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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通常与“诚心笃行、做正
确的事”密切相关。对专业会计师
来说，道德行为不仅仅关乎凭直觉
来遵从个人良心行事。遵从良心固
然重要，但坚守职业道德还包含了
很多具体的行为预期，比如在行使
职能时表现出足够的专业能力、给
予利益相关方应有的关注、维护公
共利益等，不一而足。

本报告对职业道德的讨论主要基于
三大方向，以及我们作为专业会计
机构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这三大
方向体现了ACCA在职业道德领域
的优先要务。

第一，报告着眼未来，重点讨论了
在不断变化的数字时代，新涌现的
职业道德问题。

第二，报告采取一种已在使用的方
法，评估了与特定数字主题和现实
世界情境相关的伦理道德意义。

第三，报告所反映的全球观点，源
于来自158个国家、1万余名受访
者的意见，以及与9个国家资深从
业者进行圆桌讨论的成果。

在确保各种规模的组织遵守最高职
业道德和治理准则方面，全球财会

行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ACCA对职业道德行为蕴含的价值
和重要性坚信不疑——它不仅是专
业会计师的必要属性，也是组织绩
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我
们将继续引领这一重要思想，确保
ACCA及其会员和学员以最有效的
方式在全球经济中推动符合伦理道
德的专业行为。

白容
ACCA全球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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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是专业会计师的一项核心
特征。2017年初，ACCA面向1万
多名专业会计师（包括培训学员）
和500多名高级（“首席层级” ）
管理人员进行了全球调查，了解他
们对职业道德的看法。在全球这些
受访者中，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
为，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将在
不断发展演进的数字时代变得越来
越重要，而持相同看法的首席高管
人数占比也与此类似。

此外，九成的专业会计师认为，道
德行为有助于在数字时代建立信
任。几乎所有的（95%）受访首席
高管表示，会计师的道德行为有助
于组织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构建信
任。

换言之，技术或许会影响人们开展
道德行为所需了解的一切细节，但
并不会改变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调
查显示，94%的受访者认为，国际
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
（IESBA）针对会计师制定的根本
道德原则在数字时代仍然适用，并
且仍保持着相关性。

处于首席财务官（CFO）级别或同
等级别的企业领导，对职业道德的
重视程度略高于所有受访者的平均

水平。这或许是一种促进职业道德
朝正确方向发展的举措——因为提
升职业道德关键取决于企业高层的
态度。在企业对道德行为进行重要
性排序和展示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
时，领导者的行为将为其树立标
准。

此外，随着受访者从培训学员转变
为合格会计师，认为职业道德“十
分重要”的受访者比例也略有提
高。这表明，无论是概念学习还是
将其应用于工作环境，财会培训都
有助于强化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当问及专业会计师行为是否应符合公共
利益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赞同；其
中，受雇会计师（4/5）比未受雇会计
师 （2/3）更可能持赞同态度。

专业会计师通常提及最多的是，个
人自身遵从职业道德守则是提升组
织道德坚守能力的一种方式，每4
名受访者中有超过3人选择了这一
观点——即“职业道德，从我做
起”。其次，被提及较多的是“将
道德准则融入日常工作流程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选择了该观
点。而“将道德准则纳入战略或企
业规划”虽然很重要，但选择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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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受访者最少，仅有半数左右
的受雇会计师认为此举具有促进作
用。

这或许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将对过
程或策略的认识与对大环境的解读
结合起来——在展望数字时代新发
展、或以往未曾预见的情况时，这
一点可能会变得尤为重要。如果某
些过程经过多年一直未得到检验和
充分了解——例如应对基于互联网
平台开展运营等全新领域，深入理
解总体战略与目标将至关重要。否
则，便可能因为意外后果或执行错
误程序而面临损害职业道德的风
险。

在谈到需要为组织提供支持以促进
职业道德行为时，“强有力的领导
力”成为各方选择的首要因素，约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观
点。如前所述，资深专业人士对职
业道德的重视相对较高。因此，这
可能表明在寻求领导层支持和领导
层的支持意愿之间，或许存在着某
种程度的一致性。

略超半数受访者提到的第二大重要
因素在于，为组织建立、实施和管
理相关的道德规范（包括企业价值
观）提供支持。紧随其后的则是支

1 担任首席执行官或其他董事会级别的领导岗位。

2 非当前在职/停职/辞职/全职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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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职业道德培训，和建立专门的评
估流程来衡量个人行为是否符合基
本道德原则。

不足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在适当的
匿名或保护措施下，对“举报”政
策进行广为宣传将起到有益的作
用。但是，只有略微超过五成的受
访者讲述了此类行动，或认为此种
举报机制能够推动组织维护职业道
德；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
少数派并未谈及这一情形、认为对
错误行为的举报无法发挥道德促进
效果，或是不曾设法在自身组织中
大力宣传这一做法。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我们必须先查
清组织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和鼓
励，来确保专业会计师能对不道德
行为进行举报。同时，举报机制也
需进一步加强，才能有效帮助会计
师作为组织的“道德意识”行事。
在开展此项工作时，我们还要充分
认识组织所处的特定情境，这一点
将非常重要。例如，当组织文化对
道德行为予以更多重视和支持
时，“举报”机制便会自然发挥作
用；换句话说，强行实施某种政策
并不一定是建立道德文化的最有效
方式。

为使数字环境下的职业道德行为分
析更为具体，我们围绕六大数字主
题对道德问题进行了讨论。这六大
主题包括：（1）网络安全；（2）
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3）大数
据与分析法；（4）加密货币与分
布式账簿；（5）自动化、人工智
能与机器学习；（6）技术采购。
文中观点主要源于与资深金融专业
人士的讨论，特别是与首席财务
官、合伙人或同等级别高管的交
流。

在这些数字主题背景下，最常面临
妥协风险的IESBA基本原则是“专
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这或

许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数字时代
工作环境可以在伦理道德方面提供
从未获取的新信息。展望未来，职
业道德面临的妥协风险似乎远远超
出了职业和商业关系中的坦诚和正
直问题（即诚信）。例如，如果不
能充分了解分布式账簿的含义，人
们就很难对其使用做出道德判断。

未来的专业会计师 在具备专业能
力的同时，还需兼具多方面技能。
这体现在制胜众多领域的重要商数
上，包括经验、智商、创造力、数
字商、情商、远见等。道德水平则
是这些商数的核心所在。

未来的专业会计师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同时，
还需兼具多方面技能。这体现在制胜众多领
域的重要商数上，包括经验、智商、创造
力、数字商、情商、远见等。道德水平则是
这些商数的核心所在。

商业制胜必备的“杰出七商”

3  ACCA，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变革驱动因素与未来技能，2016年。<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members-beta/images/campaigns/pa-tf/pi-professional-
accountants-the-future.pdf>，2017年7月22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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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报告结构

本报告由定量和定性研究两种工作
流的发现组合而成。

A.  定量研究主要基于，数字时
代专业会计师所持职业道德
行为观点的全球调查。

2017年第一季度，ACCA开展了
一次全球深度调查，以了解专业会
计师（或在培训学员）对数字时代
职业道德和信任的看法。调查覆盖
了来自全球158个国家的1万多名
受访者，其中40%左右为ACCA会
员，55%为ACCA学员，余下的
5%则为其他专业会计机构的会员/
学员。

同时，为了解其他人员对会计师的

看法，ACCA还采访了与所在组织
会计师素有往来的510名首席高
管。除非图表中特别提到这部分受
访者，本文所称的“受访者”均为
前文提及的1万余名访问对象。

B.  定性研究主要基于与首席财
务官/合伙人/同等级别资深
从业者的圆桌讨论，以考察
特定数字主题下的伦理道德
问题。 

定性研究旨在探讨六大数字主题下
可能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专
业会计师可能考虑采取的一些应对
方式。文中观点主要源于与资深金
融专业人士的讨论，特别是与首席
财务官、合伙人或同等级别管理人
员的交流。ACCA分别在澳大利
亚、中国、肯尼亚、尼日利亚、爱
尔兰、俄罗斯、新加坡、阿联酋和

美国召开了圆桌会议，以此收集各
方观点。此外，ACCA全球论坛成
员也贡献了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

报告考察的六大数字主题包括：

1. 网络安全；

2. 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

3. 大数据与分析法；

4. 加密货币与分布式账簿；

5. 自动化、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6. 技术采购。

本报告讨论了图1.1所列的各方面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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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与数字时代职业道德和信任有关的重要考量

价值观 经验 应用

I数字时代职业道德和信任
的重要性

过去与和未来面临的职业
道德挑战 在六大数字主题下可能出

现的伦理道德问题

责任

维护组织职业道德中发挥
的作用

支持

专业会计师需要得到帮助
以促进组织中职业道德的

领域

*专业会计师

预期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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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CA，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变革驱动因素与未来技能，2016年。<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members-beta/images/campaigns/pa-tf/pi-professional-
accountants-the-future.pdf>，2017年7月22日查阅。

5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IESBA）：IESBA的职能与准则制定流程综述，2010年11月，<http://www.ifac.org/system/files/downloads/IESBA_Fact_Sheet.
pdf>，2017年7月22日查阅。

1.2伦理道德的核心性

遵守职业道德是专业会计师的核心
特征，也是职业精神理念的核心所
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各方
普遍期盼专业会计师发挥企业“道
德良知”的作用。

在之前开展的研究中，ACCA 探
讨了财会行业的未来发展，并指出
职业道德将是未来几年日益重要的
一个领域。鉴于当前时代的飞速变
迁，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前所未见
的新情况和不明朗情况，我们或许
就能够理解先前这一结论。

而促成这一变革以及各种新情况产
生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正是数字技
术。如今，采用数字化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已然成为定局。虽然全球采
用数字技术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人
类社会朝数字化方向发展的大势已
成为既定的现实。

在这一技术引领数字时代的背景
下，重新审视专业会计师职业的道
德内涵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报告
力图阐明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
本报告始终基于一项指导原则，伦
理道德最终关乎人类行为——技术
只不过改变了当人们必须做出合乎
伦理道德的决定时，其所处的具体
背景环境。

因此，本报告的讨论前提是：现行
的专业会计师基本道德原则 在数
字时代将继续适用。IESBA建立的
五项基本原则分别为：诚信、客
观、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
保密，以及良好的专业行为。

这些原则并非是涵盖所有可能发生
情况的高度规范性规则。作为原
则，它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形成确保
企业行为合规的一套固定流程列表
——例如完成一系列检查工作。相
反，我们应根据特定情境，结合必
要的判断，来对这些原则进行阐释
和运用。

为了使这些原则更加贴近现实生
活，本报告还探讨了一些具体的数
字主题，介绍了每个主题下可能导
致上述基本原则妥协的示例情境。
同时，报告还从企业会计师和审计
师（内部和/或外部）的角度，对
可能面临妥协风险的潜在领域进行
了讨论。

广泛的调查数据为我们全面揭示
了：受访者对数字时代职业道德和
信任相关重要考量的看法。数字主
题及相关的小型案例研究则为报告
增添了一种人文视角，将重大的全
局性问题转化为实际工作环境中可
能出现的不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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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职业道德是专业会计师的核
心特征，也是职业精神理念的核
心所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
何各方普遍期盼专业会计师发挥
企业“道德良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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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CCA，同上。

2.1 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I在此前有关专业会计师相关技能
的报告中 ，ACCA指出了未来会
计师制胜商业所必备的“杰出七
商”，分别为：专业能力和道德水
平（TEQ）、智商（IQ）、经验
（XQ）、创造力（CQ）、远见
（VQ）、数字商（DQ）以及情商
（EQ）。

此次调查中，ACCA要求受访者对
数字时代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性进
行评分，最低为1分（一点都不重
要），最高为5分（十分重要）。

7600余名受访者认为职业道德是
数字时代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
（5分），占总受访人数的77%。
绝大多数受访者（超过九成）对职

业道德重要性的评分为4分或5分。

这或许表明，即使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技术引领的全新工作方式，道德
因素仍是专业会计师议程的核心所
在。技术可能会对人们理解道德行
为的细节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能
改变坚守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2、价值观

图2.1：数字时代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绝大多数受访者（超
过九成）对职业道德
重要性的评分为

4 或 5

n  评分：5分（十分重要），
占所有受访者的77%

n   评分：4分，占所有受访者
的18%

n   其他：占所有受访者的5%

77%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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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行为有助于在数字时代
建立信任”这一观点，绝大多数受
访者表示赞同。这种认同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专业会计师创造价值的
能力关键取决于会计师赢得利益相
关方信任的能力。在飞速演变的数
字时代，如果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认为这个会计师将一直以符合伦
理道德的方式行事，他们就更有可
能继续对其予以信任。

此外，首席高管还回答了“会计师
职业道德”和“企业与内外部利益
相关方建立信任的能力”两者间联
系的具体问题（图2.2）。几乎所
有的受访首席高管一致认为，会计
师的道德行为将有助于企业与内外
部利益相关方建立信任，其
中，42%的受访者认为会计师道德
行为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2、价值观

图2.2：受访者对职业道德有助于建立信任的认同度

图2.3：高层观点：首席高管认为会计师道德行为有助企业与内外部利
益相关方建立信任

几乎所有的受访首席
高管一致认为，会计
师的道德行为将有助
于企业与内外部利益
相关方建立信任。 

4.2%

十分不同意

6%

100%

80%

60%

40%

20%

0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不清楚

1.4% 5%

29.5%

47%

63.5%

42%

1.4% 0%

n   专业会计师
n   首席高管对专业会计师的看法

5.5%

没有任何作用

100%

80%

60%

40%

20%

0
具有一定作用 具有显著作用

/十分重要

52.3%

42.2%



图2.4：认为职业道德“十分重要”的受访学员与合格会计师占比

图2.5：认为职业道德“十分重要”的受访合格会计师（按职能）

2.2经验与道德

调查中，77%的受访者认为职业道
德在数字时代“十分重要”。在进
一步考察持此观点的受访者后，我
们发现受访者个体之间还会因经验
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管理层级的下端，随着受访者从
培训学员转变为合格的专业会计
师，他们对职业道德的重视也将略
有提高。这表明无论是概念学习还
是将其应用于工作环境，财会培训
都有助于强化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而在管理层级的上端，处于首席财
务官级别或同等级别职位的合格会
计师对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略高于
所有受访者的平均水平。这或许起
到了促进职业道德朝正确方向发展
的作用——因为提升职业道德关键
取决于企业高层的态度。在企业对
道德行为进行重要性排序和展示符
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时，领导者的行
为将为其树立标准。同时，对于高
层决策者而言，随着自动化水平的
提高，健全的道德判断将变得越来
越重要——确保以不影响恰当道德
行为的方式支持创新。

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健全的道德判断将变得越
来越重要——确保以不影
响恰当道德行为的方式支
持创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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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学员

100%

80%

60%

40%

20%

0
ACCA会员

75%
79%

首席财务官

100%

80%

60%

40%

20%

0
董事/高管/合伙人

82% 80% 占所有受访者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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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业观点

在非营利机构和公共部门，认为职
业道德在数字时代“十分重要”的
受访者比例高于所有受访者的平均
水平。这或许体现了各种可能因
素，包括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诸
如公共部门组织的社会议程等积极
因素可能将有利于在员工中建立强
大的道德价值观念。或者，如果员
工亲眼目睹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
他们会加强对职业道德领域的重
视。

就商业组织而言，在大型金融服务
组织里，每5名受访者中就有4人认
为职业道德“十分重要”。这反映
了该受访群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
以来审查、监管、以及文化变革受

重视的程度。

同样比例的个人从业者也认为，职
业道德“十分重要”。这些人士的
执业活动通常基于其个人的可信
度。该事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他们对职业道德的重视，并将职
业道德视为个人价值主张的关键。
遵守职业道德，是加强客户对从业
者个人信任的重要因素；而无需高
度依赖受雇企业的声誉来建立客户
信任。

2.4 IESBA原则的相关性

如图2.1所示，受访者认为职业道
德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
是，IESBA针对专业会计师的职业

道德原则在数字时代是否依然适
用？绝大多数调查受访者抱有肯定
看法（图2.7）。

这或许与这一事实息息相关，即
IESBA原则虽不是规范性规则，但
同样赋予专业会计师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应用的责任，而并非要求会计
师盲目地逐项遵从。

从根本上讲，技术无法改变这样一
个事实：职业道德（或道德缺乏）
主要通过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来表
现，而这就确保了IESBA原则的相
关性。当然，有待人们理解的新信
息还将不断涌现——但这只会改变
道德原则的应用情境，而不会影响
原则本身。

图2.7：IESBA原则仍然适用并具有
相关性

图2.6：认为职业道德“十分重要”的受访者对比（按组织类型）

从根本上讲，技术无法改
变这样一个事实：职业道
德（或道德缺乏）主要通
过人类行为和人类决策来
表现，而这确保了IESBA
原则的相关性。

n  完全适用，94%

n   不适用，0.4%
n 部分适用，4.7%

n 不清楚，0.9%

94%

4.7%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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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道德挑战

为探讨职业道德的本质以及相关挑
战的严峻程度，调查还要求受访者
对过去一年应对道德挑战的个人经
历进行评价。

每5名受访者中约有1人表示，在过
去12个月里曾遭遇个人道德原则需
要妥协的压力（图3.1）。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3、经验

3、经验

图3.1：过去12个月曾遭遇道德原则妥协压力的受访者占比 图3.2：在遭遇道德原则妥协压力
时对相关事件进行报告的受访者占
比

图3.3：过去12个月曾发现自身所在组织或客户组织有道德妥协行为的
受访者占比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每5
名受访者中就有2名并未报告他们
遭遇妥协压力的事件（图3.2）。
这或许反映了导致压力的各种潜在
原因，比如组织文化对不道德行为
的接受，抑或缺乏对组织职业道德
政策进行宣传教育。

除了与个人经历的道德事件直接相
关外，受访者也可能是相关的间接

目击者，而且目击到的行为可能与
组织的道德政策和标准遭受妥协的
各种情况有关。因此，本调查从以
下两个不同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
探讨：

（1）受访者在发生问题的组织中
担任的职务；

（2）发生问题的组织是受访者的
客户（图3.3）。

59%

41%

n  59%的受
访者已报
告

n   41%的受
访者未报
告

是

100%

80%

60%

40%

20%

0
否

19%

81%

自身所在组织

100%

80%

60%

40%

20%

0
客户组织

24%

76%

19%

81%

n   无
n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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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
在自身所在组织中发现了职业道德
政策和准则遭遇妥协的行为；约五
分之一的受访者则在客户组织中发
现了相同问题。因此，从受访者亲
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事件两种维度来
看，都有相当比例的专业会计师（
合格会计师和学员）面临着道德挑
战的困境。

上述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代表了

少数、但仍占相当比例的受访者。
道德问题的确时有发生：每10名受
访者中就有2-3人在过去12个月里
（直接或间接）遭遇过道德挑战。

从另一面看，略低于半数的首席高
管认为，会计师“能始终坚守行为
道德”。但少数受访者（约一成）
表示，其所在组织中“许多会计师
的道德原则出现了严重问题”（图
3.4）。

对于上述面临道德挑战的受访者，
调查还进一步询问了他们曾需要对
哪些（IESBA定义的）道德原则作
出妥协。而调查反馈显示，诚信原
则往往最常遭遇威胁。诚信是指，
在所有职业和商业关系中采取正直
和诚实的行为（图3.5）。

伦理道德是人际间的互动关系，因
此，了解哪些人际互动是道德问题
的常见来源将有利于我们做出应

图3.4：首席高管对所在组织会计师行为道德的看法

图3.5：受访者亲身经历或发现的被妥协道德原则

道德问题的确时有发生：每
10名受访者中就有2-3人在过
去12个月里（直接或间接）
遭遇到道德问题。

43%

会计师能始终坚守行为道德

100%

80%

60%

40%

20%

0
某些会计师偶尔会出现不道德的行为 许多会计师在道德原则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47%

10%

51%

44%

42%

33%

诚信

良好专业行为

客观

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

保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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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查中，受访者还评价了当前
将哪些利益相关方视为道德压力
点，具体的评价选项包括：“目前
不是”、“有时”、“经常”和“
一直”。

受访者提及最多的道德压力来源往
往是“与政府或监管机构的利益相
关方打交道”，同时还要应对来自
组织内部的各种压力点（图3.6）
。

此外，这可能还显示了与图2.6所
列数据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图2.6
显示，很大一部分公共部门受访者
认为职业道德“十分重要”。

3.2 未来预期

最后，受访者基于当前个人的实际
体会，就未来潜在的道德挑战发表
了意见。其中，受访者谈到了未来
道德行为可能面临的各种威胁，主
要分为以下五类：

•  自身利益威胁：金钱或其他利益
（个人/组织）将对专业会计师
的判断或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  熟悉性威胁：由于与客户或雇主
建立了长期或亲密的关系，专业
会计师对他们的利益过于支持，
或过于接受其行为活动。

•  恐吓威胁：由于实际或感知到的
压力（包括对会计师施以不当影
响），专业会计师不敢采取任何
客观行动。

•  自我审查威胁：专业会计师不会
在服务过程中对自身早期得出的
判断结果进行恰当评估。

•  倾向性威胁：专业会计师过于维
护客户或雇主的立场，以致自身
的客观性受到妥协的影响。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3、经验

 图3.6：被“经常”或“一直”视为道德压力点的利益相关方

受访者提及最多的道德压力
来源往往是“与政府或监管
机构的利益相关方打交道”
，同时还要应对来自组织内
部的各种压力点。

政府/监管机构 内部成员
如员工、高管等

客户 供应商

17.2%

14.9%
13.8%

10.5%

其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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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图3.8：

24%

64%

37%

32%

26%

23%

22%

20%

12%

12%

11%

10%

  
24%

   
24%

   
21%

   
17%

   
14%

24%

14%

17%

21%

24%

担心失去客户，或担心客户不再给予额外工作

对于长期合作的被审计客户，会倾向于对客户提供的信息进行充分质疑

利益冲突或偏见

审计收费不足，导致无法获得恰当的会计结论

自我审查导致不过客观和严格

专业会计师无法披露其所在会计事务所的过往工作失误

事务所高层施压

收受客户礼物或接受客户款待

自我审查导致未对过往进行披露

成为争议客户的声援者

诉讼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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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将在不断
发展的数字时代变得日益重要（图
3.9），但同时也预见到各种威胁
和不道德行为有抬头之势。当今时
代瞬息万变，对数字发展的新信息
需求激增，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会认
为职业道德将在行业未来的发展中
变得越来越重要。

鉴于这一发展趋势，我们还在调查
中进一步了解了首席高管对自身所
在组织专业会计师应对情况的看法
（图3.10）。约三分之一的受访高
管表示，所在组织的会计师足以满
足未来发展需求，无需任何提升。
另一方面，每6名受访高管中约有1
名认为，所在组织的会计师必须做
出“显著”提升。

无需提升：会计师能深刻认识数字
化工作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道德困
境；他们比组织中的其他部门更了
解这一问题，并被视为该领域的核
心人员。

需要一定提升：会计师对某些问题
（如网络安全风险）具有一般性认
识，但并未考虑组织的数字业务将
如何发展演进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
伦理道德问题。

需要显著提升：会计师未充分了解
数字化工作方式及其伦理道德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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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对于自身组织中专业会计师是否已做好准备迎接数字时代，
首席高管的看法

图3.9：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不断发展的数字时代将变得日益重
要

展望未来，绝大多数
受访者表示，强有力
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将
在不断发展的数字时
代变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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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数字环境下的职业道德行为分

析更加具体，我们选取了六大数字

主题来展开进一步讨论，并分别指

出和分析了每个主题下有违IESBA

原则的两种道德挑战情境。. 

此举目的在于确定每一种道德挑战
情境下可能最易受到妥协的两项
IESBA原则，然后评估相应的调查

选项（图4.1）。

我们将从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包
括内部审计师、外部审计师抑或两
者皆有，取决于具体情况）的角度
进行评估。

资深财务专业人员（通常为首席财
务官、合伙人或同等级别人士）的

观点将作为评估的补充内容。此
前，ACCA曾通过在澳大利亚、中
国、肯尼亚、尼日利亚、爱尔兰、
俄罗斯、新加坡、阿联酋以及美国
举办圆桌讨论会来收集意见。此
外，分析中还包括ACCA全球论坛
成员分享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4、利用“道
德透镜”分
析数字主题

图4.1：内容结构：应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职业道德情境

数字主题描述

1

该情境的重要
特点说明

2

基于重要特点
的情境示例

3

在示例情境下最易遭
到妥协的两项原则

4

有关示例情境
的调查选项

5

职业道德情境二

情境二的重要
特点说明

2a

基于重要特点
的情境示例

3a

在示例情境下最易遭
到妥协的两项原则

4a

有关示例情境
的调查选项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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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资深财务专业人员的讨论
意见（通常为首席财务官、合伙人
或同等级别人士），选出了两大最
易受妥协的原则。资深人士对妥协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频率以及相关
影响的严重性表达了个人看法（图
4.2）。

六大数字主题包括:

1.  网络安全

2.   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

3.  大数据与分析法

4.   加密货币与分布式账簿

5.   自动化、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6.  技术采购

如图4.2所示，受访者认为最易被
妥协的原则是“专业胜任能力和应
有的关注”。这或许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在数字时代职业道德面临挑战
的各种情况下，很多前所未见的新
问题将纷纷涌现。

要想对这些新问题做出适当应对并
依据道德标准行事，会计师就必须
对相关情况及问题背景进行深入了
解。如果缺乏认识和专业知识，便
会在“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
注”等原则上面临妥协风险。

在谈及最近遇到的原则妥协状况时
（图3.5），受访会计师提及最多
的便是诚信。不过展望未来，职业
道德面临的妥协风险似乎很可能会
超越职业和商业关系中的诚实与正
直问题。例如，如果无法充分了解
分布式账簿的含义，连同它们所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会计师便很难对
分布式账簿的应用做出道德判断。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图4.2：六大数字主题下，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认为最易受到妥协的
IESBA原则

展望未来，职业道德
面临的妥协风险似乎
很可能会超越职业和
商业关系中的诚实与
正直问题。

33%

27%

21%

10%

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

客观

诚信

专业行为

保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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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数字主题一：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涵盖了计算机、网
络、数据和程序面临的各种威
胁。病毒、恶意软件和其他形式
的网络攻击，可通过系统中断、
数据窃取或阻断服务等方式造成
严重破坏——而其中任何一种破
坏都能对所涉组织或企业的声誉
和经济产生恶劣影响。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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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窃取

数据窃取是网络安全漏洞导致的一种最直接和常见的影响。很多
组织或企业将大量宝贵数据储存在各种系统中。对于数据储存，
一些组织或企业可能会使用专有软件，或者使用完全自有或全款
购买的软件；而另一些组织或企业则会更多依赖于开源代码，或
者通过每月订购来获得软件使用许可，比如云端数据储存服务。
数据本身可分为内部数据（如与员工有关的数据）和外部数据（
如与客户有关的数据）。不论何种情况，数据窃取导致的影响必
将包括经济损失和声誉/品牌损害.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客观 会计师需为所应为，“做正确的事”，比如拒绝支付赎
金。虽然1000英镑尚在容忍范围内，但我们无法保证黑
客将真正归还数据，或者不会要求支付更多赎金。“客
观”原则面临的妥协风险，主要源于此类凌驾于职业或
商业判断之上的不当影响（即数据滥用/数据破坏等威胁
恫吓） 

保密 当数据超出企业的控制范围，并产生切实损害（如经济
损失或声誉损害），赎金勒索威胁便会最为有效——而
这种问题最有可能发生在保密数据失窃的情况下。不论
保密条款是否覆盖了客户数据，向未授权方曝光数据的
行为可能违反“保密原则”的基本道德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对内部审计师而言，主要风险可能来源于审查机制的缺
陷和不力。随着网络攻击的日益复杂，缺乏对最新发展
趋势的认识可能导致道德原则的妥协。

诚信 鉴于目前网络攻击已成为一个永久性问题，内部审计师
必须对防御网络攻击的程序进行诚实评估。例如，如果
出现网络攻击，同时人们发现内部审计师早已知道网络
防御系统没有安装最新安全补丁却知情不报，便会质疑
审计师失职的原因.

4.1.1 示例情境：勒索软件
由于某开源数据库的商业运营未得到充
分安全保障，导致黑客发现数据库漏
洞。企业因此受到影响，系统中的所有
数据被全部删除，同时黑客还留下一个
便条，声称保留了一份数据副本，只要
向其指定账户支付0.5个比特币 ，便可
将数据全部归还。另外，数据没有备
份。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 从某个层面上讲，信息技术（IT）安全属于技术
问题。但企业中的会计师（作为敏感数据的监
管人）同样需要具有风险意识，并了解所在企
业和其他企业为应对此类风险所采用的技术手
段

解决办法 不论最终是否支付赎金，重要的是必须以明
确、可控和透明的方式对数据丢失一事进行通
报。隐瞒事实将带来更大的损害。很多情况
下，还有必要让受影响的客户尽快知悉个人数
据遭窃的情况。同时，会计师还需向管理层建
言，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外部审计师需决定是否应就数据丢失一事向公
众进行披露。公开披露是一项重要决定，因此
必须审慎考虑其适当性和可容许性。 内部审计
师则需核实企业是否具备适当的审查机制，从
而将新型/新兴网络威胁纳入其现有的风险评估
流程。

保持独立性 I如果无法确定通过何种最佳方式来应对赎金要
求，外部审计师可建议企业寻求外部指导。审
计师可基于自身对该领域专家的了解而提出此
意见，但审计师本人应保持独立，且不应参与
专家人选决策

7 2017年6年约合1000英镑。

8  根据《IESBA守则》，只有在满足如下条件时才可进行公开披露：（1）获得客户或企业授权，且未受到法律禁止；（2）法律要求披露；或（3）发生违反法律法规的（NOCLAR）行为，这种行为
对公众造成了切实或潜在的重大损害，且披露不受法律禁止。



22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如今，我们努力保护的资产基础已悄然发生改变，我们
为之防御的对象同样也已改变。过去，这种保护会更加
注重内部因素，因为客户会安排内部人力来进行资产管
理。而今天，风险却更可能源于外部（而非内部）——
这种风险更难以预测和抵御
德雷克·亨利（Derek Henry），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BDO）合伙人、研发部主管

在设立了内部审计职能部门的企业，内部审计师的职责
就是提出疑难问题。就网络安全而言，疑难问题可谓数
不胜数。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提高[防御系统]的成熟
度，确保企业能认真对待网络安全挑战，并采取恰当的
防御措施。最近，爱尔兰央行也提出，网络安全应成为
董事会议程上的一项长期议题。
加里·麦克帕特兰（Gary McPartland），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副主任 

作为会计师，我们必须了解网络威胁的来源，否则便会
被诸如勒索软件之类的内外部威胁所欺骗。因此，我们
必须时时刻刻确保适当的网络安全。
科拉·艾根拜迪（Kola Agunbiade），IS Internet Solutions
公司（Dimension Data旗下分支机构）首席财务官

如果数据不幸遭到泄露并对个人或企业造成损害，那么
相关组织应做到透明，向所有受影响方进行信息披露。
公正且符合职业道德的做法是，对发生数据泄露的客户
和外部各方进行警示，使其能够及时管控信息和更改密
码。组织应履行关注义务，让各方了解哪些人受到了数
据泄露的影响
阿曼达·鲍威尔（Amanda Powell），ME数字集团有限公司（ME 
Digital Group FZ LLC）首席财务官

专业会计师有责任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事。如果发
生数据泄露，会计师应尽早通知终端用户、相关顾客或
客户，让他们知晓其保密数据已遭泄露……[而不是]试
图维护其所在企业或组织的利益或声誉
K肯恩·松（Ken Siong），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
（IESBA）技术总监                                            



23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道德黑客

随着网络攻击的日益复杂，安全漏洞的
查找和修复也变得至关重要。为此，许
多企业雇佣“道德黑客”通过一种被称
为“渗透测试”的流程来检验其网络边
界安全的有效性，其中包括采用和流氓
黑客相同的方式来蓄意突破安全层。不
过，雇佣道德黑客同样存在风险——企
业必须确保黑客具备适当的经验和资
质，了解最新的安全问题，且不会滥用
收集到的任何数据信息。

对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客观 对这种情况进行的任何审查，都必须防止产生先入为主
的偏见，即不应假设道德黑客曾滥用职权，偷窃并出售
了公司的知识产权。实际上，产品档案很有可能在黑客
受雇之前就已被人所获取，抑或该产品完全由竞争对手
独立开发。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对知识产权相关的运营和风险领域认识不足可能违反这
一原则。要想恰当评估这一情境，会计师必须全面了解
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流程和IT文档安全协议，以及相关工作
参与者的雇佣、薪资和奖励政策。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对于此类专业领域，内部审计师可能会因不熟悉或缺乏
相关知识而作出原则妥协。审计师或许很难将与道德黑
客合作的标准流程或规范与企业采取的行动区分开来，
从而使企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客观 对外部审计师而言，如果问题的严重性足以引起重大错
报风险，那么很可能与自身相关。审计师应避免直接接
受有关道德黑客工作流程恰当与否的普遍看法。如果只
是草率接纳企业管理层提供的已有信息，便会引发原则
被妥协的风险。

4.1.2 示例情境：管控重要/敏感的信息泄露

某国际工程公司聘用了一位经验丰富且资质合格的道德黑
客。该黑客成功完成了测试工作并出具了一份详细的报
告，着重介绍了关键的安全漏洞问题和修复建议。其中包
括新产品电子文档管控方面存在的安全薄弱环节，而该领
域涉及的正是企业宝贵的知识产权。

大约半年后，该公司销售总监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发现竞
争对手推广的一款产品与自家公司尚未推出的产品完全相
同。这或许只是巧合，但在公司雇佣黑客来发现管控漏洞
时，该产品恰好是开发工作的重心所在。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 专业会计师需要了解，对外部机构有价值的信
息储存在何处，并协助加以管控，保障信息安
全。某些情况下，还可适当采取一些预防性措
施，比如尽早为具有有形知识产权的新方案申
请专利。

解决办法 对于已知的安全漏洞，需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技
能水平或定期进行外部审查来予以应对。未
来，会计师可建议企业雇佣另一名道德黑客，
并进行更加全面的背景调查。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外部审计师需考虑涉嫌被盗知识产权的问题是
否足够严重，是否有必要进行公开披露。比如
依据《IESBA守则》进行态势评估，并考虑公开
披露是否会构成对另一家公司的直接/间接指
控，从而面临诽谤诉讼的风险。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应对相关流程进行监督，并能在必
要时提出质疑。同时，内部审计师的观点不应
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针对道德黑客雇佣团
队进行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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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胜任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向客户承诺的
其他能力，比如诚信、客观、保密等都是恒久不变
的。正如传统审计技术试图找出数据系统的漏洞和可
能的突破点，我们也曾教审计师有效地理解如何实施
欺诈，这样他们便能及时发现舞弊行为并作出应对。
同样，道德黑客也被告知如何以非法的手段闯入企业
系统。但不论何种情况，各方都应遵守相同的道德准
则。因此，问题最终仍归结于专业能力——我们必须
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了解黑客闯入的对象及其攻击原
因
德雷克·亨利（Derek Henry），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
伙人、研发部主管

“善意”的黑客行为旨在修复其发现的所有问题；
其目的是正当、积极和高尚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
努力保护我们的企业不受侵害。那么，现在的问题
是，从道德挑战的角度来看，你如何确定自己找到
了适当的人员来进行此项工作，并确保他们能完成
这一任务？所以，你必须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并代表
企业来行使应有的关注，确保未将宝贵信息交到错
误的人手中。
佛拉沙德·艾因诺拉（Folashade Eyinola），Blue Talia
咨询公司首席财务官

会计师应将技术作为一种预防手段。此外，对于每
一项既定流程，会计师还需清楚了解和找出[可能的]
漏洞，并明确黑客闯入系统的可能行动步骤。
科拉·艾根拜迪（Kola Agunbiade），IS Internet 
Solutions公司（Dimension Data旗下分支机构）首席财务
官

一些会计师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环境，这将影
响他们采取必要应对措施或提供支持的能力，比如
进行年度渗透测试、利用大数据的威力、淘汰不必
要的人工数据处理流程，等等。
米歇尔·霍利肯（Michelle Hourican），Datatrails公司
董事

专业会计师在传统财务管控工作上花费的时间不应
超过（其工作时间的）20%，应将另外的80%时间投
入到战略性工作上，如商情预测、实施新的技术解
决方案、开展渗透分析等。
艾泰恩·道尔（Etain Doyle），Group Insight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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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主题二：
基于平台的商业模
式
平台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商业模
式。它通过连接产品或服务的买卖双方来
创造价值。对于许多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而
言，得益于技术和网络效应的综合作用，
其用户群体能极其快速地实现规模化。此
外，平台还能存在于多种行业中，比如在
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搭建桥梁，或将寻
找住处与提供住处的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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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与员工的关系

平台型企业无需显著扩大员工队伍规模
便能实现业务扩张。作为中介机构，它
们只需将两大群体联系起来即可——即
商品或服务的供应方和需求方。这意味
着与营收相当的传统企业相比，平台型
企业可快速扩大自身规模，但其正式员
工人数却比前者少很多。此类企业一般
只负责建立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服务主
要来自签约合作的个人，而非企业员
工。这种做法可能引发人们对员工保障
和治理机制的质疑。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诚信 会计师应评估供应商是否受到了平台的不公正对
待。在审查服务提供商和平台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
时（无论是供应商还是员工），会计师必须秉承诚
信原则。

客观 i会计师需设法平衡企业的商业利益与承揽人和客户
的利益。同时，在“零工经济”中，合同雇员的权
利应与降低固定轮班员工工作的弹性保持平衡（由
于在当前基于合约的模式下，只能“按需”供应专
业知识服务）。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外部审计师需充分了解相关平台，才能对企业的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如果不对所关注的领域予以跟踪
了解，或者不充分核查自身是否足够了解平台的运
营模式，审计师可能无法正常发挥其专业能力并履
行应有的关注义务。

客观 内部审计师可能面临来自企业高管层的压力，要求
保留审计师提出质疑的某些业务流程，尤其是在相
关变动会影响企业利润的情况下。此外，内部审计
师还应避免偏见，忽视缺乏权力或影响力的个体经
营服务提供商的利益。

4.2.1 示例情境：定义工作者和平台之间的关系

某平台型企业在家政服务领域建立起了庞大的用户群体。这
些领域包括烹饪、清洁、房屋粉刷、管道疏通、家电修理、
园艺等。用户青睐该平台的原因在于它能为各种要求提供一
站式服务，并且价格极具吸引力。同时，平台还构建了值得
信赖的专业供应商名单，为用户提供相关服务。

作为该平台企业的代理商或承揽人，供应商一般使用自有设
备来提供服务。严格来说，他们属于个体经营者，即当用户
通过平台提出服务要求时，平台便会“雇佣”他们。然而实
际上，绝大部分承揽人的工作都来源于平台。因此，他们的
议价能力十分有限，很难拒绝客户要求，通常只能根据平台
设定的计划开展工作。他们无法享受任何带薪休假，也没有
平台运营商少数正式员工所享有的福利和员工保障。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措施 防止对利益相关方的不公正待遇更有可能成为一项强
有力的伦理道德守则。平台型企业是一种相对较新的
商业模式，其商业活动不及传统企业成熟——这一守
则可能帮助制定一些关于职业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

解决办法 如果供应商希望通过重新协商来获得与正式员工类似
的权益，那么平台型企业需要开启新的对话流程，将
相关法规的变动纳入考虑。会计师则需对这一流程提
出建议。无视这一问题只会令情况变得更糟，而且可
能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最佳实践。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外部审计师需要考虑，为争取供应商的权利而质疑平
台运营商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只有在平台违反了某些
法律法规时，外部审计师才应采取行动。如果平台没
有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NOCLAR）行为，外部审
计师便无权针对供应商是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出
具任何意见。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需要避免陷入平台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
间的任何争端。内部审计师的职能不是在利益冲突中
偏袒其中一方，而应在考量最佳做法的同时，对可能
采用适当的解决方案提出明确而独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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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全新的商业发展趋势正在改变我们的营商
方式。作为ACCA会员，我们应如何做到与时俱
进，才能确保将我们所知的一切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利用我们已有知识来对这些新型非实体资
产企业负责，同时保持一贯的客观和专业精神呢？
为此，我们必须依赖并应用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
关注这一原则，确保做出恰当应对。
谢丽尔·克拉克（Cheryl Clarke），联合国审计员

会计师的职责在于确保提供的财务或其他账目实事
求是，且不具误导性。无论是从财务还是技术层面
上讲，云计算的崛起体现了社会对服务机构管控活
动依赖程度的历史性转变。也正因如此，人类社会
对会计师工作的依赖也变得更加重要。
罗兰·特纳（Roland Turner），TrustSphere公司首席
隐私官

谈到职能范围，我认为内部审计师的职能范围较
外部审计师更广，因为内部审计师可能、或者必
须对企业运营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考察。
保罗·卡尔（Paul Karr），已退休，管理会计师协会财
务报告委员会（IMA Financial Reporting Committee）
委员

随着工作力和工作环境流动性的提高，内部管控
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Scott Ackerman,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斯科特·阿克曼（Scott Ackerman），真正原产咖啡公司
首席财务官

如果会计师也是“零工经济”（内部或外部）的
组成部分，那么我们需加倍确信[他们]的行为是诚
实和客观的。
布莱德·蒙特利欧（Brad Monterio），Colcomgroup公司
董事总经理

企业声誉一旦受到影响，那么最终受到诚信质疑
的将是内部审计师与误导信息的关系。内部审计
师对雇主的责任在于，确保雇主声誉不会受到
损害。那么，审计师对自身职业的责任又是什么
呢？加入审计行业，应如何确保个人在面临雇主
声誉受损的情况时做到诚信行事呢？审计师固然
对雇主的声誉十分关切，但最终如何才能将雇主
声誉与审计师个人诚信行为联系起来呢？
肯恩·松（Ken Siong），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
会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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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抓住用户的能力。

保护平台型企业的知识产权（IP）

P作为中介机构，平台型企业拥有的
实体资产或有待出售的自有库存很
少。因此，知识产权便成为了推动企
业制胜的关键因素。例如，一些平台
利用“推荐引擎”，采用复杂的分析
法来处理流经平台的海量数据，从而
为平台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购买建议。
平台吸引用户、利用数据和提供增值
服务的能力，都将与平台的知识产权
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保护知识
产权不被抄袭或盗窃。 

道德原则的妥协

4.2.2 示例情境：“网络爬虫”
某公司创建了一个手机应用平台，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对餐
厅进行评论和打分。同时，该平台也提供餐厅的具体位置和
订座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评论的数量不断累积： 
84%的餐厅至少都有一个评分，62%的餐厅有5个以上的评
分。于是，该平台成为了用户评分的首选。

此举有利于促进餐厅营收，而各家餐厅正是平台型企业的主
要收入来源（应用本身向用户免费开放）。但现在一家相对
较新的酒店预订网站也开始提供餐厅名录，并且各家餐厅的
评分与平台完全相同。于是，公司开始关注并怀疑酒店网站
使用了“网络爬虫”，即通过一种“机器人”或“自动程
序”，从公司网站上直接抓取数据，从而实时复制用户评
级。

应对措施
会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会计师应认识到，用户的评论和评分会促进手机应
用的粘度 和企业的商业模式。因此，这一知识产权
对企业的经营主张具有核心价值。如果其他人复制
并使用了有价值的信息，便会削弱企业吸引更多用
户的能力。

保密 被复制的数据可能还含有注册用户的其他信息链
接，如个人邮件地址等。允许未授权个人获得此类
数据可能构成违反保密的道德义务。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师应考虑“网络爬虫”对平台知识产权的
损害。平台型企业的发展演变可能非常快速，其获
得用户或失去用户的速度也比传统企业快很多。因
此，如果内部审计师不具备应有的专业能力，很快
便会令企业蒙受损失。

客观 内部审计师有责任在所有职业和商业关系中保持坦
诚。如果审计师从未听说过“网络爬虫”或其他类
似威胁，就应坦率承认，而不是口是心非地认为此
类威胁与审计师职责无关。

会计师：

预防 会计师应清楚认识到该知识产权可能被窃取的难易程
度，并就相关保护措施的重要考量因素展开讨论。在大
多数企业中，IT团队可能会负责处理此类问题，但会计
师也应发挥重要作用，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将技术手段与
商业风险联系起来。

解决办法 面向未来，会计师可建议公司聘用“道德黑客”（见
4.1.2节），帮助其了解平台的技术安全漏洞所在。某
些情况下，公司还可考虑对酒店预订网站采取法律行
动，但其犯罪行为可能难以得到证实，诉讼费用也会相
当昂贵。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内部审计师应审查相关机制，对知识产权数据进行保
护，并通过机制评估来确定其是否能充分减少威胁复发
的风险。定期检查有利于确保知识产权获得持续保护。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应负责确保管控措施能充分降低风险和应对
面临的各种威胁，而不负责任何技术工具的选用或实
施——此项工作仍由技术专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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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行业必须不断提高财会知识和商业敏锐
性，同时超越数字本身，去认识和评估新的
技术。财会行业还应了解这些新的技术如何
帮助企业更好地完成工作并实现创收。
何耀基（Ho Yew Kee），新加坡理工学院副院长
（未来技能与员工发展专业）

审计师需加倍努力确保企业采取了充分的
保障措施来减缓与平台业务相关的风险，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一些软性问
题。
维多利亚·艾珀麦（Victoria Ipomai），肯尼
亚Sanlam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

关于平台型企业自身的数据保密工作由两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客户自身数据的
保密性。如今，数据对企业的利润和营收
均具有促进作用。在会计工作中，我们也
在努力维护整个系统的保密性，将发现的
任何漏洞及时上报给管理人员、股东、独
立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第二部分则使数
据在公共流程中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
数据泄露将有可能发生。因此，会计师必
须通过制度和技术手段来防止数据泄露行
为，在数据获取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之间寻
求适当平衡。
高智纬（David Ko），毕马威中国（KPMG 
China）审计业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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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字化主题三：
大数据与分析法
大数据通常与极具多样性的海量数据密切相关
（如结构化定量数据和视频/图像等非结构化数
据）；而大数据得到有效管理的背景，正是数
据处理速度的不断加快。

分析法则改变了人们对数据的看法：数据从一
种维持企业运作的要素，转变为可充分利用的
资产。分析工具通常使用复杂的细分技术和预
测建模来预测未来行为，并能在非常庞大的数
据集中实现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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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监管要求

有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监管要求正日益增加，
违规行为也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当然，新
法规的施行仍有一定难度，因此企业必须确保
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能参与其中。比如，企业可
以设立诸如“首席数据官”之类近年来刚刚出
现的职位。同时，还应通过严密监督来确保法
规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所了解并得到妥善落实，
使相关责任人拥有适当的监督力和能见度。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会计师理应知晓《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即将施行，以及按
照《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企业行为可能会触犯法规。如
果会计师未关注到即将发生的法规变化，从而没有警示企
业不应继续上述行为，那么便可能被视为遵循“专业胜任
能力和对客户应有的关注”原则的失败。

诚信 利用公用事业客户数据来推广信用产品或许本身就存在伦
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虽然此行为发生时法规并未明确禁
止，但会计师应考虑公司是否贯彻了遵规守法的精神，还
是企业在刻意利用法律时间差。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如果营销邮件因企业内部缺乏制衡而被允许发出，那么内
部审计工作或将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如果审计师对客户
数据处理工作的相关界限和责任缺乏认识，其专业胜任能
力可能会受到质疑。

专业行为 内部审计师需了解即将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则
以及判定各种行为是否违规的依据。同时，还应开展检查
工作，对企业目前和未来的合规行为进行评估，避免因放
行任何违规活动而导致专业声誉受损。

4.3.1 示例情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某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决定将业务拓展至金融服务领
域，发行一款信用卡，为忠实用户提供折扣。公司
利用自身的用户数据库作为营销依据，向用户发送
信用卡广告邮件，但并未事先获得用户许可。

于是，该公司因滥用客户数据、鼓励人们增加负债
而饱受消费者群体的诟病。公司此举恰逢《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GDPR，预计于2018年5月生效）正
式生效前数月。该条例规定，禁止企业将数据用于
收集目的以外的其他用途。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在必要时清楚发表意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果有违背道理原则的行为发生，专业会计师
应直言不讳，就营销方式提出质疑。此外，强
调即将出台的立法和对品牌构成的风险也同样
十分重要。

解决办法 会计师应协助引导未来的企业活动，防止错误
重复发生。同时，修补此事件暴露出的程序漏
洞也将至关重要。这应成为企业针对《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检查自身准备情况时，所开展广
泛工作的一部分。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鉴于即将出台的立法以及对公众和媒体利益
的不利影响，内部审计师可考虑这一营销方式
是否符合股东利益。同时，还应从公众利益出
发开展检查工作，确保具有更高信用风险的弱
势用户群体已从营销计划中排除。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需防止任何个人意见对其行为产生
影响。他们个人可以对管理层的营销决策表示
同意或反对，但必须与直接决策保持一定距
离，专注于最佳实务标准并进行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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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生效后，企业是否会建立相应机制
来保障个人的被遗忘权——而大部分机制又能否做到这一
点呢？企业采取“自带办公设备”方式取得的收益显而
易见，但也会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数据盗窃。违反《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可能导致企业损失4%的全球总营
业额。
米歇尔·霍利肯（Michelle Hourican），Datatrails公司董事

制定强有力的数据安全法律是一项棘手任务，只有部分
国家或地区能够达成该目标，目前尚无法在全球范围构
建起这一体系。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来明确各
方责任，就会出现灰色地带。事实上这或许就是道德行
为准则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
肯恩·松（Ken Siong），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技术
总监

就企业内部审计职能而言，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无
疑是，必须在开始创建审计部门时，就能对关键问题进
行梳理。如果能预先明确审计职能，那么会计师的职责
就会包括评估相关机制，以及向治理委员会进行报告
丹尼尔·安格亚（Daniel Okila Omulando Angoyia），SGA 
Security（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集团财务总监

……除技术战略和商业战略外，制定恰当的数据治理战
略同样至关重要。内外部审计师及其他人员具有重大机
会对数据治理战略提出质疑，因为一旦数据治理架构失
效，这些道德问题便会趁虚而入。
布莱恩·德苏扎（Brian DeSouza），毕马威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风险咨询服务主管

就数据管理而言，关键问题之一在于信任。当客户将自
身的信息交由我们来保管时，说明客户对我们十分信
任。因此，我们需要确保客户能一直对我们保持这份信
任感。我认为，肯尼亚在数据安全方面做得很不错，因
为通信管理局就电信运营商可以从事的活动制定了极其
严格的规定；比如，企业不得公开客户的保密信息。
文森特·奥皮尤（Vincent Acholah Opiyo），Safaricom公司
财务运营主管Twaweza



33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滥用客户隐私信息

分析法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利用大量精细化的数据
作为原材料，来生成准确的
洞见。这些洞见通常具有预
测性，比如预测“哪些类型
的客户更有可能购买哪些类
型的产品”，等等。如果获
取的数据越多，数据的细分
和模式确立过程就会更加准
确。这也是数据成为一种资
产的原因所在，同时企业或
许希望不遗余力地取得数
据，有时甚至不惜越过道德
底线。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诚信 该企业有可能免予法律诉讼。即便如此，专业会计师
仍需考虑该企业获取客户“同意”使用数据的方式是
否正直和诚实。

保密 该企业可能会损害客户数据的保密性，这取决于其持
有的诸多数据中哪些类别得到了允许。这些客户信息
可能包含反映个人活动情况的地理位置数据、个人身
份数据或基于财务数据的各种分析推断，如根据客户
在店铺的逗留时间来对购物行为进行预测。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不论是内部审计师还是外部审计师，都应警惕因滥用
消费者数据而引起的风险，以及对企业和品牌造成的
影响，并据此向管理层提出相应建议。

客观 购物中心管理层应避免对健康的收入流造成损害。零
售商之所以青睐这些数据，是因为这些数据具有高度
的细分性和定向性。通过利用这些数据，零售商获得
的投资回报将远远高于通常的营销活动。内部审计师
面临的挑战在于，面对管理层明确的既定偏好，应始
终保持客观。

4.3.2 实例情境：购物中心使用的客户数据

某购物中心安装了一批信标设备来监测客流量。同时，这些设备还
可对使用匿名方式探测无线网络信号的手机进行追踪。顾客可通过
手机登陆并连接到无线信号，从而获得免费的上网服务。上网登陆
页面同时还会显示一个“退出”复选框。如果顾客未勾选此项（通
常会因急于上网而迅速跳过这一步），便意味着他们接受购物中心
的跟踪，再次到店时被自动识别，并且同意购物中心出售其个人数
据。

久而久之，购物中心获得了大量数据，并利用分析法来确定哪些客
户会到访哪些店铺、回头客与新顾客的人流量对比、以及顾客在购
物中心不同区域逗留的时间长短。此外，中心还面向零售店面推出
了一项付费服务，零售商可利用中心提供的数据向购物者手机发送
定向广告。随着广告数量的不断增加，某隐私保护组织发现了这一
情况。于是，该组织在当地主流报纸上将此事广而告之，并建议大
家抵制这家购物中心，直至其提高数据使用的透明度。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如果企业决定继续以这种方式使用数据，就必须
对消费者更加公开透明。会计师应建议企业采取
更加符合伦理道德的做法，让顾客选择是否“加
入”，即明确同意接受购物中心的数据跟踪并接
收活动广告，而非在不同意时选择“退出”。

解决办法 如果企业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放弃这一做法或
许是明智之举。或者，企业可以在提高数据使用
透明度的前提下，继续该行为。此外，企业还有
必要通过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向媒体说明相关改
变，会计师则应提供相应建议和意见。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对内部审计师来说，恰当的做法或许是，审查企
业行为是否已违反数据隐私法。查明如果继续原
有模式，企业与零售商的商业合作后续是否会受
到隐私保护团体的质疑，这一努力也符合股东利
益。作为一个受到日益关注的领域，审计师需要
掌握各种最佳做法，并且了解更多因滥用客户数
据而遭受道德层面质疑的案例。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需确保企业能就如何解决隐私相关问
题获得专业的外部建议，将风险减少到最小。外
部顾问还需要审查企业内部的治理架构，以及该
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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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聚合数据进行决策或为管理层决策提供支持时，会
计师必须秉承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原则。作为会计
师，我们需具备更为全面的各种技能，不仅能解读数据，
还能了解数据的局限性。
弗莱德·阿拉雷（Fred Alale），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

从技术角度来看，由于目前拥有大量个人信息数据，因
此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
在此基础上，各种互动不断增加，与其他因素的联系也
越来越紧密。所以，当企业决定专注于某一特定人群并
努力提高利润时，便可能面临道德困境。
彼得·尤加里（Peter Ujvari），比利时联合金融集团（KBC 
Group）资深IFRS专家

当前，数据保护正成为所有人脑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因此我认为，其重要性已有了显著提高。同时，数据系
统也变得越来越集成，使我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更多
信息。
德雷克·亨利（Derek Henry），德豪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研发主管

在人们共享并利用大量数据推断出有关于个人或企业活
动的各种结论时，“保密”和“诚信”两大原则便是这
一过程的核心所在。其挑战在于，信息处理和披露缺乏
透明度，并且不能为更多人清楚了解。
加里·麦克帕特兰（Gary McPartland），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副
董事

伦理道德关乎人类行为——即知晓如何利用手中的信息
做正确的事情。
埃塔·麦卡伦（Ita McCarron），葛兰索史克公司
（Glaxo Smith Kline）财务总监

在我看来，不管是否处于数字时代，我们都必须坚持道
德原则，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坚持这些道德原则的每位会
计师。每位会计师都需要了解道德界限的位置所在，但
在数字时代，这并非易事——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自己
正在违反道德原则。我们已习惯于生活在边界更加明晰
的纸质社会。因此在全新的大数据时代，人们似乎觉得
在自认为恰当的时候可随意使用唾手可得的各种数据。
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确保自身行为仍在道德准则和原
则允许的范围内。即便我们是在处理大数据，但基本的
道德原则也应保持不变。
肯尼斯·加维（Kenneth Garvey），Cusack Garvey公司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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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字化主题四：加
密货币与分布式账簿
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与传统（法定）货币
的区别在于，加密货币的供应不受一国货币
发行政府的控制。加密货币通常是在数字化
点对点的基础上，利用加密工具来确保款项
在指定付款方和收款方之间发生正确的支付
行为。

分布式账簿就是数字化的数据库，其记录的
数据信息与该网络内部有关参与者密切相关
（如展示其所持资产的价值）。同时，所有
参与方看到的数据信息都完全一致，数据更
新也同步面向所有网络参与方，利用相关机
制在参与方中实现数据变动的一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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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与洗钱

深谙比特币工作原理的加密货币拥护者人数相对
较少，但却在不断增长。对许多人而言，数字货
币的概念可能不容易得到直观理解。实际上，比
特币可用于交易，也能兑换成传统货币——截止
2017年6月底，1个比特币的价值约合2000英镑。
针对传统“法定”货币，我们已建立相应的法律
法规来追踪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从而防止洗
钱行为的发生。但对于比特币和可追踪比特币流
向的分布式账簿（区块链），相关的管控措施却
不够明晰。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在会计师开展工作的传统架构内，比特币无法得
到有效追踪。因此，会计师必须了解许多细节才
能进行适当的影响评估。例如，比特币交易一般
都是公开且冒名进行的，即，将比特币支付到一
个公开可见的地址，但这些地址名称也为假名，
而非用户真名。

客观 一方面，此提案可获得内部人士的支持；另一方
面，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公司时刻面临着技术新
突破的压力。因此，专业会计师需统筹考虑问
题，尤其是在各方争论基于竞争对手可能使用比
特币等类似因素时更应如此。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员必须适当考虑多方面问题，比如，建
立公允价值基础的能力，以及价格的高度波动对
比特币的交易和流通方式产生的影响。这一知识
累积过程将成为内部审计师开展检查和识别洗钱
活动的基础。如果审计师无法做到未雨绸缪，则
很可能面临道德风险。

专业行为 不论是内部审计师还是外部审计师，都有道德责
任了解企业履行监管义务（比如信息披露、税务
等）受到的各种影响。同时，审计师还应对适用
于外国/其他辖区客户的规则进行审查，或安排相
关审查。

4.4.1 示例情境：品牌与经营风险
深谙比特币工作原理的加密货币拥护者人数
相对较少，但却在不断增长。对许多人而
言，数字货币的概念可能不容易得到直观理
解。实际上，比特币可用于交易，也能兑换
成传统货币——截止2017年6月底，1个比特
币的价值约合2000英镑。针对传统“法定”
货币，我们已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追踪资
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从而防止洗钱行为的
发生。但对于比特币和可追踪比特币流向的
分布式账簿（区块链），相关的管控措施却
不够明晰。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由于比特币的使用仍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会计师应
对市场情绪和比特币专家的意见保持密切关注，进而
帮助企业预防出现相关问题。同时，还要时刻留意公
众看法可能发生的重大改变，避免对企业声誉造成影
响。

解决办法 比特币交易的推出已在计划当中，因此需针对有关问
题制定行动预案。如果一旦发生问题，便可依据行动
预案严格行事。例如，若有证据表明存在洗钱行为，
则必须对情况进行坦诚透明的沟通，并在适当时实施
明确的补救或退出战略。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内部审计师有责任确保明确告知使用比特币可能带来
的风险和对企业的影响，因为很多股东及其他各方对
相关重要事项和有待考量因素的认识可能较为有限。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需根据市场规范对公司计划进行分析，并
保持对企业的独立视角。同时，还可对企业采取的具
体方法提出客观建议并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将所有
相关因素均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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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企业中，会计师或许是唯一来自专业机构
的人员，所以会受到专业机构施加的各种道德原
则的约束。因此，会计师应始终以合乎伦理道德
的方式行事, 并符合公众的最佳利益。
特里·魏黄兵（Terry Wee Hiang Bing），安永会计师
事务所鉴证业务合伙人

从设计者和倡导者的角度来看，加密货币最有趣
的道德困境或许在于，其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
存手段的内在矛盾。价格高度的波动性预示着较
低的储藏价值。对加密货币的投机行为越多，其
作为货币的表现就越差。对洗钱者来说，要么是
看重加密货币的高波动性，要么是看重其良好的
储值性。货币作为一项技术，取决于人们是否相
信未来存在一个利用其进行账务交易的社群。因
此，自相矛盾的是，洗钱者将收益寄托于加密货
币的行为，或许可以说明：作为交易媒介和储值
手段，加密货币正日趋成熟。
迈克尔·梅内里（Michael Mainelli），Z/Yen集团执

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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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簿可靠性与安全性

分布式账簿 一直都被视为一项能够显著
提高效率且不会影响数据可靠性和安全
性的跨越式发展成果。作为一个新兴领
域，分布式账簿已出现了许多运用方
案——其中大部分仍处于概念验证阶
段，而有些方案（如用于国际支付的账
簿）确已投入应用。目前，我们必须留
意和接纳相关重要发展趋势，因为它们
可能彻底改变分布式账簿的现行运作方
式，但同时也应兼顾企业现实情况，在
两者间取得平衡。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会计师需要了解的问题可谓方方面面，首先可从分布
式账簿的基本知识着手。然后，会计师需证明该项技
术是否能进行扩展并满足当前需求，以及是否能抵御
非法闯入或其他非授权数据访问的风险。

诚信 专业会计师应诚实说明他们是否对了解到的情况感到
满意。如果有疑虑，则应阻止项目继续开展。因为一
旦后期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他们便会因签发项目的依
据而受到质疑。

审计师：

专业行为 内部审计师需要考虑，建议将数据存入分布式账簿的
确切流程和机制是否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比如与“共
享”账簿数据获取和保密性有关的法律，或者涉及授
权方访问账簿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为了能够对分布式账簿的应用提供建议，审计师可能
需要学习新的工具，并更加重视提高自身进行严格系
统审计的能力。虽然交易层面的审查工作可能不再会
产生直接影响，但它将在技术询问中发挥重要作用，
帮助审计师评估数据在系统中的流动情况以及潜在的
重要风险领域。

4.4.2 示例情境：持有公民数据
某政府部门正在考虑采用分布式账簿来完善国内的产权交
易记录流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授权实体都能获取公
开、可靠的数字化档案，同时还可通过减少记录错误和伪
造带来显著效益。此外，分布式账簿作为权威的数字化档
案，可用于确认当前的产权所有者以及过往购买记录详
情。

该部门财务团队对这一创新普遍表示支持，并了解此举可
能带来的效益。不过，也有人对该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敏感
的公民数据是否会面临泄露风险表示担忧。由于相关数据
牵涉到产权交易，因此一旦发生问题，便可能影响到很大
一部分人群并演变成重大灾难。这可能给政府部门的会计
师和审计人员带来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会计师应避免放任项目以可能导致问题的方式发展。
为此，会计师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担忧，并随着项目的
开展，寻求高层管理者的澄清和说明。同时，他们还
极有可能需要从分布式账簿专家处获得更多专业意
见。

解决办法 鉴于这种性质的案例涉及高风险，首先对系统进行试
点将很可能成为必要之举。在这一阶段，会计师要想
解决问题，就必须开展详细的“危险信号”审查，巨
细无遗地指出存在的所有问题——因为细小问题也会
在系统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升级为重大隐患。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除进行标准审查外，内部审计师可能需要考虑一些涉
及公众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大量敏感的公民数据一旦
落入坏人之手是否会带来重大风险。比如，解决所有
权证虚假转让等问题既耗损财力，又浪费时间。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应能自由进行问题汇报，且不受直接管理
尽职调查工作的利益相关方的干涉。同时，（在政府
高规格项目中）还须始终独立于各种政治压力，只依
据项目的技术水平来出具意见。

10 http://www.accaglobal.com/uk/en/technical-activities/technical-resources-search/2017/april/divided-we-fall-distributed-we-stand.html，2017年7月31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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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簿将为审计师认识各种数据系统和管控
手段带来新的问题。审计师需要了解哪些人将参
与问题报告，以及参与者应如何避免被他人的不
道德行为所影响，这一点将十分重要。专业会计
师参与分布式账簿相关实体的数据管理工作将成
为风险降低的标志之一。
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Vivid Technology
公司首席财务官

分布式账簿将为审计师认识各种数据系统和管控
手段带来新的问题。审计师需要了解哪些人将参
与问题报告，以及参与者应如何避免被他人的不
道德行为所影响，这一点将十分重要。专业会计
师参与分布式账簿相关实体的数据管理工作将成
为风险降低的标志之一。
史丹和（Robert Stenhouse），ACCA副会长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数字化资产和文件越多，人
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工具来进行审计。在
数字化审计工作中，审计师必将留下工作痕迹。
因此，审计师便能藉此识别出各种数据模式和趋
势——而这是在纸质审计中无法做到的。
霍尔格·林德纳（Holger Lindner），南德意志
集团全球产品服务部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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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数字化主题
五：自动化、人工
智能与机器学习
如今，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使越来越多
的软件机器人承担起基于规则的重复
性工作。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
（ML）可以对庞大且复杂的数据集进
行分析，以便机器能够随着时间的推
移开始自行形成一些决策规则。除定
量数据集外，这可能还涉及作为直播
流媒体而实时涌入的非结构化/未标
记数据（“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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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流程的应用

随着自动化流程不断承担起越来越多
的人工工作，企业面临的挑战在于，
从契合度、成熟度、成本和风险等方
面来评估自动化发展进程何时将成为
企业的恰当之举。一方面，企业需在
潜在收益与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寻求
适当平衡；另一方面，还应认真考虑
自动化对全体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影
响。总之，企业必须在满足股东的竞
争力和效率需求与承担对员工的责任
之间找到一个恰当平衡点。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客观 会计师可能面临来自公司管理层的压力，
因为管理层会将新系统的实施视为一种简
单决策，而自动化则是企业向前发展的“
必然”之路。会计师应通过公正的分析，
确定减少的员工人数能否足以弥补人力迁
移成本，且业务风险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
内。

专业行为 缺乏对新系统的清楚认识可能导致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会计师必须了
解公司在取消现有团队时对员工负有的责
任，以及员工再培训/再分配的可选方案。
此外，会计师还应对内部沟通流程进行仔
细审查。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师将需要在技术审查最佳实务的
基础上，采用严格的审计方法，询问有关
流程、风险和监控的关键问题。同时，审
计师还可进一步了解其他类似举措的经验
教训，从而对新系统实施的管理和监督工
作提出充分的质疑。

诚信 内部审计师往往需要考虑系统实施后决策
产生的效果，并采取透明、公正的方式对
相关结果进行审查。例如，审计师不应忽
视各项查询的重要性差别（避免为节省时
间而导致过度简化），并核查企业采用的
技术是否能有效处理非标准查询。

4.5.1 示例情境：客服中心重组
某快速增长的移动通信公司意欲减少对客服中心人工服务的依
赖。该客服中心拥有一个庞大的客服团队，专门处理所有客户
来电，解决各种问题：从新客户咨询到投诉和故障解决等。此
举目的在于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分析客户数据，从而预测每位客
户电话呼入的原因。

新系统将结合交互式语音应答（IVR），将客户电话引入相应的
部门，并尽可能利用自动应答而非人工服务。自动应答不仅会
为客户提供所咨询问题的解决之道，还会提供获取进一步信息
的相关网页链接详情。要想有效解决客户呼入疑问，系统必须
具备将知识与分析进行结合的能力（比如，客户想对两种不同
的服务合约进行利弊和成本比较）。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防止判断失误取决于对分析方法的使用和会计师的商业智慧。
在利润微薄的竞争性企业中，降低大量固定员工成本具有重要
意义。另一方面，这家企业正处于快速增长中，其所处行业具
有客户流失率高、忠诚度低等特点——这些都应成为合理的考
量因素。因此，如果企业服务质量因自动化而大打折扣，那么
客户流失的影响便会完全抵消成本压缩成效。因此，会计师应
对这些问题进行权衡，并给予管理层恰当建议。

解决办法 企业一旦做出人力迁移的决定，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变革管理来
应对各种难题。如果转型遇到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便需要采取
相应的补救措施。有时，分阶段实施决策可能更为恰当，以此
确保企业能正确识别客户需求。例如，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或
许并不在于自动化本身，而在于对客户预期进行更好的管理。
因此会计师应当针对这些问题为管理层建言献策。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如果公司以成功创新而闻名，那么这一投资便可能与股东预期
相一致。或者，如果自动化方案的实施伴随了太多的其他变
动，或只是作为一种“面子”工程匆忙上马，那么内部审计师
可能需要识别出有损业务运营的相关重大风险并进行报告。

保持独立性 大型审计师事务所可能会设立咨询部门，就技术筛选和实施支
持建言献策。外部审计师需避免在这些方面承担管理责任，但
应始终发挥严格的顾问作用，为审计客户提供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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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股市崩盘通常又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机器所获信息的完整性极为重要，因为机器正是基
于这些信息来做出决策和进行推断。在机器学习过
程中，我们将对机器的学习内容和处理结果产生重
要影响。
弗莱德·阿拉雷（Fred Alale），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副董事

1987年股市崩盘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在于熔断
机制的必要性，以及熔断机制必须由[一个]人来
触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任何活动和运营计划
中，都必须存在人为干预。比如，由审计师来核
查算法、验证逻辑、审查原则并在必要时最终推
翻人工智能系统的决定。
何耀基，新加坡理工学院副院长（未来技能与员工发展
专业）

如果你能在不清楚可能的结果前拒绝仓促参与某
项计划，就说明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原则
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师将在风
险评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通过模拟而非逐项
排除的方式，并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进行判断。比
如，如果发生问题，它可能导致何种程度的损
害？
霍尔格·林德纳（Holger Lindner），南德意志集
团全球产品服务部首席财务官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自动化工具，我们必须
牢记：工具可能包含逻辑错误或缺陷。因此，从
一开始就对这些错误进行核查并予以持续监测将
具有重要意义。审计师有义务合理保证自动化工
具受到充分管控，同时还可考虑向企业提出诸多
问题，比如：“作为企业所有者和系统专家，你
对自动化工具的完整性有何信心？你是如何构建
这一工具的？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纠正各种问题
或缺陷？”通过这种方式，审计师便可提供一定
程度的合理保障。
加里·麦克帕特兰（Gary McPartland），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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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驱动型决策

过去，机器只会简单地执行人类
开发的各种程序，它们只是“行
为者”而非“思考者”。现如
今，在基于模式识别的复杂机器
学习（ML）工具的支持下，机
器系统可能参与到任意的决策中
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将分
析大量数据，并依靠历史模式/
趋势来为决策提供相关信息。这
意味着机器能够制定决策规则，
并在新信息出现时，对这些规则
进行动态更改。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客观 专业会计师需客观考虑该银行是否在依赖算法和
实施人为监督之间取得了恰当平衡。银行或许应
加大人为监督力度及相关成本。比如，某些情况
下可安排员工负责在冻结交易前与客户取得直接
联系。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误报（将合法交易标记为欺诈）可能很难被发
现。如果不深入了解误报的根本原因、不建立适
当的管控机制，那么误报将会导致昂贵的代价。
它会削弱银行在采用自动化系统上的商业说服力
——并非因为该系统不宜采用，而是因为银行执
行不力。因此，会计师应能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建
议，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应有的关注。

审计师：

客观 作为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误
报既会对公众认知产生影响，也不利于企业品牌
形象。内部审计师需避免受到管理层、分析团队
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不当影响，因为这些人可能
会急于证明这只是一次性问题。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师应能对技术、分析及其他团队提供的
情况说明进行质询，还需要能够理解算法过于敏
感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并将其与其他因素（如内
部流程、面向客户的流程）和业务风险（如潜在
的数据窃取或损失）相联系起来。

4.5.2 示例情境：欺诈检测
某银行开始采用计算机算法来识别欺诈行为，自动对每位客户和每
项交易进行评分，并基于临界值以上的峰值建立警报。该算法使用
了各种类型的数据输入，并且数据输入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这
种机器学习模式下，算法可利用欺诈行为发生时的各种数据输入，
来改变输入数据重要性和权重之间的平衡。

此外，实时计分模型每周都会根据最新的算法自动更新。某一周，
某市盗用银行卡的情况出现了少有的激增。因此，计分模型对该地
发生的交易变得高度敏感，导致20%的交易因被错误判定为欺诈而
遭到冻结。

由于该事件发生在周末，使相当大一部分客户受到影响，并引发了
客户的高度不满。客服中心呼入电话爆满，社交媒体负面评价不
断，全国性报刊也对此发出批评之声。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会计师需着力监督管控措施的部署情况。例如，假设该
银行存在组织孤岛，导致许多交易因各部门间信息流动
不畅而遭到冻结。这种情况会使初始算法错误更为严
重，且本应在问题发生之前得到妥善解决。鉴于目前情
况并非如此，会计师可能需要尽快就改善内部沟通的方
式提出相关建议。

解决办法 对于真实交易遭到拒绝的客户，银行可给予补偿。此举
将降低客户对银行的失望程度，减少客户转投竞争对手
的风险。事实上，很多客户清楚问题可能随时发生的，
但更重视银行方面进行及时透明的沟通。会计师需向银
行管理层提供相关建议，确定赔偿额度。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内部审计师可能需要考虑银行对受影响客户所采取的补
偿措施的恰当性，并在补偿金额不够（或过高）时提出
建议。

保持独立性 一点将十分重要，在适当情况下，还可与其他企业类似
事件相挂钩。



44

数字时代的职业道德与信任     |      4、利用“道德透镜”分析数字主题

我们掌握着大量数据，不论机器学习的效果是好是坏，
我们都能从中获得许多经验。机器学习可以替代人力来
进行决策，且效率非常高——其表现也许会相当之好，
甚至在决策效果上也可能优于人力决策。不过，机器学
习也有一些极为失败的案例。比如，当我们将看似合理
的数据输入系统后，可能会得出令人尴尬的结论。
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麦考瑞大学网络安
全中心科学事务主任

这与客观和专业胜任能力两大原则直接相关。对于缺乏
技术原理知识的人而言，要真正了解机器学习的过程是
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们开始对机器过于依赖。
约翰·斯塔德里（John Studley），普华永道数据分析首
席合伙人

在将机器学习应用于决策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考
虑相关的道德问题，避免对机器的基础层面和模型形
成无意识的偏见。在更为复杂的决策引擎得到进一步
开发后，这些偏见可能也会进一步扩大。
埃里克·林金辉（Eric Lim Jin Huei），新加坡大华银行
（United Overseas Bank）董事总经理

人工智能的确大有裨益。由于人工智能可以不断学
习，因此能更好地预测和识别定价错误的资产与风
险，然后在泡沫形成前极为迅速地进行纠正。
霍尔格·林德纳（Holger Lindner），南德意志集团
全球产品服务部首席财务官

我认为，我们虽然已把很多决策流程交由人工智能来
处理，却并不清楚其背后的算法将把我们的业务活动
引向何方。是什么人决定了这些算法的创建方式？算
法是否能够生成正确的数据信息？
安妮·吉奥（Anne Keogh），Pharmapod公司首席财务官/首
席运营官

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一种用于决策的算法，那么它就不
会表现出任何诚信。我认为，会计师有义务（取决于
资历）跨越组织界线，与参与人工智能运营的人员进
行对话，确认运营流程或“黑箱”所用的数据是否可
靠。
保罗·卡尔（Paul Karr），已退休，管理会计师协会财务
报告委员会委员

就自动化而言，在坚守诚信、客观、专业行为等基本
原则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谁来做出最终判
断。如果我们将依赖于机器分析、推断或预测，那么
会计师的作用何在？我们是否只要简单地接受机器的
判断结果就行？
肯·宋（Ken Siong），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理事会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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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数字主题
六：技术采购
在考量数字化时代的道德问题
时，这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要素。
技术成本可能是企业预算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投入相
比，技术可能迅速改变，也可能
很快过时淘汰。因此，技术成本
可能经常触及企业的盈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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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信息技术

影子信息技术是指在企业界定的已核准（且往往统一
的）方针和流程以外存在的技术采购活动——例如，某
团队或部门在没有核心采购部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
技术采购。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人
表示走要完组织流程将遇到诸多困难，也有人认为通过
集中治理流程进行审批的时间太长。最终，影子信息技
术可能导致技术重复采购和效率低下，进而无法满足企
业整体的需求，也无法有效抓住商机。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诚信 财务部门一旦发现任何问题及其影响，
会计师就应找出导致错误决策的流程，
而不是仅仅评估决策产生的影响。如果
无法做到这一点，则说明会计师在认识
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存在某种形式的
不诚实。

客观 该部门负责人可能是一名成功的领导，
并且作为企业重要利润中心的负责人而
颇具影响。因此，会计师需要经受住来
自该领导或其同事施加的压力，同时倾
听他们对企业集中化流程可能抱有的合
理关切。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师应能发挥重要作用，揭示影
子信息技术活动产生的切实影响。同
时，他们还应避免采取碎片化工作方
法，留意整个企业的浪费之风、存在的
风险和不够理想的结果——而不是将部
门孤立于企业其他部门之外来进行评
估。

专业行为 I内部审计师需要对违反适用规则的行为
发出警告。例如，如果该部门为某项服
务支出的费用高于公司政策规定，可能
会给企业带来更多问题，尤其是当有明
显证据证明该部门支付的金额已超出当
前市场定价范围更是如此。

4.6.1 示例情境：不同部门各自为政
在某大型企业中，一个业绩优异的部门正利
用部门内预算采购软件，而绕过了企业统一
的采购流程。因此，目前正在做一些不够理
想的决策。由于对所需软件规格缺乏了解（
版本管控较差）、无法在整个企业进行协调
以获得有利的定价、以及碎片化的部门系统
无法有效扩展，该部门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购
买情况。对此，财务部门正在考虑如何在不
引入过多或繁琐流程的前提下，提高部门信
息技术支出的可见性。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在本案例中，解决根本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们很容易将
问题归咎于负责技术采购的部门，但缓慢、官僚的企业集中采购
流程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潜在问题。其他一些不利因素可能包括：
因之前无力实现规模经济和企业范围的应用而丧失信誉；部门层
面缺乏IT意识；核心团队和部门团队之间缺乏内在动力等等。因
此，会计师需识别出这些问题，评估相关影响，并就解决办法向
管理层提供建议。

解决办法 减少现有影子信息技术活动应从确立支出范围着手，以便明确确
定技术采购活动，并实施采购规则。会计师还应指导建立相关规
定，在商业考量和集中管控之间寻求恰当平衡。此外，为避免在
小规模技术采购上浪费时间，还需要确立合理的重要性采购门槛。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内部审计师可就制定最佳实践流程提供指导，同时还可协助制定
相关规定，确保所设门槛能充分发挥作用但不冗繁。创建并持续
更新这些流程和规定，也有助确保股东价值不会受到损害。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有责任确保企业的采购规定能如期获得实施并产生预
期效果——即进行一定程度的严格管控，同时不降低企业的敏捷
性。此外，内部审计师将不应受任何部门主管的统属，并能全权
调查部门活动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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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计师不是IT专业人员，所以有时面临着对
将要采购的IT系统了解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尽快
培养会计师在IT解决方案方面的专业胜任能力。
佛拉沙德·艾因诺拉（Folashade Eyinola），Blue 
Talia咨询公司首席财务官

作为一名会计师，你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胜任
能力来参与采购过程？比如，在很多技术解决
方案的投标过程和报价确认过程中，价格是否
公平？终端用户或许会觉得这种判断极具主观
性，因为技术解决方案本身就具有无法衡量的
属性。
荣余飞（Rong Yufei），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
（Greater China, IHG）商业支持-管理总监

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会计师应加强信息技术方
面的知识。如今，许多首席财务官还要进行信
息技术管理，要想解决技术采购问题，就必须
具备非常专业的信息技术知识。因此，最佳解
决方案便是鼓励财务人员学习信息技术知识，
使其具备识别流程控制等核心问题的能力，从
而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
冯一峰，上海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审计师应首先了解开展审计工作的目标产业，
然后了解其具体的内部控制和产品情况。同
时，审计师还须先行了解企业的业务流程，否
则就没有办法开展审核工作。因此，我认为，
未来将出现不同业务的交互融合，而财务人员
学习商业和信息技术知识也可能成为一种趋
势。
连向阳，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
上海分所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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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的供应商关系

企业偏向于与少数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这既可
能出于有意，也可能是由于疏忽。前者可能与私
人关系、贿赂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后者则可能
由于无法充分了解细节情况，或不愿费心去质疑/
改变与某一供应商签署合同的长期规范，从而导
致被该供应商锁定。

道德原则的妥协
会计师：

诚信 某种程度上，如果会计师忽略了供应商关系存在
不恰当的可能性，便可能使会计师的诚信受损。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会计师想避
免进入某一棘手领域，或难以从利益相关方处获
取重要信息。因此，不论是针对自身还是他人，
专业会计师都应诚实以待。

客观 会计师表示出担心可以理解，但不应在毫无证据
的情况下认为供应商关系过于“融洽”，而应适
当了解决策背景。例如，传统系统的升级可能必
须通过进行初始安装的供应商来进行。

审计师：

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

内部审计师应通过监督和管控流程来对出现的任
何不正常活动和行为发出警告。为履行应有的关
注义务，审计师需根据准则要求和最佳实践来核
查相关流程。例如，核查在技术采购过程中是否
存在基准测试或竞争性投标的证据。因此，作为
专业胜任能力的一部分，审计师必须了解准则要
求和最佳实践等相关知识。

客观 如果内部审计师发现缺乏竞争性基准测试或投
标，并依赖于高层管理者来保证合同价格的合理
性，那么审计师行为便可能违背客观原则。

4.6.2 示例情境：少数供应商

在某中型企业，由技术采购团队管理的绝大部分
合同往往被同一家供应商获得。这种情况极不正
常，企业管理层希望深入了解公司与该供应商的
关系。目前，所有细节尚不明朗，但也没有迹象
表明存在任何非法活动或腐败行为。不过，财务
部门仍然担心公司并未获得物有所值的服务。

应对措施
会计师：

预防举措 会计师可能需要就强化采购流程提供建议，例如为采购
设立门槛金额，并采取默认方式开展竞争性评估。同
时，还可在定期审查机制中适当增加深度调查标
准——如审查合同价值或供应商使用频率。

解决办法 会计师可引导企业对现行采购方针进行完善，而不是试
图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问题来解决。方针完善工作可能
包括所有采购的领域，而不一定仅限于技术采购。会计
师即便不能持续参与完善工作，但仍可协助设定流程，
为流程实施提供便利，并确保采购方针得以如期落实。
初步实施也可能发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审计师：

维护股东和公众
利益

内部审计师如果发现不当行为的证据，那么有义务对必
要知情者予以提醒，包括高层主管或董事会；特殊情况
下，还可向监管机构或其他当局发出外部通知。

保持独立性 内部审计师可帮助设立合同审查规则和流程，但不应参
与供应商挑选过程。审计师可参与定期审查，以确保这
些规则和流程得以如期采纳，并达到预期目标。但审计
师的作用主要在于核查，而非执行。



49

在与采购团队合作方面，外部审计师
应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和/或制定采购
政策，监测政策的遵守情况。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还需依据具体情况来定
制政策。同时，外部审计师还须确保
采购过程不存在任何偏见。
科拉·艾根拜迪（Kola Agunbiade），IS 
Internet Solutions（达科公司旗下分
支）首席财务官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客户
数据的安全性和服务的连续性是如
此重要，因此保证业务顺利开展比
追逐成本节约更加重要。
萨拉·哈维（Sara Harvey），Hines 
Harvey Woods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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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未受雇：目前未工作/职业暂休/退休/全日制学生。

5.1 维护公众利益

维护公众利益是专业会计师的基本
核心职责。在ACCA调查中，绝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会计师确能做到维
护公众利益——但调查结果仍会因
受访者的不同就业状况而有所差
异。

在受雇的受访者中，五分之四的人
认为专业会计师“始终”或“在多
数情况下”能够维护公众利益（图
5.1）。另一方面，在未受雇的受
访者中 ，约三分之二的人对专业
会计师维护公众利益的情况持有类
似观点。

5.2 坚守职业道德

5.2.1 道德行为从我做起
 在日益数字化的工作方式中，专
业会计师对企业（无论是自身所在
企业，还是客户企业）坚守道德原
则起着关键作用。受访者（无论就
业与否）认为，坚守自身的职业道
德守则，是受访者认为个人最有利
于促进企业坚守道德原则能力的做
法——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选择
此项。

5.2.2互联战术与战略
受访者认为“将道德准则融入日常
工作流程中”是仅次于“个人坚守
职业道德守则”的有利做法——在
每3名受访者中，有超过2人选择此
项。但选择“将道德原则融入战略
或经营计划中”的受访者相对较
少，尽管这一做法从战术角度看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约一半的在
职受访者认为这种方式将起到一定
促进作用。

这说明我们有必要将对流程或策略
的认识与对大环境的认识相结
合——有时候，在展望数字时代新

5、职责 

图5.1：会计师是否认为自身行为符合公众利益？

始终

100%

80%

60%

40%

20%

0

 受雇会计师
 未受雇会计师

大部分时候 有时 很少 从不 不确定

49% 51%

12%

25%

3% 5% 1% 1% 4% 3%

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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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或应对过往未曾预见的情况
时，这一点可能变得尤为重要。如
果某些流程经过多年一直未得到检
验和充分了解，比如在应对互联网
平台运营等新领域时，认识企业的
根本战略和宗旨就会变得尤为重
要。否则，便可能因为意外后果或
执行错误流程而面临损害职业道德
的风险。

5.2.3 报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上述举措都非常重要，尤其是作为
违规行为发生前的预防策略。但如
果违规行为已经发生，坚守企业的
道德原则可能就需要报告不当和不
道德行为的意愿。与上文提及的选
项相比，认为这种做法具有促进作
用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已
受雇的受访者中，只有刚刚超过一
半的人选择了这一项。

图5.2：专业会计师有助提高企业在数字时代坚守道德原则的能力

如果某些流程经过多年一直未
得到检验和充分了解，比如在
应对互联网平台运营等新领域
时，认识企业的根本战略和宗
旨就会变得尤为重要。

n 受雇会计师
n 未受雇会计师

其他
（2%，3%）

坚守个人职业道
德守则

（80%，76%）

报告不当道德行为
（56%，62%）

将道德准则
融入日常工作流程中

（69%，70%）

(51%, 68%)
将道德准则

纳入战略或经营计划中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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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领导力

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定下高层基调，
是受访者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种支持
（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选择此项）
，也是企业促进道德行为的支持来
源。这是引领整个企业发展方向的
一个关键因素。同时，它也鼓励将
道德原则纳入企业的战略和经营计
划中。如图2.5所示，（首席财务
官级别的）资深专业人士对职业道
德的重视程度略高于所有受访者的
平均水平。因此，这表明，在寻求
领导层支持和领导层支持的意愿之
间或许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6.2 企业道德守则

受访者提及较多的第二项需求是，
为企业建立、实施和管理相关的道
德守则（包括企业价值观）提供支
持，略超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此
项。坚守自身的职业道德守则，是
受访者认为最有利于提升企业道德
原则坚守能力的个人做法。对企业

职业道德守则的重视可能与此完全
一致——在制度层面上，推动个人
所重视的道德守则。

6.3 学习和评估绩效

另外2个重要支持举措均涉及如何
加深对数字背景下道德问题的认
识。超过半数多一点的受访者认
为，有必要支持提高对违反道德准
守则相关影响的意识，而略低于此
人数的受访者则更偏向于通过系
统、正规的方式，以基于培训的方
式来教授最佳实务。虽然知识构建
被认为十分重要，但评估知识水平
是否足够的能力同样是一项需要支
持的专业胜任能力。调查中，43%
的受访者表示需要相应支持来建立
评估流程，即建立评估行为是否符
合伦理道德的机制。

6.4 “举报”政策

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在适当的
匿名或保护措施下，对“举报”政

策进行广为宣传也将起到有益的作
用。但此举并不在专业会计师认为
需要大力支持的五大领域内。

略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会报告违反道
德原则的行为（图3.2），或将此
举视为推动企业维护职业道德的一
种方式（图5.2）。同时，这也意
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派不会主
动报告违规行为，认为这种做法不
会促进企业维护职业道德，或者认
为不需要为举报政策提供任何支
持。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我们必须先查
清企业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和鼓
励，来确保专业会计师能对不道德
行为进行举报。同时，举报机制也
需进一步加强，才能有效帮助会计
师作为企业的“道德良心”行事。

在开展此项工作时，我们还应充分
认识企业所处的特定情境，这一点
将非常重要。例如，当企业文化对

6、助力
道德行为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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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予以更多重视和支持
时，“举报”机制便会自然发挥作
用；换句话说，强制实施任何政策
并不一定是建立道德文化的最有效
方式。

6.5 道德委员会

认为“通过成立道德委员会来考量
道德困境和灌输道德文化”这一举
措需要获得支持的受访者人数最
少，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
对于部分受访者而言，其所在企业
可能已经成立了类似委员会——作
为展示企业参与度的一种直观方
式，成立委员会往往成为企业的第
一要务。同时，也有人认为，在飞
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应对道德困境
和营造文化改革所面临的要求并不
仅仅限于成立道德委员会。鉴于当
今以“众包”方式获取信息和意见
的趋势盛行，成立道德委员会可能
会被视为一种老套方式。

图6.1：为在企业中提倡道德行为而应给予支持的工作领域

在飞速发展的数字时
代，应对道德困境和
营造文化改革所面临
的要求并不仅仅限于
成立道德委员会。

企业内部强有力的道德领导力/高层基调 63%

为制定、实施和管理企业道德守则
（包括企业价值观）提供指导

54%

提高道德意识 53%

最佳实务培训和学习材料 45%

建立评估流程，将道德行为绩效纳入其中 43%

在对举报用户进行适当匿名/保护的前提下，
对举报政策进行广为宣传

42%

成立道德委员会，
以考量道德困境和引导企业融入道德文化

35%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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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会计师应保持开放心态，认识到迄今为止
所获信息的价值，这将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理解，
随着工作情境的不断变化，这些信息必须回归到具体
的情境之中。

在应对数字时代的各种道德情境时，专业会计师至少
需要牢记以下几项有益建议。

  

  

  

• 积累有关新兴技术和数字问题的知识：降低有损
“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这一原则的风险；

• 将流程控制与战略观点相结合：降低产生意外后果
的风险；

• 评估不道德行为报告机制：降低违反道德原则的风
险。

数字时代，专业会计师要想坚守行为道德和向他人灌输信任，就必须相对迅速地获悉新的信息，并且通常要

在前所未见的情况下对这些信息作出判断。IESBA五大基本原则为会计师提供了道德行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会计师可评估自身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

7、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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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澳大利亚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5%
*全球=93%

90%
*全球=89%

88%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9%
*全球=80%

96%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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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97%
*全球=93%

92%
*全球=89%

85%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5%
*全球=80%

97%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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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5%
*全球=93%

94%
*全球=89%

80%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78%
*全球=80%

98%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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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94%
*全球=93%

92%
*全球=89%

68%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58%
*全球=80%

95%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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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88%
*全球=93%

83%
*全球=89%

68%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0%
*全球=80%

85%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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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全球=93%

91%
*全球=89%

68%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7%
*全球=80%

88%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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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4%
*全球=93%

93%
*全球=89%

67%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73%
*全球=80%

91%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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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全球=93%

93%
*全球=89%

77%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5%
*全球=80%

96%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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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3%
*全球=93%

89%
*全球=89%

68%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63%
*全球=80%

88%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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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全球=93%

83%
*全球=89%

91%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61%
*全球=80%

97%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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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1%
*全球=93%

89%
*全球=89%

87%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7%
*全球=80%

96%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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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全球=93%

88%
*全球=89%

85%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66%
*全球=80%

94%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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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0%
*全球=93%

83%
*全球=89%

84%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59%
*全球=80%

96%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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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全球=93%

93%
*全球=89%

76%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66%
*全球=80%

94%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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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4%
*全球=93%

92%
*全球=89%

79%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79%
*全球=80%

94%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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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全球=93%

87%
*全球=89%

67%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93%
*全球=80%

93%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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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3%
*全球=93%

90%
*全球=89%

75%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71%
*全球=80%

92%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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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全球=93%

87%
*全球=89%

89%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89%
*全球=80%

97%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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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94%
*全球=93%

90%
*全球=89%

89%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92%
*全球=80%

99%
*全球=94%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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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全球=93%

91%
*全球=89%

75%
的专业会计师

*全球=78%

92%
*全球=80%

94%
*全球=94%

道德行为有利于构建数
字时代下的信任感

强有力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在数字
时代将变得日益重要

专业会计师
维护公众利益

IESBA原则在数字时代仍将适用
坚守自身道德守则的专业会计师有助
于增强企业秉承道德原则的能力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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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AUSTRALIA

Fred Alale 
Associate Director 
KPMG

Fred Alale specialise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He has over 15 
years’ finance and consulting experience, including finance 
process and retained organisation design, shared services and 
outsourcing, operating model design and optimisation, business 
and financial process improvement, budgeting and planning, 
productivity review, and governance review and assessment. 
Fred draws from his experiences managing process improvement 
projects across industries including technology, healthcare, 
government, oil and gas, telecommunicatio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 manufacturing, retail and hospitality.

Colleen Chapman 
Head of Financial Control 
QBE Insurance Australia

Colleen Chapman is responsible for a large and varied number 
of functions in the QBE Australia Finance Team. The size of her 
team in Australia is approximately 25. She has just over 140 team 
members in QBE’s Global Shared Services Centre in Manila, 
providing direct support for her on-shore accounting team. 
Previous roles include CFO GE Insurance Australia, and financial 
controller for Allianz Insurance Australia. 

Mithran Doraisamy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nsultant 
MD Advisory

Mithran Doraisamy is a transformative consultant and executive. 
Until recently, he was a senior executive at Telstra Corporation, 
dri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He was previously a Founding 
Partner of EY’s consulting practice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here he was Lead Partner for the Customer and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He has also worked at several strategy consulting 
firms, and began his career a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Michael Johnson 
Scientific Director  
of the Optus Macquarie  
University Cyber Security Hub 
Macquarie University

Professor Michael Johnson PhD, FAustMS, FACS CP, has held 
various academic posts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and 
works with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the US and Europe. He has 
served on committees of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the 
Australian Computer Society, and CORE’s Curriculum Committee 
among others. He is deputy chair of the Seoul Accord and has 
been consultant to two European Commission FP7 projects.  
He is a life member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Anthony Papalia  
Product Manager  
myadvisor.ai

Anthony Papalia was previously the cloud enablement specialist 
at PwC, responsible for the firm’s use of cloud accounting tools 
nationally. In his current post he combines cutting-edge 
techniques in data analy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reating tailored, actionable financial 
analysis reports for accountants and SMEs at scale and speed. 
He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and has a Masters of Applied 
Tax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John Paterson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hartered Accountants  
ANZ

John Paterson has significant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business 
with over 15 years in senior management, formulating strategy 
and driving business performance. He has served as CFO 
Americas for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nd as CFO Asia Pacific for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He holds a Bachelor of Management 
Studie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and is a graduate 
member of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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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tudley 
Lead Partner 
PwC’s Data Analytics

John Studley’s work incorporates insight analytics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is team specialises in data-driven 
insights, analytics organisation design and custom quantitative 
modelling to inform strategy and decision making – applying 
statistical and advanced data analytics to business questions 
concerning growth, customer analytics, marketing effectiveness, 
operations simulation and efficiency, evidence-based 
productivity and workforce optimisation, using data discovery 
and visualisation applications, cloud platforms,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Robert Smith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Vivid Technology  
Limited

Robert Smith is a financial and advisory professional with diverse 
industry experience across funds management, energy, private 
equity, commodities, manufacturing, imports, wholesale, 
logistics and franchising. A financial services specialist, his 
corporate finance experience includ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structures and divestments. 

BELGIUM

Peter Ujvari 
Senior IFRS Expert 
KBC Group

Peter Ujvari is a finance professional with more than 15 years’ 
experience. He has worked mainly in Belgium and Hungary, 
gathering experience in audit, accoun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capital market transactions. He is curre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FRS 9 for KBC Group, Belgium’s biggest 
financial conglomerate.

CHINA

George Chan 
Assurance Leader,  
China Central 
Ernst & Young Hua Ming LLP 

George Chan’s responsibilities span the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Hangzhou, Wuhan, Chengdu, Zhengzhou and Xi’an 
offices.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he has served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ir cross-border capital market transactions. He 
has used his exper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operation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help his clients improve 
their accounting vis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aviga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financial world. 

Feng Yifeng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hanghai Chicmax  
Cosmetic Co.,Ltd

Feng Yifeng FCCA CICPA has worked as finance director of 
Sinopharm (an HK listed company), a Fortune 500 company and 
the largest pharmaceutical group in China. He also worked for 
PwC for 10 years. His current company, Chicmax,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cosmetic companies.

Yang Jin 
Finance Director 
Yum China

Yang Jin FCCA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processing and system re-engineering and improvement, US 
GAAP reporting and consolidation, and financ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Her current focus is financ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entralised shared service centres, including organisational 
design and change management. She began her career with a 
Big 6 accounting firm, in the audit /assurance division.

David Ko 
Partner, Head of Audit 
KPMG China

David Ko has been involved in restructuring and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projects of Chinese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ince the 
early 1990s. He also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serv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He is a member of ACCA’s 
Steering Committee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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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Lai 
Chief Internal Auditor 
Shui On Management  
Limited

Michael Lai is a member of the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of Canada and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He has over 38 year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udit 
experience. Prior to joining the Shui On Land group as head  
of internal Audit in April 2013, he was an advisory partner in 
KPMG China.

Steve Ng 
Partner, Assurance, 
Shanghai  
Grant Thornton

Steve Ng provides assurance services to IPO clients, listed 
companies and MNC cli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operating in manufacturing, automobile, gaming, retail sales, 
construction, hotel hospitality, property development,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edia services. He has worked on transaction 
support assignments, including financial due diligence.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China 
Accounting Standards, US GAAP and Hong Kong and US listing 
rules and requirements.

Lian Xiangyang 
Shanghai Managing Partner,  
Member of Partner  
Management Committee 
Ruihu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ian Xiangyang ACCA is a senior accountant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and audit. He has in-depth 
analytical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He is 
also an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in various industries, 
providing account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including the annual 
report of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listed companies, M&A, 
company restructuring and accountability audit.

Michael Zhang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E Logistics

Michael Zhang CPA has an MBA from INSEAD and BSc degree 
fro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He started his career in PwC 
and Orient Securities, later working for Danone in China and in 
its Paris headquarters, leading finance and strategy for Danone 
Waters China, Danone Baby Nutrition China, and Imported Baby 
Nutrition China. He is now CFO of ANE Logistics, a Chinese 
start-up whose investors include Warburg Pincus, Carlyle, and 
Goldman Sachs.

Silas Zhu 
Partner, Advisory 
Deloitte China

Silas Zhu leads the technology audit advisory practice in 
Deloitte East China and serves as key taskforce on audit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digital finance services. 
Integrating technology, data analytics, Internal control, and 
capital market compliance skills, he helps his clients to address 
business concerns u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at each stage of 
a company’s development.

ETHIOPIA

Tewodros Tilahun Sahile 
Owner and General Manager 
Diligence Consultancy Service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Tewodros Tilahun Sahile FCCA has served as managing director of 
Ethiopi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EIC), where his earlier roles 
included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Finance and Investment 
Division, and head of Operations Department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Service. A practising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his 
areas of expertise include accounting, finance, consultancy, 
training, and insurance. 

GERMANY

Ulla Bauer 
Senior Manager 
BDO AG

Ulla-Martina Bauer BDO AG, FCA, CPA, GCMA, Wirtschaftsprüfer, 
Steuerberaterin, currently works for a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 Ulla has worked in the audit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firms in the US, UK, Germany and Russia, mainly in 
charge of multinational groups and companies.

GUERNSEY 

Mark Le Page 
Deputy Director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y Authority 

Mark Le Page FCCA sits on ACCA’s global technical fora on 
business law, corporate reporting, and business ethics. He is a 
chartered manager, a chartered member of CISI, and a member 
of ARIES. He has recently completed the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Financial Strategy at Saïd Busines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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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Anne Copeland  
Managing Director  
and Sustainability Advisor 
Copeland & Partners Limited

Anne Copeland MA has worked in sustainability for 20 years, 
assisting entities to manag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s and 
embed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to operations and reporting. Her 
clients range from multinationals to private equity firms in many 
industries. She has worked on projects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BMT Asia Pacific and ERM in Hong Kong, and the 
LURA Group in Canada. She remains actively involved in several 
major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INDIA

Hrishikesh Soman 
Principal 
Symbiosis College of  
Arts and Commerce, Pune

Hrishikesh Soman PhD has academic interes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ourism marketing. In his capacity as principal of the College, 
he has overseen and encouraged the introduction of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programmes and courses reflecting his concern for 
the empowerment of youth.

IRELAND

Etain Doyle 
Chair 
Group Insight 

Chairman of ACCA Ireland from March 2016 to March 2017  
and chair of the Ireland Committee’s technology group.  
Etain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members in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skills in the fast changing digital world. 
She runs Group Insight, providing peer learning and business 
coaching to SME CEOs and Senior Executives.

Peter Fagan 
EMEA Financial Controller 
Indeed

Peter Fagan has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treasury, accounting, 
compliance, payroll and accounts payable at Indeed. Before 
joining Indeed, he spent over 20 years working in th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s with blue chip companies such as 
HP, Dell, CIT and Anglo Irish Bank, leading and developing large 
teams across controllership, treasury, tax and FP&A. 

Kenneth Garvey 
Partner 
Cusack Garvey

Kenneth Garvey has over 20 years’ practice experience, 
specialising in tax planning, forensic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He previously worked for CIE and Dairygold. A member of 
ACCA’s Global Forum for Taxation, he sits on the Irish Tax 
Institute Branch Network – Large Cases Division and represents 
ACCA on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Accountancy Bodies in 
Ireland (CCAB-I) Tax Committee, which makes representations 
to government on tax policy. He previously sat on CCAB-I’s 
Business Law Committee.

Derek Henry 
Partner, and Head  
of R&D Tax Services 
BDO

Derek Henry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and an associate of the 
Irish Taxation Institute. He has a BA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n MBS in Accounting from DCU and a Diploma in Legal Studies 
from the King’s Inns. 

Michelle Hourican 
Director 
Datatrails

Michelle Hourican is a founding member of Datatrails, a 
company that provides consultancy services, traditional training 
and e-learning on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Michelle also lectures on a variety of topics. She i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at ACCA. Prior to her current roles, 
Michelle was a senior manager in Deloitte Consulting. 

Anne Keogh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hief Operational Officer 
Pharmapod Ltd 

Anne Keogh runs Finance and Operations for Pharmapod Ltd, 
lead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e teams, and 
monitoring all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She has a passionate 
belief that engineering winning teams is key, as is surrounding 
oneself with great people and continuously mentor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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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Maloney 
Consulting Partner 
RSM Ireland

George Maloney is a specialist in corporate recovery, 
restructuring and investigations. He has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at ACCA, is a past president of ACCA Ireland and 
currently represents ACCA on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of 
Accountancy Bodies in Ireland (CCAB-I). 

Gary McPartland 
Associate Director 
Grant Thornton

Gary McPartland has held IT roles in cybersecurity, service 
deliver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data protection. He has 
provid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client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His IT and IT Security certifications include CISA, CISM, CSX-F, 
CSAME, Prince2, COBiT5, ITILv3, MCTS, MCP, and CNA. He also 
holds a Diploma in Project Management from DBS, a BSC in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from IT Sligo, and is currently 
completing a Master’s in the Management of Operations in DCU. 

Myles O’Grady 
Group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Investor Relations 
AIB Group

Myles O’Grady held a range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restructuring positions in Citibank, Bord Gais Energy and 
Dresdner Kleinwort Benson before joining AIB Bank, Ireland’s 
largest bank with assets of c.€100bn. 

KENYA

Daniel Okila  
Omulando Angoyia 
Group Financial Controller  
SGA Security  
( Kenya, Tanzania, Uganda)

Daniel Okila Omulando Angoyia FCCA has a B.Tech in Chemical 
and Process Engineering. He has wide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corporate fin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treasury 
management, taxation,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He 
previously worked for Sameer Investments Ltd, Airtel Networks 
Kenya Ltd, Bharti Airtel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B.V. and 
Deloitte & Touche, East Africa.

Brian DeSouza 
Director and Head of  
Risk Consulting Services 
KPMG Advisory  
Services Limited

Brian DeSouza FCCA is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f Kenya and member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He is a director and the head 
of Risk Consulting Services, with more than 25 year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consultancy and assurance services for a host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organisations in the region. 

Victoria Ipomai 
Group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anlam Kenya PLC

Victoria Ipomai FCCA manages the financial and risk aspects of 
Sanlam Kenya PLC. Before joining in January 2016, Victoria was 
the Country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for AIG in Kenya. Victoria’s 
career spans over 16 years, concentrated within the insurance 
sector and across functions in underwriting, claims finance and 
strategy. She holds a BA in Quantity Survey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and an MBA from Strathmore Business School. 

Kenneth Kamurasi 
Head of Audit –  
Barclays Africa  
Subsidiaries 
Barclays

Kenneth Kamurasi FCCA he leads the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across the Barclays Africa Subsidiaries (10 commercial banking 
businesses across the African continent, ex South Africa). He is a 
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CIA), and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s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f Kenya (ICPAK) and Uganda 
(ICPAU). He is based in Nairobi, Kenya. 

Fred Toni M’mbololo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r 
Tintoria Ltd

Fred Toni M’mbololo holds a Bachelor of Commerce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1990–93),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14)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16) both from the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IC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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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cent Acholah Opiyo 
Head of Finance  
Operations 
Safaricom Limited

Twaweza

Vincent Acholah Opiyo ACCA holds a BComm (Accounting) 
(University of Nairobi). He is responsible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accounts payable and receivable, treasury, taxation, inventory, 
fixed assets and investor relations. Before joining Safaricom, a 
leading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operator in Kenya, his 
previous roles included CFO at Uchumi Supermarkets and 
finance roles in Total Kenya, Airtel Kenya and African Banking 
Corporation. Through the Safaricom Foundation he does 
voluntary work with communities on CSR activities. 

Palak Tewary 
Outsourcing Manager 
RSM (Eastern Africa)  
Consulting Ltd

Palak Tewary FCCA has an MBA from Cass Business School, 
London. She has worked in the business advisory and accountancy 
sector since 2003, in the UK and Kenya. She is experienced in 
outsourcing, accounting, tax, gra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consultancy, communications, design, IT, HR and coaching and 
was a finalist in the British Indian Awards 2015 Rising Star 
category. She is also a mentor with the Cherie Blair Foundation. 

MALAYSIA

Jeffrey Chew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aramount Corporation  
Berhad (PCB)

Jeffrey Chew FCCA FCIBS CA(M) began his career at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nd Citibank in customer relationship, 
risk and product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offshore banking, 
and general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ing. He has 
served OCBC as head of SME business and business banking, 
director and CEO.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of Asian Banking 
School, he chairs its audit committee, and is a member of the 
Small Debt Resolution Committee, Bank Negara Malaysia and 
the ACCA Malaysia Advisory Committee.

Ng Kean Kok 
Director 
Gold-Wing  
Sdn Bhd

Ng Kean Kok FCCA is experienced in auditing, accounting, 
finance and company secretarial services. He is a Council 
Member of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MIA), and 
serves o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Financial Statements Review Committee, Public 
Accountants in Business Committee and Monitoring Committee. 
A member of ACCA’s Global Forum – Corporate Reporting, he 
also previously served on the SSM Committee and as a member 
of ACCA Malaysia’s Technical Committee.

MAURITIUS

Danny Balluck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auritius) Limited

Danny Balluck FCCA actively contributes in the creation of 
sustainable shareholder value. He is a member of the Mauritius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and of the Mauritius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e has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auditing, banking and investment. He spent several 
years at EY in the Auditing and Advisory department and has 
also worked in different ke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hospitality and financial services.

NEPAL

Biraj Pradhun 
Research Manager 
Kathmandu University,  
Nepal

Biraj Pradhun ACCA is manager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nsultancy at Kathmandu University, with experience of issues 
affe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 and corporate reporting, 
sustain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regulation. An ACCA member since 
2008 and International Assembly member since July 2013, he has 
in-depth expertise in financial reporting, researching, drafting 
and writing on technical issues. He has led the Nepal Member 
Advisory committee of ACCA as Chairman since Jul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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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ZEALAND

Nida Naeem 
Senior Associate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ew Zealand

Nida Naeem works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helping 
them manage their risks, improve business processes and 
controls and obtain financial and risk assurance.

NIGERIA

Kola Agunbiad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IS Internet Solutions  
(A division of  
Dimension Data)

Kola Agunbiade FCCA is a finance professional with over  
15 years’ experience spanning ICT, FMCG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variou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e is an alumnus  
of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UK and Yaba College of Technology, Lagos. He is a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Nigeria [ICAN],  
and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IoD], Nigeria.

Folashade Eyinola Odusanya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Blue Talia Consulting

Folashade Eyinola Odusanya ACCA has a BSc Accounting from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Nigeria. She is a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rince2) with 16 years’ experience in 
several sectors, having spent seven of those years in a senior 
management role, three as a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QATAR

Lorraine Holleway  
Head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atar Shell

Lorraine Holleway FCCA has worked for Shell for 14 years in 
various roles, including group reporting and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Prior to joining Shell, she worked in finance for various 
small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Ewald Müller 
Managing Director,  
Supervision &  
Authorisation 
Qatar Financial Centre  
Regulatory Authority (QFCRA)

Ewald Müller SA, B. Compt (Hons) (UNISA), first joined QFCRA 
in April 2012 as director, financial analysis, from SAICA where  
he had served as senior executive: standards. His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cover bank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surance, AML/CFT and macroprudential analysis. Mr Müller is 
a member of the King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erves on ISAR of UNCTAD and the Global Forum for Ethics. 

ROMANIA

Cristina Gutu 
Advisory Manager,  
Head of KPMG  
Training Academy 
KPMG Romania

Cristina Gutu FCCA DipIFR has specialised i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the past nine years. She gained practical 
experience working on multiple assurance and advisor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s, and now provides highly 
practical, focused and interactive tuition. Her specialties include 
accoun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ing. For six years 
(2010–16), she represented the ACCA Romanian community  
in the ACCA International Assembly. She is a member of the 
ACCA Global Forum for Corporate Reporting.

RUSSIA

Olga Baranova 
Former KPMG manager 

Olga Baranova FCCA worked for KPMG for over 10 years, 
specialising in auditing industrial legal entities in areas ranging 
from agriculture to metallurgy. She trained younger staff and 
worked with universities, preparing ISA courses for audit 
professionals and teaching courses 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audit, and taxation. In 2009 she obtained her PhD in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and continues to explore digitalisation of the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changes in audit procedures in 
response to IT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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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ey Blagirev 
Director of Innovations 
JSC Innovation Bank,  
Otkrytie, Russia

Alexey Blagirev has over 10 years’ banking experience, 
specialising in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and problem solving. 
An expert in digital and finance issues in Russia’s financial sector, 
he evaluates new technologies, including blockchain, the IoT, 
virtual reality and emotional technologies. He solves problems in 
business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data structuring, converting 
ideas into reality. An expert in data management, finance, 
operations, audit and big data analysis, he has worked for 
Alfa-Bank, Société Générale, PwC, Samsung, Marriott, etc. 

Evgeny Klimov 
Technical Director 
Informzaschita

Evgeny Klimov is responsible for technical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t Informzaschita. He has over 15 years’ 
cybersecurity and forensic technologies experience in Russia 
and Kazakhstan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nsuring that 
information assets are adequately protected. He h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A 
president of Russian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and founder of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Russian 
Chapter, he belongs to 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Certification Consortium and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Elena Krupskaya 
Advisor for Finance 
SMP Bank

Elena Krupskaya ACCA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audit and 
advisory roles for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companies. She has 
experienced i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projects. Her current 
position as advisor for finance in SMP Bank involves carrying out 
projects on request from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Natalia Losevskaya 
Managing Partner  
and Founder 
SL Partners, Russia

Natalia Losevskaya specialises in business restructuring and 
business strategy, having over 20 years’ finance and consulting 
experience, including business process optimisati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orporate strategy development. She 
previously worked for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private companies 
and draws from her diverse experiences managing process 
improvement projects in oil and gas,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retail and pharmaceutical firms. 
She publishes articles, and often speaks at Russian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universities, on finance subjects.

Oxana Losevskaya 
Partner 
SL Partners, Russia

Oxana Losevskaya FCCA specialises in business restructuring 
and strategy. She has spent over 18 years in banking, consulting 
and investment, heading finance, research and M&A divisions 
for Citibank, EY, the Bank of Russia and others. She has also 
worked i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banking, oil and gas,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and retail 
industries in Australia and Russia. She publishes articles, and 
often speaks at Russian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universities, 
on finance subjects.

Natalia Neverkevich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RB Partners

Natalia Neverkevich ACCA has more than 20 year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audit and IFRS. She started her career in PwC, then 
moved to Sberbank. In MDM-Bank she led the Internal Audit and 
Control department. She later joined Promsvyazbank as a vice- 
president and head of the Internal Audit and Control department. 

Andrey Pisarev 
Project Manager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M&A  
MEGAPOLIS  
Group of Companies

Andrey Pisarev has held variou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positions,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in major Russian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management 
reporting, budgeting, investments,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M&A projects. At MEGAPOLIS, the only tobacco distributor of 
PMI, JTI and ITG, he is responsible for strategy development, 
new product launches, company restructuring and M&A projects.

Valentin Porzhenk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nterplazis LLC

Valentin Porzhenko is a founder of Interplazis LLC. He has over 
20 year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corporate and legal 
management in both 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industries. During his career he has held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in INTERROS HC Group (OPIN OJSC, ProfEsteit CJSC, 
Rosa Khutor LLC), and Sberbank PJSC (GR division). He 
specialises in business strategy,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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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na Rybalchenk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d Head of Investments 
TN Capital

Irina Rybalchenko has held various positions in finance, including 
CFO of a holding company and CFO and COO of a prominent 
family office. She also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advisory roles i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technology as well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er earlier career was 
a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uditor with EY.

Georgi Vladislavov 
Deputy Director of Consolidation  
and Methodology Department 
Rosneft

Georgi Vladislavov ACCA ha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in 
preparing and auditing IFRS and US GAAP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Rus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nd in supporting M&A,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finance-raising projects, IFRS 
implementation projects, due diligence and other non-audit 
work. As group accounts director for TNK-BP he managed the 
production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ncluding the 
transition from US GAAP to IFRS, and the accounting policy 
work during TNK-BP’s integration with Rosneft. 

SINGAPORE

Terry Wee Hiang Bing 
Partner, Assurance 
EY

Terry Wee Hiang Bing has over 20 years’ public accounting 
experience. He has served a number of Singapore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statutory board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with a focus on the consumer products 
and retail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Rathakrishnan Govi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Londo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Global (LSBF)

Rathakrishnan Govind joined LSBF Singapore in 2013 as managing 
director, and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school has become one of 
Asia’s leading private institutions. As CEO, he is now expanding 
the brand and operations to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region.

Eric Lim Jin Huei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UOB Group Finance 
United Overseas  
Bank Limited (UOB)

Eric Lim Jin Huei is responsible for UOB’s core finance functions, 
spanning regulator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to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eviously, he was MD and head of wholesale 
banking finance, Singapore and Southeast Asia for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responsible for finance functions covering 
commercial banking,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banking. 
He has worked in finance in over 20 countries. He holds 
Bachelor of Account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Executive MBA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USA) degrees. 

Mark Jansen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eader  
and Co-Leader Digital Trust  
PwC Singapore 

Mark Jansen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working with clients 
from strategy to execution across the Asia region. One of his  
key passions is helping companies asses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their business and he advocates the  
importance of trust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Ho Yew Ke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nd Associate Provost  
(SkillsFuture and Staff Develop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o Yew Kee oversees the training of adults in Singapore’s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workforce (SkillsFuture). 
Previously, he was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nd the head,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of NUS.

Holger Lindn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ÜV SÜD Global Product 
Service Division

Holger Lindner has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sales and marketing, and strategy. After various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in the Daimler Group, including the role of CFO for 
Daimler South East Asia, he is currently the CFO of TÜV SÜD’s 
Global Product Servic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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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Mclean 
Regiona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sia Pacific Japan 
SAP Asia Pte Ltd

Richard McLean is a member of the SAP Global Finance 
Leadership and Senior Executive teams, APJ. Richard has over 
20 year’ senior finance experience with global compani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investment banking, automotive and IT. He 
has built high-performing, customer-centric, commercial finance 
teams that have provided business insight, deal support and 
robust governance and compliance structures to ensure 
sustained and profitable growth. He is a transformation agent 
and leader of change within the finance function. 

Roland Turner  
Chief Privacy Officer  
TrustSphere 

Roland Turner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s 
affecting all TrustSphere’s stakeholders. He is a HackerspaceSG 
founding member and FOSSASIA organiser and holds an 
Honou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from UTS. 

Jeffrey Vibert 
Partner – Head  
of Assurance  
Grant Thornton Singapore 

Jeffrey Vibert has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provision  
of audit and accounting advisory services. He has worked in 
numer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servicing multinational and listed companies,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Ng Boon Yew  
Executive Chairman 
Raffles Campus Foundation

Ng Boon Yew FCCA, ACA worked in the UK and Singapore  
for Peat Marwick Mitchell (now KPMG), becoming a partner  
of KPMG in 1984, and leaving in 2000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He is executive chairman of Raffles 
Campus Foundation, a leading Singapore educational group.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awarded him the Public Service  
Star in 2004. He serves / has served on the boards of a number 
of Singapore listed companies and public interest entities. He is 
chair of the ACCA Accountancy Futures Academy Global Forum.

Belinda Young 
Director 
Centrecourt Group  
of Companies

Belinda Young, the only female member to have served from 
Singapore, sits on ACCA Council, and the Resource Oversight 
Committee. Her company operates across 18 countries and in 
over 20 industries. She previously worked in a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 and at the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 in 
Singapore. She sits on the finance committees of a number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harities and on ACCA’s Global Forum 
on Taxation and Global Forum for Business Law. 

SOUTH AFRICA

Marie McCrea 
Partner 
Centre for Innovative  
Leadership – CIL

Marie McCrea FCCA is a consultant and facilitator with CIL,  
an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and executive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She supports organisations in managing large-
scale change, transition projects and capacity building. Her 
experience of financial and scenario-based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is grounded in systems thinking; she integrates 
and combines multiple elements of project and capacity 
building. She is certified as a Master Trainer by the Master 
Training Institute in Geneva.

SRI LANKA

Nandika Buddhipala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ommercial Bank  
of Ceylon PLC

Nandika Buddhipala FCCA has over 25 years’ work experience 
in audit and assurance,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banking 
industry. He is a past president (2008–9) and current member of 
the Member Network Panel of ACCA Sri Lanka. He has BSc, 
MBA in Management, MA in Financial Economics and MSc in 
Financial Mathematics degrees and a PG 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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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i Senaratne 
Professor in Account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University of Sri Jayewardenepura,  
Sri Lanka

Samanthi Senaratne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in Accounting, 
an MBA and a PhD in finance. She has published widely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accounting education,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Currently teach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ccounting theory at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levels, 
she is engaged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 activities of Sri Lankan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leve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he is director of her 
university’s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Unit.

Uresha Tharangani  
Walpitagama 
Consultant and Director 
Staylanka Bookings  
(Private) Limited

Uresha Tharangani Walpitagama served i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ri Lank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was a key 
professional for initiating and guiding new projects and concepts. 
She provides consultancy services to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clients. She is both academically and 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and a member of both ACCA‘s SME and Public Sector forums. 

UAE

Kamal Goya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Dodsal Group

Kamal Goyal FCCA has worked in a range of diversified 
businesses such as 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manufacturing, and 
automotives. 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in the UAE, having 
previously worked in India, Oman and Kuwait. He is a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and has led several projects that 
transformed organisations, cultures, processes, procedures and 
systems, resulting in improved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gains 
in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Amanda Powel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ME Digital Group FZ LLC

Amanda Powell FCCA has been focusing on acquisitions and 
ERP implementations since 2014. Prior to this, she worked as 
head of finance for Etihad Airways for seven years and has 
gained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systems, control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K

Chris Blackburn 
Pro Vice-Chancellor  
and Dean  
Oxford Brookes Business School

Chris Blackburn began his academic career at Oxford University 
as a modern linguist, before moving into advertising. He 
returned to academe to undertake research into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bloc. He is now Dean of 
Oxford Brookes Business School and Pro Vice-Chancell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s marketing strategy. 

Lois Guthrie  
Founding Director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

Lois Guthrie is responsible for CDSB’s work in developing a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porting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reports. Previously, she was technical director at Zurich Insurance 
Group, and at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and worked i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at PwC 
and Zurich Insurance Group. She serves on ACCA’s Global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and on Carbon Tracker’s Advisory Board. 
She holds an MSc in Responsibility and Business Practice. 

Anthony Harbinson  
Director of Safer  
Communities 
Departments of Justice,  
Northern Ireland 

Anthony Harbinson is a senior civil servant who has spent 32 
year work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He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 of 
Safer Communities for the Northern Irel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He is a former ACCA president and also a past chairman 
of CCAB, the umbrella group of British and Irish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bodies.

Sara Harvey 
Director 
Hines Harvey Woods Ltd

Sara Harvey has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in general practice, 
providing audit, accountancy and taxation services to SME clients 
in the UK. She is chair of the ACCA Global Ethics Forum, and a 
member of the ACCA Global Tax Forum and CCAB Ethics Group.



Andrew Jones 
Vice-President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City University London

Professor Andrew Jone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tist 
with a background as an economic geographer.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global economy, including firms, governing 
organisations and the activities of key individuals and he has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He has 
authored and edited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the 2016 
publication of Services and the Green Economy.

Ajith Lekshmanan  
Managing Director 
Leksh Solutions Ltd

Ajith Lekshmanan has held senior finance posi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He also worked with many high-profile services as a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consultant. He is the audit chair and an 
NED on the NHS Newham CCG Board. He is a member of 
ACCA’s Global Public Sector Forum.

John Lelliott 
Chair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John Lelliott OBE is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Royal 
Bournemouth & Christchurch NHS Foundation Trust and  
The Covent Garden Market Authority. He was finance director  
of The Crown Estate, retiring in September 2016 after over 30 
years’ service. He chairs both The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and 
the ACCA Global Sustainability Forum. 

Michael Mainelli  
Executive Chairman 
Z/Yen Group

Alderman Professor Michael Mainelli FCCA FCSI FBCS is a 
qualified accountant, securities professional, computer 
specialist, and management consultant, educa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He gained his PhD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where he was also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1994 he co-founded Z/Yen, the City of London’s 
leading think tank, to promote societal advance through better 
finance and technology. 

John McKernan 
Professor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University of Glasgow

John McKernan FCCA trained with Ernst & Whinney CA  
(now Ernst & Young). While lecturing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t Napier University, he completed an MBA at the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and began a Master of Accountancy (MAcc)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He moved there as a 
lecturer in 1990, completing a PhD (Psychology) in 2000. He 
researches the psychology of jud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in accounting and audit, critical accounting issues, and 
accounting ethics and regulation. 

Dave Rawlings 
Vice President Global Tax 
Reinsurance Group of America

Dave Rawlings has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life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sectors, with leadership roles across a 
variety of reporting and technical areas, most recently leading 
RGA’s BEPS transfer pricing initiative. Active within ACCA, he is 
a member of the Corporate Reporting Global Forum and former 
chair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Network Panel. 

Anne Stafford 
Professor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lliance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ofessor Anne Stafford BA PhD FCCA worked in industry and 
commerce before entering academi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inancial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sect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Her publications have 
been cited in submissions to governments, the OECD and the 
World Bank.

Robert Stenhouse 
Vice President 
ACCA

Robert chairs ACCA’s Global Forum for Audit and Assurance 
and is also Chairman of ACCA’s own Audit Committee and a 
member of ACCA’s Remuneration Committee. In 2016 he was 
elected Vice President of ACCA. Robert is a director in Deloitte 
in the UK specialising in auditing technical matters. He 
represents Deloitte UK on the DTTL Audit Technical Advisory 
Board which develops audit polic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Deloitte network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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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Waugh 
Director of Finance:  
Scottish Government:  
Scottish Public Pensions Agency

Ian Waugh ACCA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as an ACCA 
accountant in the public sector, having qualified in 2000. He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member advocacy, having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of member networks, ‘ACCA Scotland’, ‘Public Sector 
Global Forum’ and ‘Health Panel’. He is also a Chartered 
Director and contributes to professional journals.

USA

Scott Ackerman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e Genuine Origin  
Coffee Project

Scott Ackerman, a 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is a 
financial leader with multi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erience. His present firm, Genuine Origin, is dedicated to 
reimagining and elevating the specialty coffee industry from 
coffee plant to roaster. 

Anne Christensen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Jake Jabs College of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Anne Christensen conducts research focusing on ethics, 
jud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She teaches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ax courses.

Cheryl Clarke 
Auditor 
United Nations

Cheryl Clarke FCCA is a Jamaican auditor with over 30 years’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She holds 
an MBA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as well as being a 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and has both certification in risk management 
assurance (CRMA) and certification in control self-assessment 
(CCSA) from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Kenneth Hen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Kenneth Henry PhD is an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chairs 
ACCA’s Governance Design Committee. He also sits on ACCA’s 
Global Forum on Audit and Assurance, and represents ACCA  
o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nal Audit Standards Board. He spent  
20 years in public practice with PwC, in Jamaica and the US.  
He designs, conducts and assists in academic quality reviews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Paul Karr 
Retired, IMA Financial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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