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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
场需求调研
——新加坡、东盟地区和中国

关于本报告
区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具
备强烈市场企图的企业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立足并抢先把握机
遇。通过优化内部资源，利用企业外部资源和专家等方式，企
业能够获得良好的市场优势。随着技术颠覆的不断推进，企业
利用外部资源的需求愈加强烈。为了保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在
内的咨询机构能够提供和商务需求相一致的服务，ACCA进行
了一次研究讨论，此次讨论由新加坡会计委员会（SAC）主办
支持，旨在发现企业最为青睐的商务咨询服务类型。

本报告深入探究了三年及更长期间内新加坡、东盟和中国市场
的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尤其强调了企业最为需要的服务类
型，以及咨询机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怎样通过考量客户需
求、优化计价和服务交付模式来提升自身服务。同时本报告也
为企业竞争如何利用外部建议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反馈和建议。



在业务增长的各个阶段，企业经常需要专
业会计师、咨询顾问和外部专家提供的专
业服务。在技术颠覆、全球化和环境变化
的影响下，这些需求变得更加紧急，比以
往更加迫切。

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服务提供商
（包括中小型事务所）正在提供各类咨询
服务，以期获得新的市场增长点。根据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全球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调查》1，2015年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32%的收入来源于咨询服务。根
据2016年国际会计师公告（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发布的全球会计师
事务所收入和员工调查2，结果显示近年
来，咨询服务在各专业服务机构收入来源
中表现亮眼，并且近期内这个局面不会产
生任何变化。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
发现3，中型事务所开始从近几年兴起的服
务中获得巨大收益，这些服务包括网络安
全，数据分析，以及其他合规咨询服务。

为了保证中小型事务所和其他服务机构能
够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服务，我们需要知
道企业到底需要哪些服务。出于这点考
虑，ACCA 在2017年发起了一项调查，以
期探究企业在未来三年对于外部咨询服务
的预算安排。并在后续开展了关于此问题
的圆桌讨论。

不光是合规咨询，商务咨询的市场需求也
在随着企业需求的扩张和商业环境的不断

变化而不断增长。这一现象的驱动力还来
源于企业解决战略扩张带来的增长问题的
市场需求。

这也为中小型事务所和其他服务机构业务
增长提供了良好契机。目前事务所面临种
种挑战，包括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方面的
要求，因此各方需要携手共赢，这也是
ACCA和新加坡、东盟和中国各监管机构
和国家组织密切合作的重要原因。我们旨
在提升和促进中小事务所转型，使其能够
抓住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

李志明（Leo Lee） 
ACCA 全球会长

李志明（Leo Lee）
ACCA全球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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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2015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全球中小型事务所调查报告》

2 2016国际会计师公告的全球调查

3 Economia,  2016年6月

https://www.ifac.org/news-events/2016-02/ifac-global-survey-accountants-performance-expectations-coming-year-moderate
http://www.internationalaccountingbulletin.com/CountryReport
http://economia.icaew.com/news/june-2016/mid-sized-accountancy-firms-competing-with-big-four-in-non-audit-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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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兼并和收购

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

通过自动化技术扩
大高附加值业务

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

商业模式创新

51.3%
中小企业 

47.0%

45.5%
中小企业 

44.3%

41.1%
中小企业 

43.6%

需求最旺盛的专业服务

国际税务咨询

风险咨询

IT解决方案

风险咨询

流程改进

2.84
中小企业 

2.43

2.43
中小企业 

2.42

2.42
中小企业 

2.40

非监管服务项目

IT咨询（包括IT解决方案）

审计与鉴证

税务咨询与合规

48.5%

服务类别

43.6%

43.1%

主要服务偏好

专业意见特征

服务交付方式

及时性

质量

相关性

78.2%

68.7%

45.8%

计费模式

基于价值按次计费

按项目组人数
计费

基于成本按次计费

88.7%

88.4%

79.6%

备注：

•  上述调研结果来自东盟国家，每个国家的受访企业超过50个。

•   百分比表示选择该项目的受访者比例。 绝对数为加权平均值，表示5分制基础上分配给该项
目的预算比例。（1分表示预算比例最低）

•   “所有”企业包括了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业（包括跨国企业的在内的大公司）。有关更多有
关非中小企业的数据，请参阅第3、4章。

•   上述调研结果应与“内容概要”中的重要发现一同阅读。

调研发现

全部服务项目：  
1.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税务合规

详细研究定制化解决方案

与人工顾问面对面讨论 88.4%

90.2%

详细研究系统性规划和关键绩效目标

详细研究通用解决方案

电子邮件
88.7%
标准化信息

与人工顾问面对
面讨论

92.7%
定制化信息

标准化信息

定制化信息

79.6%

88.7%

标准化信息

定制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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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鉴证领域的市场管制已逐步放松，但竞争和技术颠覆却日益加剧。在这一环境中，企业对专业商务咨

询服务的需求正快速发展演变。

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专业服务机构寻求
帮助，不仅为了满足合规要求，同时还设
法获取商务咨询服务，从而达到管控风
险、紧跟趋势、扩大收入来源和开拓市场
的目的。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促使着专业
服务公司不断拓展自身服务项目和网络。
大部分专业服务公司——尤其是中小型事
务所，在转变以鉴证、税务和监管合规服
务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方面面临重重困
难，主要问题是缺乏相关领域的资源和专
业技能。  

此调研旨在探明企业对专业服务的需求，
从而确定未来三年内各服务类别的主要增
长领域，突显企业关注的战略增长领域、
以及沟通和计费偏好，并就如何提升专业
服务的交付水平提供深入洞见。同时，我
们还将为服务机构揭示企业会在哪些情况
下寻求外部咨询服务，以加快自身增长。
相比单纯依靠内部建议和洞察资源的方
式，这些服务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建立
起竞争优势。

调研得出的三项主要结论包括：（1）专业
咨询服务的重要性和市场需求十分突出，
这要求专业服务人员，尤其是各中小事务
所，拓展自身服务项目，将监管合规服务
以外的其他服务纳入服务范围；（2）调查
发现企业青睐于持续与中小事务所合作，
这些机构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是其参与市场
的关键；（3）为了应对企业面临的业务颠
覆和数字化问题，专业服务的技术水平亟
待加强。面对这一迫切需求，会计领域的
专业服务公司尤其需要提高与技术相关的
咨询服务能力。

重要发现

本次调研的重要发现如下：

1. 对非监管专业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虽
然审计与鉴证、税务咨询与合规等监管类
服务的需求始终存在，但企业为了适应持
续变化的趋势和商业动态，对咨询服务的
需求愈发迫切。这一需求不光是为了满足
监管机构的要求。 

1. 内容概要

2. 需求最旺盛的非监管专业服务：非监管
服务项目的发展清晰地反映了技术、风险
管理和国际税务咨询服务需求的增长。在
中国，这些咨询服务包括：（1）IT解决方
案；（2）风险咨询；（3）流程改进。就
东盟地区而言，IT解决方案服务和国际税
务咨询占据了需求的前两位；新加坡对会
计咨询有着更高需求，但东盟其他区域亦
在普遍期待风险咨询服务。

3. 战略发展：参与调研的企业认为战略发
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1）通过自动化
技术扩大高附加值业务；（2）吸引、发展
和保留人才，商业模式创新；（3）兼并和
收购。 

大型企业期望通过并购实现更高增长，而
小企业则寻求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进一
步发展。

东盟地区的前三大增长领域虽较为相似，
但在新加坡，企业更加重视并购活动而不
是人才吸引、发展和保留。不过，中国的
情况稍有不同。中国企业最多寻求的是人
才方面的外部协助。并且与东盟地区受访
企业相比，中国企业还认为自身在商业模
式创新方面需要更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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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的服务类别需求：未来三年，企业
已安排预算的三大服务类别包括审计与鉴
证、税务咨询与合规，以及IT咨询服务。
调研发现在新加坡和东盟地区安排预算的
类别呈一致状态。但在中国，企业更多将
预算分配给风险管理而非税务咨询与合
规，原因在于企业具有区域/全球扩张的意
图并且扩张目标地区存在种种不确定性。

此外，调研还考察了企业对专业服务交付
的要求，主要发现如下： 

5. 专业服务改进：就改进最大的领域而言，
企业认为服务的质量和相关性最为重要。
专业服务公司应努力了解客户以及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从而对症下药。关键在
于，专业服务机构要加深对客户所处行业
和具体情况的认识，积极分享新问题的解
决思路和最佳实践方案。此外，企业更加
担心服务无法满足自身需要，一些服务机
构的解决方案可能出现仅仅照搬理论、不
具备可实践性、太过抽象无法落地等情
况。

6. 服务偏好：就服务交付而言，包括新加
坡、中国和香港地区在内的多家企业都认
为服务机构解决方案的质量、相关性和及
时性最为重要。在东盟地区，以越南为
例，服务成本是企业考量的首要因素。调
研发现还表明，企业不会对专业服务公司
的业务范围提出特别要求，但非常看重其
解决问题时展现出的知识深度。

7. 沟通偏好：有效沟通是保留和维系客户
的重要一环。对于标准化信息交付，东盟
地区和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青睐于使用电子
邮件沟通，其次是与顾问面对面讨论，详
细的方案研究排在最后一位。而对于信息
定制服务，企业首选当面与顾问讨论，随
后是定制方案研究，最后是系统性规划和
关键绩效目标的研究。此外，尽管聊天机
器人日益普及，但东盟地区和中国的企业
对其的接受度却最低，这一点已通过学术
文献得到了印证。

8. 计费偏好：就定价模式而言，东盟地区
和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青睐于根据项目组人
员数量决定的定价模式，其次是基于成本
的按次收费和基于价值的按次收费。这些
定价模式表明企业日益希望服务机构能够
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定制服务和解决方
案。

本次调研旨在厘清企业在发展迅速、技术
革新的当今对于专业服务机构的要求；同
时，调研还帮助正在从事实践工作的专业
会计师和咨询顾问审视自身现有服务，以
决定引入新的服务还是压缩其他次要服
务，同时考量未来三年企业的其他诉求。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考察其他组织及
自身的服务需求推动战略增长。同样，政
策制定者亦能够利用此次调研结果发重新
审视行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和能力。 

本次调研清楚揭示了在发展趋势
风云变幻、技术颠覆层出不穷的
时代，企业对专业服务有着怎样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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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大增长驱动因素——所有受访企业

前三大增长驱动因素—中小企业

重要数据

45.5%

51.3%

41.1%

49.4%

55.8%

37.7%

52.9%

58.8%

43.1%
46.3%46.9% 45.6%

44.3%
47.0%

43.6% 43.3%

53.3%

40.0%
44.7%

47.4%
44.7% 44.4%

48.1%
44.4%

以下重要数据展示了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指出的

首要增长驱动因素；未来三年内企业需求最为强劲

的专业服务；以及企业在服务交付与计费方面的关

键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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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大非监管类服务——所有受访企业

前三大非监管类服务——中小企业

前三大服务类别

43.6%
48.5%

43.1%

IT ITIT IT

32.9%
36.4%

26.0%

46.4%
49.0%

46.3%
50.9%

54.6%

49.1%

IT IT IT IT

2.43

2.84

2.42

2.03
2.39 2.43

3.13

2.38

2.882.92 2.87

1.92

IT IT IT

2.422.43 2.40

1.96
2.32

2.61
2.79

2.36

2.832.84 2.82

1.92

IT解决方案是需求量最大的非监管
类服务，并且在全部服务门类中需
求量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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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大服务交付方式偏好

前三大计费方式偏好

备注：

•   上述调研结果来自东盟国家，每个国家的受访企业超过50个。 

•   百分比表示选择该项目的受访者比例。 绝对数为加权平均值，表示5分制基础上分配给该项目的预算比例。（1分表示比例最低）。

•   东盟其他国家指不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地区国家。

•  请参阅第4章“调研获得的区域发现”，获取更多统计数据。

•   “所有企业”包括了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业（即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更多有关非中小企业的数据，请参阅第3、4章。

•   上述重要数据应与“内容概要”中的重要发现一同阅读。

86.2%
的受访企业青睐于基于项目组人数
的计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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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专业服务需求——未来三年的重点所在

为了解企业未来三年内的专业服务需求情
况，ACCA访问了275位企业高管。结果
显示：企业需要借助多种服务来应对数字
化和国际化所推动的、不断改变的商业趋
势。未来三年中，法定审计（#1）仍将是
需求最为旺盛的一类专业服务，但在筹备
数字化革新和流程改进的过程中，东盟地
区和中国的企业亦开始重视IT解决方案
（#2）。此外，由于地区/全球扩张活动的
兴起，以及地区经济体的相关不确定性，
东盟地区和中国的企业未来对企业与个人
税务合规（#3）、风险管理咨询（#4）和
国际税务咨询（#5）服务的需求也排名前
列。同时，企业对专业服务需求的一些细
微差异，还与企业本身所处行业和规模息
息相关。生产部门对国际税务咨询服务有
更多需求，而服务部门则期望获得流程改
进方面的咨询服务。就企业规模而言，中
小企业对财会咨询和流程改进的需求要高
于非中小企业，中国企业尤其如此。更多
需求差异详情，请参阅本文第4节“调研获
得的区域发现”。 

本次调研明确了三大需求趋势。首先，企
业对非监管类专业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
长。这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全球趋势相一
致1。虽然企业对监管类服务的需求会因合
规要求而一直存在，但对非监管类服务的
需求平均已增加了15.9%2。总体而言，在
企业需求较为旺盛的前五大类专业服务
中，有三类为非监管类服务。这表明，企
业希望专业服务机构除帮助其满足合规要
求外，还能提供更多增值服务。不过，尽
管预期企业对非监管类专业服务的需求可
能会较大，但以往的研究显示，此类咨询
服务创造的营业收入仍然较低（大型专业
服务公司除外），仅在个位数徘徊3。但正
是由于非监管类专业服务的供应能力依然
有限，更多专业人员可以参与到此类服务
中以满足市场需求。

其次，企业更加青睐于聘用专业会计师，
尤其是熟知本地情况的会计师提供专业服
务。在帮助企业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时，

会计师的知识储备对解决方案的相关性和
精准性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会计
师的能力，还体现了会计师在特定问题上
的相关经验和专业度。因此，对于寻求专
业服务的企业而言，专业服务机构的规模
并不重要。此外，调查还发现，中小企业
更青睐于从中小型事务所处获得服务。而
这些企业也更有可能通过中小型事务所获
取非监管类专业服务。圆桌讨论与会者对
此调查结果亦表示认同，他们认为专业人
员的知识和相关专业技术更为重要：“实
际上……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我们会请来
各外部服务机构……我们不会根据品牌知
名度来作出决定，而是基于行业惯例，向
他们摆出我们的痛点，让他们按照自身强
项选择服务项目。”此外，另一位与会者
也表示：“我也支持我们业务所在地的会
计事务所，不论是在本地还是海外发展，
我们都乐意和中小型事务所合作……只要
他们擅长于处理相关领域的业务。” 

2. 企业需求：专业
商务咨询服务 

1  2016年2月29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全球调查：经济下行期，会计师下年业绩预期依然较为乐观”，

       <https://www.ifac.org/news-events/2016-02/ifac-global-survey-accountants-performance-expectations-coming-year-moderate>, 2017年12月22日访问。

2  针对得分较高（4分）和非常高（5分）的服务计算得出（总分为5分）。

3  2016年，新加坡会计发展局，“2016年新加坡会计发展局会计实体全国普查”，第16页，<https://www.sac.gov.sg/sites/default/files/AEcensus2016.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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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未来三年内企业需求最为旺盛的前五类专业服务

总体（所有275位受访者）

1.  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4.  风险管理咨询

5.  国际税务咨询

生产部门（样本量：86位受访者） 服务部门（样本量：189位受访者）

1.  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  国际税务咨询

4.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5.  技术咨询

1.  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  风险管理咨询

4.  流程改进

5.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监管类服务（所有受访者） 非监管类服务（所有受访者）

1.  法定审计

2.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3.  消费税/增值税合规与咨询

4.  企业秘书与法律服务

5.  企业治理咨询

1.  IT解决方案

2.  风险管理咨询

3.  国际税务咨询

4.  流程改进

5.  内部审计

中小企业（样本量：149位受访者） 非中小企业（样本量：126位受访者）

1.  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4.  会计咨询

5.  流程改进

1.  法定审计

2.  IT解决方案

3.  技术咨询

4.  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

5.  风险管理咨询

总体而言，在企业需求最为旺盛的前五大
类专业服务中，有三类为非监管类服务。
这表明，企业不光希望专业服务机构能够
帮助其满足合规要求，还能提供更多的增
值服务。 

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调研     |      企业需求：专业商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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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调研结果表明，非监管类专业服务
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风险管
理与治理、企业财务与交易咨询、重组与
破产、IT咨询及其他咨询服务等几大类服
务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在以往研究中，
我们曾发现企业对咨询/审计/税务等多重
领域服务4具有一定需求，并从企业的角度
展示了这些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次调
研发现则进一步强化了前期研究结果。有
鉴于此，专业服务公司应把握机遇，继续
拓展非监管类服务领域，提升服务价值。
如需进一步了解各类服务间的相互联系，
请参阅后续报告“新加坡中小事务所创新
转型规划”。 

此外，调查还明确了需要引入外部建议和
帮助的四大重要增长领域，即：（1）通过
自动化技术扩大高附加值业务；（2）吸
引、发展和保留人才；（3）兼并和收购；
（4）商业模式创新。营收超过一亿新元的
大型企业预计将通过并购实现更高增长，

而中小企业则寻求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
进一步发展。同时，企业认为最不需要外
部协助的领域包括：资本/债务重组、通过
外包增加更具增值性的工作，以及供应链
管理。

调研结果表明，非监管类专业服
务需求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4  2016年，新加坡会计发展局，“2016年新加坡会计发展局会计实体全国普查”，第16页，<https://www.sac.gov.sg/sites/default/files/AEcensus2016.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图1: 对企业具有重要增长影响的各领域外部建议和帮助需求（所有受访者）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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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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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需求最旺盛的服务项目与四大增长
领域进行匹配，我们发现，未来三年内，
企业需求主要集中在除“吸引、发展和保
留人才”以外的三大领域。同时我们也对
39个专业服务项目进行了考察，其中四项
与人力资源事宜密切相关，即薪酬、会计/
财务人员外包、继任规划/业务过渡，以及
人力资源合规。然而，这些服务项目在企
业的总体专业服务需求中排名较低，处于
倒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位置。这说明
企业可能存在需求和目标之间不匹配的问
题，亦或是企业已意识到更深层次的问
题，但尚未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图2: 将未来三年内企业对专业服务的首要需求与增长最快领域进行匹配

通过将需求最旺盛的服务项目与四大增长领域
进行匹配，我们发现，未来三年内，企业需求
主要集中在除“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以外的
三大领域。

未来三年内企业对专业服务的
首要需求 需要外部帮助的增长最快领域

IT解决方案

技术咨询

流程改进

会计咨询

国际税务咨询

风险管理咨询

内部审计

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附加值
业务

商业模式创新

兼并和收购

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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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鉴证服务增长——专业会计师是否准
备就绪？

调查还发现，非鉴证服务的增长十分显
著。不同于审计与鉴证、税务咨询与合规
等服务，涉及非鉴证服务的专业服务范围
明显更广。至少27.4%的受访企业预计非
监管类业务预算支出在总预算中将占据中
等至偏高的比例5（参见下图）。新加坡圆
桌会议讨论同样反映了这一行业需求。某
行业前沿公司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
我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再是审
计事务所。大部分‘四大’事务所在全球
各地开展的审计服务，所占业务比例已不
足50%……实际上，我们的最大业务板块
是咨询……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开展审计业
务，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增长……客户的
确对我们提供的其他很多服务赞赏有加，
这些服务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不只是
为实现监管合规。”虽然这种转变主要出
现在大型专业会计师事务所，但小型事务
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只是速度相对较
慢。 

此外，圆桌会议讨论还发现，专业服务公
司（包括中小型事务所）已纷纷意识到扩
展咨询服务的重要性。而2013年的一项调
查显示，新加坡仅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型事
务所认为，提供咨询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专业机构对于咨询服务的态度转变无疑是
一项进步举措。

同时，圆桌会议与会者还分享了他们对专
业服务需求增长的看法。一位来自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的与会者认为，企业对专业服
务需求的增长受到国际化活动的推动：“增
长主要来自那些想要实现增长和需要实现增
长的企业……不论是以自然增长的方式，
还是通过并购实现。同时，我们还发现了
一些企业的跨境增长趋势……因为企业无
论大小，都需要通过打入其他市场来实现
增长。”  

5 “中等”和“偏高”的定义：基于受访企业主观上的专业服务预算比例得出。

图3: 预计已编入预算的各类专业服务支出占比（所有受访者）

27.4%
的受访企业预计非监管类专业服务预算支出将
在总预算支出中占据中等至较高的比例。

0% 20% 40% 60% 80% 100%

IT

�     �     �     �     �     � 

2.4%

5.1%

7.3%

6.8%

6.7%

8.1%

4.8%

7.2%

28.6% 28.4% 3.9%

2.1%

3.3%

2.4%

3%

2%

1.8%

1.3%

25.2% 29.1%

20.4% 24.7%

23.1% 25.7%

20.5% 17.7%

21% 19.9%

24.7% 19.6%

19.5% 18.4%

20.5%

26.1%

29.2%

30.4%

38.3%

38.5%

40.2%

44.6%

16.2%

12.5%

15.1%

11.6%

13.9%

10.4%

9%

9%



18

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调研     |     企业需求：专业商务咨询服务

传统企业同样也意识到需要通过业务转型
来应对技术颠覆。圆桌会议某与会者表
示：“其他咨询领域……实际上受到传统
企业数字化和转型的（推动）……因为它
们也需要进行转变。”此外，圆桌会议尤
其强调了专业会计师的职能变化。某与会
者指出：“如今，首席财务官的主要职责
之一，就是考虑财务职能如何进行数字化
转型。”该观点进一步突显了专业会计师
在为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应对数字化
革新时的重要性。

调查发现，未来三年内，中小企业也将更
多地寻求专业服务公司的帮助——尤其是
在IT咨询服务方面，以此改进内部流程，
并将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纳入企业经营（或
加以完善）。同时，中小企业与审计、税
务咨询相关的非监管类服务需求也会增长
（更多详情，请参阅第4节“调研获得的区
域发现”）。

对中小型事务所而言，这的确是一大幸
事，因为中小企业更青睐于通过中小型事
务所获取专业服务。圆桌会议某与会者表
示，中小型事务所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加
灵活、巧妙地响应和应对市场”，同时更
具个性化，服务更加精准、性价比更高。6

除IT咨询服务外，兼并和收购也是企业的
另一项重要服务需求，就连专业服务公司
也有此需求。实际上，并购行为在专业服
务公司中十分常见——在经营三年以上的
公司中，有超过六分之一曾开展过并购活
动，并将其作为业务扩张和获取人才的一
种途径。7圆桌会议期间也对此进行了讨
论。某与会者指出：“对我们中小型事务
所来说，吸引人才是件难事……如果我们
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吸引更多人
才。”因此，不论是通过外包还是并购，
中小型事务所必须明确自身的能力优势，
以便规划、投资和提升咨询服务能力，这
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之前的一项研究指出，专业会计师对
自身咨询服务能力的认识十分有限——因此
专业会计师需要提升这一方面的认识8。圆
桌会议期间，与会者也同样表示专业会计
师有必要转变这一观念。他们认为，会计
师事务所之所以难以将自身定位为咨询公
司，是因为在自身认识上存在差距：“我
们为何要重新审视会计师事务所……非‘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自身认知和定位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因此，在未来一个世纪
里，人们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看法仍不会改
变。”

至关重要的是，中小型事务所必须明
确自身的能力优势，以便规划、投资
和提升咨询服务能力。

6  2013年，新加坡会计师协会-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ICPAS-CPA）澳大利亚圆桌会议，“利用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增长”，第5页

       <https://isca.org.sg/media/207801/icpas-cpa-australia-leveraging-on-advisory-services-for-business-growth_roundtable-report.pdf>,2017年11月20日访问。

7  2015年，ACCA，“全球中小会计事务所业务模式调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职业动向”，第11页，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_Global/Technical/smb/ea-global-smp-survey.pdf>, 2017年11月21日访问。

8  2013年，新加坡会计师协会-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ICPAS-CPA）澳大利亚圆桌会议，“利用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增长”，第14页，

       <https://isca.org.sg/media/207801/icpas-cpa-australia-leveraging-on-advisory-services-for-business-growth_roundtable-report.pdf>,2017年11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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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正在寻求扩
大自身业务，但与非中小企业相比，
受访的中小企业对地区和（或）全球
支持的重视程度较低。

9  2013年，新加坡会计师协会-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ICPAS-CPA）澳大利亚圆桌会议，“利用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增长”，第7页，

       <https://isca.org.sg/media/207801/icpas-cpa-australia-leveraging-on-advisory-services-for-business-growth_roundtable-report.pdf>,2017年11月20日访问。

2.3 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东盟地区和中国的企业在
获取外部支持时，均将咨询服务的质量、
相关性和及时性视为最为重要的因素。除
东盟各国（不包括新加坡）外，这一趋势
也适用于所有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业。此
外，服务费用也被东盟各国（除新加坡）
企业视为优先考虑的第三大重要因素——
正如东盟地区某受访企业表示，专业服务
公司有待改进的一个领域是服务的“可负
担性”，该观点进一步印证了前述说法。
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东盟地区主要为
新兴市场，而在决定是否采用专业服务
时，企业对成本非常敏感。

在获取专业服务时，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
业在优先考虑事项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正纷纷寻求扩大
自身业务，但与非中小企业相比，受访中
小企业对地区以及/或者全球支持的重视程
度较低。同时，相比中小企业，非中小企
业更看重咨询建议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
为大型企业的组织架构和面临的问题通常
更为复杂，因此需要针对性更强的服务。

同时，与2013年调查结果的区别在于，总
体而言，受访企业并不关心专业服务公司
的业务范围有多广。这表明，如今的企业
会寻求多方帮助，或者选择与多家服务商
进行互动，因为单一机构无法提供符合期
望的全方位服务。

在新加坡，中小企业对中小型事务所的要
求会略低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参见
图4），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大品牌企业的
期望通常更高。与先前研究结果类似，新
加坡的中小企业认为，服务交付的及时性
最为重要，其次才是服务成本——因为在
新加坡严格的监管制度下，中小企业——
尤其是上市中小企业，必须选用能够帮助
他们履行披露义务的专业服务机构。9

图4: 看重以下服务相关因素的受访企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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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的咨询建议质量和相关性
被企业视为两大关键因素，同时也
是企业认为有待改进的两大领域。

10  2013年，新加坡会计师协会-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ICPAS-CPA）澳大利亚圆桌会议，“利用咨询服务促进企业增长”，第7页，

       <https://isca.org.sg/media/207801/icpas-cpa-australia-leveraging-on-advisory-services-for-business-growth_roundtable-report.pdf>,2017年11月20日访问。

此外，专业服务供应商如果愿意投入资源
了解客户业务，甚至深入了解客户经营环
境和运营情况，将更有可能提供切实可
行、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中小企业
客户来说尤其如此。企业一致认为，中小
型事务所更愿意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加专业
的关注，因此，在量身定制咨询建议和解
决方案以满足特定需求方面，它们比“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更具优势，同时也更有
助于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增长。10

专业服务的咨询建议质量和相关性被企业
视为两大关键因素，也是企业认为有待改
进的两大领域。为提供优质的咨询服务，
专业服务公司应深入了解客户及其需要解
决的具体问题，并据此提供个性化的专门
建议/解决方案。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客户
的要求和反馈，以便解决潜藏的真正问
题。调查中，受访企业希望专业服务公司
能通过实用且可行、“非一刀切式”的个
性化建议和解决方案，解决企业面临的具
体问题。为此，专业服务公司应“清楚了
解（客户的）业务性质和业务流程”，确

保提供的服务“更加可用和务实”。同
时，在考虑相关限制因素以及将“未来服
务获取频率”降至最低的同时，还有必要
了解企业客户的“变革管理”和“业务流
程优化”情况，从而确保所提出的建议/解
决方案能够得以落实。对此，受访企业建
议，专业服务公司应对客户及其面临的问
题进行适当的广泛研究和分析，以避免在
服务过程中呈现出“一无所知”的状态。

企业尤其一致表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
是 “ 理 论 和 规 则 ” ， 专 业 服 务 公 司 应
当“在服务过程中更具商业性、更以业
务为中心，而非仅仅是套用理论”。一
些受访者还表示，专业服务公司需专注于
实现服务的附加值。这要求会计师事务所
不仅应致力于有效解决客户面临的问题，
还应确保让自身的各项工作均会得到客户
的认可，例如及时高效地交付解决方案/咨
询建议；向客户实时汇报最新进展情况或
者进行可靠预测；以符合客户需求的形式
呈报信息，而非使用标准模板等等，不一
而足。

此外，专业服务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需更
具创新性和技术驱动力，特别是在数字颠
覆方兴未艾的当今时代，同时应始终如一
地保持高质量服务。企业发现，服务质量
有时会“因具体任务的合作方不同而发生
较大变化”，这一点并不可取。某受访者
甚至建议，可通过某些机构来完善专业人
士的知识储备，管控专业服务的质量。受
访者除了希望专业服务公司能够保证建议
方案的质量、相关性以及可行性之外，还
认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应更加灵活地实施具
体的计划，因为企业的经营环境并非一成
不变。因此，在提供专业建议时，服务提
供商应明确指出企业有待改进和发展的具
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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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还强调，专业服务公司应通过知识积
累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服务能力。对于当
今的各行各业而言，知识都必不可少，专
业机构能否提供客户所期望的服务更是与
之息息相关。知识的扩展和深化将有利于
提高咨询建议的质量和相关性。受访者希
望，专业人员应能同时从全球和地区视角
出发，掌握相关领域、行业和专业的知
识，从而更有效地支持客户的发展。鉴于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法规和文化可能存
在巨大差异，受访者指出，专业服务公司
应进行更加深入的行业调查，以获取可靠
数据，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因此在必要时，专业服务公司可能需
要引入外部专家来提供帮助。此外，由于
企业需要的建议/解决方案不仅应当详细具
体，还应行之有效，所以实际经验、行业
知识和成功案例分析同样至关重要。 

受访者希望，专业人员应能同时从全球
和地区视角出发，掌握相关领域、行业
和专业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支持客户
的发展。

图5: 受访者认为专业服务提供商有待改进的领域（所有受访企业）

�     �     � 

6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47

37

21

13

12

11

10

9

6

6

3



22

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调研     |      企业需求：专业商务咨询服务

部分受访者还指出，专业服务公司应对行
业标准和成功的实践方案具有必要认识。
相较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这可能会给中
小型事务所带来更大的挑战，因为后者的
可用资源相对有限。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
中，全球中小型事务所认为自身面临的最
大挑战就是难以获取融资，其次为难以吸
引合适的专业人才、难以寻求和获取客
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经营成本不
断提高。11因此，中小型事务所必须通过
资源优化来提高自身能力，从而满足客户
需求，发展自身业务。中小型事务所可与
国内外其他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而非相互
竞争，以此扩大技能门类和内部知识，摆
脱单一服务的局限。此外，还可考虑通过
建立战略联盟来汇集资源，以及与相关组
织合作或加入现有网络，从而充分利用外
部资源，实现区域化增长。同时，这些组
织和网络也是中小型事务所获取新技能、
吸引新业务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中小型
事务所虽然资源有限，但仍然需要积极投
入资金，提升自身能力，以提高服务质量
和相关性，并为客户创造更大附加值。增

值服务或许不会直接为中小型事务所带来
收入，但能提高留住客户和通过引荐获取
新客户的几率。此外，加大对现有员工培
训和（或）吸引资深专业人士加盟的投
入，尽管这可能大幅增加企业的运营成
本，但从长远来看，中小型事务所可从他
们提供的咨询服务中实现更高营收。 

2.4 改善客户沟通和定价模式 

如今，有效沟通已逐步成为专业服务公司
赢得并保留客户的重要差异化因素。在技
术颠覆的推动下，专业服务公司必须开辟
多条沟通渠道，以应对各种不同的目标受
众，宣传自身服务的价值主张。然而，这
些机构，尤其是专业会计师，仍然受到传
统职业特征的困扰。圆桌会议讨论中，与
会者曾表示：“如果一家机构以往被视为
会计师事务所……那么未来一个世纪里，
其仍将被视为会计师事务所。除非会计行
业能够自我重组，摆脱会计服务的单一定
位……并重塑行业品牌……直至需求侧转
变观念，不再将这些机构看作会计师事务

所，而是解决方案供应商……有待跨越的
角色差距非常巨大”。世界银行2017年发
表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专业会计师“在市
场营销活动中表现得较为被动，因为人们
认为营销活动有悖于会计行业的性质”。
报告进一步强调，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如果
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能够提供超越传统会计
业务的高质量建议和职业技术的专业服务
机构，将拥有卓然的影响能力和创收能
力。12

如今，与客户进行沟通的渠道多种多样，
包括企业电子报、网站和面对面沟通等，
不胜枚举。这些沟通形式旨在吸引客户，
告知客户信息，以及为客户提供最新进展
情况。2017年12月发布的一篇文章曾指
出，80%的客户会通过在线信息来源寻求
专业服务提供商，相比之下，只有一半的
客户（55%）会采用传统的推荐方式。13

不过，该研究数据也表明，上述情况并不
适用于东盟地区和中国的企业。

 

如今，有效沟通已逐步成为专
业服务公司赢得并保留客户的
重要差异化因素。 

11  2015年，ACCA，“全球中小会计事务所业务模式调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职业动向”，第16页，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_Global/Technical/smb/ea-global-smp-survey.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12  2017年，世界银行财务报告改革中心，“中小型事务所：值得信赖的中小企业顾问”，第3页，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CENFINREPREF/Resources/4152117-1427109489814/SME-SMP_pages.pdf>,2017年11月20日访问。

13  2017年12月18日，Hinge：现代营销专业服务机构，“专业服务十大营销技巧”，

       <https://hingemarketing.com/blog/story/top-10-marketing-techniques-for-professional-services>,2018年1月17日访问。 



23

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调研     |     企业需求：专业商务咨询服务

对于专业服务中的标准化信息，绝大多数
受访者（88.7%）青睐于采用电子邮件进
行联络，紧随其后的分别为与顾问面对面
讨论（88.4%）、详细研究通用解决方案
（79.6%）。中小企业和非中小企业都具
有 相 同 偏 好 ， 不 过 侧 重 的 次 序 略 有 不
同——中小企业喜欢使用电子邮件，而非
中小企业则更愿与顾问面对面讨论（参见
图6）。对于定制化信息，调查结果显示，
与顾问面对面讨论是大部分受访者首选的
沟通方式（参见图7）。不过，中小企业和
非中小企业在选择定制化信息沟通方式上
也有略有差异。相较于中小企业，非中小
企业更希望获取详细的系统性规划和关键
绩效目标。圆桌会议讨论获取的见解表
明，非中小企业通常会聘用全职专家，因
此在解决特定问题上，他们对服务商提出
的要求往往更加具体。

图6: 专业服务的标准化信息交付方式偏好（所有受访者）

图7: 专业服务的定制化信息交付方式偏好（所有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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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趣 的 是 ， 尽 管 聊 天 机 器 人 正 日 益 普
及——尤其是网页端对话服务，但企业对
它并没有什么兴趣。圆桌会议期间，与会
者曾就此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  中立观点：“如果聊天机器人能回答我的
问题，我就不会介意。但如果只是机器人
在说话，那这只能算是单向沟通”； 

•  积极观点：“目前许多银行……还有政
府……都在使用聊天机器人……机器人
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比电子邮件更
好，因为有时发邮件出去……你还得等
对方回复，但聊天机器人是即时响应，
能马上答复你……可节省很多时间”；

•  消极观点：“很多政府机关也使用聊天
机器人，但我觉得它并不受欢迎”。 

一些专业服务公司还组建了具有丰富媒体
经验和媒体关系的专家团队，帮助公司进
行服务的营销宣传。因此，许多企业更愿
意通过这类公司获取专家意见。这些专家
团队能够帮助公司推销、认证和宣传专业
技术和解决方案。14有助增强联系、改善
客户关系的沟通范例包括：向客户发送他
们可能感兴趣的文章；邀请客户参加讨
论、座谈、活动或展览；针对特定文章、
内部活动或新服务的开发等征询客户意
见；获取客户的肯定，并将其用于市场宣
传等。专业服务公司应加强对有效沟通的
重视，因为这对客户参与、客户体验和客
户价值创造具有重要意义。15

有趣的是，尽管聊天机器人正日益
普及——尤其是网页端对话服务，
但企业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

14  2016年，“专业服务中的有效客户管理：如何建立成功的客户关系”，第170-171页。

15  2016年，保罗·帕特森（Paul Patterson），《服务营销杂志》，“回顾：跟踪专业服务中沟通有效性对客户满意度、信任度和忠诚度的影响”，第5期，第30卷第485-489页。

图7: 中小企业沟通偏好（营收低于1亿新币；受访者：149位）

图7: 非中小企业沟通偏好（营收达到或超过1亿新币；受访者：126位）

0% 20% 40% 60% 80% 100%

8.7%

8.7%

10.7%

13.4%

16.1%

16.8%

27.5%

38.3%

45.6%

26.8%

40.3%

36.9%

18.1%

27.5%

15.4%

11.4%

45.6%

64.6%

49%

49.7%

65.8%

55.7%

57%

50.3%

�     �     � 

67.1% 5.4%27.5%

0% 20% 40% 60% 80% 100%

5.6%

8.7%

8.7%

15.1%

19%

21.4%

25.4%

41.3%

54.8%

48.4%

46.8%

39.7%

17.5%

15.1%

18.3%

6.3%

39.7%

42.9%

44.4%

45.2%

63.5%

63.5%

56.3%

52.4%

�     �     � 

75.4% 1.6%23%



25

专业商务咨询服务市场需求调研     |     企业需求：专业商务咨询服务

受访者最不青睐的专业服务定价模式包括定
期预付、收益分配和佣金。这些模式往往都
与兼并和收购等咨询相关服务联系在一起。 

16  2015年，ACCA，“全球中小会计事务所业务模式调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职业动向”，第16页，

       <http://http://cn.accaglobal.com/ueditor/php/upload/file/20161123/6.%20CN-The%20Global%20SMP%20Business%20Model%20Survey.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17  2015年，ACCA，“全球中小会计事务所业务模式调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职业动向”，第15页，

       <http://http://cn.accaglobal.com/ueditor/php/upload/file/20161123/6.%20CN-The%20Global%20SMP%20Business%20Model%20Survey.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除沟通和“服务建议的质量、相关性和及
时性”外，专业服务的定价模式有时也会
成为影响客户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
是保护服务提供商免受竞争影响的重要一
环。16调查发现，在获取专业服务时，企
业青睐于基于项目组人员数量的定价模
式，其次是基于价值的按次计费模式，以
及基于成本的按次计费模式。客户对这些
定价模式的偏爱，表明企业定制化服务和
解决方案的需求正日益增长。

2015年，ACCA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
其结果与上述发现类似：项目组人数定价
模式最为普遍；基于成本的按次计费模式
比基于价值的按次计费模式则更受青睐。17

  

受访者最不青睐的定价模式则包括定期预
付、收益分配和佣金。这些模式往往都与
兼并和收购等咨询类服务联系在一起。 

图8: 专业服务各种定价模式/计费方案的偏好程度（所有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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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含香港地区） 

本节，我们将介绍本调查在中国的调研发
现，其中同时包含了大陆与香港地区的受
访者意见。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
市场经济体，这些发现为我们认识企业的
专业服务需求，以及专业服务公司应如何
服务这一巨大的客户群体提供了宝贵的信
息。

未来三年的专业服务支出
在中国，对专业服务的需求将主要来自大
型 企 业 。 未 来 三 年 ， 大 多 数 中 小 企 业
（85.2%）的专业服务支出将不到20万新
币（参见图9），而近一半的非中小企业
（47.0%）计划在未来三年中投入逾50万
新元，用于获取专业服务。 

相较服务业，制造业企业的专业服务支出
将更高。受访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制造
业企业（56.8%）未来三年将至少花费20
万新元用于获取专业服务，相比之下，不
到三分之一的服务业公司（31.1%）有相
同需求。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访非中小企业
中制造业占比（54.5%）高于服务行业
（40.8%）。

约四分之一的受访中国企业表示，未来三
年的专业服务支出有望至少达到50万新元
（参见表2）。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来自金
融、制造和电子行业。仅有6家受访企业为
中小型企业，且大多来自服务行业。

表2: 预计未来三年专业服务支出逾50万新元的受访中国企业数量（按行业划分）

行业 行业划分 中国大陆 香港地区

服务 商业与财会服务 - 1

电信 1 1

金融（银行、保险、股票经纪等） 9 1

政府与公共部门 - 1

卫生保健 1 1

管理、法律和咨询服务 4 1

零售与消费品 1 -

科技 1 -

生产 农业 1 -

制造与电子 6 -

医疗保健设备 2 -

其他 1 -

采矿 1 -

房地产 1 1

公用设施（电力、煤气、水） 1 -

图9: 受访中国企业细分（按预计未来三年的专业服务支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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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开支的预期预算占比
从服务类别来看，受访的中国企业将在审
计与鉴证、IT咨询、以及风险管理与治理
等方面分配较高预算（参见图10）。这一
发现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相一致。在“三去一降一补”政府倡
议的推动下，减少过剩产能，提高生产力
和绩效表现。中国的专业服务公司，尤其
是会计师事务所都将从中获益良多，因为
此类改革会带来各种服务需求，如战略规
划、并购、流程再造、成本与风险管控
等。专业服务支出预算占比最低的领域为
重组与破产以及企业支持服务。值得注意
的是，相比东盟地区、新加坡和香港的企
业，受访中国企业在IT咨询服务方面的花
费高于税务咨询与合规。鉴于中国有超过7
亿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这一点不足为奇。
随着客户在移动交易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
长，以及移动支付量和支付金额的爆炸式
增长，中国企业将需要了解和管理客户在
新的数字时代不断变化的需求。18

图10: 中国企业专业服务支出的预期预算占比（按服务大类划分）

图11: 中国企业专业服务支出的预期预算占比（按服务项目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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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的受访企业表示，法定审计预算将在企
业专业服务预算中达到中等偏上比例。

18 2017年，克莱纳·珀金斯，“2017年互联网趋势”，第200、201和219页，<https://iabsverige.se/wp-content/uploads/InternetTrends2017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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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涵盖的服务项目中，市场需求规模
从高到低依次为：法定审计（67.3%）
、IT解决方案（60.6%）、风险管理咨询
（59.2%）、流程改进（59.2%）和技术
咨询（55.1%）。此处百分比表示相应企
业的专业服务预算占企业总预算的比例为
中等偏上。具体参见图11。

IT咨询服务需求最为旺盛
在中国，领先的非监管类服务主要是指与
技术相关的解决方案，包括IT解决方案、
流程改进、技术咨询和数据分析法等。其
他具有市场需求的重要非监管类服务包
括：会计咨询、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咨
询。 

中国受访企业对IT咨询服务，如IT解决方
案、技术咨询等服务的需求非常旺盛。如
今，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扩展起到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幅
高达18.9%，相比之下，中国整体经济增
长仅为6.7%19。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各种
政策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制造2025”等，推动数字经济的持续增
长。在类似中国的新兴经济体中，对数字

能力的投资对推动制造业等传统“线下”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专业服务公司应提升人才技能，积
极接纳/利用这些技术，以更好地满足市场
需求。然而，就服务项目而言，中国的会
计师事务所仍依赖鉴证、税务与合规、风
险与管控等传统服务实现创收。20虽然中
国的绝大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尚未向客户提
供更广泛的服务，如IT咨询、金融与商业

管理等，21但在未来，他们有机会实现服
务多元化，并从非核心服务中获取额外营
收。为此，中国正在采取相关举措，促使
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探索发展其他的非鉴
证类服务，如信息系统、电子商务、碳排
放等领域的咨询服务，重点支持高科技、
信息、金融和保险等创新行业的发展。

中国受访企业对IT解决方案、技
术咨询等IT咨询服务的需求非常
旺盛。 

19  2017年，领英网，“中国数字经济人才报告”，<https://economicgraph.linkedin.com/blog/china-digital-economy-talent-report>.

20  2015年，ACCA，“全球中小会计事务所业务模式调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职业动向”，第27页，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ACCA_Global/Technical/smb/ea-global-smp-survey.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21  2016年，新加坡会计发展局，“2016年会计实体区域化调查”，第20页，

       <https://www.sac.gov.sg/sites/default/files/AE%20Regionalisation%20Survey%20Report%202016.pdf>,2017年11月21日访问。

表3: 中国需求最大的前五种非监管类专业服务

服务部门 生产部门 中小企业 非中小企业

1.   IT解决方案

2.  风险管理咨询

3.   流程改进

4.   会计咨询

5.  内部审计

1.   IT解决方案

2.  技术咨询

3.   风险管理咨询

4.   会计咨询

5.  流程改进

1.   会计咨询

2.  风险管理咨询

3.   流程改进

4.   内部审计

5.  IT解决方案

1.   IT解决方案

2.  风险管理咨询

3.   技术咨询

4.   流程改进

5.  数据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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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受访企业需要引入外部帮
助的前五大增长领域分别为：吸引、发展
和保留人才，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附加
值业务领域，商业模式创新，区域化/国际
化，以及兼并和收购（参见图12）。通过
比较营收规模，中小企业最需要外部帮助
的增长领域为商业模式创新。对非中小企
业而言，则是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22

根据ACCA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开展
的2016年中国审计人才调查显示，在当前
就职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受访者中，约
24%表示将在两年内离职。仅有67%的受
访者对当前工作表示满意，而他们的职位
基本为公司审计经理或高级经理。同时，
服务行业和生产行业最需要外部帮助的增
长领域分别为：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附
加值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创新。在中小企
业中，最不需外部帮助的增长领域为通过
外包扩大高附加值业务；对非中小企业而
言，则是资本/债务重组。服务行业和生产
行业的情况也分别与此类似。

此外，上述发现与2017年德勤中国的一项
调查结果相一致。据德勤中国调查显示，
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依然是中国金融服务
业面临的主要挑战。面对数字化颠覆，企
业必须创新，调整自身战略，并积极采用
技术工具。调查还发现，“人才”是金融
服务部门的第三大要务，第一、二大要务
分别为“竞争”和“行业监管”。此外，

服务行业和制造业最需要外部帮助的增
长领域分别为：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
附加值业务领域和商业模式创新。 

22 ACCA-瑞华中国审计人才调查，2016年（仅中文版），< http://cn.accaglobal.com/news/professional_report/baogao-451.html>.

23  2017年，德勤，“人才与技术发展是中国企业首席财务官的两大要务”，

       <https://www2.deloitte.com/cn/en/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pr-china-cfo-survey-2017-q3-report.html>,2018年1月22日访问。

图12: 受访中国企业对外部建议和帮助的需求情况（按对中国企业具有重要增长影响的
领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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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部门资源分配的前几大领域分别
是：新产品开发（73%）、信息技术投资
（67%）和人才相关薪酬福利（67%）。
这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将继续在人才获
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技术投资等领域
寻求进一步发展。23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专业服
务需求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带一
路”不仅创造了机遇，还推动了中国企业
和专业人员的国际化进程以及业务的扩
展。同样，这一需求正推动中国的会计师
事务所进入新的时代，寻求新的人才（技
能组合），提升专业能力，加强质量控
制，并确定协同发展的专业公司，从而扩
大国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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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青睐的服务提供商
语言问题和对本地市场的了解，是中国专
业服务公司吸引客户面临的最大挑战，因
此，中国企业更愿意通过本地服务提供商
而非外企来获取服务。总体而言，受访企
业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最为青睐，其
次是中小型事务所、非会计服务公司和研
究机构。中小企业亦如此。对中国的非中
小企业而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同样
是其首选，而中小型事务所则是最次选择
（参见图13）。这表明，或许中小型事务
所尚未充分具备满足大型企业需求的服务
能力。同样，中国的会计市场依然竞争非
常激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正努力通
过高价值服务吸引大客户，尤其是为处于
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根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发布的
2015和2016年度排名，中国百强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的营收增长率维持在17%-18%左
右。然而，会计师事务所的营收增长远高
于GDP增速，这说明中国仍在不断对会计
服务业的发展进行投资。在2015和2016
年，“四大”国际事务所的营收增长率已
从2014年的18.2%大幅下跌至7.5%。同
时 ， 本 土 事 务 所 的 营 收 增 长 率 依 然 高
于 “ 四 大 ” 会计师事务所。这导致“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全球100大市场中的
占有率，从2014年的31%缩减至2016年的
27.8%24，在过去几年中持续稳步下滑。同
时，中小型事务所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来确立其市场地位和吸引更大规模
的客户。 

24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2015、2016、2017年（仅中文版），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610/t20161024_2441237.htm> and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507/t20150716_1330755.html>.

图13: 中国受访企业细分（按参与服务的专业公司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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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受访企业对“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最为青睐，其次是中小型事务
所、非会计服务公司和研究机构。中小
企业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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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专业服务支出庞大
在调查涵盖的所有地区中，香港的预期专
业服务支出在企业营收中的占比最高。企
业会将平均0.88%左右的营收用于获取专
业服务，而在服务业企业中这一数字甚至
更高，达0.96%。整体而言，约超过一半
的香港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三年中的专业
服务预算支出将超过10万新元。这可能是
由于香港本身各行各业的高成本所致。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支出较高
香港受访企业支出较大的专业服务领域主
要是：审计与鉴证（45.5%的受访企业表
示该领域的支出中等偏高）、税务咨询与
合规服务（32.2%）以及风险管理与治理
（30.0%）。就服务项目而言，前五大类
服务分别为：法定审计、IT解决方案、企
业与个人税务合规、风险管理咨询以及会
计咨询。与新加坡相比，受访香港企业在
风险管理咨询方面的支出更大，而新加坡
受访企业在国际税务咨询方面的支出则更
高。

制造业受访企业在企业秘书与法律服务、
以及企业与个人税务合规上的支出较高，
相比之下，服务行业受访企业则在IT解决
方案和风险管理咨询上的支出较高。此
外，受访非中小企业在数据分析和技术咨
询上的预算较高，而受访中小企业则在风
险管理咨询和会计咨询方面的支出较高。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服务和生产行业中
的非中小企业对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需求
均十分旺盛。 

本调查结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的2015年报告观点一致25，26。报告指出，
中国内地企业对香港服务提供商的需求主
要包括法定审计、投资、税务和企业咨询
等相关服务领域。27这可能意味着，企业
正不断努力，通过信息技术相关服务来完
善经营战略和提升绩效。

受访中小企业需要商业模式创新支持 
总体来看，受访香港企业所需外部帮助较
多的领域依次为：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
附加值业务，吸引、发展和保留人才，以
及兼并和收购。虽然普遍上所有受访企业
都表示在通过自动化技术扩大高附加值业
务上需要较多帮助，但受访中小企业表
示，它们在商业模式创新（26.3%）和并
购（21.1%）方面同样需要支持。此外，
受访的非中小企业则在并购（45.5%）和
供应链管理（36.4%）上需要支持。

同时，香港政府也意识到迫切需要积极接
纳新技术，并将香港发展为地区创新和科
技中心。为此，政府推出了多项举措，包
括划拨500亿港币用于创新和科技发展；28

放宽参与“科技券计划”30的资格标准；29

以及加大对继续教育基金的补贴。这些措
施均旨在帮助企业完善技术应用相关的经
营战略和强化人才技能。因此，商业模式
创新和信息技术集成咨询等专业服务，将
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25  201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5年香港服务贸易统计”，第33页，<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200112015AN15B0100.pdf>,2017年12月21日访问。

26  2017年，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香港会计业”，<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Accounting-Industry-in-Hong-Kong/hkip/
en/1/1X000000/1X003UJZ.htm>,2017年12月14日访问。

27  2017年，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香港会计业”，<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business-news/article/Hong-Kong-IndustryProfiles/Accounting-Industry-in-Hong-Kong/hkip/
en/1/1X000000/1X003UJZ.htm>,2017年12月14日访问。

28 2018年3月1日，《海峡时报》，“香港以大胆精准预算促创新”。

29  2018年3月1日，香港创新科技署，“科技券计划”，<http://www.itf.gov.hk/l-eng/TVP.asp>, 2018年3月12日访问。

30  科技券计划：由香港政府于2016年11月推出，旨在资助香港本地中小型企业使用科技服务和方案，以提高生产力或升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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