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告洞见2.0：
身体力行

关于ACCA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是全球广受认可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为全世界有志
投身于财会、金融以及管理领域的专才提供首选的资格认证。ACCA目前在大中华区拥
有25,000名会员及108,000名学员，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青岛、
武汉、长沙、香港和澳门共设有11个代表处。
ACCA为全球179个国家的208,000名会员及503,000名学员提供支持，从雇主的技能需
求出发，为会员和学员的事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专业服务。ACCA透过全球104个办事处和
中心，以及全球超过7,300家认可雇主，为员工的学习与发展提供高标准服务。ACCA
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提倡适度的会计监管方式，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化研究，不断提
升财会行业的声誉与影响力。
目前，ACCA的核心——ACCA专业资格正在进行重大创新，以确保我们的会员继续成
为全球倍受推崇和青睐、与时俱进的专业会计师。
自1904年成立以来，ACCA一直秉承着独特的核心价值，即机遇、多元性、创新、诚信
和责任。

了解更多信息： www.accaglobal.com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研究了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IRC）综合报告企业网络中企业的报
告实践，强调了过去一年中综合报告所
取得的进展，探讨了报告编制者面临的
挑战，并给出了实际建议，以便引导更
多的企业走上综合报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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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ACCA感谢IIRC给予我们连续第二年参与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的机会。我
们非常感谢综合报告专家组（见附录2）评审给出的专业意见，同时感谢受访者（见附
录1）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本报告的采访。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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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H PERRIN
Sarah Perrin ACA是一位自由商业撰稿人。在伦敦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Arthur
Andersen）获得特许会计师资格后，她于1993年进入新闻行
业，加入业界领先商业周刊《财会时代》（Accountancy Age)。Sarah目
前为专业杂志会计与财务、审计与鉴证和一般商业管理主题版块撰稿，
同时她也承担着一些专业公司和企业的报告、通讯和文章的起草和编辑
工作。她还是职业发展、招聘和高业绩相关主题书籍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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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综合报告的长期支持者和倡导者，我非常高兴ACCA今年能够再次与IIRC合作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综合报告
进行最新评估。
ACCA通过对2017年编制的45份报告进行
分析，我们得以为综合报告编制者制定出
一份宝贵的实践指南。不管他们是经验丰
富的实践者，还是刚刚踏上综合报告旅程
的探索者，都能从这份指南中获益。
在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框架”）的执行
方面，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报告编制者取得
了切实的进展；许多报告为综合报告最佳
实践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谨记，综合报告本身
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促进更优秀和更合
理的领导和治理的一种方式，即至关重要
的综合思维。所以报告编制者当前所面临
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信息在企业中，从董
事会到所有负责实施战略和创造长期价值
的部门，明确清晰地传达开来。这种积极
的倡导将会帮助确保综合报告实现它的承
诺，成为具有变革意义的实践，而非单纯
满足合规要求。

在这份最新洞察报告中，有许多令人信服
的案例表明综合报告可以在商业和文化方
面带来益处。我希望这些案例能够激励更
多的企业把握综合报告带来的重要机遇。

白容 (Helen Brand OBE)
ACCA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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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综合报告及其对长期价值创造的关注已经成为得到全球日益认可的概念。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发布的《国
际综合报告框架》（“框架”）推崇一种
通常被称为“综合思维”的综合管理方法
以及以“面向未来”的方式思考广泛推动
企业业绩的因素的报告方法。
在过去两年中，ACCA与IIRC合作对综合
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编制的一系列公司报
告样本进行评审，该网络是针对致力于实
施“框架”的组织企业而设立的一个论
坛。去年的ACCA报告《综合报告洞见：
挑战与最佳实践》 （I n s i g h t s
into
Integrated Reporting: Challenges and
Best Practice Responses）对2016年的评
审结果进行了总结。在这一系列的后续研
究中，我们希望为那些已经编制了综合报
告的企业以及那些刚刚踏上综合报告之旅
的企业提供一些实践总结。
本报告总结了2017年报告评审的发现，展
示了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在过去一年
中取得的出色进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明确提到“框架”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这也突出了它们对综合报告的承诺。

同样激励人心的还有一致性的年度业绩指
标使用的增加，这为企业之间的对比提供
了基础，减少了报告的篇幅。一些创新方
法正在接受检验，以衡量企业为其利益相
关方创造的价值，展现他们对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同时利用科技手段让
报告变得更加简洁并利于读者阅读。创新
也来源于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今年得到外
部鉴证的综合报告数量显著增加。

虽然“框架”关注的是报告实践，但显然
对许多企业来说，同时落实综合思维与综
合报告一样重要和艰辛。

但是新的挑战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下列
领域：

•	在前景展望方面，向董事会提问如何处
理具有商业敏感性的信息；

•	战略和业绩与重要资源以及短期、中期
和长期价值创造的联系；

•	在重要性方面，思考重要性确定过程是
否与战略规划周期一致。

•	对董事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行
描述；

对许多企业来说，这需要建立与董事会对
话的新机制和与其他团队协作的新方法。
正如本报告引用的企业案例所表明的“综
合报告”和“综合思维”之旅是值得的。

•	关于企业前景展望的讨论；
• 重要性的应用。

因此在我们的建议中，我们也鼓励编制者
解决公司治理、战略规划和企业文化领域
中更广泛的问题。这些包括：
•	在战略重点方面，与战略职能部门和董
事会合作确定统一的使命宣言；

ACCA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调查
和采访表明，要想解决这些挑战，报告编
制者必须对企业的管理除了进行报告实践
外，还需进行更加广泛的思考。企业内部
各部门是如何进行组织的？决策是如何做
出的？董事会行使何种监督职责？管理层
如何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
企业认为在这些对话中他们有多透明？

6

1. 介绍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为参与者创建了一个平台，使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从而提高报告的质量，同时证明
综合报告在企业中实施的可行性。
ACCA非常荣幸能够与IIRC合作共同组建
综合报告专家组（综合报告专家组参与者
名单见附录2），并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
与者编制的公司报告进行评审。
本报告突出了2017年夏季评审的结果，在
此次评审中，我们对截止至2017年3月31
日会计期间编制的45份报告进行分析。

图 1.1: 评审报告类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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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
17

这些报告由接受评审的公司编制，由他们
认为属于综合报告文件包的文件构成，其
中可能包括年度报告、增补报告，和/或独
立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表1.1）。参与者获
得了关于他们报告的保密反馈，包括指出
他们的报告在哪些领域与“框架”的联系
特别紧密，以及哪些原则的实施还有欠
缺，如何改进，哪些内容可以添加和整合
到报告中。

15

本报告着重探讨今年评审项目中发现具有
最大改进空间的综合报告的一些领域。为
了更深刻地了解“框架”应用过程中的一
些挑战以及企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们
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期间对来自六
家企业网络参与者的代表进行了采访。

所有接受本报告采访的企业都编制他们所
认为的综合报告，诺华（Novartis）集团
除外，该公司虽还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发布
综合报告，但把自身视为一个“合并报告
编制者”，即把年度报告用作财务和非财
务信息主要报告（例如环境、社会和创新
问题信息）。

他们的观点将呈现在本报告接下来的章节
中。同时我们也在2017年12月对综合报
告企业网络参与者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在线
调查，调查的发现也一并包含在本报告
中，反映了来自11个国家20位受访者的观
点（见附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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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也发现了一些优秀实践案例，并提
供了一些实践建议，帮助企业实施综合报
告。我们希望这些洞见不仅可以帮助那些
刚刚开始探索综合报告的企业，也可以帮
助那些已经编制了综合报告，但期望能够
进一步改进报告实践的企业。

尽管如此，该集团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在未
来某一节点发布正式的综合报告。因此将
其也纳入了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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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报告的好处

尽管本报告以综合报告实践为重，但也必须强调许多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已经从实施或着手实施综合报
告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广泛的商业成效。
有趣的是，报告得最广泛的好处来自内
部：95%的受访者在调查中表示因为实施
了综合报告，他们对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
有了更好的理解；70%的受访者看到了不
同部门之间的联系增加，拓展了思考的视
角。
尽管如此，也有强烈的证据表明综合报告
可以带来外部收益，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带来的好处。一半受访
者看到了综合报告在他们与资本提供者，
包括投资者的互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65%的受访者在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
方的互动中看到了积极的影响。
泛欧裕信银行（UniCredit）的集团可持续
发展和基金会负责人Giuseppe Zammarchi
表示，综合报告的实施也让他所在的银行
看到了这些进展。2018年1月，穆迪投资
者服务公司把裕信银行的长期存款和高级无
担保评级从：“ 稳 定 ” 上 调 到 “ 积

极 ” 。 Zammarchi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归
功于综合报告，“因为它在目标之间建立
了明确的联系……[它表明了]我们对透明
度的重视，提高了企业的可信度”。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Aegon）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全球主管Marc Van Weede认为“框
架”帮助这家人寿保险、养老金和资产管
理公司与其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进行更
有效的交流。荷兰全球保险集团从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恢复期间开始探索和试验综
合报告。Van
Weede表示，在2010年和
2011年间，企业开始“重新调整业务重
心——从一些基本原则开始——重新思考
我们作为一家企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
业务对我们的客户、员工以及我们不断变
化的社区有什么影响”。“框架”正是在
这一时期中得到了发展。“它似乎与这种
以利益相关方为导向的方法非常契
合，”Van Weede说道。

如果综合报告做得好的话，它可以从内到
外改变组织企业。英国联合公用事业公司
United Utilities首席财务官Russ Houlden认
为，综合报告能为组织企业带来的主要变
化应该是综合思维。“这可以从根本上改
变企业运营的方式”，他说道。“就报告
而言，它让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产生
了一种更广泛的认识，以便他们就特定话
题与我们互动沟通。它让利益相关方更深
刻地体会到我们是怎样的一家负责任的企
业，以及我们如何通过以一种更综合的运
营方式来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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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报告编制
者这一年取得
的进展

对综合报告的明确承诺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在实施“框架”
的过程中取得了了令人瞩目的进展：58%
接受评审的报告表明它们是综合报告（比
去年增长了5 1 % ）。同样的，提到“框
架”的报告比例也有所增加，从59%增加
到76%。

76%

评审分数的对比表明，那些明确命名为综
合报告与那些没有明确命名的报告在“框
架”合规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没
有在封面上明确注明综合报告并不意味着
这份报告不是综合报告。例如United
Utilities发布了封面为“年度报告”的报
告，但它仍然是一份根据“框架”编制和
列报的综合报告。地方法规和市场期望也
可能在这里产生影响。明确提及综合报告
与对“框架”的遵循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
值得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也许需要更广泛
的报告样本。

数据质量和其他改进
仅仅在一年内，综合报告就取得了重大进
步，尤其是在数据的质量方面。研究发现
报告也更加一致：在去年的评审项目中，
一致性是评分最低的领域，但今年却成了
评分最高的领域之一。提高报告的一致性
是我们在去年报告中提到的“快速取胜”
方法之一，因此这一结果非常鼓舞人心。
企业每年都在以一种更加一致的方式应用
业绩衡量指标，这为企业之间的对比提供
了更好的基础。从我们今年和去年与报告
编制者的探讨似乎可以得出，可比性仍然
很难实现，尤其是在详细的指标方面，但
是在报告中更多地提及内部认可的基准、
股票市场指数以及全行业业绩指标方面已
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的报告在今年的评审中
提到了框架（去年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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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报告编制者这一年取得了哪些进展？

49%

接受评审的报告在100页
及以下，不包括财务报表
（去年为20%）。

“框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报告的可
靠性和完整性。这意味着所有重大事项，
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应该以一种
平衡的方式列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一
领域的进展，因为它强化了综合报告的可
信度。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消除信息选择和列报过程中的偏见。这要
求编制者不仅要仔细地思考信息的视觉突
出性，还要考虑它们在报告中列报的顺
序。
也有迹象表明人们注重报告的简洁性。报
告的篇幅已经大大降低：不到一半（49%）
的报告包含100页或更少，不包括财务报
表（去年为20%）。这可以表明，更加有
效地应用重要性概念使企业可以把那些对
价值创造无关紧要的信息从他们的主要报
告中过滤出去。许多拥有丰富综合报告经
验的企业似乎正在将一些仅与部分利益相
关方有关的增补信息从主要报告中移出转
而放在报告附录中或公司网站上。

新的挑战
除了这些进展外，评审者也发现了一些新
的挑战，大部分都集中在如何把不同的内
容联系起来，组成一份连贯一致的陈述性
报告。整体评分最低的领域包括（全部评
审结果总结见附录2）：
•	综合报告的治理责任——治理层发表声
明承认其对综合报告完整性的责任。
•	治理——解释企业的治理结构如何为其
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提供支
撑。
•	战略重点和未来导向——将战略与企业
使用和管理其资源（在“框架”中称
为“资本”）的方式联系起来；将战略
与它们如何创造长期价值联系起来。
•	前景展望——了解哪些挑战和不确定性
将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和未来业绩。

•	编制基础——描述企业采用的重要性确
定过程。
•	重要性——专注那些对企业短期、中期
和长期价值创造能力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	风险和机遇——具体而言，描述影响企
业创造长期价值能力的机遇，解释企业
如何把握这些机遇。
•	业绩——具体而言，企业对资本的（积
极和消极）影响。
本报告将重点关注将战略和业绩与资本联
系起来，战略重点、前景展望以及重要性
挑战。自始至终，我们强调董事会的重要
性，不仅包括行使对报告过程的监督权，
还包括定义和推动战略制定。“前景展
望”部分探讨了发现机遇的挑战。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综合报告实施过程中
的挑战以及亟需探讨的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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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挑战和
讨论要点

解读资本
当“框架”最终在2013年12月确定并发布
时，United Utilities已经在编制它的第一份
综合报告了。实施综合报告对这家企业是
自然而然的发展，因为它已经“在朝着我
们称之为系统思维的方向全速前进”，首席
财务官Russ
Houlden解释道。这家公司
2017年的年度报告把“系统思维”描述
为“把 我 们 的 整 个 资 产 网 络 想 象 成 一 个
大系统，然后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管
理”。Houlden说道，“系统思维与综合
报告的核心——综合思维有许多相似之
处。2013年12月发布的“框架”似乎非常
有帮助。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
式，我们想把这一信息传达出去。综合报
告似乎是进行沟通的一个天然工具。”
Houlden发现应用“框架”的一个主要担
忧是它的专业术语，尤其是“资本”这一
术语。“用来表达这些术语的语言不是我
们的年度报告用户所能想到的”，他解释
道。比如，他们会想到不同类型的“资
源”，而非“资本”。United Utilities在
2017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它的关键资源是
自然资本、人力资本、资产以及财务资
本。

Houlden向IIRC确认，特定术语是无关紧
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从一系列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问题。一旦明确了这一点后，显然我
们已经在编制的报告就是综合报告”，他说
道。“所以主要的障碍就是如何理解“框
架”，是应该从字面意思上来了解，还是
你在表达的时候有广泛的自主决定权——
应该是后者。”“框架”承认“并非所有
资本对所有企业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或适
用性”（第2.16节）。1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Marc Van Weede也发
现“资本”术语很有挑战性，“并不总是
非常直观易懂”。他发现综合报告实施的
部分挑战在于如何让资本与企业产生相关
性。“ 人 力 资 本 很 简 单 ， 但 自 然 资 本 我
们发现很难直接应用”，Van Weede说
道 。 “我们是一个以办公室为基础的企
业，所以我们对环境没有很大的直接影
响。但我们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投资组
合，它们可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但要想
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它和环境资本联系起
来并不容易。”对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来
说，这是因为“资本”这一术语就他们的
理解而言，指的是企业所有和控制的资
源，由于投资公司的环境影响不在荷兰保
险集团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很难应用资本
模型概念。

“框架”并没有把资本控制这个问题钉
死，但它也明确表示综合报告的范围包
括“归于财务报告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利
益相关方的或与之相关的，对财务报告主
体创造价值的能力有着重要影响的风险、
机遇和成果”（第3.30节）。
数据质量
对荷兰发展银行FMO来说，实施综合报告
是富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的非财务业绩和
财务业绩一样重要。该银行通过其私人部
门投资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创造和负
责任企业实践提供支持。“综合报告原则
让这[研究财务和非财务业绩的双重方法]
变得更加结构化，我们找到一种通用语
言，能够更好地解释我们的故事”，FMO
财务部高级规划和控制官Job Bakker说
道。“我们也喜欢综合思维这个概念，它
可以帮助改进战略制定，把这些不同的资
本都考虑进来。”综合报告实施的主要障
碍来自“技术和外部”，他说道——“获
得正确的数据，优质的数据，正确的指
标，特别是在非财务领域。这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

1	
下文所有章节数字均表示框架中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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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接受评审的报告都经过了除法定
审计之外的某种形式的鉴证（去
年为46%）。

董事会参与
通过与综合报告编制者的讨论，我们发现
董事会在综合报告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
一。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的董事
会扮演的更多是监督的角色，而非主动参
与，由专家参与报告起草。综合报告团队
根据业务团队提供的信息撰写报告。在得
到董事会通过之前，报告先要经过审计与
鉴证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与伦理道德委员
会的批准（两者均为董事会下设委员会）。
United Utilities公司董事会也会对报告进行
监督，但同时还会提出一定程度的“质
疑”，Houlden说道。“他们看过[年度报
告的]不同草稿后，问这个应该包括在里面
吗？这个应该去掉吗？你为什么决定把这
个去掉？”
裕信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经过集团
环境和社会理事会的内部探讨，这一理事
会由执行董事组成，代表着向首席执行官
报告的一线人员。董事会除了首席执行官
外，仅由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然后由他
们对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性分析结果以
及综合报告进行评审并通过。尽管董事会
整体并没有在报告过程中有深入的参与，
但一些董事会成员通过他们在公司治理、
提名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的参与行使了
更加积极的监督职责，因为综合报告在被
提交到董事会之前需要先经过委员会的评
审。

“去年我们就欧洲非财务报告指令的实施
与他们进行了几次讨论”，Giuseppe
Zammarchi说道。“我们趁机把委员会也
包括进来，讨论我们所报告的集团中公司
的范围，以及在下一版报告中我们将会加
入哪些内容。”
在医疗保健企业诺华集团，企业品牌和信
誉管理主管Carrie Scott表示该公司把报告
看得非常重要，所制定的年度报告不仅要
包括企业责任信息，还要制定一份扩展化
的企业责任报告，指向环境、社会和治理
分析师以及企业责任专家。“年度报告是
董事会的责任”，Scott说道。“所以我们
与董事会主席就年度报告直接合作，企业
责任报告由负责企业责任的董事会下设委
员会评审。”正如Scott所说的，年度报告
在由董事会主席、总顾问、首席财务官和
首席沟通官，以及她自己和总会计师组成
的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该委员会负
责所有非财务事项披露，另一个独立的披
露委员会负责财务事项。
鉴证
今年，我们发现有惊人的证据表明更多的
企业寻求对他们的综合报告内容进行鉴
证：60%接受评审的报告都经过了除法定审
计之外的某种形式的鉴证（去年为46%）。

在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在线调查
中，有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已经对
综合报告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外部鉴证。另
外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力求在未来某一
节点对报告内容进行鉴证，但还有10%的
受访者没有外部鉴证计划，他们认为内部
鉴证形式比外部鉴证更加重要。但是鉴证
的主题和范围差别极大，包括对特定指标
的有限鉴证，以及对报告整体与“框架”
的合规程度的广泛评估。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综合报告鉴证从内部
审计团队开始，对全部报告内容进行评
审，“证实数据的真实性，确保报告的合
理性”，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集团财务部内
部综合报告专家Karen Koch说道。外部审
计师对股东协议KPI指标进行法定鉴证。
这些KPI指标由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所有
者南非政府公共企业部门根据IASE 3000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鉴证业
务》设定。Koch看到了外部鉴证的价值，
它能够提高报告数字可信度。她指出，虽
然内部审计鉴证应该被视为是独立的，但
内部审计师仍然被看作公司的一部分。因
此，得到外部审计师的鉴证对提高公众的
信任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这样的国有企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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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接受评审的报告将用户导向一个
专门网站或公司网站特定板块以
便他们了解增补信息。

“未来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可能会考虑依据
AA1000 Account Ability原则准则获得鉴
证，该准则考虑的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因
素。这是我们未来会考虑的事情，因为它
可以为之后的过程提供鉴证，而不只是数
字本身”，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和管理
报告总经理Martin Buys说道。
FMO从外部审计师获得了对2016年年度报
告（包括非财务信息，包含在报告的五个
章节中）中 包 含 的 “ 可 持 续 发 展 信 息 ”
的有限保障。“它能让你的故事更加可
信”，Bakker说道。但是鉴于收集和计算
足够可靠的非财务数据的挑战，“前进一
步”获得“合理保证”是一件很难的事
情。FMO收集了有关其直接客户影响的数
据，并利用模型估算非直接影响。“我们
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将我们的投资创造的
岗位增加一倍”，Bakker说道。“以我们
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为例：建筑阶段可以
为当下提供一系列直接工作机会，但是从
长期来看，它也会产生巨大的间接经济影
响。”尽管计算建筑阶段创造的工作数量
是有可能的，但要想创建准确的模型来估
计间接影响却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从
发展中国家公司收集的数据质量不
一。“要想得到合理的鉴证需要客户和我
们做出长足的努力。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决定当前先专注其他
优先事项”，Bakker说道。“我们当前的
重心是把我们的报告变成在线报告，使其
更加容易获取。”
United Utilities只有在英国公司法要求的情
况下才会寻求四大事务所审计师对其综合
报告进行鉴证，例如财务报表相关鉴
证。“公司法还要求审计师阅读报告前面
的内容，但不要求审计”，H o u l d e n 说
道。“此外，我们还对一些监管措施进行
了外部鉴证，对一些奖金措施进行内部鉴
证。我们觉得如果IIRC强制要求对综合报
告进行正式鉴证，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做
法。额外鉴证的成本可能是我们审计费用
的两倍还多，这对我们的股东来说是负价
值，因为实际上这要由他们来买单。”
应用科技
综合报告编制者的一个实验领域是他们在
何种程度使用新科技来强化他们的综合报
告。在所评审的报告中，51%（45份中的
23份）的报告将用户导向一个专门网站或
公司网站特定板块以便他们了解增补信
息。尽管可下载的PDF文件是这些网站最
常见的功能，但对部分企业来说，这是一
个将交互式内容包括进来的机会。

比如United Utilities公司，它的综合报告有
PDF格式和在线格式。“在线格式和纸质
报告略有不同”，Houlden说道。“我们
有很多指向视频、音频和其他报告的交叉
引用条目，比如企业责任报告，我们的监
管报告等等。”
更好地利用科技是FMO综合报告之旅的下
一步。“我们正在努力先从线下转到线
上”，Bakker说道。“我们希望提高报告
的可获取性。现在我们有PDF版本，这种
方式起作用了，但我们觉得还可以通过提
供在线报告来更好地满足不同读者的需
求，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报告的详细程
度。”这种方法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引
入，但读者仍然可以继续下载PDF文件。
欧盟单一电子格式2要求在欧盟规范市场上
上市的公司从2020年1月1日开始以XBRL
结构化电子格式编制年度财务报告。这种
格式的引入可以推动更多的欧洲公司在未
来数年内尝试使用电子报告。
在南非，南非国家电力公司2016年开发了
一个应用，包括视频等形式，但在2017年
没有继续。Koch指出，开发这一应用需要
大量的人力，特别是要获取和添加额外的
内容，奖励取决于把它推广给利益相关方
的效率。“但是未来可能会重新考虑这项技
术，毕竟科技毫无疑问是未来的方向”，她
说道。

2	ESMA，“欧盟单一电子格式”[网站信息]<https://www.esma.europa.eu/policy-activities/corporate-disclosure/european-single-electronic-format>，2018年2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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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战略和业绩
与资本联系起来

报告评审结论
“框架”把资本描述为“被企业使用或影
响的资源和关系”（执行摘要）以及因企
业活动而“增加、减少及转化的价值存
量”（第2.11节）。“框架”列出了六项
资本：财务、人力、社会与关系、制造、
自然、智力。
IIRC旨在通过综合报告鼓励管理层和董事
会对这些不同的价值推动因素进行管理，
保障非财务以及财务资源。“框架”也强
调了一个事实：资本相互依存，消耗一种
资本可能会增加另一种资本。比如一家公
司升级数字能力可以增加其制造和智力
资本（以新服务器、软件和方法等形式分
享知识），从而减少财务资本（金融投
资）和人力资源（自动化流程取代一些人
工岗位）减少的影响。数字变革的成功与
否可能还会影响社会和关系资本（失去或
获得客户好感）。因此，在设定企业战略
和决定运营方向时，董事会需要审慎平衡
取舍不同资本。
“框架”指出，综合报告应深入说明企业
的战略如何与资本使用情况及对资本的影
响相关（第3A章）。它还指出，企业在报
告业绩的时候应该描述“其在对资本的影
响方面取得的成果”（第4.30节）。这些
应该包括积极和消极影响。“框架”进一
步指出，报告应该采用“结合财务计量与
其他成分的关键绩效指标（例如销售与温
室气体排放比率）或陈述性说明。”（第
4.32节）

今年的评审发现大部分报告都对一系列广
泛的资本进行了探讨。超过五分之四
（80%）的报告对五项或更多资本进行了
报告。尽管如此，对资本的讨论与企业的
战略和业绩之间的联系依然十分微弱。比
如，对资本进行评论时通常很少提及企业
的整体战略，对资本的产出和成果的列报
是分割的，通常每项资本对应一个独立的
部分。换句话说，在描述这些资源如何相
互结合互动来帮助企业实现战略时，很多
企业真的很难讲出一个真正完整的故事。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阐明和展示商业模式
总结企业如何利用各项资本来实施战略是
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们用了很多
时间来思考商业模式图”，United Utilities
的Russ Houlden说道。“我们画图的方式
在不断变化。[在过去三年中]我们有三个
版本。最大的挑战是怎样把所有东西都呈
现在一页纸上，但这也有好处，因为我们
不得不摒除复杂性。”
尽管应用“框架”中的资本概念是一个挑
战，Job Bakker看到了阐明和确定企业商
业模式的好处。FMO鼓励创新，但这让发
现那些所有正在进行的各种倡议的“共同
特征”变得很难。“更加明确地阐释你的
商业模式可以帮助实现一种更加结构化的
决策过程”，Bakker说道。

量化价值创造成果
Houlden没有看到有哪些特定的障碍会阻
止叙述性报告对战略如何影响资本进行报
告。尽管如此，他的确看到了环境和社会
影响量化方面的挑战。“环境会计和可持
续发展会计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就像威尼
斯商人时代的会计”，他说道。“威尼斯
商人发明了复式记账法，接着我们用了
500年才制定出了国际会计准则。”这些
新的会计形式也需要时间来发展。“这个
领域有很多参与者，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想
法”，Houlden说道。“现在没有会计准
则，未来数年内人们要努力制定出一些人
人都可以应用的有意义的东西。”
举个例子，FMO的Job Bakker指出很多企
业报告的员工数目，但他认为这只是人力
资本概念的一部分。“为与我们行业相关
的所有资本设定实际的指标是我们的终极
目标”，他说道。但是鉴于这些实际指标
还没出现，Bakker“现在宁愿对这些指标
进行一个更加定性的讨论，而不是设定一
些并不能反映真实价值创造过程的指
标。”他补充道，“我们实施综合报告的
原因之一在于综合思维。综合思维有一个
很大的附加值，即你作为一家企业如何通
过你的商业模式创造价值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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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战略和业绩与资本联系起来

过去一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激动
人心的发展，许多以企业为驱
动的倡议旨在寻找一种将价值
创造成果进行有意义的量化的
方法。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Marc van Weede认同
引入定量分析非常困难。“通常你所面对
的影响都很难量化”，他说道。“以我们
对社会的一个影响为例，我们为人们提供
经济保障。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非常基础
的指标：我们支付了多少赔款和保险金。
但是这些支出真正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人
们的财务安全感，赋予了他们多少自由来
开展其他的活动或者不用再过贫穷的生
活？在整个影响衡量领域，我们需要更多
的发展和思考。想出一些既不过于理论
化，又具有实际价值的指标是未解决的挑
战之一。”
在过去两年中，诺华集团一直在外部专家
和同行的支持下对财务、环境和社会影响
进行估值。“我们正在尝试对这些影响进
行量化衡量，赋予它金钱价值，不仅包括
公司财务活动，还包括环境和社会活动的
消极和积极影响”，诺华集团企业责任战
略与利益相关方参与副总裁和全球主管
Charlie Hough说道。“我们的使命和我们
对社会的影响产生了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增
量值？不仅是从损益的角度来看，还包括
我们所支付的税费和工资的影响，我们正
在尝试对公司的全部影响进行量化。”

诺华集团最先尝试衡量中国和肯尼亚两个
国家的活动产生的所有财务、环境和社会
影响。集团截止至2017年12月会计年度的
最新年度报告包括了公司全球财务和环境
影响数据。“社会影响对我们仍然是一个
挑战”，Hough说道，“我们现在还在研
究不同的方法，因为考虑到我们生产的药
物的多样性，衡量部分药物的社会影响并
不容易。但我们仍然在跟专家合作进行不
断尝试。”
Carrie Scott补充道，诺华集团也因为与同
行诺和诺德集团（Novo Nordisk）共享知
识而从中受益，诺和诺德集团也出现在了
2016年ACCA的《综合报告洞见》报告
中，“我们与那边的报告团队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就报告的趋势和挑战进行信息共
享。我们差不多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在诺
华集团，我们也正在和投资者关系、公司
战略和财务部的同事合作为报告制定KPI
指标。”
过去一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发
展，许多以企业为驱动的倡议旨在寻找一
种将价值创造成果进行有意义的量化的方
法。诺华集团2017年的企业责任表现报告
（第14页）提到了这样一个倡议——基 础
项目（Embankment Project） 3 ，该项
目由包容性资本主义联盟（Coalition of
Inclusive Capitalism）和安永在2017年6月
联合推出，旨在测试一个企业为其利益相
关方制定的价值衡量和报告“框架”。

将资本嵌入决策过程
在裕信银行，除制造资本之外的所有资本
都与该企业具有战略相关性。Giuseppe
Zammarchi解释道：“人力资本是一切活
动的引擎。它总是在高管的关注范围
内……人力资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许
多观点和创新才能与社会和客户行为的变
化保持一致。我们使用能源来运营数据中
心，这会影响自然资本。所有这些资本之
间的互动为银行创造了机遇。”比如，允
许总行员工每周有一天在家工作可以减少
人们上班通勤途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还会增加财务资本，因为不管任何时
候，办公室只需要容纳90%的员工。
Zammarchi表示，多项资本思考方式在一
些团队的渗透程度高于其他团队。“在银
行[的一些部门]中，资本的影响是可以被
发现和描述出来的，但 管 理 层 在 制 定 [ 这
些]倡议时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想到这
些”，Zammarchi说道。尽管如此，随着
时间的推移，综合报告可以鼓励这种思维
方式。“我们和很多同事都有互动交流，
他们为报告提供数据，对数据进行审核，
这些数据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在什么，怎
么做，为什么这样做”，Zammarchi说
道，“所以人们对资本的谈论正在不断增
加……希望在未来某个时点这将成为我们
讨论的唯一方式。这还需要更多的时
间。”

3	
包容性资本主义，““包容性资本主义的基础项目””[网站]<https://www.inc-cap.com/embankment-project/>，2018年2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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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战略和业绩与资本联系起来

FMO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包括一
个清晰简单的商业模式，它将资
本和利益相关方需求以及企业的
战略目标整合了起来。

实际方法
FMO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第31页） 4 包
括一个清晰简单的商业模式，它将资本和
利益相关方需求以及企业的战略目标整合
了起来。它还把FMO的价值创造成果与
2015年9月份各国政府通过的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5 放在一起来看。

4

附录4提供了本报告中引用的所有最佳实践报告的网络链接。

5

联合国（n.d.）“可持续发展目标”[网站]<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2018年2月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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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战略和业绩与资本联系起来

裕信银行2016年综合报告用一个
章节对每一个与其相关的资本进
行了描述，明确地列出了公司的
资本存量、重要业绩、社区影响
以及明年的优先事项。

裕信银行2016年综合报告用一个章节对每
一个与其相关的资本进行了描述，明确地
列出了公司的资本存量（价值贡献）、重
要业绩、社区影响以及明年的优先事项。
不同资本之间的连通性通过案例研究方式
展示，比如第48和49页的对“开放”项目
的案例研究——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重大转
折项目，通过对该银行的分布和服务模式
进行评估，旨在提高用户体验和培养创
新。案例研究是展示不同资本之间以及过
去和现在（通过与2015年的结果进行比
较）的联系的一种有效和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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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战略和业绩与资本联系起来

只讨论与企业价值
创造相关的资本。

优秀实践建议
•	仅 讨 论 与 企 业 价 值 创 造 相 关 的 资
本，这也是“框架”所要求的。只
关注少量关键资源，解释为什么它
们对你的企业的成功具有重要意
义，展示董事会如何对这些资源进
行管理。
•	投入时间与董事会和执行管理层合
作确定企业的商业模式：使其尽可
能简洁。
•	鼓励执行管理团队思考当他们进行
战略和运营决策时，会对关键资本
产生什么影响。
•	明确价值对你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刚开始这可能是无法量化的，但不
要因此而却步：确定价值将会帮助
你和报告用户了解价值是如何增加
或减少的。

18

6. 将战略与短期、
中期和长期价值创
造挂钩

报告评审结论
今年评审的报告表明，企业在解释其如何
为自身和其他方创造价值时表现相对较
好。他们较好地列出了自己的战略以及相
关背景，整体上充分地解释了企业的活动
以及它所处的运营环境。但在把企业创造
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的能力与战略联系
起来这一方面，企业的表现较差。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短期管理重心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在综合报告战略部分大
幅描述了一项公司计划。这项计划历时五
年，但Koch表示“这项计划90%的重点可
能都集中在当前年份里，这对一个已经存
在了几十年的企业来说并不理想”。她解
释道：“人们在展望未来的时候会很犹
豫。越往前看，越看不见。当我们提到所
谓的长期时，可能是五年以上，而不是20
到30年。”
去年裕信银行提出了一个名为“变革
2019”（Transform 2019）的三年计划，列
出从当前年份到2019年的详细目标。“但
我们的管理层一直都很明确地告诉记者和
市场参与者，我们的战略不会在2019年停
止，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确保2019年
之后我们还会创造长期价值”，Giuseppe
Zammarchi说道。裕信银行是第一家全面
披露即将于2019年施行的新监管规定对该
银行资本比率的影响的银行。“这个例子
清晰地表明了可以如何利用长期价值创
造思维与市场和你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
通”，Zammarchi说道。

战略与报告团队分割
从理论上来说，明确地报告企业计划如何
创造长期价值可以帮助强化综合思维，影
响未来战略发展。但是这需要不同的传统
职能部门紧密合作。在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战略发展和报告团队是分割的，因此
综合报告团队对战略发展的影响非常有
限。
在FMO，Bakker表示在一些结构因素的推
动下，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已经嵌入企业
中。作为高级规划和控制官，“我既在综
合报告部门工作，同时也在战略部门工
作”，Bakker解释道。“所以我花了很多
时间跟很多人一起制定战略。我们一起把
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结合起来。”
商业敏感性
在尝试把战略和企业短期、中期和长期价
值创造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商业敏感
性算得上一个挑战。“你会不可避免地碰
上一些商业敏感信息，但你要谨慎地讨论
这些事情”，United Utilities公司的Russ
Houlden说道。“在我们公司，这有可能
是下一次价格评估和之后将会发生的事
情，或者政治领域将会发生的事
情。”Houlden认为根据它们所处的部门
和进行的活动，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敏感
事项。“一般来说，这些都是投资者会感
兴趣的事情，但也有竞争对手和监管企业
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可能会用这些信息做
对你不利的事情。所以你既要把这些重要
点表达出来，又不能造成其他消极后
果。”

阐述价值创造和战略目标
United Utilities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第
13页）列出八个他们吸引投资者的关键特
征和两个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系统思维
和审慎的财务风险管理）。“投资者发现
我们把这些竞争优势说出来对他们有帮
助”，Houlden说道。
阐述战略目标可以帮助企业走在正轨
上，Houlden表示。他提到了United
Utilities公司的声明——它的战略是通过为
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以最低的可持续成本
创造可持续价值，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
法。这为公司在考虑新倡议或行动时提供了
内部纪律性。“它就像灯塔一样”，Houlden
说道。“你离开灯塔，你知道你要去哪，
因为这就是你告诉别人你要去的方向。如
果没有这个灯塔，一些你钟爱的项目会很
容易带着你偏离轨道。”
获得反馈和从经验中学习的必要性
要想真正地了解一家企业如何创造价值，
然后把这个过程通过综合报告表达出来，
这需要时间。多年来荷兰全球保险集团不
断发展它在这一方面的报告。“最大的变
化是我们现在更关注企业如何创造价值，
为谁创造价值，以什么方式创造价值等这
些事情”，Marc van Weede说道。“我觉
得我们早期的报告并没有明显地体现这些
要素。这种情况肯定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
改变了——一是响应利益相关方的反馈，
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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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战略与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挂钩

巴斯夫公司（BASF）2016年报告
定义了“附加值”对企业意味着什
么，然后展示了附加值可以为不同
利益相关方群体带来什么好处。

实际方法
巴斯夫公司（BASF）2016年报告定义
了“附加值”对企业意味着什么，然后展
示了附加值可以为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带
来什么好处。这些内容在报告开头目录之
前的页面中就展示出来了——展示了该公
司对价值创造的强烈关注。之后报告（第
26和27页）展示了公司的短期、中期和长
期目标（包括经济、员工、产品管理、能
源等），以及短期和长期机遇和风险，清
晰地表明了管理层对巴斯夫未来环境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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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战略与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挂钩

报告展示了公司的短期和长期
目标以及短期和长期机遇和风
险，清晰地表明了管理层对巴
斯夫公司未来环境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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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战略与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挂钩

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诺华
集团以一种极其清晰和简洁
的方式总结了它的使命、愿
景以及战略。

在2017年年度报告（第17页）中，诺华集
团以一种极其清晰和简洁的方式总结了它
的使命、愿景以及战略，这些内容贯彻整
个年度报告——从前言到报告（第2页）
（引用了公司使命），再到可变的首席执
行官和执行委员会薪酬（以长期价值创造
目标为基础，包括创新和增长目标，第
120页）。这向报告用户传递了一个非常
强烈的信息：创新是诺华集团的核心战略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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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战略与短期、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挂钩

与负责战略和风险管理的同事
开展跨职能部门合作，将报告
与战略联系起来。

优秀实践建议
•	寻找有效的方法，让董事会、执行
团队和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为
报告过程增值。
•	与负责战略和风险管理的同事开展
跨职能部门合作，将报告与战略联
系起来：建立综合战略与报告指导
委员会可能会有所帮助。
•	与关键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合作
确定明确简洁的公司目标或使命。
使命声明可作为战略规划和综合报
告的基础。
•	考虑在报告前面增加一个增值表，
明确解释企业对价值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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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景展望

报告评审结论
“框架”把“前景展望”视为综合报告的
一个核心内容元素。综合报告应该回答这
样一个问题：“企业在执行其战略时可能
遇到哪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商业
模式和未来绩效有何潜在意义？”（第
4.34节）。
前景展望与“框架”中另一个前瞻性内容
元素有关：风险和机遇。“框架”指出，
综合报告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影响企
业短期、中期和长期创造价值能力的具体
风险和机遇是什么，企业如何应对这些风
险和机遇？”（第4.23节）有趣的是，尽
管“框架”对风险和机遇以同等的标准来
衡量，但这些接受评审的报告在风险上得
到的分数高于机遇。
似乎对披露商业敏感信息，以及在某些司
法管辖区进行前瞻性报告可能会带来法律
责任风险的担忧使一些企业在探讨未来的
时候犹疑不决。

尽管如此，很多报告都有一个合理的时
间“框架”。比如，今年53%接受评审报
告都考虑了长期事项（四年后或更长）。
因此问题不在于时间跨度，而在于内容。
许多企业愿意讨论他们对未来几年甚至十
年内外部环境的期望，但很少有企业讨论
这对企业未来的机遇等事项实际意味着什
么。

她的同事Martin Buys看到企业里一些人的
思想还没转变，他们并没有把报告看作一
种以未来为重心的活动，这也是一个挑
战。“每个人都习惯了对过去的事情进行
报告”，他说道。“综合报告迫使你往前
看，我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这种转
变。”鼓励前瞻思维的发展当然也需要企
业高层领导的支持。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裕信银行的Giuseppe Zammarchi承认“确
保不要给太多信息这种想法总是让每家公
司的管理层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从他
之前在投资者关系部门的经验来看，他表
示，“提供详细透明的信息永远都是一个
加分项，只要你不把专利商标或者你如何
把握新机遇这种秘密信息泄露出去就没
事。”解释指标的重要性和原因以及为什
么管理层会每月对指标进行讨论可以传递
两个重要的信息：首先，管理层致力于实
现这些目标；其次，负责特定指标的员工
必须“更加专注、投入和出色地完成工
作，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是要给首席执行官
看的”。一份对企业未来目标进行透明阐
述的综合报告也会让外部参与方（例如以
裕信银行为例，评级企业）对企业更有信
心，因为它展示了“我们对透明度的重视
程度”，Zammarchi说道。“这为企业的
可信度和生存力提供了支撑。”

管理层担忧
在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在线调查
中，80%的受访者认为对董事责任的担忧
不会影响董事和董事会成员在他们的综合
报告中做出的声明。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
发现。
尽管如此，管理层可能还存在其他相关担
忧。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团队发现企业中的
一些人不愿意谈论未来——可能是因为如
果谈论他们控制范围内的一些潜在未来活
动，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会致力于实施这些
活动。Koch认为这种担心并不合理，不
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前瞻信息免责
声明”，她说道。这说明了所报告的信息
是基于当前的认知和环境，一旦情况发生
变化，企业的行动可能也要随之变化。另
一方面，一些个人可能担心他们要为一些
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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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中，你可以告诉
股东你是怎样创造竞争优势
的，但不能告诉竞争对手如何
打败你。”

部门因素
对一些企业来说，他们所处的运营环境可
能非常不稳定或不确定，这为他们报告企
业的前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一家发
展银行，FMO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
业进行投资，这些经济体通常充满动
荡。“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掌握和
了解我们所处的运营环境”，Bakker说
道。“这些环境非常不稳定，总会有一些
国家不会按照你期望的方式发展，但你并
不知道是哪些国家。有时候你可以预测[一
些事件]，但时机和影响却很难预测。这种
情况为我们如何设定目标创造了一种困
境。”
“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到透明，清晰地传
达我们为下一年设定的目标。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想说我们很有可能超额或无法实
现我们的目标。”
United Utilities的前景报告非常全面。在一
个规范的行业运营在这里可能是一个优
势，因为公司必须思考未来五年的商业规
划。

“总的来看，我们提供了许多前瞻性信
息，因为我们与经济监管部门就价格达成
了一个五年计划”，Houlden说道。“所
以对我们来说，展望未来五年不是问
题。”在英国监管体制下，每个五年期开
始之前，企业要向水务监管局（OFWAT）
提交他们的商业计划，然后监管企业与每
个公司就他们在这一时期对客户的收费标
准达成一致。这使得公司有可能就他们未
来五年的股利政策给出明确信息。“这并
不是一种承诺，但这是你能得到的最接近
正式承诺的东西了”，Houlden说道。年
度报告也就公司未来25年的水资源管理计
划做出了前瞻性声明，列出了需要投资的
领域，确保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充足的水
资源。
害怕明确风险
对United Utilities公司未来风险的报告并不
完全直白明确。“风险领域的报告会更加
棘手，因为你并不是在讨论你的计划，你
在讨论的是哪些事情会把你的计划打
乱”，Houlden解释道。“有时候有些事
情你把它写出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更
高”，他说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
小心。

比如如果风险是监管企业可能会设定一个
较低的资本成本，你把它写下来反而会鼓
励他们设定一个较低的资本成本，所以在
这些领域我们觉得还是不要太明确为好。
同样的，我们也不会详细讨论潜在政府干
预措施，除非人们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公
开辩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讨论这些事
情，我们会的。”但如果讨论这些事情
会“放大一个风险在人们心中或现实中的
利害”，公司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
非常谨慎。
在决定要说什么的时候需要有一丝“微
妙”，Houlden说道。“我们的系统思维
为我们创造了竞争优势，所以我们可以讨
论它。在年度报告中，你可以告诉股东你
是怎样创造竞争优势的，但不能告诉竞争
对手如何打败你。你可能会给出一些例
子，一些概念，但你不能告诉他们怎么复
制你的实践。”

25

综合报告洞见2.0：身体力行

|

7. 前景展望

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United
Utilities报告了该公司直至2040年
的关键规划里程碑，探讨了商业模
式，提供了可衡量的目标。

实际方法
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第26-29页），United
Utilities报告了该公司直至2040年的关键规
划里程碑，探讨了商业模式，提供了可衡
量的目标。一个始终一致的愿景指导着它
的25年，5年和1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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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第19页），台湾远传电信公司远传电信不仅提到了每个风险因素的消极影响，还提到了与之相关的机
遇，并在同一页列出了详细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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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企业未来前景、规划和
目标时，尽可能列出明确的时
间范围：“短期”“中期”
和“长期”对你的企业意味着
什么？

全球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2016年年度评审报告的编制基础
部分包括一个免责声明，并附有链接向更
加详细的监管风险披露的超链接（下文下
划线部分）。内容如下：

“前瞻性声明
本评审报告可能包括一些安赛乐米塔尔公
司管理层对其2016年及其之后的财务和运
营表现的期望、信念、规划和目标，以及
基于这些表现的假设和判断。未来业绩期
望为前瞻性信息，因此包含估值、假设、
判断和不确定性。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实
际结果或成果严重偏离管理层的期望。这
些风险因素列于风险部分，更多详情见每
财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F表
格。”

优秀实践建议
•	考虑在报告中添加一个免责声明，帮助管理用户期望。
•	在 讨 论 企 业 未 来 前 景 、 规 划 和 目 标 时 ， 尽 可 能 列 出 明 确 的 时 间 范 围 ： “ 短
期”“中期”和“长期”对你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	就董事会和/或法务团队认为具有商业或法律敏感性的信息向他们提出质疑：这
些披露会对企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披露可能有哪些好处？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
讨论这些事项，以便将潜在负面影响最小化？
•	与执行管理层和董事会就未来更远的风险和机遇展开对话，鼓励他们在企业内推
动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方式。

此类声明可以帮助管理用户的期望，平息
董事会和/或法务团队对前瞻性声明可能产
生的法律责任的担忧。荷兰全球保险集团
在其2016年评审报告（第97页）也纳入了
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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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评审结论
“框架”“内容元素”部分包括编制综合
报告的“编制和列报基础”指南。它明确
地阐释了综合报告应该回答这样的问
题：“企业如何确定哪些事项应包含在综
合报告中，如何量化或评估这些事项？”
（第4.40节）
此外，“框架”建议综合报告应包含企业
用于确定重要性的流程的概要。概要可以
包括：
•	简要描述识别相关事项、评估其重要
性、将其范围缩小至只保留重大事项的
过程
•	识别治理层和关键人员在重大事项的认
定和排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框架”还指出，企业可以在报告中包含
一个链接，告诉读者哪里可查阅更详细的
重要性确定流程说明（第4.42节）。

有趣的是，今年评审发现在一些更加“成
熟”的综合报告实施者中间，有一些企业
倾向于简化重要性确定过程，或者完全把
它从主要报告中移除。一些企业将读者导
向公司网站或其他独立增补报告，以便他
们了解公司的重要性确定过程。这种新的
发展趋势突出了综合报告和其他报告之间
的互动是如何改变报告实践的。
在当今的环境下，公众对企业行为关注度
的不断提高导致一些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他
们的公司报告的用户，因此明确重要性过
程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当前大部分企
业都不会表明他们是为谁编制综合报告
的。不到一半接受评审的报告（44%，45
份中的20份）表明了他们的目标用户。这
些报告提到财务资本提供者和股东，以及
主流投资者和对ESG（环境、社会和治
理）事项有兴趣的负责任投资者。令人惊
讶的是，大多数报告在提到它们的用户时
也提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37%的报
告（45份中的17份）明确指出它们的潜在
用户包括客户、供应商、员工、监管企
业、本地社区和政府。

总计有34个不同的用户群体被20家企业视
为他们的用户。这些企业也展望了他们的
综合报告将会被多个不同用户群体使用。
在确定和应用一致的重要性确定过程方面
有一个挑战，就是许多公司根据一系列不
同的报告“框架”和准则进行列报，通常
这些“框架”对重要性的定义以及需要报
告的内容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比如，除
了“框架”外，企业还需要严格遵守下列
标准：国家公司法、国家公司治理要求、
上市规定、全球报告倡议G4指南、GRI可
持续发展报告准则、联合国全球公约、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会计准
则委员会、AA1000（Account
Ability准
则）、联合国人权指导原则、欧盟非财务
报告指令，以及其他准则（图8.1）。在对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在线调查
中，20%的受访者表示这些要求在某种程
度上限制了他们企业实施“框架”。为了
帮助企业满足他们面临的所有报告要求，
同时制定出足够简洁的报告，ACCA呼吁
不同框架和监管规定之间实现更深的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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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的受访者表示这些要求在某种
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企业实施框
架。

图 8.1: 报告遵守的其他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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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导致报告页数较多的因素是很多企
业制定了多份报告。例如，在本研究评审
的45份综合报告文件中，其中有8份由两
份不同的报告组成（例如年度报告和可持
续发展报告），有三份综合报告文件包中
包括了三份报告。这可能是因为每份报告
都是为不同的用户编制的。
如果一家企业为不同的用户编制不同的报
告，应该应用同样的重要性过程吗？受访
者对此看法不一。答案取决于重要性确定
过程仅与企业的报告过程相关，还是它也
被用于企业更广泛的战略规划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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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要性过程成果而言，一些企业成功地
让报告更加简洁，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今
年49%的企业报告篇幅在100页或以下，
不包括财务报表。然而一些综合报告的篇
幅仍然在250页以上。对一些企业来说，
完整性和简洁性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一个挑
战。“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重要性和简
洁”，Koch说道。“你要披露多少重大事
项，同时还能让报告保持简洁？这是一个
持续的挑战。”这里的一个阻碍因素是，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股东协议（与其所有
者政府公共企业部门达成）确立了40多项
必须报告的指标。“我们希望把这些需要
报告的指标减少到五个或十个，提高报告
的简洁性”，Koch说道。“这也是这个过
程的一部分。”

则委

目标

规定
上市

公司
法
国家

未指

明

0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确定用户
“框架”指出综合报告的主要用户是财务
资本提供者：“综合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向
财务资本提供者解释企业如何持续创造价
值。”（第1.7节）但是它也承认“综合报
告将使所有关注企业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
利益相关方受益，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
员工、客户、供应商、业务伙伴、当地社
区、立法企业、监管企业和政策制定
者。”（第1.8节）显而易见，实际上许多
企业假设他们的综合报告拥有广泛的用
户，因此会尝试将这些用户的需求考虑在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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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实际上许多企业假
设他们的综合报告拥有广泛的
用户，因此会尝试将这些用户
的需求考虑在内。

“综合报告的主要用户是投资者，包括股
权投资者者和债权投资者”，United
Utilities的Russ Houlden说道。“我们还有
很多其他用户，可能比大多数公司都要
多，因为我们对环境和社会有着巨大的积
极影响。所以我们有大量的利益相关方。
当我们在撰写报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
他们将会如何阅读报告。但你不可能为一
千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撰写报告，因为这
样报告就会变得没有条理，而且非常冗
长。所以当你决定在报告中放哪些内容，
剔除哪些内容，对哪些内容进行交叉引用
时，你要通过主要用户的视角来思考。”
应用这一重要性过滤工具的成果是United
Utilities公司在2017年年度报告第一页展示
了一个三段式声明。该声明指出，年度报
告旨在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其中包含
的信息对他们的决策具有重大意义，例
如“是否购买、销售或持有我们的股票或
债券，是否与管理层就相关事项交流，以
及如何投票”。但是声明也指出，这份报
告将会被其他广泛的利益相关方阅读，包
括“客户、供应商、分析师、监管企业、
非政府组织、政治家以及委任企业”。如
果一个话题被认为对“大多数”利益相关
方具有重要性，这个话题要么包括在报告
中，要么指向其他报告和信息。
“我们非常清楚”，Houlden说道。“这
些段落从根本上描述了我们如何判断重要
性，这与“框架”的要求一致。”

6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综合报告指出，报告
旨在为财务资本提供者而制定，但也为所
有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他们感兴趣的信息。
该报告指明了许多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
部门、监管企业、重要客户、贷款人和投
资者、员工和有组织的劳工、供应商、行
业、民间社会、分析师、学术界和媒体。
报告撰写者在确定和撰写内容的时候试图
考虑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但他们不能满
足所有人的需求，因为这样报告就会变得
过长。尽管如此，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综合
团队试图通过让报告变得尽可能容易获取
和理解来满足读者的需求。“我们尝试用大
多数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撰写报告”，Koch
说道，“我们也利用报告来教育人们，使
他们了解一些对企业至关重要的事项，比
如我们如何管理电力系统，因为了解和认
识企业可以帮助我们定价。如果人们不知
道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就无法理解为
什么我们需要这些收入”，Buys解释道。
其他企业，比如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直接面
向一个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群体。Marc
Van Weede说道：“我们记着[IIRC]指南
说综合报告是一份主要针对投资者的文
件。我认为散户投资者也会阅读和理解这
份文件。我觉得它对其他利益相关方群体
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员工、商业合作伙
伴和其他群体来说，这是一份更加容易获
取和理解的文件。但坦白来说，我觉得企
业投资者更多依赖的还是我们的其他披露
报告，他们会翻阅季度新闻以及我们披露
的广泛财务事项[例如20-F表格]。企业投
资者不会把很多时间用在综合报告上。”

不同用户有不同的重要性评估过程？
“公司报告对话”（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将IIRC、GRI、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IASB）以及美国财务报告准则委员
会（FASB）等企业聚集起来，将重大信息
定义为“任何对一般利益相关方从所阅读
的相关信息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影响的信
息。”6 从这一广泛的共识开始，人们开始
辩论是否应该针对不同的报告和不同的用
户实施不同的重要性评估过程，正如调查
中所展示的。大部分（65%）在线调查受
访者认为重要性评估过程应该反映特定用
户的需求，但一些编制者却不认同，他们
的理由也同样具有说服力。
这是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部门前高级合伙人Neil Smith的观点。“重
要性是对公司有影响的事项，不是对你如
何向其他人报告有影响的事项”，他说
道。“我们把这些事项与我们的战略过程
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
做的价值。”Va n W e e d e 同 意 这 一 看
法 ， “我们把各种事项更加紧密地聚拢起
来，不仅在我们的内部流程中，也包括在
报告中。”

公司报告对话，关于重要性共同原则的声明，2016年，p2，<http://corporatereportingdialogue.com/wp-content/uploads/2016/03/Statement-of-Common- Principles-of-Materiality1.pdf>，2018年2
月2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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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一些企业而言，一
个嵌入战略规划的单一重
要性评估过程是综合思维
的逻辑成果。

因此对一些企业而言，一个嵌入战略规划
的单一重要性评估过程是综合思维的逻辑
成果。从企业战略视角思考也可以提供关
键侧重点，筛选特定利益相关方的广泛信
息需求。裕信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团队高
级合伙人Bruno Gasparroni指出，在单独
报告主题层面，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似乎是
相对立的，但从战略层面来看，应该传达
一个一致的讯息：“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你
为什么要做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它[重要性]
就成了一种工作方式，先与利益相关方对
话，然后制定战略。”
充分解释过程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Neil Smith认为解释重
要性确定过程“极其重要”，因为企业使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确定重要性。荷兰
全球保险集团之前研究了其他企业确定重
要性的方法。“研究结果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Smith说
道。报告中识别的重大事项数目差别极
大，利益相关方调查间隔也各不相同。因
此报告读者需要企业向他们解释所使用的
方法，这样他们才能够充分理解企业如何
确定重大事项，然后与其他企业的结论进
行对比。
Karen Koch同意解释重要性过程非常重
要。但是编制者不能重复解释这个过程而
令读者感到厌倦。

“你是在为那些已经阅读了去年的报告和
了解了这个过程的人撰写报告吗？”她问
道。“你应该重复解释这一过程，还是把
它从报告中去掉？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
衡，因为一些人已经阅读过之前的报告，
而另一些人可能从来没有阅读过任何报
告，所以你也不能把它完全去掉。”南非
国家电力公司尝试总结该公司使用的过
程，同时尽量避免每年重复一些标准内
容。
评估利益相关方群体的相对重要性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在2016年年度评审中明
确地解释了它的重要性评估过程，并在一
同发布的增补报告中提供了更多详细信
息，其中包括对利益相关方和高层管理者
的年度调查。一些利益相关方群体观点的
分量比其他利益相关方更重。例如，客户
和员工的观点比学者和独立专家的观点重
要。Marc Van Weede解释了为什么会这
样。“这与我们的战略一致，我们正在从
一个产品制造商向一个客户公司过渡，我
们觉得应该更加注重客户的观点”，他说
道，“第二个最重要的声音是员工，之所
以会这样是因为在我们的战略中……随着
公司形象的变化，我们需要员工具备的能
力也在变化。我们需要更多拥有稀缺技能
的员工，比如科技、数字营销和变革管
理。所以打造一家对员工具有吸引力的公
司，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发展自己的技能，
这一点非常重要。”

利益相关方的比重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根据我们的战略优先事项而变化。
管理重要性评估过程
裕信银行在2016年综合报告中较为详细地
解释了它的重要性评估过程，它用图表形
式列报重大事项，展现了它们与特定利益
相关方群体的相关性，这是本节的一个优
秀实践示例。但是进行评估并不容
易。“它需要银行不同部门之间互动合
作”，Giuseppe Zammarchi说道，“我
们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有些阶段是由企业
管理的，有些阶段是由控股公司的中心结
构管理的，所以需要大量的合作。”
收集利益相关方反馈的过程也在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发展。最初裕信银行只报告GRI
数据，重心仅放在对利益相关方重要的事
项上。“然后随着IIRC愿景的提出，我们
引入了价值创造和未来趋势”，Bruno
Gasparroni说道，“几年前我们对意见领
袖做了一个调查来了解这些趋势，去年我
们把这种方法引入了我们的重要性矩阵
中。”裕信银行也对内部人员对这些关键
趋势的态度进行了测试，明确了银行在这
些关键事项上的立场。利益相关方参与过
程也改变了，它“将社交媒体的巨大发展
考虑了进来”，Zammarchi说道，“在过
去三年中，我们加强倾听社交媒体上利益
相关方的心声并与他们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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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全球保险集团2016年评审
增补报告指出了企业的关键利
益相关方，甚至给了每个利益
相关方群体一个加权值。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要回答不同的问
题。比如客户可能会被问道，他们认为哪
些事项可以为他们作为个人创造价
值。Zammarchi说道：“当我和意见领袖
对话时，问题可能会更加直接，比如你认
为银行应该做什么来创造价值？这是一个
不同的角度。”这些意见领袖包括记者、
学者、顾问、政治家和政府成员。

实际方法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2016年评审增补报告
（第1 6 页）指出了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
方，甚至给了每个利益相关方群体一个加
权值。这可以帮助了解其重要性确定过
程。

裕信银行发现重大事项会随着时间而变
化。“有些事情今年可能重要，明年甚至都
不在利益相关方的关注范围内”，Zammarchi
说道。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几年前，财务
稳定性在利益相关方议程上的排名并不靠
前。“但经过了金融危机，财务稳定性变
得更加重要了”，Zammarchi说道。“在
过去两年中，银行开始努力重组我们的运
营企业，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资本，足够
的稳定性和长期生存能力。”结构化利益
相关方反馈以及常规对话使市场确信裕信
银行能够出色地管理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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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信银行2016年综合报告出色
地展示了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
是如何在常规业务进程中定期
进行的。

裕信银行2016年综合报告（第28页和70
页）出色地展示了利益相关方参与活动是
如何在常规业务进程中定期进行的。利益
相关方的定期参与使裕信银行得以充分了
解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群体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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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公司莱利银行（Nedbank
Group）在2016年综合报告开头
用两页总结清晰地展示了它的编
制基础。

南非公司莱利银行（Nedbank Group）7 在
2016年综合报告开头用两页总结清晰地展
示了它的编制基础。它（第2页）指出了报
告边界以及目标读者：“这是我们为利益
相关方编制的主要报告，旨在满足长期投
资者（我们的股权和优先股股东、债券持
有者以及未来投资者）的信息需求。我们
也为其他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我们的员
工、客户、监管企业和社区提供了与我们
如何创造价值相关的信息。”第二页同时
还解释了价值和重要性概念对莱利银行意
味着什么。
第三页阐述了前瞻性声明不可避免的不确
定性。接下来董事会明确承认了他们对综
合报告完整性的责任。

7

莱利银行不是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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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的利益相关方需要
不同的信息，专注那些与机
构战略执行相关度最高的事
项。

优秀实践建议
•	确定每份公司报告的主要用户：这可
以帮助把报告焦点集中在与用户相关
程度最高的事项上。
•	如 果 不 同 利 益 相 关 方 需 要 不 同 的 信
息，专注那些与企业战略执行相关度
最高的事项。
•	向利益相关方展示你如何识别和评估
报告中包括的重大事项以及对其进行
优先排序：这可以提高报告的可信
度，帮助用户在与其他企业进行对比
时做出全面决策。
•	如果你的企业发布了多份报告，思考
它们是否侧重于不同的事项或信息以
及为什么。如果因为报告需要满足不
同的目标或面向不同用户而做出了不
同的重要性决定，是否可以在每份报
告开头对此进行简要解释？
•	思考重要性总结放在哪里最合适。是
否把它和相关报告分开单独发布，通
过交叉引用条目将用户导向总结，思
考如何能够把结论得体地包括在主要
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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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价值创造
视角看重要性

报告评审结论
“框架”包括一个重要性指导原则。“框
架”指出，综合报告中应披露对企业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具有实质
影响的事件信息（3D）。
“框架”指出，在为编制和列报综合报告
而确定重要性时涉及：
•	基于影响价值创造能力识别相关事项；
•	根据相关事项对价值创造产生的已知或
潜在影响来评估其重要性；
•	根据事项的相对重要性排列事项优先顺
序；及
•	确定要披露的重大事项相关信息。
实质上，重大事项是根据它们对价值创造
的已知和未知影响来决定的。今年的报告
评审考虑了企业是否把事项影响价值创造
的能力视为重要性确定过程的一部分。事
实证明，从平均水平而言，这是评审得分
最低的领域之一，60%的得分都是4分或5
分。

换句话说，虽然很多企业都十分关注价值
创造，但有些企业显然对重要性有不同定
义。一个不同的定义即GRI所倡导的，根
据事项对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影响，而非对
企业创造价值能力的影响来确定重要性。
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在那些明
确声明遵守了其他框架或准则的报告中，
将近四分之三（73%）的报告应用了GRI
指南或准则。似乎有很大一部分遵守了
GRI框架的报告也被判定为在确定重要性
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关注了价值创造。
企业发现了哪些挑战？
应对外部因素
重要性评估和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并非直
接明确，特别是当某些重大事项并不在企
业的控制范围内。荷兰全球保险集团董事
会已经探讨了它在重要性评估过程中得出
的重要性矩阵。2016年评审报告中的这一
重要性矩阵通过颜色代码表明了荷兰全球
保险集团对每个重大事项的控制和影响程
度（见本报告44页）。

“可能需要表明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可
避免的事情，比如低利率、人口老龄化，
以及那些我们更能控制和影响的事情，比
如信任和信誉，之间的区别。”
还有一些挑战，比如把那些高度重要的外
部事项转变成更加具体的事项，使企业可
以对其采取措施。Van Weede举了一个例
子：“如果我们认为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保持低水平，这会给我们产品的价值
造成什么后果吗，我们是否应该考虑通过
其他措施来对冲低利率风险？或者我们是
否应该放弃一些在当前环境中至少很长一
段时间不能盈利的业务？这和价值创造是
有联系的，但我们还在寻找将这种联系表
达出来的最佳方式。”
董事会的充分参与
董事会在重要性评估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
一。在很多企业中，董事会的职责似乎仅
限于监督和最终的批准。但是重要性评估
过程可以为战略设定提供洞见，这表明了
加强董事会的参与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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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价值创造视角融入重要性确
定过程可以帮助管理者超前思
考能够对他们的企业产生影响
的风险和机遇。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两个董事会（监管和
管理）都充分参与了这个过程，而且该集
团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流程来促进董事会
的参与。他们都完成了利益相关方调查问
卷。此外，管理董事会的每个成员都接受
了单独访问，还有一系列与利益相关方有
直接互动的人士也接受了采访，例如投资
者关系和银行关系主管，以及来自职工委
员会的代表。“在一对一的讨论中，人们
往往会更加坦率地表达他们的想法”，van
Weede解释道。“我们利用一对一采访的
反馈列出了许多关键战略事项，我们用这
些事项进一步充实了我们的重要性确定过
程，确定了我们希望在2018年取得进展或
进行回应的关键领域。”管理和监管董事
会在这个过程中都参与讨论了调查问题和
采访结论。
将重要性确定与战略规划联系起来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提前了重要性评估的时
间，以便评估结果能够为集团的其他内部
过程提供洞见。之前集团在年末开展重要
性评估，并将结果体现在当年的报告中，
但接下来基本没有时间就发现的事项制定
战略或运营应对方案。

“今年我们改变了这个周期”，van
Weede说道。“我们在前一年年末进行重
要性评估，然后把评估结果用在一月份开
始的战略周期中，这样我们就有一整年的
时间来进行战略规划、行动规划和制定应
对方案。到2018年末，我们就可以更全面
地讲述我们是如何应对这些事项的。”
重要性评估结果为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战
略风险评估提供了“一个核心洞见”，战
略风险评估正在成为集团和业务单元战略
评 估 过 程 的 一 个 标 准 组 成 部 分 ， Va n
Weede认为这是一种“更加综合的方法”。
如果对这些战略风险评估得当的话，应该
有助于风险报告，他补充道。
FMO采用了一个相似的过程，通过利益相
关方的定期参与来为它的规划提供洞见，
但对于这家发展银行而言，重要性评估从
当年的利益相关方对话发生之后就开始
了，每个季度对其进行分析。Bakker说
道：“年末我们[在重要性披露中]报告的
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内
部讨论和处理的事项总和。”

受访者之间似乎有一种共识，战略和运营
应该以利益相关方的定期参与为基础，因
此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系统来收集和分析利
益相关方的反馈，促使企业做出实际的行
动和规划。但是“重要性评估”在每个企
业战略周期中发生的时间节点都不一样。
有时候，这可能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差别，
而非实践的差别。
从价值创造视角发现风险和机遇
将价值创造视角融入重要性确定过程可以
帮助管理者超前思考能够对他们的企业产
生影响的风险和机遇。荷兰全球保险集团
并不是唯一一家将重要性评估过程和风险
评估过程结合起来的企业。南非国家电力
公司的Koch也认为重大事项和风险之间存
在着天然的联系，应用“框架”中的重要
性确定过程可以使企业长期关注风险的识
别。“过去我们发现风险评估是一种短期
活动，但是综合报告帮助南非国家电力公
司看得更远”，Buys说道。“在我们企业
中，电厂的寿命大约为50年，所以你需要
从长远的视角思考问题。”
裕信银行的Giuseppe Zammarchi认为基于
利益相关方反馈的重要性评估过程可以帮
助企业发现风险和机遇，“让他们了解雷
达屏下都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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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我们坐在桌子前干自己
的事情，与利益相关方进行
对话能帮助我们发现更多机
遇。”

重要性评估可以帮助明确风险，但不会有
太多惊讶的发现，“如果银行工作做得
好，他们应该早已经建立起了风险检测机
制，而且管理层应该在风险变得过于严重
之前已经得到了警示。”另一方面，这个
过程也有助于发现机遇。“有些机遇并不
在我们的视线内”，Zammarchi说
道 。 “比起我们坐在桌子前干自己的事
情，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对话能帮助我们发
现更多机遇。”
这种主动管理机遇和风险的方法能够帮助
许多管理者和综合报告编制者。我们对综
合报告文件的评审表明，尽管编制者对风
险的报告相对完善，但对机遇的报告则相
形见绌。如果企业能在报告中向投资者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清晰地展示他们的机遇，
这会带来明显的市场效益。
多个“框架”的影响
应用其他非财务报告准则或“框架”（例
如GRI G4指南）是否会让价值创造的应用
变得更加困难？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对此有不同的看
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尝试把GRI准则
应用到综合报告中，因为它的要求太详
细了”，Koch说道。尽管某些方面，比
如治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披露联系紧密，
其他GRI要求都过于详细。因此Koch认为
GRI报告应该包括在一份单独的可持续发
展报告中。“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综合报告
中，综合报告的重心就会不明”，她说
道，“报告就不够简洁，可能还会失去重
要性。”Koch认为GRI报告和综合报告的
用户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把两个报告分开
的另一个原因。她还觉得应该有一个不同
的重要性过程，这样每份报告的内容就能
满足其目标用户的需求。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在其年度报告中同时应
用了“框架”和GRI指南，虽然这一过程
并不容易。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框架”的
一个挑战是，GRI是以规则为基础
的，IIRC是以原则为基础的，Marc
van
Weede说道。

因此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下一份综合报告
（即将于2018年3月发布）将关注与企业
相关度最大的GRI指标，“我们能产生影
响的指标、产出和相关KPI指标”，van
Weede说道，“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回过来
看那些GRI指标并对它们进行报告，只不
过报告的内容会更有意义。”
裕信银行的Giuseppe Zammarchi同意把
价值创造视角与其他“框架”结合起来应
用是有可能的，但要注意应用的方法应该
得到明确的解释，“我们尝试调和价值创
造立场和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如果我们想
遵守GRI准则，我们要满足一系列要求和
指标，我觉得这和IIRC没有冲突，但你得
用不同的方法。你要明确地解释这两种方
法，但要想确保你把两个角度都考虑到了
有点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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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国家电力公司2017年综合报告
明确解释了该公司的重要性确定过
程，并在重要性过程中明确应用了
框架的价值创造视角。

实际方法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2017年综合报告明确解
释了该公司的重要性确定过程，并在重要
性过程中明确应用了“框架”的价值创
造视角。报告表示（第27页）：“重要性
确定过程的第一步是基于事项影响价值创
造过程的能力来识别相关事项。”Buys认
为“框架”中的方法是合理的，并表示这
种方法对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非常奏效。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成果是一系列重大事
项，这些事项列在一个表格中，并指出了
每个事项当前对价值创造的（消极和/或积
极）影响以及影响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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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根据战略风险和机遇的潜
在后果以及发生可能性进行评
分，并指出了它们对价值创造
的影响、影响时长，以及应对
策略。

报告根据战略风险和机遇的潜在后果以及
发生可能性进行评分，并指出了它们对价
值创造的影响、影响时长，以及应对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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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全球保险集团2016年评审报告（第22和23页）对重大事项的定义是“对我们的盈利能力、运营和声誉有长期影响的事项”。然后
在重要性矩阵中展示了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控制和影响结果的能力。报告对每个重要程度最高的事项都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并展示了荷
兰全球保险集团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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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你希望从重要性过程
中得到什么：它是否有助
于你的企业进行更广泛的
规划和风险管理？

优秀实践建议
•	回顾董事会会议记录，与董事会成
员，包括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进行定
期讨论，了解董事会认为哪些是成
功关键推动因素。
•	与董事会成员和高管探索价值对他
们和企业意味着什么。价值的意义
以及关键成功推动因素应该作为重
要性过程的基础。
•	在评估和排列重大事项时，考虑它
们的发生可能性和影响严重程度对
你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潜在影
响。
•	思考和解释你的企业能在何种程度
上对重大事项的结果产生影响：这
可以帮助管理利益相关方期望，展
示企业的责任性。
•	思考你希望从重要性过程中得到什
么：它是否有助于你的企业进行更
广泛的规划和风险管理？如果会的
话，为重要性评估确定合理的时
间。
•	利用重要性确定过程主动识别风险
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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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

许多参与IIRC综合报告企业网络的企业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综合报告编制经验。今年的评审发
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综合思维被视为综合报告
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一些企业来说，比如
United Utilities，综合思维在综合报告实施
之前就已经在企业内部开始推行了。在对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的在线调查
中，45%的受访者表示综合思维事实上先
于综合报告发生。
不管是确定重大事项，优化商业模式，还
是寻找新的方法来解释和量化价值创造，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当前对综合报告
的试验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试验还将继
续。展望未来，裕信银行希望看到欧盟非
财务报告指令的强制性规定将会对报告实
践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把董事会的注意力
集中到非财务报告上。荷兰全球保险集团
指出荷兰对年度报告内容（例如与价值创
造相关）的要求正在向综合报告靠拢，这
有可能促使正式年度报告和单独的年度评
审之间实现更紧密的融合，集团把这视为
综合报告。

许多企业也将会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对
他们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努力
进行报告。在对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
的在线调查中，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
划使用适合报告“框架”来帮助他们报告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事项。
不论是国家监管还是国际倡议，公司业绩
报告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挑战。利用“框
架”和战略方法解决这些挑战可以为报告
企业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方带来益处。本报
告中包含的实际案例、分享经验以及建议
旨在激发综合领域更多的试验和进步。最
后，谨记我们最终的目标：以一种合乎逻
辑且令人信服的方式向关键利益相关方解
释你的企业计划如何在短期、中期和长期
内创造价值，然后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践。

45%

的受访者表示综合思维事
实上先于综合报告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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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踏上优秀综合报告
（和综合思维）道路的
10个问题

为了充分从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中获益，
我们建议报告编制者思考下列问题。从这
些问题着手，开启关于你的企业的文化、
目标和过程的广泛对话。

1

价值对我和我的企业意味着什么？

2

将我的企业与其他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的因素是什么？

3

我的企业的使命是什么？

4

我的企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愿景）？

5

我们依靠哪些关键利益相关方来帮助实现我们的使命和愿景？

6

为了实现这些使命和愿景我们需要哪些关键资源？

7

我们如何把使命和愿景付诸行动？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8

我看到未来一年、五年、十年和二十年有哪些变化？哪些变化会影响我们的战略？
我们需要采取哪些不同行动来应对这些变化？

9

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企业是否正在实现它的使命和愿景？我们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又怎
样知道？

10

我如何与董事会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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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参与者

ACCA希望感谢下列参与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本报告的采访。

Russ Houlden

United Utilities集团首席财务官
“综合报告鼓励企业更清晰地解释他们如何利用综合思维
为客户、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Russ Houlden从华威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一级荣誉学位，并在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完成了高管
项目。他是英国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会员、全球特许管理会
计师，以及英国企业司库协会会员，并获得了2013年和2014
年西北地区最佳财务总监奖，2015年建立公众信任“卓越报
告”奖以及2016年财务未来“传播综合思维”奖。
从1980年到1991年，他在ICI和Spicer & Oppenheim（现为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一部分）担任过多个财务职位，工作内容
涵盖审计、管理咨询、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控
制、公司报告、财务管理以及公司财务。从1991年到2002
年，他担任ICI日本公司（位于东京）、ICI Polyurethanes（位
于布鲁塞尔），以及BT网络和信息服务和BT Wholesale（位于
伦敦）的财务总监。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担任Lovells（一家
领先的国际法律事务所，现为Hogan Lovells）的财务总监，新
西兰电信公司（现已在新西兰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首席财务官，以及United
Utilities公司（富时指数公司）首席财务官。
除了这些执行职位外，他还是Orange Polska SA（WSX上市
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主席和监管委员会成员，以及财务报告
委员会主席和100 Group（向政府、监管企业、标准制定者以
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展示富时100指数）主要委员会成员。他之
前曾担任华威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英国政府生态系统
市场工作组成员。

Job Bakker

FMO财务部高级规划与控制官
“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提高了FMO的影响。”
Job Bakker是FMO发展银行高级战略控制官，这家荷兰发展
银行致力于投资前沿市场，推动就业和收入增长，提高那些
最需要援助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过去五年中，Job致力
于协调综合报告和综合思维在FMO内部的发展。FMO公司
2016年年度综合报告为其赢得了一个负责任投资者奖项。

Marc Van Weede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全球主管
“综合报告推动我们思考如何为所有利益相关方群体创造
价值。”
Marc目前为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全球主管。
他注重公司战略、客户战略、负责任企业、退休与健康老龄
化研究、变革管理，创新以及风险投资。
Marc之前曾在荷兰全球保险集团业务拓展部门担任多个不同
角色，包括该集团在中国的人寿合资企业总裁，集团公共政
策和监管部门主管，以及可持续发展主管。
他是荷兰全球保险集团行业基金会管理公司、集团中国资产
管理合资企业，以及集团西班牙公司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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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Smith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团队前高级合伙人
“报告可以让你了解到许多关于你的公司的情况。如果
报告得当的话，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变革推动因
素。”
Neil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就任于可持续发展部门，并担任国际
综合报告委员会保险网络和金融企业网络主席。Neil经常在
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报告大会上发表演讲，他同时也是荷
兰乌得勒支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名讲师。
近年来Neil在荷兰全球保险集团的许多可持续发展活动担任
着负责人的角色，包括综合报告以及该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方法，他的工作横跨美国、欧洲和亚洲，编制出七份
综合报告并获得了一个奖项。Neil目前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
司Koan，旨在帮助企业了解报告。
可发送邮件至neil.smith@wearekoan.com联系Neil。

Karen Koch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集团财务部门综合报告专家
“综合报告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的一种重要工具。”
Karen是一名特许会计师，曾在普华永道鉴证部门就职将近十
年。之后她加入南非国家电力公司成为一名IFRS顾问。她的
职责包括财务报告、工业业绩管理以及最新的综合报告。她
同时担任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综合报告主编，负责从概念到出
版的点对点综合报告过程。

Martin Buys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和管理报告总经理
“综合报告不应该只是一个一年一次的活动，应该把它融
入决策和风险管理中。”
Martin Buys是一名特许会计师，于1987年加入南非国家电力
公司。在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就职期间，他的职责涉及多个领
域，包括财务、销售定价以及预算和规划。他目前的职责包
括管理IFRS年度财务报表和综合报告编制。他同时还负责制
定公司的财务计划和预算以及月度管理报告。

Carrie Scott

诺华集团公司品牌和信誉管理主管
“提供更多有关财务和非财务业绩的有意义的信息可以帮
助在企业内建立信任，提高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
Carrie Scott目前担任诺华集团的企业品牌和信誉部门主管，
负责定义和管理企业品牌，以一种连贯一致且令人信服的方
式传递诺华集团形象。她所在的团队负责管理企业品牌战略
和视觉形象，跟踪了解企业在关键利益相关方心中的信誉，
以及制定企业文案和信誉战略。Carrie的团队也负责管理企
业责任沟通和非财务报告以及诺华集团的年度报告和企业责
任报告。
Carrie于2007年加入诺华集团媒体关系和行政沟通部门。在
进入诺华集团之前，Carrie曾于1994年加入福莱国际传播咨
询公司，先后在该公司比利时、德国和美国部门就职。
Carrie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目前居住在瑞士
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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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Hough

诺华集团企业责任战略&利益相关方副总裁兼参与全球
主管
“提供关于财务、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质性信息可以使我们
更好地衡量和沟通我们为利益相关方创造的除财务价值之
外的其他价值。”
Charlie在诺华集团就职已有18年，主要担任业务线管理职
责，负责引领集团在亚洲和北美地区的非处方医药业务，并
被任命为非处方业务部门首席运营官。2011年末，Charlie担
任集团企业责任战略与利益相关方副总裁兼参与全球主管，
旨在利用自身经验为诺华集团制定一个医疗保健综合战略，
并于诺华集团其他部门合作实施和管理该战略。
在进入诺华集团之前，Charlie曾在孟山都公司(Monsanto)、
贝恩公司(Bain & Co.)、IRI、Brown Brothers Harriman以及
Manufacturers Hanover Trust信托公司担任战略、业务拓展
和财务分析职位。Charlie从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研究院获得
管理硕士学位，从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

Giuseppe Zammarchi

裕信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和基金会主管
“综合报告是一个基于综合思维的过程产生的结果，需要
深入地了解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所有组成要素。”

他在裕信银行投资者关系部门任职九年，负责处理与卖方和
买方股票分析师以及主要股东的产品组合经理之间的关系。
在裕信银行国际业务拓展期间，他积极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提
供支持，协助他们在各项路演活动中展示集团的战略和业
绩。
随后他加入行政沟通部门，主管为企业管理层撰文的团队。
2014年他变更了职位，加入集团首席风险官团队，直接负责
协调集团风险管理能力团队的内部沟通活动，引领集团风险
文化强化项目。
2017年他加入集团可持续发展和基金会团队，并于当年11月
成为该部门主管，负责编制合并综合报告（根据欧盟指令
2014/95法令254/2016构成非财务信息披露），监督集团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方法，包括两个基金会（裕信银行基金会
和裕信银行& Universities Foscolo基金会）。

Bruno Gasparroni

裕信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和基金会部门高级合伙人
从2015起就职于裕信银行集团可持续发展&基金会部门。该
部门旨在支持管理层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可持续发展方
法嵌入公司活动中，以及定义包括综合报告责任在内的可持
续发展沟通战略。
Bruno在战略营销和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拥有十年以上的经验，
并曾在集团内部担任过多个不同角色。2005年他进入集团意
大利企业网络部门，2008年加入裕信银行零售部小企业营销
部门，2011年开始就职于企业市场营销部门。

Giuseppe Zammarchi于1998年4月份毕业于米兰博科尼大学
企业管理专业。1997年1月他加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金融
服务部门从事审计和咨询工作，由此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
涯。2000年3月他进入裕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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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7年综合报告企业网络报告评审项目平均分数
针对评审的45份公司报告中的每份报告，综合报告专家组评审根
据“框架”的标准对报告质量进行评分。分数从1到5，1代表完
全不符合“框架”指南，5代表完全符合“框架”指南。
综合报告专家组成员包括普华永道的Mark O’Sullivan、均富国际
的Grant Patterson、澳洲国立大学的Marvin Wee博士、东安格利
亚大学的Gaia Melloni博士、Petranix咨询公司的Beat Schweizer
和Suzanne Erdt、Incite公司的Jonathan Hanks以及来自IIRC和
ACCA的专家评审和评分监督员。
样本中的一些企业尚未按照“框架”原则进行外部报告，但根据
他们当前的实践和监管要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些原则。
个别评审被用于向企业就它们目前为止的进展和改进领域提供洞
见。

框架章节

下表展示了45份报告在“框架”每个指导原则、内容元素以及基
本概念方面所得的平均分数。去年的结果展示个一个独立的栏目
中。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某些特定优势和挑战，在今年的评审中
一些指导原则、内容元素和基本概念被分割开来研究，如果出现
这种情况，2016年的平均分数后将带有*标。
应该指出一点，下列给出的分数均带有主观性，虽然评审是在
ACCA和IIRC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每位评审的判断可能仍有差
别。
评审报告的会计期截至并包括2017年3月31日。

框架内容

平均分数

2016年平均分数

2.51

2.27

1.36

1.20

综合报告的责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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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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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原则
注重战略和面向未来
3.3

• 综
 合报告应深入说明企业的战略

3.87

3.78

3.3

• 以及这一战略如何与企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关

3.29

3.24*

3.3

• 如何与资本使用情况及对资本的影响相关。

3.18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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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容

平均分数

2016年平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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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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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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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3.68

• 综合报告应简明扼要。

3.36

3.15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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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3.4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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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3.44*

3.54

• 综
 合报告中列报的信息其编制基础应前后一致

3.87

2.78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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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32

4.36

4.32*

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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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3.39

• 综
 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3.55

3.5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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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3.44*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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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3.44*

4.23

• 企业如何应对这些风险和机遇？

3.62

3.46

信息连通性
3.6
利益相关方关系
3.10
重要性
3.17
简洁
3.36
可靠性和完整性

一致性和可比性

内容元素
企业概述和外部环境
4.4

• 综
 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从事什么业务

4.4

• 企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运营？

治理
4.8
商业模式
4.10
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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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容

平均分数

2016年平均分数

战略和资源配置
4.27

• 综
 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的目标是什么？

3.84

3.76*

4.27

• 企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3.49

3.76*

4.29

• 企
 业的哪些差异化优势为其创造了竞争优势，并使其能够创造价值？

3.42

3.46

4.30

• 综
 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在报告期间，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

3.49

3.54

4.30

• 企业在对资本的影响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3.2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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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3.29

4.40

• 综
 合报告应回答以下问题：企业如何确定哪些事项应包含在综合报告中？

2.98

3.24*

4.40

• 如何量化或评估这些事项？

2.87

3.24*

4

3.71*

绩效

前景展望
4.34
编制和列报基础

基本概念
为企业和其他方创造价值
2.4 – 2.9

• 总
 体来看，报告是否解释了企业如何为自身创造价值？

2.4 – 2.9

• 如何为其他方创造价值？

3.91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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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71

• 价值创造过程与内容元素衔接。

3.67

–

资本
2.10 – 2.19
价值创造过程
2.20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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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本报告所采访的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包括：
企业

总部

行业

Aegon（荷兰全球保险
集团）

荷兰

人寿保险、养老金、
资产管理

6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在2011年报告中首次使用综
合报告。

Eskom（南非国家电力
公司）

南非

能源

6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在截止至2012年3月31日会
计期间的报告中首次真正尝试应用“框架”。

United Utilities

英国

水资源

4

United Utilities认为该公司是富时100指数公司
中唯一一家编制了四份综合报告的公司。

FMO

荷兰

银行

3

FMO在2014年采用综合报告。

UniCredit（裕信银行）

意大利

银行

3

裕信银行在2014年发布了第一份综合报告，但
该银行从2000年便开始报告可持续发展信息。

Novartis（诺华集团）

瑞士

医疗保健

0

诺华集团将自身视为一个“合并报告编制
者”，比如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以一种合并方式
包括在年度报告中。

YEAR ENDS
2016年12月31日：

已编制综合报告数量8

备注

Aegon、FMO、UniCredit

2017年3月31日：

Eskom、United Utilities

2017年12月31日：

Novartis（评审审阅了该集团截至2016年12月31日报告，但报告中有节选来自2017年12月份的报告）

8	
报告日期截止至并包括2017年3月31日（诺华集团为2017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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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示例公司报告链接：
荷兰全球保险集团
2016年评审
https://www.aegon.com/siteassets/investors-media/reports--sec-filings/aegon-annualreview-2016.pdf

2016年评审增补报告
https://www.aegon.com/siteassets/investors-media/reports--sec-filings/2016-reviewreporting-supplement.pdf
安赛乐米塔尔公司
2016年年度评审
http://annualreview2016.arcelormittal.com/

巴斯夫公司
2016年巴斯夫公司报告
https://www.basf.com/documents/corp/en/
about-us/publications/reports/2017/BASF_
Report_2016.pdf

南非国家电力公司
2017年综合报告
http://www.eskom.co.za/IR2017/Documents/
Eskom_integrated_report_2017.pdf

远传电信公司
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https://www.fetnet.net/cs/Satellite?blobcol=
urldownload&blobheader=application%2Fpdf
&blobkey=id&blobtable=co SocietyReport&
blobwhere=3000009983574&ssbinary=true

荷兰发展银行
2016年年度报告
http://annualreport.fmo.nl/l/en/library/
download/urn:uuid:638188d0-5def-49f4-bf5a7db9c94ddb52/2016+annual+report.pdf

莱利集团
2016年综合报告
https://www.nedbank.co.za/content/dam/
nedbank/site-assets/AboutUs/Information%20
Hub/Integrated%20Report/2016/Nedbank%20
Integrated%20report%20Final.pdf

诺华集团
2017年年度报告
https://www.novartis.com/sites/www.novartis.
com/files/novartis-annual-report-2017-en.pdf

裕信银行
2016年综合报告
https://www.unicreditgroup.eu/content/dam/
unicreditgroup-eu/documents/en/sustainability/
sustainability-reports/2016/2016-IntegratedReport_interactive_13042017.pdf

英国联合公用事业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
http://unitedutilities.annualreport2017.com/
media/83269/united-utilities-ar2017-webrea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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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综合报告企业网络参与者在线调查所代表的国家：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德国
意大利（2）
毛里求斯
荷兰（5）
新西兰
俄罗斯
土耳其（2）
英国（4）
美国
注：括号里代表受访者超过一个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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