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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CCA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是全球广受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
织，为全世界有志投身于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首选的资
格认证。ACCA目前在大中华区拥有25,000名会员及108,000名学员，
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青岛、武汉、长沙、香港和澳门
共设有11个代表处。

ACCA为全球179个国家的208,000名会员及503,000名学员提供支持，从雇主
的技能需求出发，为会员和学员的事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专业服务。ACCA透过
全球104个办事处和中心，以及全球超过7,300家认可雇主，为员工的学习与发
展提供高标准服务。ACCA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提倡适度的会计监管方式，同
时，通过开展国际化研究，不断提升财会行业的声誉与影响力。

目前，ACCA的核心——ACCA专业资格正在进行重大创新，以确保我们的会员
继续成为全球倍受推崇和青睐、与时俱进的专业会计师。

自1904年成立以来，AC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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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详情，请访问ACCA网站： www.accaglobal.com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依托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组建的综合报告企业网
络，审视了其成员企业的报告活动实践。报告揭示了过去一年中
综合报告所取得的进展，同时着力探讨报告编制者面临的挑战并
提供切实建议，从而指导更多企业走上综合报告之路。

综合报告洞见3.0：
展示“真实”的一面



致谢
ACCA感谢IIRC给予我们连续第三年参与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的机会。我们非常感
谢综合报告专家组（见附录2）研究团队给出的专业意见，同时感谢受访者（见附录1）抽出宝贵的
时间接受本报告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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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YEN-PEI CHEN
Yen-Pei Chen是一位注册会计师，目前在ACCA专业洞见团队担任综合报告、
公司报告和税务学科问题专家。她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开展技术和政策制定
相关主题国际研究，与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英国财务报告理
事会和税务海关总署等重要组织企业的政策制定者建立关系。为了支持
ACCA的政策立场，她召集了ACCA的企业报告全球论坛和税务全球论坛以及
英国税务委员会。她已经参与了一系列与综合报告相关的近期和当前研究项
目，包括挑战和最佳实践、投资者对综合报告的看法，以及重要性确定过程。相
关研究见ACCA专业洞见网站：http://www.accaglobal.com/gb/en/
professional-insights.html.

SARAH PERRIN
Sarah Perrin ACA是一位自由商业撰稿人。在伦敦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Arthur Andersen）获得特许会计师资格后，她于1993年进入新闻行业，加入
业界领先商业周刊《财会时代》（Accountancy Age)。Sarah目前为专业杂志会
计与财务、审计与鉴证和一般商业管理主题版块撰稿，同时她也承担着一些专
业公司和企业的报告、通讯和文章的起草和编辑工作。她还是职业发展、招聘
和高业绩相关主题书籍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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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最基本的层面出发，综合报告运动的兴起旨在恢复各方对公司披露的信任和信
心，并为股东提供有关业绩、前景和价值创造等最为重要事项的真实观点。

对综合报告实际编制状况的最新评审表明，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中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正在
继续得到贯彻——特别是简洁性原则。 

然而，令人沮丧和令人欣喜的消息同样突出，这表明综合报告仍是众多编制者的一项棘手
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某些管理者不愿披露自身的措施和目标，报告阅读者无法就企业的管
理和业务指导方式建立重要洞察。

若是未能掌握企业全貌，报告使用者势必难以——甚至完全不可能评估其战略思维与行动
的质量。 

因此，尽管我们为如此之多报告编制方的进步而欢欣鼓舞——本报告也展示了其中的一些
成功案例，但我们仍有必要鼓励全体企业，再次聚焦于综合报告的基本驱动因素：全面洞悉
能够推动长期价值创造的高质量的战略思维。

白容 (Helen Brand OBE)
ACCA行政总裁



ACCA连续三年与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合作，评审综合报告企业网络中各成员企业制作的报告样本。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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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已经充分接纳了综合报告的概念，
并且正在设法更全面地展示自身绩效、以及
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创造价值。

评审工作旨在向参与企业提供反馈意见，同
时生成可与公众分享的洞见，为尝试编制综
合报告的其他企业带来实际帮助。此前两次
评 审 发 现 分 别 刊 载 于 我 们 2 0 1 7 年 的 报
告“ 综 合 报 告 洞 见 ：挑 战 与 最 佳 实 践 ”

（ACCA，2017年）1、以及去年的报告“综合
报告洞见2.0：身体力行”（ACCA，2018年）2。 

2018年，在对48家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成员
自愿提交的报告进行的最新评审中，我们看
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复杂现象。一方面，综
合报告正在变得更加简洁，这表明其愈发紧
密地以重大事项为焦点。此外，目前更多的
企业开始报告其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承诺。综合报告的内容鉴证方面
也取得了进展，审计机构正不断开发服务产
品，针对某些法定审计范围以外的领域提供

合理保证。企业编制综合报告的明确承诺亦
持续加强，76%的报告现在被称为综合报
告，该比例较去年的58%有了显著上升。 

但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发现在可靠性与完整
性、绩效、风险与机遇、以及商业模式等关键
领域，报告质量却日益降低。在追求创新的
过程中，今年的研究发现，企业的注意力和
资源都可能偏离了报告的核心方面。

报告显露出的不平衡问题，似乎是今年一些
领域出现质量下滑的根源。例如，研究团队
经常指出，报告中对正面表现的介绍似乎比
对负面表现的介绍更为突出。在根据战略目
标报告绩效时，大多数企业仍不愿详细说明
其目标和预测。对于企业计划如何应对未来
的风险与机遇，讨论往往是泛泛而谈或不甚
完整，甚至有些报告完全未涵盖该内容。总
体来说，报告应当更加具体，包括与未来风
险相关的时间框架。

今年的报告中，平衡和真实成为了重要的主
题。如果阅读者不仅仅是将报告视为营销工
具，那么以平衡而完整的方式进行说明就至
关重要。而为了证明真实性，企业应根据实
际情况定制化地运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中
的概念，切实反映其如何与时并进地创造价
值。这联系到研究团队认为质量有所下滑的
另一领域：报告商业模式。

在真正达到预期绩效水平之前，高管们往往
不愿提出过于雄心勃勃的主张。然而，在目
前外界对企业信任度较低的时期，保持真
实——即坦诚说明企业的失误和挑战，对于
综合报告的可信度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报告展示了提取自十套综合报告的优秀
实践的想法和内容摘录，这些报告以不同方
式彰显了自身的真实性。我们由衷希望，它
们能够助推全球综合报告和相关思考的进
一步完善。

1 https://cn.accaglobal.com/insights/c89/integrated_reporting_2_walking_the_talk-89-796.html
2 https://cn.accaglobal.com/insights/c89/Insights_into_integrated_reporting_challenges_and_best_practice_responses-89-706.html



图 1.1: 本次评审涵盖的行业

n  银行
n  保险
n  交通
n  公用事业
n  医药
n   消费品
n   基础资源
n   石油天然气
n   专业机构
n   房地产
n  其它

如今，引入综合报告体系的企业不断增加，但企业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综合报告（IR）企业网络
的成员企业正通过分享经验，不断改进自身综合报告的质量。

1.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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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鉴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极为
关注非财务信息，这些努力十分重要。2018
年10月，在综合报告企业网络举办的活动
上进行了一项调查，64%的受访者都表示，
投资者经常向他们询问非财务信息，其中涉
及括环境、社会和治理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由此可见，综合报告模式可帮助企业更有意
义地提供此类信息。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成员一直在积极听取
各方对其综合报告的反馈意见。在此背景
下，过去三年来，ACCA与国际综合报告委
员会（IIRC）密切合作，共同组建了综合报告
专家组，评审该网络成员企业编制的公司报
告。（综合报告专家组参与者名单请参见附
录2。）

最近一次评审于2018年进行，所涵盖报告
的会计期间截至2018年3月31日。这些报告
包括了企业认为属于其综合报告包组成部
分的所有文档——可能含有年度报告、增补
报告，和/或单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今年，
评审的样本报告关系到48家处于综合报告
不同编制层级的企业：有些企业尚未发布综
合报告，倾向于首先在企业内部建立综合思
维；而有些企业甚至在2013年《国际综合报
告框架》定稿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布综合报
告。

接受评审的企业都以私密方式收到了关于
其报告的反馈，建议涉及：指出其报告与《综
合报告框架》联系特别紧密的领域，指导原
则实施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有待改进或可
以进行更加有效整合的内容要素。

虽然今年参与报告审阅的实体来自世界各
地，但欧洲企业占据了很大比例（47%）。同
样值得留意的是，就本年度受审阅报告的编
制方来看，银行超过了四分之一（27%），保
险公司也占有相当比例（11%）——合计而

言，38%的受审阅企业来自金融部门。这一
比例略高于综合报告企业网络自身的构
成——其中27%的成员企业属于金融服务
机构类别（如银行、保险和养老金公司），但
这也充分说明，金融部门在倡导综合报告方
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此外，交通（如机场、道
路和铁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部门也积极
参与了今年的评审工作。这两个部门都经常
与公共部门互动，他们重视综合报告或许表
明了，希望展示自身对更广泛价值创造所做
的贡献。

27%

11%

11%8%

15%

4%

4%

4%

4%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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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往往能够形成改进洞见，这将帮助其以较
低成本筹集资金，或者得到条件较优惠的贷
款”。 

另一家评审参与企业——空港公司皇家史
基浦集团（Royal Schiphol Group），于2018
年发行了绿色债券，为其投资项目提供融
资。可靠的非财务数据对于确保资金至关重
要——该集团编制综合报告的经验有力地
帮助了这类数据的建立。德国公用事业公司
巴登符腾堡州能源集团（EnBW），也在去年
发行了首只绿色债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收
到了投资者极为正面的反馈——特别是对
于其商业模式、以及紧密聚焦长期战略的做
法。

然而，和此前的调查结果一样，综合报告带
来的大都是内部效益，主要体现为增进对自
身的了解，包括对投入、产出和成果的全面
知晓，进而带来了更综合的思维和更完善的
决策。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的企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高级专家Tanja Castor认为，综
合思维已深深植根于所在组织。她指出：“此
前我们认为财务和非财务是不同的领域，但
如今两者正变得越来越密切，不再孤立隔
绝。我目前正更多地同财务部门和风险管理
部门同事合作，而非可持续发展团队。” 

此外我们发现，对一些企业来说，编制综合
报告能帮助其有效应对新的报告挑战，如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欧盟非财
务报告指令》、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相关要
求。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简要介绍。 

考虑到欧洲企业和金融服务部门的占比过
大，因此本次评审的发现不应被视为代表了
全球范围所有综合报告编制方所达到的质
量水平。尽管如此，这些领先企业获得的经
验教训和洞察，可以供其他目前正踏上综合
报告之路的企业进行借鉴。

本报告介绍了综合报告专家组最新评审的
主要发现，同时还基于在2019年第一季度
访问的五家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代
表的真知灼见。与我们此前的报告一样，我
们列举了一些优秀实践范例，并通过提供实
用建议，帮助企业将综合报告由理念转化为
现实。

已被认可的收益
和前几年调查一样，我们请受访者指出综合
报告带来的明显效益。不过，从高于预期增
长、较低的资本成本、或者更高的估值倍数
角度来识别综合报告带来的直接好处，仍然
有一定难度。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绿色融
资（即面向可持续发展优先要务的贷款或投
资）可能正在增长。 

金融服务巨头荷兰国际集团（ING）可持续
发展经理兼披露主管Radoslav Georgiev指
出，ING推出了一项针对企业的可持续改善
贷款，“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其他
银行开始迅速效法。”此类贷款的利率会随
着客户可持续发展评分的提高而降低。而评
分主要依据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综合报告披
露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由ESG
评级机构衡量。Georgiev指出，这种新的融
资方式表明，“在编制综合报告的过程中，企

有迹象表明，绿色融资（即面向
可持续发展优先要务的贷款或
投资）可能正在增长。



图 2.1: 同时遵守其他指南或规则的报告数量（总计：48份）

接受审阅的许多综合报告都力求体现这些报告同时遵从了其他报告框架和/或企业责任倡议。

2. 遵守多个报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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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报告中（ACCA，2018年：第30和
第31页），我们已指出了这一挑战——评审
发现，由于对重要性存在不同定义，企业有
时很难采用一致的方式，应用这些不同定义
编制非常简洁的报告。另一个令企业报告编
制者感到沮丧的是，不同的报告框架（包括
强制性框架），可能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披露
要求。因此，信息披露的协调统一势必将受
到广泛欢迎。 

令人鼓舞的是，IIRC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等机构共同参与的“企业报告对话”
（CRD）启动了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专注

于推动企业报告格局实现更好的协调一致
（CRD，2019年）。该项目旨在帮助企业更

加轻松地做出有效且一致的信息披露，以满
足资本市场和社会的信息需求。

为了符合完整性和重要性原则，不同的要求
可能会对确定报告应包含的内容带来诸多
挑战。比如公用事业公司EnBW可持续发展
专家Lothar Rieth问道：“报告何时完成？报

告中必须包含哪些内容？在汇编和选择综合
报告所需的信息时，哪些信息是必不可少
的？哪些信息是多余的？而哪些信息则不是
多余的？当审视《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和未
来几年即将实施的审计规程时，我们发现，
对于审计师在这方面做出合理保证的要求，
将会有一些混乱和冲突之处。”《欧盟非财务
报告指令》对重要信息的定义，与《综合报告
框架》或TCFD建议对重要性的解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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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所评审的九家企业提到了气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最终建议（TCFD
建议），但2018年10月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
参与者的调查反馈表明，更多企业计划这样
做：70%的参与企业表示他们计划来年实施
TCFD建议；其中，75%预计将在综合报告
中包含相关披露。ING集团已经充分采纳
TCFD建议，并表示集团此前编制综合报告
的经验大有裨益。Georgiev指出：“由于我们
已经在风险管理部分报告了有关气候变化
的信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报告中指明
TCFD要素，并在最后创建概要或索引。我
们讨论了气候变化的相关风险和机遇，并且
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情境分析。我们的信息披
露虽然并非完美，但综合报告流程推动了将
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纳入我们的年度报告中，
在这些新建议发布时，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
帮助。”

EnBW也在其综合报告中采纳了TCFD倡
议。TCFD建议帮助该公司更有效地应用部
分《综合报告框架》原则。我们将在随后有关
风险和机遇的报告讨论中，更加详细地分析
EnBW的经验。

未来，我们计划更加详细地重点讨论综合报
告和其他报告框架之间的关系。ACCA网站
将陆续发布有关TCFD倡议、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的各种
案例分析，敬请大家关注。 

今年，69%的企业（即48家企业中的33家）
对照GRI要求审阅了自身报告。为了继续被
视为GRI合规，2018年7月1日之后发布的
报告必须按照要求，采用《GRI可持续发展
报告准则》——即此前《G4指南》的改进版。
我们在评审中看到了证据，许多企业都已做
出调整，遵守《GRI准则》的报告数量是遵守

《G4指南》的两倍之多。

同时，我们还发现，根据至少部分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编制的企业报告数量有显著
增加——今年为21家，而去年只有7家。在我
们的评审样本中，有20份报告提到了《联合
国全球契约》的十大原则，这些原则涵盖劳
工、环境和反腐败等领域。企业发现，有关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有些复杂，因为许多目
标很容易与政府（而非企业）联系起来，因此
衡量企业对这些目标的贡献有一定困难。但
尽管如此，ING集团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
通过提供“或许最全面的”社会利益概览，有
助集团对自身的重要性进行分析，Georgiev
表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更容易的做法是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体现的各种社会利
益，分项展示我们的分析，而不必去确定社
会需求。”

在接受评审的23家欧洲企业中，有11家的
报告明确表示遵守了《欧盟非财务报告指
令》。

19%
接受审阅的企业（48家中的9家）
提到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
作组的最终建议（“TCFD建议”）



综合报告在有些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企业仍应着力应对一些重要的原则、概念和内容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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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参与企业中，明确承
诺采用综合报告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今年
接受审阅的报告中，有77%表示其属于综合
报告——高于去年的58%（ACCA，2018年）、
以及两年前的略超50%（ACCA，2017年）。
此外，79%的报告表示自身遵守了《综合报
告框架》的原则；与之相比，去年的比例为
76%（ACCA，2018年）。

今年，刚刚超过半数（52%）的报告确定了目
标受众；相比之下，去年为44%（ACCA，2018
年）。综合报告对财务资本提供者（包括股
东、主流投资者、ESG投资者和其他形式的
投资者）的侧重似乎有所减弱。在确定了目
标受众的报告中，只有44%明确针对这些财
务资本提供者，低于去年的61%（ACCA，2018
年）。这意味着，目前客户、员工、政府和“其
他”类型的报告阅读者已成为所确定受众群
体的多数。正如我们去年所指出（ACCA 
2018年：第30页），公众对企业行为日益浓
厚的兴趣，正促使一些企业重新考虑其呈报
对象。

此外，这些接受评审的报告依旧延续了去年
指出的趋势——正变得愈发简洁：54%的报
告篇幅不超过100页（不包括财务报表在
内），相比之下，去年这一比例为49%，而

2017年仅为20%。

质量的相对变化
报告评分最高的领域和报告质量有待改善
的领域与去年基本一致。阐释企业的运营背
景（作为“企业概览和外部环境”内容要素的
一部分），以及报告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作
为“为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基
本概念的一部分），仍然是整体上表现尤为
突出的领域。

从质量得分序列的低端来看，分值较低的领
域也与去年的评审发现基本一致：

•  综合报告的治理责任：以治理层发表声
明的形式，承认他们对综合报告完整性
的责任，这是过去三年来一直评分最低
的领域。

•  前景展望：报告可能对企业产生影响的
挑战和不确定性，在2018年和今年的评
分都较低。

•  绩效、战略重点以及未来导向：解释企业
如何将战略和绩效与资本的使用和管理
联系起来，和2018年一样，这方面仍存在
一定问题。

•  编制基础：虽然在解释如何确定重要事
项方面，企业的做法有所改善，但对此的
量化或评估仍然处于评审得分的最低
端。

总体而言，评分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
化。我们发现，企业在报告如何确定重要事
项方面有了显著改善。同时我们也留意到了
其他有所改善的领域，包括：从价值创造视
角解读重要性、对治理结构如何支持价值创
造的解释、信息的互联性，以及与其他企业
的可比性等。而在2017年和2018年的评审
中，所有这些领域都被认为极具挑战性，因
此，看到今年披露质量的提高非常鼓舞人
心。对于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报告是2016年得
分较高的领域之一（ACCA，2017年），今年
同样如此。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负面的报告
趋势。遵守可靠性和完整性的指导原则在去
年显著改善之后，今年却有所退化。该指导
原则的目标在于报告能够充分、平衡地呈现
了所有重要事项——包括正面和负面信息。
出现这种不利局面的部分原因是，风险和机
遇、以及绩效这两个相关内容要素的报告质
量在不断下降。绩效内容正是用以解释，企
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本期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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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他们正面表达审计意见，即对报告信息
进行合理保证；这与有限的鉴证业务形成了
鲜明对比：在有限的鉴证业务中，收集的证
据往往较少，并负面陈述审计意见，例如“我
们没有注意到任何迹象表明该信息存在重
大错报”。

随着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
计划发布指南，着力推动在外部报告的表格
中更加一致、恰当地应用《国际鉴证业务
准则第3000号》（IASE 3000）（修订版）3

（IFAC，2019年），这一发展尤其引人关注。
创 新 的 步 伐 和 日 益 增 长 的 鉴 证 需 求 表
明，IAASB的这一项目恰逢其时。

ING集团已获得有关其综合报告内容的合
理保证。公司审计师对“执行董事会报告”和
非财务附录中的非财务信息作了有限保证，
但也对四个特定领域提供了合理保证。这四
个特定领域分别是：“对股东而言最重要的
事项”部分、“零售银行业务净推荐值”的数
据、“金融的赋权增能感”以及“系统可用性”。
这四个特定领域基本上都属于GRI披露事
项。Georgiev解释道：“我们获得（合理）保证
的领域是，GRI对重要性的定义以及GRI的
指标和准则。我们的鉴证提供者无法就《综
合报告框架》提供鉴证，因为它是原则框架，
而非准则框架。在评估其他一些关键绩效指
标的战略重要性时，我们可能会提高这些指
标的鉴证级别。”

《综合报告框架》基于原则的事实，并不影
响其他审计事务所对综合报告进行鉴证。荷
兰银行（ABN AMRO）的《2018年度综合年
报审查》在应用《综合报告框架》以及公司自
身的增补报告标准方面做到了有限的鉴证，
而非合理的保证。

在报告风险和机遇方面，接受审阅的企业一
致认为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解释机遇如何
影响其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
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报告编制者过去几年
来始终感到有难度的一个领域有关——前
景展望。（对前景展望报告的洞察，请参见
ACCA，2018年：第24-29页）。今年，研究团
队还注意到，较少企业充分解释了如何有效
应对风险和机遇。

对业务模式的清晰阐述也是报告质量出现
下降的一个领域。这或许体现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评审样本中银行占了很大比例，而银
行往往发现自身很难基于价值创造背景总
结其复杂的产品和服务——可能是因为，银
行传统上都将业务模式与运营模式等同起
来。另一项原因也许是，业务模式报告是一
个需要时间和资源来持续改进的领域，而监
管变化和其他报告倡议可能分散了企业今
年投入业务模式报告的精力。

本报告将重点关注2018年以来报告质量有
所下降的四个领域，分别是：报告的平衡性、
参照战略目标进行绩效报告、解释企业如何
有效应对风险和机遇，以及业务模式报告。
贯穿所有这些充满挑战性领域的主要思路
是：企业报告需要更加真实。因此，今年我们
将重点探讨如何追求真实报告。

鉴证的发展动态
今年我们看到，出现了更高级别的综合报告
内容鉴证。一些企业首次设法在综合报告的
各个方面实现“合理保证”，与企业以往在非
财务报告方面普遍只寻求“有限保证”相比，
这显然前进了一大步。换言之，目前审计事
务所能够收集到关于这些报告的足够证据，

一些企业首次设法在综合报告
的各个方面实现“合理保证”，与
企业以往在非财务报告方面普
遍只寻求“有限保证”相比，这显
然前进了一大步。

3   ISAE 3000这一国际审计准则针对的是除历史财务信息审核或复核之外的鉴证业务。例如，它适用于对综合报告的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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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事务高级顾问Marianne de Bie认为，如
果一个实体要想被视为“负责任的公司”，鉴
证必不可少。在荷兰全国都在讨论是否应当
允许航空业增长之际，鉴证对于增强史基浦
集团报告的可靠性至关重要。de Bie表示：“如
果我们的报告不透明，或者发表的声明没有
可证明的数据作为支撑，那么我们就没有未
来。” 她同时指出，获得鉴证的过程使得数
据和相关活动具有了“真实性”，并揭示出它
们对企业相关负责人员的影响，这有助推动
绩效改善。  

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尽管对财务
报表中提取的内容进行了法定审计，但其综
合报告尚未获得任何外部鉴证。集团综合报
告高级经理Sandra Guoveia认为，如果审
计机关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鼓励审计事务
所制定恰当指南并提供此类服务，这一情况
将不会好转。Guoveia表示：“从鉴证的角度
来看，我非常理解这些信息不像财务报表那
样容易证实。”但尽管如此，她同意EnBW会
计与税务转型项目主管Gebbert的观点，即
对报告编制过程进行鉴证具有一定价值。她
说：“我已与内部审计团队沟通，建议制定一
个未来可以依据鉴证准则进行审计的流程。
因此，我们正在不断改进，以便让我们的综
合报告流程能够获得鉴证。但是，如果外部
审计师无法接受此类性质的业务，这将毫无
意义。”

有关综合报告外部鉴证的讨论可能还将持
续一段时间。在这一快速发展的领域中很明
确的是，鉴证的范围、使用的方法、以及提供
的鉴证级别，可能会因企业的不同而存在很
大差异，尤其会受到寻求鉴证的不同理由的
影响。但是，无论企业是否决定寻求外部鉴
证，审慎的内部鉴证和稳健的内部控制仍然
无比重要。

Georgiev希望IIRC鼓励更多的鉴证提供者对
《综合报告框架》提供鉴证。他认为此类鉴

证将带来一定好处。他说：“这不仅将有助我
们建立综合视角，把报告的重点放在我们认
为与自身投入、产出、以及影响力最具相关
性的方面，还有助于使报告更简洁[这被认
为是ING集团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有些
准则虽无法为我们的报告带来非常明显的
附加价值，但为了获得鉴证，我们仍需要关
注它们。综合报告的作用在于帮助企业关注
真正推动企业创造价值的因素，以及企业对
资本和资本提供者的影响。因此，我们将选
择报告那些能够体现这些影响的关键绩效
指标，而非那些并不一定适合我们业务模式
的其他指标。” 

根 据 监 事 会 的 要 求，德 国 公 用 事 业 公 司
EnBW也首次就其非财务声明获得了合理
保证。对该公司而言，这标志着“在整个报告
编制过程中实现了高度整合”（EnBW《2017
年度综合报告》第11页。有关本章节讨论的
所有报告链接，请参见附录4）。EnBW会计
和税务转型项目主管Michael Gebbert解释
道：“如果审计师关注到不同部门的业务流
程，就会使这些部门更多地参与非财务报告
编制过程。对我们来说，如果审计师参观能
源生产基地并实地观察流程，这将非常有帮
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从这种合理鉴
证的审计中获益良多。”

国家立法可加快向更高的鉴证级别迈进的
步伐。例如，德国在全国范围实施《欧盟非财
务报告》，要求那些被定义为与“指导”企业
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必须得到合理保证，这
些指标通常用于内部管理目的。 

皇家史基浦集团2017年年度报告中包含的
企业责任信息获得了有限保证。这对其主要
股东——荷兰政府来说非常重要，但集团公

“如果审计师关注到不同部门
的业务流程，就会使这些部门
更多地参与非财务报告编制过
程。”
Michael Gebbert，                                                                
德国公用事业公司En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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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Black Sun咨询公司每年会发布Complete 
100报告，对富时100指数（FTSE 100）所有
成分公司的年度报告进行评估。2018年的
报 告 题 为《更 少 完 美，更 多 真 实》（L e s s 
Perfection, More Authenticity）。其中指
出，“真诚可信的沟通在应对企业较低信任
度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认为，“真
实性”（authenticity）不仅意味着公平、平衡
和易于理解，也意味着讲述的情况“真实地
传达了[公司的]独特性，毫不掩饰缺点”

（Black Sun，2018年）。

南非标准银行的Gouveia认为，真实性对报
告的可靠性“极为重要”。她表示：“[综合报
告]必须讲述真实的状况，企业的外部报告
应当是其内部报告的写照。企业的所有高管
都应当为他们提供给综合报告的内容负责，
并且这些内容应与他们在各自业务领域所
做的报告内部保持一致。如果我们在整个企

业中都保持平衡、恰当的审批，报告就将具
有真实性。” 

皇家史基浦集团的de Bie认为真实性意味
着“诚实”，并对权衡取舍做出公开说明：例
如，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与实现财务结果最大
化的目标背道而驰，或并非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最佳方案，但却这是出于合理、长期的
原因。

ING集团高级顾问兼人权事务主管Lauren 
Muusse认为，透明度能带来外部问责。她对
真实性的解释为： 

“对成功和失败、进展顺利和不顺利的事
项、以及未能实现的目标等保持透明。如果你
公开陈述这些内容，并让利益相关方知晓，就
为改进搭建了一个平台；而开展内外部对话能
够创造进步动力，并建立后续跟踪平台。”

Georgiev认为，真实性可能有悖于直觉。他
指出：“大多数人努力只看积极的一面，只呈
现最好的案例分析。但保持一定真实性，承
认自己的错误，直面挑战，实际上会提高利
益相关方的信任度。如果你告诉他们所面临
的挑战，对方就会相信你讲述的情况是完整
的，没有任何隐瞒。”

当问及对真实性含义的理解时，EnBW的
Rieth表示：“2013年，我们发布了公司战略，
五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该战略。我们对基
准年、长期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一段时间内
取得的绩效，始终保持透明一致。对我们而
言，这非常重要。我们并不是每隔一年就设
定新的目标，而是遵从同一目标。这样，我们
的利益相关方就有了参照标准，能更好地理
解和评估我们的表现。这证明了我们报告的
真实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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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意味着“我们不做过多的承诺”，“我们
非常注重事实和数据。我们的报告有时会难
以理解，因为它是在数据驱动下、以事实为
导向、基于科学编制的。这是公司DNA的一
部分，因为我们是一家以科学为基础的公
司。”利益相关方的反馈表明，他们非常认定
和相信报告的内容。Castor强调：“对巴斯夫
来说，可信度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身处
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并已充分意识到自身
在价值链上能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所
以，我们有责任、而且通过编制的报告，必须
传达出我们值得信赖的信息。”  

事实上，无论绩效如何，EnBW始终如一地
报告最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这支持了其报
告具备平衡性的观点。Rieth表示：“我们的
年度综合报告经过全面审计，获得了合理保
证，我们有义务展示我们最重要的财务和非
财务关键绩效指标的发展情况，无论它们是
好是坏，也不管它们是上升还是下降。”然
而，正如他所指出，市场不一定总是奖励诚
实或真实，因此在披露不佳的业绩时企业可
能会非常谨慎。

巴斯夫公司的Castor对真实性的解释体现
了该公司的化工行业性质。她认为，真实的

“对巴斯夫来说，可信度问题至
关重要，因为我们身处一个非常
敏感的行业，巴斯夫已充分意识
到自身在价值链上能够产生正
面或负面的影响。” 
Tanja Castor，巴斯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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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的观察发现
《综合报告框架》关于可靠性和完整性的指

导原则指出，综合报告应包括所有正面和负
面的重大事项，以一种平衡方式列报，且应
无重大错误。参照这一原则的报告质量有所
下降：与《综合报告框架》其他领域的平均得
分相比，该领域的平均得分排名从第12位
下降到了第19位。（对评分和排名流程的说
明，请参见附录2。）

研究发现，缺乏平衡是首要问题。《综合报告
框架》描述了平衡的含义：

“平衡的综合报告在选择或列报信息时不
带有偏见。报告中的信息不得存在倾向性、过
分强调/不强调、捏合、抵消、或以其他方式人
为操纵，从而改变预期报告使用者接收信息时
做出有利或不利印象的可能性。” 4

这表明实现平衡包括几个方面。虽然确保所
有重大信息（无论正面或负面）都被报告非
常重要，但信息的列报方式也起着重要作
用。

如果报告读起来像公关文件，其语气和语言
就可能会引起偏见。同时还需要考虑提供信
息的背景，以及报告中信息列报的位置和突
出程度。例如，评估某些绩效指标是在CEO

声明中提出，还是放在第20页的绩效评审
部分、抑或第120页的附录之中。

以同等方式实现正面和负面消息平衡，是我
们在本系列研究的首份报告中就已经指出
的问题。该报告题为《综合报告的“综合评
价”：挑战和最佳实践》（ACCA，2017年），主
要基于2016年开展的评审撰写。很显然，平
衡性是综合报告编制者长期面对的难题之
一。

南非综合报告委员会（IRC）在其2018年12
月发布的《实现综合报告平衡：信息文件》

（Achieving Balance in the Integrated 
Report: An Information Paper）中，强调了
平衡报告的诸多好处（IRC，2018年），其中
包括提高信任度和声誉、准确的公共叙述、
增强内部洞察力、支持开放透明的文化和一
致的信息传递。此外，平衡的报告还能使利
益相关方感到，领导团队非常开明，具有战
略眼光，并充分了解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及
其产生的相应后果。

尽管如此，IRC也指出了实现报告平衡面临
的诸多挑战：缺乏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承
诺；缺乏支持完整、平衡报告的流程和机制；
报告内容的不确定性；担心报告欠佳信息带
来潜在的负面后果；以及过度依赖咨询顾问
等。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人性
南非标准银行的Gouveia指出了进行平衡
报告的主要障碍。她说：“每个人都想展示自
己最好的一面，他们只想谈论正面消息。” 

Gouveia利用实现平衡的例子对此作了回
应。她指出：“重要的是，应提醒所有参与报
告者，综合报告并非营销文件。它不应当只
用来宣传成功，而应讲述整体状况，包括正
面和负面信息。”她建议业务领域的同事，最
好能在本行报告中对敏感问题做出充分解
释，以免被新闻媒体错误解读。她以银行数
字化的战略重点领域为例，指出：“实现数字
化将会给我们的职场带来影响，进而传导至
我们的员工。内部数字化虽然有助某些流程
实现自动化，但这也意味着某些岗位势必出
现改变。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银行应努力提
高员工技能或重新分配岗位，而不仅仅是裁
员。我们在报告中不仅讨论了我们的数字化
战略，也讲述了如何升级员工的技术、使他
们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平衡报告就是完整地
展示状态，以免被新闻媒体抢先，将注意力
吸引向特定问题。”同时她还补充道：“平衡
报告能提高报告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更重要
的是，能提高企业的可信度。” 

4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3.4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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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行业中工作，合规思维可能会影响透
明度。Muusse表示，“银行业从整体来看，信
息披露通常由需求驱动，任何超出所需披露
范围的请求都可能被认为不重要。” 

金融服务之外的其他行业同样承受着种种
压力。例如，史基浦机场在复杂的价值链中
运营。de Bie说：“航空活动受到严格监管，
需要与航空公司就有关拟定投资和关税设
定进行磋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在密切关
注我们的一举一动，以及我们的走向。”安全
和安保则属于另外的敏感领域。de Bie分析
称：“由于涉及到安全性，显然不能披露太多
信息——这是由安全的性质所决定的。因
此，企业在某些主题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上存
在上限。”

高层支持
Gouveia认为，集团财务总监（或CFO）和
CEO的支持，对于编制高质量综合报告极
为重要。她指出：“高级管理人员是综合报告
的主要贡献者，CFO和CEO的支持表明，该
报告过程将受到高度重视。”Gouveia在向
集团审计委员会和集团董事会提交报告之
前，会首先提交给集团执行委员会。“参与报
告编制过程的CEO，将与执行委员会共同
审查和批准报告。” 

此外，De Bie还强调了CEO和CFO等高级
管理层领导的重要性。她说：“高层的基调会
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董事会鼓励并指引
我们采用综合报告，我们也会继续遵循这一
方向，逐年改善，从而制作更加透明和完整
的报告。”

Gouveia表示，能够登上媒体头条的问题往
往不是实现报告平衡的最大挑战，“这些都
很容易解决。最难应对的是那些没有成为新
闻头条的内部事务。其中既可能包括仍有待
处理的痼疾，也涉及目前谈论为时尚早的潜
在隐患。如果有时间加以处理，这些事项或
许不会成为负面新闻。”

ING集团的Georgiev还指出，人性会发挥一
定作用。他说:“有时候，实现平衡的一大障
碍在于，没有人会乐于展示自己的错误、以
及本年度发展不顺利的方面。因此在编制年
度报告时，有时我们收到的全是关于正面故
事的不平衡信息，很难从整体上了解到企业
面临的挑战，以及从这些挑战中获得的经验
教训。”

皇家史基浦集团的de Bie也有类似经历。她
说：“仍然有内容提供者认为年度报告是公
关文件。他们不愿报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面临的困境或未能实现的目标。”人们还尽
量避免公开谈论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或
者“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写出来时，他们希
望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表达。”

“因此，我们必须说服人们，为何讲述完整
的情况非常重要——讲什么、如何讲以及为
什么讲。”此外，在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今
天，任何难题或问题很快就会被公众所知
晓，因此需要在综合报告中做出诠释。

行业部门文化
对银行等一些行业而言，法律法规可能会阻
止某些信息披露，或者要求公开披露前要先
向监管机构报告所披露事项。在这样高度受

“每个人都想展示自己最好的
一面，他们只想谈论正面消息。”
Sandra Gouveia，南非标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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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Muusse认为，ING集团内部非常透明，例
如，CEO定期以视频形式进行季度评审；同
时管理层对公司各项工作进展进行总结，其
中包括进展不顺利的事项。这意味着，参与
编制综合报告和对报告流程负责的员工对
公 司 本 年 度 绩 效 有 相 当 平 衡 的 了
解。Muusse表示：“我们会意识到某个问题
或失败，然后去找到相关同事询问，我们听
说的那个问题情况如何？对外还能提供什么
信息？人们倾向于提供正面的信息，因此有
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向他们提出质疑，把[不
太正面的信息]挖掘出来。”高层的基调对于
创建一种企业文化至关重要，在这种文化
中，人们可以毫无压力、公开且诚实地谈论
失败。这些坦诚的对话能够有助制定更加有
效的战略，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
题。

获得独立视角
由于报告编制者属于企业“内部人士”，因此
以“外部”人士所认为的平衡方式进行报告
可能更具挑战性。南非标准银行借助综合报
告外部专家来支持其报告过程，为报告提供
独立视角。这些专家帮助准备和审查报告贡
献者完成的问卷；确保提供的内容与综合报
告相关且平衡。Gouveia说：“我们已与高管
进行访谈，其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平衡问
题。这有助我们了解关键问题所在以及高管
们的应对方式。”

稳健的流程
南非标准银行制定了一套稳健的流程来收
集内容和编制综合报告。所有报告内容贡献
者都需要完成问卷并签字，这些问卷为报告
初稿提供了关键内容。报告编制者会基于该
初稿，与报告内容主要贡献者和管理人员进
行访谈，以便他们提供反馈，然后将根据反
馈做出相应更新的报告草案提交给集团执
行委员会审查。在批准印制报告之前，还需
对报告内容进行最后检查，并请相关管理人
员在最终版本上签字。Gouveia表示：“执行
该流程旨在确保报告中的信息完整、可靠且
相关。如果有人对披露的任何信息提出质
疑，我们都需要能够进行证实。”

人员配置均衡的报告撰写团队也有助于编
制高质量的综合报告。直到最近，皇家史基
浦集团的综合报告编制团队由三人组成，包
括企业事务部代表、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和投
资者关系团队成员。该“核心团队”与财务和
控制以及战略部门展开密切合作，de Bie表
示，“将财务、可持续发展和传播专业知识相
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的平衡，可以明确哪些报
告内容能够得到证明，而哪些与事实相符。”
此举还将确保报告讲述了企业的完整状况、
以及对企业责任的态度。一位来自“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的综合报告主管刚刚加入了该
团队。de Bie表示：“这将帮助我们考量TCFD
和其他最新动向，并继续前进。例如，探索是
否有可能建立社会经济损益表。董事会也鼓
励我们这样做。” 

高层的基调对于创建一种企业
文化至关重要，在这种文化中，
人们可以毫无压力、公开且诚实
地谈论失败。这些坦诚的对话有
助于提高战略的有效性，以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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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错误
除了平衡，可靠性还意味着“无重大错误”。
为此，除了像有些企业一样获得外部鉴证
外，还需要稳健的内部控制和鉴证过程。

南非标准银行通过实行若干级别的审查来
防止出现任何重大错误。例如，为综合报告
提交的信息必须经过重重审阅，参与这项工
作的人员包括外部综合报告专家、投资者关
系、外部报告团队（检查与其他报告的一致
性）、业务部门的首席执行官、集团执行委员
会 、集 团 财 务 总 监 以 及 集 团 C E O
等。Gouveia表示：“报告还要经过内部审计
和[财务报表法定审计师的]外部审计，以确
保内容与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一致。虽然他
们不出具鉴证报告，但他们会表示他们已经
读过报告，并且报告与他们对公司的了解没
有重大差异。”法定审计师出具法定审计意
见，并且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会检查
综合报告的内容是否遵守《国际审计准则第
720号（ISA720）——审计师对包含已审计
财务报表的文件中的其他信息的责任》。

ING集团也通过采用多个流程来降低重大
错误的风险。Georgiev指出：“我们会定期对
基于风险的方法进行内部审计。我们的企业
审计服务部门主要负责风险审计，以及如何
遵循标准操作程序、如何记录和存储数据、
安全设置等方面的审计。所以，我们既有内
部审计，也有鉴证提供方进行的年度外部审
计。”同时，集团还采用了“内部‘四眼’原
则”，Muusse补充道。

外部专家将参与从初稿编制到最终稿审查
的整个报告过程。Gouveia说：“在报告过程
中，他们一直鼓励做到更加平衡。从局外人
的角度出发，他们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
题可能会促成平衡的报告，而内部人员往往
无法发现这些问题。因此，外部专家能提供
独立视角，发现我们内部人员或许出现的疏
漏。”

然而，外部顾问也应谨慎使用。IRC在《实现
综合报告平衡》中警告道，如果管理团队没
有充分参与报告编制过程，使用外部顾问可
能成为平衡报告的一大障碍（IRC，2018年）。
虽然外部顾问可以提供客观的意见反馈，但
他们并不能减少董事会在战略、运营和报告
决策方面的责任，以及监督外部报告流程的
责任。

尽管ING集团寻求鉴证是因为投资者很看
重这一点，但Georgiev补充说，“鉴证也有助
我们在内部编制更平衡的报告。审计师会问
今年面临哪些挑战，哪些事项进展得不顺
利，并要求我们在报告中纳入这些叙述。因
此，该过程的确帮助我们在报告中实现了平
衡。”

Muusse也同意，来自审计师等外部的客观
意见能够促进提高报告的透明度和质量改
善。例如，去年ING集团有一项关于员工多
样性和薪酬差距披露的发现。人力资源团队
当时已经在考察这一问题，但审计师帮助“我
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Muusse表示，“他们
能提供外部视角，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
用，使我们知道，外界对这一信息有需求，且
这样做非常正确。”

除了平衡，可靠性还意味着“无
重大错误”。为此，除了像有些企
业一样获得外部鉴证外，还需要
稳健的内部控制和保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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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方法
南非标准银行的《2017年年度综合报告》（第19页）采用清晰、一致的结构，介绍了企业各项
战略价值驱动因素取得的进展。其中，权衡取舍部分强调了与其服务数字化相关的潜在网
络安全风险，并就银行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客户重组贷款协议的方法进行了平衡的讨论。这
种系统性方法有助实现绩效报告平衡。 

南非标准银行的报告中，权衡取
舍部分是一种系统性地平衡地
报告绩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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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频频爆出治理丑闻，虽然事件仍在调查中，但公司在
其《2018年综合报告》（第4-6页）开篇的“董事长致辞”中，定下了透明度与问责制的基调。
董事长正面回应了公司面临的挑战，并明确指出了未来三年董事会的工作方向。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报告中，董
事长正面回应了公司面临的挑
战，并明确指出了未来三年董事
会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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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史基浦集团的《2017年年度报告》也在较早部分就定下了平衡报告基调（第6-7页）。CEO
在致辞开篇段落中就承认，“五月假期期间情况非常糟糕”，因为机场拥堵导致延误。这一措
辞非常坦诚而直接，并为该报告的讨论核心奠定了基础。该报告讨论了该集团如何通过扩
建航站楼和发展地区机场来投资提高运力，从而积极应对拥堵挑战。

皇家史基浦集团的报告中，CEO
在致辞开篇段落中就承认，“五
月假期期间情况非常糟糕”，因
为机场拥堵导致延误。这一措辞
非常坦诚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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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实践建议
n  审阅报告的列报：页面信息的视觉突出性，叙述的基调，以及信息列报的顺

序——这些都能影响读者对报告是否平衡的看法。

n  通过董事长或CEO致辞，从一开始就定下正确的基调。

n  强调企业未披露的问题若被公诸于众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从而扭转同事和
管理层报喜不报忧的本能倾向。

n  监测媒体和社交媒体对企业的报道，发现企业需要直面的关键问题。

n  将负面绩效报告视为机遇：这有助企业展现自身已制定应对这些挑战的计
划。

n  通过外部专家获得独立反馈意见，但要确保董事会对报告内容进行监督。

n  针对综合报告中纳入的数据建立稳健的控制过程。

n  让来自不同团队的代表参与报告起草或审查过程，以确保观点保持平衡。

n  报告管理层在企业经营时使用的信息。

n  思考报告内容适合采用哪种级别的鉴证，外部鉴证能否带来、以及如何带来
附加价值。



6. 绩效：根据战
略目标报告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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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的观察发现
《综合报告框架》指出，“综合报告应回答以

下问题：企业在报告期间实现战略目标的程
度如何？企业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哪
些成果？”5

鉴于投资者对绩效的高度关注，这类有关绩
效的内容显然是综合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报告编制者仍然感到棘手：过去
几年，报告资本绩效一直处于评分最低的部
分；今年，有关战略目标实现情况的报告质
量也有所下降，在质量排名中已从第15位
下滑到第22位。其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可能
与前一部分（平衡报告）曾剖析的问题相似。

在《综合报告洞见2.0：身体力行》中，我们讨
论了报告资本绩效和战略面临的挑战，并提
出了最佳实践建议（ACCA 2018年：第14-18
页）。本节，我们将专注于讨论企业如何报告
战略目标方面取得的绩效。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缺乏内部清晰度
Gouveia表示，南非标准银行已经在着手制
定根据战略目标报告绩效的方法。此举的关

键契机之一就是集团财务总监的参与，因为
综合报告的读者批评说，该行并未对战略做
出足够清晰的解释。这推动其开发出了战略
价值驱动因素“公式”，由此在综合报告中讨
论资本概念。该公式表达的理念是，该行的
财务成果取决于其客户关注点、员工参与
度、以及风险和行为（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
的业务）等综合因素。

Gouveia表示：“这三个价值驱动因素对于
帮助我们创造财务业绩都很重要——所有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产生影响。现在，每个业务部门都必
须根据该公式进行报告。例如，每个部门都
需要报告客户和员工参与情况、如何应对风
险、取得的财务业绩、以及形成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影响力。如果没有该公式，我们的报
告只会随机地讨论这些事项，不够清晰，且
缺乏条理。”

确定衡量指标
南非标准银行的集团财务总监有权在银行
上下强制推行价值驱动因素公式。Gouveia
表示，这需要展开“大量工作”、并且首席高
管层统一做出承诺，以及整个企业转变思维
模式——因为“我们必须按照这些价值驱动

因素做出报告，且始终保持一致”。 南非标
准银行于2016年引入价值驱动因素公式，
如今已深深植根于集团，但Gouveia认为，
在根据这些价值驱动因素进行报告方面仍
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是，银行需要“找到恰
当的衡量指标”。Gouveia指出：“对我们来
说，财务衡量指标很简单，我们一直在根据
这些指标进行报告。我们的风险衡量指标也
很清晰。但在谈到有关我们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影响时，就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我们需
要确定哪些指标很重要，可否每年都对此加
以报告，以便体现我们的进展趋势。”

不仅是企业社会投资（CSI）项目
Gouveia表示：“我们仍然认为，这不仅仅是
CSI[企业社会投资]项目。”换言之，仍然有
必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综合报告框架》所
鼓励的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有助企业长期
成功的价值创造，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优秀企
业公民。

同时，她还指出，综合报告每年都会面临新
的挑战。例如，就如何从企业角度解释社会、
经济和环境问题，执行委员会的新成员或许
可以带来新的想法。Gouveia表示，“这方面
逐年都在进步。” 

5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4.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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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
皇家史基浦集团正在制定根据目标进行报
告的方法，并在2017和2018年年度报告之
间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2017年的报告中
包含了2018年管理议程的一系列优先事项
清单。2018年，这些优先事项更加明确具
体，包括需要实现以下多个领域的可衡量目
标，如安全、可持续性、网络、乘客、航空公
司、本地居民、员工和股东等。此外，非财务
指标（和财务关键绩效指标）方面的表现将
影响员工薪酬的可变因素。de Bie指出：“与
财务利润无关，如果客户满意度或声誉得分
未能达到目标，将压低个人收入的变动部
分。因此，这些指标首次成为每名员工都必
须铭记在心、并为之努力的真正目标。”

实际方法 
南非标准银行的战略价值驱动因素公式，能
帮助公司确定有意义的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以便根据这些指标进行报告。价值驱动因素
贯穿了该行《2017年年度综合报告》，并为
报告绩效提供了结构框架。

对内诚实
根据战略目标报告绩效面临的一大挑战是，
在企业内部，员工以及董事会成员都需要坦
言成败——这可能并非易事。出于人的天
性，员工通常不愿向上级汇报自己的失败，
而且这种情形会在企业各层级之间反复出
现。

皇家史基浦集团的de Bie表示：“一般来说，
管理层往往无法听到问题，直到最后一刻还
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承认问题和失败、以
及没有尽最大努力，这的确需要勇气。至关
重要的是，监事会需要对管理层提出质疑，
监事会成员应认真履行他们的治理职责。”

巴斯夫公司的Castor表示，报告未能实现目
标势必令人觉得不适，这种自然的感受我们
不难理解。她说：“但这是报告编制过程的一
部分，唯有这样方能满足‘平衡报告’原则的
要求。我们必须决定，是自己来解释原因并
放在报告合适的位置，还是坐等其他人进行
披露。尤其是作为一家化工企业，一旦出现
问题，我们除了保持透明度别无选择。”

根据战略目标报告绩效面临的
一大挑战是，在企业内部，员工
以及董事会成员都需要坦言成
败——这可能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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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édit Agricole）在其《2017-2018年度综合报告》中，介绍了其战略计
划五个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第30-32页）。这些指标根据2019年底的目标制定，并指出了
这些目标是否实现。已实现的2019年目标用实心绿色星号标明。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根据2019年
底的目标，介绍了其战略计划五
个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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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公司在其《2017年报告》的管理报告部分，对“价值链责任”进行了详细阐述。其中解
释了集团有关供应链相关关键问题的战略，对照上一年趋势进行了绩效报告，并明确设定
了2020年的目标。下文摘录（第104-106页）就重点介绍了巴斯夫与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有
关的战略、目标和措施。

巴斯夫公司在其《2017年报告》
的管理报告部分，对“价值链责
任”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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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铂金生产商英帕拉铂金公司（Implats）在其《2018年年度综合报告》（第70-71页）中，说
明了五大关键运营战略方面取得的绩效。报告针对每一项运营战略，列出本年度关键绩效
指标的具体目标，并将当前年度的绩效与前四年的绩效趋势进行比较。报告以平衡、坦诚的
方式介绍了该公司正面及负面的表现。



优秀实践建议
n  在企业内部明确阐述战略价值驱动因素，以便为基于这些

驱动因素进行明确的外部绩效报告提供支持。

n  确定有用且相关的衡量指标，监测企业及员工取得的绩
效。

n  每年一致地报告关键绩效指标，如果使用的关键绩效指标
发生任何变化，应做出解释。

n 纳入趋势数据，帮助了解绩效的逐年变化。

n  报告绩效时，应明确指出目标和/或预期，并解释两者之间
差异的原因。

n  鼓励透明的企业文化，不向最高管理层隐瞒业务部门存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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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释企业如何
应对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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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的观察发现
在《综合报告框架》下，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
问题：“哪些具体的风险和机遇将影响企业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企业如
何加以应对？” 6

一定程度上，由于法定报告框架对风险的强
调程度往往超过机遇，因此在审阅的报告
中，讨论机遇的篇幅明显少于风险。今年，研
究团队发现，有关机遇的报告质量在进一步
下降，质量排名从第24位下滑到第29位，成
为报告最差的领域之一。关于企业如何应对
风险和机遇的报告质量也从第11位降至第
18位。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合规驱动型文化
有些行业可能出于文化因素，对透明报告持
谨慎态度。ING集团的Georgiev表示：“银行
业受到严格监管。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处理敏
感的商业信息和竞争信息。此外，在某些情

况下，很难划定有关竞争性敏感信息的明确
界限——虽然我们希望公开，但由于必须遵
守相关规定和准则，未必能够做到。”在有关
企业前景展望的报告方面，我们去年也发现
了一个问题，即担心因透露过多信息而失去
竞争优势的谨慎心态（ACCA，2018年）。 

《综合报告框架》指出，如果披露重要信息
可能导致竞争优势严重损失，企业可以采用
笼统的方式描述重大事项的要点，而不用提
供具体细节。7在这些情况下，企业需要进行
判断，做出两方面的权衡比较——其一，竞
争对手实际可能从综合报告的信息中获得
哪些有利条件；其二则是实现综合报告的主
要目标：“向财务资本提供者解释企业如何
持续创造价值8。”然而，做出这种判断，并获
得企业内部其他相关人员的同意，可能并非
易事。

Georgiev的同事Muusse列举了一个例子，
来说明法律约束或反垄断担忧也会影响透
明度。

ING集团是《荷兰银行业人权协议》的签约
机构。该协议旨在帮助银行和其他有关各方
通力合作，实现充分履行其人权责任的目
标。Muusse指出：“在每次与其他银行开会
时，第一件事就是提交反垄断声明。根据规
定，会议开始应提醒大家，我们不能提出竞
争性信息或有关战略等的非公开信息。这便
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监管环境现状。一些情况
下，它将设定谨慎的基调。”

预期管理
在报告所看到的价值创造机遇方面，企业确
实面临着诸多挑战。ING集团的Georgiev表
示：“有些信息可能很敏感。有时候我们不确
定是否存在机遇。例如，我们可能会设想具
备可持续性的企业和消费者是更好的客户，
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将此作为机遇真
正加以记录，进而对外报告。”

这种谨慎态度，以及满足和管理市场预期的
需要，也是巴斯夫公司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6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4.23条
7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3.51条
8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1.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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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反对说，这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
杂，因为必须关注效率、质量、价格等事项。
但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减轻最重要的
ESG相关风险，有助避免供应链中断，促进
业务连续性’，他们就可能欣然接受。由此可
见，必须调整信息，使目标群体能够理解这
样做给他们带来的附加价值。”

EnBW发现，TCFD倡议风险为本的方法，尤
其有助于公司将非财务风险纳入到核心流
程中。Rieth指出：“TCFD将这一基本逻辑
[关于风险和机遇]应用于气候相关方面的
方式，对我们尤其有帮助。在升级更新风险
与机遇矩阵或表格时（这是开展内部调查的
基础），促使我们更上一层的是TCFD倡议，
而不是IIRC的指导原则。我们充分理解IIRC
的基本逻辑，但TCFD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工
具和更加清晰明确的方法。”

尽管TCFD仍以原则为基础，但它就如何应
对风险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指导。Rieth
说：“我们非常喜欢TCFD的方法。对我们来
说，这是综合报告的基本构成。虽然TCFD
关于气候变化，但可以将其逻辑应用于其他
可持续发展和ESG问题。这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公司需要不断评估如何将这种综合思
维 方 式 纳 入 战 略 、治 理 和 风 险 维 度 之
中……对于综合思维与财务净利润的关
系，TCFD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指
导。”

需要确凿事实和清晰标准
银行业深谙风险概念，具有强大的内部风险
控制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采取行动减
轻或管理与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的风险时，
银行更易于进行报告。Georgiev表示：“风险
职能部门的影响如此巨大，必须使用确凿的
事实和准确的数据，因此肯定存在挑战。” 

巴斯夫的Castor表示：“对巴斯夫来说，我们
已经制定了非常远大的目标，但不应过多承
诺。这不仅仅涉及ESG问题。我们的总体目
标是成为公认的、可信且可靠的合作伙伴和
投资对象。因此，很自然地，报告和市场营销
手册在语气表达上有着很大不同。”

投资者对风险的兴趣超过了对机遇的兴趣，
特别是在ESG方面。Castor指出：“金融市场
仍然很关注风险。特别是，评级机构始终非
常重视各种争议纠纷。但我们坚信，从另一
角度看，可持续发展有助我们借助更加可持
续的产品或运营流程把握商机。因此，我们
在报告中展示了建立综合可持续性的具体
商业模式范例。”

尽管一些投资者倾向于重点关注风险，但也
可以认为，管理风险和抓住机遇是同一个流
程的不同组成部分。公司越能显示自己拥有
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战略，能以此将风险转
化为机遇，投资者将越对其青睐。这也是
ING集团Georgiev的观点。他说：“我们认
为，风险和机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
此，在我们看到风险时，也应设法看到机遇
这一面，反之亦然。”

企业综合思维
报告并讨论风险和机遇可以促使管理层考
虑财务因素与非财务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
激发企业的综合思维。它可以成为“切入点”，
在企业的各部门中建立这种不同于传统习
惯或自然形成的思考模式。为了更好地吸引
广大员工参与，应采用对他们有切实意义的
方式来探讨该议题。

巴斯夫公司的Castor列举了鼓励同事将
ESG标准纳入其运营中的事例。她说：“这往
往涉及到表达能力问题。你可以对他们说，‘因
为是道德问题，所以很重要。’不过有些同事

公司越能显示自己拥有积极主
动的风险管理战略，能以此将风
险转化为机遇，投资者将越对其
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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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将企业风险管理应用于与环境、社会
及 政 府 有 关 的 风 险 》（ C O S O 和
WBCSD，2018年），Castor在该指南中发现
了具有帮助作用的资源。她说：“这可以作为
进一步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起点。”她将该
议题仍旧列入了2019年的工作日程，正在
与企业风险管理团队同事合力应对。

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
ING集团的Muusse指出，在该行业以及与
其他企业之间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很有帮
助。她说：“我们已制定计划，以提高环境和
社会风险报告的透明度，以及信息披露的透
明度。如果荷兰银行（ABN AMRO）或西太
平洋银行（Westpac）等其他银行拥有更透
明地报告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模式，也会很有
帮助——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借鉴。我们能够
了解到其他机构正在采取的行动，有着哪些
最佳实践，以及我们如何做出改进。随着更
多地披露信息，你会意识到，你也在为整个
行业的更公平竞争做出贡献。我们希望不仅
推动自身企业的改善，而且最终推动整个世
界和社会的改善——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可行途径。” 

特定主题报告要求
风险报告以及整体报告面临的一大挑战是，
特定主题的报告要求不断增加，因为监管机
构试图满足公众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并推动
实现全球气候和社会目标。Castor表示：“有
许多特定主题的报告要求，它们也将对风险
报告产生巨大影响。TCFD似乎将成为一个
起点，对整个综合报告方法构成挑战。我不
确定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一份综合报告，来满
足所有这些特定主题要求。” 

ING集团设置了两个风险管理部门，分别由
相关风险专家关注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
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风险属于财务风险，因
为会带来财务影响。而行为和道德风险等领
域则被视为非财务风险。但是，这两个职能
部门都遵循相同的报告程序——Muusse称
之为“两个漏斗”，均受到首席风险官的监
督。

Castor指出，监管机构正推动公司制定更加
全面的风险管理流程，以涵盖ESG问题，但
在风险定义和标准方面仍有着多重挑战。为
了贯彻《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的要求，巴斯
夫在执行德国法律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入讨
论。巴斯夫设计了一个决策树，以系统性方
法识别需要纳入风险报告中的重大ESG风
险。Castor表示：“最重要的挑战是讨论标准
问题：财务风险有相当清晰和明确的判断标
准；然而对于非财务风险，标准通常为‘是否
会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但何为重大影
响？”  

Castor继续提问道，“不仅如此，即便我们能
够为人权等问题设定明确的标准，以经济价
值方式展现该领域的影响是否有实际意义？
传统的企业风险管理方法主要用于处理标
准明确的情况——非黑即白。但现在我们必
须应对很多界线极为模糊的问题。因此，每
家公司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
案，借此建立一套‘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反
映与己相关的所有风险——包括财务风险
和ESG方面的风险。” 

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
委员会（COSO）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
事会（WBCSD）共同制定了《企业风险管理

“ 传 统 的 企 业 风 险 管 理 方 法
主 要 用 于 处 理 标 准 明 确 的 情
况——非黑即白。但现在我们必
须应对很多界线极为模糊的问
题。” 
Tanja Castor，巴斯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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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方法
ING集团的《2017年集团年度报告》显示，集团拥有明确、清晰的机制来应对风险和机遇，并
且已纳入治理架构中。对ING集团来说，风险和机遇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这里包含的摘
录（从第12页）显示了ING集团如何报告与客户中心化有关的风险和机遇。将风险和机遇与
重大主题明确挂钩并相互对比，有助对每个主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对ING集团来说，风险和机遇是
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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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星展银行（DBS）在其《2017年度报告》（第26-27页）中，也将风险与机遇一并展示：
这些风险和机遇与每个重要性事项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页内容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列报，
并且采用相互对比的方式，以进一步讨论星展银行针对各重大事项所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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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汽车公司DIMO的《2017-2018年度报告》（第134页和第136页），以“可能性”
和“影响”两个维度，展示了集团价值创造能力面临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集团的风
险态度。这使得DIMO能够确定需要聚焦的六项具体风险。对于超出集团风险偏好的每一
项风险，DIMO公司都制定了清晰简明的风险缓解策略，同时还确定了受影响的资本。

斯里兰卡DIMO公司的《2017-
2 0 1 8 年 度 报 告 》以“ 可 能 性 ”
和“影响”两个维度，展示了集团
价值创造能力面临的风险，并在
此基础上阐明了集团对待风险
的态度。这使得DIMO能够确定
需要聚焦的六种具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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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机场的《2017年综合报告》（第105-108页）非常具体、透明地介绍了超出集团承受界
限的风险，并解释了集团针对其中每一项风险所采取的对策。报告还指出，由于采取了相应
行动，前几年报告中强调的一些风险，现已下降到集团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慕尼黑机场的《2017年综合报
告》非常具体、透明地介绍了超
出集团承受界限的风险，并解释
了集团针对其中每一项风险所
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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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实践建议
n  与运营团队合作，请他们思考非财务风险和机遇，及其对财务绩

效可能产生的影响。

n   思考如何使分别负责评估财务风险与非财务风险的两组同事更
加密切地合作。

n   利用企业风险管理指南，如COSO/WBCSD的指南（COSO和
WBCSD，2018年），或针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TCFD指南

（2017年），更可靠地评估非财务风险。

n   审阅同业其他公司的报告，以确定信息披露的最佳实践。

n  把风险和机遇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而将其管理和报告纳
入同一流程当中。

n   分享以往报告中“大胆”披露所获得的积极反馈，以鼓励提高未来
报告的透明度。

n  解释风险评估如何逐年发生变化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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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业模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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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的观察发现
《综合报告框架》指出，“综合报告应回答以

下问题：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该《框架》
接着具体说明：

“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其战
略目标，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价值，通过经
营活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和成果的体系。” 9

根据研究团队的评分，今年商业模式报告的
质量有所下降，其排名从第13位下滑到了
第19位。

一种解释或许是，在今年样本的企业中，银
行所占比例较大：超过四分之一（27%）的审
阅报告来自银行，但评分也显示，不仅仅只
有银行的商业模式报告存在问题。

2018年，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FRC）的财
务报告实验室发布了一份实施调研报告——

《商业模式报告；风险和可行性报告：现状》，
该报告是2016年早些时候关于同一主题报
告的后续（FRC，2018年）。调研发现，和
2016年一样，投资者认为商业模式的披露
中需要包含更多与公司相关的细节，以此深
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状况。同时投资者
还评论说，商业模式内容往往与年度报告其
余部分的信息缺乏联系。我们的评审也印证
了投资者提出的这两项意见。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知识和理解方面的差距
当高管层对商业模式的概念持不同看法时，
企业可能难以采用与《综合报告框架》一致
的方式（按照其资本、投入、商业活动、产出
和成果等元素）来介绍其商业模式。南非标
准银行的Gouveia指出，在企业内部，业务
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之间也存在这种“知识
障碍”。她说：“管理人员未必会综合思考整

体商业模式，而是只关注自身的运营模式。”
为应对这一挑战，Gouveia不断在各种会议
上反复介绍综合报告概念——涉及资本或
资源。此举有助逐步打破知识或概念障碍，
增进企业内部对商业模式综合报告的理解。
此外，她还寻找机会，利用内外部反馈、其他
综合报告编制者所做的改进和创新等，更新
或改进每年的商业模式展示。 

皇家史基浦集团的de Bie表示，“作为机场
企业，我们从本质上就需要与自然资本、制
造资本、智能资本等合作。智能资本涉及我
们的行李系统、智能值机、人脸识别等方面；
制造资本包括航站楼、停机坪；而自然资本
则关乎我们使用和消耗的资源、以及对外排
放。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同时依靠上述三种
资本，但它们只有在我们年度报告的价值创
造模式下才被称为‘资本’。虽然我们的战略
中并未称之为‘资本’，但三者的确在共同发
挥战略作用。” 

9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第4.10-4.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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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演变——但连续性也十分重要
EnBW公司的Rieth说：“《综合报告框架》有
助我们简明扼要地介绍商业模式。”相比
2010或2011年的报告，EnBW最近几年的
综合报告在这方面更具抱负，“无论是采用
更加直观的图表方式，还是描述方式。”公司
一直在寻找IIRC“综合报告实例数据库”10

中的最佳实践实例，加以参考借鉴。

Rieth说：“我们希望尽可能简明扼要、令人
信服地讲述公司的发展状况和我们的商业
模式。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很乐
意采纳其他企业的出色理念。”但尽管如此，
变化可能不会很频繁。Rieth坦言，“有时候，
我们会在报告发布两三个月后坐在一起，讨
论‘下一个报告期，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哪
些方面，做出什么改变？’但这个过程越长，
每年我们做出的改变就越来越少，因为对利
益相关方来说，保持连续性本身也是一种价
值。” 

Rieth确实认为清晰地介绍商业模式很有价
值。他说：“从内部利益相关方开始，展示商
业模式的效果越好，就越会在内外部报告中
使用它。” 

解释复杂业务
ING集团的Muusse表示：“报告商业模式或
价值创造模式是一大挑战，因为作为一家企
业，我们做的事情非常多。因此，我们会设法
选择关键绩效指标和恰当方式，以最有意义
的方式传达有关资本的信息，但是会有很多
不同的表达方式。”

虽然ING集团在其2017年综合报告中已经
拥有结构良好的商业模式，但其仍在寻求进
一步改进，例如增加了“成果或影响”内容。
迄今为止，在制定商业模式过程中，该银行
一直专注于确定其消耗资源的资本（价值投
入），以 及 由 此 形 成 的 输 出 资 本（价 值 产
出）——后者的金额能否超过前者。此外，银
行明确了与此相关的各项关键绩效指标，为
衡量价值投入和价值产出建立起指标体
系。ING集团希望在明年的年度报告中，更
加具体地说明价值创造模式，解释其如何从
手续费、佣金和利息等方面获利。

《综合报告框架》基于原则的本质，为综合
报告编制者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Georgiev
指出，“从机遇角度看，你可以更加自由地发
挥创意，展示企业的独特之处，以及创造附
加价值的独特方式。” 

[依托综合报告框架]，你可以更
加自由地展示企业的独特之处，
以及创造附加价值的独特方式。
Radoslav Georgiev，ING集团

10 参见集成报告网站：http://examples.integratedreporting.org/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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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方法
ING集团的价值创造模式（参见其《2017年年度报告》第22页），具体详细地列报了该公司
所依赖的价值、及其创造的价值。

ING集团的价值创造模式，具体
详细地列报了该公司所依赖的
价值及其创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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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标准银行《2017年综合报告》（第14和15页）非常具体、切实地列出了共享价值模式的
投入。共享价值模式的产出以积极、简洁扼要的方式提炼出，并分别与关键风险类型相挂
钩。同时，该模式利用价值驱动因素公式，巧妙地总结了共享价值的成果。

南非标准银行的报告中，产出以
积极、简洁扼要的方式加以说
明，并分别与关键风险类型挂
钩。利用价值驱动因素公式，巧
妙地总结共享价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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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BW公司在其《2017年综合报告》中，通过添加一份详细的增值表，对其商业模式进行了
补充（第16和17页）。在该表中，公司报告了资源投入和公司活动、以及为EnBW和利益相关
方创造的价值。



优秀实践建议
n  将商业模式披露与年度报告其他部分相关信息相挂钩：例

如，企业概要、战略、关键绩效指标和前景展望。

n  应尽可能具体地披露：不要忽视解释企业所做的工作。

n  如果图表有助于展示商业模式，请尽可能使用它，但也不应
忽略清晰简洁的文字描述。

n  适当调整术语和概念以适应自身企业的特定业务，同时保持
遵守《综合报告框架》的原则。

n  向公司内部的利益相关方介绍商业模式，以促进整个企业一
致的理解，同时寻求他们的意见。

n  一旦实现令人满意的商业模式模板，应每年定期进行评审，
以考虑是否需要进行渐进式调整。

综合报告洞见3.0： 展示“真实”的一面    |    8. 商业模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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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综合报告编制者年复一年不断积累经验，他们编制的报告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持续的试验将有助推动报告
进一步改进。

9. 结束语

50

在今年的研究中，部分参与者已拥有多年编
制综合报告的经验。例如，南非标准银行针
对其2011年度编制了首份综合报告，而巴
斯夫公司更是在《综合报告框架》定稿之前，
于2007年就采纳了综合报告的概念。令人
鼓舞的是，我们从各种综合报告中看到涌现
出了许多最佳实践实例，其中有些企业最近
才开始采用综合报告。

然而，今年的评审和访谈也显示，应用《综合
报告框架》、编制高质量的综合报告，仍然对
有关负责编制报告的团队构成挑战。虽然报
告在有些方面已有所改善，但也有一些报告
的其他方面质量却有所下降。保持综合报告
所有方面的报告质量不断改善并非易事。

在2018年10月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成员进
行的一项调查中，我们请参与者对他们认为
综合报告进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进行排名。
其中，按重要性排名的结果是：

1.  组织/职能孤岛；

2.  缺乏资源或内部绩效管理体系不健全；

3.  获取或报告非财务数据的经验有限；

4.  目前的监管要求；

5.  缺乏企业管理层或高管层支持；

6. 企业内部抵制变革。

这表明，实现综合报告的道路非常漫长，可
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同时还需要进行文
化、组织和信息方面的变革。但是，正如我们
所看到的，其收益也与所付出的努力成正
比。

此 外，在 2 0 1 8 年 1 0 月 进 行 的 同 一 调 查
中，55%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成员认为，强
制性的报告要求有助加快企业的综合报告
进程；而27%则认为强制性报告要求制约了

他们的进步。显然，强制要求采用新的报告
要求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促使企业管理层更
加集中精力，应对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和社
会问题，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能够推动报告
方面的创新。但尽管如此，企业能够投入报
告的时间和资源仍然有限，并且存在一定风
险，即报告要求的快速或重大变化可能分散
注意力，从而使企业不能条理清晰的一致讲
述，企业如何为自身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的真实故事。

ACCA希望，本报告提供的洞察和事例能够
鼓励目前的综合报告编制者继续尝试，激励
其他企业踏上综合报告征程，并促进未来报
告质量进一步改善。我们尤其希望本报告能
够帮助企业在其企业报告中发出真实的声
音，从而使其与利益相关方基于信任建立更
牢固的关系。



企业要想确保综合报告的可信性，并从综合报告过程中充分
受益，真实性至关重要。下面就实现综合报告的真实性提出
了十大建议。 
报告
1.  不仅仅要指出企业关心的问题，还需要说明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
2. 解释决策背后的权衡取舍。 
3. 明确指出企业的独特之处。
4.  制定清晰的长期目标，并且每年采用一致的方式报告进展情况。

内部流程
5.  确保对外报告的信息与对内报告的信息一致。
6.  对成功和失败保持透明：将报告作为进一步改进的平台。
7.  将报告过程作为一次契机，借此评估企业如何更好地捕获、衡量和管

理不同的风险。

员工
8.  使企业不同部门的员工参与报告和内部控制流程。
9.  认识到人们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通过创建让人们乐于谈论失败和从

中所汲取教训的文化来加以应对。
10.  借助外部顾问和/或审计师的反馈意见，识别企业偏见。

10. 实现真实报
告的十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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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参与者

ACCA感谢下列参与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本报告的采访。

Lauren Muusse
ING集团高级顾问兼人权事务主管

“综合报告支持着综合思维，通过推动有意义的目标设定，
提高利益相关方的包容性和价值创造战略的完整性”。

Lauren是ING集团的高级顾问兼人权事务主管，负责ING在综
合思维与战略、以及非财务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重点关注人
权和商业道德。她目前管理着ING与“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
导原则”的一致性并编制相关报告。在加盟ING之前，她曾从事
土著关系、少数群体权利和政策分析等课题的学习与研究，拥
有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和土著研究硕士学位。

Radoslav Georgiev
ING集团可持续发展经理兼披露主管

“综合报告应聚焦于同资本提供者和企业价值创造受益者
相关的那些关键情境指标。”

作为可持续发展经理兼披露主管，Radoslav负责着ING的许多
披露工作、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体方法。在进入ING
之前，Radoslav曾在Sustainalytics公司工作，支持企业客户进
行ESG基准测试和重要性评估，并在ESG事项整合和影响力战
略方面为投资人提供帮助。Radoslav拥有阿姆斯特丹大学商学
院的MBA学位和朴茨茅斯大学的商业学士学位。

Lothar Rieth
EnBW集团可持续发展专家

“通过编制综合报告，我们为遵守欧盟非财务报告指令奠定
了基础。”

Lothar Rieth博士是德国第三大公用事业公司巴登符腾堡州能
源集团（EnBW）战略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专家。他曾出任集团的
综合报告项目联合主管达三年时间（2012-2015年）。他目前负
责EnBW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与报告，并担任EnBW企业社会责
任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他还是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
框架小组和德国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坛（Econsense）指导委员
会的现任成员，并协助EnBW的首席财务官参与各种可持续金
融计划——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和欧盟可
持续金融技术专家组（TEG）。他曾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和图宾
根大学、以及美国罗格斯大学研习行政学和政治学。 

联系方式：l.rieth@enbw.com

Michael Gebbert
EnBW会计和税务转型项目主管

“综合报告是我们在整个集团内部进一步发展部门间合作
的里程碑”。

除了担任会计和税务转型主管的实际职位外，Michael还负责
在EnBW的管理和业务报告中进一步发展非财务报告。他与可
持 续 发 展 方 面 的 集 团 专 家 一 同 支 持E n B W 的 首 席 财 务 官
Thomas Kusterer，帮助其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和欧盟可持续金融技术专家组（TEG）中发挥成员作
用。在EnBW内部，他曾出任集团会计主管、控制力生成负责人
和内部审计主管。加盟EnBW之前，他从事过外部审计师和税
务顾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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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Gouveia (CA)SA
南非标准银行综合报告和IFRS技术咨询与业务解决方案高级
经理

“综合报告使企业可以跨越所有资本形式有效地向外传达
其战略和绩效”。

Sandra负责在年度综合报告中充满激情和信念地展现标准银
行的全貌。她在执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方面拥有9年经
验，编制综合报告则已达3年时间。 Sandra于2011年在安永事
务所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并留在IFRS技术部门，为客户和业
务部门提供IFRS支持。在此期间，她也参与了综合报告的制
作。2016年，桑德拉进入标准银行，同时负责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和综合报告两方面的工作。除了就IFRS事宜为业务部门给
予支持外，她在该职位上还管理着集团的综合报告流程，曾编
制了多份获奖报告——2016年度综合报告位列安永年度综合
报告奖第十名，2017年度综合报告的排名较此进一步上升了
两位。

Marianne de Bie
皇家史基浦集团公司事务高级顾问

“年度报告是我们讲述完整经历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在公司
内部提高对我们广泛而多样影响力的认识，并且提供我们全
天候业务运营活动的整体视图”。

Marianne拥有酒店、旅游和航空等行业的工作背景，曾在荷兰
以外的地方出任多个职位。她于1989年进入皇家史基浦集团，
最初加盟战略和实体规划部门。自1996年以来，她一直在宣传
部门工作，担任高级新闻官、内部沟通负责人，并从2009年起
成为高级（战略）顾问，负责战略传播事宜、公司出版物编辑、以
及国际关系和活动。同时，她还是年度报告编制团队成员，并兼
任企业财务与控制部门高级代表和企业责任/战略顾问。皇家
史基浦集团是一家机场企业，旗下主要设施为阿姆斯特丹史基
浦机场。以旅客规模统计，该机场2018年总吞吐量超过了7100
万人次，在欧洲排名第三位。史基浦机场一直在积极编制综合
报告，且2014、2015和2017年的年度报告均荣获了知名奖项。

Tanja Castor
巴斯夫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高级专家

“引入综合报告已经、并且仍在帮助我们深化财务部门和可
持续发展职能之间的合作。它可以促使各方更好地理解财务
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报告披露的计划充
分反映了我们的企业战略”。

Tanja Castor拥有经济地理学、人类学和植物学学位。2005年
以来，她一直在代表巴斯夫参与各种国家和国际的企业可持续
发展网络，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联合国全球契约、IIRC
和Schmalenbach协会。从以往承担过的环境/健康/安全

（EHS）、政府事务、企业利益相关方关系等工作，到目前在企
业发展部门中负责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她始终致力于将实质
性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融入巴斯夫的核心指导流程当中。2007
年，她参与了巴斯夫向综合报告的转型，此举最终造就了该公
司的首份综合报告。2017年，她专注于德国企业社会责任指令
实施法案的首次执行。当前，她着重关注的领域包括巴斯夫报
告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欧盟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 



54

2018年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平均分数

针对审阅的48份公司报告中的每份报告，综合报告专家组研究团
队根据“框架”的标准对报告质量进行评分。分数从1到5，1代表完
全不符合“框架”指南，5代表完全符合“框架”指南。

被审阅报告涉及的会计期间截至并包括2018年3月31日。

综合报告专家组包括普华永道的Paolo Bersani、Incite公司的Jonathan 
Hanks、Koan公司的Simon Clow和Neil Smith、Greymatter＆Finch公司
的Lelanie Sherman、Goodvision公司的Valentina Yakhnina、Petranix
咨询公司的Petra Nix、Susanne Erdt和Beat Schweizer、立信事务
所的Henning Drager和Adrianca Mens、ACCA的专家研究团队和
评分监督员，以及来自IIRC的资深报告专家。 

样本中的一些企业尚未按照“框架”原则进行外部报告，但根据他们
当前的实践和监管要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些原则。

附录2

下表最右方的列展示了48份报告在“框架”每个指导原则、内容元
素以及基本概念方面所得的平均分数。除了2018年的平均分数外，
表中还列明了2018、2017和2016三年的相对排名，其中1表示最高
得分领域。 

每年整体报告质量最佳的领域显示为绿色字体，质量最差的领域则
使用红色字体。

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某些特定优势和挑战领域，在今年的评审中一
些指导原则、内容元素和基本概念被分割开来研究，如果出现这种
情况，2016年的相对排名将带有*标。

应该指出一点，下列给出的分数均带有主观性，虽然评审是在
ACCA和IIRC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每位研究员的判断可能仍有差
别。

框架章节 框架内容 2016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25 =最低）

2017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2 =最低）

2018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1 =最低）

2018年平
均分数 

综合报告的责任

1.20 •   综合报告应包含治理层对于以下事项的说明：
    -   确认其对确保综合报告的完整性负责
    -   确认已将集体考量（智慧）应用于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列报中
    -    关于综合报告是否以符合《框架》的方式列报的意见或结论

24 31 30 2.6

1.20 •   或者，如果综合报告中不包含此声明，则应解释以下问题：
   -   在综合报告的编制和列报中治理层的角色 
   -   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在未来的报告中包含此声明
   -   采取此类措施的预计时间，此时间不应晚于企业参考本《框架》编制第三份

综合报告的时间。

25 32 31 1

指导原则

战略重点和面向未来

3.3 •   综合报告应深入说明企业的战略 2 5 8 3.73

3.3 •   以及这一战略如何与企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关 18* 22 24 3.17

3.3 •  如何与资本使用情况及对资本的影响相关。 18* 25 27 3.02

信息连通性

3.6 •   综合报告应显示对企业持续价值创造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各个要素之间的
组合、相互关联性和依赖关系的全貌。

16 18 11 3.54



框架章节 框架内容 2016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25 =最低）

2017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2 =最低）

2018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1 =最低）

2018年平
均分数 

利益相关方关系

3.10 •   综合报告中应深入说明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和质量，
并说明企业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考虑并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法需求
和利益。

7 14 6 3.75

重要性

3.17 •   综合报告中应披露对企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实质影响
的事件信息。

9 25 19 3.33

简洁

3.36 •  综合报告应简明扼要。 21 21 14 3.44

可靠性和完整性

3.39 •   综合报告应包括所有正面和负面的重大事项，并以一种平衡方式列报，且应
无重大错误。

14 / 211 12 19 3.33

3.44 •   平衡的综合报告在选择或列报信息时不带有偏见。报告中的信息不得存在
倾向性、过分强调/不强调、捏合、抵消或以其他方式人为操纵，从而改变预
期报告使用者接收信息时做出有利或不利印象的可能性。

- 15 - 今年没有单
独评估

一致性和可比性

3.54 •   综合报告中列报的信息，其所用的编制基础应前后一致 22 5 7 3.75

3.54 •   应当是有关一个企业自身价值创造过程的重要信息，使之能够与其他企业
进行比较。

23 20 10 3.56

内容元素

企业概述和外部环境

4.4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属于什么行业 1* 1 1 4.1

4.4 •  企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运营？ 1* 2 2 4.06

治理

4.8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治理结构如何支持企业在短期、中期和长
期创造价值？

14 25 16 3.4

商业模式

4.10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10 13 19 3.33

风险和机遇

4.23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影响企业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价值能力的具体
风险是什么？

13* 10 13 3.5

4.23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影响企业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价值能力的具体
机遇是什么？

13* 24 29 3

4.23 •  企业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机遇？ 12 11 18 3.35

战略和资源配置

4.27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5* 7 9 3.58

4.27 •  企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5* 15 17 3.38

4.29 •   企业的哪些差异化优势为其创造了竞争优势，并使其能够创造价值？ 8 19 25 3.15

绩效

4.30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在报告期间，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 11 15 22 3.27

4.30 •  企业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20 22 2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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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洞见3.0： 展示“真实”的一面    |    附录2

11 第2位的相对排名与另一项问题有关——“报告使用的语言是否普遍保持中立并基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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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章节 框架内容 2016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25 =最低）

2017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2 =最低）

2018年相对
排名

（1 =最高，
31 =最低）

2018年平
均分数 

前景展望

4.34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在执行其战略时可能遇到哪些挑战和不确
定性，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未来绩效有何潜在影响？

17 28 26 3.06

编制和列报基础

4.40 •   综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如何确定哪些事项应包含在综合报告中？ 18* 29 15 3.42

4.40 •  如何量化或评估这些事项？ 18* 30 27 3.02

基本概念

为企业和其他方创造价值

2.4 – 2.9 •   总体来看，报告是否解释了企业如何为自身创造价值？ 3 2 4 3.9

2.4 – 2.9 •  如何为其他方创造价值？ 4 5 3.81

资本

2.10 – 2.19 •   总体来看，报告是否提供了企业使用或影响以及支撑其价值创造能力的资本
（例如财务、制造、智力、人力、社会和关系、自然）的信息？

5 8 3 3.92

价值创造过程

2.20 – 2.29 •  价值创造过程与内容元素一致。 - 9 12 3.52



本报告所采访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包括：

企业 总部 行业 已编制综合报告数量12 备注

巴斯夫 德国 化工 12 出于内部战略，巴斯夫于2007年引入了综合报告，随后
在2014年加入了IIRC试点计划。

巴登符腾堡州能源集团 德国 公用事业 5 EnBW分别针对2012和2013年编制了合并报告，并且
发布了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第一份综合报告。

荷兰国际集团 荷兰 银行 3 ING集团在2016年更全面地满足了综合报告的各项要
求，此前已发布针对2014和2015年的合并报告。

皇家史基浦集团 荷兰 交通 5 史基浦集团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年度报告首次被视
为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性。

标准银行集团 南非 银行 8 标准银行根据“国王法典”发布了截至2011年度的首份
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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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阅报告的会计年度截止日期
2017年12月31日：巴斯夫,巴登符腾堡州能源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皇家史基浦集团,标准银行集团

12 报告日期截止至并包括2018年12月31日。 

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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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公司报告链接：

巴斯夫公司
https://report.basf.com/2017/en/servicepages/
downloads/files/BASF_Report_2017.pdf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https://credit-agricole.publispeak.com/2017-
2018-integrated-report/#page=C1

DIMO公司
https://www.dimolanka.com/wp-content/
themes/dimo/pdf/DIMOAnnualReport2017.pdf

巴登符腾堡州能源集团
https://www.enbw.com/enbw_com/
downloadcenter/annual-reports/enbw-
integrated-annual-report-2017.pdf

英帕拉铂金公司
http://implats-reports.co.za/reports/pdf/2018/
implats-air-2018.pdf

荷兰国际集团
https://www.ing.com/About-us/Annual-
reporting-suite/Annual-Report/2017-Annual-
Report-Empowering-people.htm

慕尼黑机场
https://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 
00000005421826bb5c0009eb/Integrated-
Report-2017.pdf

皇家史基浦集团
https://2017.annualreportschiphol.com/

附录4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http://www.eskom.co.za/IR2018/Documents/
Eskom2018IntegratedReport.pdf

南非标准银行
http://annualreport2017.standardbank.com/
downloads/Standard_bank_AIR2017_annual_
integrated_report.pdf

https://report.basf.com/2017/en/servicepages/downloads/files/BASF_Report_2017.pdf
https://report.basf.com/2017/en/servicepages/downloads/files/BASF_Report_2017.pdf
https://credit-agricole.publispeak.com/2017-2018-integrated-report/#page=C1
https://credit-agricole.publispeak.com/2017-2018-integrated-report/#page=C1
https://www.dimolanka.com/wp-content/themes/dimo/pdf/DIMOAnnualReport2017.pdf
https://www.dimolanka.com/wp-content/themes/dimo/pdf/DIMOAnnualReport2017.pdf
https://www.enbw.com/enbw_com/downloadcenter/annual-reports/enbw-integrated-annual-report-2017.pdf
https://www.enbw.com/enbw_com/downloadcenter/annual-reports/enbw-integrated-annual-report-2017.pdf
https://www.enbw.com/enbw_com/downloadcenter/annual-reports/enbw-integrated-annual-report-2017.pdf
http://implats-reports.co.za/reports/pdf/2018/implats-air-2018.pdf
http://implats-reports.co.za/reports/pdf/2018/implats-air-2018.pdf
https://www.ing.com/About-us/Annual-reporting-suite/Annual-Report/2017-Annual-Report-Empowering-people.htm
https://www.ing.com/About-us/Annual-reporting-suite/Annual-Report/2017-Annual-Report-Empowering-people.htm
https://www.ing.com/About-us/Annual-reporting-suite/Annual-Report/2017-Annual-Report-Empowering-people.htm
https://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5421826bb5c0009eb/Integrated-Report-2017.pdf
https://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5421826bb5c0009eb/Integrated-Report-2017.pdf
https://www.munich-airport.com/_b/0000000000000005421826bb5c0009eb/Integrated-Report-2017.pdf
https://2017.annualreportschiphol.com/
http://www.eskom.co.za/IR2018/Documents/Eskom2018IntegratedReport.pdf
http://www.eskom.co.za/IR2018/Documents/Eskom2018IntegratedReport.pdf
http://annualreport2017.standardbank.com/downloads/Standard_bank_AIR2017_annual_integrated_report.pdf
http://annualreport2017.standardbank.com/downloads/Standard_bank_AIR2017_annual_integrated_report.pdf
http://annualreport2017.standardbank.com/downloads/Standard_bank_AIR2017_annual_integrated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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