚住手脚，可以为客户提供

他们真正需要的建议。”Mark刚刚从丹麦返回英国。

他同丹麦那里的执业会计师探讨了审计门槛提高

的问题。“一些人忧心忡忡，但还有很多人认为机

遇有所增加，”他说道。

当然，一个司法辖区和另一个司法辖区的审计

规定必然有所不同。这会影响不同辖区事务所在开

发非审计咨询服务时的处理方式。ACCA对外事务

总监苏艾蒙（Sue Almond）对此解释称：“你可以

对比加拿大和挪威。前者基本上不做审计要求；而

挪威直到最近才要求所有公司必须接受审计。出发

点非常不同，因此市场期待肯定也不一样。”

不过她也说，无论是否存在正式的审计规定，

企业仍然需要这方面的服务，以便向融资提供者等

利益相关方提供保证。她说：“挑战在于将自己放

到客户或融资提供者的位置上思考，体现出审计或

其他服务的价值。”

然而，审计门槛提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针

对的是合资格会计师的传统技能。另外，我们还需

要考虑更多外部力量的介入。首先就是经营国际化

的问题。即便是中小企业中规模最小的那些，也有

机会将业务发展到海外。因此，他们必然会寻求税

务、监管等领域的咨询服务。

“即便你是一家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事务

所，不接触任何形式的国际化问题也是很鲜见

的，”苏艾蒙说道，“不一定非要是全球化的业务，

但通常也会涉及跨境问题。” 

Edinburgh Group 是一个由 14 家会计师

机构组成的联盟，ACCA也是其中之一。根据

Edinburgh Group所做的一项研究，每 10家中小

事务所中就有 7家拥有至少承接一类国际业务的

客户，约一半的客户开展进出口业务，但拥有从

事大量国际业务的客户的中小事务所相对较少。

研究总结道：中小企业有巨大的潜力扩展国际业

务范围。那些目前尚未接触产品或服务国际买卖

的企业也会受到鼓励，考虑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之外的领域，以提振业绩。

不过，中小事务所也可能是为了响应客户需

求。ACCA特约顾问贾维斯（Robin Jarvis）教授、

斯托兰（Cristina-Maria Stolan）博士以及 ACCA

中小企业政策主管米尔科维奇（Rosana Mirkovic）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贾维斯在报告

《预见 2020：总结过去、构建未来》（2020 vision: 

Learning from the past, building the future）中

表示，中小事务所之所以会向企业提供核心业务

以外的咨询服务，也就是向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化

指导，其动机在于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满足客户的

需求和经营目标。

报告写到：“一些中小事务所执业者强调，他

们的事务所不仅提供传统会计服务领域以外的指

导。其它方面主要还是作为企业的顾问。反之，

提供国际咨询服务对事务所而言是区别化的特

征，为的是和竞争者有所差别，最终为自己赢得

竞争优势。”

但是报告还提到，在提供建议方面，中小事务

所对于自身对国外市场的认识有限、提供服务的

能力也有限的事实心知肚明。他们给客户的咨询

服务仅局限于自己所知，此外则需要借助国际网

络来进行补充。然后，他们会将获得的信息直接转

给中小企业客户，并最终将客户介绍给国际网络

（其它中小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银行、企业咨询

以及其他中小企业客户）。这样来确保客户获得足

够的支持以拓展国际业务。

报告写道：“这样一来，在支持中小企业国际

化进程方面，会计师相对于其他很多职业和咨询

服务公司就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另外还要提到技术创新。很多技术创新帮助

中小企业、也包括中小事务所将业务开展到国外，

并且是以更加高效和高产的方式。Mark相信这一

点的影响甚大：“技术必须加以善用。中小事务所

必须积极参与。”

IFAC中小事务所委员会主席 Attolini也赞同

地表示：“显然，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在未来 25年

内以更加迅猛的态势席卷全球。技术已经实现了

商业的全球化。”

Attolini还是会计、税务及律师事务所 Attolini 

Spaggiari & Associati Studio Legale e Tributario

的创始合伙人。这家事务所位于意大利雷焦艾米

利亚。他认为，中小事务所正面临一个选择：提供

交易性服务还是咨询服务。

“中小事务所必须利用好自动化办公和可重复

办公流程，以便通过积极主动的咨询为客户实现

真正的增值，”他说道，“利用技术手段，我们还能

为客户提供实时协同和专业服务。例如，中小事务

所或许渴望把握云技术的机遇，提供更高级的客

户会计服务。”

Philip Smith，记者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FAC.org/SMP

中小事务所

面临的挑战

 58% 吸引新客户

 57% 跟上监管制度变化

 51% 调低收费的压力

50% 成本增加

50% 差异化竞争

中小企业客户

面临的挑战

 67% 成本增加

 66% 经济不确定性

中小事务所收费

 4% 大幅增长

 37% 小幅增长

 31% 保持不变

 28% 下降

直到近期，挪威特罗

姆瑟的北极光镇才要

求所有公司必须接受

审计。

加拿大丘吉尔城

加拿大和挪威都能看

到北极光的壮美景

象。但两国在审计规

则上却截然不同。

“你可以比较一下加拿大和挪威。
他们的审计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因此市场期待也
是不同的。”

给中小事务所的五个小建议：

1 不要担心，威胁和机遇并存。

2 记住你自己也是一家企业，你提供的是服务。调查一下客户需要什么，再帮助他们。

3 告诉他们你能做什么。很多会计师都会忘记介绍自己可以提供其它的服务。

4 永远都要跳出惯性思维。思考一下自己能够提供哪些额外服务（如法律、人力资源）。

5 记住你在影响企业方面是站在有利位置的。这会让你更加享受这份工作。

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中小事务所论坛主席

观看Mark Gold的视频，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77

Mark Gold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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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角色的变迁
拥有共享服务背景的财会专业人士能否一路问鼎行业之冠？亦或说，财务转
型职位几乎就相当于被打入职业冷宫？

随
着财会职能模式的不断转变，企业

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培养人才。全

球企业纷纷对财会职能部门进行重

组，建立共享服务中心或者选择外

包。这一发展趋势正在改变财会顶级职位的传统

晋升方式。

既定观念认为，CFO若要实至名归，就需要

对财会行业有全面的了解。其中包括交易职能、

企业支持和分析，以及总账报表等。但如果将交

易职能从公司内部财会职能中剥离出去，那么那

些雄心勃勃的未来财会领袖就不太有机会接触到

这些领域。因此，选择共享服务岗位也就需要更

加深思熟虑，我们姑且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

那么，共享服务对财会专业人士的职业发展

道路有何影响？财务转型岗位能否吸引最优秀、

最杰出的、并且希望成为 CFO的专业人士？亦

或说，共享服务就像一个冷宫，专门留给那些企

业认为有价值、但却没有希望晋升最高层财会

职位的人？

根据 ACCA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财务转型

职位 :通往 CFO之路》（Finance transformation 

roles: pathways to CFO），财会共享服务的职业

价值似乎被低估了。这份报告对众多行业的财会

领袖和专家进行了调查。

“目前，财务转型职位被称为‘都市传说’。对

于渴望最终迈上财会行业宝座、进入董事会的财

会专业人士而言，这个职位就是一个死胡同，”这

份报告的合著者之一，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

（Jamie Lyon）说道：“或许是因为共享服务这种

财会模式的相对不成熟，或许是因为财务转型人

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晋升最高级的职位；再或许

是因为公司需要调整对能力的看法，在日益复杂

的市场环境中，平衡灵活与风险、增长与合规的

关系；又或许是源于缺乏想象力。”

不过在 Accenture Global Services 总经理

兼财会卓越事务全球总监 Julie Spillane看来，选

择这条路的人完全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能力和经

验。因为在这个时代，CFO的职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战略和投资者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传统

的财会运营领导能力。

“若想自如地应对公司内部日益复杂的商业

模式，意味着要响应不断变化的期待，也就是知

道如何处理运营和文化的影响，”她说道，“共享

服务经验对新一代的财会领袖帮助尤其巨大。”她

表示，从事共享服务工作有助于培养运营领导力

的必备技能。

对于接触共享服务工作的个人而言，他们可

以有更大的担当，更有机会跻身全球性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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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商业服务（GBS）、也就是将所有业务划归到一个职能群之下是大势所趋，这很值得关

注。传统上，财会共享服务属于 CFO的管理范围。但 GBS主管、往往曾担任财会共享服务主管，也拥

有同样的话语权。就董事会而言，CFO和 GBS主管几乎是平起平坐的。这是全然不同的一条道路。财

会共享服务主管现在会说：‘我不属于财会团队。我独立管理业务团队，CFO如今是我的众多利益相关

方之一。’”

Unisys公司全球共享服务副总裁

“当需要挑选一名首席财务官时，我认为会倾向于选择一位熟悉数字、而不是了解后台职能的人。

财会领域有一种势利的风气：在前端的那些人，也就是负责规划和报告方面的人总认为自己很了解业务；

觉得后台办公室的人并不真正‘懂’业务。但我认为，后台人员比前端人员对业务的了解要到位得多。”

百事公司财会流程转型高级总监

Chris Gunning

Nigel Coffey

的高层团队。百事可乐公司财会流程转型高级总

监 Nigel Coffey说：“我当了 10年的国家分公司

CFO，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全球 CFO，更没和他说

过话。可就在我接任共享服务主管的第一天，我就

被介绍给了高层管理团队。”

“作为共享服务主管，你可以获得更多与高

层接触的机会，这是一国分公司 CFO从未有过

的待遇。”

战略意义更大还是功能性更突出？
然而，共享服务职位在外界眼中并不具有太

大的战略意义。这一点可能导致此类职位在成为

跻身财会高层的跳板上处于不利地位。Coffey回

忆说：“当公司要求我接手共享服务和外包（SSO）

工作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开玩笑！’

我说那是抱负的坟墓；没有晋升机会可言，没有

职业发展可言。”

Deloitte Consulting合伙人 Peter Moller则

告诫 CFO不要过高估计共享服务经验价值。“咱

们别自欺欺人了，”他说，“在向价值链上游移动

的过程中，作为财会共享服务主管的经验可以说

是很有限的。共享服务业务永远都不可能具有战

略意义。”

更可能受到公司财会部门青睐的 CFO后备

人才是那些拥有极为成熟且成功的 SSO模式的共

享服务人才。这类公司会有意识地通过 SSO为后

备人才的职业道路铺垫，深知这样锻炼出来的技

能才是打造一支强有力的财会管理团队和培养顶

级人才的关键。

作为 IBM 全球流程服务副总裁，Sandy 

Khanna曾目睹一些公司通过变革或共享服务岗

位火速提升一些人才进入财会高管层。因为这些

公司非常珍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经验。他

说：“不难发现，杰出的财会领袖总能找到好的职

位，因为他们供不应求。”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最终，那些想要将共

享服务背景的人才提拔成 CFO的公司会主动出

来说服对方接受这份工作？“我们可不想成为老

派的会计师，”韩国跨国公司 Doosan Infracore 的

在共享服务领域历练出来的技能才
是打造一支强有力的财会管理团队和培养顶级人
才的关键。

EMEA地区共享服务中心主管 Andrew Bacon这

样说道，“问 100位共享服务领袖，你就会发现没

有多少人希望成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CFO。”

实际上，一些人或许会寻求其他方面的高级

职位。Bacon 说道：“对于那些在财会部门站稳了

脚根的人，转而从事运营方面的工作或许是迈向

CEO的很好铺垫。”

不管是公司需要说服共享服务专业人士接受

CFO的工作，还是需要说服董事会接受一名来自

共享服务领域的高层候选人，技能和经验的完美

匹配都会让两方面受益匪浅。

Sarah Perrin，记者

阅读报告《财务转型职位 :通往CFO之路》 

（Finance transformation roles: pathways to 

CFO），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38

向前迈进
不管是保护企业价值，还是预测未来增长方向，财务主管都针对自身所面临的挑
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为 Xbox的前任 CFO，Kevin McCarthy

说他将继续担任开拓者一角。他说：“新的创

意并不是偶然发生。”他打算为一个面临着无

限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挑战的团队提供指导，

“持续创新对于走在挑战前沿至关重要⋯⋯”

基于我们的战略，我们的产品能有效竞

争。这些战略可提供强大、灵活、安全和易于

操作的解决方案，能与客户早已拥有的，且能

够在设备上应用的技术进行良好配合。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66

微软消费渠道事业部 CFO

“由一位俄罗斯人担当我的继任是我们的

一个长期目标。作为外国人，我们可以带来许

多积极事物，同时我们也缺乏许多当地人可以

提供的优势⋯⋯我也很希望看到我们能够把这

高绩效团队从一个三秒停靠站变成一项世界纪

录，令全世界为之震撼。这就是我的目标和愿

景，打造一个让人们眼前一亮的高性能团队，

使团队好上加好。”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69

微软俄罗斯 CFO

Kevin McCarthy FCCA Jonny Back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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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完全有责任提出问询，探索并分析

商业前景。你会被问到所有相关的问题。同时

我也把这一角色看作保护企业价值和增值的一

种方式。首先要确保企业的安全，使其在良好

的基础上运营；拥有良好的流动性和资金，这

才能吸引良知守护者的涌入。这一领域有着巨

大的竞争力，大多数管理者都处于压力之下，

所以必须有人可以保持思维的平衡，CFO扮演

的就是这样的角色。”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67

渣打银行新加坡和东盟 CFO

“这份工作的关键就是帮助企业（国际业

务）制定相关领域的战略方向，包括财务资源

的重点投入领域，采用哪一标准。我花费了很

多时间，试着在这一领域为我们的业务单元提

供支持。”

我们需要了解全球贸易的最新动态，预测

增长最快的领域。能够聘请到拥有恰当技能和

经验的合适人才至关重要。我要为 UPS寻找下

一代。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68

UPS国际业务 CFO

“如果我要招聘的话，招到合格的人才根

本不是问题。但我努力寻找的却是那些拥有互

动技巧，或者有能力施加影响，进行陈述等等

这些软技能的人才。ACCA资格可以帮助你广

泛了解企业动态，以及企业如何运营。这是一

种通用的技能，因此也是必备技能。但这并不

是最终技能，只是一个敲门砖。你需要具备非

常好的人际技巧，并且要成为一个可以发挥自

己作用的专家。”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72

英国航空公司企业财务合伙人

Kathy Liu是一名拥有 24年财务主管工作

经验的老将，拥有第一手的服装产业国际化经

验。“这一行业的交货时间非常短，获取信用

证会延缓整个交易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的供应商在将其货物装上

运往美国的船只时就可以收到货款，这一举措

帮助我们把财务风险最小化。我负责为整个供

应链设计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要确保不

会辜负零售商、监管者以及消费者对于可持续

发展的期望。”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71

Kizan International CFO

Sanjeev Agrawal Mark Vale FCCA Matt Dolphin Kathy Liu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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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赢得投资者和银行家的信心，加拿

大石油公司 Freemont Resources需要拿出一

套已审财务报表。“如果你没有经过审计，你

就没法获得银行贷款，你就不会有新的投资者

加入⋯⋯财务主管要在报表中体现出控制管

理、财务结构，而且要用一种能让审计人员和

银行家，以及潜在股东和买家都能理解的方式

描述企业的状况。”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70

Freemont Resources CFO

“任何一位 CFO成功的关键都在于，他

们必须能够有效行使自己的职责，同时为企业

创造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成为

CEO可信赖的商业顾问。如果没有 CEO的

支持，变革和改进的策划与实施将变得极其困

难⋯⋯培养未来领导人非常重要。发挥我们的

才能，打造一个实力强大，且能够支持企业增

长战略的团队是我们当前的责任。”

阅读全文，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65

DRB-HICOM集团 CFO

Helmut Hauke FCCA Ahmad Fuaad Kenali

综合思维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执行董事 Neil Stevenson表示，不管是鼓励还是引
导，董事会级别的领导层都将大规模采用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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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

研究认为综合

报告有利于财

务稳定

巴西证券交易

所要求对综合

报告进行“报

告或解释”

英国战略报告

指南与综合报

告保持一致

欧盟委员会认

为综合报告

“走在前列”

南非支持《国

际综合报告框

架》

在澳大利亚，

综合报告受到

了 G100和主

要养老基金的

支持

印度证劵交易

所：实行综合

报告只是时间

问题

综合报告是日

本复兴战略的

重要部分

马来西亚总理

宣布企业采用

综合报告

综合报告即将

在新加坡起飞

全球：针对 G20

的综合报告建议

世界银行实施综

合报告

2 014年 12月是 IIRC制定《国际综合

报告框架》一周年纪念日。自该《框

架》实施一年以来，世界各地已经取

得了许多进展，从而推动着该框架的

广泛应用。

这也是世界会计师大会（World Congress 

of Accountants） 上的一个重要主题。该会议于

2014年 11月在罗马召开，来自 150个国家的

4000名专业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

演讲者在会议上表明了商业前景正朝着更广

泛的价值创造转变。

企业不仅要对长期成果进行规划，还要对短

Neil Stevenson是

IIRC全球实施事务的

执行董事。

期目标进行管理，以便应对这一转变。

该会议着重强调了加强企业报告的机遇。专

业会计师应利用自身的绝佳优势，对企业报告进

行革新，以满足投资者和其他股东的需求，同时这

也是会计行业证明自己持续创造价值能力的重要

时机。

综合报告的战略目标即实现以下突破：在未

来三年内推动综合报告在全球范围内的采用。战

略的重点正在从综合报告试验和初期创新转移到

一个新的时代，届时综合报告将成为主流，被众多

行业的广大企业采用。我们的 2017年战略包括一

系列关键主题，例如： 

“在 Gold Fields，综合思维和综合管理已经成为一个必备前提，这样才能应对我们的业务在全球所

面临的诸多风险。同样的，与传统的年度报告相比，一份综合报告能够发挥更为恰当的作用。因为综合报

告可以公平恰当地涵盖企业面临的所有问题，而不仅仅是运营和财务事务。综合报告可以帮助股东更加

全面地了解公司的诸多风险，并且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对社会（社区、供应商、政府和员工）的影响。”

Gold Fields CEO

“一流的综合报告可以为我们提供企业在财务、社会、智力和自然资本等方面的表现的信息，这些信

息对于价值创造至关重要。综合报告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更加全面的长期规划，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投资

决策。”

英华杰投资集团 CEO

“综合报告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制定关于其整体表现的综合

报告，还能带来其他更多的好处。综合报告可以培养并融入综

合思维；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理解和意见。”

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兼 CFO

“综合报告可以反映企业的思维和运营方式。它可

以帮助我们探讨企业和社群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展示

我们是如何为股东和全社会创造价值的。”

可口可乐希腊瓶装公司 CEO

“对综合报告的呼声开始愈发嘹亮。随着企业的公

信力被一个又一个的丑闻削弱，我们必须更好地聆听

公众的意见，快速采取行动。”

联合利华集团 CFO

Nick Holland

Euan Munro

Bertrand Badré

Dimitris Lois

Jean-Marc Huët

* 通过全球综合报告网络引领实践，推动企业报

告关键参与方的对话

* 架起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桥梁，鼓励企业根据

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做出投资决策

* 加入综合报告政策和监管社群，确保综合报告

可以蓬勃发展

毫无疑问，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响

应许多具有前瞻思维的机构和组织的呼吁和影响，

它们有能力推动综合报告在全球市场上的运用。

不管是鼓励还是引导，董事会级别的领导

层都将大规模采用综合报告。在涉及综合报

告最佳实践的领域，人们对这一观念早已有了

深入的了解。

董事会推动综合报告发展
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企业董事会至关重要。正

如 IIRC在其最近的一份报告《创造价值：综合报

告对于董事会的价值》（Creating value: value to 

the board）中所强调的，关于企业报告本质的决

策总是缘起于董事会，所以高层管理人员能在何

种程度上推动综合报告的采用在未来至关重要。

企业报告，以及企业报告中的思维是企业董事会

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企业报告中，企业战略、表

现，关于长期价值的发展和交流能够得到最佳的

体现，整合和引导。国际企业治理网络支持这一观

点，并对其全球治理原则进行了修正，建议董事会

编制综合报告。报告是企业高级管理层坚定而重

要的责任。

采用综合报告可以大大帮助董事会行使其治

理职责，在企业内建立并维持互信。企业越来越

需要被看作它们在其中运营的社会的一股积极力

量，这也是金融危机后一个老生常谈的辩论主

综合报告的全球势头

综合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财务资本提供者解释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但

是一份综合报告却可以使所有对企业创造价值能力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从

中获益，包括员工、顾客、供应商、企业合伙人、地方社区、立法机构、监管

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

综合报告旨在为企业提供资源和商业关系（合称“资本”）方面的洞见。

综合报告着力解释企业如何与外部环境进行相互作用，资本如何在短期、

中期和长期规划中创造价值。在国际框架中，资本被分为财务、生产、智

力、人力、社会和关系、以及自然资本。

什么是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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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董事会如何对他们的表现，以及企业对

社会的影响进行报告至关重要。ACCA研究报告

《了解投资者：企业报告的方向》（Understanding 

investors: directions for corporate reporting）发

现，自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以来，有三分之二接受

采访的投资者已经对企业报告失去了信心。

此外，爱德曼公关公司开展了一项内容充实

的年度全球调查。这项关于全球信任度的调查显

示，自 2008年起，在企业中建立信任的因素已经

发生改变。当前的人们认为参与和正直的品行更

为重要，例如更好地对待员工，听取顾客的意见，

展示符合道德标准的透明化实践。与那些以运营

为基础的因素（包括财务表现）相比，这些因素更

为重要。

爱德曼公司的调查显示，CEO可以通过明确

透明的交流，坦言最不受欢迎的事实，以及定期与

员工交流在企业中建立信任。清晰透明的交流可

以通过综合报告实现，为在企业中建立信任提供

支持。

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即使个别董事会还未接到投资者关于制定综

合报告的常规要求，这也不应该成为他们延迟开

展综合报告的理由。投资者表示，当他们能够通过

企业报告明确了解企业时，他们就会对企业管理

层有更多信心。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显示，投资者

希望获得的利益，与综合报告中较为宽泛的报告关

注点有关。在报告《企业表现：投资者希望了解什

么 ?》（Corporate performance: What do investors 

want to know?）中，87%接受采访的投资专业人

士认为，如果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风险、重要表

现指标和财务报表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有助于

他们进行投资分析。此外，63%的受访者认为企业

报告的质量，包括战略、风险和其他推动价值创造

的因素的信息，可以对资本成本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这些报告因素的重要性和企业对这些

因素进行报告时的有效性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

距。“制定综合程度更高的报告不仅有可能满足投

资专业人士的需求，还能鼓励企业内部做出更加

一致的决策，为长期价值创造提供支持。”普华永

道审计合伙人 Zubair Wadee表示。

大量实证表明董事会可以从采用综合报告中

获益。由 Black Sun企业交流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

通过明确透明的交流，坦言最不受欢迎的事实，

CEO可以建立信任。

阅读《创造价值：综

合报告对于董事会

的价值》（Creating 

value: value to the 

board），请访问：

http://tinyurl.com/

iirc-value

阅读 ACCA报

告《了解投资

者：企业报告的方

向》（Understanding 

investors: directions 

for corporate 

reporting），请访问：

www.accaglobal.

com/ab/160

IIRC研究对《国际综合报告框架》试点企业进行了

调查，指出了实施综合报告的外在和内在好处（见

下图）。从外部来看，许多企业发现他们能够与包

括投资者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更好的沟通和

交流。从内部来看，许多企业感觉他们能够更好地

了解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企业不同部门之间会

进行更多的协作和综合思考。许多企业发现他们

的决策过程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一条自然而然的道路
董事会正越来越多地制定一些能够把多种价

值创造方式整合起来的长期战略，这会把他们逐

渐导向综合报告。综合报告将成为董事会对企业

长期价值创造表现进行报告时的一个自然组成部

分，也是与国际框架协调一致的需要和目的。

综合报告是董事会应对现代商业挑战的良

好对策。大数据、因特网和社交媒体意味着我们

正生活在一个透明的时代。综合报告可帮助企业

从战略角度迎接挑战，从而实现在现代社会的成

功运营。综合报告也意味着做正确的事情。人们

也越来越期待董事会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职责不

仅限于为股东实现财务上的成功，还包括更广泛

的目标。

许多一流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把综

合报告看作一种实用的手段，向人们讲述他们如

何创造长期价值带来更多利益 — 不仅从纯粹商业

的角度，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其他企业自然纷纷

效仿。

Black Sun公司开展的 IIRC研究对 66个已经开始实施综合报告的企业

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

* 91%的受访企业已经看到了与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外部对

话的积极影响

* 92%的受访企业认为他们对价值创造有了更多的了解

* 79%的受访企业在决策方面有了改善

* 78%的受访企业看到了董事会、执行层和战略部门就企业的目标进行协

作思考所带来的好处。

在那些已经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中，Black Sun发现：

* 84%的受访企业认为制定综合报告的过程可以使董事会受益

* 84%的受访企业已经体验到了董事会和执行层协作的益处

* 87%的受访企业认为综合报告可以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战略

* 79%的受访企业认为财务资本提供者对其商业模式的长期活力有了更多

的信心。

来源：《了解益处：综合报告的影响》（Realizing the benefits: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reporting），Black Sun，2014年 9月

董事会可以期望从综合报告中获得哪些益处？

收集证据
随着综合报告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鉴证方法面临着挑战 — 需要适
应这个突破传统的全新报告体系。

随
着 2013年 12月国际综合报告理事

会（IIRC）框架发布之后，全球约有

100家企业参加了试行计划，一些

企业已经着手编制第一份报告。尽

管这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 IIRC发现仍存在一些

担忧：传统的鉴证方法可能达不到综合报告这一

突破性报告方法的要求。

综合报告的特征是简洁明了，注重在展示可

靠数据同时辅以故事叙述，并对短期、中期和长期

的价值创造情况进行预测。综合报告按照“六大资

本”原则报告相关信息，“六大资本”是一家企业

创造价值的基本要素。企业通常会报告财务资本

和生产资本，而综合报告通过纳入智力资本、社会

和关系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力求拓展报告

的基础。

独立鉴证应提供独立结论，即综合报告应按

照 IIRC的框架，对企业的战略、治理、业绩和前景

进行说明。

然而，这扩大了传统鉴证的范围，人们越来越

担心现有鉴证流程能否应对综合报告这个新的报

告体系。

“综合报告代表了报告的未来。它们为企业提

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它们能弄清楚企业如何

创造价值和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德勤可持续发

展领域合伙人 Helena Barton博士表示：“审计师

通过检验相关管理流程的可靠性，能够提升报告

的可信度。我们必须努力了解企业如何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应用了综合思维。”

IIRC近期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概括了当前

综合报告的应用情况并寻求意见反馈。此外，去

年十月在布鲁塞尔，IIRC与欧洲会计师联合会

（Federation of European Accountants）共同举办

了综合报告主题的圆桌会议。

在介绍综合报告鉴证的那篇文章中，IIRC承

认，“综合报告是一种全新的报告方法，因此需要

一种全新的鉴证方法，涉及对诸如独立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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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集程序、鉴证的主题和鉴证报告的内容等基

本宗旨的重新思考。”IIRC强调综合报告可能包含

此前不需要鉴证的信息。

如要采用综合报告，内部系统可能不够强大，

无法让鉴证从业人士有效收集信息。此外还有各

种复杂的技术挑战，从确保联系性和完整性到解

读报告内容和以未来为导向的信息。IIRC也承认，

执行鉴证将产生附加成本。但鉴证能确保综合报

告达到“投资级别”，这些好处应该超过其带来的

任何附加成本。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

究教授及 ACCA全球可持续发展论坛成员 Carol 

Adams认为，综合报告可以代表企业报告方式的

真正转变，能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随着时间发展

企业是如何在社会中创造价值的。她补充道：“在

确定如何对综合报告执行鉴证时，需了解用户希

望增强哪方面的可信度。鉴证必须不断进化，以满

足用户的需求。”

ACCA审计事务主管约克（David York）同意

这一看法：“早些年，综合报告的可信度是由多方

面的鉴证人士提供的，可能也包括利益相关方的

专业鉴证人员，”他说，“企业应咨询其利益相关

方鉴证是否满足了他们的需求。随着综合报告的

推广以及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要求提供鉴证，应

该推行一种通用的鉴证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大型

会计公司的相关资源来提供。”

参加布鲁塞尔圆桌会议的专业人士建议，在

建立综合报告就绪的鉴证流程时，企业治理负责

人也可以提出看法，说明他们认为报告真实可信

的理由。

其他建议包括联合鉴证模式，管理人员、内

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通过这样的模式共同合作，

建立可信度。这一模式是 2009年《南非公司治理

金报告》（King III报告）中倡议的。

“在许多方面，审计师将重复一直以来的
工作 — 提出专业质疑、挑战客户。”

“鉴证人士需要对提供报告的企业进行从上而

下、深入详尽的了解，”约克表示，“这样，他们便

能更好地发现报告中的任何纰漏，并就报告者在

编制报告方面的成熟度提供富有洞察力的意见。

跳出固定思维模式
由于综合报告的鉴证是一个未知领域，因此

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Adams说道：“要制定一个

能为用户和报告者都带来价值的鉴证流程，跳出

固定思维模式非常必要。不应仅仅着眼于在技术

上满足需要的方面。见证者需要探索企业运营的

整体背景，并力求弄明白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按照

其自身的定义在努力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在权衡数字数据和相对抽象的叙述性要素方

面，审计师面临着与审计可持续发展报告类似的

挑战，Barton确认道。审计师应利用自身经验来

评估流程是否可靠，以及是否适当利用了流程。

“鉴证方面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并非不能克服，

鉴证行业必须克服其恐惧心理，培养鉴证这些报

告的能力，”她表示，“在许多方面，我们将重复

一直以来的工作 — 提出专业质疑、引导和挑战客

户，观察不容易注意的细节并做出艰难的判断。”

为了进步，需要营造一个有利于提升鉴证质

量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以确保综合报告的高品质。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如何确保综合报告的一致性

并确定一个鉴证标准，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国际审

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的职责范围内。该

理事会制定了《国际鉴证约定准则第 3000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检查以外的鉴证约定》（ISAE 

3000,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审计师可使用这个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确保非财务

审计鉴证工作的质量。

“IIRC广泛采纳综合报告鉴证方面的各种观

点，这种努力非常有价值，将成为我们在这个领

域的工作的开端。”IAASB的副总监 Nancy Kamp-

Roelands表示。

“通过我们敬业的工作团队，我们将进一步探

索发展，继续讨论。我们的重点将包括鉴证的市场

需求，获得鉴证的主题范围、报告编制者的报告标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希望增强对管理和治理流程等非量化要素的信心，并希望报告能准确捕捉社

会和环境风险程度。

因此，鉴证业务提供者必须重头开始，考虑提供报告的企业的行动是否真正改变了其本质，甚至可

以向这些企业建议如何改进报告。利益相关方专家组也可以帮助增强综合报告的可信度，并确定报告是

否反映了他们的需求。”

Carol Adams是 Integrated Horizons咨询公司的总监，也是莫纳什大学的兼职研究教授。

Carol Adams教授

准，以及国际层面上需要解决的相关鉴证问题。”

同时，Kamp-Roelands相信 ISAE 3000为从

业人员提供了指引。该标准于 2013年更新，涉及

了合理鉴证和有限鉴证。特别是，有关温室气体

的标准 —《国际鉴证业务准则第 3410号：温室

气体排放声明鉴证约定》（ISAE 3410，Assurance 

Engagements on Greenhouse Gas Statements）

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引。

“标准在为鉴证人员提供一套统一的指导原

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Barton说，“如果 ISAE 

3000等现有鉴证标准不能按照综合报告进行调

整，则需要制定一个新的标准。然而，许多企业已

经开始编制其第一份综合报告，因此我们对这些

综合报告的鉴证工作并不会因为上述问题止步。”

例如，自 2010年起，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已要

求在该所上市的企业在“遵守或解释”的基础上，

按照 King III报告中的要求使用综合报告。

没有捷径
“南非企业采用综合报告已经有好些年了，它

们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鉴证模式和流程，这比大

多数其他国家都早，”她解释道，“这并不容易，很

少有企业真正做到对综合报告进行充分鉴证。在

进一步明确如何执行综合鉴证之前，一些企业选

择采用联合鉴证法。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企业董

事会更多地参与监控战略性的非财务信息和报告

的编制。这其中没有捷径可走，但是工作正在开展

中，我们必须不断试验，直到找到最可靠最合适的

鉴证标准。”

“总体而言，随着报告框架朝着利用更具前瞻

性和战略性的分析这个方向发展，应考虑以未来

为导向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第三方验证，”她

补充道，“通过尽早参加对话，审计师将能更好地

确定一家企业在报告方法上是否取得了进步。”

然而，保持平衡很重要，约克确认道：“如果

标准设定者开始制定综合报告鉴证标准的时间太

早，报告者有可能设法编制满足鉴证需求的报告

而非持续进行创新。”他说：“在这一点上，可信的

非权威指引可以提供帮助。”随着监管力度日益加

大（如欧盟的非财务报告指令），报告可靠的社会

和环境数据无疑将变得愈发重要。

欧盟新的非财务报告指令首先针对 6000家

员工人数超过 500人的企业生效，要求它们每年

报告其社会和环境政策、风险和影响。成员国有

两年时间将该指令变成法律，第一批报告预定于

2018年出台。

尽管综合报告鉴证具有固有的复杂性，但人

们对综合报告的潜力仍保持乐观态度，期望它能

带来报告方式的转变，让报告者和利益相关方（包

括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企业为社会带来的价值。

应对鉴证挑战需要报告者、鉴证者、投资者和

标准设定者之间持续对话，且可能需要因市场而

异以迎合不同的需求。最终，综合报告鉴证应由

市场需求决定，这是 ACCA和 IIRC共同认可的。

ACCA明白自己有责任培养会计行业的能力并设

计定制的教育课程，以帮助用户增进了解和防止

“期望落差”。

“我们对于综合报告鉴证有很高的目标，尤其

是将重点转向了价值创造、精简企业报告模式、增

强对一系列资本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感、促进财务

资本的有效分配。”IIRC技术总监Michael Nugent

说。

“我们认识到提升综合报告的可信度对于实现

这些目标至关重要，因此看到如此多围绕鉴证问

题展开的创新和讨论，实在很鼓舞人心。”

Katharine Earley，记者

了解Assurance on I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scussion 以及Assurance on IR: an 

exploration of issues，请访问：

http://www.theiirc.org/resources-2/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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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苗到参天大树
Robert Bruce表示，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从对报告公司环境影响的一种需求，转
变成一种公司报告的整体趋势。 

曾
几何时，可持续发展与会计是互不

往来、界限分明的两方。从事可持

续发展事务的人自顾自地埋头忙碌；

会计师则专注于和数字打交道。他

们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联系，也没有哪一方愿

意主动搭话。后来，就像我们在儿时听到的那些故

事，一个王子出现了。他改变了整个世界。

故事还要从成立于 2004年、如今被称为“威

尔士亲王可持续发展会计项目”（Prince of Wales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A4S）的这

件事说起。

2014年 12月，为进一步夯实可持续发展报

告领域的转型，A4S项目年度论坛请来英国国家

电网公司财务总监 Andrew Bonfield发言。他对听

众说，15年前他作为一名 CFO，也曾是那个“追

逐业绩的世界”的一员。但现如今，那个世界一去

不复返。

“我们无法独善其身，”他说道。会计行业的技

能和工作动机都已经变化，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

改变。现在的公司报告必须呈现全貌，而不能只有

干巴巴的数据。

“致力于实现各位所在公司的文化转向，

说服董事会和高级领导层重视真正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影响供应商和客户，不仅要改变你自

己的做事方式，也要改变他们的做事方式。力

图说服你的同仁。我认为，如果在座每一位都

能成功说服 5个人着手进行可持续发展会计，

再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每年争取另外 5人加入，

那么只需 5年的时间，我们就能争取到全球所

有总计 300万名会计师。很明显，5年的时间

太长了。因此，在座各位需要加紧努力，争取

每年说服 10个人。那么，会计师就能真正帮忙

拯救这个世界！”

这是威尔士亲王于 2014年 12月在“可

持续发展会计项目”论坛上送给各位 CFO

的建议。

组建于 2013年 A4S论坛上的 CFO领袖网络（Chief Financial Officer 

Leadership Network）是第一个致力于发挥 CFO的作用、将环境和社会问

题纳入财务决策的同类组织。该网络旨在通过 CFO的领导作用，指导公司

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人口增加和老龄化、快速城市化以及消费水平上涨等

挑战。这些挑战无一不对自然资源和社会结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一网络重点关注制定和分享成功战略，使之成为各公司的“规范”。

具体措施包括：改善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模型，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参与进来，增进他们对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优点的了解。

该网络成员纷纷承诺将作为各自领域的领袖，吸引更多 CFO参与进

来，取得实质成果，打造更具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商业模式。对于将可持续发

展纳入决策和会计流程的“成功”或“不成功”项目，各方将尽量分享经验；

制定指导方针提高决策透明度，包括将可持续发展纳入资本性支出评估，

建立更优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模型；开发更为完善的自然与社会资本计算

与估值方法，从而将其纳入决策流程；提高投资者的参与度，认识可持续发

展商业模式的商业优势。

威尔士亲王的敦促 CFO网络：从承诺到行动

Robert Bruce在过去

近 10年的时间里，

始终以记者、委员会

成员的身份，参与了

王子发起的“可持续

发展会计项目”。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出现了一种将财务报告、叙述性报告和可持续发
展报告尽收的新的报告模式。

Bonfield说，这个新世界“影响着我们的顾

客、公众对我们的态度以及消费者的态度”。从长

远看，现在即便是投资者也希望参与进来。

此番景象与 A4S项目成立初期的情况已全

然不同。威尔士亲王一直都主张，会计师需要成

为“这个日益拥挤的星球的制约力量”，他在论坛

上曾这样描述过。1989年，王子还曾在 BBC的

Panorama节目中就此问题接受过采访。

1991年，ACCA设立了一年一度的环境报

告奖。时任 ACCA技术总监的安德杰（Roger 

Adams）现在还能回想起自己在颁奖典礼上，坐

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那头蓝鲸骨架下面的情

景。但真正的改变还要算王子坐在自己当时的首

席私人秘书Michael Peat爵士身旁。Peat爵士的

家族恰恰代表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

（KPMG）名称中的那个“P”。王子当时颇为严厉

地对爵士列数会计行业效率低下的事实（参见第

42页）。

后来，王子又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

师协会（ICAEW）年度宴会上发表讲话。时任

ICAEW主席的 Druckman刚刚走马上任，这个规

模不大的组织就领命将王子的愿景落实到文字和

行动上。

在英国克拉伦斯宫一个不大的阁楼间（这

里曾是威廉王子的卧室），委员会正式开始运

转。Druckman回忆道：“Peat爵士非常简洁地

表明了态度。在他看来，公司报告已经误入歧途，

引导我们一味追寻价值创造的路线，而忽略了

可持续发展。”

那正是初步评议的关键所在。2007年，协会

发布第一份报告。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了

一种将财务报告、叙述性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

尽收的新的报告模式。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的综

合效果足以对战略和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2011年，由 Druckman领导的 IIRC进一步

发展了该项目，并迅速将影响力扩展至全球。“没

有 A4S和王子的干预，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番对

话，”他说道，“事情是这样才变成现实的。”

王子曾对 Druckman说，他觉得就像一个

父亲，孩子已经离开了却总会回来要钱花。用项

目执行主席 Jessica Fries的话说：“综合报告在

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就从少数公司尝试开展的

一个小项目发布的第一份报告中的些许闪光理

念，变成了一种全球趋势，改变着今天和未来的

报告版图。”

自那时起，A4S项目的工作内容和文化氛围

都开始发生变化。

“如果你看一看 2007年项目年度论坛嘉宾名

单，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来自可持续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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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威尔士亲王首席私人秘书的Michael Peat爵士突然灵光乍现的时

候并没有在泡澡。据他说，他当时正在办公室休息，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

来。是王子打来的，要求立即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他冲我做了一个“正被兴

师问罪”的表情。“你那些会计师都没用，”王子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并继

续指出：“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市场失灵行为。”那一年是 2004

年。接下来的 10年，景象已经全然不同。王子本人回忆在 2014年“可持续

发展会计项目”论坛上的讲话，当时恰逢这项事业飞速发展和改变的十年：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行业，以及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成功之间

显而易见的关联，会计师编制报告的方式和决策的制定方式才是阻碍应有

结果实现的因素。而这一各方乐见的结果应该有利于盈利，有利于社会，有

利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当时就说过，我们需要 21世纪的工具来解决

21世纪的挑战。正是为了应对那个挑战，我的‘可持续发展会计项目’应运

而生。”

威尔士亲王项目诞生始末

的人士，”Fries说道。“而（2014年的）名单上，气

氛已经不同了。财会行业如今表现出极高的关注。

现在的嘉宾都是来自财会团队的人，或者投资者

关系中的主导者，而不再是可持续发展专家。”

CFO圈子不断加强的网络以及对这个问题的

逐步了解和热忱，成为了推动 A4S项目的重要力

量。“A4S项目最具影响力的作用之一，”IIRC全

球执行董事 Neil Stevenson说道，“在于鼓励企业

领袖接纳这样一种理念：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重

要使命之一。他们要了解可持续发展是他们的工

作内容之一，它可以让公司成功。”

这一理念正是 2014年论坛的核心。这届论

坛的意义不仅在于庆祝整个项目过去十年的进展，

更在于关注在 CFO圈内营造势头。Stevenson认

为：“通过领袖的作用能够激活整个网络，确保下

一代会计师在培训中将可持续发展会计作为今后

自己工作的重点。”

这一点也反映在论坛上。

Richard Mayfield是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

EMEA地区 CFO，他警告企业说：“不出十年你们

的供应链就可能枯竭。”以这样的态度利用电能及

水资源等其它基础资源，就能确保供应商在未来

坚不可摧、有所依靠。

正如一位 CFO对论坛讨论内容的点评：

“我们要求所有供应商强制实施最低生活工

资。”Sainsbury公司 CFO John Rogers说道：“如

果我们不接受可持续发展，15年之后我们就没生

意可做了。”

规模的扩张
各方心意已决。CFO领袖网络在 A4S项目

的悉心培养和建设下，即将迎来全球范围的扩张。

“A4S需要成为 CFO和整个圈子的催化剂和推动

者，”Druckman说道。而这一股力量正与日俱增。

一位资深观察家这样建议说，应该以是否吸纳绝

大多数“富时 100”上市公司的 CFO加入、以及

根据他们所做的贡献来评价这个项目的成功与否。

“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Fries说道，“这为

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CFO 和财会领袖圈的气氛也已经开始

发生变化。

董事会不再置身事外，公司报告与投资者的

关系也更加贴近。当初在宫墙小卧房内的讨论种

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如今它正在逐步长成参天

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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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
企业需要证明在供应链中不存在任何剥削儿童的行为。这不仅是一个公司
治理问题，而且事关企业声誉。

目
前全球约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儿童

（约为 1.68亿）身为童工。如今这

已成为一个商业问题 — 一旦人们

发现企业对供应链中存在的剥削儿

童的行为视而不见，就有可能对品牌声誉造成损

害。因此，对企业而言，采取行动保护儿童权利不

仅是一项慈善行为，而且正日益成为公司治理中

应有的关键部分。

ACCA在近期发布的报告《对儿童负责：维

护儿童权利，促进商业发展》（Accounting for 

children: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for better 

business）中强调，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儿

童权利。产品和广告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同

时通过网络剥削儿童也是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考虑企业对儿童，尤其是童工权利的影响

时，工作场所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因素。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UNICEF）将童工劳动定义为“剥夺了

孩子的童年、潜能及尊严，并对身心发展有害的

工作”。雇佣低于法定最低工作年龄的儿童，或

者要求 18岁以下的青年从事危险工作，均属于

童工劳动。

这个问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普遍，据估

计该地区有 21.4%的儿童（5900万）涉及童工劳

动。在亚太地区，童工人数占该地区儿童的 9.3%

（为 7800万）。考虑到现今全球业务中供应链日益

加长，许多位于西方国家的企业集团很可能在不

知不觉中陷入使用童工的危险。受影响的行业有

很多，包括农业和食品加工业、零售业、采矿业、

旅行及旅游业。

工作场所也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影响。

如果父母获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

那么孩子很可能会被迫赚钱养家。因此每一个公

杰克逊（Rachel 

Jackson）是 ACCA

可持续发展项目主

管。她也是 ACCA可

持续发展全球论坛的

专家成员，是 ACCA

在多个外部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代表。

在孟加拉国，有超过

65万名儿童流落街

头。他们工作于各个

经济领域。很多人每

周工作 48小时，而

每月所获报酬却不足

6美元。

“儿童权利是一个商业问题，因为儿童非常重要。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企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任何企业都应该反问自己，它们将会如何影响儿童权利，对儿童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工作场所可能在多个方面产生影响 — 尤其是在报酬水平方面。童工劳动的原因之一就是父母得

到的报酬过低。父母的收入处于贫困水平时，就只能让孩子去工作。因此可以默认所有企业都可能对儿

童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每天都会出现在会计师面前。但是职业会计师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呢？他们不

仅仅是看管钱财，而且还要考虑公共利益。会计师需要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待自身业务，把儿童权利

纳入其中。”

“不尊重儿童权利可能会带来危险。任何尽职调查风险评估都应该考虑企业对儿童权利的影响 — 

而这是会计师再熟悉不过的一项业务了。”

“最后，我们看到关于非财务报告的监管要求越来越多，其中就包含对人权相关问题的报告。因此，

在未来，这个问题在会计师的职业生涯中只会越来越重要。”

ACCA可持续发展全球论坛成员

“儿童对商业非常重要 — 他们是消费者、员工的家庭成员、青年工人，也是未来的员工和商业领

袖。任何企业只要想到儿童权利，通常都是指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童工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

都会在儿童的生活中留下某种印记。”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保护儿童权利能给企业带来益处。它能够改善风险管理，提高企业声

誉，赢得社会营运许可，提高员工积极性，创造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商业环境，同时还能创造长期股东价

值。”

“《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改变了

人们对商业的预期。消费者、股东、投资者和政府对企业人权报告的要求不断加强，促使企业进行尽职

调查。尽职调查的过程通常能够识别、预防、缓解企业对人权，包括儿童权利的影响，并说明如何应对

这些影响。它可以使企业不再被动地应付人权问题，还能促使企业积极承担责任，主动找出并消除商业

活动可能对个人和社区产生的任何实际或潜在的负面影响。”

“对于新接触这个理念的企业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因此 UNICEF通过《儿童权利与

企业原则》（Children’s Rights and Business Principles），列出了企业可采取的尊重和支持儿童权利的

做法，并为企业将儿童权利纳入尽职调查创造了工具。”

“这个方法的意义远不止于帮助企业避免危害。私营部门是能给儿童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的一股重

要力量，企业应该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技术和创新的方法来确保核心商业给儿童权利带来彻底的

改观。”

UNICEF儿童权利和企业政策研究员

Adrian Henriques

Samah Abbasi

司董事会都应该不断地提出并解决围绕儿童权利

和工作场所的各种问题，包括童工、工作条件、外

来劳工和歧视等。

收益与风险
一旦董事会就保护儿童权利提出问题并采取

措施，所带来的收益远不止于改善风险管理。当人

们知道企业行事负责时，就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

社会营运许可也有了保障。

一家企业如果能够认真承担对儿童的责任，

将会更受潜在员工的欢迎，员工留任率和积极性

的提高也将给企业带来益处。例如，许多员工都为

人父母，他们会感谢能支付合理薪酬并提供良好

工作条件的雇主。

总而言之，企业只要尽职尽责支持所在社

区 — 包括通过减少污染或促进教育来保护儿童

权益 — 就会有助于创造一个稳定和可持续性的

商业环境。

如果说以上都是保护儿童权利所带来的潜在

益处，那么忽视这些问题同样会带来许多风险，包

括：风险暴露、潜在法律诉讼、声誉和品牌受损、

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以及社会和商业环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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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事实上，如果商业和财务领袖没有考虑到儿

童权利，他们将面临触及底线的道德、声誉和法律

风险。

如果说企业还需要更多理由来采取行动，那

么可以看看股东和政府的态度。有迹象表明股东

对儿童权利问题的兴趣正日益提高 — 比如，他们

会质询公司的广告宣传和隐私权政策是否给儿童

提供了充分的保护。一些投资者开始开发新的规

程，将儿童权利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之中。政府同样

开始关注企业对人权包括儿童权利的影响。信息

透明度也有望提高，现在英国上市公司被要求披

露可能影响业务的人权信息。

开始行动
一旦企业认识到自身对于儿童及其权利的责

任后，下一个挑战就是在运营的全过程中采取行

动承担责任。由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UNICEF 和“ 联 合 国 全 球 契 约”（UN Global 

Compact）组织共同发布的《儿童权利与企业原

则》为此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该原则以先前的国

际公约为基础，列出了企业为履行尊重和支持儿

童权利的职责在广泛意义上可以采取的行动，涉

及工作场所、市场以及社区等各个方面。

UNICEF等组织还开发了许多商业工具包，专

为企业设计，帮助他们制定与儿童权利相关的政

策和行为准则，评估相关风险，采取行动处理和降

低风险，并编制相关报告。

救助儿童会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主管 Faiza 

Shaheen博士坚信企业的努力至关重要。“现在我

们越来越清楚一点，那就是企业要想打下坚固的

董事会应该考虑的问题包括：

* 我们该如何确定所雇佣的员工不低于法定最小工作年龄？

* 该如何确定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没有非法使用童工？

* 该如何确定我们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和报酬水平足以让父母为其子女提供

合适的成长环境？

* 该如何确定不雇佣为在其他城市和国家寻找工作而离开子女的

外来劳工？

* 该如何确定我们的行为没有对某些儿童群体，如残疾儿童、女童和少数

民族儿童造成歧视？

* 叙利亚难民儿童在由欧盟资助的一所学校中接受教育。学校位于约旦马

夫拉克的 Al Zaatri难民营，靠近叙利亚边境。

董事会考察清单

基础，那么尊重儿童权利不是期望选项，而是必做

事项，”她说，“企业要充分了解儿童权利，就必须

对他们的供应链、核心业务和销售活动进行彻底

调查。”

童年时期是身体、心智和情感的发育时期，这

一时期很容易受到商业活动的影响，但儿童却缺

乏公共话语权：他们无权参加投票或者组织公会；

不能购买股票和证券，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因而无

法对企业施加影响。因此企业不可避免地有责任

仔细考虑自身对儿童的影响。

阅读 ACCA报告《对儿童负责：维护儿

童权利，促进商业发展》（Accounting for 

children: implementing child rights for better 

business），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37

利润之外
宋献中认为，企业日益认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这也导致对会计的看法发生
了转变。

工
业革命以来 ,环境问题和其它社会

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经济增长

发展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今，

“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共识。可持

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

续三个层面，它要求整个系统中的任何个体或群

体都对此承担责任。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不仅要

关心其经济利益的实现，而且要关注社会及公众

效益。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价值目标和环境目标应

该是并行不悖的 ,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

要途径就是全面关注环境、关注社会、关注各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通过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来满足

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建立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企业花费资源从事社会责任活动，该行为作用

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主体，必然引起各利益相关

者契约利益的变化，从而影响利益主体对企业原

有期望的整体评价。

随着对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视，公司社会责任

报告已经发展成为公司对外提供报告的新模式，

也构成衡量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以及社会对公司履

行社会责任实施监督的重要途径。

首先，社会责任会计改变了传统会计的思

宋献中现任暨南大

学副校长，会计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他

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会

计学会常务理事，中

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会计硕

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等职。

北京，一位女士戴着

口罩抵御雾霾。空气

污染是这座城市的一

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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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模式。传统会计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是封闭式的

一维形式，即它把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加以

研究，考虑的只是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

企业只是经济的下属系统。而社会责任会计采用

开放式的思维形式，把企业放在整个社会之中，既

把它作为经济的下属系统，又把它作为政治、环境

和社会的下属系统。这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引发了

会计学术思想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社会企业
第二，社会责任会计有助于协调企业与社会

环境的关系。传统会计学的理论出发点是将企

业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盈利组织，而不是

社会组织，因而企业的宗旨和使命是获得最大利

润。利润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的唯一贡献，这种

思想导致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只求利润，而忽视社

会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观点下，企业不仅是一个经

济组织，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是构成社会的

基本细胞。

因而企业的宗旨和使命还应强调重视社会责

任和法律要求，致力于社会生活的改善和社会文

明的发展。

作为会计师，理应全面地测定、计量和报告企

业为实现这一宗旨和使命的信息。如果会计师仅

就为利润目标的实现而提供信息，则会造成把社

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排除在外，诱导企业无视社会

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社会责任会计

利用它本身的机制，报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

况，反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

本，从而达到协调单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进入 21世纪的中国，国资委、证交所分别要

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外部环境和自身

的理念逐渐使其自觉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13年中国有近 800家企业编制了社会责任报

告。未来的报告将朝更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其一是

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有机结合，其二是内容

上将是经济、环境与社会绩效的有机统一。

“如果会计师仅就为利润目标的实现而
提供信息，则会造成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排除
在外。”

香港，混凝纸浆做成

的熊猫在进行全球

巡展。该活动的目的

是强调世界上只剩下

1600只活的野生熊

猫这一事实。

秘鲁利马，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召开期

间，示威者戴着全球

领导人的面具表达自

己的心声。

多少钱？
会计工作为什么应当被看作是计量科学？ Michael Mainelli和 Ian Harris
为我们做出了解释。

M ainelli 教 授 及 其 同 事 Harris

是 The Price of Fish: A New 

Approach to Wicked Economics 

and Better Decisions 一书的作

者。这本书根据Mainelli教授 2005年至 2009年

在格雷沙姆大学（Gresham College）的讲座内容

撰写而成，书中提出经济、系统理论、决策和演变

是指导商业决策的四大要素，一经出版即广受赞

誉。在此书中，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

会计师应该将会计看作是计量科学。这种认知意

味着会计师不应当拘泥于单独的数字，而应当从

区间范围和置信区间的角度进行会计计量。他们

鼓励所有商业人士采用区间法，并将这种方法归

纳为 BET%以方便记忆 — B代表底部（Bottom），

E代表预期（Expected），T代表顶部（Top），%

代表区间的可能性。Harris、Mainelli 和 Z/Yen 

Group的 Jan-Peter Onstwedder根据此书中的

理论，于 2012年 7月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方案：置

信会计（Confidence accounting），现由 ACCA，

Long Finance和英国特许证券与投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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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93,224,325.75

情景 A： 确定的数字

71,393,224,328.50

频
率

50,000,000,000

情景 B： 广泛的区间

90,000,000,000

频
率

0

情景 C： 倾斜的分布，审计
 者的噩梦

275,000,000,000

频
率

（Chartered Institute for Securities & Investment，

CISI）共同出版发表。 

置信会计得到了许多业内杰出人士的支

持，包括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主席 David 

Tweedie爵士以及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Andy 

Haldane。这套方案建议在审计和会计工作中，用

统计分布代替分散的具体数字。

该方案的作者主张，在置信会计的世界里，审

计的结果应该展示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

表中主要项目的统计分布。通过这种方式，财务数

据能以更加公平和明晰的形式得到展现，减少附

注，提升审计质量的可衡量性，减少市值波动带来

的影响。那么，这套方案最初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以下来自 The Price of Fish一书的节选可以让我

们有个大概了解：

数字，数字
⋯⋯我们用最基本、最普遍的商业测算对象 

— 财务数据 — 来做例子。尽管企业财务状况充

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对其的会计计量却都是以具

体的数字，而非区间，来呈现的。

如果 Global Megacorp公司公布其年营业额

为 71,393,224,326.73美元，你会知道这个数字并

不一定真实，因为这通常是营业额均值的预估。但

是因为缺乏统计分布数据，你也无从得知更多的

信息。计算营业额的时候，会计师往往面对着巨大

的不确定性，而这又会给审计带来重要性水平问

题。会计师明知道这种数据荒谬不堪，也知道将一

ACCA资深会员

Michael Mainelli教

授是伦敦智库 Z/Yen

的联合创始人，也

是 ACCA全球治理、

风险和绩效论坛的

成员。

Harris是 Z/Yen的联

合创始人，曾创造多

种统计体系而获得各

种殊荣。

右图所示的三张频率

图显示的营业额均值

都和现行模式下计算

出的“具体数字”相

同，但每个情景中的

营业额均值的含义都

不尽相同。

个大型企业的营业额计算到小数点位从统计学上

来说根本不可能，却依然乐此不疲，不给我们任何

关于分布区间的信息，而是试图用一个平均数来

替代复杂的分布。

下图所示的三个频率图显示了同样的营业

额均值，71,393,224,326.73美元，和现行模式下

计算出的“具体数字”相同。但是，在每个图中

这一营业额均值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情景 A是一

个皆大欢喜的结果，71,393,224,325.75美元到

71,393,224,328.50美元这个区间中的不同值的差

异微乎其微，单独的数差共计不过几块钱。但情景

B的区间就值得引起注意了（500亿美元到 900亿

美元），这是围绕同一个营业额均值的正态分布。

表示有 90%的几率营业额会在 610亿美元和 840

亿美元之间，这并不会提升平均值的置信度。情景

C中，分布出现明显倾斜，表示营业额很有可能会

低于均值（营业额的中值为 500亿美元）。

当然，也有可能营业额会大大高于均值。但

我们只能说有 90%的几率营业额会落在 0美元到

1720亿美元之间。和情景 B类似，情景 C对于那

些面对“给我个数字就行”的要求的会计师而言就

是个美梦，但对于那些试图弄清楚这个数字是否

合理的审计师而言绝对是噩梦。

这是因为在所有的会计报表中，太多可以计

量的、最终都变成一个盈利数字的项目其实都是

区间分布，从不动产价值增长的估算，到每份合同

的可能盈利，再到保险价值。为了把数据解释清

楚，我们对账目添加了各种复杂的附注，以至于只

有富有经验的财会分析人员才能理解这些内容。

拿到这些账目后，这些财会分析人员又要将

数字重新拆分，根据区间范围重新估测。

审计工作和计量密不可分，但在实践中，置信

区间、区间估测、抽样技术、概率分布这些计量术

语又是离财务审计最远的。总之，我们认为财务审

计应该要变得更加科学。

如果审计师真的采取的是基于风险的审计

方法，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们所面对的可能

性？这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会计师对财报审计方

法的担忧。相比传统的结算账目，这种结算概率的

方式可能会让会计数据更真实、更公允。我们将其

称之为概率会计或置信会计。

和苏联时期一样，现在也有许多调侃会计师

的段子，最经典的一句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数

字？”虽然让人不悦，但会计师能够左右数字却是

个不争的事实。会计师和审计师确实会抛弃海量

信息，在大多数的计算中使用固定的数字。会计界

人士都明白年报中的数字是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

却找不到什么证据。年报的关键对象，亦即投资者

们的时间都花在了重建数据区间或猜测其他投

“对具体数字的过分依赖让审计师可以避
重就轻，甚至免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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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情绪上，根本无暇担心年报中这些生硬的数

字是否反映了实际情况。

还从来没有一种计量理论如此煞费苦心的想

要无视现实世界。

有趣的是，对审计师而言，这种对具体数字的

过分依赖让他们能够免于问责。你怎么让审计师

承担责任？如果你能证明盈利数据有 1美元的误

差，是否就可以说这个账目是无效的？

当然不行。那如果误差达到 100美元呢？还

是达到其他什么水平呢？事实上，审计师很聪明

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不给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比如“审计师有 95%的把握认为盈利水平在 X

美元和 Y美元之间”。如果真的采取这样的方法，

我们相信能够帮助审计师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

审计失败也能够大大减少（这种失败的例子非常

多）。我们提倡让审计师明确说明这些区间范围，

并提供支持这些结论的保障。

我们给这种方案定名为置信会计，它有着有

趣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运用了置

信区间而非绝对数字，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认为这

种方法能够让公众对会计计量更有信心。例如，如

果盈利水平是以区间方式呈现，使用这些账目的

人就会对已确认的盈利更加有信心。

此外，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引入有用的回

馈，并让监管者更好地管控市场。在不同市场环境

下，监管机构可以修改某种会计因素的置信界限。

举例来说，在银行危机之后，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可

以收紧或者放松坏账拨备的置信区间，从而达到

恢复市场信心或者调控流动性的目的。

我们将这种方法简称为 BET%，即：底部

（Bottom），预测（Expected），顶部（Top）以及

可能性（%）。我们虽然是以财务和会计计量为

例子探讨对具体数字的过分依赖，但以统计区间

代替独立数字的原则应该是适用于所有计量的。

事实上，我们提倡将 BET%方法运用到所有商

业测算中。

Mainelli的文章Confidence accounting由

ACCA，CISI和 Long Finance共同发表。阅

读原文，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96

以上内容节选自 The 

Price of Fish: A New 

Approach to Wicked 

Economics and 

Better Decisions

一书（由 Nicholas 

Brealey出版社

出版）

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决定先行一

步，在 IAASB完成新

标准制定工作之前率

先试点。

这让我们得以提前

窥见审计报告的未

来。其中一个值得关

注的案例是毕马威

（KPMG）对劳斯莱

斯公司的审计报告。

报告一共有 5页，具

体说明了对审计意

见有重大影响的风

险、审计过程以及

审计结果。

旧模式的淘汰
新的审计报告制度即将于明年投入实施，审计师将面临新的挑战。审计领域也将
迎来崭新的开始。

审
计报告的改变从未停止。摘要模式、

二元模式以及保留或无保留意见模

板，这些为世代审计师以及审计报

告用户所熟悉的报告模式都将成为

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扩展式审计报告。而推广这

种新型审计报告的起因则是金融危机。

国 际 审 计 与 鉴 证 准 则 理 事 会（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IAASB）于近期发布了其关于扩展式审计报

告的研究，并将于 2016年 12月底推广实施。美国

也在研究自己的标准，但两者不会相差太多，基本

的概念是相似的，且双方的标准制定者交流甚多。

ACCA对外事务总监苏艾蒙（Sue Almond）

表示扩展式审计报告是 “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激

动人心的一项审计报告改革。这种对全球审计报

告标准的重大调整已经有三、四十年都未曾出现

过了。这是标准制定者对市场需求的响应，是推动

审计报告发展的重要一步”。

更多信息
扩展式审计报告能够满足用户对更多信息的

需求，目的是让审计报告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

息，而非仅仅提供 “通过”和“不通过”这两种结

论。从而让用户能够更多的了解审计的过程涉及

及重大审计调整的科目。 

ACCA前会长、都柏林 LHM Casey McGrath

的创始合伙人穆百德（Brendan Murtagh FCCA）

于 2012年加入 IAASB，他是在过去三年内参与制

定和修改审计报告标准的 18名理事会成员之一。

“金融危机过后，人们意识到审计报告应该提

供更多的信息，信息透明度也应当得到提升，”穆

百德表示。

“随着项目的推进，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弥

补的不是预期差异，而是信息差异的问题。”

审计师要面对的最主要变化在于关键审计事

项的报告：也就是审计过程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

部分。“审计师需要与负责公司治理的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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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话，并在审计报告中根据自己的判断披露这

个事项为什么重要，说明审计师是如何回应的以

及给出审计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穆百德说道。

因此，尽管审计意见（保留或无保留意见）仍将出

现在报告首页，但还必须说明得出这些意见的依

据 — 这是新审计报告最根本的变化。穆百德指出：

“这种变化是为了给用户提供充分的信息，让他们

能够更准确的做出决策。”

“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普华永道（PwC）国际标准部合伙人 Diana 

Hillier认为：“新的标准可以让我们的创新水平及

视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能够向公众传达

审计工作的相关性，重建公众对审计师的信任，更

关键的是，能够巩固财务信息的可信度。这对所有

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意味着游戏规则的重大改变。”

“监管机构对审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市场影响一直十分警觉。审计师的一句话
可能会导致银行挤兑或引起经济传导效应。”

不过，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从不会处处受到欢

迎。过程中一定会伴随着不安，以及对责任等问题

的质疑。不过一旦审计遭遇合法质疑，就没有什么

发现不了的事情。 

苏艾蒙指出：“扩展式报告意味着没有什么内

容是不应该出现在审计报告中的。” 

确实，扩展式审计报告给了审计师展示自己

的机会。“重大改革会让审计师产生警惕，但从另

一方面来说，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苏艾蒙说，

“关于竞争和专注的争论再一次证明审计事务所几

乎没有差异化竞争的机会。”

而现在，事务所有机会认真检视他们的终端

产品 — 审计报告以及他们所给出的高质洞见。事

务所有机会让公众了解到更多信息，体验到他们

工作成果的品质。”

ACCA审计和鉴证全球论坛主席、德勤英国

会计和审计事务总监 Robert Stenhouse FCCA

对此表示赞同，同时也表示自己是扩展式审计报

告的忠实拥趸者。“我希望全球的 ACCA审计

师能够把握这一机会，用审计报告向世人展示自

己非凡的工作成就，”他鼓励道。审计师对审计

报告挑战的应对应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相呼应，

Stenhouse 补充道：“关于审计工作的内容和方式

应该多一些透明度。我们不能再假装所有人都看

得懂审计报告。” 

当然，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实践中不可能毫无

问题。IAASB会尽量避免把标准制定的太死，从

而可以让这些标准在实践过程中继续发展和演变。

苏艾蒙对此表示：“当你亲自参与制定规则的时候，

你就能从企业和审计师各自的视角看问题，从而

体会到他们各自在执行审计标准上的难处。”

标准过于严格？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新的标准会不会太过严

格？例如，经济情况好的时候扩展式报告当然

不会引起管理层的顾虑，可是当情况不好的时

候，“扩展式报告可能就会让管理层感到非常棘

手。”Stenhouse 提到。如果企业本身就不重视外

部审计，那么他们更加不会接受扩展式审计报告。

“不过，优秀的董事会应该明白如果利益相关方和

投资者对审计报告感到信任，相信审计师关注的

是正确的方向、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对企业能够采

取合理的审视及质疑，最终这是会给企业带来价

值的。”

除此之外，针对某些特定的、监管程度高的

行业，质疑声也不可避免。“对于银行之类的影

响整个经济系统的关键行业，监管者对审计结果

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警觉，审计师

的意见可能会导致银行挤兑或引起经济传导效

应，”Stenhouse说，“随着扩展式报告在全球范围

内的推广，人们需要对这种强有力的沟通方式有

一个合理的认识。”

从目前试行的地区反馈来看，审计师对于把

握审计方向、明确关键审计事项还是很有信心的。

“新报告的推行既是挑战，也是机遇，”Hillier说

道，“这一标准不仅对审计师而言是全新的，对管

理层、审计委员会以及用户都是全新的；所有人都

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新标准的目的是让审计

报告更加有见解，更加符合每个公司的个体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程式化的报告模板反而会带来阻

碍。当然，如果是针对同一家企业不同时期或者

处于同一行业且情况、环境和结果类似的企业，审

计报告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重要

的是，报告本身是对企业情况深入审视的结果。”

扩展式审计报告的目的在于让审计师提升审

计质量、改善信息透明度，调整其与利益相关方的

互动方式。审计报告，以及审计本身，从此都将不

同以往。

Peter Williams，会计师兼记者

核心事实
IFAC主席 Olivia Kirtley分享了她对会计行业的看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面
临的各项挑战，以及该组织是如何在行业内起到带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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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AC主席Olivia Kirtley认为，要实现繁荣

发展，每个国家 /地区都需要具备核心技

能的专业会计师。

以饱受战争之苦的中非国家卢旺达

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08年该国只有 45

名合资格会计师且没有专业的组织来为这些会计

师提供支持。会计资源的稀缺使得该国几乎不可

能从捐助者和其它渠道筹得资金来为国家重建

提供融资。

“需要核心的会计技能来打造透明度并设立

问责制，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政府、公司和

整个社会，”Kirtley表示，“会计师有道德标准和

专业能力，他们能提出正确的问题，也知道如何

整合信息。”

在 IFAC的努力下，卢旺达目前已经拥有 285

名合资格会计师，这些会计师由一个日益壮大的

国家会计机构提供支持。Kirtley认为这是一个出

色的能力建设成功案例。她希望这些工作能继续

开展，希望 IFAC的“加强会计行业发展与合作

谅解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Strengthen Accountancy and Improve 

Collaboration，Mosaic）网站有助于加强 IFAC、国

际捐助者和发展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建立关系
协调合作是 Kirtley自己事业成功的试金石。

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分享和建立专业人脉为她当上

IFAC主席（任期两年）铺平了道路。她认为 ACCA

是“IFAC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为

IFAC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 2014年 11月召开

的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她着重强调了 ACCA庞大

的学员基础，并表示 IFAC很难在世界上的有些地

方设立代表处，而 ACCA却经常能在世界各地发

现人才。展望未来，她希望会计行业与各利益团体

（如立法机构、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工商业界）之间

能够深化理解、加强关系。

在谈到 40年前她是如何进入行业时，她说，

作为一个“来自美国农村的简单女孩”，她想找一

份工作资助丈夫读完医学院。当时，她驱车 100公

里去参加面试，而两天后她就要结婚了。当时一位

高级合伙人在没有和其他合伙人商量的情况下当

场雇佣了她，由此她进入了这个在当时完全由男人

主导的行业。“一个人就能让一切变得不同。”她说。

她认为我们都应该证明自己值得他人信赖。

全球代表
IFAC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寻求在全球范围内代

表会计行业。Kirtley表示：“在看到会计行业为公

共利益服务时我们的确会代表行业发声；我们必须

让公众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

Olivia Kirtley现任 IFAC主席，拥有丰富的经验。她的简历中唯一的

缺憾是她从未担任过监管职位，尽管她与许多监管者有过接触。她是一名

商务咨询师，同时还是美国合众银行（US Bancorp）、棒约翰国际（Papa 

John’s International）和 Rescare 三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Kirtley此前曾担任一家由艾默生电器公司（Emerson Electric）和博世

集团（Robert Bosch）联合成立的全球制造企业的财务副总裁兼 CFO。职

业生涯前十年，她在 Ernst & Ernst/Ernst & Whinney会计师事务所（现在

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和税务部门工作。

2014年 11月在罗马举行的被称为“会计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的世界

会计师大会（WCOA）上，综合思维和打击欺诈是最重要的议题。观看我们

的世界会计师大会视频，聆听来自全球各地的会计精英就会计行业面临的

重大问题和挑战发表的看法。

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39

Olivia Kirtley

全球会计师在考虑什么？

我们对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她表示会计行业并

非总能赞同监管机构的意见，因为他们忙于为自己

和客户的立场辩护，但她客观地指出：“监管机构

不会听他们的辩护，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解

决方案或者至少是政治意见摘录。通过关系建设可

以建立信任，当下一次转折或危机出现时，双方就

更有可能通过相互接洽和磋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虽然承认提升标准很重要，但她很清楚流程应

该以证据作为基础。她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区域

和全球层面上的监管碎片化。她指出欧盟先是设

立了强制性审计事务所轮换制度的大框架，但随后

又让各个成员国自行去实施这个制度，结果导致每

个欧盟成员国后来都制定了自己的规则。Kirtley补

充道，她听说为了遵守事务所轮换制，有一些审计

团队抱团从一家事务所跳槽到另一家事务所。“理

论上听起来可行，但在细节工作中却不是这样。”

她说。

她重申，作为一家会员制机构，IFAC的目标

是为会员服务。她说，IFAC的力量源自于充分利

用每个成员机构的优势和它们已经开展的工作。

“目前存在一种各自为政的趋势，我们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做什么。IFAC的任

“我们必须告诉公众我们所做的事情
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对整个社会的重要
意义。”

务就是带头实施一些计划，让成员机构认为我们能

够在扩大影响力和建立关系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三个 P
曾任 CFO的 Kirtley指出了当今财务领导者面

临的三大挑战：人员（People）、流程（Process）

和变革速度（Pace of Change）。针对人员挑战，

她以内部审计为例 — 企业内部是否有具备合适

技能的合适人员来负责网络安全等领域？

流程也是一样，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各种问题，

比如大数据。“财务职能部门制作的报告不能万

年不变，这样的报告效果不会好；应该走出去问

问人们他们需要哪些帮助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接下来是变革速度。Kirtley提出疑问：会计

师适应变化的速度是不是够快，能够在报告中提

供投资者真正需要的信息？

在 2014年 11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发表讲话时，IFAC主席 Kirtley提出要支持全球会计行业的能力建设工作，这

对新兴经济体及其人民而言尤其有利。

她告诉Mosaic的代表们，IFAC已经与主要的几家国际捐助团体签署了协议。

“根据协议，我们成立了Mosaic网站，该网站将提供一个“市场”，将国际专业会计机构所发现的发展需求与潜在捐助者提供资

金支持的意愿相匹配。”她说。

IFAC还在大会上向肯尼亚的 ACCA会员 Ndung’u Gathinji FCCA颁发了“全球会计行业杰出贡献奖”，表彰他对会计行业做出

的杰出贡献，借此强调了加强会计技能建设的重要性。

“Gathinji在成立泛非会计师联合会（Pan Afric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肯尼亚注册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f Kenya），东部、中部和南部非洲会计师联合会（Ea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的过程中开拓进取，确保了会计行业的价值在非洲得到理解和认可，否则非洲会计行业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水平。”

她说。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获奖感言中，Gathinji介绍了他的职业生涯，包括在肯尼亚殖民地时期度过童年时光、在英国接受培训然后很

快回到非洲，随后几十年都在发展他自己的事业和会计行业，包括供职于多个 IFAC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旨在促进为新兴经济体的

会计行业提供支持。他感谢了许多人，包括 ACCA，并点名感谢 ACCA行政总裁白容女士（Helen Brand）对他的支持。

“非洲正在崛起。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证据，看看这个会议厅就知道了。”他说。

非洲会计师成为大会焦点

在罗马举行的世

界会计师大会上，

Ndung’u Gathinji获

得 IFAC颁发的“全

球会计行业杰出贡

献奖”（Sempier 

Award）。

她表示，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的几个重要教

训包括：我们不应忽视合理实施的控制措施；要

保持怀疑精神，不要太信任报告者；要一直深究

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避免群体思维，不惧提问，

即便别人认为这些问题不值一问。“我们作为管

理者和审计师的职责不是简单地接受表面上的信

息。”她说。

有了这种远见 — 她承认她喜欢为那些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 IFAC似乎必将在

全球会计行业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Peter Williams，会计师兼记者

观看在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对Olivia Kirtley的

访谈，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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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技能的金矿
ODC公司 CFO Susanne Swaniker-Tettey说，博茨瓦纳财会行业面临的一个主
要挑战是缺乏合资格的专业会计师。

Susanne Swaniker-Tettey 的职业生涯开端是在位于加纳的德勤会计

师事务所担任审计实习生。后来她被调往德勤位于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

的事务所，并在那里获得了 ACCA专业资格，成为了一名高级审计经理。

1999年，她借调到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实习生，在那里度过了五个

月的时间。2004年，她加入了采矿和冶炼公司 BCL（位于塞莱比 -皮奎），

担任财务经理，然后到 Tati Nickel Mining Company公司（位于博茨瓦纳）

担任商务经理。2008年，她获得了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MBA学位，之后

加入了 Boteti Mining公司（位于博茨瓦纳）担任 CFO，之后于 2013年 1

月加入Okavango Diamond公司。

Susanne Swaniker-Tettey FCCA

尽
管非洲的工作环境可能比较艰苦，

但是它为具备专业技能的财会专业

人士提供了重要机会，让他们可以

了解非洲企业的运作方式。

现任 Okavango Diamond Company（ODC）

CFO 的 Susanne Swaniker-Tettey FCCA 就是这

样一位专业人士。ODC是博茨瓦纳的一家钻石原

石经销公司，成立于 2012年，由政府独资 — 因

为钻石行业对该国的国民经济至关重要。

Swaniker-Tettey拥有十多年在非洲工作的经

验，她表示：“在南部非洲尤其是博茨瓦纳的财会

行业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她的日常工作基于在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典型的公司报告、审计和

企业规划，在那里，财会专业人士通常积极参与管

理工作，并充当其他部门的智囊团。

技能驱动
博茨瓦纳的财会行业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

缺乏合资格的专业会计师。“要想获得具备出色的

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仍然相对困难，因为博茨瓦

纳历史上一直没有设立自己的会计专业资格。”

她说，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虽然许多当地大学

都在培养会计师，但是他们是通过全日制会计课

程来进行的。“因此许多实习生学完后，能够通过

考试，但是却无法拥有与经过正式（在职）培训的

人士同样丰富的经验。”她说。该国财会行业正在

进行改革，比较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博茨瓦纳

会计法案》（Botswana Accountants Act of 2010）

中规定的那些改革。该法案要求会计师至少要接

受三年的在职培训。 

她敦促各公司和行业协会与该国近期成立的

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 Intelligence Agency，

FIA）合作，提高对反洗钱政策和控制措施的认识。

在钻石行业，洗钱问题尤其值得关注。Swaniker-

Tettey担心现金购买钻石可能成为非法资金汇入

和汇出该国的一个渠道。例如，ODC坚持了解所

有交易中所有钻石买家的身份。“如果我们放任

行业被染指，那么其产生的负面后果不仅会影响

ODC，还会影响整个国家。”

多元化的大陆
这一点从国际化角度而言尤其重要，因为非

洲在商业廉洁度方面的名声不佳 — 而 Swaniker-

Tettey认为非洲不一定要背负这样的名声。

“在非洲做生意并不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困难，”她说，“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很危险。非

洲是一块多元化程度非常高的大陆。如果你了解

非洲，我觉得在这里工作并不会妨碍我们开展业

务。”

事实上，非洲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

展的区域旅游业以及蓬勃发展的移动支付行业都

在帮助提升这块大陆的开放程度，迎接更多的商

业机会，尤其是在东非。然而，她很快指出，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区域正落后于西非和东非。

“SADC在完善海关系统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

是在贸易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补充道，非

洲需要发行通用货币，并简化区域内游客的繁琐

多重签证申请手续。

“在非洲做生意并不比世界其他任何
一个地方困难。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很危险。”

从国内而言，她认为博茨瓦纳政府应该推动

IT、数据整合和在线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她承认后

者取得了一些进步 — 比如该国的法律现在能在网

上访问了 — 但是她表示：“博茨瓦纳的文书工作

太多，我们需要精简流程。”

同时，Swaniker-Tettey认为，在非洲有更多

女性能够且应该提升她们的专业地位，就像她自

己通过财会行业获得提升一样。“我们需要更多的

女性担任高级财会职位，尤其是在董事会级别。但

是我认为并不需要针对女性提供特别的优惠条件。

女性应该受到公平对待，她们应获得与男性同等

的机会。我们作为女性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确保

我们获得心仪的职位，拥有话语权，在机会来临时

要有能力抓住它们，还要更加富有进取心。”

Andrew Maramwidze，驻哈博罗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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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和伦理
获得市场份额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最佳途径，而且是最受伦理价值支持的一种途
径，财务负责人在上届 CFO欧洲峰会上听到了这种说法。

在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况

下，CFO肩负通过制定明晰的计划

和负责任的企业文化来管理预期、

推动企业长期发展的重任。去年年

底 ACCA波兰分会在华沙举行了第七届 CFO欧

洲峰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如何驾驭这些问题。

不论经济环境如何，企业始终在寻求发展。但

在当今时代，尽管全球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欧洲

经济仍然低迷不前。同时，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有

所抬头，乌克兰东部战争一触即发，地缘政治问题

加剧，埃博拉病毒引发的恐慌仍在继续，全球范围

内投资风险依然很高。

那么 CFO该如何集中精力来调整企业的成长

战略，如何在面对潜在风险时实现投资回报最大

化呢？

宝洁公司中欧区财务经理Marcin Sojda在峰

会上说道：“成长并不总是意味着增加，有时候反

而意味着减少。”他向与会者解释道，宝洁正准备

放弃旗下 100多个品牌，其中多为个人护理用品

这项主营业务之外的边缘业务。比如，旗下金霸王

电池部门正在出售。他说，这项策略保证公司得以

集中精力发展核心业务，使其在主要市场获得更

有价值的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是本次峰会的一个重大主题，发言

者们反复强调，取得良好的营收数据和盈亏数据

固然重要，但增加市场份额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所在。

比如，苏格兰工业企业投资商 Clyde Blowers 

Capital公司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仍然使其市

场份额显著增长。公司 CFO Allan Dowie说道，

这是因为在 2008年大家都忙于缩减规模时，他们

却加大投资以扩大销售并进军新市场。随后客户

群的扩大带来了销售额增长。

但是说起进军新市场，企业需要有一个清晰

的策略。汇丰银行波兰分行 CEO John Rendall说

道，企业需要设定明确的财务参数。“只有了解自

左起：Daniel 

Thorniley，DT-

Global Business 

Consulting公司总裁；

John Rendall，汇丰

银行波兰分行 CEO；

Jaros aw Guga a，

记者兼评论员；

Allan Dowie，Clyde 

Blowers Capital IM

公司 CFO。

己的业务和这些参数，你才能在机会到来时果断

地采取行动。你准备得越充分，做决策时才会更迅

速果断。”他说。

Jeronimo Martins集团副CFO Tomasz Suchanski

说扩张战略需要结合企业可能进入的市场，将

其不同之处纳入考虑范围。在葡萄牙本国之外，

Jeronimo Martins公司在波兰和哥伦比亚等国也

有零售业务，在进入不同国家时采取的是极其不

同的策略。它通过收购的方式打入波兰市场，而进

军哥伦比亚时则采取了新建投资的方式。

进入新市场从来都不是速成救急方案。奥

地利 DT-Global Business Consulting 公司的总

裁 Daniel Thorniley 说企业通常把新兴市场，尤

其是非洲，当做他们可以迅速进入，快速获取巨

额利润并解决自身财务问题的地方。事实绝非如

此。在新兴市场进行有效的投资需要投资者进行

长远地计划。

UPS 国 际 运 营 部 CFO Mark Vale 呼 应 了

Thorniley的观点：“很久之前我们就开始在欧洲

扩展业务。实现盈利需要多年的时间，但现在效益

非常好。”

企业文化
一位与会者表示，企业在寻求发展时，不

应该忘记企业文化。事实上，遵循正确的企业

价值观有助于企业发展。波兰的一家果蔬加工

商 Agros-Nova的管理顾问和监事会成员 Ramin 

Khabirpour这样说道：“我的经验是只要明确了

价值，就能创造价值。”

但是企业该如何明确自身价值呢？ ACCA

政策总监威拉斯（Ewan Willars）做了一场报

告，名为《文化与企业行为引导》（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r）（见第 6页），阐

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报告称即便在同一

个机构内部价值观也可能有所不同，并提供了一

个简单的逻辑评价工具，帮助企业领导确定自身

的价值观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该做些什么，

以实现从现实状态到理想状态的转变。

讨论这个问题的专题小组肯定了这种方法，

还说这项倡议非常有必要，尤其是企业文化和价

值观的问题似乎只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才会被

提出来。IBM波兰及波罗的海区域 CFO Izabela 

Jagosz-Kuchta说道，但是成熟的企业却始终对自

己的企业价值观再三进行衡量和重估。然而，她补

充道，一个企业的价值观也可能随着自身的发展

变化而有所改变。

企业领导必须以身作则，践行公司的价值观，

但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公司的所有方面都是

行为表率。

“我们公司多元性较强，很难确定一个固定的

榜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中欧区的人才执行委员

会成员 Gavin Flook说，“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

指定某个人作为具备某些特征的楷模，但在其他

情况下，可能这个榜样就变成了其他人。有些东西

是固定不变的 — 比如道德行为和客户业绩 — 但

是一刀切的原则是行不通的。”

波兰科兹明斯基大学商业伦理中心主任

Boles aw Rok 教授说，企业价值观并不是针对个

“我的经验是只要明确了价值，就能创造
价值。”

波兰前财政部长罗斯托夫斯基（Jan Vincent-Rostowski）在一场主题演

讲中列出了几条主要原因，说明为何波兰是欧洲各国中的理想投资之地。

* 在 2008至 2013年间波兰经济增长超过 20%，预计还将有更多出色

表现

* 2008至 2013年间债务 /GDP之比仅上升 13% — 排名欧洲倒数第四位

* 政府支出 /GDP之比较低，排名欧洲倒数第七位

* 目前政府支出在 GDP中所占比重为 36.6%，为历史最低水平

*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2% — 排名欧洲倒数第七位

* 与欧洲整体 0%的增长率相比，预计波兰每年经济增长将在 3%左右

DT-Global Business Consulting公司总裁 Daniel Thorniley罗列了未来

三到五年欧洲经济将持续低迷的六大原因。他的评论反映了人们普遍担忧

的全球经济正在面临的重大风险。

* 中小型企业在获得融资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 Thorniley将这一现状描述

为“上至企业、下至消费者的一场融资癌症，而治愈方法却遥遥无期”。

* 在过去五年里消费者信心偏弱，欧洲尤其如此。

* 紧缩计划进一步削弱了欧元区经济，原先实行紧缩政策的国家逐渐对此

不了了之。

* 除了最近美国的几场并购交易之外，因全球投资风险大、投资环境凶险，

众多企业暂停投资计划。

* 事实证明 2014年的国际贸易增长好景不长，出口量没有按预期增长，对

欧洲的大型出口商造成了重大伤害。

* 汇率不稳定对企业的盈亏造成损害，这些企业可能在某些国家出现显著

增长，却不得不将利润转换成美元上交给总部。

例外 — 波兰

欧洲经济增长的六大障碍

罗斯托夫斯基支持

波兰的逆潮流经济

成功。

人的行为准则，而是企业行为准则。如果一家企业

行事负责，那么它的员工就会积极参与，从而带来

更好的业绩表现。

不相矛盾
因此，遵循正确的价值观与创造利润之间并

不冲突，而 Khabirpour说企业无需改变追求利

润和维护伦理标准之间的优先次序：“问题在于，

我们追求的是每年获得更多盈利，还是健康稳定

的盈利就已足够？我们需要以环境、生态系统和

缴纳税负为代价来提高利润率吗？如果不能意识

到这种思维范式的转变，那么整个世界最终都会

消亡。”

Andrew Kureth，驻华沙记者

阅读报告《文化与企业行为引导》（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ur），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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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力量
为实现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宏愿，马来西亚将依赖创新的变革力量，以提高竞争
力，促进经济增长。

2 014 马来西亚创新会议由马来西亚

革新机构（Agensi Inovasi Malaysia，

AIM）主办。根据马来西亚总理纳吉

布（Najib Tun Razak）在会上的发言，

创新是推动发达经济体不断前进的动力；的确，英

国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源自创新。

成为知识密集型经济体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战

略。“不论是传统企业还是非传统企业，都明确需

要通过创新来为 GNI和 GDP带来显著影响。”他

说道。

根 据 2014 年 全 球 创 新 指 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目前马来西亚在全球 143个国

家中排名为第 33位，在 40个中上等收入国家中位

居第二。

最 新 的 国 家 企 业 创 新 指 数（National 

Corporate Innovation Index，NCII）是推动马来西

亚创新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NCII是由 AIM与英国创新基金会 Nesta以

及其他专家共同协作，历经 3年的时间制定而成。

NCII的开发得到了马来西亚一大批骨干上市

公司的支持和参与。其中第一阶段主要关注企业

的创新战略、文化和进程，第二阶段则通过一系列

财务措施帮助企业更精确地追踪创新回报。

NCII旨在通过识别企业用以衡量、评估和检

测创新投资的工具和机制，来帮助企业运用创新

并将其系统化。其最终目标在于强化创新管理 并

将创新点商业化，以创造营收。

什么是创新？
总理提醒企业不要将创新直接等同于研发、

高科技或者专利。

这是“极大的误导，而且违反常理”，因为马

来西亚的大多数企业都处于服务行业。更确切地

说，创新应该是“将新理念转化为可盈利的或者带

来新价值的东西”，他补充道。

“马来西亚的企业要想从政府推动创新的举

措中充分获益，就必须能够识别和衡量他们在

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上的投资，这样做有助于

促进创新成果的形成。”ACCA亚太区政策主管

周俊伟说道。

ACCA在 NCII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核心

作用。它与 Nesta、Inngot — 一家无形资产鉴

定、评级和估值专门机构 — 以及 Alpha Catalyst 

Consulting公司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了

中小型企业对创新及其投资回报的态度。 

无形资产的意义
无形资产投资在日益推动创新和企业的发展。

Nesta国际创新部首席研究员 Benjamin Reid 博

士认为，当前创新方面重要的无形资产投资主要

包括：设计、研发、工艺改进、培训、软件以及与

创新相关的品牌化和营销要素。

这些投资转化成核心成果和收益，比如新产

品、新服务、效率节约、知识产权许可 — 这些成

果拥有巨大的潜力，能带来新的收入来源、补助金

和奖励措施，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促进可持续的

良性循环。

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下，无形资产毫无疑问地

正在占据着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周俊伟

指出，根据知识产权专门机构 Ocean Tomo在

针对标普 500指数成分股公司所做的一项研究，

1975年 83%的市场价值可以追溯到入账资产和

实物资产。然而到 2010年，80%的市场价值却是

以无形资产为基础。

行动期间，代表们经过讨论认为企业需要扩

大创新的涵义，将无形资产和帐外资产纳入其中，

不应再把创新局限于传统的研发理念。

NCII的影响
NCII将从四个方面推动创新，Reid说道。首

先，它将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创新，从而改进创

新流程。第二，有助于发现隐藏的创新点，分析创

新的优缺点。第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佳的数据，

让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了解创新的重要性。

第四，企业可以运用 NCII的工具来计算创新的投

资回报 — 这是马来西亚的许多企业努力在做的

一件事情。

“NCII框架能够让管理层看到一个更加清晰

的内部投资图景，尤其是对于那些投资回报期较

长的项目，而这也是创新活动的一个普遍特征，”

周俊伟说道，“数据采集过程本身就要求企业严

格审视信息系统并修补漏洞，这样才能在向前进

的基础上采集到需要的有用数据，来更好地为未

来的投资决策提供指导。”

“此外，NCII使得各家企业能够以富时指数

公司为基准来审视自己，也可以互相进行比较 — 

让它们对自己处于什么位置有一个更好地了解，

也使管理层能够根据现实的市场状况制定更具战

略性的、更明智的投资计划。”

NCII工具可以用来促进以无形资产为基础的

收购和成长策略。

“衡量创新投资对会计和管理系统来说是一

项艰难的任务，而 NCII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创新驱

动型增长。”Reid说道。

目前的会计处理可能会阻碍创新投资。“会

计准则中，在创新方面的无形资产投资需费用化

而非资本化。因此董事会的强烈认同是企业改变

创新方面会计处理方式的必要因素。”Reid补充

道。

赢得高层管理部门的支持对培养和维持创新

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管理层想迅速看到成

效，如果不能让他们相信项目能够带来盈利，他

们会切断资金供给，也就将创新项目扼杀了。”

周俊伟说。

“创新不仅包括好点子，毫无疑问还包括执

行。关键在于要有一个能够支持创新的内部决策

机构，还要拥有准确的信息。”

助推综合报告（IR）
通过 NCII追踪并汇总信息能够使企业采用 IR

的过程更加便利，而 IR则受马来西亚政府和证券

委员会的鼓励。“作为首家将 IR引入评审机制的

专业会计师机构，ACCA关注有助于促进企业采

用 IR的任何工具。而 IR要求企业不仅根据会计标

准提供传统财务数据，而且还有其他对公司重要

的信息 — 这给当前和潜在的融资资本提供者和其

他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具策略

性的图景。”周俊伟说。

Nazatul Izma Abdullah，记者

ACCA亚太区政策主

管周俊伟告诉各位代

表，好的想法只是第

一步 — 获取高层管

理部门的支持来培养

和维持创新也是至关

重要的。

“企业需要扩大创新的涵义，将无形资产和帐外资产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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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力量
虽然柬埔寨的会计行业正在朝着更清楚明了和更标准化的方向前进，但仍有待加
大培训投入以促进专业人才的数量。

一
方面，柬埔寨在过去 20年中 GDP

增长迅猛，自 1995年来年均增长

率为 7.6%；另一方面，该国依然是

一个发展中市场，其会计行业也仍

在很大程度上尚属于发展阶段。

40 岁的 Kimleng Khoy FCCA 就工作在柬

埔寨促进会计行业发展事业的第一线。Khoy近

期被任命为德勤柬埔寨主管，负责为这一新近进

入柬埔寨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该国建立业

务运营。自 1997年进入会计行业以来，Khoy先

后在安永和普华永道工作过。他还曾作为柬埔寨

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Kampuchea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Auditors, 

KICPAA）的主席以及柬埔寨国家会计理事会

（National Accounting Council of Cambodia,NAC）

理事，协助推进覆盖全行业的会计惯例和执

行标准。 

虽然柬埔寨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 Khoy

指出，在会计制度的采纳上，柬埔寨实际上超前

许多东南亚邻国。2010年，该国全面采纳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IFRS）以及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当地称为柬埔寨 IFRS和柬埔寨中小企业

IFRS）。

他说：“如果将柬埔寨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

泰国和越南，许多东盟国家并没能实现全面采纳。

在采纳会计制度上，我认为我们相当领先。”

然而，问题出在这些会计体系的实施上，特

别是 IFRS中某些较为复杂的标准，例如与金融工

具有关的国际会计标准（IAS）第 32号或 IAS第

39号。Khoy说，这是由于接触不多导致的。

“在商业交易方面，即便是银行或小额信贷领

域也没有所有的这些衍生品。因此，我们没有需

要使用这些标准的合约。故而，我们接触不多，也

了解有限。”

从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来说，柬埔寨的大多数

企业甚至在开展基本会计实务方面都经验不足。

非正规部门依然是柬埔寨经济中的主要部分。根

据国家统计局 2013年开展的柬埔寨社会经济调

查显示，非正规部门雇佣近全国 60%的劳动力。

此外，大部分正规企业也规模极小 — 远远不及

该国当前要求进行审计的法律门槛。只有在公司

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中的两个时，才会被要求进行

审计：

* 员工 100人

* 营业额约 75万美元

* 资产 50万美元。

到底有多少企业满足这些要求尚不明确。

NAC正在努力收集准确的统计数据；Khoy给出

的粗略估计是约有 5000家。而根据从柬埔寨主要

会计师事务所搜集到的数据估测，在这些公司中

仅有 450家公司实际上在 2013年开展了审计。

Khoy曾在 NAC参与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该

法律草案令NAC在处理不编制和不审计财务报表

的公司时拥有更大的权利。他还正在与该理事会

合作编制一份会计模板。这一模板将简化许多不

满足审计条件的公司的会计流程。

现代化和多元化
这些促进财务清晰度和操作标准化的努力正

变得日趋重要，因为柬埔寨正在试图令其经济更

为现代化和多元化。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柬埔

寨的大部分增长归功于廉价的劳动力。该国出口

的 80%均来自于服装产业。

一份亚洲开发银行 2014年 11月的报告这样

说道：“要向更具附加值的生产领域转移以及沿全

球价值链向上爬升需要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治理

和其他经济因素的持续改善。”该行的报告指出，

这些目标很多都需要加大财政开支；然而，来自税

收的财政收入依然极其有限。2013年，柬埔寨的

全国税收收入仅为 8.81亿美元，而该国的 GDP

为 152.4亿美元。实际上，这一数字已经较上一年

上涨 16%，原因是柬埔寨政府加大了税务法的实

施力度。

缺乏合资格会计师
Khoy说，绝大多数的纳税人都是按照“估定

机制”报税。“他们每年一次性支付一个总额，”

他说，“但这种总额实际上相比于按照‘实体机制’

应缴纳的税额小得多。按照‘实体机制’，他们应

当支付薪资税、源泉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等。”

在这里，他指出，NAC正在开发的简化会计模板

能够在税款征收上起到一定的帮助。

会计行业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合资格会计

师的缺乏。2004年时，Khoy是柬埔寨最早成为

ACCA会员的会计师之一。柬埔寨政府已经增加

了教育开支，但该国的这部分政府开支依然为东

南亚最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在 1995年

至 2013年间，教育开支不及 GDP的 2%。

不过，Khoy对于柬埔寨年轻一代走进会计领

域的潜能表示乐观。

他指出，当年他开始备考ACCA资格的时候，

不得不前往越南完成大部分的课程学习。现在，

ACCA课程已经遍地开花，拥有成千上万名学生

就读。此外，许多柬埔寨年轻人还比 Khoy那代人

开始学习英语要早许多，从而扫除了又一个取得

资格的障碍。

Khoy认识到的另一点不同是职业女性所面

临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就读大学或创办个

人企业，”他说，“我很高兴能看到许多女性在学

习 ACCA。”

Khoy指出在柬埔寨建立德勤业务时他面临

过部分此类挑战：“符合公司要求的合格候选人

数量十分有限，因此要聚集起人才是一个挑战。

我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司，但我们依然需要

继续发展人才。在与其他机构的相处上，比如政

府、税务机构和银行，我猜想我们和其他律师事

务所的处境相同。”

不管怎么说，柬埔寨已经在 20年中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诸如 Khoy 这样的专业会计

师正在国家发展的速度和前景上扮演着日益

重要的角色。

Thomas Maresca，驻金边记者

虽然柬埔寨的会计行

业还在发展中，但该

国在国际标准的采纳

上领先邻国，Khoy

表示。

Kimleng Khoy自 2014年 9月起担任德勤柬埔寨主管。加入德勤前，他在金边任职普华永道主管。

受聘于安永期间，他首先担任审计师，随后任柬埔寨咨询服务业务主管。在 2006年至 2008年期间，他

被调往英国伯明翰的普华永道办事处暂时任职。在加入普华永道之前，Khoy在金边担任安永高级审计

师。2004年，Khoy成为首批获得 ACCA资格的柬埔寨人之一。他是柬埔寨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协会主

席及柬埔寨国家会计委员会理事会理事。

Kimleng Khoy 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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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形势
专业会计师为改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共机构的财政管理标准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财政管理在

七八十年代尚不为人所称道。彼时，

许多加勒比岛国刚刚脱离殖民统

治，尚在摸索作为独立国家的发展

道路，而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则仍饱受社会动

乱、内战和军政统治之苦。

快进到 2014年，民主已经成为这些国家

的常态，不仅如此，许多政府决意采取措施提

升政府效能和财政效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以及美洲开发银行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DB）近期

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半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国家已于近期引入新的预算政策，并就这些国家

取得的成就表示认同。

OECD和 IDB对那些引入了财政政策、中期

预算、平准基金和绩效预算体制的国家尤为赞赏。

报告指出，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可以

看作是（较为发达的）OECD国家中的表率”。这

些国家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国家自身的

政治和制度情况，推行财政和预算改革，创建了

一系列财政和预算体系，从结构化层面力求长期

财政稳定。

报告指出，这些一体化的改革就如何根据本

国情况推行改革和确保稳定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

需求的问题，为相对弱势的LAC国家提供了指导。

同时，报告也提到，上述许多国家“要真正提升经

济实力，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其预算管理和税收制

度，推行政府部门薪酬改革”。OECD和 IDB的

一份联合公告中也提到，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将

“有助于提升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降低未来经济

冲击的风险”。

世界银行高级财务管理专员 Mozammal 

Hoque赞同 OECD和 IDB的观点。但他也表示：

“许多国家其实已经开始推行一体化财务管理，信

息透明度得到了提升，人们可以通过预算报告了

解政府财政开支的流向。”

Hoque同时指出，尽管近年许多国家都在推

行一体化财政管理体制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还

有许多国家面临着财政账目披露滞后甚至没有披

露、政府收支不匹配以及外汇储备短缺等问题。

此外，缺乏对政府采购的监管意味着腐败依

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Hoque补充道：“政客们

需要竞选资金，其中一个来源就是当地企业。如

果不对竞选资金进行管控，就不可能控制和解决

（腐败和其他的一系列）问题。”

Hoque提到，2014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举

办的风险审计培训为牙买加提供了积极的影响，

现在，他们正尝试将该培训推广至其他国家。“牙

买加在加强审计部门效能及独立性方面做了许多

努力。”他补充道。政府正着手对预算制定、税收

政策以及商品和服务的采购流程进行检视。

此外，牙买加已经从世界银行获批 3500万

美元贷款。这笔资金将帮助该国改善政府投资管

理制度以及财产税合规管理。正在进行的工作包

括推行有效的财政制度以确保财务约束，同时有

关部门正在对中期财政整顿收入进行整合。此举

旨在降低年度预算赤字，以期到 2025年将负债

从目前 GDP的 140%减少至 60%。针对银行业

方面的改革措施包括逐步推行对公共部门的绩效

问责，以提升其效能。

Hoque表示，近期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针对

外汇短缺问题采取措施，以缓解市场紧缩。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央行在 2014年 1月到 5月之间陆

续出售了 6亿美金，以期将本国外汇市场流动性

“恢复至正常水平”。

Laura Lyn是安提瓜的一名会计师，她认为在

提升加勒比国家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财政管理

标准方面，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以安提瓜和巴布达为例，她说：“税务部门

行政长官大大加强了财务报表的审计力度，并要

求在商品进口和颁发许可之前提供最近一期的完

税证明。”

此外，许多银行也开始要求（企业提供）最

新的财务报表，如果涉及到贷款、透支和某些特

定业务时，还要求提供最新的纳税凭证，Lyn补

充道。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y Commission）及其下属国家毒品和

洗钱管控政策办公室还加强了对金融监管人员

的培训。

良莠参半
拉丁美洲的情况同样良莠参半。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财

政事务部副主任 Mario Pessoa表示：“（拉丁美

洲）国家在预算覆盖和预算执行披露方面都做的

很好，但对财政风险的判断和评估能力仍有待提

高。”

他指出，过去 10年内，巴西、智利、秘鲁和

墨西哥这些国家已经或正在推行改革措施，通过

改善财政政策或修订财政责任相关法律，从而加

强对公共支出的控制。他对智利和墨西哥创立的

平准基金表示欢迎，并指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

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秘鲁都创建

了国库单一账户以集中现金资源，更好地管理财

政性资金。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都

扩大了财政报告和金融账户的覆盖范围，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和秘鲁则已经着手推行项目预算或

中期预算制度。

尽管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在推行公共

财政管理体系改革，但 Pessoa认为巴西和智利的

成果尤为显著，他说：“因此，相比 90年代，拉丁

美洲国家面对 2008年到 2010年间的金融危机，

抵抗能力出现了明显提升。”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 

IPSASB）主席 Andreas Bergmann补充道：“我

认为拉丁美洲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改善整体

体制，在会计、审计和政府财政数据统计方面实

行国际标准。”

Bergmann指出，拉丁美洲国家的重心已经

从年度预算管理转移至中期规划、资产负债表管

理以及风险导向。“这些都需要强健的财政资金

管理体系和为严格的法律政策框架，”他说道，“此

外，权责发生制会计计量以及高质量的财务信息

提供也是关键的要素。”

Bergmann表示，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

家受益于自然资源全球贸易的繁荣，而财政政策

和平准基金的推行让他们得以把握这一利好。哥

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智利则引入了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

“可以看到，这些先行实施改革的国家现在

已经在着眼于更进一步的目标，亦即推行全球标

准，”Bergmann表示，“近期刚刚加入或者未来

即将加入 OECD的国家往往是改革的先行者，但

亟需发起改革的恰恰是那些如委内瑞拉一样尚未

开始任何行动的国家，以及那些已经停滞很久的

国家，如阿根廷和多数中美洲国家。”

Pacifica Goddard, Gemma Handy 和

Keith Nuthal，记者

阅读OECD和 IDB的联合报告，请访问：

tinyurl.com/LAC14-PFM

“先行实施改革的国家已经开始着眼于更
进一步的目标，亦即推行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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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影响
由埃博拉疫情引发的恐惧远远超越了它的实际地理范围。这种疾病已经让三个受
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德
勤会计师事务所去年 11月发布的

一项调查显示，非洲经济的未来是

光明的，这份调查的结论是现在是

投资这块大陆的最佳时机。2013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 GDP迅猛增长了

4.9%，超过了除中国外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

斯、印度和中国）的所有成员。而且，这并非只是

发生一年的奇迹，过去十年该地区的平均增长率

达到 5.5%，比 20世纪 90年代上升了一倍多。

但是，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写得很清楚，目

前有两朵黑云笼罩在非洲大陆上空。第一个是大

宗商品价格的下滑 — 大宗商品出口在非洲国家

出口收入中占据着巨大的份额。

第二个就是一种可怕的出血热 — 埃博拉疫

情的大范围爆发。

任何一种传染病除了给人类带来显著影响之

外，还会对经济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在

非典型肺炎（SARS）造成的恐慌情绪达到高峰的

时候，香港零售额跳水 15%，即便这种疾病在这

个拥有 720万人口的城市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到

300人。

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在非洲可能更容易引发恐

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非洲法语区高级合伙

人 Edouard Messou表示了他的担心。“许多外

界人士将非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一个大

陆，”他说，“因此即使埃博拉目前已经被控制在

西非的一小块地方，但仍可能吓走外国游客和外

国投资者，这些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已成为许多非

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 世界银行估计如果埃博拉病毒不得到控制，将给西非造成多达 326亿美

元的损失。

* 美国每年人均医疗支出为 8895美元，而几内亚为 32美元，利比里亚为

66美元，塞拉利昂为 96美元。

* 到 2015年 1月，埃博拉已经造成 8641人死亡。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124万。

* 埃博拉疫情可能使利比里亚的 GDP损失 12% — 这比美国经济在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还要多一倍以上。

数据

经济代价
埃博拉造成的恐惧远远超越了它的实际地理

范围，并且可能在埃博拉逐渐退出各大报纸头条

之后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的主要问

题是这是否足以拖累非洲大好的增长前景。

埃博拉的爆发无疑给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 这三个国家分别是几

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其中最严重的是利

比里亚，这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

410美元。到 2014年 11月，因埃博拉致死的人

数达 5700人，这个小国就占到了 3000人。疫情

导致的恐慌给这个一直努力从漫长而血腥的内战

中恢复元气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利

比里亚似乎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今年 1月只

有八个新增病例，而去年 12月每周就有 550例。

世界银行的一篇报告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4 Ebola epidemic总结道，最严重的经

济后果不是死亡的直接影响，医疗开支剧增或劳

动力减少，而是“因恐惧而带来的行为上的改变，

这导致了雇佣率、收入和产品及服务需求的普遍

下降”。

对采矿等重要部门（占 GDP的 17%）的投资

也暂时搁置了。就在最近的 2014年 6月，世界

银行预计 2014年利比里亚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5.9%。到 10月，其预计的增长率仅为 2.5%。如

果结果比预计更糟糕，非洲问题专家们也不会对

此感到惊讶。

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仅利比里亚一个国家

的额外医疗开支和税收收入的降幅加起来估计就

达到了 1亿美元 — 占该国 GDP的 5.1%。加上

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仅 2014年的短期影响导致

的 GDP损失总计就可能达到 3.59亿美元。

部分影响体现在企业生产力的下降和成本的

增加。普华永道在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国家

设有业务，它提供了一个例子：“为了尽量保证员

工的安全，我们一直限制他们到受疫情影响最严

重的地区出差工作。”Messou说：“因为使用公共

交通可能增加被传染的风险，所以我们安排了一

辆小型巴士接员工上班。

“额外的交通时间意味着有些员工现在不需

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而是可以只在办公室呆五

或六个小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5.8%，而所有

新兴市场的增长率为 5%，富裕国家的增长率为

2.3%。

当然，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是非洲

三个最小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2014年这三个国家的 GDP加起来只有 140亿美

元，仅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总和（1.7

万亿）的 0.8%。埃博拉是否损害了整个非洲的经

济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疫情的传播范围，疫情

得到控制的速度，以及能否说服富裕的外界人士

不要因为部分地区的疫情爆发而惩罚整个非洲。

在疫情的传播方面，仍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的确，这次疫情的爆发是埃博拉约 40年前首次

在扎伊尔被发现以来最致命的一次。之前埃博拉

疫情爆发时，死亡人数从未上升到远远超过 300

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去年 9月估计，如果不改

进疫情应对措施，到 2015年年初可能会有多达

140万人染上埃博拉。鉴于埃博拉病毒的致死率

达到了 70%，这个预测实在非常可怕。与此同时，

世界银行预计如果疫情传染到邻近国家，到 2015

年末总体损失可达到 325亿美元 — 相当于位于

疫情中心区的三个国家 GDP总和的两倍多。

但是大多数专家都一致认为疫情应对措施已

经有所改进。与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世界银行警告称，除

非埃博拉疫情迅速

得到控制，否则利

比里亚的经济今年

将萎缩。

“埃博拉可能会吓跑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这
些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经济增
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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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的国家在控制疫情爆发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

效果。尼日利亚和塞加内尔的官员谨慎追踪每一

个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的人，并对他们进行监控，

寻找染病迹象。

因此，埃博拉疫情目前在这些国家已经得到

了控制。“这个成功非常鼓舞人心，”布鲁金斯学

会非洲增长计划高级分析师Amadou Sy表示，“第

一步是阻止疫情扩散到整个大陆。”

对于拥有医疗系统有效运转的国家，埃博拉

相对容易遏制。埃博拉病毒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而患者只有在开始显示出明显的染病症状时才具

备传染能力。因此，普通的患者最多只会传染给

其他两三个人。相比之下，艾滋病和 SARS为 4个

人，而流行性腮腺炎为 10个人，麻疹为 18个人。 

“我认为一年之内，疫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

会得到解决。”Messou说。

恢复正常营业
如果疫情确实消退，受影响的经济就能开始恢

复正常，世界银行前任健康经济学家和现任华盛顿

全球发展中心研究员Mead Over表示。“对埃博拉

疫情的主要担忧是它阻止了人们开展正常的经济

业务，”他说，“许多人不太愿意去工作，这可能会

导致企业和政府机构空心化。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这种担忧会消退。”

不幸的是，要转变外界看法可能比较困难。旅

游业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 GDP的 10%，包

括间接的财富创造。在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前，游客

数量一直呈快速增长，在 2013年达到了 3600万

人次。即使离受影响的区域有几千米之遥，但已有

迹象显示繁荣发展的旅游业正在受到影响。

肯尼亚游猎旅行的预订数量有所下降。肯尼亚

与利比里亚的距离和伦敦与利比里亚的距离差不

多。“最近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们计划取消到巴布新

几内亚的旅行，”Sy惋惜道，“尽管这个国家位于

澳大利亚北部一个偏远的小岛，而且明显没有报告

过埃博拉病例，但只是因为它的名字里含有‘几内

亚’，就足以让它受到埃博拉疫情的不良影响。”

Over表示：“埃博拉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们认为

非洲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和饥荒、战争和外来疾病

相关联。”

这种反感情绪今年几乎肯定会给非洲造成

强大阻力。此外，许多非洲国家在 2015年都不

得不处理一些它们自身造成的问题，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分析师William Jackson预

测道：“许多非洲国家白白浪费了从十年大宗商

品价格高涨中收获的财富。”他说：“我们看到许

多国家的预算赤字高企，如果原材料价格持续走

低，这种高水平的预算赤字将很难维持。”一些非

洲国家，尤其是加纳和赞比亚，没有投资于可以

增加生产力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增加了政府就

业人数和补贴。

尽管还存在这类阻碍，普华永道的 Messou

仍然相信非洲会克服埃博拉疫情。

他争辩道：“疫情不会导致非洲大陆的经济

增长势头大幅放缓。”他指出了几个值得保持乐观

的理由。“主要的增长动力仍然存在，”他表示，

并补充说最近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不大可能持续

太长时间，“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将需要食物，而

非洲拥有世界耕地中相当大的份额。”

相比国际游客，大量对非洲丰富的矿产感兴

趣的投资者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可能相对理性 — 

尤其是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非洲的中产

阶级和年轻人口也在迅速壮大，这是快速经济增

长的标准要素，”Messou表示，“民主和法治也在

普及，许多地方的腐败形势也在开始好转。”

埃博拉目前可能还占据着非洲大陆的新闻头

条，但是这只是非洲前进路上的一个小障碍，很

快就会被克服。

Christopher Fitzgerald和 Fernando Florez，记者

阅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Africa on the cusp 

of a consumer boom report，请访问：

http://tinyurl.com/Africa-boom

肯尼亚与利比里亚的

距离和伦敦与利比

里亚的距离相当，但

是肯尼亚报告称，受

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影

响，该国度假预订数

量有所下降。

在印度中央邦的一

家医院，烟草工厂的

工人正在等待领取药

品。

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试水
随着全球财政紧缩政策不断逼近医疗行业，我们还能够为医疗卫生体系建立起一
个可持续发展未来吗？ ACCA公共部门主管福西特（Gillian Fawcett）问道。

是
英国急诊部门的暂时关闭，要么是

美国关于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的政治斗争，再或者是某一发展中

国家的医疗体系在一场灾难性的疾

病暴发后几近崩溃，比如埃博拉。围绕全球医疗体

系中正确的资源是否已在正确的时间投入到正确

的领域这一话题，辩论始终激烈。

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医

疗体系的规模，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扮演的角色

和规模，预防服务、紧急护理和长期护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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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以及将整个体系凝聚在一起的行政结构

和机制。

然而不管在哪个国家，医疗体系都面临着相

似的挑战：不断变化的人口和人口分布、可预防

疾病的增加、财政紧缩和政治审查。

但各国为应对这些挑战可能采取的方法却各

不相同，从来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案。

融资的需要
尽管如此，还是要找到应对方法。由于缺乏

提供医疗服务的额外资金和创新方法，从长远看，

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不太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

这是 ACCA和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联合

撰写的一份国际研究的详细报告 —《可持续医疗

卫生体系：国际研究》（Sustainable healthcare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study）所得出的关于可

持续医疗系统的主要结论之一。

报告的作者 Malcolm Prowle 教授和 Don 

Harradine博士对七大洲 11个国家目前的医疗卫

生体系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体系如何应对各种

各样的挑战，并总结出了最佳实践范例。

和其他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一样，大多数挑战

都来自资金和政治。该研究得出一些具有启示

意义的观点和结论。接受该研究采访的近三分

之二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

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不太可能，甚至不可能在财

务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少于十分之一的人

认为本国医疗卫生体系肯定能在财务上实现可

持续发展。

但当被问到政府是否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

金，仍然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

小。但又五分之四的人认为政府会推动医疗卫生

体系改善其效率，从而实现未来的长期发展。超

过一半的人认为有可能会面向用户进行收费或延

长收费，而不足一半的人认为政府将会建立保险

制度。

不幸的是，财政紧缩正在不断逼近全球许多

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我们在英国看到了这种情

况，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明显。正如研究所指出的，

经济衰退的冲击迫使许多国家政府举债以弥补预

算赤字。但这种行为无法长久，所以他们必须缩

减公共开支。

政府尝试限制重要的服务，例如医疗卫生，

但紧缩政策也会产生细微的影响。失业率攀升、

收入减少和税收增加都会间接影响人们对医疗

卫生的需求及医疗卫生偿付能力。发展中国家

依靠海外财政资助来补足本国医疗卫生体系的

资金，随着资助国削减资助预算，这些国家也

受到了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各国政府开始重新思考改组

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便不足为奇，不管是在医院

方面，还是在医生诊室中的基础保健。而这也是

Prowle 和 Harradine在报告中一针见血的地方。

他们在报告中突出了前英国财政大臣尼格

尔  劳森（Nigel Lawson）的观点。劳森把英国

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比作一件最接近国民宗教的

事情。而且，正如该研究的一位受访者所说：“我

福西特是 ACCA公

共部门主管。

下图：加纳首都阿克

拉的一间放疗室。在

未来十年内，撒哈拉

沙漠以南非洲地区预

计每年将出现两百万

新增癌症病例。

右图：英国伦敦圣玛

丽医院的急诊室。随

着等候人数达到十年

内最高值，英国国民

医疗保健制度（NHS）

正面临着压力。

法国南特 CHU Hotel 

Dieu医院

法国医疗卫生体系常

常被誉为全球最佳医

疗卫生体系。

认为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医疗卫生都是一件极

具政治敏感性的事情⋯⋯医疗问题是每个人的关

注点，这也是这一行业的本质所在。我认为我们

无法摆脱这些关于医疗保健的负面头条，但我们

希望政治家不要对医疗卫生领域进行无法促之

发展的改革。”

但这些公共部门的工作者却很清楚，尽管公

共意见十分重要，但却不幸地充当了为公共机构

重组或在筹资的阻碍。研究充分表明，除了缺乏

财政资源外，公共意见也是阻碍改革的一个最重

要因素之一，此外还包括医疗专业人士和媒体的

阻力。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医疗卫生服务变成了

一场政治足球赛？

行为的改变
但是想要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可能

跟改变政治家的行为一样困难。人们的生活方式

选择会对接下来的医疗卫生优先事项产生巨大的

影响。这两个问题一样具有挑战性，但都急需解

决，从而保证医疗卫生体系在方方面面的可持续

发展。

该研究还发现了改革的其他阻力：政治家

对于应该进行的改革的本质并没有达成共识；

私有经济利益的影响；以及为维护官僚利益

而维持现状。

其次，私人医疗部门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

究。正如研究所指出的，实际上在每个国家都有

某种面向个人提供的付费私人医疗服务，要么直

接支付，要么通过私人医疗保险计划来实现。关

于私人医疗卫生行业的规模不可避免会有一些

政治讨论，但政治决策者更关心的却是私人医

疗卫生行业在向非私人病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方面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利用私人医疗卫生行业为非

私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可

以以较低的成本利用私人医疗行业的闲置能力，

以及促使公共医疗卫生部门参与市场竞争。但这

种做法也有劣势，尤其是当利益动机与公共服务

公平性相冲突而引发问题的时候。在某些国家，

比如英国，私人公共卫生部门在公众助资的医疗

卫生领域内参与较多，其他国家也在尝试这种做

从长远看，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
不太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一点已越来越
明显。

法。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由于政治立场问题，这

种做法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在考虑是否采用这种

方法时，应该思考的是它的优点，而不是意识形

态上的立场，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此，对于那些在医疗卫生领域工作，且密

切参与资源分配协商和变革管理的财务专业人士

而言，这会带来哪些启示呢？正如报告的作者所

指出的，在非独裁主义的民主国家，医疗卫生体

系变革可能会遭遇更多抵制。所以对于政治家、

医疗卫生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包括金融领域的专

业人士，关键在于要制定合适的方法，表明变革

的基本需要，以及应该如何实施变革。

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保证医疗卫生

在未来能够以积极，而非消极的原因出现在

新闻头条。

阅读报告《可持续医疗卫生体系：国际研

究》（Sustainable healthcare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study)，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public-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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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会长、北爱

尔兰司法部治安总

监郝安东（Anthony 

Harbinson）表示：“英

国财政部发现政府整

体财务报告对于战略

决策很有帮助。”

总览全局 一抹黯淡的绿
ACCA正在开展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将会揭示公共部门财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政
府整体报表。

2014年，澳大利亚成为首个废除碳排放税的国家。这一举动会给一个曾
将被看作气候变革领导者的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 ?

在
政府报表制定方面正进行着一场安

静的改革。随着公共财政的审查加

强，对财政透明度的要求增加，为

合并债务和公共资产设定底线数字

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简而言之，政府正在尝试理

清它们拥有什么，还欠多少。

这一过程被称作政府整体财务报告（WGA），

在许多国家已经开展二十年了，包括英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瑞典。基于现金或以预算

为中心的报表已经有所改革，而将权责发生制扩

展到了合并报表中。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投入了重要的公共资源，

但迄今为止，关于WGA的使用和有用性还没有

实质的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政府如何处理报表制定中的

变化，以及与现实相结合，ACCA正在开展一项

关于公共部门财务政府整体财务报告的研究。

ACCA 公 共 部 门 主 管 福 西 特（Gillian 

Fawcett）表示：“政府正在着力为他们认为会感

兴趣的用户编制合并报表。但迄今为止，关于谁

在使用这些报告，以及他们真正需要哪些信息，

并没有任何调查。同样的，没有人能够确定政府

报表的最终用户是否能够理解或解释这些报表的

内容，因此也不能确定哪些领域需要进行变革。”

福西特一语中的。人们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如

何使用WGA，而不是去研究这些报表是否真的

有用。因此尽管政府认为合并报表能够带来益处，

但却不能使潜在用户，包括政府内部的许多工作

人员信服这一观点。

例如，ACCA的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金融

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和分析师几乎不使用WGA。

但在新西兰，按权责发生制编制的WGA有着很

长的历史，对当前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到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Standards，IPSAS）的 转 变

很感兴趣。英国可获得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如何使

用WGA上，而不是它们的可用性。在加拿大，

ACCA发现WGA主要被用来向议会进行责任报

告，在管理规划、决策和控制方面人们则不使用

WGA，或者认为WGA起不到作用。

在 ACCA会长郝安东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

2 014年 7月，澳大利亚成为世界

上首个废除碳排放税的国家。

在碳排放税设立两年后，这

一计划在一场政府改革中被最终

废除，由减排基金（已立法）取代，企业可

以据此竞标，获取资金开展减排项目。

尽管澳大利亚仍在实现减排目标（到

2020年减排 5%）的道路上奋斗，但澳大

利亚新总理阿博特（Tony Abbott）却为废

除这项“毫无价值且具有破坏性的税项”叫

好，并且把这一行为称作“反国际之道而

行”。全球媒体似乎并不这么看。《卫报》表

示，澳大利亚已经从一个气候变化领导者变

得“毫无计划可言”。路透社称这是“碳排放

交易的一个重大退步”。BBC引用了气候研

究所智库的言论：正当国际社会为深入实现

减排目标奋斗时，澳大利亚已经“失去了可

靠的气候政策”。

话题。作为北爱尔兰司法部治安总监，他负责为

减少违规行为提供资源、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

以及北爱尔兰境内的治安维护和社区安全。

他表示：“我认为在完成年报后，再花大约六

周的时间编制WGA是相当耗费劳动力的。尽管

这一体系经过良好的组织，足以编制发布WGA，

但实际上却不会产生任何有用的信息，或者使个

别政府部门从中受益。”

但是郝安东却认为WGA对英国财政部的战

略决策十分有用，能够在宏观经济层面发挥它们

的作用。但是他补充道：“除了少数专注于特定科

研领域的学者，我不知道政府部门外还有哪些群

体会使用WGA。”研究第二阶段结束后，将会发

表一份关于WGA目前用户的最终报告。

Philip Smith，记者

阅读报告《政府整体报表：谁在使用它们？》

（Whole of government accounts: who is 

using them?），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59

“没有人可以确定政府报表的最终用户是
否能够理解或解释这些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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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国家该向何处发展？澳大利亚极力

宣扬其清洁绿色的自然环境，但事实上，根据国

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也

是世界上人均污染物排放最多的国家。

墨尔本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新研

究试图就此进行探讨。Carbon Risk Management: 

In an Era of Changing Regulations对澳大利亚能

源、制造、采矿和建筑领域污染最严重的企业进行

了调查，了解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减少与污染

管理相关的风险，以及相应的成本。该调查是迪

肯大学可持续发展与责任机构中心（CSaRO）和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联合开展的

一个大型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由 ACCA和澳大

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联合创办。

从总体来看，该研究发现整个商业界处于

“没有着落”的境地。大多数企业不相信碳排放税

的废除能够减少企业的能源账单，但它们对给碳

定价的新法规却“一直心存担忧”。

CSaRO主管 Nava Subramaniam教授表示，

该调查发现有一半的受访者觉得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投资管理体系，以便更好地管理风险，

采取较好的措施减少污染程度。“但是大多数受

访者不认为自己的企业能够从减排基金中获益。”

她表示。80%的人认为未来碳排放税一定会被其

他的形式所取代。 

“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建立碳排放管理系统，这

是一件好事，阻止这种做法是十分不明智的，” 

Subramaniam表示，“应该从中期或长期来审视

这种投资。还需要制定一系列补充政策，比如能

源效率倡议、低碳发电和监管制裁等。”

但是安永亚太地区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服务执

行合伙人Mathew Nelson表示，由于政策的不确

定性，企业在减排活动上踌躇不前。Nelson的团

队围绕环境变化和碳政策议题向大型企业和政府

提供咨询和鉴证服务，因此深入参与了碳定价政

策的实施。

近来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企业如何能从减排基

金获益上，议会于 2014年 10月 31日通过了减

排基金议案。

“我们开始在辩论中看到一些势头。”Nelson

表示。他还提到了国际社会上围绕气候变化和碳

政策采取的措施，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历史性

协定，欧洲新设立的碳排放目标，并且强调澳大

利亚企业应该从长计议：“他们意识到采取某些

方式对碳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们必须集中

精力考虑的事情。” 

Nelson还补充道，澳大利亚的确需要制定严

肃的碳政策，但当前的不确定性妨碍了政策的制

定进程。企业要求许多投资进行重大减排，从而

形成高昂的成本，Nelson指出：“政策环境不断

变化使企业很难着眼未来，实施变革，并确保他

们所开展的项目能够获得回报。”

国际市场“毫无疑问”会继续向澳大利亚施

压，要求其提高减排目标。Nelson表示，澳大利

亚越快采取行动效果越好。

“下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制定减排基金保障

机制。减排基金的第一次竞拍（预计于2015年初举

行）将会为我们提供一些价格信息，政府愿意为减

排做出什么偿付，这是减排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希望此举能够推动企业借助政府提供的

项目资金，过渡到碳定价阶段，为企业的未来

发展提供保障。在不远的将来，碳定价必将

成为现实。”

迪肯大学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调查发

现 6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应该在二氧化碳减排方

面采取预先行动，而 3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

业是该领域的行业领先者。几乎一半（48%）的受

访者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二氧化碳减

排管理上进行投资；大多数人把减排看作企业社

会责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德勤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牵头合伙人

Paul Dobson表示，现在谈论新的碳定价机制能

够起到多大作用“还为时尚早”：“这完全取决于

商业界对减排项目的领会。你可能还需要一个水

晶球才能预测这项政策在 2020年的目标。”

Dobson表示，无论如何，碳都将会有一个内

含的定价，企业应该在它们的规划中考虑到这一

因素，“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我们仍然需要

“如果澳大利亚希望参与全球竞争，
最好减少其碳排放 — 无论是否设立碳排放税。”

拉特罗布山谷

（Latrobe Valley）的 

Loy Yang发电站是

维多利亚州最新、最

高效的褐煤发电站。 

不断减少碳排放。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不

对碳进行定价，能源的价格也会上升。”

Dobson给客户的建议是，专注效率：“提高

效率可以减少碳排放，潜在负债也会减少。”

迪肯大学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大多数企业并

没有把碳排放税的废除看作澳大利亚最终的碳政

策，而是未知的未来的一个序幕，政府还会再次

引入其他形式的碳排放税。

“企业正在观望，试图弄清楚它们需要做什

么，还需要花费多少资金，什么时候花，花在哪，

才能获得减排基金提供的资金。”Subramaniam

表示。但是这些企业却面临着滞后的风险。

“像中国、韩国和美国等这些世界经济的发电

站肯定不会观望，它们正在准备减少本国的碳排

放。如果澳大利亚希望参与全球竞争，最好减少

其碳排放 — 设立碳排放税还是不设碳排放税。” 

Subramaniam表示。

“澳大利亚正处于一个新的时期，它把环境

税看作一个可怕的数字，这类税收应该成为工

具篮中的一部分，它们肯定能够有效促进二氧

化碳减排，”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Chas Roy-

Chowdhury）表示，“税收收入可以循环使用（抵

押），以便为减排提供激励或补贴。” 

“长期以来，ACCA一直试图通过开展研

究，强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企业的重要

性，”ACCA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策和传讯经理贝

尔（Sam Bell）表示，“这项研究呼吁政府和企业

采取行动，为它们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负责，

同时做到透明化。”

Peta Tomlinso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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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
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Chas Roy-Chowdhury）指出，随着国际避税问题不断成
为媒体报道头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快速推进相关项目解决这一问题。

就
在 2014年接近尾声时，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负责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BEPS）的工

作组突然加快动作，接连发布一系

列讨论文件草案，报告该组织在打击国际避税问

题上的最新进展。尽管目前对税基侵蚀和避税问

题的关注度极高，但能够取得这些进展已经非常

不易。表面上看，BEPS项目的发展不可谓不迅猛。

但 2015年对进一步实现国际税收透明与合作才

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草案公布前，经合组织 BEPS团队刚刚更新

一期播客。而在此之前，则是“二十国集团”在布

里斯班举行峰会，对迄今为止取得的“重大进展”

表示欢迎。“二十国集团”进一步表示，集团将继

续“致力于在 2015年为这项工作收尾”。

由此可见，到 2015年年末，经合组织将出台

大批建议和政策。但是，届时究竟会有多大规模

的行动？另外，2015年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各方统

一行动？毕竟各辖区在收入保护方面都有着各自

的诉求。

尽管如此，看清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仍然大

有裨益。BEPS团队早在 2013年就发布过“十五

点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挑战

（行动 1）、混合错配（行动 2）、税收协定滥用（行

动 6）、常设机构（行动 7）以及出台多边工具（行

动 15）等。

经合组织相信，这十五项行动（参见下一页

方框）将以三项核心原则：一致性、实质性、透明

性为依据，从根本上改善国际税收准则的现状。

该组织还表示，解决 BEPS问题对绝大多数国家

来说都是当务之急，必须及时加以解决，在现有

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税收框架解体之前兑现相关

行动。

经合组织同时表示，各国政府需要时间完成

必要的技术工作并争取广泛共识。在这一背景

乔德理 FCCA是

ACCA税务主管，

ACCA税务全球论坛

工作组专家。在加入

ACCA之前曾在会计

师事务所任职。

下，各方寄希望于在行动计划通过后的两年内实

现计划的基本落实。实际上，2014年 9月首批措

施和报告就已发布，距离 BEPS项目启动仅过去

12个月。目前，即将在 2015年发布的报告工作

也已经启动，计划将迅速推进，确保具体措施尽

快出台，帮助各国结束重复不课税及人为转移利

润的现象。自“行动要点”发布以来，我们看到各

方连续推出了一些讨论文件草案，并接受公众咨

询。最新一批覆盖“行动要点”第 4、8、9、10以

及第 14条，将在 2015年年初接受公众咨询。经

合组织工作组承认，新年假期会有大量讨论文件

需要阅读。

实际上在整个过程中，经合组织工作组都认

识到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工作组在最新一

期的播客上说，相关行动对技术的要求极高，需

要审慎执行。我们不难从中解读到：整个程序开

花结果将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经合组织税务政策

负责人盛安曼（Pascal Saint-Amans）在播客中表

示，团队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尽快推出指南。他还

承认，欧盟也紧随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步伐展开了

快速行动。

平衡行动
他还提到了英国在关于转移利润税的“秋季

声明”发布后取得的进展。盛安曼表示，英国的

举措“极为耐人寻味”，既彰显出与 BEPS行动的

关联性，又体现出对于避税问题的高度政治关注。

同时，这一举措说明各国政府正纷纷单方面采取

行动。但他仍然希望，英国的观点能够与关于数

字经济的“行动要点第 1条”保持一致，从而确保

各方统一行动，避免伤害投资和政府收入。

而这一现象或许也正是争议的核心：虽然项

目进展迅速，但也必须要同步推进对各国政府收

入的保护。英国已经表明可以自行其是。任何人

只需要查阅一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案例就能

了解需求，争取到每一方的支持。各国政府面临

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既要在国内政治压力之下

确保增收，又要警惕本国行动对其他国家造成的

影响。

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重要。毫无疑

问，这些国家从上述行动要点中受益最大，特别

“虽然项目进展迅速，但也必须要同步推进对
各国政府收入的保护。”

是在国别报告方面。经合组织公开表明将在 2015

年加大这些国家的参与力度。这一承诺未来能否

转变为行动，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毕竟信号仍然

是鼓舞人心的。

去年 11月，各方通过关于加大发展中国家参

与力度的战略，并在 12月召开了由 14个发展中

国家官员参与的研讨会。与会者赞成目前迫切需

要“尽快”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并考虑如何最为有

效地参与讨论，以及提供相关支持确保 BEPS措

施的有效执行。

各国官员要求，讨论结果应当符合实际、易

于执行，提供必要的支持来保障提高各个层面对

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能力建设应主要关注操作性

指导。与会者对 BEPS项目开发的一系列工具包

表示欢迎，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认为的比较重要

的相关问题，例如某些浪费的税收激励措施，提

供用于转让定价的高质量可对比数据等。

由此可见，2015年将大有期待。这一年我们

将通过更多播客了解项目最新进展。此外，项目

还将发布更多讨论文件，并就披露规则、受控外

国公司以及成本分摊协议等问题组织公众咨询。

但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相关标准能够在 2015

年变为可落实的工具。BEPS项目的未来取决于税

收部门是否执行有力，否则将毫无结果。

行动 1 解决数字经济下的税收挑战。

行动 2 中和调整混合错配模式的影响。

行动 3 强化受控外国公司税收规则。

行动 4 通过利息扣除及其它金融支付手段限制税基侵蚀。

行动 5 更为有效地打击有害的税收实践，考虑账户透明与税收实质。

行动 6  防止税收协定滥用。

行动 7 应对人为规避常设机构构成的行为。

行动 8-10 确保转让定价结果符合价值创造（8：无形资产；9：风险与资本；

 10：其它高风险交易）。

行动 11 构建针对 BEPS行为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指标体系，开展行动加

 以解决。

行动 12 要求纳税人披露激进的税收筹划方案。

行动 13 重新检查转让定价资料。

行动 14  建立更加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行动 15 制定多边工具。

BEPS十五点行动计划

2014年 11月，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布里斯

班参加“二十国集团

峰会”。在峰会的推

动下，欧盟正致力于

快速解决避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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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观全球，监管者正不断采取措施，

鼓励企业机构内部实现较为广泛的

多样化。例如欧盟委员会已经提出

一项规定，要求到 2020年企业非

执行董事中的任一性别的比例至少应达到 40%。

除了制定目标外，政府也正在要求企业就多

样性数据进行报告。例如在澳大利亚，员工人数

大于等于 100的非公共机构必须提供与一系列性

别平等指标相关的标准化数据。在英国，当前企

业治理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中阐明多

样性政策，并披露企业为自身设定的所有可衡量

目标的进展。

企业需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而不仅仅是避

免违反监管要求。一系列调查研究显示企业可以

从多样性中获益，不仅包括创新能力提高等无形

利益，还包括切实的利润。例如 2014年 9月瑞

士信贷研究所（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开展的一项研究（以 3000家跨国企业的数据为基

础）表明，高级管理层中女性人数比例超过 15%

的企业 2013年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为 14.7%，而

那些高管层中女性人数比例低于 10%的股本回报

率仅为 9.7%。

为了应对监管压力，并且随着多样性能为企

财务的多样角色
多样性是财务领域的一个议题，它要求财务职能部门具备各种分析、治理
和管理技能。

业带来的利益越来越明显，企业正在着手制定它

们自己的目标。例如英国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计划到 2020年实现各级管理层

中女性比例达到 40%的目标。许多诸如劳埃德这

样的企业看到了拥有一支能够反映其客户群的工

作队伍，包括高层人员所能够带来的好处。

但多样性并不仅仅指的是性别。ACCA和英

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实现

更好的多样性管理》（Towards better diversity 

management）表明，多样性关乎许多不同的方

面，包括性别、年龄、种族、残疾、性取向以及

教育和社会经济背景。即使是那些高层人员国

籍或性别糅杂的企业中，每一个个人通常仍具有

相似的背景，所以在这些组织中仍然缺乏真正的

多样性。

财务的角色
在个别企业中，实现多样性仍然具有挑战性。

直属主管需要完成其他的优先事项，通常面临着

实现短期成果的压力。一般而言，需要一个中长

期的时间框架，才能让多样性发挥作用。

一部分挑战在于需要展现多样性对于利润

的影响，这也是财务职能部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的领域。ACCA政策和活动主管查普曼（Claudia 

Chapman）表示：“财务部门团队所具有的专业技

能应该可以展现出良好的多样性管理和企业绩效

之间的纽带关系。”

“财务职能部门可以帮助负责多样性项目的管

理者克服某些阻碍，例如来自短期业务绩效的压

力、企业内部缺乏支持等，从而获得成功。”

财务部门团队可以利用他们的分析技能，得

出绩效数据。例如通过研究销售数据，得出收益

的增加是否与某一特定指标有关。More2Gain

咨询机构的多元化与包容性（diversity and 

inclusion, D&I）专家 Nikki Walker利用自身的财

务和运营经验，帮助企业建立它们的变革案例。

她记得曾有一个客户发现，年龄稍大的女性职员

的顾客满意度最高，顾客消费也最高。“正因为这

一研究，企业开始退一步思考，是否需要招聘一些

稍微不同的职员，可能年龄稍大，或者不同性别和

不同种族的职员，从而实现与客户更好的交流，创

造更多的利润，”她说，“就是这一类的分析，让

企业领导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在 D&I方面进行投

资。”

但制定商业案例并不仅仅是评估某一行为

的正面影响，还应该考虑它的潜在负面影响。

Walker已经看到了一些主要企业开始要求它们的

供应商在 D&I方面取得进展，否则就撤销业务。

“失去一个客户对利润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财务表

现出来，”她说，“这正是推动变化的因素。”同样

的，如果不能满足监管要求，也会产生负面的影

响，毁坏企业的信誉，最终导致股东价值缩水。

治理和方法
除了帮助制定商业案例外，财务还能保证

D&I活动具有恰当的问责机制并得到治理。例如

在每月送往董事会的企业绩效报告的管理信息夹

中纳入两到三项关键绩效指标。这一举措可以使

D&I管理融入主流企业管理实践中。Walker表示：

* 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提议具有多样性的员工一起工作，从而分析企业内部的多样性，及其与管理策

略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与人力资源部门合作，制定分析多样性影响的最佳措施，例如财务手段和员工或顾客满意度等软性

标准。

* 分析当前多样性数据的质量和范围，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改善和提升。

* 在商业案例的范围内，将股东价值、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监管成本和全球价值链考虑在内。

* 考虑商业损失对企业财务的影响，以及通过进一步了解顾客从而增加成交量和利润的潜力。

* 为特定受众，例如人力资源部门、直属管理者或高管层量身打造商业案例及其陈述。

* 围绕多样性活动建立管理机制，例如在管理报告中纳入多样性关键绩效指标。

* 对财务职能部门所使用的标准方法和报告实践进行检验，以确保其不会阻碍多样性计划。

财务部门如何帮助企业管理其多样性：

“这应该成为企业运营的一部分，财务可以帮忙把

D&I主流化。”

财务职能部门也需要检视他们自身的行为，

包括他们要求业务单元所使用的标准报告方法，

以确保这些政策不会阻碍更广泛的多样性的实现。

例如要求业务单元以基本的客观人头数报告绩效

数据，而不是相对的全职员工，这样可以防止更多

的兼职出现。

下一步是什么？
从长远看，多样性的案例中也开始包括“全

球价值链”的概念。正如 ACCA和 ESRC在报告

中所强调的，这种方法“试图解决全球各地企业

运营管理层中的权力不均的问题。”

这也反映了商业和经济权正在远离西方等成

熟经济体，而向新兴市场转移。

领导力和多样性专题领域的作家 Alison 

Maitland表示，全球领先的企业早已开始推动它

们的多样性行动朝下一阶段发展，将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了“包容性”上。“那些经验较为丰富的企

业明显开始把重心放在那些能够奏效的项目上，”

她说，“不同于关注职员的多样性，例如女性、少

数民族、残疾人士等，这些企业在培养领导人士

和创造包容性文化方面进行投资，力求使每个人

都能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从而发挥自己的潜能。”

一些企业将它们的战略重新命名为“包容性

和多样性”，或者直接去掉多样性。Maitland表

示：“企业对这些项目的重新命名体现了它们对

文化变革的重视。正如许多在全球运营的企业

一样，他们越来越重视管理者和领导者的跨文化

交际技能。”

Sarah Perrin，记者

阅读报告《实现更好的多样性管理》

（Towards better diversity management），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34

80    第十期   第十期    81

财会前沿    多样性    商业利益 商业利益    多样性    财会前沿



引领前沿议题
ACCA会员身处未来商业
洞见与热点议题前沿。

前沿思维，尽在 accaglobal.com

2014 年 11 月 30 日，ACCA 喜迎成立 110

周年纪念活动。ACCA自 1904年成立以来，一直

秉承着独特的核心价值，即机遇、多元性、创新、

诚信和责任。ACCA始终致力于培养专业会计师

人才。过去 40年以来，ACCA发展尤为迅猛，会

员人数从 1970年的 12,500人增加到 2014年的

170,000人，遍布全球 180个国家和地区。

“各国对发展可持续经济的需求从未像当前

这样普遍和强烈，”ACCA行政总裁白容（Helen 

Brand）说道，“国际财会行业若要统筹发展，

需要全世界的专业会计师都能采纳最高的道

德和技术标准。而这正是促进经济积极发展的

关键所在。”

ACCA始终致力于支持新兴市场的发展。去

年，ACCA在缅甸开设全球第 91个办事处。在世

界上很多地方，ACCA是唯一一个和所在国会计

行业管理机构、政府部门、公司企业以及教育机

构合作的国际组织，与之携手培养发展国家经济

必需的财会软实力。

ACCA与阿富汗财政部于近期签订协议，双

方将共同推动阿富汗财会行业的发展。

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表示，阿富汗政府和作

为全球专业会计师机构的 ACCA将共同建立相关

基础设施，促进财会行业的长期发展。

双方在备忘录中明确了合作目标：共同致力

于阿富汗财会行业的能力建设。ACCA将提供广

泛领域的专家意见和指导，例如成立国家专业会

计师组织，包括设立专业资格、制定行业规范、引

入会员制等。

关于 ACCA和阿富汗财政部协议的更多详情，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b/174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就企业家、企业以

及财会专业人士如何携手合作、共创成功提供了

最新建议。论坛发布报告《做当代企业的新型顾

问 》（A new breed of adviser for the modern-

day enterprise），强调沟通方面的“软”技能是成

为企业顾问必不可少的重要能力。

2014年，ACCA联手埃克塞特大学推出网络

课程“探索商业社会”。为此，报告专门探讨了大

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在普及企业教育中

的潜力。

阅读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75

ACCA和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于近期宣布，

将启动一项为期多年的、以未来为课题的“重点”

研究项目。这是两家机构加强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最新举措。

除开展研究，这一新启动的重点项目还包括：

更广泛地输出研究成果、学习资源，开展更多联

合活动，进一步利用数字渠道。

ACCA行政总裁白容表示：“ACCA很荣幸

地宣布，与 IMA的战略伙伴关系将步入新的阶段。

我们双方的合作已经为广大 CFO，及一大批有抱

负的财会专业人士提供了巨大的回报，甚至影响

了整个行业。”

IMA总裁兼 CEO Jeff Thomson表示：“考

喜迎 110周年

阿富汗财会行业新动向

成为新型顾问

ACCA与 IMA共望未来

虑到 CFO群体的职责总是不断变化、充满挑战

的，因此 IMA和ACCA共同致力于服务公众利益，

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去年 11月，两机构还在罗马召开的世界会计师

大会上公布了关于未来课题研究项目的更多细节。

关于 ACCA和 IMA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b/173

ACCA行政总裁白

容：“各国对发展可

持续经济的需求从未

像当前这样普遍和强

烈。” 

（右图）ACCA市

场执行总监何

司楷（Stephen 

Heathcote）（左），

陪同阿富汗财政部

财政项目协调专员

Naim Sa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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