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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旨在探讨：
为了确保财会职业在飞速发展的数字
时代与时俱进，情感能力应发挥何种作用。
文中使用“情
商”
（EQ）一词来表述这种能力水平，通过调研，我们不仅
了解到财会行业受访者在数字时代的情商水平，同时还
明确了数字技术对所需情商的影响。

进一步了解信息，请联系：

纳拉亚南·瓦迪亚纳谭（Narayanan Vaidyanathan）
ACCA商业洞见主管

前言

对于普通的观察者来说，情感和会计似乎是分处两个不同领域的不相关概
念。但若想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取得成功，专业会计师需要具备一套超
越技术知识的全面技能，情商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ACCA将这些技能归纳为“七大职商”体
系——这套独特的模型涵盖了专业水平、道
德、以及一系列个人技能与品质。
情商作为
其中的一大要素，包含了诸多与提升情感能
力相关的能力，例如成长心态、换位思考和
自我认知等。

未来将日益由技术推动。
因此，尝试模仿机
器来完成任务或与之较量已无法建立起持
续优势。
达成这一目标必须运用人类固有的
竞争优势——在数字时代，我们应当切实发
挥人的特质，而情感交流正是人类的基本特
质之一。

职商模型体现了ACCA对本行业未来的深
入研判，我们以此为核心对资格认证系统不
断进行升级。
相关改变之一，就是引入了第
二阶段的战略专业（Strategic
Professional）考试，着力将理论应用于错综
复杂的现实世界场景当中。

对于立志成为值得信赖且出色的专业会计
师而言，情感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素质，他们
需要将严谨理性的分析与娴熟的情感互动
结合在一起。

2018年的世界会计师大会（WCOA）将主题
定为“全球挑战，全球领导”
（Global
Challenges. Global Leaders）
，这凸显出在
应对新涌现出的跨境威胁方面，领导力所能
起到的关键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建立有效
的伙伴关系，并且培养真正能够作出前瞻性
思考的战略专业人才，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份聚焦情商的报告，标志着ACCA在践行
长期承诺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我们
持续培养的财务领导者和战略型专业人士，
将担负起塑造和引领当今世界所需财会行
业的重任。
白容（Helen Brand）
ACCA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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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充满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对财会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年，ACCA提出了未来专
业会计师成功必备的“杰出七商”这一概念——情商（EQ）正是其中之一，亦是本次调研的主题。这份报告从两大
维度出发，剖析了数字时代的情商水平，和数字技术对本行业所需情商的影响。
情感能力指的是“能够感知自己与他人的情
感，驾驭这些情感，并将它们应用于工作任
务中，同时对情绪进行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能
力”。情感发展涉及到一系列与此目的紧密
相关的技能。
许多人都直观地认为，情商的作用只在于应
对情感事宜、并同其他人进行有效互动。但
现在，我们必须转变这种思维，重新思考情
感中所蕴藏的价值：当我们在数字时代展望
未来时，这些价值尤为重要。

情感能力

能够

自我认知：

认识到支撑和推动自身行为的感受与动机

成长心态：

换位思考：
同情共鸣：
感化影响：

有信心发展技能，克服障碍并挑战已有角色，将自身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学习新技能
通过个人学习来增强适应力，并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即考虑他们的
想法）
亲切回应，使他人感到自己被倾听、被接纳

令人信服地影响、激励和鼓舞每个人，使他们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

就财会行业而言，人们对技术的颠覆性力
量、及其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已作了充分
探讨。然而，情感能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天
赋，情感源自我们的固有本能，机器很难从
根本上对此加以复制。某种意义上讲，我们
对情感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的
潜力。
因此，考虑到时间投入和回报，财会专 ACCA的调研实证围绕数字时代所需的情
业人士无疑应当积极发展自身的情感能力， 商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对情感需求的影响展
开，揭示了多项观察发现。
将其视为加强竞争优势的途径之一。

•	成长心态极为重要：作为情感能力之一，
成长心态不仅仅是情商发展的关键推动
因素，而且能够产生强大的杠杆效应（成
长心态的改善可以广泛助推所有情感能
力）。
•	成长心态与工作绩效是正向关系：加强
成长心态，可以有效拓展实现工作成果

所用到的各项能力。

•	经验可以成为关键促进因素：证据表明，
对相关情境的熟悉程度越高，许多能力
的得分也会较高。ACCA会员的得分普
遍比学员分数高出一倍以上。
•	情商可以通过学习建立：上一项发现意
味着，情商并非无法学习的技巧，而是和
其他大多数技能一样，可以随着时间推
移发展和完善。
越是致力于培养情商，就
越能娴熟地运用。我们不应该有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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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次调研的结果能够充
分揭示人类情感的重要性潜
力、以及它们如何帮助专业
会计师在数字时代获得成
功。

种想法：某些人具备这一天赋，而另一些
人则完全没有。

• 就
 影响他人而言，情感是一种未得到充
分利用的资源：情感能够成为会计师发
挥影响力的工具，其潜能有待挖掘。理性
论证并不是影响工作成果的唯一手段。

• 数
 字技术的多维度影响：调研明确了六
大影响领域，包括：为变革而准备、多元
化员工、道德与信念、认知与学习、人机
互动、以及权力的转移。
•	思考数字技术的影响时需要综合运用情
感：在分析数字技术所带来影响的过程
中，应当运用一系列的情感能力，其中最
常被应用的是成长心态；报告下文中就
每一影响领域提供了一些示例。

o	为变革而准备：应当保持同情心来处
理由技术引发的失业问题，而成长心
态可以克服对变革的恐惧。

o 多
 元化员工：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
现在可以通过远程办公模式和技术工
具参与业务，换位思考有助于准确理
解他们的想法。

o	道德和信念：个人可以凭借其影响力，
倡导以符合道德的方式采用数字技

术。
自我认知则可帮助人们在“永远在
线”的环境中，设定界线并在确保生活
质量时秉持自身信念。

o	认知与学习：成长心态将帮助超越认
知局限（例如，在线环境中，人们常常
喜欢与志趣相投的个人交流）
，并且完
善自我认知，进而在一个反应迅速、信
息庞杂的时代中，厘清众多干扰因素，
明确优先事项。
o	人机互动：在机器角色日益重要的情
况下，人们需要借助情感来防止出现
控制权丧失的局面（例如将决策加以
外包）；同时，成长心态能够促使人们
积极与技术工具交互，并从中获取价值
（不只是编制报告，更能生成洞见）。
o	权力的转移：情感能够在层级感显著
削弱的数字化工作环境中，以较为温
和的形式（而非指令方式）发挥所需的
影响力；成长心态则将推动人们采用
可能改变现状的全新工作方式。

	希望本次调研的结果能够充分揭示人类
情感的重要性与潜力、及其它们如何帮
助专业会计师在数字时代赢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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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构

本报告涵盖了与以下两方面的重要发现。
• 情商水平，评估范围包括：

o	4,660多位完成详细情商调查的受访
者提供了经验证据。

o	受访者主要为ACCA学员、会员和准
会员，以及少数来自其他20个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IFAC）成员团体的人士
（占比1%）。
o 参与者分布于139个国家。

• 情商的影响，评估范围包括：

o	共有120多名专业会计师参与一系列
互动研讨会。

o	参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会议分别在澳
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马来西
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英
国举办。

1

数字时代已经到来，专业会计师目前正身处
这种环境中提供服务。有鉴于此，我们通过
第一部分调研勾勒出了基于事实的基础概
况，以展示财会行业受访者如何评价与专业
活动相关的各项重要情感能力。
第二部分调研则依据世界各地专业会计师
的亲身经历，归纳了关于他们亲身体验的现
状。以个人观察和所面临的问题为基础，了
解数字时代的情商将会如何影响这种日益
突显的新格局。

上述两部分调研均得到了ACCA多项研究
成果的支持，其中包括针对财会行业未来
工作的研究项目、以及与未来趋势及其影
响相关的众多跨学科研究。
此外，本报告还附带有一款名为“财会情商
1
领导力”
（EQ-FL Report）的诊断工具。
人
们可以利用这套诊断工具，对照财会行业
的可靠的全球基准，来测算他们的情商水
平。
通过这种方式，自我评估工具可以针对
个人情感能力水平进行有意义的审视，进
而就提高该领域行为有效性的具体步骤给
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指导。

www.accaglobal.com/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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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利用跨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研究的工具组合，我们最终获得了本报告展示的一系列观点。
第一阶段研究基于以下三种方法。

1. 对
 调查结果的传统数据分析（描述性统
计）提供了有关当今数字时代情商水平
的视图。此方法有助于了解调查样本中
各特定群体的行为模式，或是关于给定
问题的特定数据要点。例如，某一比例的
受访者做出了某种表示。

2.	通过系统思考，以更为战略性的方式了解
情商水平。这需要全面观察调查数据，而
非只关注单个数据点的统计结果。接下
来，我们就各调查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反
馈回路，建立并测试假设；
同时，查看数据
集当中是否存在有关这些回路的证
据——例如，一种类型的情感能力在何种
情形中会成为其他能力的推动因素。

3.	在 世界各地召开研讨会，收集专业会计
师关于情商在数字时代影响力的观点。
这些讨论围绕一系列影响领域进行，研
讨会以其为焦点，但与会者也有机会对
这些影响领域提出质疑、补充，或提供更
多细节信息。

第二阶段研究是基于ACCA以往广泛开展
的技术趋势分析进行的桌面研究，同时也征
询了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的观点。
这些工作
充实了情商水平及其影响两方面的发现，并
为整个调研过程中的资料评估提供着指导。

有关的详细说明，请参见2.1和2.2章节的起
始部分。
附录1中还进一步给出了更多信息。

图 1: 研究方法

数据

情商水平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情商影响

系统

经验

桌面研究，技术领域的未来学家

情商水平
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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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ACCA始终致力于推动财会行业发展，满足
当今与未来世界的需要。并且我们深知，这
项努力必须以我们已进入的数字时代为背
景。

在《专业会计师——成就未来：变革驱动力
与未来技能》
（ACCA，2016年）报告中，我们
明确诠释了未来成功所需的各项技能。

该报告的首要观点在于，虽然专业技术能
力仍然是一项核心要求，但未来的专业会
计师需要不断具备更广泛的能力。

此外，职商框架还对ACCA资格认证的改革
思路发挥着关键影响。
我们升级后的认证体
系引入了许多全新特征，比如经过修订的
职业道德模块，以及第二阶段“战略专业”
（Strategic Professional）中的综合案例
分析。

对于战略型专业人才培养而言，情商所衡
量的情感能力尤为重要。ACCA认为，能力
全面的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将人类行为的复
杂性整合到核心分析方法当中，这样方可
恰当建立战略视角。

图 1.1: ACCA职商技能框架

这些能力被统称为“职商”。
除了专业技能以
外，还包括职业道德、体验式学习、智商、创
造力、数字能力、远见和情商（EQ）
（参见图
1.1）。

这一职商框架展现了ACCA对财会业未来
发展的认识。
因此，这绝非短期观点，它影响
着许多后续研究课题的选择。
例如，我们在
随后发布的系列报告中，更详细地探讨了职
业道德（ACCA，2017a）和数字商
（ACCA，2017b）的具体内容。
本报告与之
一脉相承，着重对情商进行审慎剖析。

资料来源：ACCA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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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能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天生禀赋，情感源自我们的
固有本能，机器很难从根本
上对此加以复制。

这些能力包括某些类型的高端分析技能和
专业技术技能，比如能够根据特定客户的具
在撰写本报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人都
体情况解读 2 标准，而不是盲目地应用自动
直观地认为，情商的作用只在于应对情感事
化方案。这种增值元素的内容之一，就是需
宜、并同其他人进行有效互动。
例如，这种有
要利用情商推动高效且有效的人际互动。
虽
效互动可能体现为与客户、或是在团队中建
然技术一直在不断进步，但人工智能（AI）
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个人则能从中感到振奋
目前仍主要用于处理特定任务——其尚处
和受重视。
于“特定人工智能”阶段，未成为“通用人工
，而后者才能够处理复杂的人际互动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关于情商的困惑。 智能”
一位专业会计师担心，引入感情因素会导致 及相关情感。
其在实际工作中违反会计师的职业要
这实质意味着，情感能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求——他指出，情感将干扰判断力，甚至有
天生禀赋，情感源自我们的固有本能，机器
可能影响客观性。
很难从根本上对此加以复制。某种意义上
这种疑虑的根源在于将情感等同于情感能 讲，我们对情感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忽视了
力。正如数据分析工具运用不当，会带来误 其潜力。
1.2 被忽视的潜能

导性的洞见，错误运用情感也会破坏价值。

因此，考虑到时间投入和回报程度，财会专
因此，当我们在数字时代展望未来时，深入 业人士无疑应当积极发展情感能力，将其视
理解情感中所蕴藏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加强竞争力的途径之一，而不是在机器必
就财会行业而言，人们对技术的颠覆性力 然拥有优势的方面与之一较高下。
量、及其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已作了充分
探讨。ACCA将技术视为机遇——它有助会 1.3 情感能力与情商
计师更加专注于运用增值能力，同时由技术
情感能力指的是“能够感知自己与他人的情
工具来处理以实现通过自动化的工具处理
感，并驾驭这些情感，将它们应用于工作任
重复性枯燥任务。
务中，对情绪进行调节和管理的能力”。
那么，何为增值能力？

情感能力

能够

自我认知：

认识到支撑和推动自身行为的感受与动机

成长心态：

换位思考：
同情共鸣：
感化影响：

2

情商发展涉及到一系列与此目的紧密相关
的技能。

有信心发展技能，克服障碍并挑战已有角色，将自身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学习新技能
通过个人学习来具备适应力，并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即考虑他们的
想法）
亲切回应，使他人感到自己被倾听、被接纳

令人信服地影响、激励和鼓舞每个人，使他们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

虽然认知技巧处于相对较早的阶段，但也开始慢慢进入这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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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时代的
情商水平

今天，我们正生活在数字时代。
我们所处的环境，像是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趋势，正在共同帮
助财会行业奋力前行和创造价值。
有鉴于此，专业会计师将情商视作有力工具
可谓十分明智——这不但符合行业的一贯
需要，更是应对日益数字化这一格局的当务
之急。

2.1 数据分析

本节的图表显示了在回复调查问题时选
择“经常”或“几乎总是”两项的受访者比例
（之和）。我们用绿色柱条来表示比例显著 3
那么在此背景下，现在财会行业人士的情商 高于平均水平，红色则表示显著低于平均水
水平如何呢？本章节的主要目的在于指明情 平，图表中所有其他回答项均显示为灰色柱
感能力较突出（或欠发展）的领域，以及影响 条。
其发展的诸多因素。
一般来说，绿色柱条代表的得分较整体平均
但对于某些
我们同时通过数据分析和系统思考对这一 具有更高（和显著更高）的价值。
负面评分的项目——即负面表述的问题，
其
问题进行探讨，这两种方法都与ACCA开展
对应的得分较低，因为分数越低，结果越好。
的财会行业全球调查相关。
在整个调查中，我们把与五种情感能力有关
的问题混合在一起，以确保受访者回答问题
时不会意识到给定问题与某种能力联系在
一起。
调查中也完全没有提及这些能力。

不论柱条为绿色、红色还是灰色，所有调查
结果均是根据调查取样获得的有效统计发
现。
绿色或红色只是为了突出在统计学意义
上，该结果显著高于或低于整体平均，即考
虑了采样误差范围之后仍存在着显著差异。
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1。

3

2.1.1 数据分析：调查发现概述
在成长心态方面，从业人士的得分高于全
日制学员。对于担任兼职或全职财会职位
的受访者来说，成长心态各项要素上的得
分均达到或高于平均水平，而全日制学员
的每一项得分都显著低于均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访者保持学习思维变
得越来越难，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依
然不减。平均来看，78%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经常、或几乎总是在学习时自我感觉最
好，相比之下，在取得资格认证20年以上的
受 访 者 中 ，只 有 6 7 % 持 这 一 看 法 。但
是，ACCA会员对于未知事物抱有好奇心和
求知欲的比例为87%，显著高于84%的平
均水平。

在若干能力要素方面，经验越丰富，得分越
高：情商的许多方面似乎受益于更加深入
和/或时间更长的工作经验；也就是说，参
与并学习这些能力要素的机会越多，就越

这里，
“显著”是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置信区间为95%；也就是说，在考虑了与采样相关的误差范围之后，仍然存在差异的置信度达到95%（无论是高于还是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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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培养情商。

（63%）。

例如：

40%

•	在一个人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受情绪影响
方面，ACCA会员得分（74%）显著高于
平 均 水 平（7 0 %）；学 员 得 分 显 著 较 低
（67%）。而高级专业人士（即总监/高管/
合伙人等）的得分则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	来自员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大型企业的
受访者，在换位思考能力上的得分非常高
（并且五项要素中有四项的得分显著高
于平均水平）。他们在处理需要该项能力
的问题方面或许更有经验，因为其工作
很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多项议程、矩阵式
结构和跨文化团队。

的受访者表示,在协商中会利
用情感因素。

职场中依然富有同情共鸣：三分之二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经常、或几乎总是会同情工作上
遇到困难的同事。只有11%表示很少、或只是
偶尔对他们感到同情，其他受访者则处于中
等程度。

 响力风格更多地依赖于理性而非情感。 相
影
比表示在协商中利用情感的受访者（平均为
40%）
，更多的受访者表示在说服过程中会采
用理性论证（平均为71%）。这就引发了一项
值得思考的问题：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情感
对推动影响力的潜在作用，是否会导致价值
被白白错失。

2.1.2 数据分析：调查发现详情
相比全日制学员，从业者的成长心态得分更
•	在“无论他人作何表示，都能够体会其感
高。在成长心态各项要素方面，担任兼职或全
受”一项，人们认为随着年龄段的增加，
职财会职位的受访者得分均达到或高于平均
得分也会不断提高。25岁以下受访者的
水平（参见图2.1），而与之明显区别的是，全
得分（53%）显著低于整体平均（58%），
而51-65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得分则最高

图 2.1: 成长心态（按就业状态细分）
100%

83%
80%

75%

71%

73%

76%

80% 79%
78%

78%

81% 81% 81%

80%

70%

75%

86% 87% 86%

84%
74%

60%

40%

20%

18%

22%
16% 16%

18%

0%

*[R] 表示该项为负面得分。
对于负面评分的项目——即负面表述的问题，其对应的得分较低，因为分数较低，结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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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
或“几乎总是”在学习时感受
到了更好的自我。

日制学员的每一项得分都显著低于均值。

在数字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不断地学
习和掌握新的情况、技能和知识。在很多时
候，这些挑战无法通过理性分析来克服，而
是属于情感障碍，与对未知的恐惧密切相
关。这一发现表明，在职学习除了有助于应
用技能外，还能发挥推动作用，使人们掌握
新能力以突破固有领域。
在工作环境中处理
某种实时出现的状况，由此获得切实体验，
比起阅读和理解案例更加真实，也更具有挑
战性。

我。
取得资格认证超过11年的受访者在这一
项表现较弱，超过20年经验的受访者中也只
有67%同意这一看法。

此外，随着受访者资历的增长——从取得资
格不到2年到超过20年，他们的百分比得分
不断下降（图2.2）。
这表明随着责任增加、职
位级别提高，以及远离正规学习的时间越
久，就越难以在学习模式中感觉“良好”。不
过，人们变得越来越希望教他人如何做事，
而不是必须自己学习。

这一发现也体现在ACCA会员中，ACCA会
员的整体得分为77%（参见图2.3）。虽然乍
一看，这只比78%略低一个百分点，但其实
际差距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如图中红
条所示）。
这是由于健康的样本量（因为调查
中几乎所有具备认证资格的人员都是
平均来看，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 ACCA会员）可能导致，即便很小的百分比
或“几乎总是”在学习时感受到了更好的自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学习思维变得越来越
难，但好奇心和求知欲依然不减。学习新信
息并不总是轻松或愉快的体验，随着取得资
格认证年份的增加，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图 2.2: 成为专业会计师的时间（员工和自雇人士）

78%
67%
74%
82%
83%
84%

0

20%

40%

60%

80%

100%

图 2.3: 成长心态要素（按是否为ACCA会员划分）
78%
77%

84%
87%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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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个人参与并学习
各种情感能力要素（例如成
长 心 态 、自 我 认 知 、换 位 思
考、同情共鸣和感化影响）的
机会越多，就越有助于其情
商的培养。

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数字时代，专业会计师需要学习新的东
西——即使已拥有15-20年的丰富经验。这
些内容可能涉及利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再
造流程，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获取洞见，或是
应对依托数据而非有形资产的全新业务模
式。

不过，好消息是，ACCA会员对于未知事物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87%）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84%）。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其可能反映
出了一定程度的适应性。

虽然这些受访者并非特别享受学习状态，但
他们能够对学习理念保持着最基本的兴趣
和参与。这最终可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果，
而不是仅仅因为感到挑战就失去兴趣甚至
放弃。

养情商。重要的是，不要简单地看待这一问
题，也不要期望它一直适用于每一项能力。
当然，根据个人及其特定的情感需求，无论
经验水平如何，有时正规培训或其他干预方
式 或 许 更 合 适 。但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显
示，ACCA会员的得分比学员高出一倍以
上。
上述这一结果告诉我们，情商是可以后天习
得的。情商并非天生特质，像许多其他技巧
和能力一样，它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
应用来不断提高。情商正如我们的身体机
能，锻炼将使之不断强化——肌肉越使用就
会越有力。
在数字时代，人们常常谈论变革与颠覆，但
应当牢记的是，经验仍极为重要，其中也包
括数字时代之前的经验。
许多技能都可以转
移，而情感能力正是这种价值转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若干能力要素方面，经验越丰富，得分越
高。调查发现，个人参与并学习各种情感能 •	随着工作经验的成熟，受访者可以更好
力要素（例如成长心态、自我认知、换位思
地理解情感与行为之间的联系。
考、同情共鸣和感化影响）的机会越多，就越
有助于其情商的培养。也就是说，参与并学 在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受情感影响方面
习这些能力要素的机会越多，就越有助于培 （参见图2.4），ACCA会员得分（74%）显著
高于样本整体平均水平（70%）
，而学员得分

图 2.4: 自我认知（按ACCA会员和ACCA学员划分）

70%
74%
67%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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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较低（67%）。此外，担任高级职位的受
访者（图2.5）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往往较
高，特别是总监/高管/合伙人，得分显著高
于平均水平。

伴随个人职业向高级岗位的
提升，识别自身情感与行为
之间联系的能力也会不断提
高。

这项考察能够体现出，对于理解情感与行为
之间的联系，经验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关发
现或许反映了学员的学习历程——逐步成
长为会员能够为他们带来改进潜力。

而伴随个人职业生涯向高级岗位的进一步
发展，识别自身情感与行为之间联系的能力
也会不断提高。
鉴于高级岗位管控的范围更
广，利益相关方的互动范围更加广泛，这项
特质无疑大有用武之地。
•	大型企业的受访者在换位思考方面得分
较高。在测评换位思考能力的各项要素
时，员工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企业受
访者普遍得分较高（参见图2.6）。

图 2.5: 我认识到了自己情感对行为产生的影响
79%

79%
76%

76%

75%

75%

74%

73%
70%

69%

69%

68%

图 2.6: 换位思考（按企业规模细分（员工和自雇人士））
100%

80%
64%

66% 65%

68%
63% 62%

66%

70%

68%

64% 65%

69%

71%

73%

77%
71% 71% 70%

68%

7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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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78% 77%

70% 70% 70%

6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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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验积累，来自大型企
业的受访者往往不会在制定
假设方面花费太多时间。

和其他活动一样，情感能力亦会熟能生巧。
这些受访者更有可能处在相对复杂的组织
结构中，日常工作涉及与多个部门合作，并
且面对不同的内部议程、矩阵结构和跨文化
团队。

由于企业必须创造价值，因此完全规避风险
并非现实之举。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
能够理解彼此的假设，并重新审视各种观
点，进而不断重复/完善以找到最佳方案，而
不只是做出“对”或“错”的决断。

但事实上，对某个利益相关方来说正确的答
案，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利益相关方。一位
受访者以风险态度为例指出，工作者处于前
台（可能直接受益于风险型决策的正面影
响）或财务/风险管理岗位（可能必须对任何
负面影响负责）的职位，对“正确”答案可能
会有不同的看法。

研究结果表明，专业会计师所拥有的丰富经
验与能力水平正向相关。取得认证资格6年
或以上受访者的得分显著高于66%的平均
水平，而拥有20年以上丰富经验的受访者
中，76%表示他们在探讨不同的观点时会努
力澄清各种假设。

在这种环境中，实现成果必然需要了解更广
泛个人群体行为背后的各种假设。
如果固执
己见，不愿进行分析或讨论，这可能是致命
的 问 题，并 可 能 导 致 非 黑 即 白 地 看 待 问
题——即认为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答案。

•	澄清假设的能力随着经验的增加而不断
提高。在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中，避免对他
人或情况做出假设非常重要。图2.7显示
了受访者正在以何种程度的努力，澄清
关于不同观点的假设。

图 2.7: 在探讨不同的观点时，我会尽力澄清各种假设
76%
71%
64%

7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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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的自雇人士受访者表示，他
们能够注意到非语言暗示。
（相 比 之 下，整 体 平 均 仅 为
64%。
）

随着经验积累，大型企业的专业会计师不会
在制定假设方面花费太多时间。
这种基于经
验增加而提高能力的发现非常重要，并且可
以从前述大型企业受访者的得分上间接体现
（经验的获得源自工作环境对此的更多需
求，并不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最高，达到了63%；他
们表示，无论他人说什么，他们经常、或
几乎总是能体会其真实感受。

在倾听时注意到非语言暗示要素方面，自雇
人士的受访者（参见图2.9）表现较好：73%
表示他们能注意到非语言暗示，相比之下，
•	学习非语言信号的能力会随着经验和应 整体平均仅为64%。
这些受访者富有创业精
用的增加而提高。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 神，因此增强非语言信号的解读能力可能格
龄的增加，受访者感觉到他人话语背后 外重要，比如这可用于同客户建立信任。图
真实感受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参见图 2.6显示，大型企业受访者在换位思考方面
2.8）。25岁以下年龄段的受访者为53%， 的得分高于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日
显著低于58%的整体平均；而36岁以上 常需要接触大量人员和处理各种状况。同
受访者得分则显著高于平均水平。51-65 样，对于自雇人士受访者来说，由于他们在

图 2.8: 无论他人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真实感受
63%

61%
56%
53%

图 2.9: 我在倾听时能注意到非语言暗示
73%
65%

64%

61%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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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依赖正式政策和程序相对较少的环
境中工作，因此非语言暗示可能特别重要。

73%

总的来说，这两项发现似乎都印证了“熟能
生巧”
，即无论是通过经验积累还是出于环
境所需，锻炼越多，表现越好。

•	ACCA会员乐于努力了解他人的看法。
总
的来说，ACCA会员在换位思考方面表现
较好，在该项能力所有构成要素上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平均得分（参见图2.10）。
除了一项要素外，他们在该项能力其他
所有要素上的得分也高于学员。如上文
所指出，这或许与较深厚的职业经验和
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的正
向联系有关。

的受访学员表示他们会积极
采用多种视角来拓展思维。

不过值得关注的例外情况在于，学员在积极
采用各种视角这一要素上的得分高于会员。
或许值得探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
人是否会越来越难以对更广泛的新想法持
开放态度。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数字时代，很有可能
对迅速出现的新理念措手不及。
欢迎各种不
同观点来拓展自己的思维，是保持未雨绸缪
的好方法，也可以避免身陷经验相似人员所
组成的同类意见环境当中。
职场中依然富有同情共鸣。平均来看，三分

图 2.10: 换位思考（按ACCA会员、ACCA准会员和ACCA学员划分）
100%

80%
71%
64%

66%

64%

62%

66%

71%

69%

72% 73%

72%

74%

78%

81%

78% 77%

70% 71%

64% 63%

60%

4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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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或几乎总是
同情工作上遇到困难的同事。
只有11%表示
很少、或只是偶尔对他们感到同情，其他受
访者则处于中等程度。
因此，总的来说，面对
工作业绩和个人职业抱负的压力，职场中的
同侪之间似乎依然富有同情心。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尽管面
临数字世界的诸多压力，但
会计师仍然完全有能力保持
他们的同理心。

在对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事表现出同情共
鸣一项，中小型事务所（SMP）、非盈利机构
和公共部门的受访者高于平均水平（参见图
2.11）。
整体平均为65%，其中72%的中小型
事务所受访者和70%的公共部门受访者（均

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表示，他们经常、或几乎
总是会同情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事。

这可能是因为中小型事务所往往缺乏有关
工作绩效、专业考试或培训的制度化支持，
较高的同情水平或许是对此的一种补偿。
另
一方面，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表现出同情
心，实际上可能更显得其弥足珍贵。考虑到
这一发现的全球性，以及具体情况存在着地
区差异，根据个人经验背景来分析这一点更
具指导意义。
有时，技术会使工作环境显得一切以任务为

图 2.11: 我同情那些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事
72%

70%

70%

68%

67%
64%

64%

63%

62%

60%

21

数字时代的情商 | 2. 数字时代的情商水平

在数字时代，可能存在过于
依赖理性论证的诱惑。其首
要原因在于数据太过丰富。

导向，缺乏人情味。如果一味强调尽可能迅
速、高效地完成任务（虽然这很重要），可能
只会不断积累问题，这可能会有损短期效
率。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尽管面对数字世界
的这些压力，会计师仍然完全有能力保持他
们的同理心。

影响力风格以理性为根基，同时认识到调整
沟通方式的作用。 相比表示在协商中会利
用情感的受访者（平均为40%）
，更多的受访
者表示在说服过程中会采用理性论证（参见
图2.12；平均为71%）。
考虑到财会工作往往
具有分析性和可交付性，产生该结果不难理

解。尽管如此，这也引发了一项值得思考的
问题：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情感对推动影响
力的潜在作用，是否会导致价值被白白错
失。

在数字时代，可能存在过于依赖理性论证的
诱惑，其首要原因在于数据太过丰富。几乎
所有事项都可以创建指标，进行追踪、存储
和分析，同时也不缺可以开展这项工作的数
据分析师。
数据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客观起
点。
但应当谨记，数据并非万能药，无法为我
们做所有事；数据只能提供一种基于事实的
基础，支持我们试图使他人接受的观点。

图 2.12: 影响力风格（按ACCA会员、ACCA准会员、ACCA学员划分）
40%
40%
40%
39%
71%
77%
70%
68%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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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决策必须由人做出、由人执行，决
策后果（无论好坏）也必须由人承担。因此，
所以仅仅说“数据显示了……”远远不够，
因为责任无法外包给数据。因此，最大的影
响力不可避免地与有关各方的情感联系息
息相关。

64%

76%的ACCA会员受访者（参见图2.13）表
示经常、或几乎总是根据受众调整沟通方
式，这高于72%的平均水平。
然而，只有64%

的ACCA会员表示，他们了解
自己想争取的支持者有哪些
需求。

的ACCA会员表示，他们了解自己想争取的
支持者有哪些需求，这低于66%的平均水
平。

这可能表明，有必要探讨他们调整沟通方式
的自我感知是否充分反映了现实，因为了解
受众的需求是调整沟通方式的前提条件。
此外，更多担任高级职位的受访者（参见图
2.14）表示会根据受众调整沟通方式。一项
与自我认知能力相关的要素，即在认识到自
身情感如何影响行为方面，他们的得分也非

图 2.13: 影响力风格（按是否为ACCA会员划分）

66%
64%

72%
76%

0

20%

40%

60%

80%

100%

图 2.14: 我会根据自己想要影响的人调整沟通方式
80%

79%

78%

77%

76%

76%

75%

73%

72%

71%

71%
6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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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对他人的
感受很敏感，高于63%的平
均水平；相比之下，男性受访
者的这一比例为62%。

常高（参见图2.5）。

因此，这些担任高级职位的受访者能够知己
知彼，这有助他们采用个性化的沟通方式以
加强影响。
这对他们的领导能力而言非常重
要，可以支持他们在日常面对的、多重复杂
的利益相关方互动中取得成效。

女性受访者对他人的感受非常敏感，但却很
难将情感视为推动影响力的工具。
65%的女
性受访者表示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高于
63%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男性受访者的
这一比例为6 2 %，低于平均水平（参见图
2.15）。
该要素属于同情共鸣的情感能力，表
明女性受访者拥有一种自己独特的资源，能
够帮助她们更好地理解周围人的情感状态。

然而，尚不清楚女性受访者是否会把这种资
源用作推动其影响力的工具。

在影响力风格方面，相对于40%的整体平
均，4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会以情动人，高
于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只有37%的女性受
访者表示会利用情感影响他人：这两个数字
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参见图2.16）。

也就是说，较低比例的女性受访者表示会将
情感用作影响他人的工具，尽管她们对周围
人的感受更加敏感。

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男性受访者表示自己
会利用情感去施加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也不一定意味着
他们更善于利用情感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图 2.15: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5%
62%
60%

图 2.16: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42%

3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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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考被用于辅助数据分
析，其要求对数据集进行更
具战略性的观察，而非局限
于单个数据点所揭示的信
息。

即便如此，这些发现导致了一项疑问：女性
受访者是否充分认识到她们所具备特质的潜
在价值与优势，以及她们是否充分理解
“感化
影响”
的概念，从而推动富有建设性的变革。
2.2 系统思考

传统的数据分析（描述性统计）能提供有趣
的见解，但它可能无法充分展示统计结果背
后更广泛的驱动因素。

系统思考被用于补充数据分析，对数据集进
行更具战略性的观察，而非局限于单个数据
点所揭示的信息。
系统思考的目标，在于就系统中不同要素之
间因果关系建立假设。有鉴于此，成长心态
等各项情感能力、或与成长心态相关联的调
查表述，都可看作是一项要素。

将因果循环图视为提示线索，可以最有效地
理解其作用。
因果循环图建立了一种富于逻
辑的假设，可用来比较从数据中观察到的相
关性。
因此在实际上，这相当于将自上而下、
由假设主导的视角与自下而上、由数据主导
的视角相互比照。不过，相关性和因果关系
之间有着区别，因果循环图无法像回归测试
那样对因果关系进行量化。尽管如此，由于
阐明了各要素之间的可能关系，循环图能够
揭示出值得关注的线索，供进一步展开反
思。
另外，如果因果循环图偏离数据规律，也
可以创造线索来进一步搜寻各种隐藏的假
定。
关于系统思考的详尽信息可参见附录2。

2.2.1 系统思考——调查发现概述
•	成长心态可以发挥显著的杠杆作用。情
感能力因果循环图（CLD）中的所有循环
都具有正反馈强化效果。例如，如果一个
系统思考提供了一种考察数据结构的方式：
人的影响力增强，就可以正向提升其同
将数据集或数据子集视作整体（
“系统”
）能
情共鸣能力；而随着同情共鸣能力的提
够说明什么问题。通过这种思考，我们有望
高，个人影响力也会相应加强。相反，如
勾勒出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确定系统行为
果一个人的同情共鸣能力较低，影响力
的驱动因素与局限性，以及高杠杆领域——
便将受到削弱，反之亦然。这一循环假设
即何处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重大差异。
得到了数据结果的支持，并且成长心态
与其他情感能力的联系最为频繁。
最后一点尤其具有实际应用意义，因为在现
实世界中，我们极少能够安排投资以对系统
进行大规模调整。因此，了解高杠杆领域有 •	克服困难的动力是成长心态的一项关键
要素。调查发现，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助人们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改变，从而获取最
充满动力”
作为一项关键的连接要素，
与
大的投资回报。
成长心态中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最多。
它正在成为成长心态这一最具杠杆作用
系统思考方法的出发点是就调查要素做出
的情感能力中的高杠杆变化领域。因此，
一种工作假设，并且绘制有关要素的因果循
在应对逆境时感到充满动力的能力，与
环图（CLD）。一旦创建出循环图，就可以利
培养成长心态的能力、以及更为一般的
用调查结果来对照数据验证假设。
情感能力都有着重要相关性。
其具体做法是分析数据中的规律，了解各种
回答的分布情况。例如，可以分析多数受访 •	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响自身行为，
是自我认知能力的基础。该能力中的核
者回答“总是”和多数回答“很少”的各种问
心要素是“我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
题，并评估这些回答的变化情况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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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有力的杠杆点，建立
成长心态正成为学习和培养
情感能力至关重要的推动因
素。

响自身行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就会减弱广泛建立自我认知
的整体能力。

2.2.2 系统思考——调查发现详情
成长心态可以发挥显著的杠杆作用。
图2.17
显示了系统思考的各项能力，体现了所有能
力的总体情况，包括随后在单个表述层面分
别探讨每项能力的因果循环（参见图2.18–
2.22）。

该因果循环图中的所有循环都建立在正反
馈强化循环的假设基础上。例如，如果一个
人的影响力增强，就可以正向提升其同情共
鸣能力；而随着同情共鸣能力的提高，个人
影响力也会相应加强。相反，如果一个人的
同情共鸣能力较低，影响力便将受到削弱，
反之亦然。

图2.17中的所有循环均得到了数据结果的
支持，并且成长心态与其他情感能力的联系
最为频繁。

我们发现，大多数要素都会循环返回至成长
心态，从而使成长心态在因果循环图中占据
着不可或缺、或是主导性的作用。
这意味着，
作为最高杠杆点，建立成长心态正成为学习
和培养情感能力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而该
能力的较高得分也有助于提高其他情感能
力。
克服困难的动力非常关键。
“克服困难时，我
往往充满动力”是一项关键的连接要素，与
成长心态中其他要素的联系最多（参见图
2.18）。

在成长心态这一最具杠杆作用的情感能力，
迎接挑战正在成为高杠杆变化领域。因此，

图 2.17: 情感能力的因果循环图

成长心态

同情共鸣

自我认知
感化影响
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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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心态本身是情感能力的
支柱，而在成长心态中，最关
键的要素便是“在克服困难
时，往往会充满动力”。

在应对逆境时能否感到充满动力，似乎会对
发展成长心态的能力和更为一般性的情感
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如图2.18所示，
“我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
并想更多的了解它”对“克服困难时，我往往
充满动力”有着积极影响。越强烈赞同这些
表述、
并据此采取行动，就越能获得积极反馈
（即双向反馈）——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而克服困难的动力越低，就越可能导致受访
者不断认为“如果失败，说明我不具备所需
能力”——这是负反馈强化循环。

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也支持这一假设，即“认
为自己具备所需能力”的回答分布与“克服
困难让我感到充满动力”的回答呈负相关。
例如，高达31.13%的受访者“很少”认为“如
果失败，说明我不具备所需能力”，而只有
2%的受访者在克服困难时“很少”感到充满
动力。

另一方面，如果强烈赞同“我在失败时，会得
出我不具备所需能力的结论”这一表述并根
据这一假设采取行动，就会降低动力水平。 成长心态本身是情感能力的支柱，而在成长
心态中，最关键的联系要素便是“在克服困

图 2.18: 成长心态的因果循环图
我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并想更多
的了解它。

如果我做某件事情没有成功，我会更
加努力

克服困难时，我往往充满动力。
我在学习时自我感觉最好
我在失败时，会得出我不具备所需能
力的结论 [负面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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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响
自身行动是自我认知的基
础。

难时，往往会充满动力”。因此，如果动力很 整体能力。该要素与“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
低，那么它会对该能力中的所有其他要素以 预料”呈负循环，并且得到了受访者回应的
及更为一般性的其他情感能力均产生影响。 支持。

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响自身行动是自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和“我可以预
我认知的基础。该能力中的核心要素是“我 料自己在新情境中的反应”似乎都是该能力
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响自身行动”
（参 中特别具有挑战性的要素。
刚刚超过五分之
见图2.19）。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 二（43%）的受访者表示人们的反应经常、或
点，通常会影响建立更为一般性自我认知的 几乎总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而近四分之一

图 2.19: 自我认知的因果循环图

我认识到自己的情感如何影响自身
行动

我知道哪些情况会让我立即做出反应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负面得分]
我反思自己的经历有助更好地了解自己
我可以预料自己在新情境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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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中的五个要素中不
存在主导要素，并且这五个
要素之间均呈正反馈。例如，
个人若在“尝试理解他人的
顾虑和担忧”这一方面能力
加强，则他在面对不认同的
观点时，会更努力设法找到
背后的理由。

（2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只偶尔或很少能
够预料自己在新情境中的反应。该能力其
他三个要素相应的“消极结果”比例分别为
6%、9%和10%。
换位思考、同情共鸣或影响力等能力中不存
在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	换位思考

该能力的所有要素（参见图2.20）均存在正

向联系，调查结果也与此一致，同时数据中
也没有明显的异常现象。这就是说，在每个
回答中，在从“很少如此”到“总是如此”的范
围内，各要素的响应百分比与平均响应不相
冲突——即没有出现异常的数值。

但是，与上文两项能力不同的是，换位思考
中的五个要素中不存在主导要素，并且这五
个要素之间均呈正反馈。
例如，个人若在“尝
试理解他人的顾虑和担忧”这一方面能力加

图 2.20: 换位思考的因果循环图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设法找到背后
的理由

我会尝试理解他人的顾虑和担忧
在探讨不同的观点时，我会尽力澄清
各种假设

我会积极采用多种视角来拓展思维

在获得新信息之后，我会重新审视自
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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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强
烈的感情时，我不会参与进
去”和“我在倾听他人时能注
意到非语言暗示”之间，存在
唯一的负面强化循环。即若
一个人不会参与人们在工作
中表现出的强烈感情，那么
他在倾听他人时往往也很难
注意到非语言提示。

强，则他在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时，会更努力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同时，这些要素中也
没有负反馈循环。
•	同情共鸣

对“当人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时，
我不会参与进去”这一表述，13%的受访者
表示“很少如此”
，而24%表示“偶尔如此”
，
几乎是前者回应的两倍。
而这两种回应都显
著高于受访者对“我在倾听他人时能注意到
非语言暗示”的相应回应：其中3%表示“很
少如此”
，8%表示“偶尔如此”。

该能力因果循环图中没有起主导作用的要
素或聚焦点（参见图2.21）。
“当人们在工作
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时，我不会参与进去” 对于“当人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
和“我在倾听他人时能注意到非语言暗示” 时，我不会参与进去”这一表述，回答“不适
之间，存在唯一的负面强化循环。
用”的比例较高，达3%，较该能力其他回答
的比例范围（0.63%-1.15%）高出一倍以上。
这一负循环得到了数据分布的支持，例如，

图 2.21: 同情共鸣的因果循环图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我对工作中遇到困难的同事感到同情

当人们在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感情
时，我不会参与进去

无论他人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真
实感受

我在倾听他人时能注意到非语言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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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
部分受访者在与他人沟通
时，认为自己采取了有针对
性的沟通方式，而实际上，他
们只是在陈述事实。

这可能有助于探讨，该结果与一些根本没有
表现出来的强烈感情有关，还是受访者认为
这些情况不适合自己做出反应。
• 感化影响

该能力中也没有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参见图
2.22）。

计“我很少如此”的得分应当会比较高，但实
际回答的比例仅为2.34%，并未突破其他要
素的“正常”得分范围2.19%%-2.57%。

实际上，受访者似乎认为，在试图影响他人
时，有可能一方面根据特定对象调整沟通方
式，同时也不会对理性论证的严谨性产生任
何影响。
因此，或许可以进一步询问受访者：
是否认为这两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冲
突。

“我会根据自己想要影响的人调整沟通方
式”和“在说服他人时，我会依靠理性论证”
之间，存在负面循环假设。
也就是说，一个人 从本质上讲，
“有针对性地调整”需要强调对
越依赖理性论证，就越不可能根据特定的对 信息的特定看法，以突出其具体方面。
例如，
象调整沟通方式。
这一过程可能简化或省略信息，从而影响理
性论证的完整性或准确性。
但是这并未得到调查结果的支持，例如，上
述两项要素的结果表明都是“多数情况如此 因此，一个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受访
或总是如此”。
对于负面计分的后一项要素， 者在与他人沟通时，认为自己采取了有针对
即“在说服他人时，我会依靠理性论证”
，预 性的沟通方式，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陈述
事实。当然，陈述事实并非坏事，但以“针对
性沟通”的名义故意用事实误导他人则绝对
不可取。
不过，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仅仅

图 2.22: 感化影响的因果循环图
我会根据自己想要影响的人调整沟通方式
我会试图了解自己想要争取的支
持者有哪些需求
在说服他人时，我会依靠理性论证[负面得分]
在试图影响他人时，我会首先建
立信任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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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
断培养和改善。越致力于发
展情商，就越能娴熟地运用，
正如锻炼肌肉可以强化体能
一样。

做到合理调整、逻辑严密往往不足以影响他 •	经验可以成为关键促进因素：证据表明，
人。
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受访者在感化影响风
许多能力的较高得分与对相关情境的熟
格方面的调查结果是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悉程度密切相关，ACCA会员的得分普遍
比学员分数高出一倍以上。该能力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或者可
2.3 数字时代的情商水平——小结
能与接触尤其需要该能力的环境紧密相
•	成长心态极为重要：它不但是广泛发展
关。
各种情感能力的关键推动因素，而且能
够产生强大的杠杆效应。通常，最大的障 • 情 商可以通过学习来建立：情商并非神
碍并非缺乏分析能力，而是对未知的恐
奇的技巧，而是和大多数其他技能一样，
惧，而应对这种恐惧需要做出与成长心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培养和改善。
态相关的情感反应。
越致力于发展情商，就越能娴熟地运用，
正如锻炼肌肉可以强化体能一样。
•	成长心态与工作绩效是正向关系：加强
应对和克服新挑战的才能，可以有效拓 •	就影响他人而言，情商是一种未得到充
展实现工作成果所用到的各项能力。
分利用的资源：目前，作为施加影响力的
工具，情商仍具有很大利用潜力。当设法
影响他人时，理性论证并非支持成功对
话的唯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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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时代情商
的影响

3.1 调查发现概述

•	技术变革产生的影响预计将会增强：更
多的受访者预计，技术将产生较大或非
常大的影响，其比例高于认为影响很小
或没有影响的人士。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就目前和十年后技术发展可能产生的影
响而言，持两类观点的比例差距急剧扩
大。
• 六
 大关键影响领域：来应对技术变革的
过程中，我们根据是否需要情商确定了
六大关键领域，包括：
o 为变革而准备；
o 多元化员工；

o 道德与信念；
o 认知与学习；
o 人机互动；

•	受影响领域需要的情商示例

o	为变革而准备：应当抱持同情心来应对技术引发的失业问题，而成长心态有助于
克服对变革的恐惧。

o 多元化员工：在数字时代，换位思考可以使人们理解更广泛利益相关方的观点。

o 道
 德与信念：这些影响因素倡导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应用技术，自我认知则可能帮
助人们在“始终在线”的环境中设定界线、确保生活质量。

o 认
 知与学习：成长心态将帮助人们破除认知局限；而在反应迅速、信息庞杂的时
代中，自我认知有助于厘清众多干扰因素，明确优先事项。

o 人
 机互动：随着机器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情商可助力人们防范失控局面；同时，
成长心态能够促使人们从这种互动中获取价值和潜在洞见。
o	权力的转移：在层级感显著削弱的数字化工作环境中，需要以较温和的形式（而
非指令方式）发挥所需影响力，成长心态则将使人们能够驾驭有望改变现状的全
新工作方式。

o 权力的转移。

• 综
 合需求：需要平衡所有的情感能力来
应对上述受影响领域，其中大许多情况
下需要成长心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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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与平
均水平相比，全日制学员认
为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所产
生的影响较大。

3.2 调查发现详情

3.2.1 数字时代情商的重要性
本节探讨了情商在数字时代不断抬升的影
响力。
其基本前提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技
术已经、并且将继续对会计师的工作方式产
生重大影响。这不仅是ACCA和财会行业许
多人士一贯秉持的观点，我们的调查结果也
支持了这一看法。

就现在和十年后两个时点上技术对工作的
影响程度而言，认为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的
受访者与认为影响较大或非常大的受访者
之间，比例差距出现了急剧扩大（参见图
3.1）。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受访者预计技术
产生的影响会不断增强。此外，无论是现在
还是未来，与平均水平相比，全日制学员认
为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较大。
（参见图3.2a和图3.2b）。

图 3.1: 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产生的影响（现在和十年后）
82%

28%

33%
5%

图 3.2a: 现在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的影响（按就业状况细分）

净值：影响较大或非常大

37%
33%
32%
31%

图 3.2b: 十年后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的影响（按就业状况细分）

净值：影响较大或非常大

87%
85%
8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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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是现在还是未来，公
共部门都会较少提及以技术
为主导的颠覆，这或许体现
出该部门的技术使用率和意
识均比较低。

不同部门（参见图3.3a和图3.3b）的调查结
果各不相同。对现在面临的技术颠覆，中小
型事务所得分较高，这或许与现在该部门许
多人正在应用云计算等技术有关。
另一方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大型金融服
务机构受访者在未来技术影响方面得分特

别高，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预计目前的技术投
资（往往是大量的投资）将带来回报。然而，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公共部门都会较少提
及以技术为主导的颠覆，这或许体现出该部
门的技术使用率和意识均比较低。

图 3.3a: 现在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的影响（按部门细分）

净值：影响较大或非常大

38%
37%
37%
33%
33%
31%
30%
29%
29%
24%

图 3.3b: 预计十年后技术变革对工作方式的影响

净值：影响较大或非常大

89%
87%
85%
85%
82%
82%
81%
78%
78%
74%

35

数字时代的情商 | 3. 数字时代情商的影响

我们确定了可能与情感能力
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的数字
化影响领域，即：为变革而准
备 、多 元 化 员 工 、道 德 与 信
念、认知与学习、人机互动和
权力的转移。

3.2.2 数字时代情商的具体影响领域
ACCA的现有研究和内部知识以及技术未
来主义的专家观点，共同构成了本节分析的
初步基础。
我们确定了可能与情感能力和行
为方式密切相关的数字化影响领域。
在3.1节的评估中，我们识别出了以下六大
关键影响领域：
• 为变革而准备；
• 多元化员工；

• 道德与信念；
• 认知与学习；
• 人机互动；

• 权力的转移。

通过评估上述领域，我们确定了各种情感能
力，这些能力在管理其影响时往往会被优先
考虑。
该评估主要基于在研讨会中获得的经
验观察，参与研讨会的专业会计师来自世界

各地。

本节分析的情感能力包括成长心态、自我认
知、换位思考、同情共鸣和感化影响。
研讨会
纳入了更为一般性的身份认同感和适应能
力。与前者相交叉的情感能力包括成长心
态，以及超越目前所扮演角色、以全新方式
看待自我的意愿；后者则同换位思考、以不
同方式审视问题的意愿、灵活处理不同情况
等能力相交叉。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
长心态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实践中需要采
取综合方法，平衡利用所有情感能力来应对
上述受影响领域。

下面我们将围绕研讨会期间，或是本次调研
期间开展的其他桌面研究、分析或讨论当
中，被频繁提及的一些能力，简要介绍其主
要影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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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变革而准备
理论上，对于专业会计师来说，应对变革并
非新鲜事。
但在数字环境中工作令变革速度
不断加快，因为强大的正反馈循环推动着技
术持续进步——即掌握更出色的技术能加
快发展速度。
例如，这种速度有助云技术应用迅速规模
化，进而改变中小型事务所的成本效益和增
长潜力。是否具备成长心态的情感能力，可
能是把握这一机遇进行扩张、还是因循守旧
的分水岭。

研讨会讨论中，面对新的挑战时扩展并重新
自我定义的能力——即成长心态，在很多场
合被多次提及，而其与建设性地应对变革恐
惧心理紧密相关。
此外，数字技术使变革巨变更加成为了可
能。企业或许能够利用3D打印技术对特定

需求进行大规模定制。
这直接对过去不是高
利润-低销量、就是薄利多销的二选一模式
构成了挑战。因此，会计师有必要了解技术
变革对盈利能力或收入预测的影响。

同样，基于人工智能的企业对其机器的价值
可能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看法。
如果机器
能够利用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学习”而日
益完善，那么资产随时间推移不断贬值的传
统规律就会受到质疑，或者至少会被重新审
视。

人们普遍认为，专业会计师在与客户、供应
商和内部业务伙伴互动的过程中，将需要对
各种暗含或明确显露的现有假设提出质疑，
同时还需要从不断发展演变的市场中不同
利益相关方的视角理解相关情况。
这就需要
具备适应能力和换位思考的情感能力——
就是从不同视角看待问题。

“你会遇到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构成了威
胁……传统上来说，大银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我也在不断积累
信息技术知识，我或许应该从更高时候开始这样做。我的员工亦如此……
这是一方面的要求：掌握如何使用此类技术，而另一方面的要求究竟意味
着什么？……就是还应成为信息技术通才。
”
“……实际上，在制定损益表的过程中，财会职能发挥着关键作用，并通过
战略计划以及实现年度计划和目标对它进行指导……我们发现，在谈论变
革时，人们需要克服挑战，并扩展自身的能力。
”

“……要开始思考整体业务，而非认为自己只是税务专业人员……他们
都非常专业化，以至于无法跳出现在的圈子。因此，当发生变革或者出现技
术进步，构成威胁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成长心态，他们并不了解如何
在战略层面应用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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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可能会使许多人产
生恐惧，在此过程中，如果领
导者能展现出人性的温暖与
理解，那么他们将赢得员工
更多的信任。

研究中出现的另一个变化维度是，在数字时
代，专家与通才谁更能增加价值。这本身并
不是新问题，但在数字化背景下，对快速变
革的担忧会令这些问题更具针对性。
于是出
现了下面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在快速变革期间，由于威胁
和机会随着以技术为主导的加速而倍增，自
然进化表明，相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
环境的潜力，快速变革更为重要。因此通才
型技能组合对此更为有用。
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认为技术正在逐步
取代不具定制化元素的角色。换句话说，如
果可以复制，就可以实现自动化。而专家型
技能通常可用来针对特定情况定制产出，例
如，解读特定客户的需求。
因此，专家型技能
组合被认为更能适应未来发展需要。

当然，个人如何行动最终取决于他们对什么
最符合其预期、技能和个性的看法，而这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我认知这一情感能力。
应对变革最具挑战性的因素之一，就是管理
者向相关人员传递的信息，即如何与相关人
员进行沟通。在技术驱动的变革背景下，这
一点倍加重要，因为谈到变革，往往会涉及
到重组或失业等问题。
就此而言，同情共鸣非常重要。技术变革可
能会使许多人产生恐惧，在此过程中，如果
领导者能展现出人性的温暖与理解，那么他
们将赢得员工更多的信任。
这最终也会影响
业务成果，减少不必要的员工流失；否则，如
果沟通不当，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在企业
中没有发展前途。

“对我来说，同情共鸣总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能够退一步……面对所有
这些变革，人们对变革和所产生影响的反应各不相同……因此不能仅仅将
变革强加于人，而是要首先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

“……如果展望未来五到十年，届时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和更多的技术，
那么我们处理财会基础工作的方式会更加自动化……因此对会计师来说，
这将更需要适应能力。
”
“……也许税务和其他一些复杂任务仍将由人来完成，不能完全自动化，
因为涉及到决策、思考和战略。但这将是像卓越中心这样高度专业化的领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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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员工
多元化员工要求我们具备更高的能力，以互
相尊重、富有建设性、真正为人着想的方式，
处理不同的问题。
而对于如何界定不同或新
的问题，显然会因个人、及其所处环境而有
所差异。
技术使更广泛的、且往往是全球性的互动成
为可能，例如，可以将财务团队进行拆分，保
留一部分作为内部职能，将其余部分纳入其
他地方的共享服务中心。
这可能导致不同种
族、性别、倾向性或来自不同文化规范的人
们之间产生隔阂。某些情况下，这些隔阂可
能造成严重冲突，而且它们往往也是“微攻
击”
（micro-aggressions）行为的根源。
不管是否有意，这些日常摩擦都会严重影响
士气，让人感到不被重视，并阻碍人们达成
共同目标，从而最终影响业务成果。

某受访者指出，对于可以接受的数据共享程
度和在网上公开发布个人信息的程度，年轻
同事和较年长同事的看法截然不同。
人们担
心，年轻的业务伙伴可能会采用相同方法来
共享业务数据，例如与其他年轻同事分享客
户数据。
除了数字原住民和数字化跟随者的这种分
歧外，即使在类似的人口群体中，技术也可
能会使创造者或促进者（更通晓最新的数字
工具和技术）与缺乏自信的用户之间形成障
碍。
在上述各种情境中，有关情感能力的一个共
同话题是换位思考，其具体的外在表现就是
同他人沟通的方式。
这种能力与行为的两个
不同方面有关。

首先是通过个人学习不断适应。也就是说，
在接收到新的信息后，愿意重新调整自己对
与此密切相关的能力就
而精通数字技术的水平似乎也是推动劳动 可接受事物的观念。
其中的挑战是要认
力多样化的一个因素。研讨会受访者指出， 是从他人视角看待问题。
数字技术能力往往与年龄相关。
在与技术的 识到，接纳他人的观点并不一定意味着、或
关系方面，年轻同事和年长同事有着本质区 者并不等于自动同意他们的看法。
别。

“……面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自我认知很重要，因为作为独立个
体，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不同看法，你需要明确自身立场。
”

“……一个巨大的挑战是摘下有色眼镜。当新加入者开始工作时，他们认
为财会工作就是这样或那样……但当你开始工作，需要与其他部门合作
时，比如营销或后勤，就需要摘下有色眼镜，理解他人面临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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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所提出的各种想法中
找到共同之处和一致的目标
非常重要，而这需要换位思
考。

在以技术为主导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面临太
多不同的看法，以至于无法同意每一种观
点。因此，能够在所提出的各种想法中找到
共同之处和一致的目标非常重要，而这需要
换位思考。同时，为了找到与他人的共同之
处，有必要了解自己的立场及其理由，这就
涉及到自我认知。

工作场所中的多元化还涉及运营模式的多
样性。
在许多国家，固定办公地点、固定工作
时间的传统模式已经受到挑战，出现了许多
新的工作形式，如在家办公，或者利用第三
方工作地点——许多初创企业按需租用办
公空间，而不是长期租赁固定办公室。
此外，
还涌现出了专门服务于共享办公的行业，提
供几乎所有可能的租赁形式，例如租用其他
机构专业人士旁边的办公桌，或为较大团队
租用更大的办公空间。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见，专业人士将基于
特定项目展开互动，根据业务需求灵活组成
或解散团队。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成为现实，并且可能与某些组织文化产生冲
突——因为很多时候组织结构更注重稳定
性。

因此，与同仁和上下级（这里所说的上下级
更多是指具体项目中的角色和技能，而不是
组织结构图中的职位高低）的关系也需要换
位思考。
这是因为一个人可能经常需要在新
的团队中与新认识的员工合作，而工作效率
则取决于是否能够迅速理解他人的出发点。

一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早期试验设法建立
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
，其中一些活
动要素通过技术来指导，而非利用人工报告
渠道和管理。
结果，该组织很快被黑客攻击，
导致企业损失达数百万美元，不过这种设想
依然有必要进一步测试。

“如果有人对在家工作这一安排不感兴趣，作为具有灵活性政策的企业领
导，他们实际上不会真正推动。即使你去申请在家工作，你也会感到领导并
不希望你这样做。因此需要理解为什么有这个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而这
需要具备同情共鸣的力。
”
“……这有关沟通技能，能够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与其他部门进行有
效沟通。
所以，应当避免技术术语，而使用简明的语言。
”
“……我们发现有些员工就是这样。当我告诉他们，
‘你应该出去跟人面对
面交流，’他们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并表示，
‘我选择财会职业可不是为了做
这个。
’……那么，对不起，这正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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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在快速发展的数
字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经
过深思熟虑、有针对性、诚恳
且一致的沟通方式将具有非
常强大的力量。

虽然绝大多数研讨会参与者都将换位思考
作为应对数字时代日益多样化挑战的首选，
但讨论中人们也提到了另外两项能力，即自
我认知与同情共鸣，这两种能力在一定意义
上相互呼应。
对于不习惯与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异质性
群体打交道的人来说，多元化员工可能导致
不安全感甚至焦虑。人们强调，自我认知对
于认识到自己如何受到其影响很重要，以便
恰当应对；同时也认为，同情共鸣有助于认
识到自己的不安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讨论中还探讨了在与更广泛的多元化人群
打交道时，内向型人格和外向型人格是否有
差别。我们通常会认为，外向型人员更有可
能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沟通桥梁；而内向型
人员则会将自己封闭起来，因此在日益多样

化、需要与更多利益相关方打交道的环境
中，他们的对外交流会变得越来越难。

但事实上，研讨会参与者的经验表明，情况
并非如此。
情商高低并不取决于性格外向还
是内向。
参与者列举了外向型人员也可能难
以建立可信赖关系的例子，因为他们没有投
入时间建立信任和恰当理解利益相关
方——这与同情共鸣能力息息相关。
善于社交和公开发言并不一定等于有效沟
通，即针对合适的对象、在恰当的时间采用
恰当的方式进行沟通。人们认为，在快速发
展的数字时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深思
熟虑、有针对性、诚恳且一致的沟通方式将
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因为人们往往更看重
次数较少但价值更高的互动、而非大量的肤
浅交流。

“它还谈到了识别自我意识的能力。有些人，如果不顺着他们，就无法沟
通……因此针对不同受众、不同环境，灵活调整非常重要……虽然这可能
会耗费许多精力，但却至关重要。
”

“我们的数据分析师给了我40多页的文件，我说，
‘怎样才能把这样的材料
翻译成董事会能明白的语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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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信念
专业会计师需要在工作中和待人接物时保
持最高的职业道德标准。
随着数字技术带来
新的、或尚未被透彻解读的模糊概念，他们
确保企业道德良知的能力极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信念是指个人认为对自己非常
宝贵的价值标准。
这些可能与分析性或理性
原因有关，但并不绝对，例如它们或许还同
深层次的根本信念体系或偏好联系在一起。
专业会计师的职责包括了管控工作。
他们需
要能够确保流程、系统和战略不会损害企业
以符合伦理道德的方式开展业务。

研讨会中出现的一项讨论话题为，特定情况
下职业道德的责任所在。当下，算法越来越

多地被用于各种决策过程，而算法会根据输
入的数据不断学习。因此，会计师职业道德
面临的最直接风险是，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
准则理事会（IESBA）提出的客观性基本原
则。

例如，根据往届成功候选人的特征，利用招
聘算法来决定应聘者入围名单能够节约成
本，特别是那些高需求、高流动性的职位，需
要迅速筛选大量应聘者。因此，运营部门可
能会主张采用招聘算法。
但这种做法本质上
是对不具传统特征候选人的歧视，因为这些
人不符合输入算法的数据。
这是对推动平等
议程的挑战。
此类企业中的财务主管可能需
要考虑，应在哪些运营中保持业务流程，而
哪些更适合改变。

“……我们从不同来源获得了大量信息；我们可能需要做出判断。为什么
人们一直给我这个来源呢？有什么目的？其动机是什么？他们是否想要刻意
呈现某种形象？……作为专业会计师，我们需要……自我认知，来理解我们
可能如何被操控……”
“……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相对高效地做事和处理工作，但这是否
合适，则需要我们通过自我认知进行评价……它很可能影响我们的道德判
断，特别是我们的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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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令人信服地影响、激励
和鼓舞每个人，使他们都能
更出色地完成任务，不仅需
要理性论证，还应当以情动
人。

讨论中还提到了成长心态——特别是在对
数字化问题缺乏了解、从而损害职业道德能
力的情况下。一位研讨会参与者指出，面临
的障碍往往涉及情感方面，需要充满动力地
应对新问题。
任何技术性障碍或分析性障碍
都是次要的，并且通常不需要精通所有技术
细节（信息技术团队可以提供帮助）。
重要的
在这方面，感化影响能力发挥着关键作用。 是，不要因为脱离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就无
若想令人信服地影响、激励和鼓舞每个人， 法正常开展工作。以网络安全为例，勒索软
使他们都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不仅需要理 件本质上和绑架一样，窃取资产，威胁不交
性论证，还应当以情动人。
带动同事，使他们 钱就会有严重后果——但前者经常被认为
认识到事情并非只能二元选择（即“我们可 更加复杂。
以做到”或“我们做不到”
）
，而是着眼于把握
实现长期收益和可持续卓越绩效的机遇，这 在信念方面，通常提及最多的情感能力是自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感联系。
在前面提到 我认知。这或许并不奇怪，因为个人信念是
的招聘案例中，单纯的理性论证绝对达到预 自我认知所固有的组成部分。
期效果，因为“商业模式”本事很可能就是基
于算法而建立的。
是利用算法制定决策，还是由财务专业人员
实 行 管 控 或 监 督 ？这 无 疑 是 很 棘 手 的 问
题——特别是鉴于财务主管面临着压力，需
要通过展现商业智慧成为合格的业务伙伴。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动必须达到非常严格
的标准，而不只是满足最低监管要求。

“……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待监管。其一是合规，这需要尽快实现自动化，因
为任务太多。一旦完成合规，还应关注背后的道德因素，它使社会和人类变
得更加美好。而这无法实现自动化。因此，合规成果必须有助于决策，提供
更具道德意识的视角。这时就需要人类同情共鸣介入——否则即使符合所
有规定，也无法实现目标。
”

“……作为财会专业人士，我们如何确保成员努力做到‘我不会只是利用
算法提供的信息，我还要确保向不同的人学习、从不同领域学习，从而尽可
能多地了解不同信息与发展趋势，保持与时并进。’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努
力背后都包含着道德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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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已成为核心元素，
使个人有能力保护自身、并
且形成符合本人的信念体
系。

在技术背景下，另一个受影响的领域是对人
生意义或目的、以及对充实感的假设或预
期。抛开哲学方面的课题，潜在问题与技术
主导型进步的本质或意义有关。
虽然受访者
普遍接纳数字技术，但也有受访者质疑“越
容易越好”这一假设，质疑技术是否在解决
一些难题的同时也导致了其他一些麻烦。
与
此相关的问题围绕着：技术促成的“始终在
线”工作文化、及其对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产生的影响。
自我认知已成为核心元素，使个人有能力保
护自身、并且形成符合本人的信念体系。为
了明确数字时代的生活质量，需要考察一系
列同个人非财务价值信念相关的问题。
此外，人们认为，关于人类根本价值的信念

也与技术价值相关。某些时候，不管技术能
带来多大好处，有些人还是更青睐与人互
动，例如很多客户宁愿花更多钱购买手工制
品而非机器制品，因为他们看重每件产品的
独特性。
有关自我认知和信念的最后一个维度涉及
到是否信任技术的问题。
相比切实的环境可
持续举措，为了拥有“环保”声望而采用激进
的网络宣传来操纵他人看法，或将得不偿
失。
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研讨会参与者在
何种程度上会/不会对技术持肯定态度，自
我认知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与怀疑态度
有关，也与恰当询问事实的能力密切相关。

“……这些技术帮助我们大幅缩短了用于流程的时间……但为何我们还
是要工作那么长时间呢？
”

“……不管有多少技术都比不上拿起电话沟通、甚至面对面交流……而
不是写邮件，因为这可能会产生误解。这是时间投资，其回报是能够避免后
续讨论更加困难或更具戒备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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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学习
在人工智能推动的世界里，人们对机器的认
知能力有很多的看法。
那么在这个新的世界
里，人类的学习方式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在这里，有几种趋势相互关联。
不可否认，其
中一些乍听之下像是科幻故事，或者似乎与
财会领域没有任何联系，但事实上，它们会
影响更广泛的运营环境，因此有必要持续关
注。同时，它们也并非如看上去那样同科学
事实相去甚远。
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增强人类技
术、以及超人主义，目的都在于拓宽人类能
力的边界。
例如，活性皮肤（active skin）技
术有可能将人类皮肤作为数据的直接来
源。可以利用此类数据收集方式直接测量血
液化学和神经信号，预计首先是通过细胞
膜，然后通过微型植入物进行测量。

即便在当下现实中，借助可穿戴技术开辟的
更多信息来源，我们已能够实时、全面地了
解健康指标，从而表现愈加出色。
可以说，我
们已拥有了提升人类能力的实际案例。
目前，还有研究正在探索逐步改善全球健康
的可能性，以及其在疾病治疗、长寿和食品
安全等领域，与之相关的认知影响——例
如，更多地建立昆虫等全新高蛋白食物来
源。

在提高能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加强自我认
知以妥善利用能力。所谓自我认知，是指能
够认识到自己行为背后和驱动自身行为的
情感与动机。
随着一个人固有特性的不断演
变、甚至发生根本性改变，负责任地将其与
自己的优先事项和动机结合，对于实现技术
的预期效益将越来越重要。因此，技术是带
来逐步改善、还是令社会陷入反乌托邦式的
混乱，可能就取决于人类是否善用自我认知
能力。

“现在我们在培训新手时，很少教借贷项这种财会基础知识，因为这些都
可以自动完成……我们关注的实际上是数据……花三个月的时间，用真
实的客户数据集中培训……比如使用最先进的软件来分析薪酬数据趋势
等。你需要向合伙人展示分析结果、问题所在、作为审计师如何应对。所以
我们不会培训新手基础知识，作为传统的从业者，我会对此感到不安。但另
一方面，当他们和我们分享分析结果的时候，会让我感到震撼……因为以
前是合伙人教新手，但现在已反过来。如今新手花时间传授技能，向我们展
示数据中的发现。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的确是一种好现象。
”

“就招聘新员工而言……我们希望对方不仅具备一定业务能力，而且辅修
信息技术，或者是历史专业出身……他们擅长数据挖掘，或者能够综合定
量和定性数据，从定性视角看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挑选毕业生的人才库
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培养他们的方式也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改变，不
仅重视他们的学习，也会关注人文体验，这与两年前或者五年前截然不同，
我认为未来五年又会与现在迥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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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技术能够在后端支持认
知过程，但在前端，缺乏情商
则会导致人际交往受挫，甚
至产生误解。

现在，专业会计师已经开始应对数字时代有
效认知面临的诸多挑战。
社交媒体使具有相
同观点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在线论坛或聊天
室成为可能。
但在这个具有相同观点的回声
室中，由于缺乏积极挑战和真正有见地的辩
论，因而会降低我们的认知能力。

除了这种自发的选择，算法也会主动猜测用
户希望看到的搜索结果，并且在没有用户许
可或者在用户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动排除
其他信息，这种过滤网也促成了认知上的局
限。
自动化的后端过滤器主要根据过往偏好
或点“赞”记录等进行筛选。
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算法在操控人类的同
时，也可能被“假人”或“机器人”所操控。其
结果是访客被引向特定内容，从而在其感兴
趣的领域中造成错误印象。
如果这种情况大
规模发生，那么此后就会将真人引入这种环
境。因此，技术可能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
况下，从不同层面操控我们的学习。

研讨会讨论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些情况，例
如，首席财务官必须更好地了解如何管理社
交媒体上的交流方式。这非常重要，特别是
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可能影响品牌形象，某些
情况下甚至会令公司股价波动。
虽然技术能够在后端支持认知过程，但在前
端，缺乏情商则会导致人际交往受挫，甚至
产生误解。寻根溯源，主要是技术的滥用播
下了认知混乱的种子，进而引发人际交往的
种种问题。
研讨会讨论的共同主题是，专业会计师需要
具备一定成长心态，不断质询已获得的所有
信息。最关键的是，不能被动地学习或者全
盘接受眼前的所有信息，必须仔细斟酌，精
挑细选需要吸收的信息。
而这需要我们不断
拓展自身能力，并对接触到的信息提出质
疑。

“我认为最大问题的是，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中层管理人员仍然非常注重财
会工作，过于专业化。虽然我们确实拥有非常优秀的人才，对业务发展很有
利，但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具备成长心态，将企业领导岗位作为自身发展
目标。
”

“……作为一名毕业生，我的很多工作都可以交给机器人。这是好还是
坏？……一方面，这的确不错，因为我可以有更多精力做其他事。但同时你
也会丧失一些基本技能，现在回过头来想，虽然学习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
但因为清楚掌握了基础知识，对我现在做其他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所以
这也很值得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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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不同观
点，激励、鼓励和反驳其他信
息来源，这需要从情感层面
打动受众。

讨论中还提到了在面对利益相关方时，感化
影响这一情感能力的重要性。
无论是听取意
见还是发表看法，只有在有效掌控讨论的情
况下，其作用方能体现出来。

认为，信息爆炸也会对理解构成威胁。回到
此前关于通才与专家的讨论，其实无论选择
哪种发展方向，未来两者面对的信息量都会
继续呈指数级增长。

讨论的其他认知挑战还包括在快速反应和
肤浅判断的氛围下，如何能够进行有意义的
沟通。人们担心，过于依赖受字数限制的简
短信息，会丧失语意和细微差别。
此外，人们

另一方面，在应对自动化对财会技能和学习
重点所产生影响的看法方面，感化影响也被
视为一个相关能力领域。掌握讨论话语权，
解释专业会计师在增值技能组合方面的主

例如，试想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内部论坛或
者网上流传出关于企业或部门的负面看法。
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不同观点，激励、鼓励
和反驳其他信息来源，这需要从情感层面打
动受众。受众相信某人意见、还是其他信息
来源，情感能力可能会起到关键的推动作
用。

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信息量都强调了增强自
我认知的必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在所有这
些“噪音”中，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目标，并
能够以此为行动指南，以便在需要快速沟通
的时候，决定所要传递的关键信息；或者在
处理空前的海量信息量时，决定需要忽略的
信息。

“回想五六十年前，如果说我们消费的信息相当于一份报纸，那么20年后
就相当于5份报纸，而现在则相当于超过了100份报纸，并且要在一天之内
全部消化。
我们的大脑无法处理这么多信息，因此……如何管理，如何过滤
掉多余的信息，只保留最重要的信息来促成更好的结果？
”

“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谈论变革的时候，也非常需要影响力，因为你首先
要相信自己，同时要说服他人认同你对财会业未来发展走向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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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心态较普遍的表现往往
是，不惧怕技术和数字时代，
并愿意接受和学习新的技术
和工具，不断拓展自身能力。

张，也需要能够有说服力地影响他人。

参与者或许会很快悟出其中道理（如强调高
价值技能，利用自动化技术处理重复性的工
作任务）
，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理
性论证的问题，而是要能够影响、激励和有
说服力地鼓励现在和新生代的专业会计师
看到未来发展的机遇。

成长心态的另一个方面则是需要采取平衡
的方法，特别是对进入该行业不久的新人来
说尤其如此。成长心态较普遍的表现往往
是，不惧怕技术和数字时代，并愿意接受和
学习新的技术和工具，不断拓展自身能力。
但同时也需要找到恰当的平衡点，确保在接
受全新工作方式的同时继续发展核心基础
技能。参与者认为，新进入者需要积极拥抱
并有效使用技术工具来完成工作任务。

与此同时，还存在认知风险问题，由于这些
任务不需要人工从头来完成，使得人们无法
清楚了解表象背后的真实情况。
因此对这些
人来说，建立成长心态意味着处理新信息和
巩固现有基础能力两方面的挑战。

现今，人工智能正在对财会行业内学习的各
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不仅在常规交易和数
据处理方面实现了自动化，同时也在催生更
多的认知要素，比如掌握如何利用深度学习
来应对自然语言处理。
但是，人工智能仍然无法复制某些情感能
力，如同情共鸣。
实际上，这种能力很大程度
上来源于我们作为人类的亲身体验，即使利
用先进的分析或批量行为建模等工具，目前
仍然难以进行高度仿真的复制。

“……他们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审计……获得了很多挖掘数据的机会。他
们将面对大量数据，但其实他们并不需要为此做很多工作……他们只需要
按几个按钮，遵循算法，就可以说，给，这就是答案……不，这只是数字，还
有其他外部影响因素需要考虑。
”

“我们发现，我们的会计师现在会利用许多机器人技术来完成审计工作。
比如，他们会只下载我们的数据系统，然后用自己的模型进行处理，从而得
出一个置信区间。
他们说这确实比以前花时间来进行手工处理准确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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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互动
通常，人们认为，情感能力与人类行为有关，
并且延伸到人机互动领域。
然而，展望未来，
人类与机器似乎也会更加频繁地互动（甚至
会比今天还要更加频繁）。

从机器的视角看问题（即换位思考）
，这些想
法确实可以理解，但目前看来似乎很难实
现。

另一方面，作为应对这一受影响领域的相关
情感能力，成长心态发挥着主导作用。面对
未经检验的全新互动规则，提高应对新挑战
的能力至关重要。

说起人机互动，人们可能立刻会想到机器人
管家给我们端上早餐和咖啡的场景，但实际
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例如，在更加实用的层
面上，网站上的聊天机器人有可能和我们进 例 如，人 工 智 能 可 被 用 来 打 造 虚 拟 现 实
行交互式聊天，解释风险承担能力，并结合 （VR）等浸入式体验，来测试情感边界。这
历史对话的回复情况，回答有针对性的问 种方法正被用于帮助克服恐惧症，如蜘蛛恐
题，同时在最后提供某种程度的“答案”
，比 惧症。在财会领域，利用虚拟现实打造虚拟
如建议如何在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之间分 环境，模拟某些活动，如库存盘点，可以创造
逼真的工作环境。
具备成长心态有助发现机
散投资。
遇并提高效率。
虽然与机器互动并非新鲜事，但以往的人机
关系都是人“操作”机器，而不是在机器智能 研讨会中频繁提到的另一个情感能力是影
的范畴内与机器互动。因此，这是一个相对 响力。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可能源于人们对
新颖的领域，因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随着 人机互动时失去控制的潜在恐惧。
技术日趋成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也会逐步
加深。
理论上，虽然所有的情感能力都有可能在人
机互动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在ACCA研讨会
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有些能力的应用非常困
难。特别是对机器产生同情共鸣，或者尝试

目前，人工智能已越来越“了解”我们。它可
以识别形状，更加灵活的新机器也越来越多
地直接与人接触，例如用于无人驾驶汽车、
卡车货物装载、以及在人群中识别出特定的
人物。

“如果你承接某项技术，不能只是拿过来，并且说这是15年前发明的技术，
现在应该还能用。你应该询问，它为什么这样工作？因何会朝这方面发展？
我认为明确这些问题对我们这一代人相当有用。
”
“……我们审查了某企业的报告……他们每个月都会做这些报告，花了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当我们追踪查看他们使用了哪些报告时，发现所用
到的报告刚刚超过20%……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来从事编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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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专业会计师将需要
在人机互动的环境中实施干
预，以避免出现意外后果。

未来，与人工智能的近距离接触会越来越
多。预计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销量将超过
35万，专业服务机器人或将超过10万，主要
用于物流、安全防卫、挤奶和普通农作、医
疗、建筑和拆除、各种公共关系以及机器人
外骨骼等众多领域。

某领先社交媒体平台的人工智能工具每天
要处理40亿的翻译需求。某领军电子商务
网站在开发交互式助手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
这种助手最终几乎可以帮助人们处理所
有的日常琐事，包括预约与同事的会议，控
制办公室照明等——同时预计，未来人类使
用键盘的机会将越来越少，而更多地是与机
器直接对话，就像与人对话一样。
不仅如此，预计未来机器还将对人类文化产
生巨大影响。比如，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创作
音乐并非天方夜谭。
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机
器出现在我们身边，它们会更多地与我们互
动，同时具有超越计算或分析范畴、进入文
化等领域的巨大潜力。

在这种背景下，就不难理解研讨会参与者为
何会强调感化影响这一情感能力。工作中，
需要确保算法或技术向专业会计师传递的
信息足够准确，这相应地需要人类保持适当
的控制和影响范围。实践中，专业会计师将
需要在人机互动的环境中实施干预，以避免
出现意外后果。
我们可以从略微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会计师
的发展前景，随着可视化和更具互动性工具
的日益普及，会计师需要了解自己在与技术
互动中获得的实际需求，这非常重要。基于
标准格式模板的报告方式会越来越过时。
利
益相关方强烈希望在数字报表之外获得更
深刻的洞察和见解。因此，未来会计师可能
需要在多个层面与交互式工具进行互动。
例如，一些会计师将通过技能和机会，来开
发针对用户的交互式工具，或许可以将后者
作为更广泛企业资产或资源的一部分。
其角
色可以与信息技术核心资源区分开，因为它
们更了解业务需求，能够理解不同数据类型
之间的联系——如数量指标和价值指标之
间的关系。
这类基于网络的前端工具或许可
以叠加在信息技术核心基础架构之上。

“机器能为我们提供结果，但我们需要感知该结果给对手方、决策、以及作
为决策基础的对象或相关方带来的影响。
”

“数据的应用方式很重要……很多时候，这一过程已实现自动化……
例如借助商业智能等类似工具。但有时候，比如我已遇到过两次这种情
况……实际上我需要回过来看数据，才能理解，因为它与我所了解的情况
不一致，结果发现其他人只是做了一些假设，就在此前提下应用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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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不
论是领导人类还是领导机
器，了解如何有效驾驭情感、
成为优秀的领导者，都和以
往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

从情感能力的角度来看，换位思考也非常重
要。
这是因为理解终端用户的优先事项和视
角，进而开发提供实时数据分析方法的解决
方案，是人机互动的关键价值之一。
另一方面，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专业会计师
与这些交互式工具互动，并根据数据可获得
性、数据质量和客户需求，定制他们对数据
和分析方法的要求。

对这些会计师来说，他们在与技术互动中面
临着识别隐含信息的挑战，例如客户和/或
外部数据是否已嵌入有假设；若的确如此，
这些假设是否已得到充分理解，以及在向该
工具发出的请求中是否考虑到这些因素？
在这方面，也需要从成长心态角度出发进行
思考。
不能仅仅满足于工具根据所输入信息
生成的某些报告，而是需要更加清楚地说明
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将如何应用解决办
法。
否则，与工具的互动将产生毫无用处、甚
至招致严重误解的结果。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在与机器互动的同时需
要情感回应加以平衡，这也是讨论中频繁出
现的主题。
这是为了避免不切实际地怀疑技术，或者盲

目地相信技术，就像前面在道德与信念的影
响中所提到的那样。
这两种极端情况均具有
一定破坏性，在任何专业性的运营环境中都
难以维系。
然而更重要的是，尽管名为人机互动，但在
其日益增多的环境中，它也会影响人际之间
互动性质的演变。从本质上讲，这也是在应
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时，情感能力如此重
要的原因所在。

在此背景下，同情共鸣成为了ACCA研讨会
的特殊讨论领域。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很多
与机器的互动似乎不需要同情共鸣，但越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越需要提醒自己同情
共鸣能力的重要性。
当处理人类对机器的反
应、以及机器所生成信息时，可能都需要很
强的同情共鸣能力。

最后，无论何种互动，领导力都是推动成功
的关键要素，并且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人类
所固有的努力。在所有能力中，情感能力是
实现有效领导力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因
此，在瞬息万变的数字时代，不论是领导人
类还是领导机器，了解如何有效驾驭情感、
成为优秀的领导者，都和以往一样具有重要
意义 。

“领导力仍然需要具有一些人情味……机器不可能去激励你……”

“过去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如今我们把客户拉进聊天群，全天24小时随时
都可以聊天。
机器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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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
谈到技术，人们往往会想到产品开发或者帮
助客户解决问题。
但目前的数字化发展有可
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对长期以来最基本
的权力结构产生巨大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得到
了大量关注——特别是可以用它们来建立
可靠的审计线索、实时对账和改善整体数据
质量，以此支持更有效的分析。但透过其带
给事务型工作帮助，我们需要了解该技术所
起源的P2P概念。虽然比特币存在一定问
题，但其核心前提非常独特。从君主专制时
代到现代民主政体，权力总是以不同形式集
中在少数人手里。
因此，比特币和作为其基础的区块链技术可
谓一项试验，旨在将权力交给网络中的所有
参与者。
商业应用或许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集
中控制（混合模式）
，但这一想法仍然非常强
大，代表着探讨其他权力结构的一种尝试。

然而相矛盾的是，数字时代在赋权于人的同
时，也在从人们手中夺走权力。
一方面，下放
更多的权力可以促成更加开放的社会，使所
有人都可以获得信息，并将普通参与者（或
活动家）动员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另一
方面，技术也能加强监控或追踪，从而使权
力更加集中在政府和拥有海量数据的大型
企业手中。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重塑权力
平衡。
历史上很多国家凭借一流的实体基础
设施成为强国，但今天他们必须与来自新兴
市场的新进入者展开角逐，后者在数字基础
设施方面正在迎头赶上、甚至赶超前者。

从个人角度来看，数字时代以任务为中心、
以结果交付为目的的特点，可以从某种程度
上帮助改变性别权力结构。
未来的工作将越
来越没有性别差异（完成工作最重要）
，而此
前很多时候可能存在有意或无意的性别偏
见，认为某些工作只适合男性抑或只适合女
性。

“……我的印象是，会计师并没有真正考虑过这些转变……据我观察，会
计师有几种不同的类型……高级职位的会计师，他们似乎试图维持现状，
维持影响力……而年轻一些的会计师，他们实际上是在谋生。对这些年轻
人来说，所面临的困境不一样。
”
“不同地域的内部财务团队提供财务共享服务，这种形式已经存在很长一
段时间，并将日益普及……因此你可能面对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同事，他们
的权力结构、工作方式可能非常不同，他们对自己职位的定位、以及互动参
与方式的理解可能也非常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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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转移最为相关的情感
能力包括感化影响和成长心
态。

与权力转移最为相关的情感能力包括感化
影响和成长心态。
在权力结构发生转移的环
境下工作，需要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情
况调整影响力风格。
如果权力结构的变化对
众所周知的现状提出了挑战，那么成长心态
能够使我们不会感到被动或者受到威胁。

讨论中，在一系列全球性机构或企业工作的
高级专业人士指出，他们所在机构或企业正
在不断评估如何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
而通
常由技术变革推动的权力转移，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他们对现状的判断。

研讨会还探讨了权力转移的其他领域，包括
企业内员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高级和初级
员工之间不断演变的动态关系。
前面关于多
样性的章节提到了敏捷团队和去中心化自
治组织的可能性。
为弥合资深员工和新手的预期和风格之间
的差距，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反向辅导。从情
感角度来看，这要求双方都具备成熟的心
理。

新员工需要利用同情共鸣和换位思考能力
来理解资深同事的优先考虑事项和面临的
权力如何与财富集中联系起来也是研讨会 挑战，并尊重后者的技能。
对新员工来说，这
讨论的一部分。
本报告的目的并非科学地判 也是一个重要机会，以证明他们自己不仅可
断数字时代是否加剧了不平等。但问题是， 以创造价值，还能在数字时代的某些新问题
数字技能或业务模式的演变速度，是否会使 或新兴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
某些个人或企业通过抢先利用新机遇来获
反过来，资深员工也需要培养新的影响力风
取不当收益？
格。在数字化背景下，指挥型或权威型风格
都不可能建立起所需的沟通桥梁。

“……反向辅导的一个要点在于……我们可能需要思考自下而上的辅
导，理解如何向资历较浅的员工学习，他们为何能够迅速适应。因此，我想
我们还需要反思自己的行动方式。
”

“我已掌握了所有基础能力，从第一项到第五项。这些都是基石。之后根据
你所处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来决定当下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而经验越
丰富，感化影响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
”

“……不同年龄段的员工越来越开放——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
点。和以前不同的是，比如我是领导……处在等级关系的最顶端，所以我
做决定……而实际上，现在的员工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们需要容忍这
些……在目前的环境中，员工有他们自己的信息来源。
”

53

数字时代的情商 | 3. 数字时代情商的影响

实践中，专业会计师将需要
在人机互动的环境中实施干
预，以避免出现意外后果。

通过建立关系和依靠软实力来施加影响可
能更为有效。
高级会计师会将精力放在现有
的客户或其他关系上，而很少有动力打破现
状，因此他们也需要成长心态。

色。
未来专业会计师需要应对的监管框架最
终是政府制定的。
例如，会计实务可能需要纳入与加密货币有
关的全新专业知识领域，但税务处理会继续
由政府部门确定，尽管其基础工具奉行去中
心化理念。

在讨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时，人们也提
到了权力平衡。例如，银行业的一些参与者
提到了主要由雇主掌握权力的长期传统做
法。
在人才管理方面，存在摇摆不定的现象： 3.3 数字时代情商的影响——小结
经济向好时，对人才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不
•	情商具有多维度的影响，它将在以下六
好时则大量裁员并支付过多补偿金。
大领域产生影响，分别是：
在以技术为主导的环境中，只要眼前的技能
o 为变革而准备
需要改变就解雇员工，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
o 多元化员工
反。
数字技术可能更快地改变工作职位的具
o 道德与信念
体要求，从长远来看，相比不断招聘和裁员，
通过持续学习和网络或在职培训提升技能，
o 认知与学习
可以更加高效并节约成本。
参与者认为这是
o 人机互动
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
o 权力的转移。
不是条件反射式地寻求针对具体企业的特
定解决方案。
•	综合需求：需要以平衡建立起所有的情
往往专业会计师也认识到，在数字时代，政
府可能继续拥有重要权力，并扮演着重要角

感能力，其中成长心态尤为重要。

“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能够吸引合适的人才可能极具挑战性，因此作为个人或雇主方，明确自己的价值主张非常重要。这
样才能发出正确的信号，吸引合适的人才加入企业，并愿意和你一起工作，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非常迅速地做出反应。
”
“关于未来的会计师，我只是认为会计模式肯定会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更富有创业精神的人将加入进来。但我们仍将继续
遇到普遍的政府法规和外部监管实体以及董事会，我认为这些会对管理层起到制衡作用，治理监督始终非常必要，我认为它
不会消失。
”
“在面对董事会的时候，我总是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所以如果我试着提出某个课题或推行某个决策，我总是会从他
们的角度出发。所以在换位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改变看法。但这实际上有利于我传递信息，而且效果相当
好。
”

“我在处理一项重大交易时，发现投资者认为，既然钱在少数人手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交易所上市，而不是找十个人
来让他们给你这笔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会计师，你需要运用软技能来和一两个有实力的投资人打交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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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报告聚焦数字时代，探讨了专业会计师制胜职场所需的情感能力。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情感并非开关，可以在工作内外自由开闭。相反，情感是人
类天生的禀赋，将伴随我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

目前越来越强调“全身心”投入工作。这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一种错误倾向，
认为需要有双重身份，即工作时的自己和工作之外的自己，并且需要在工
作场所中隐藏自己的真实个性、信念或情感反应。这一想法已日益受到挑
战，许多观点认为，在职场“做真正的自己”能够带来最佳结果。
能够充分表达自我，同时认识、应用和调节情感，才可以真正释放潜能。同
时，这仍是一项高度依赖人类参与的过程——即使我们已步入了数字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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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数据分析（描述性统计）

这一过程是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统计结果——即对类型的观
察，描述方式如下：

某一比例的受访者做出了某种表示

可以利用整个数据集内跨越数据组所记录的特征，以不同方式对数
据进行分群（分组）。

在这种情商调查的背景下，回答仅代表着个人的自我认知，而非绝
对真理。例如，
“10%的受访者居住在英国”这一表述可以是绝对事
实，但对于“10%的受访者‘非常同意’
，他们会在协商时利用情感因
素”
，只是受访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此，我们使用了一种内部基准方法，将某一群体的回复与整个数
据集的总体平均值进行比较。这样可以就给定问题，考察数据对于
总体平均值的分散程度，并且加以同类对比——因为所有数据都在
相同的数据集当中。
调查样本中的数据点具有误差范围，这说明它们代表着回复调查的
受访者子集，而不是全体人群。分析则揭示出给定数据点与总体平
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项目。

这意味着，当查看带有误差范围（例如+/- xx%）的数据点间隔、以及
整体平均值的误差范围时，不会出现重叠区域——因此存在着显著
差异。

在本次调查中，鉴于样本只涵盖了数千名受访者，以百分比表示的
差异可能非常显著。较大的样本量会降低误差范围，从而导致数据
点的间隔更加紧密，并且降低了出现重叠区域的可能性。
对数据点和总体平均值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通常在95%置信度
水平下进行。这意味着在95%的可能性下，两个数据点之间的差异
都代表着真正差异，而不是由于调查覆盖整个人群样本而产生
的“偶然状况”。换言之，在考虑误差范围之后（即不存在重叠间隔
的情况下）
，存在差异的可能性为95%。

样本量越大，误差范围就越小。因此，并非较大的差异才具备显著
性，这取决于两个数据点的误差范围。
对于给定的问题，总体平均值
为25%。群体1可能显著低于22%的平均值，而群体2可能不会显著
低于20%的平均值。
如果群体1基于（比方说）500个回复，其误差范
围将更小，而如果群体2仅基于（比如说）50个回复，则可能存在更
大的误差范围，从而会由于总体平均值间隔而产生重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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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系统思考——介绍

系统思考是一种以元素之间因果关系来看待世界的方式。彼得·圣
吉（Peter Senge，1990年）将系统思考定义为：
“看到潜藏在复杂状
况下的结构、并从细微变化中辨识出强烈变化的一门学科”。
系统思考并非一种全新方法，不过它也未得到应有的应用。南非的
桑族人（San People）是公认的系统思想者，列奥纳多·达·芬奇也
被认为是系统思想家。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它还没有被正式列
为一种思考方式或方法。

作为一种正式的方法理论，系统思考始于整体主义和扬·克里斯蒂
安·史末资（Jan C. Smuts）的著作《整体论和进化》
（Holism and
E v o l u t i o n，史末资，1 9 2 6 年）；其后，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有关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的系列著作（贝塔朗菲，1950、1951年）对此作了阐释。后
来，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杰伊·弗瑞斯特（Jay Forester）又在
系 统 思 考 和 系 统 动 力 学 建 模 等 方 面 拓 展 了 该 理 论（ 弗 瑞 斯

特，1961、1969、1973和1994年）。正是借助麻省理工学院的进一
步研究工作及平台（斯特曼，2000年）
，针对这种分析的具体方法才
得以成形。

以全球人口之类的系统为例，线性的简单考察方法或许只能观察
到，推动出生人数的因素为出生率，而决定死亡人数的因素是预期
寿命。虽然可以添加更多变量用于提高复杂性，但系统思考者会认
为，人口系统在缺乏反馈循环的情况下只是一种线性模型。与之相
反，下面包括相同变量的说明更接近于系统思考。
如果出生率保持不变、并且考虑到发育成熟的时间，当出生人数增
加时，人口就会增多（正向关系）；同样地，人口增加时，出生率也将
上升（正向关系）。
这种双重正向关系就形成了正反馈强化效果。

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将使死亡人数上升（正向关系）
，但随着死亡
人数的增多，人口往往会减少（负向关系）。
这被称为平衡循环。
而双
重负向关系也可能形成负反馈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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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3.91

3.0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设
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91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负面得分：对于负面评分的项目——即负面表述的问题，分数越低，结果越好。

3.73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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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3.84

3.29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
料[负面得分]

3.98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4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67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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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3.65

3.16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68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32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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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亚那

3.86

3.45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39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43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9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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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3.72

3.18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38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04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4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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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3.93

3.4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08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4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2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3

爱尔兰

3.95

2.97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9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2.99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4

肯尼亚

4.06

3.32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41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5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85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5

马来西亚

3.95

3.5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92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5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6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6

毛里求斯

3.96

3.55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26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23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6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7

尼日利亚

3.84

3.46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42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49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95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8

巴基斯坦

3.83

3.19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15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3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64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69

罗马尼亚

4.13

3.0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71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2.8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3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0

俄罗斯

4.02

3.08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64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4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1

新加坡

3.8

3.38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76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04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64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2

南非

4.14

3.33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44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53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94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92

3.37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14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13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86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4

乌干达

3.93

3.39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33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36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5

阿联酋

4.09

3.4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07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37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94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6

英国

3.94

2.97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3.91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2.9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7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7

赞比亚

3.89

3.35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31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49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93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78

津巴布韦

3.97

3.51

*全球平均分 = 3.92

*全球平均分 = 3.22

面对不认同的观点，我会
设法找到背后的理由

人们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
[负面得分]

4.42

*全球平均分 = 4.05

克服困难的挑战使我
充满动力

3.51

*全球平均分 = 3.18

在协商中，我会以情动人

3.98

*全球平均分 = 3.77

我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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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AUSTRALIA
Alison Flemming is currently the general manager of
operations finance for Scentre Group (formerly Westfield
Limited). She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both
finance and operational leadership roles. She is a Fellow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Australia & New Zealand
whose passion is creating organisational value and
developing people.

Joseph Owolabi,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 director at
Deloitte Australia, focusing on accounting structuring,
deal advisory and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He has
held senior roles at PwC Australia and EY. He has run
numerous ACCA training programmes. Joseph is a
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 and a 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or. He
has served on ACCA’s International Assembly and Nigerian Advisory
Committee.
Kerryn Divall is an experienced finance executive who
has worked for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ASX), on Nasdaq and in the Global
Fortune 500, across many industry sectors including
financial markets, IT, recruitment and not-for-profit. She
has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how data drives decisions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

Ash Jot helps growing businesses shape and deliver
financial strategy. As a strong believer of systems and
processes, he ensures that finance functions are well
positioned to support aggressive growth strategies.
Ash is currently head of finance at Health One Pty Ltd,
a healthcare activations company based in Sydney.
Brendan Sheeha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White Squires, a company
specialising in back office transformations. He has
worked with business leaders across the public, private
and government sectors in Ireland and Australia for
nearly 25 years. He is a chair member of AC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embers’ network, and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Lynn Morrison is an assurance partner based in Sydney
and leads EY Oceania’s China Assurance Practice. Lynn
specialises in auditing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advices to
clients across a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energy,
industrial markets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civil
engineer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Lynn is a trusted professional
adviser of independent audit, assurance and advisory services.

Eoin Quinlivan is an experienced finance professional
who commenced his career in public practice and has
undertaken senior finance and executive roles in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Originally from
Ireland, Eoin has worked in the UK and the US prior to
his move to Australia in 1994.

Paula Kensington, FCCA, is the CFO of Bulletproof
Group Limited, an Australian cloud services provider.
She undertook her ACCA qualification as a school leaver.
Paula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operational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including CFO roles at Regus
and Rubik Financial Limited. Paula chairs the ACCA
Panel ANZ and is a member of the ACCA Council.

Gillian Mulligan, ACCA member, financial control
accountant at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
responsible for statutory reporting, process
improvements and budgeting, has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financial and not-for-profit sectors
across Australia and Ireland. Gillian’s skills in relationship-building and
stakeholder outcomes earned her an Excellence Award and election to
the ACCA Network Panel as NSW/ACT representative.
Gurpreet Singh, FCCA and ACA, is passionate about
technology and its challenges. He is a finance leader and
commercial adviser to the leadership group and business,
with experience in supporting business growth and
introducing improved decision making across organisations
in the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elds.
Dr Jennifer Wilson, FCCA, is a behavioural scientist
with expertise in anti-fraud and organisational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She has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in 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auditing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he UK, Australia and Africa. The media,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ave sought her anti-fraud expertise.

Tahir Alam, PAC blockchain and digital advisory director
for strategy development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multinational organisations,
managing strategy formulation, risk management, finance
and process simplification using technology.
He has assisted many businesses to grow in subSaharan Africa, Asia–Pacific and ANZ regions.

CANADA
Daniel Chou is the head of Electricity Market
Settlements in Ontario, Canada and chair of the ACCA
Canada Network Panel. He i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tructor for CPA Canada and recently
retired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York Support
Services Network, where he served for nine years.
Jeff Lewis is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ACCA and a
very active member of the ACCA Canada Network Panel,
providing representation and insight in the 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community where required. He practices as
a licensed insolvency trustee in the Niagara Region,
assisting individuals with their debt and personal finance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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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O’Regan provides a range of advisory services to
SME clients in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energy
utilities, pharmaceuticals, and technology. His main areas
of focus are financial modelling, market entry,
sustainability, and procurement. He previously worked at
Deloitte Consulting, PwC Consulting and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Joyce Evans, a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director
of revenue and deputy treasurer for the city of Kitchener,
Ontario. Joyce is a chartered director (C.Dir), a former
chair of CGA-Canada’s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vice chair. She is a member of IFAC’s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in Business (PAIB) Committee.
Marlon Blake, FCCA, CPA, CGA, is the CEO at Optimal
Growth Consulting. With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he
provides consulting services to SME companies in
Toronto. His services include management consulting,
tax, finance, bookkeeping, recruit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arlon has an MBA from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Rashika Fernando is the director of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of Scotiabank. He has held progressively
senior roles in finance, analytics and project role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of Canada. Prior to joining Scotiabank,
he was with CIBC and IBM.
Sharon Barnes-Simmonds is a finance and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with many years’ experience in both the
‘for profit’ and ‘not-for-profit’ sectors. She is a Fellow of
ACCA, also having an MBA and the Canadian CPA-CGA
designation. Sharon’s is director of accounting at the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mi Alonto, CPA, CGA, CIM, has over 30 years of
accounting experience, both in Canada and abroad.
As controller of GK Industries, he is described by his
colleagues as hardworking, diligent, and a life-long learner.

Will Pullenayegum works to promote audit quality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in Canada’s capital markets. He is a
senior director at the Canadian Public Accountability
Board (CPAB), managing inspections of Big Four audit
firms, lead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spection team and
working on publications and outreach.
William Vasiliou William Vasiliou is president of the
Toronto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He has been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fraud for 40 years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for the Ontario government. William is also a
Professor at Seneca College and a speaker for various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CHINA
Dean Lee, MBA, PhD, BA, is regional CFO of Starwood
Hotels and Resorts in China. Previous Chinese and
US positions include China controller, brand reporting
manager and planning director with Yum Brands.
Dean has served as an ACCA International Assembly
member and has chaired the ACCA Shanghai Steering Committee.
He is an ACCA Council and CICPA member. His technical interests are
finance and general management.

Fan Na is a course manager at Executive Education
Centre in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Before join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e was an education director at
the American Education Federation.
Huang Ju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ccountancy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is
research area is corporate finance.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0 papers in finance and accountancy
journals.

Jenny Gu, MBA, MA, BA, is the COO at Richemont
China,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oper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pport for Maison’s China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Jenny has over 24 years’ experience in multinationals
and private equity firms. Jenny’s expertise includes,
financ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ACCA
member since 1998, Jenny is the current Vice President of ACCA
Council.
Matthew Wong, ACCA Council member, has over 30
years’ accountancy experience. He is a partner at PwC
and leads PwC China’s financial services tax practice.
He advises many firms investing in Asia, particularly
China. Matthew chairs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ACCA
Central China, and has represented ACCA Central China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He contributes to AB Magazine, and to the
ACCA Central China expert panel.
Phoebe Hao Yu, MA,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financial controller for Shenz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mited. Previous roles were with IBM Technology Product
Company and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and others.
Phoebe has chaired the ACCA South China Steering
Team, helping ACCA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remains a member of the ACCA China Professional
Expert Forum. She has served on the IFAC Compliance and Advisory
Panel.
XU Qin, deputy director of MBA Center, Tongji University,
PhD in Management from Tongji University, researches
and teaches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HONG KONG
Alfred Wong is an experienced business valuer. He has
almost 10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business valuation and advisory services, as well as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intangible assets valuation
services, in Hong Kong,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Alice Yip,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n audit partner at
KPMG in Hong Kong, She is the lead partner fo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nd cross-border capital market
transactions. She has chaired ACCA Hong Kong,
participated in i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bCommitte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ACCA task force. Alice is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and the Hong Kong Retai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Allan Lee is the head of Family Governance Center and
master family legacy planner at Legacy Academy. Allan
has over 19 years’ experience in designing,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various learning programmes. Allan is also
a visiting lecturer of the Institute for Entrepreneurship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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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 Tam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auditor in Ernst &
Young and KPMG and has held various senior finance
positions in Avery Dennison (Fortune 500) and Intertrust
(listed in Euronext Amsterdam). He now has a regional
finance role for Asia–Pacific and an operational role for
Hong Kong in Intertrust.

Arthur Lee BSc, MBA, MCG,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assistant president, company secretary and
general manager of investor relations for CGN New
Energy Holdings. Previous roles there include controller
and director of strategy. Arthur serves on, and previously
chaired, the ACCA Hong Kong Committee. He is vice chair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Youth Committee.
He has degre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atrick Sung, FCCA,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audi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He has been the
executive director and CFO of a group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He previously
worked in KPMG for over 10 years. Patrick became
Fellow of ACCA in 2003.

Brian Li has over 10 years’ banking experience, having
joined HSBC as a management trainee in 2008. He has
held roles in various functions across back and front
offices. Brian is currently heading the innovation team
with major responsibility for developing new digital
propositions for business banking customers.
Bonnie KY Chan is the financial planning and analysis
manager of Pandora Jewelry Asia-Pacific, with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business
controlling and business strategy. Having worked across
different multinationals from the power industry to fast
fashion to jewellery, Bonnie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business acumen, agility, diversity and leadership skills.
Catherine Yu, FCCA, HKICPA, MBA, is the vice
president, regional controller of APAC & China for
Herbalife Nutrition. She previously worked in PWC as an
auditor, followed by various finance leadership roles in
major multinationals. She obtained her MBA from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 in the UK.
Fergus Wong,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 tax director
at PwC in Hong Kong. He has worked for the Hong Kong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and taught taxation and
accounting in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He has chaired
ACCA Hong Kong, co-chaired its tax sub-committee and
served on the Global Forum on Tax. Fergus is a Fellow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Accountants and CPA Australia and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Taxation Institute.
Hidy Chan, MBA, chairs Hong Kong Belt & Road
Limited, facilitating involve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dy, ACCA Council member, has served on
various sub-committees of ACCA, co-chairing the SME
Sub-Committee. She is an honorary member of the
Young Executive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 Chin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She is an author of Step into the Era of Belt and
Road.

Rocky Ying-kei Lok FCCA, MBA, gained experience in
the Big Eight followed by over 25 years’ CFO experience
in Asia’s Best Managed, Most Admired, Fortune-500,
Global Brand, Largest Chain Store as well as large Hong
Kong-based corporations. He qualified in 1991 attaining
fellowship in 1996.
Rosanna Choi, a founding partner of CW CPA, a
public practice in Hong Kong, was one of the winners
of the 2013 Directors of the Year Award from the HK
Institute of Directors. She serves on the HK government’s
Business Facilit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and on the
Board of Inland Revenue. She is a member of the ACCA Council and
served on ACCA’s Global Forum for SMEs and its Hong Kong committee
and has chaired both.

INDIA
Anthony Pinto is CFO at Micromatic Machine Tools Pvt.
Ltd, Bangalore, an AceMicromatic Group Company, the
largest machine tool group in India and an Approved
Employer for trainee development Gold, ACCA. He leads
a team of over 50 finance executives at Indian and
international branches.
Anurag Jindal has built a distinguished 12-year career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with Genpact, XL Catlin
and Swiss Re. He has expertise in the reinsurance value
chain of technical accounting, claims, underwriting
services, finance accounting, reporting, planning and

analysis.
He nurtures strong partnerships within cross-functional teams, hiring the
right talent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them.

Jackie Chiu, MPhil, BSc, has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corporate bank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He received the Top Affiliate award at the December
2008 session of the ACCA examination.

Devanathan Mukunthan completed his ACCA
qualification in 1997 and currently practises as an
independent chartered accountant. In his career of over
two decades, he has worked as a senior finance
professional in Flextronics and Pan Asia Group of Hotels.

Kevin Lau is a former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a
former president of ACCA Hong Kong. He has over 35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field. He is now acting as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 or company
secretary in a number of listed companies in Hong Kong.

Gerin Valamchery is the practice lead for financial
controls at Infosys, where he has worked for over 10
years since gaining his ACCA qualification. He manages
the financial controls team for a FTSE 100 PE client with
and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of £12bn. Previously, he
worked with 3i Group Plc in Bangalore and Ortho Plc in
Leicester, UK.

Leo Lee, FCCA, FHKICPA, LLB, MBA, a director of
Benington Capital Limited, has over 25 years’ experience
in accounting, regulation and asset management.
He is an NED of several listed companies and has held
various senior positions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Hong Kong. Leo, current ACCA Council President, has
served on ACCA Hong Kong, being its president in 2003/04, and as a
Council Member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Jai Goel is head of learning and CFO of NeXt and
corporate adviser at DatAcc Solutions. He has also
worked with Grant Thornton and Wipro and has worked
in locations such as Tanzania and Bots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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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tinder Batra, VP, HSBC. An expert in IFRS, Jatinder
lea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e change projects
across global HSBC entities including major markets,
including UK, Hong Kong, Malaysia, China, Vietnam, US,
France, Canada and Mexico. Jatinder also chairs the
ACCA India Member Committee and is India’s sole representa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of ACCA.
Rajeswari Ramanathan is a director of Oracle India and
is part of the Global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 She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with over 16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Rajeswari is popular in her
processional circles for her straightforward opinions and
jargon-free communication.
Sayamdeb Mukherjee, vice president, Planning &
Control, United Breweries, is a chartered and cost
accountant with experience in FMCG, telecom and
engineering, having also worked for Ericsson, Philips,
ABB, ITC & ICI India Ltd. He has been nominated by his
employer to attend leadership executive programmes conducted in
academ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Boston University, IIM Ahmedabad and
ISB Hyderabad.
Now retired, Sumathi Mohnani, FCCA, has over 37
years’ industry experience, primarily in finance.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with a
degree in management studies, she joined the firm of
Price Waterhouse, Jamaica, West Indies as a statutory
auditor and later worked as integration CFO for IBM.

IRELAND
Brian McEnery, FCCA, is a partner in BDO Ireland,
specialising in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and healthcare
consulting. Brian has served on ACCA’s International
Assembly and was elected to ACCA Council in 2006.
He has served on several standing committees, including
chairing the Governance Committee, the Governance Design Task
Force and the Governance Design Committee. He is an NED of Ireland’s
National Asset Management Agency and is non-executive chairman of
Ireland’s Health Information & Quality Authority.
Michelle Hourican, MSc,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ACCA Accountant of the Year 2015, trained in audit at
Deloitte, and worked in management consultancy,
managing financial and IT projects. She has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Members’ Network in Dublin and on the
ACCA Ireland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led the working group that
reviewed and updated the ACCA Ireland co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in 2012. She lectures to business studies students, and
has taugh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ACCA P3 and F9 papers. . Her
Master’s degree is in th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T in
accounting.
Orla Collins,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chief risk
officer and head of risk and compliance for Standard Life
in Ireland, responsible for the company’s operational risk,
compliance and anti-financial crime framework, Irish legal
and company secretarial functions. Previous experience
was gained at Bank of Ireland and Pioneer Investments. Orla is a
qualified financial adviser and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Banker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Compliance Officers of Ireland. She serves on ACCA
Ireland members’ committee, and was its president from 2010-11.
Ronnie Patton,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senior lecturer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practice at Ulster University,
has worked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nsultancy and a
variety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distribution, retail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Ronnie has broad experience in
curriculum and course design,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courses He
has been an ACCA examiner and coordinator and is a past president of
ACCA Ireland.

MALAYSIA
Mohd Nasir Ahmad, ACCA Council member, is currently
independent director on the boards of CIMB Group
Holdings Berhad, CIMB Bank Berhad, Bina Darulaman
Berhad, Media Prima Berhad, MIMOS Berhad, SIRIM
Berhad and Prokhas Sdn Bhd.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the Listing Committee of
Bursa Malaysia and the Board of Trustee of Yayasan Canselor UNITEN.
Nasir Ahmad is a former president of both the ACCA Malaysia Advisory
Committee and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Chia Liang joined KPMG in September 2010 and has
eight years’ audit experience. He was seconded to
KPMG Taiwan in 2015 to 2017 as a manager in the
Department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s. He is a member of
both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MIA) and
ACCA.
Datuk Zaiton Mohd Hassa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CEO of the Malaysia Professional Accountancy Centre.
Previously, she held senior roles with Capital Intelligence
Advisors SDN BHD, the Malaysian Rating Corporation
BHD, and Maybank BHD. She has been president of the
ACCA Malaysia Advisory Committee,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in 2012 and 2014. She i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Accountants and a member of the IFAC PAIB Committee.
Kenzy Lua, a Principal in Grant Thornton Audit and
Assurance Department, has a proactive approach,
ensuring that his clients receive the attention and timely
advice necessary for their success. Kenzy has over nine
years’ experience in audit and assurance, listing and
business advisory work. He handles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covering a broad spectrum of industries.
Ng Sue Lynn, Executive director at KPMG and is a
member of KPMG Malaysia’s GST Strategic team.
Experienced in both corporate income tax and indirect
tax, she has assisted many leading overseas and locally
headquartered multinationals in their GST matters. Her
clients come from a diverse range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plantations,
retail, financial services, manufacturing,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Siew Shan is group financial controller at Air Asia Group
Berhad. She was the head of finance at KLCC Property
Holdings Berhad at the time of the roundtable. She spent
over a decade with a Big Four firm. She believes that
finance personnel should bring value to their business and
that coaching and empowering enable personnel to achieve their best.

NIGERIA
Aburime Ehimare, ACCA, FCA, MBA, ACIP, is a
finance professional with outstanding competencies in
investment, credit, accounting,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e with a demonstrated track record of
implementing processes to 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burime served on the ad hoc committee reviewing the
Factoring Bill initiated by Afrexim Bank. He works at Zenithbank.
Agape Chidinma Chiboka, BSc, MBA,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with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banking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s the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r. She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Nigeria, Nsukka and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UK, and holds ACCA and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Nigeria qual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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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demi Amadi has a BSc in Biochemistry from Olabisi
Onabanjo University and MSc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She worked as an intern in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of Pall Corporation UK which stimulated her interest in
finance. Today, she is a member of ACCA.
Nnenna Mosugu has 12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and accounting with proficiencies in business plann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budgeting, strategic planning,
internal controls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She i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for accounting control,
American University of Nigeria and the founder of GWD Consulting,
a company focused on growing SMEs.
Oluwakemi Ladokun is the CFO of Abuja Leasing
Company. She is a highly skilled ACCA-qualified
chartered accountant with almost a decade’s experience
work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Her experience spans
working as an auditor with KPMG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as head of financial/external reporting at ASO Savings and Loans
Plc.
Uloma Grace Wokocha is a principal accountant with
over nine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Nigerian public sector.
She is a personal finance enthusiast who believes that,
just like personal ethics, personal finance is the bedrock
of corporate finance.

PAKISTAN
Amin Ali is a Fellow of ACCA,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Pakistan and the Institute of Corporate
Secretaries of Pakistan. He is a partner in Horwath
Hussain Chaudhury & Co., a chartered accountancy firm.
He is a member of various other bodies including the
Lahore Tax Bar and the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and
Investigative Auditors.
Fiza Imran, FCCA,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at Corporate
General Solutions (Pvt) Ltd, which is an associate firm of
Zahid Jamil & Co. Chartered Accountants. She is also a
visiting faculty member at the PAC Group of Colleges.

Zulfiquar Hussain Kazmi, director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restructuring, Deloitte Pakistan, is a
finance professional with over 14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globally among Big Four practices within
assurance, financial advisory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He has strong management skills with significant experience of client
servicing across a range of services including transaction services,
business valuations, corporate finance, external audit and assurance.
Usman Ali Khan, FCCA, FCA, CIA, has expertise in
strategy, financial and tax planning, internal controls,
system automation and governance, as well as risk
management, internal audit and compliance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where he has held various senior
management positions, the last being chief anti money
laundering officer.

Ayla Majid, MBA, LLB, ACCA Council member, is CEO
of CAMCO (Pvt) Limited, a capital markets and advisory
company and heads the Business Advisory portfolio at
Khalid Majid Rehman Chartered Accountants. She has
advised on investment for commercial/industrial projects
for one of Pakistan’s largest trusts, Fauji Foundation. Ayla is an elected
director on the board of ISE Real Estate Management Company and a
member of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Helpcare Society, a charity. Ayla is
a recent graduate of Harvard Kennedy School, completing the Glob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Policy for 21st Century module. In 2015,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onoured Ayla as a Young Global Leader.
Omer Zaheer Meer is a managing partner at Millennium
Law & Corporate Company (pioneer ACCA practising
firm in Pakistan). He is also the MNP chairman at ACCA
Pakistan Members Network Panel and the chair of the
Taxation Subcommittee. He i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various daily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journals.
Sabra Munir, FCCA, MSBA, CFE, is hea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the PAC Group of Colleges, a senior
and visiting faculty member at FAST University of
Lahore, a co-founder of a digital web directory for
furnishing solutions, and finance director at www.
furnishia.com. She has expertis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fessional
eth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he is a motivational speaker
for ACCA students and affiliates.
Junaid Shekha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and CEO of
ITMinds Limited, a CDC Company. ITMinds is a
specialised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service
provision organisation. Junaid began his career as a
trainee chartered accountant with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n Karachi and later remained associated with
Ernst & Young, working in both its Karachi and London offices.
Usman Tariq, ACCA, is an accomplished, integritydriven senior executive with demonstrated experience
coordinating successful assignments identifying and
addressing potential risks and compliance issues to meet
business objectives. He is a sound leader who
specialises in turning under-producing individuals into teams who work
efficiently and exceed expectations.
Nasha Tengra has over 14 years’ experience with A.F.
Ferguson & Co. as a consulting manager. Previously she
held the positions of senior consultant, consultant, associate
consultant, and associate at PwC. She has interned a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itibank and Habib Bank A.G.
Zurich. Nasha is a member of both ACCA and ICAP.

POLAND
Marta Rejman, MBA,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head of Shared Services Centre for Publicis Groupe.
She is responsible for finance, HR, Legal and IT services
provided to CEE, Baltic and Nordic regions. Marta spent
six year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Finance Centre,
building the JLL Shared Services Operation for the EMEA region.
Previously, she was CFO and deputy director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t ING Lease, both in Poland and Germany. Marta has
served on the IFAC board and on its Audit and Finance & Planning
Committees. She served on ACCA’s first Poland committee in 2006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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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AR
Lorraine Holleway is deputy controller and head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t Qatar Shell. Lorraine started her
career in manufacturing but has worked mostly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She has held various roles at Shell,
including group reporting business analyst and finance
learning manager in the Netherlands. Lorraine is an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chairs ACCA’s Global Forum for Corporate Reporting.
She specialises in accounting policie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SINGAPORE
Amos Ng, FCA, FCCA, is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Straco Corporation Limited, a group that owns and
manages premier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and
Singapore. He has previously served as chairman of
ACCA Singapore Network Panel and is currently active in the advocacy
movement and mentoring in the profession.

Michael Lim, CFO of the main board of listed PACC
Offshore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POSH), has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in finance, having held senior finance
positions in various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entities.
Michael is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Singapore.
Rishi Mehra is the regional controller for Aon, AsiaPacific, having held finance leadership roles in Singapore
and India. Previously he worked with PwC and PepsiCo.
Rishi has expertise in all areas of finance, including
controllership, business planning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restructuring, FP&A, management reporting, efficiency and
automati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systems implementation, an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yan Piper is responsible for driving strategic growth,
collaboration and quality across the Baker Tilly member
firms in Asia–Pacific. He works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partners in the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 (BTI) network,
ensuring an excellent client experience, and that BTI’s
people have the best platform available fo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Anselm Tan, FCCA, head of corporate venturing, Philips
ASEAN Pacific, is responsible for a unit that invests in
promising technology start-up companies, and work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o
deliver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driv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Belinda Young, ACCA Council member, is the only
female Council member to have served from Singapore.
She runs Centrecourt Group, operating across 18
countries and in over 20 industries. She previously
worked in a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 and at Singapore’s
largest property developer, which built the country’s tallest building.
Be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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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ien Tai is an audit partner at Grant Thornton
Singapore with 14 year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audit
services. He has worked on large listed companies in
Singapore and London and multinational client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Damien is also a senior
member of the firm’s risk and quality team.
Freddie Koh is the finance director for Pfizer’s Regional
Hub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e provides the financial
stewardship and supply chain planning for Pfizer’s Global
External Supply operation. He has been with Pfizer for 15
years and has held various positions within the Pfizer’s
Singapore manufacturing plant operations.
Jean-Philippe Gauvrit is the market CFO for Asia–
Pacific and Japan at Nokia (Singapore). He has held
several CFO roles and senior posi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Nokia, Alcatel-Lucent, Alstom, Bouygues) in
finance, controlling, internal audit, FP&A, and risk
management. He graduated from the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 in
finance and management control in 1984.

Steven Reid is CFO for HSBC Singapore, and has
worked for HSBC in a number of geographic regions
including Latin America, North America, Middle East, the
UK and Asia. He is a member of CAANZ.

Wee Gee Ong, CPA, vice president, finance, Equinix
Asia–Pacific joined Equinix in 2006. Based in Singapore,
he is responsible for all financial and fiscal management
aspects of Equinix Asia–Pacific operations. Wee Gee’s
expertise lies in setting up new finance organisation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for companies’ new business units. Wee Gee
previously worked for Coopers and Lybrand and IBM.
Yogesh Farswani is based in Singapore. His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monitoring UTC’s enterprise risk
environment, developing risk assessments and directing
finance and operation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audits across the corporation’s
businesses in Asia. Yogesh also serves as UTC’s primary liaison with
Singapo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and 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ingapore.

UGANDA
Japheth Katto is an independent consultant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ion.
He was CEO of Uganda’s Capital Market Authority for 16
years until 2013 and has spent over 30 years in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ion in the UK
and Africa. He has served on IFAC’s Board, Compliance Advisory Panel
and Nominating Committee. He was the first ACCA member ever to be
co-opted to Council and has served as ACCA Uganda Branch President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His technical interests include
insolvency and company investigation. He sits on the board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Uganda and Kenya.

Darpan Agrawal, APAC controller for Philips Lighting, is
a finance leader with over 14 years’ strong global and
cross-functional experience. His industry experience
spans businesses in health care, consumer goods and
lighting, in different geographies and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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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Beccy Huntley, Severn Trent Water, took two degrees in
psychology before studying for ACCA via distance
learning. She has moved into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roles at Severn Trent, a dynamic, fast-paced and
challenging company where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personal autonomy.
Efua Okupe,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obtained a degree
in economics before taking the ACCA qualification.
As finance manager for the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Efua managed 12 staff across the accounts payable and
credit control teams.
John Culle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 partner at
Menzies, where he heads up the corporate recovery and
insolvency department in Cardiff, working with SMEs in
South Wales and the South West of England. A licensed
insolvency practitioner, he chaired the working groups
that developed Statements of Insolvency Practice 2 and 3 and is working
on 8, 10 and 12. He is assis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designing
its new insolvency regulations for 2017.
Liz Blackbur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finance
controls relationship manager at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 in Edinburgh, with a variety of risk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across the RBS Finance
community. Liz gained previous experience at AEGON
Asset Management (now Kames Capital), Standard Life Investments,
PwC and EY. Before being elected to Council Liz chaired both the
Financial Services Member Network Panel and the Edinburgh & East of
Scotland equivalent. She was awarded ACCA UK Advocate of the Year
2016 in recognition of her ‘contribution made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
and to actively inspire the accountants of tomorrow’. Liz is an ex officio
member of the ACCA Scotland Committee.
Mark Millar, ACCA Council member, CEO St Elizabeth
Hospice, Ipswich and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of
Papworth Hospital NHS Foundation Trust, has held
various finance roles in the NHS and has been chief
executive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NHS and public
bodies. Mark has long been involved with ACCA’s UK Health Panel and
served on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for two terms.
Matilda Crossma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xP Group, a UK-based
education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delivering onlin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courses on three continents.
Matilda has worked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much of
her career. Earlier, she worked for PwC and Deloitte. Matilda is a
member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and the Romanian
Chamber of Auditors.
Melanie Proffitt, MBA, ACCA Council member, has
experience spanning a range of industries. She jointly
runs Proffitt Consultants Ltd, specialising in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change management. Previous roles
were with Chesapeake Packaging and Spire Healthcare.
She holds a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sales and marketing from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 and is a governor at South
Leicestershire College. Melanie has served on ACCA’s Leicestershire
network panel including as its president.

Robert Stenhouse, director of national accounting and
audit at Deloitte in the UK, has responsibilities for audit
methodology and content, and liaising with the UK’s
standard setter and audit regulators. He is the UK
member of Deloitte’s Audit Technical Advisory Board,
developing audit polic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Deloitte network
globally. Robert’s career spans over 25 years. He is Deputy president of
ACCA Council, chair of ACCA’s Audit Committee and former chair and
current member of the ACCA Audit & Assurance Global Forum.
Sarah Laceby, Morgan Stanley, achieved the highest
global mark for the F5 exam in December 2011. She
works within a management reporting team provid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n profit before tax and
expenses on a weekly, monthly and quarterly basis. She
aims to continue within management reporting, helping the business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make key decisions.
Sharon Critchlow, ACCA Council member and director
of Newgrange Developments Limited, is a non-executive
director and consultant with experience in public practice
and as a shareholding director leading a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Sharon has served ACCA members in
the Bristol and Cheltenham region for 10 years, including three years as
the regional president. She was awarded the UK Member Contribution
Award in 2012 and the UK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in 2013.
Sharon is a chartered member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and a chartered Financial Planner with 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Susan Allan, ACCA Council member, is finance director
for Willerby Holiday Homes. Previously, she was head of
finance at DFS, where she led the commercial business
partnering team and helped float the company on the UK
stock exchange. In 2010, she joined ACCA’s Hull
members’ panel and later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Susan’s
expertise includes strategic planning,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hange
management and people development.
Tendai Munjayi took part in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programme in 2013. He works at JP Morgan, and has
been with the organisation for over 10 years, having
worked his way up from an analyst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role today.

US
Kenneth Henry, PhD, ACCA Council member,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t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Miami, Florida, USA. He worked for PwC in
Jamaica, in Miami, Florida and in Miami-Dade County. He
has also worked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s a consultant to the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Kenneth is active in
several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the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Auditors, and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Siobhan Pandya, ACCA Council member, is director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t Mary Kay, a cosmetics direct
seller in nearly 40 markets worldwide. Previously,
Siobhan worked with Shell Oil for 17 years. S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key business and finance areas,
including operational excellence, customer service, finance, value
growth and business assurance. Siobhan helped Shell gain Globally
Approved Employer status. She acts as the special task force lead for
the ACCA US network and the chapter head for Dallas, and previously
chaired the US Members’ Network and been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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