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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 (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是全球广受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为全世界有志投
身于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首选的资格认证。ACCA目前在中国大陆拥有
6,700名会员及78,000名学员，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青岛、武
汉和长沙共设有9个代表处。

ACCA为全球180个国家的200,000名会员及486,000名学员提供支持，从雇主的技能需
求出发，为会员和学员的事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专业服务。ACCA透过全球101个办事处
和中心，以及全球超过7 ,200家认可雇主，为员工的学习与发展提供高标准服
务。ACCA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提倡适度的会计监管方式，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化研
究，不断提升财会行业的声誉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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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A自1904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独特的核心价值，即机遇、多元性、创新、诚
信和责任。

了解详情，请访问ACCA网站: www.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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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作为财会行业主题系列研究
的第二篇，本报告探讨了在
全球范围内的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中，年轻一代专业人
士的工作偏好与远大职业抱
负。



目录

前言	 	 4

内容概要	 5

1.	 引言																																																																																																																																																																																			9

	 1.1	 财务新生代：2016年ACCA全球研究	 10
	 1.2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中财务新生代的特征	 11

2.	 重要发现	 12

	 2.1	 支撑职业发展长远成功的平台	 13
	 2.2	 除薪酬外，更全面的一揽子激励措施至关重要	 16
	 2.3	 虽然具有流动性，但相比全体财务新生代“粘性较高”	 18
	 2.4	 寻求长远的发展道路	 21
	 2.5	 工作满意度呈上升态势	 23
	 2.6	 个性化、实用型的学习最为有效	 26
	 2.7	 缺乏可获得的职位以及薪酬受限是最大的障碍	 28
	 2.8	 重塑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		 31

3.	 用人企业急需采取行动	 34

	 3.1	 人才吸引	 34
	 	 3.1.1	创建极具吸引力的员工主张	 34
	 	 3.1.2	积极与年轻员工接触	 35
	 	 3.1.3	建立正式注册的培训业务	 35
	 3.2	 人才培养	 36
	 	 3.2.1	投资开展正规的人才培养	 36
	 	 3.2.2	思考职业继任：打造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	 38
	 	 3.2.3	引入逆向职业辅导	 39
	 	 3.2.4	推动“内部创业精神”	 40
	 	 3.2.5	注重创建正确的行为	 41
	 3.3	 人才保留	 42
	 	 3.3.1	创造出色的工作环境	 42
	 	 3.3.2	积极拥抱技术以助力未来发展	 43

4.	 结术语	 44



当前，许多研究报告都分析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SMP）
在如今商业环境下面临的挑战：行业管制的放松、自动化技
术和日益加剧的竞争，均已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未来的商
业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类事务所普遍专注于为客户提供
如鉴证、税收及合规这类传统“核心”服务。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还面临着人才管理方面的迫切压力，特别是随
着该部门持续发展变化，它们如何来保持人才的可持续流动。

2016年，ACCA围绕当今全球财会业的最新一代专业人士——“财务
新生代”，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研究。其结果显示，“财务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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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雄心勃勃地期盼快速成长和职业发展。然而这些特质也给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带来了新的压力，他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吸引、培养并保留
年轻一代人才。

本报告在2016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当今在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的青年财会专业人士的职业发展期望，并探讨了用人企业在
赢得人才、实现发展方面可采取的战略。我们将通过四份系列报告为
您提供针对财会专业在特定行业的深入人才洞察，本报告为此系列中
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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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ACCA发布了“财务新生代”研究
（ACCA，2016a）的各项成果。近1.9万
名16-36岁年龄段的ACCA会员和学员参与
了调查，分享了他们对财务职业吸引力和
学习方式偏好的看法，以及对职业发展的
期望。

作为特定行业系列研究的第二篇，本报告将关
注焦点投向了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全
球1278名受访者。

令人鼓舞的是，这项研究表明，在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工作的新一代年轻财会专业人
士——即“财务新生代”，能够妥善应对全球化
和技术推动的变革。

研究发现，形成这一可喜局面的原因在于，此
类专业人士非常重视从目前工作中学习并获取
广泛经验的机会。他们预计，未来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整体的进一步创新，将有助他们专注
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虽然如此，但就现在而
言，他们认为工作与生活的恰当平衡和职业安
全感是其所从事岗位的主要优点，他们希望能
继续保持。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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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年轻财会人士还着重指出了下
列问题。

• 长期职业发展成功的平台。他们将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的工作视为一种平台，以此构建成功的长期职
业发展。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认
为，财务经验对未来的商业领袖来说非常宝贵（参见
第2.1节）。

• 薪酬及职业发展前景固然重要，但更全面的一揽
子激励措施亦不容忽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
表示，在找寻合适的用人企业时，薪酬和职业发展前
景是最具吸引力的两大因素。尽管如此，工作生活平
衡、对行业内容感兴趣以及灵活的工作安排等因素也
得分较高，这表明很多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参见第
2.2节）。

• 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热衷于频繁跳槽，但在职业
生涯初期，似乎角色对其有着较高“粘性”，与财务新
生代的总体情况相比，他们停留在目前职位上的时间
更长，也愈发期望更集中地在会计和财务专业范围内
实现职业发展（参见第2.3节）。

• 寻求长远的发展道路。目前，绝大多数受访者希
望充分利用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可获得的学习和发
展机会，但长期来看，他们希望以此为跳板进入其他
行业（参见第2.4节）。

• 工作满意度呈上升态势。不到一半（48%）的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职位感到满
意。这与所有财务新生代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相一

致，从而表明作为雇主企业，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并
不逊于其他机构。不过，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
一定差异，发展中经济体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相对较
低（参见第2.5节）。

• 个性化、实用型的学习最为有效。在职培训和辅
导是整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中最为普遍的学习方
式，令人鼓舞的是，这也是财务新生代认为最为有效
的学习模式（参见第2.6节）。

• 缺乏可获得的职位以及薪酬受限是最大的障碍。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指出，缺乏可供选择的职
位以及薪酬水平欠佳是职业发展面临的两大障碍。尽
管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表示，能够在目前企业中
看到充足的机遇来实现职业发展目标，其比例同所有
财务新生代受访者相当（参见第2.7节）。

• 重塑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在受访的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新生代员工中，80%认为技
术有助财会专业人士专注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参见
图2.26）。这表明，受访者看到了技术带来的一些良
好创新机遇（参见第2.8节）。

这些真知灼见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未来发展有着
显著影响。未来数十年，在吸引和保留顶尖人才担任
高级职位方面，财会业总体上面临着各种挑战。对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来说，除非能提供真正的长期职业
发展机遇，否则人才短缺势必将成为一项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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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机遇前景非常光明，因为技术带来了重塑行业服务产
品、降低目前商业实践成本的潜能。但为了实现这些效益，中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确保专业人士具有恰当的行为、知识和技
能，从而充分把握这些机遇。

因此，从用人企业的角度看，它会给人才管理战略构成许多影
响，特别是在吸引、培养和保留年轻人才方面。继2017年与全
球范围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举办了一系列访谈和圆桌会议之后，
本研究对如何改进这些活动提出了以下建议。

人才吸引

•	 	创建对员工极具吸引力的主张。雇主应制定其企业对年轻人才
的主张。该主张应着重突出对年轻人才长期职业发展前景的潜
在好处。此举有助本行业更有效地突显在小型事务所工作的重
要优势——特别是与大型事务所相比，这里更有机会取得广泛
经验。

•	 	直接与年轻员工互动。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学校、学院和大学建
立伙伴关系，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招聘活动，以充分展示在中小
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价值（参见第	3.1.2节）。

•	 	建立正式注册的培训业务。此举可展示用人企业的坚定承诺，
为员工提供绝佳的学习和发展机遇，同时还将助力用人企业针
对更年轻的员工打造极具吸引力的主张（参见第	3.1.3节）。

人才培养

•	 	投资开展正规的人才培养。ACCA认识到，对许多中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来说，内部培训资源有限，创建更有条理的活动
可从根本上改善工作者的发展机会。此类量身定制的计划需
要充分兼顾员工具体的长期职业发展抱负和短期发展目标				

（参见第3.2.1节）。

•	 	思考职业继任：打造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对一些中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来说，由于其组织规模有限，因此很难提供多样
化的职位和机会，以此作为结构化职业发展道路的组成部
分。这可能会限制员工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并令人才继
任规划充满挑战性。为此，用人企业应考虑加入外部协作网
络，以拓宽员工可获得的发展机遇（参见第3.2.2节）。

•	 	引入逆向职业辅导。在进入职场时，财务新生代专业人士往
往具备各种宝贵技能，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他们
或许深谙最新技术和媒体趋势，以及各种社交媒体渠道，因
此有机会可通过内部培训活动（如逆向职业辅导计划）来分
享这些知识。这可能有助于在整个员工队伍之间建立关系，
并帮助所有人发展新的技能（参见第3.2.3节）。

•	 	推动“内部创业精神”。ACC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具有强烈的创业雄心，绝
大多数都希望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自主创业。创业意味
着个人风险，因此用人企业应发挥通过“内部创业”锻炼创
业技能的优势，从而发现新的增长机遇（参见第3.2.4节）。

•	 	注重创建正确的行为。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要想繁荣发
展，就需要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用人企业的应对挑战行动。这
样不仅能获得软技能，而且可改变他们在职场中更广泛的态
度与行为（参见第3.2.5节）。

人才保留

•	 	创造出色的工作环境。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环境是吸
引财务新生代的一个重要亮点。用人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这一
点，探索新的举措，以改善职业发展和提高整体工作满意

度。这包括为员工创造更多参与职场外社交互动的机会，以
及通过调查追踪其参与度（参见第3.3.1节）。

•	 	积极拥抱技术以助力未来发展。对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未																
来的客户服务工作来说，掌握技术有着巨大意义。进入该领
域的年轻专业人士必须接受相关教育，以充分了解不断变化
的环境，以及新兴技术如何彻底改变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的服务（参见第3.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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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ITY LEVELS HIGH
67% eventually expect to move sectors 

64% want to move roles within two years 

64% expect next role to be a promotion 

63% expect next career move to be external

A FINANCE CAREER IS SEEN AS 
A SMART LONG-TERM CHOICE
83% agree that finance experience will 
be valuable for future leaders

78% see a long-term future in the 
accounting and finance profession

47% were attracted to a finance career 
because of long-term career prospects

ENTREPRENEURIAL 
AMBITIONS ARE STRONG
81% say they eventually want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of these, 13% want 
to do so in their next role

69%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line manager

53% agree they have good 
current work-life balance 

48% of respondents are 
satisfied in their current role 

SATISFACTION 
LEVELS HOLDING UP

DEVELOPMENT IS 
KEY TO RETENTION 
93% agree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develop skills is key for 
remaining with an employer 

41% say their employer does 
not have enough roles available 
to allow for career progression

40% agree that their employer 
offers sufficient opportunity to 
achieve career goals

EXPERIENTIAL 
LEARNING KEY 
72% say that on the job 
learning is the most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y

31% agree that 
mentoring is the most 
effective learning activity

Only 8% believe that 
e-learning is a useful 
learning activity

MIXED VIEWS OVER WHETHER 
TECHNOLOGY IS AN 
OPPORTUNITY OR A THREAT 
80% agree that technology will enable 
finance to focus on higher-value activities 

But only half believe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many entry-level roles in the profession

JOB SECURITY AND WORK LIFE 
BALANCE ARE MAJOR ATTRACTIONS
86% agree that job security with an employer is important

83% agree that work-life balance is a priority

71% say that flexible working arrangements are an attraction

8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

|    内容概要

职业安全感和工作生活平衡是两大主要吸引因素

86%的受访者认为职业安全感很重要。
83%的受访者认为工作生活平衡是优先考虑事项。
71%的受访者认为灵活的工作安排极具吸引力。

强烈的创业抱负

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终希望开
始自主创业；其中，13%希望下一步
就创业。

发展是留住人才的关键

93%的受访者认为学习和发展技
能机会的可获得性是留在企业的
关键。
4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所在企业
没有足够的职位可以用来满足他
们的职业发展需求。
40%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所在企业
为他们实现职业发展目标提供了
充足的机遇。

对技术是机遇还是威胁的不同看法

80%的受访者认为技术将促使财务工作专注
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
但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技术将取代该行业
中的许多入门级工作岗位。

满意度呈上升态势

69%的受访者与其直接上司已
建立牢固的关系。
5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保
持着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48%的受访者对其当前的职位
感到满意。

财务职业被视为明智的长期选择

83%的受访者认为财务经验对未来的商业领
袖非常宝贵。
78%的受访者认为财会行业拥有长远的发展
空间。
47%的受访者被长远的职业发展前景所吸引
而从事财务职业。

人才流动水平保持高位

67%的受访者最终期望进入其他行业。
64%的受访者希望两年内更换工作。
64%的受访者期望在下一次变更岗位时得到晋升。
63%的受访者期望下一次工作变动时离开当前
企业。

体验式学习至为关键

72%的受访者认为在职学
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活动。
31%的受访者认为辅导是
最有效的学习活动。
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在线
学习是有用的学习活动。



1.	引言

2016年，ACCA发布了“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财务
新生代”（ACCA，2016a）全球调查研究结果。近1.9万
名16-36岁年龄段的ACCA会员和学员参加了该项调查，
并分享了他们对职业发展抱负与工作偏好、企业吸引和
留任因素、以及学习方式的看法。

继上述全球调查后，针对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年轻财会
人士，本报告深入考察了他们的职业发展抱负和期望。本文将从
以下两个方面介绍此次调查研究结果：

• 与就职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新生代”相关的重要发
现，以及

• 在该部门吸引、保留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对用人企业的启示。

财务新生代一直认为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为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有助实现在财会行业的长远职业发展。尽管如此，
对该部门来说，吸引、培养和保留人才仍面临诸多独特挑战。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的人才流失率在部分市场持续走高，
部分原因是该行业其他部门的招聘竞争加剧，所有用人单位都
把有限的人才池作为招聘目标。此外，行业管制的放松和技术
颠覆创造的商业环境，也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产
生了独特的影响。

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清楚展示财务新生代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过程中认识到的职业发展机遇和障碍，同时还与针对中
小企业的类似调查结果进行了简要比较和对照。此外，本报告
还探讨了调查结果对用人企业的启示意义，并提供了一系列最
终建议，以便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雇主将其纳入自身的人才管
理战略中。 

9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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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引言

1.1	财务新生代：2016年ACCA全球研究

2016年，来自全球150个不同国家、年龄在36岁以下的近1.9万
名受访者参与了“财务新生代”调查，其中绝大多数受访样本来自
巴基斯坦（2458人）、英国（2446人）、马来西亚（1925人）
、中国（1093人）和尼日利亚（741人）（ACCA，2016a）。

“财务新生代”调查是在全球范围针对财会行业开展的、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项调查。

约10%的调查受访者处于16-20岁年龄段，60%以上的受访者为
21-30岁，其余28%的受访者则处于31岁及以上年龄段。全球受
访者平均年龄约为27岁。

样本的性别分布基本均等。其中，女性受访者占49%，男性占
51%；44%的受访者来自私营部门，其中一半以上在大中型企业
工作（即营业额超过7.5亿美元）。

只有超过20%的受访者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其中一半来自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另一半则来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

				总受访人数 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受访者

年龄段

新加坡
爱尔兰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英国

毛里求斯

				女

				男								



|      1. 引言

1.2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中财务新生代的特征

从全球范围看，在2016年“财务新生代”调查受访者中，
有1278人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些受访者主要
来自英国（389人）、马来西亚（173人）、巴基斯坦
（111人）、爱尔兰（66人）、新加坡（61人）和毛里
求斯（53人）。和受访者整体一样，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受访者的性别分布基本均等，男性受访者占51%，女
性占49%（参见图1.1）。

就职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新生代员工平均年龄
（28岁），略高于财务新生代整体平均年龄（27岁）	
（参见图1.2）。因此，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可
能恰好处于积极思考未来长远发展的职业阶段。他们考
虑的事项或许包括：是否希望留在事务所任职，还是更
换工作进入新的行业；发展技能与经验更为重要，还是
会优先寻求更丰厚的薪酬。

图1.1：受访者的性别占比

n �

n �

49% 51%

��������� ����

49% 51%

图1.2：受访者的年龄占比

9% 32%31% 28%

����

���������

2% 38%32% 28%

n –16 20� n –21 25� n –26 30� n –3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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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财务新生代”调查结果（2016a）显示，当前
就职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年轻专业人士具有远大抱
负：渴望学习和发展新技能，希望在财务组织内部实现
快速晋级。他们精通技术，将创新与全球化推动的变革
视为一种机遇，而非威胁。此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以及灵活的工作安排也是其目前岗位的重要特征，他们
对此非常看重。

本节介绍的研究结果显示，就职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受访
财务新生代观点包括：

•	 	他们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视作宝贵平台，在此为成功的
长期职业发展积累经验；

•	 	他们往往被用人企业提供的一揽子全面激励措施所吸引，
而不只是关注薪酬和职业发展机遇；重要事项中还包括了
职业安全感和工作灵活性。

•	 	此外，一系列类似因素还会起到重要作用，影响年轻专业
人士留在目前受聘企业中的意愿；学习和发展新技能的机
会仍是他们作出留任决定的主要因素，这充分体现出了企
业在员工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他们提供动态学习环境的重
要性；

•	 	他们还认为，薪酬和企业提供的职位有限是他们职业发展
受阻的主要原因。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财务新生代希
望离开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大型
企业会成为他们最青睐的工作单位。

很显然，上述趋势对快速变革行业中的人才未来发展有着深远
的影响。在吸引和保留年轻专业人士方面，由于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面临着来自财会行业其他部门的激烈竞争，因此，用人
企业满足财务新生代的工作偏好至关重要。

12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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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支撑长期职业发展成功的平台

受访者对该行业的信心显而易见，83%的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受访者认为，财会经验对未来的商业领袖非
常宝贵，这与财务新生代全球受访者的整体回复情况
高度一致。该一迹象证实，未来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拥有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绝佳基础。

最初的财务新生代研究（ACCA，2016a）表明，年
轻的专业人士认为进入商界是明智的职业策略，认为
财会经验是掌握技能和提升专业水平的重要平台。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也同意这一观点，近一半的
受访者表示，卓越的长期职业发展前景是吸引他们当
初进入该行业的主要原因（参见图2.1）。此外，近
五分之四的中小型会计师受访者（78%）认为自己在
财会行业拥有长远的发展空间。

图2.1：吸引你进入财会行业的因素有哪些？（前五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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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认为自己
在财会行业拥有长期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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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吸引因素因市场成熟度不同而有所差别
然而，在吸引受访者从事财会职业方面，某些因素的
重要性似乎存在国别差异，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受访者抱有的看法显著不同。例如，获取多种技
能的吸引力在马来西亚（45%）和巴基斯坦（42%）
远远高于英国（21%）和爱尔兰（9%）（参见图
2 . 2）。相反，与马来西亚（25%）和巴基斯坦
（28%）相比，在英国（45%）和爱尔兰（39%），
更多的受访者对目前工作中的课题感兴趣（参见图
2.3）。

Avante咨询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布莱特·阿米斯
（Br ight 	 Amis i），该机构常驻南非，同时他也是
ACCA全球中小型企业论坛的成员。他指出，对在发
展中经济体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而言，使技能发展成
为更重要吸引因素的原因包括：

“目前，我们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所以就业竞争非
常激烈。许多年轻的金融专业人士也因此变得越来
越富有创业精神。他们的专业训练能帮助他们理解
商业基础，这对小企业的成立及成功存活无疑是一
种优势。”

因此，即便没有投入财会领域工作，财务经验或许也
是开始创业或从事综合性业务工作的有利基础。

|      2. 重要发现

图2.2：发展多种技能的机会是否吸引你从事财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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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对工作课题感兴趣是否吸引你从事财会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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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新生代专业人士认为，
财务职业背景对未来的商业领袖非常宝贵。

区域比较

爱尔兰	.........................................77%
马来西亚	.....................................79%
毛里求斯	.....................................86%
巴基斯坦	.....................................78%
新加坡	.........................................84%
英国	............................................89%



2.2	除薪酬外，更全面的一揽子激励措施至关重要

ACCA	 2016年全球研究结果（ACCA，2016a）显
示，年轻的专业人士可能渴望获得职业成功，但生活
质量仍然是吸引和留住他们的重要考量因素——在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财务新生代亦如此。他们希
望在发展牢固工作关系的同时，也能有属于自己的生
活。

研究表明，学习和发展技能的机会是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吸引财务新生代的唯一最重要因素（参见图
2 . 4）。此外，职业发展和薪酬对受访者也极为重
要。这与财务新生代全球调查平均水平高度一致。

尽管如此，在吸引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员工方面，更
广泛的考量因素也至关重要，包括对日常工作的兴趣
以及灵活的工作安排。因此，实践证明，除薪酬和职
业发展外，企业雇主唯有提供更全面的一揽子激励措
施，方能成功吸引财务新生代人才。

同样，更广泛的因素也可能最有效地说服员工留在企
业（参见图2.5）。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财务新生代
员工是否决定留在企业，学习和发展新技能的机会仍
然是最重要的因素。这表明了企业为员工整个职业生
涯提供动态学习环境的重要性。

|      2. 重要发现

图2.4：与全球调查结果相比，企业吸引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的五大主要因素

图2.5：与全球调查结果相比，影响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是否留在企业的五大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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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新生代员工被用人
企业的学习和发展新技能的机会所吸引。

区域比较

爱尔兰	.........................................86%
马来西亚	.....................................94%
毛里求斯	.....................................94%
巴基斯坦	.....................................91%
新加坡	.........................................93%
英国.	...........................................94%



2.3		虽然具有流动性，但相比全体财务																																																										
新生代“粘性较高”			

迄今为止，多数财务新生代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均
呈现出了频繁跳槽的习惯。虽然就职于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的财务新生代亦是如此，但相比全球平均水
平，他们职业生涯初期停留在一家企业中的时间往往
略长一些。

就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受访财务新生代而言，尽管
其平均年龄略大于财务新生代的均值，但他们中48%
的人表示，到目前为止只在一家企业工作过，显著高
于31%的总体平均水平（参见图2.6）。这表明，相比
其他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员工在同一家
企业工作的时间更长一些，与其他行业部门的同行相
比较少频繁跳槽。

当被问及他们有意在多长时间内更换工作时，31%的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表示，希望在一年内更
换，比整体平均水平低5%（参见图2.7）。希望两年
后变换工作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士比例为
64%，而全球受访财务新生代的平均水平为70%，相
比之下，差距扩大到了6%。

在职业生涯初期，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年轻专业人士
职业发展和晋升较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更希望
在该部门中积累广泛经验。因此，他们不太愿意像财
会行业其他同行那样频繁跳槽。此外，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的就业结构趋于扁平化，因此员工可以晋升的
高级职位往往很有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的财务新生代具有“较高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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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从业以来，您曾任职于多少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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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的职业发展目标似乎与财
务新生代总体受访者基本一致（参见图2.8）。对于
下一步工作变动，绝大多数受访者希望继续留在当前
领域，但期望获得更高级的职位。当谈及有关下一步
工作变动的职业目标时，受访者往往将领导一个团队
作为第二大职业目标。就国家而言，巴基斯坦和毛里
求斯的受访者对实现这一愿望最为热切，而英国或爱
尔兰的受访者则相对缺乏动力（参见图2.9）。

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道路的长远考虑，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受访者拥有进入财会行业其他领域的强烈愿
望。这似乎也与财务新生代总体受访者的抱负基本一
致。但相比财务新生代受访者的总体状况，希望转入
综合性业务岗位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比例低
了近10%，而他们中有意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工作的
比例也略低一筹。

因此，该部门受访者似乎更期望在财会行业的传统岗
位范围内，构建更为集中的职业发展路径（至少在职
业生涯初期如此）。尽管如此，许多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受访年轻专业人士仍表达出了在职业生涯某个阶
段自主创业的愿望，占比达81%，与财务新生代的总
体水平不相上下；当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国别差异		
（参见图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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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与总体受访者的职业目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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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各国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的职业目标——希望
领导财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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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比较

爱尔兰 .......................n 39%   n 66%
马来西亚 ...................n 27%   n 59%
毛里求斯 ...................n 36%   n 68%
巴基斯坦 ...................n 42%   n 81%
新加坡 .......................n 30%   n 62%
英国 ..........................n 22%   n 54%

全球范围，31% 的受访者希望一年内变换工
作， 64%希望两年内变换工作。



2.4	寻求长远的发展道路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拥有雄心壮志，专注
于获得晋升以实现其职业目标（参见图2.11）。绝大
多数受访者希望继续在该部门积累经验，并将此作为
日后进入其他部门的跳板。

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希望下一次工作变动时跳槽到
其他企业（参见图2.12）。因此，虽然相比财务新生
代的整体水平，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在同一家
企业工作的时间较长、较少频繁跳槽，但他们的职业
发展却往往以进入其他企业为目标。虽然这样，但相
比财务新生代其他人群，更多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
访者希望平级调动。

此外，三分之一受访者青睐于未来继续留在中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部门工作，而非进入该行业其他部门（参
见图2.13）。持这一观点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
者也略高于财务新生代总体平均水平。67%的受访者
表示最终希望离开该部门，其中42%渴望进入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或大型企业（参见图2.14）。虽然这一比
例较高，但大多数受访者正纷纷寻求进入包括私营部
门、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在内的广泛就业空间——
这也在动摇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视为进入大型企业
跳板的假设。

|      2. 重要发现

图2.11：下一次工作变动中，您希望获得晋升还是平级调动？

图2.13：未来，您是否希望进入其他部门或其他类型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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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您希望在下一次工作变动中进入哪类企业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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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您期望下一次工作变动是在当前任职企业内部调
动，还是跳槽到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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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33%)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员工
希望未来继续留在该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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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机构比较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 21%
大型企业 .................................... 21%
公共部门  ................................... 14%
中型企业 .................................... 13%
咨询机构 ...................................... 9%
中介会计公司 ............................... 8%
小型企业 ...................................... 8%
非盈利机构. .................................. 3%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 大型企业 是 中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受访者 下一次工作变动时最青睐的
工作单位。

42%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
渴望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
大型企业。



2.5	工作满意度呈上升态势

人们或许认为，由于一些小型事务所无法提供大公司
那样的发展机遇和薪酬待遇，可能导致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财务新生代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较低。但实际
上，我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预判。

在受访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新生代员工
中，48%表示对当前岗位感到满意（参见图2.15）。
这与财务新生代总体调查结果相一致，从而表明在为
年轻专业人士交付的体验方面，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并不逊于财会行业其他部门。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的满意度可部分解释为受
访者在当前岗位上能够超越预期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并且非常灵活地安排工作（参见图2.16）。此外，
较高比例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还认为，他们
的日常工作比原本设想的更为有趣。这些研究结果均
与财务新生代总体情况保持一致。	

|       2. 重要发现

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雇主在提供工作满意度
方面落后于其他行业。

图 2.15: 您对当前岗位的满意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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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您在以下关键留任因素方面的体验是否超出了预期（前五大留任因素）？

37%

33%

�������
���

����� �������
	������

40% 39%

34% 34%
32% 32%33% 33%

n ���������

n ���

（累积百分比）

23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



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中，33%还表示，当前
岗位的职业安全感优于预期（参见图2.17和2.18）。
这与除巴基斯坦以外各大主要市场的研究结果相同。
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来说，找到稳定安
全的工作岗位似乎也是他们决定去留的一个特别重要
的因素。另一方面，较少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岗位的薪
酬和职业发展超出其预期。

2.5.1	不同市场的工作满意度各不相同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新生代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存
在着较大的国别差异（参见图2.14）。英国、爱尔兰
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以及毛里求斯的工作满意度最
高，但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工作满意度却明显低很
多。

ACCA马来西亚办事处和马来西亚审计监督委员会
2013年开展的一项人才管理研究表明，目前马来西亚
专业人士对工作感到不满的一项主要原因是报酬欠佳
（ACCA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审计监督委员
会，2013年）。同样，在此次研究中，当问及巴基斯
坦的受访者是否满意他们的薪酬水平时，76%都表达
了某种程度的不满。因此，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
体之间的薪酬差距，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本次研
究所发现的工作满意度差异。

|        2. 重要发现

图2.17: 当前岗位的职业安全感是否超出了预期？

图2.18: 不同国家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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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 48%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
务新生代员工对当前岗位感到满意。

区域比较

爱尔兰 ........................................ 58%
马来西亚 .................................... 39%
毛里求斯.. .................................. 59%
巴基斯坦... ................................. 32%
新加坡. ....................................... 39%
英国. .......................................... 65%



2.6	个性化、实用型的学习最为有效

正 如 在 2 0 1 6 年 首 次 财 务 新 生 代 研 究
（ACCA，2016a）中曾指出的那样，70-20-10法则
一直是较为成熟的学习和发展模式。该法则认为，员
工个人70%的知识来自工作相关经验，20%来自与同
事的社交学习，只有10%通过课堂培训或在线培训等
正规学习获得。

该模式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采取的员工学习和
发展方法非常接近。事实上，由于该部门年轻专业人
士往往需要广泛接触客户，并且会随之出现对软技能
的需求，因此在职培训与辅导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
普遍的学习方式（参见图2.19）。

令人鼓舞的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也认为，
在职培训和业务辅导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通过承担
各种职责并且在此过程中获得经验丰富员工的指导和
监督，有助员工成长（参见图2.20）。

|						2.	重要发现

图 2.19: 贵公司/事务所普遍采用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前五大主要因素）？

图 2.20: 您认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前五大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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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员工表示，在
职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31% 则认为业务辅导最为有
效。

区域比较

巴基斯坦 ...n 49%  n 32%  n 29%
马来西亚 ..n 59%  n 32%  n 28%
英国 .........n 62%  n 32%  n 26%
爱尔兰 ......n 77%  n 42%  n 23%
毛里求斯 ..n 60%  n 31%  n 31%
新加坡 ......n 74%  n 36%  n 23%



2.7	缺乏可获得的职位以及薪酬受限是最大的障碍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认为，缺乏足够的空缺岗
位（41%）和薪酬不足（34%）是职业发展面临的两
大障碍（参见图2.21）。不过，与整体财务新生代相
比，这些受访者中同样多的人认为，所在企业能够提
供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且为他们实现职业目标提
供了充足机会。

如第2.5节所述，财务新生代有时会把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作为跳板，以寻求薪酬更具吸引力的用人企
业。

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来说，由于学习与发展
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和留任因素，因此需要指出的是，
调查结果表明，31%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认
为，缺乏充足的正规培训和学习机会也是职业发展的
一大障碍（参见图2.21）。按国别来看	，这一问题在
巴基斯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似乎尤为突出。	（参见
图2.22）

情况或许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为员工提供的是一
些临时性的学习机会，而非量身定制的发展规划。因
此，加强此类活动的正规化或许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改进其人才管理战略途径之一。

图 2.21: 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前五大主要因素）

图 2.22:缺乏充足的正规培训和学习机会成为了职业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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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障碍，但只有26%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缺乏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
参见图2.23），比财务新生代总体水平低了7%。这表
明，薪酬以及缺乏可获得的岗位等障碍，或许并没有
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带来严重
影响。

以下事实能够验证这一判断——当被问及目前企业是
否为他们实现职业目标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时，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和财会行业同行之间的反馈并无
差别（参见图2.24）。

图 2.23:目前所在企业缺乏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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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图 2.24: 目前所在企业为我实现职业目标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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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40%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员
工认为，目前所在企业为他们实现职业目标提供了充足的机
会。

区域比较

爱尔兰 ........................................ 46%
马来西亚. ................................... 40%
毛里求斯 .................................... 42%
巴基斯坦.. .................................. 24%
新加坡. ....................................... 38%
英国 ........................................... 50%



2.8	重塑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	

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员工中，80%
认为技术有助财会专业人士专注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
（参见图2.25）。这表明他们看到了通过技术进行创
新的良好机遇。用人企业应抓住这一契机，重塑整个
企业的业务实践和所提供的服务。

尽管如此，只有一半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
新生代认为技术将取代财会行业的许多入门级岗位，
这与全球受访者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参见图2.26）。
因此，虽然受访者对新技术在整个财会行业的应用持
乐观态度，但他们或许应当更加实际地看待这方面可
能产生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部门
产生的影响。

图 2.25: 技术将有助财会专业人士专注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

n �����

n ���

n ����

n ��

n ����

42%

38%

17%

���������

42%

42%

13%

���

图 2.26:技术将取代财会行业的许多入门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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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研究（2016a）此前已指出，十大技术趋势可
能在未来重塑商业和财会行业格局，详见下图（参见
图2.27）。这有助于用人企业帮助员工明确，如何利
用此类变化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效益。

“在从学习阶段到进入中小型会计师事务实际工作
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需要跨越的鸿沟。即使是完
全合格的工作人员，接触财会软件的机会往往也
非常有限，这是他们实现职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
碍。”
克棱希阿帕沃（Clensy	Appavoo），高级合伙人

|      2. 重要发现

图 2.27: 重塑商业和财会行业格局的十大技术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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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80%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员工
认为，技术将有助财会专业人士专注于更具增值性的活动。

区域比较

爱尔兰 ........................................ 77%
马来西亚... ................................. 78%
毛里求斯.. .................................. 82%
巴基斯坦 .................................... 80%
新加坡 ........................................ 85%
英国. .......................................... 77%



3.1	人才吸引

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是一项至关
重要且持续性的活动。如第5章所指出，该部门用人企业如
果想要吸引新生代优秀人才，需要应对以下诸多挑战：

•	 创建体现其事务所故事的品牌；

•	 	通过学术机构推销所在事务所；以及

•	 创建对员工极具吸引力的主张。

3.1.1	创建极具吸引力的员工主张
随着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与大型企业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
间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IFAC，2017年），因此调查中我
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很多用人企业和财务新生代都强调了向
年轻人有效宣传企业主张的重要性，特别是应当体现对他们
长期职业发展前景带来的潜在好处。为了创建充满吸引力的
员工主张，用人企业必须明确定义自身的使命、价值和更广
泛的业务目标。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年轻专业人士明确指出了在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许多积极因素，但目前该部门的雇
主方普遍仍未主动与年轻人接触，“宣传推广”自身企业或
整个行业。因此，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可从这方面入手，为
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该部门打下基础。

例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很多受访者认为，雇佣他们的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良好或非常优秀的品牌，远远超出
其最初预期。这表明，此类品牌还有可以挖掘的潜在价值，
包括强调很多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为其中小型企业客户扮演
的“准财务总监”角色，从而令事务所员工有机会学习各类
服务。因此，用人企业在寻求吸引人才时，应充分考虑向年
轻人宣传其品牌故事及所提供服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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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吸引力在于学
院派的工作环境

托马斯·李（Thomas	 Lee）是李欧会计师事
务所（Lee，Au&Co.	 ）的合伙人。该事务所
于1978年在香港成立，客户覆盖零售、工业和
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主要提供审计和鉴证、税
务咨询和内部审计等服务。其客户多数为香港
本地企业，也有部分来自欧洲和澳大利亚。

托马斯认为，与其他部门相比，香港的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在吸引人才方面处于强有力的竞
争地位。托马斯指出：“小团队中的成员普遍
相处融洽，并能相互学习，这对年轻人来说很
有吸引力。我们是一家拥有各种人才的精品企
业，我们的企业文化非常热情友好。我们具有
强大的业务辅导文化和实践方法，因此新加盟
员工绝不会感到孤立无援。”

此外，托马斯还强调了，应当利用技术来打造
灵活的工作环境，很多来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的受访财务新生代都对此非常看重。他指
出：“在技术的帮助下，所有人将不再需要在
同一时间来办公室工作。对员工个人而言，可
以在合适的时间、更加灵活地完成自身工
作。”

3.1.2	积极与年轻员工接触
用人企业有效宣传员工主张的一种方式可能是直接与年轻人互动，以宣
传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职业经验的价值。用人企业可通过与学术机
构合作，有效针对潜在员工来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在此次研究中，ACCA采访了与当地学校、学院和大学已建立伙
伴关系的一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雇主，以便宣传培训岗位和永久性职
位。PKF新加坡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人力资源与培训合伙人约翰·林
（John	 Lim）指出，他所在的事务所此前很难吸引财会专业的毕业生。
后来，他们开始与当地高校合作，“让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否则，年
轻人只知道四大。”

约翰表示，通过这些渠道开展讲座或提供实习计划，“有助于提高我们
的知名度，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口口相传知道了我们。”建立这些
联系或许是吸引初级员工的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手段，也能使进入该部
门的新人了解选择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的职业优势。

3.1.3	建立正式注册的培训业务
ACCA研究表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年轻专业人士，往往被能提供
良好学习和发展新技能机遇的用人企业所吸引。因此，作出支持员工职
业发展的承诺或许是吸引新人才的一种有效方式。

实施该举措的方法之一，是用人企业建立正式注册的培训业务，并受到
专业资格认证机构的监督。	 除了为员工提供学习活动和评估，这类计划
还有助提高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以便为年轻人实现职业进步提
供内容丰富的学习环境。

爱尔兰Qu i n l a n 	 & 	 Co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伊丽丝·奎南（Eilis	
Quinlan）指出，成为注册培训事务所或许可以帮助一些中小型会计师
事务所脱颖而出。她表示：“我认为，应向学生明确指出系统性发展的
好处，以及为何他们应当选择带有正式注册培训业务的事务所。”某种
程度上讲，这等同于，确保通过有效宣传使专业人士明白在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中可以积累到广泛的财务经验。

1  例如，用人企业可以免费被接纳成为ACCA认可的雇主。该计划旨在为事务所雇佣的ACCA会员和学员提供各类支持和帮助。

35|     3. 用人企业急需采取行动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



36|					3.	用人企业急需采取行动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
财务新生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管理

巴基斯坦圆桌会议讨论：吸引人才面临的障碍
2017年9月，ACCA巴基斯坦办事处在费萨
拉巴德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有关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财务新生代的调查发现。其重点之
一，便是巴基斯坦的用人企业在人才吸引方
面面临的一些障碍。

企业通用解决方案公司（Corporate General 
Solutions）执行董事费泽·伊姆兰（Fiza 
Imran）指出，很多年轻人青睐于中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以外的行业。Parker Randall 
A J S公司合伙人穆罕默德 ·齐山 ·阿比德
（Muhammad Zeeshan Abid）对此解释
说，很多合格的专业人士都会被业界“挖角”
时承诺的相对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相关额外福
利所打动。

用人企业还指出，它们面临着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巴基斯坦的年轻
专业人士在考虑下一步职业变动时，往往会
被四大事务所的品牌吸引。相比之下，为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回报似乎不够明确。

雇主企业随后强调，在与年轻人接触时，应当更加着力介绍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职业发展路径的价值。特别是，企业一致认为，必
须宣传在本部门工作可以积累各类经验的重要性，这将支持其未来的人才管理战略。

3.2	人才培养

由于资源有限，在为年轻员工提供系统性培训项目方面，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往往面临着各种挑战。

因此，为了培养人才，用人企业需要考虑：

•	 如何通过提供系统性员工发展计划使员工受益；

•	 是否可以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来提高能力；以及

•	 年轻专业人士未来需要掌握哪些更广泛的技能。

3.2.1	投资开展正规的人才培养

用人企业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利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环境的关键优势，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ACCA研
究表明，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培训和学习机会中，在
职培训与辅导往往是临时性的。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该
行业受访者认为，缺乏充足的培训和学习活动是他们实现
职业目标的主要障碍。

因此，创建更加系统化的学习活动计划可成为用人企业人
才管理战略的重要一环。其中或许包括引入更加正规的学
习活动，以及为每位员工制定量身打造的发展计划。在此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员工具体的长期职业发展愿望和短期
发展目标。



图 3.1: 商业制胜必备的“杰出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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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上司能够成为年轻专业人士的职业导师和工作教练，因
此应定期与初级员工见面，评估他们是否正在达成职业目
标，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持。这些讨论亦可采取坦诚布公的职
业对话形式，这有助于管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新生代
的职业发展期望。

作为2016年6月“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未来变革驱动
力与未来技能”研究项目的一项成果，ACCA指出的“七大
杰出职商”（2016b）或许能为这一评估过程提供支持。该
分析指出，为了增加用人企业和客户的价值，未来的专业会
计师将需要在七大领域或职商方面体现其能力和技能（参见
图3.1）。直属上司可将这一资源用作员工持续绩效管理的

工具。

至关重要的是，设计更加系统化的人才培养计划的益处之
一，是用人企业能够预见到可能影响企业士气、工作满意度
和人才保留的所有障碍或问题。事实上，此类建议行动能够
促使员工积极投入到自身工作中，同时发展各种技能，从而
加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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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思考职业继任：打造透明的职业发展路径。
对很多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来说，由于资源有限，提供人
才培训和发展机遇往往是一大挑战。这不仅会制约员工的
职业发展和晋升，也会令用人企业的人才继任规划愈发困
难。为此，一些用人企业应考虑加入外部协作网络，以克
服能力问题。直属上司可在定期的职业对话中告诉员工可
获得的有关机会。

例如，作为财务新生代研究的一部分，ACCA采访了与其
他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型会计师事务所均在开展员工
轮岗计划的事务所。英国Simon	 Silver	 Myer公司合伙人迈
克尔·西蒙（Michael	 Simon）表示：“我们与某中型会
计公司合作推进轮岗借调计划，这有助我们的员工获得其
他领域经验，比如我们已不再提供的审计服务。这为年轻

专业人士提供了在企业内部无法获得的发展机遇。”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还可以考虑与社区团体、慈善组织等
本地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为年轻专业人士提供业余时间的
志愿服务机会，由此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同时磨练他们
的情商。这能够使企业获得宝贵的资源，进行软技能培训
并鼓励员工积极思考——实践证明，这些能力对于日益注
重适应性的财会行业来说意味着巨大优势。

在应对人才管理挑战方面，中小型企业可以借鉴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
ACCA研究表明，中小企业雇主面临的广泛人才管理挑战，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人才管理挑战往往非常相似。由于可用于
吸引和培养人才的资源水平往往很有限，因此为了构建更加有效且充满活力的人才管理战略，企业必须突破自身局限。

人才培养挑战
中小企业的财务团队往往很小，有时甚至只有一名员工。尽管如
此，但中小企业的吸引力或许在于，通过从事更具综合性的工作
来全面了解某一特定行业。不过实际业务中，由于缺乏处理财会
相关工作的同事，这些员工可能很难接触到发展机遇。

布莱特·阿米斯（Bright Amisi）表示，对财会专业人士来说，这
或许是中小企业和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环境之间的重要区别
之一。他说：“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你将和一些志同道合的
人一起工作，并获得其他专业人士的指导。但在中小企业中，你
的上司可能不在财务部门工作，这会对你的发展产生影响。”有
鉴于此，为中小企业财会员工打造学习文化或许更具挑战性。

能力有限
另一项可能阻碍培训的因素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为年轻的专业
人士和学生提供进修假期。事实上，如果财务人员脱岗学习，可
能令企业的整个财务部门都无人值守。

寻求帮助
因此，为了吸引合适的财会专业人士，一些中小企业在招聘过程
中，可以考虑寻求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因为中小型会计
师事务所往往非常清楚可从何处寻找到合适人才，以及需要哪些
业务技能。

艾丽斯·奎南（Eilis Quinlan）指出，一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可
以为中小企业客户的年轻财会人士提供非正式的职业辅导。他表
示：“无论是每个月一次简单的电话交流，甚至只是零星的培
训——这类辅导通常只需很短的时间，但的确可以给新人带来安
全感。”重要的是，这还能够令中小企业节约成本。“该理念的目
的在于，通过提高其财务团队的能力，帮助客户削减总成本。那
么，我们也能腾出时间，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并起到更为全面
的咨询角色。”

在可行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应向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寻求人才管
理战略方面的建议和支持。他们还应确保员工具备使用相关技术
所需的技能。总体而言，此举不仅有助中小企业降低成本，还能
令其保留的财务职能更具长期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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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引入逆向职业辅导
正如最初的财务新生代研究（ACCA，2016a）所指出，在进入职场
时，年轻的专业人士往往具备着一系列宝贵技能和洞察力，用人企业能
够从中获益。例如，他们或许深谙最新技术和媒体趋势，以及各种社交
媒体渠道，因此有机会可通过内部培训活动（如逆向职业辅导计划）来
分享这些知识。

英国金斯顿大学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ACCA全球中小企业论坛成员罗
伯特·布莱克布恩教授（Robert	 Blackburn）指出，实践中，年轻人应
用新技术的能力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大有裨益。他说：“你往往会发
现，如果企业固守某一代技术，其就会拖慢他们日后的业务发展。年轻
人的洞察力或许可以激励企业跟上时代步伐。”

布莱特·阿米斯（Bright	Amisi）阐述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
也能得益于年轻人对某些技术的精通。他指出：“很多财务新生代从小
就使用移动应用。我们也模仿年轻人的生活管理方式，通过类似技术引
入了多种效能提升工具。”

在ACCA新加坡圆桌会议上，某雇主企业介绍了一位年轻员工给公司带
来新技术的案例：“我们招聘了一位大学毕业生，他教整个团队如何使

用各种我们之前从未听说的时间管理应用软件。我们由此节省了大量资
金，并创造出更多资源以用于服务客户。”

这类案例展示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积累的知识可以为改进业务实践、
引入新的学习干预工具提供绝佳平台。对年轻专业人士来说，有机会支
持前辈员工或许可以提高他们在企业中的自我价值感。

随着技术继续改变整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利用财务新生代来指导更
广泛的员工队伍，很可能成为企业内部学习和培训活动日益重要的内容
之一。更关键的是，如果开展得当，此举可以帮助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充分把握增长机遇，并且加强其人才管理战略。

不同年龄层的员工无疑可以互相学
习。客户希望更快获得信息，而年
轻人在这方面有时做得更为出色。
吴锦华，合伙人
香港吴锦华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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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推动“内部创业精神”
58%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财务新生代认为，将来越来越多的财会
专业人士将倾向于创业，而不再追求传统的财务职业生涯。事实
上，81%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受访者希望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自
主创业。因此，财务新生代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动力，一定程
度上或许是为了培养创业技能和提高商业敏锐度。

因此，很多受访者认为，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为今后自主创业提
供了独特的训练机会。迈克尔·西蒙（Michael	 Simon）指出：“在大
中型企业，你未必有机会接触到管理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或中小企业所
需的全部技能。管理企业当然需要培养实用能力，但也需要学习成为有
效的沟通者，如何管理客户关系并了解其需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
在各种规模的企业工作过，我认为，具备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经
验，会使你的学习过程进步更快。”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一方面，它关乎探索新的业务
机遇，为客户开发新的服务；另一方面，它能赋予员工搜寻个人发展
项目的自由，或者说支持创业精神——这对员工和公司均有益处。”
李浩尧（Thomas	Lee），香港李欧会计师行合伙人

最初的2016年财务新生代研究（ACCA，2016a）诠释了内部创业的概
念，即财务新生代员工发挥自己的创业技能，同时从当前任职企业的资
源、能力和安全中获益，并从可能的失败中学习，而无需承担创业带来
的个人风险。

随着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持续采用各种新技术，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年轻
员工的“内部创业”技能——特别是以此助推整个企业的创新。利用各
种不同的想法和技能或许有助于创建成本效率，并为公司确立新的增长
机遇。

 58% 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受访财务新生代认为，将
来越来越多的财会专业人士
将倾向于创业，而不再追求
传统的财务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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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新加坡圆桌会议：强调创业精神和技术的重要性
2017年9月，ACCA新加坡办事处举办雇主企业圆桌会议，其间探讨了创业精神的重要性。部分
与会者希望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鼓励员工为创造新的收入和增长机会作出贡献。

Avic NAC事务所总监德斯蒙德·杨（Desmond Yiong）解释说：“每当与年轻员工交谈，我都会和
他们讨论创业精神。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了解我们的客户和其他企业正在做的事情，理解他
们的最佳实践。这可以为我们公司带来新的价值。”

和创业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对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与会者特别强调了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如催生新
的咨询服务，以及推动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经常扮演的中小企业客户“准财务总监”角色发展进
化。特别是，事务所已看到了数据分析工具的巨大潜力，将利用它们使服务增添价值。

正如一名与会者所说，这反过来也将有助于留住人才。“如果我们能训练年轻员工如何使用此类
技术，其中有新知识可供学习，他们就有了留下来的理由。而且，这还可以为企业带来开辟全新
收入来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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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注重创建正确的行为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未来要想繁荣发展，就
需要鼓励就职于该部门的财务新生代员工主
动参与用人企业的应对挑战行动。当用人企
业被问及进入该部门的年轻专业人士未来需
要优先掌握哪些技能时，受访者普遍强调
了“软技能”，特别是沟通、市场营销和客
户管理等领域的能力。

软技能不仅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十分
重要，对整个财会行业都在变得日益关键。
随着小型事务所设法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咨询
服务，改进员工有效管理客户的方式，对于
该部门未来的成功举足轻重。事实上，该部
门的日益多样化，意味着中小型事务所的会
计师们正越来越多地扮演“客户的顾问、心
腹、分析师、协调人和教育者等角色”（国
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2016年）。

正如中国凯正财务管理咨询公司（Lee	 &	
Lee	 Assoc iates）合伙人李献凯（Ken	
Lee）所指出，了解客户面临更广泛挑战的
实际意义至关重要。他说：“财务专业人士
需要对日常职责以外的外部环境保持高度敏
感，将他们所看到的威胁和机会整合到为客
户提供的服务中”。

虽然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在为员工提供
了许多机会，在工作过程中发展其软技能，
但用人企业可能希望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支持
这一过程。考察通过本地培训承包机构或其
专业会计机构可以获得的资源，或许是可行
的切入点。

此举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得软技能，更将改变
年轻员工在职场中的广泛态度与行为。从展
示创造性思维来响应新的培训举措，到适应
新技术的意愿，年轻的专业人士需要了解，
他们在职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提高其技能在
企业内部的可见度，并有可能开辟新的职业
发展机遇。

ACCA爱尔兰办事处圆桌会议指出，发展软技能是关键的优先任务
2017年8月，ACCA爱尔兰办事处在都柏林举行圆桌会议，探讨用人企业对人才管理的看法。

沟通技能被列为年轻专业人士需要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并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特别重要。“
要能够拿起电话与客户交谈，而不是发邮件，这真的非常重要。”

一家用人企业指出，年轻专业人士在与客户打交道时“往往缺乏自信”。“他们不知道期待什么，只
是无法处理客户提出的问题。”因此，确保年轻专业人士获得相关培训，被视为该部门未来的一
项重要的优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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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才保留

ACCA	研究发现，人才保留往往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用人企业面临的
最大挑战。为年轻专业人士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让他们更长久地留在
公司，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商业模式保持可持续性的关键，并能使其
投资于员工专业发展的成本取得合理回报。

为了保留人才，用人企业需要考虑：

•	 如何改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环境；

•	 如何利用技术来支持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模式；以及

•	 年轻专业人士未来需要哪些更广泛的技能。

3.3.1	创造出色的工作环境
如今，年轻人的价值观已悄然发生改变。人们越来越不喜欢长时间工作
和死板僵化的工作职责。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用人企业的任务是改变工
作环境，否则可能更难以吸引和留住现有人才。

可喜的是，ACCA研究表明，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环境是吸引财务
新生代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受访的年轻专业人士表示，他们与直属上
司、同事和合作伙伴建立密切关系，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

员工有机会在工作之余参与社交互动，或许也是吸引年轻人的一种宝贵
方法。

ACCA曾访问的很多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用人企业，随后都在围绕如何
打造灵活、宽松的工作环境来制定自身人才管理战略。迈克尔·西蒙指
出，年轻专业人士倾向于与直属上司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有助于营
造更具学院氛围的工作环境。“这可以培养更加放松、但也更有助讨论
的企业文化。”这往往是大公司难以提供的。因此，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应继续为员工提供工作之外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这对构建宽松灵活
的工作环境大有裨益。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用人企业应当考虑怎样创造更切合财务新生代偏
好的工作环境。例如，开辟足够的渠道使员工可以满怀信心地提出与其
工作福利、工作关系和办公环境有关的各种问题。正如最初的财务新生
代研究所指出（ACCA，2016a），用人企业还能通过调查来跟踪员工
的参与度，并积极“奖励”或表彰员工所做的贡献。

“作为一家事务所，我们鼓励工作
生活保持平衡；同时我们也非常重
视家庭。从初级员工到高级职员，
整个团队关系都非常密切。我们为
他们组织社交活动，但也给每个人
时间去享受自己的社交生活。”
郭克刚（Mark Gold），英国Silver Levene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欧洲会计师联合会中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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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工作环境，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吸引财务新生代的重要因素
菲奥娜·麦克纳马拉（Fiona MacNamara）是爱尔兰 PKF O’Connor, Leddy & Holmes公司的高级经理。这是一家提供会
计与业务咨询全方位服务的企业，拥有超过65位会计师、税务咨询师及其他专业人士。

菲奥娜指出，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可以给员工提供很大的工作灵活性，这是吸引财务新生代的一项重要因素，同时
也是大公司无法提供的。她说：“我每星期可以选择在家工作一天，公司为许多员工都提供了这样的灵活安排。你往往发
现，在家工作的效率比其他时段都高。更重要的是，这种灵活性有助公司留住更多合格的员工。”财务新生代调查结果也
印证了这一观点。

菲奥娜还认为，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用人企业应继续支持年轻专业人士在履行日常职责之外进行学习，这非常重要。“我
们最近招聘了一位新员工，她发现自己可以白天为我们工作，晚上继续完成自己的资格学习。她比我们招进来的其他毕
业生都更有决心。很显然，我们为员工提供的灵活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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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积极拥抱技术以助力未来发展
技术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未来发展有着巨大
影响。一些传统服务，如鉴证与合规工作，已悄然
发生变化，甚至有人担心此类收入来源未来或将消
失。

因此，该部门很多企业已着手投资新技术，作为开
发现有客户服务和引入新服务的一种手段。从内部
管理流程到对外沟通，从行政管理到数据分析，很
多由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开展的服务活动已经
越来越依赖技术。

“他们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能使用各种软
件。这正是我们需要大力弘扬的文化。技术必将
层出不穷，问题是我们怎样来有效利用。”
苏丽·罗汉（Suree	 Rohan），新加坡罗克汉.马氏与
合伙人会计师事务所（Rohan	Mah	&	Partners）合伙
人

随着这一发展变化不断继续，年轻专业人士需要做
好准备，推动整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的创
新。这包括接受适当的技能和知识培训，从而有效
使用相关技术。此外，它还要求用人企业思考如何
使员工在职场接触更多技术，以展示这些技术将在
他们履行职责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价值。

技术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瑙曼·米安（Nauman	Mian）是阿联酋
ACCA成员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是中东领
先招聘网站Bayt.com的首席财务
官。Bayt.com成立于2000年，主要提供
各种端到端的招聘服务和职业规划工具。

瑙曼解释说：“数字技术给企业培养人才
的方式带来了很大变化。企业寻求的人才
应当能根据公司要求来发展自己的技能。
因此，企业一直在寻求可以帮助其成长的
人才。”



ACCA对全球范围年轻专业人士的调查结果和与雇主的访谈显示，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资源丰富，大力支持并致力于新生代专业人士的长期发
展。

对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年轻专业人士来说，虽然薪酬很重要，但在决定
其工作满意度方面，更广泛的因素也不容小觑。其中包括长期的职业发展
前景，是否有机会从有利的学习环境中获益，以及工作安全感。同时，他
们认为，工作不应牺牲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

因此，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年轻专业人士的工作
满意度与财务新生代其他受访者相一致。此外，78%的受访者表示，看到
了自己在财会行业的长远发展前景，这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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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好处，但该部门显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为了取得
职业发展方面的进步，并获益于较高的薪酬待遇，大多数受访者仍希望
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跳槽。因此，人才保留将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一项重大而持久的挑战。同样，来自财会行业其他部门日益激烈的人才
竞争也意味着，一些用人企业在招聘时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

随着整个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不断开发新的咨询服务，作为招聘
方，让员工具备与客户有效沟通所必需的软技能正变得日益重要。与之
相应，鉴于技术在财会行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本次研究特别强调
了用人企业为年轻专业人士引入新工具和资源的重要性，这将与他们的
专业发展息息相关。

调查中，一些用人企业表示已经引入具有创造性的新举措，来制定人才

管理战略。这包括克服有限的内部资源，与其他事务所合作，为员工提
供更广泛的专业发展机遇。一些用人企业正利用年轻员工的内部创业技
能，借助技术为客户更有效地提供服务，创造新业务，或向外部受众展
示事务所的工作。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的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测，但用人企业目前的
优先要务指出了一些选择。不过，无论决定采取何种路径，用人企业都
必须认识到：作为其未来业务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人才管理至关重
要。

近五分之三的受访者表
示，看到了自己在财务行
业的长远发展前景——这
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中小型
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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