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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会计行业在推动公司报告结构和

促进起步阶段交流的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我们从消费品巨

头联合利华 CFO Jean-Marc Huët及其它高层的角度，了解到企

业是如何开始将可持续发展当作成长的关键。日本相机巨头奥林

巴斯前 CEO Michael Woodford因揭秘该公司的财务丑闻而成为

2012年的头条新闻。这让人警醒并意识到，当公司治理和财务廉

洁的底线被忽略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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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

PG06 新兴的资本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

正在发展壮大，但需要

一个行业生态系统才能

使其真正活跃起来。

PG10 非洲

会计师在推动非洲的公

司治理和道德完善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PG12 爱尔兰总理

爱尔兰总理肯尼（Enda 

Kenny）谈爱尔兰如何

重建经济声誉和重塑监

管制度。

PG15 周勤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前副总

经理表示，定制化的披

露是未来趋势。

公共价值

PG16 信任鸿沟

公众对会计师信心下降

时，会计行业需采取行

动建立信任，否则就有

丧失合法性的危险。

财务转型

PG18 联合利华 CFO

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时

髦词，而是企业增长的

助推器。

PG24 未来的 CFO

CFO必须应对正在变化

的规则，满足企业的真

正需要。

PG29 多样性

行事相似、想法相近的

员工并不能推动创新。

PG30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正在成为一个

会计服务外包的热门

地。

环境责任

PG32 中国

碳排放大国试行绿色革

命。

PG35 联合国契约

ACCA签署了包括人权、

道德、环境责任在内的

多项契约。

PG36 自然资本

将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纳入

会计范畴。

风险与回报

PG43 奥林巴斯欺诈丑

闻

日本相机巨头的 CEO如

何因揭发公司欺诈而丢

了工作？

PG46 TIM HARFORD

卧底经济学家表示，银

行业可以从工业灾难中

吸取教训。

PG50 薪酬

薪酬体系不仅应与员工

工作内容挂钩，还应与

工作业绩呼应。

PG53 价值创造

治理与风险管理是可持

续经营的支柱。

PG38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

及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

场。

PG40 碳排放交易

谁是欧洲碳排放交易体

系的受益者？

由于经济回报低，澳大利亚
丰富的可再生自然资源大部分尚未开
发。（P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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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审计能展现公司的灵魂及

其与世界的适应度。（PG80）

全球经济

PG54 新秩序

做守护人、改革者、幸存

者还是海盗？一览会计

师未来可能担当的四种

角色。

PG59 有限责任

公司结构需适应社会需

求。

PG62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启动了吸引优

秀输出人才回国的计

划。

PG63 不丹

提高财务基础架构的透

明度并加以改善能帮助

不丹实现其国民幸福指

数的目标。

企业报告

PG66 非财务信息

随着综合报告受到欢迎，

环境、社会和财务资本

的三重底线正在迫近。

PG70 综合报告

地球峰会对强制性可持

续发展报告态度温和，

但各国和证交所已经开

始朝这个方向转变。

PG72 赵立新

中国监管方希望信息披

露能把投资者作为主要

对象。

税务

PG78 一般反避税条款

制定反避税条款并非易

事。

审计与社会

PG80 人权

公司对待员工的方式反

映了公司“灵魂”。

PG83 非财务信息

审计师需关注财务以外

的信息。

公共部门

PG91 创新

公共部门寻找创新的方

法来提高服务效率并不

容易，但有很多思想策

略能帮助管理者这么

做。

小企业 

PG96 成长

创业家在各国发展壮大，

全球可持续增长指日可

待。

PG98 简报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

会讨论伊斯兰金融和美

国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等话题。

PG94 医疗难题

全球医疗服务提供者如

何应对财务挑战。

PG86 教训

六家大型跨国审计公司

定期会面，从金融危机

中吸取行业教训。

PG88 审计豁免

中型企业必须进行强制

性审计的理由充分。

PG90 声誉

会计师能在保证公司品

牌声誉方面扮演关键角

色。

PG92 腐败

发展中国家的审计长带

头打击公共部门疏漏百

出的报告和欺诈行为。

PG74 帝国化学工业有

限公司（ICI）巴基斯坦

分公司

WAQAR MALIK 表 示，

本国的报告环境已经决

然向高透明度转变。

PG76 季度报告

季度报告会助长短期主

义因而弊大于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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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Fuller曾任《金

融时报》财经编辑，

以及“金融创新研究

中心”智囊团联合董

事。

左上：（维龙加山脉旁

的麦田）中间（沃尔

维斯湾的盐业加工）：

国际腐败透明度指数

2011当中，只有三

个非洲国家挤进了前

60名，卢旺达和纳米

比亚就是其中的两个。

高道德标准是行业生

态系统不可或缺的，

资本市场的繁荣需要

有良好的行业生态系

统。

右上：当前投资者纷

纷向新兴经济市场和

前沿经济市场投资，

印尼在标准普尔的评

级当中，已经相当接

近主权国家债券的投

资等级了。

资本性质
Jane Fuller指出，强大的资本市场对于新兴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资本市场
也需要有良好的监管和专业的标准，才能繁荣发展。

如
果说需要证据来证明新兴经济、或

者甚至“前沿”经济体正让投资者

无比兴奋，那么赞比亚的首次美元

债券发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赞比亚于2012年9月公开发行了5亿美元（后

来增加到 7.5亿美元）的债券，但却吸引了高

达 120亿美元的认购订单。赞比亚作为一个次

级投资等级的国家，其发行的 10年期债券的初

始收益率仅为 5.6%。

尽管负债累累，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券还

是贵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债券市场才成为了

新兴市场国家迎头赶上的几个领域之一。标准

普尔 2012年秋季的最新报告显示，所有具有

提升等级潜力的经济体，都是新兴经济或前沿

经济市场。跟踪调查将会发现，印尼将很快获

得投资等级地位，蒙古在排名上也仅以两名之

差紧随其后。

从摩根士丹利的新兴市场指数 (MSCI EM)

可以看出，证券市场发展迅猛。在 2012年的

头 10个月里，该指数上涨超过 9%，其中亚洲

指数的涨幅高达 11%。在摩根士丹利的前沿经

济体指数当中，非洲指数几乎飙升了 38%。

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兴趣，是

否能从经济增长数据中找到支撑呢？粗略来

讲，是的。赞比亚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在

过去的十年里，增长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 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

测，该地区 2012年和 2013年的年经济增长

率将达到 5%，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持平。

而发达国家只有 1.3% 到 1.5% ，相形见绌。

人口因素
如果再把人口因素考虑进来，前景更显乐

观。联合国预测，到 2050年全世界人口将达

到 90亿，比现在要多 20亿，而那些欠发达地

区人口将达到 79亿。印度将成为世界头号人

口大国，其他人口增加迅速的国家还包括巴基

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

但这对新兴经济的资本市场来说就一定是

好事吗？并不一定！

头一个限制因素是经济方面的。对于金

融服务行业，尤其是资本市场来说，人均财富

是很重要的。很多非洲国家的人均 GDP不到

2000美元，难以形成足够的国内投资能力。

第二个是政治方面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往往局势动荡，政府羸弱或贪腐，给市场带来

较大的波动性。以埃及为例。截止 2012年 11

月，摩根士丹利 2012年埃及投资市场指数上

涨超过 50%（以美元计），但受到 2011年“阿

拉伯之春”动乱的拖累，其三年和五年的表现

却为 –8%到 –10%。

第三个因素是来自股票市场的数据。伦敦

商学院的 Elroy Dimson、Paul Marsh 和Mike 

Staunton 做了一项研究，涵盖了 50个国家，

数据截止到 2005年。该研究表明，证券市场

收益与 GDP之间并不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同

样，Lombard Odier（负责新兴市场）的首席

投资官 Paul Marson也发现，并不存在这种关

系。

学术研究者和评论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者为增长支付了过高

的价格，而企业内部人员又侵蚀了较多利润或

者限制分红，从而留给外部股东的收益就非常

少。但是国外证券投资者由于缺乏对投资当地

的了解，往往姗姗来迟，其观点往往也是片面

的。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情况并不会那么

悲观。

世 界 银 行 的 首 席 金 融 专 家 Samuel 

Maimbo表示，来自资本市场的长期融资，对

于发展基础设施、商业和转型行业（如制造业）

至关重要。ACCA最近的一篇报告《新兴及前沿

经济的资本市场崛起》也指出：“资本市场使得

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顺畅和多样化，从而促进

了经济发展和增长。”

ACCA高级经济分析师席察斯（Manos 

Schizas）表示：在银行效率低下或缺乏竞争力

的国家，企业还需要有别的融资渠道。资本市

场融资可能比银行贷款成本更低。但是，在这

样的市场，管理者担忧“热钱”会带来市场动荡 

—— 热钱流入时会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流出的

时候又引发泡沫的急速破裂。

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资本市场也并非有百

益而无一害。安哥拉和哈萨克斯坦就是最近的

两个例子，这两个国家都试图培育本国的资本

市场，但又不能使之失控。

在 2012年 10月，安哥拉紧跟尼日利亚和

加纳的步伐，以本国石油收入为基础，设立了

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基金起点定在 50亿美元，

在“重点关注本国市场”的同时，其投资范围涵

盖整个非洲及国际其他地方。安哥拉政府打算

聘用外部的基金经理，以公平交易的方式管理

该基金。

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无线通讯运营商（由瑞

典的 TeliaSonera控股）Kcell，计划于 2012

年底之前在伦敦公开上市其 25%的股份。但是

哈政府也要求该公司必须在国内交易市场销售

一小部分股份。

鼓励国内市场
但是，即使是本地的销售也不能保证流动

性。Maimbo表示，在欠发达的资本市场上，本

地资金购买了证券后，往往按兵不动。为了鼓

励更多的公司上市，他建议设立二级市场制度，

采用比发达市场更宽松的上市条件。

而 国 际 会 计 准 则 理 事 会 主 席 Hans 

Hoogervorst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 2012

年 11月的演讲中指出：“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才

是市场经济的血液。”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和国际审计准

则（ISAs) 都是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衡量一个金融体系是否健康

的标准。从“发展的标志”这个主题的内容当

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今年早些时候泛非洲会

计师联合会 (PAFA)同意推广使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主席及国际

事务总监 Wayne Upton表示，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可以提高可信度。对于一些国家而言， 

这意味着从机械的遵循各种具体规则，转变成

主动的做出专业判断，例如市场估值。要做到

这一点，专业资源的发展尤为重要。

但是，财务报告仅仅是在形式上符合国际

认可的格式还是不够的。报告数字的可信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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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审计和公司治理方面

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审计人员的专业怀疑精

神会受到质疑。而在那些由政府和富裕家族把

持控股权的国家，这种专业怀疑精神就更会受

到质疑。

在这方面，有很多改进措施。目前超过

120个国家采用了国际审计准则，尽管国际会

计师联合会 2010年的一项综合回顾显示，不

同国家在采用方式上有些差异。

公司治理问题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在里昂证券发布的“公

司治理瞭望”排名，就很能说明些问题。在

2012年 9月份的排名当中，泰国上升到了第

三位，仅仅落后于新加坡和香港，但贪腐问题，

仍是泰国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排名 11位的

印尼，情况有些倒退，但采取新的监管机构可

能扭转局面。

而对北亚的看法是，尽管采取了许多改革

措施，但结果还是令人失望。给出的原因包括：

僵化的公司等级制度和封闭的公司文化，缺乏

政治领导。在东南亚地区则有所进步（从较低

的起点开始），这要归功于一系列清晰的政策，

如董事会改革和股东权利、支持董事培训及发

展独立审计制度等。这构成了一张有待解决问

题的名单。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职业道德
ACCA前会长温思霆 （Dean Westcott）

于 2012年 6月，在非洲召开的 ACCA理事会

上表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需要更加透明

的公司治理方式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来鼓励投

资者的信心。会计和审计准则的力量，是衡量

资本市场健康状况的首要标准，也是资本市场

推动经济发展能力的有效预测依据。”

良好的行业生态系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繁

荣，而想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建立良好

的行业生态系统，则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

待国家的文化。国际腐败透明度指数 2011排

名显示，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排名都低于100名。

但博茨瓦纳、卢旺达和纳米比亚有幸成为了例

外，它们的排名都在 60名以上。《金融时报》

的专栏作家、新兴市场专家 David Stevenson

在谈及股票市场的规模同 GDP的关系时表示，

有趣之处在于它显示了“作为一种融资渠道，

证券市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

百分比较低的话，则说明影子市场更重要。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外部投资者非常有

兴趣进入这些资本市场。David Stevenson把

这些新兴市场上的公司债券归类为新的“流行

品种”。

除了更好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报告外，还有

什么能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呢？需要考虑的一

个因素就是，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企投资的附加

条件，往往会在当地引发一些担忧。中国在非

洲的投资，成为了当地选举的热点话题，加纳

最近的总统选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答案很明显，就是要为国内发展开拓多样

化的融资渠道。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主权债

务、证券及公司债券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时

候，就可以降低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某个行业

（比如石油）的依赖。

阅读《新兴和边缘经济的资本市场崛起》，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access

根据 2012年“公司

治理瞭望”的排名，在

亚洲的公司治理水平

排名当中，泰国仅次

于香港和新加坡。

Samuel Munzele Maimbo
世界银行首席金融专家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广大投资者重拾兴趣，把目光瞄准了非洲市场。但是要想充分利用投资

者的投资热情，必须首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上市程序效率低下、规模有限、流动性欠缺、制度

框架过时、市场信息发布过程低效等等。

“情况正有所改进。很多股票交易所已经采用了电子交易系统。政府也在努力增加上市公司的

数量、加大人才资源培养的投资力度、注重改进教育状况，完善投资者保护及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埃及和南非正在尝试二级交易市场，这使得上市门槛，如发行费用、

经营状况记录、规模、报告要求、股票发行和最少股东数量等，都有所降低。

“但是，现在说成功还为时过早。

“尽管这些措施增加了流动性，但在金融和非金融的资本市场生态系统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扩大市场规模，没有规模就难以支撑交易的流动性。除南非外，大

部分市场的规模都很小，被少数几只股票统治。交叉上市和区域性交易所，如西非八国经济和货币

联盟、在Bourse Régionale des Valeurs Mobilières（为以上 8国服务的一个区域性证券交易所，

简称 BRVM）上市，想法是很美好的，但目前还未到实施阶段。”

Samuel Munzele Maimbo是《非洲融资》的作者之一。该书由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和 BMZ

联合出版。他还是《非洲金融业发展》（由世界银行发行）的编辑之一。

Wain Ito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联合交易所 CEO

“虽然税收优惠能鼓励小企业上市，但放宽相关的报告和审计标准不是一种激励。发行人或许

能节省成本，但他们几乎肯定会在其股票的流动性和需求上受损失 —— 换句话说，资本成本会增

加。

“对于市场营销以及为公司或投资者节省成本，税收优惠有着同样的价值。税收优惠能够立即

引起新闻媒体和投资顾问的关注，让广大投资者浮想联翩。经验丰富的市场专家的指导，对于上市

公司履行新的义务非常重要，这些公司也明白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明确界定，什么样的企业应该从税收优惠中获益，以确保激励措施和政策目标相

一致。高品质的发行上市对于初期的股票市场非常重要。监管机构应直接接触有前途的私营企业，

并与会计师和融资提供者合作，以获取高品质的推介。仅依靠发行者市场还不足以确保金融市场

的深化。二级市场的交易活动，是衡量市场发展的真正标准。”

Wain Iton参与了 ACCA的《新兴和前沿经济的资本市场崛起》报告，阅读详情，

请访问 www.accaglobal/access

Jim McFie FCCA
肯尼亚内罗毕斯特拉丝摩尔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作为一家在内罗毕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主席，五年前，我们做了一个明智的决

定，把我们内部审计工作外包给了一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 2008年的一份报告表明，近

60％的情况下，大公司出现股东价值显著下滑，都是由于公司不能及时发现和应对战略业务风险

所直接导致的。

“我们需要拥有世界级的内部审计职能 —— 现在我们有了。

“我们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司风险注册和风险热图制度。我们公司的内部审计协调

小组已经从四大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快就能独立工作。

“在 2012年 3月，内部审计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对 461位美国的首席审

计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新一代内审人员认为，排在前五位的所需技能依次是：分析和思辨能

力；沟通能力；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一定的 IT知识 ; 以及商业头脑。这是连续第二次首席审计官

在调查中把分析和思辨能力列为头号所需技能。

“总体来说，我们的东非教育体制，没能教会年青人如何进行分析思辨，如何清楚精确地表达，

如何培养商业头脑。会计行业培训者应该勇挑重担，弥补这些不足之处。我们能胜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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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
乌干达资本市场管理局首席执行官 Japheth Katto谈会计师在促进非洲的公司
治理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 称 IMF）统

计，非洲在 2012年的 GDP增长

率预计将达 5%，而发达经济体和

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则分别在 1.3%和 3.3%左

右。通货膨胀预计将继续得到缓解，国内需求

也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这将使非洲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引擎。

因此，会计师将有机会成为非洲大陆未来

经济成功的主力军。但他们也面临着挑战。

随着非洲企业的增长与繁荣，对于一个充

满活力并富有效率的会计行业的需求也在增

加。专业会计师应该抓住机遇，将自己牢牢地

定位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位置，并密切关

注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讨论。这些都是至关

重要的，因为他们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个人和企

业。

我们有足以改变公司治理和发展前景的能

力、声望和影响力。

在 2011年的一份关于公司治理和道德实

践的名为《非洲的领导力与公司治理》的调查

报告中，ACCA发现，大多数会员都认为会计

师应该参与到推动提升企业道德实践的活动当

中。然而，该报告还发现，ACCA会员对于治理

守则的有效性和改善道德实践的框架持不同的

观点。

尽管他们都尽了自己的努力，以减少不道

德行为的发生，但是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由于

缺乏责任心和执行力度，再加上决策制定中的

政治干预，导致已有的指导方针变得不那么有

效。

根据这项调查，改善道德行为和良好的公

司治理实践面临的三大主要障碍是：腐败、组织

文化，以及缺乏政府支持。

国 际 会 计 师 道 德 准 则 委 员 会

（International Ethics Standards Board for 

Accountants）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职业道德

根本原则，专业会计师通过践行道德准则，障

碍是可以被打破的。这些原则是：公正性、客观

性、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行为。

发达世界已经见证了大量的由不良的公司

治理引发的丑闻：例如巴林银行、安然和奥林

巴斯，以及全球银行业和金融危机。这些丑闻

引发了大量的调控措施，规范和立法，从最初

英国的《卡德伯利准则》（Cadbury Code），到

后来的《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一直到《多德 – 弗兰克法案》

（Frank–Dodds Act）。我们看到了南非的公司

治理 King委员会的成果，其规则现在已经被约

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所采用。

我们也看到，非洲的许多监管人员加强了他们

的公司治理法规与准则。

King规则的影响
与《萨班斯 –奥克斯利法案》不同，King

规则采用的是一种“遵守或解释”的原则，这与

英国的治理规则是相类似的。King的理念包括

三大要素：领导力、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企业公

民意识。King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本质上

等同于得力的和信守职业道德的领导。

企业领导者应该引导企业实现可持续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业绩。可持续发展被视为首要

的道德与经济任务。企业公民意识的产生，是

由于企业必须遵守南非宪法，并且以可持续的

方式经营。

有一些公司治理的原则已经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包括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职务的分离、

设置拥有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以及有效的审计、

薪酬和提名委员会的建立。会计师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作用。利用各种机会强化这些原则。

出版于 2009年的《南非公司治理 King规

则 》（King Code of Governance for South 

Africa，简称 King III）提出的一项主要建议是，

企业应该采用综合报告取代年度财务报表，同

时单独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这些举措反映了非洲不断变化的商业前

景，并且给会计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

们在良好的公司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企业的守门人和声望的捍卫者，他们确

保报表的透明度、为公司解读规则，并支持内

部整合和遵守良好的治理实践。

会计师能够提供其职业的严密性和诚信

度，遵循标准和程序，使得问题得以暴露，确保

有关风险管理的讨论是健康有成效的，从而能

够独立对企业提出质疑。

会计师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

Japheth Katto FCCA

自 1998 年 起 担 任

乌干达资本市场管

理局首席执行官，并

且是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IFAC）的董事

会成员。他还在英国

投资管理监管组织

（IMRO）和英国金融

业管理局（FSA）担任

过高级职务，并曾任

职于英国贸易与工业

部。他于 2001年至

2003 年 担 任 ACCA

乌干达的主席，并且

是乌干达注册会计师

协会（ICPAU）道德与

纪律委员会的成员。

准备就绪：会计行业

在支持资本市场和企

业发展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而这

又会反过来推动社会

进步、经济增长和发

展。

我们必须让企业确信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为股东和
其他利益相关方增值。

同样重要的角色。强大的专业会计师组织将有

助于建立一个由有能力、有才干的财会专业人

士组成的机构，他们会建立对会计，审计和财

务报告进行有效监管的制度。财务信息的质量

和可信度都将提升，并且能够促进健全公共资

源管理。

我们也将看到更加强劲的资本市场，以及

中小企业的日益繁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财务

稳定，这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增长与发展是非

常必要的。

非洲联盟和一些地区经济组织，例如东非

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都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它们议程的

首要任务就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但是挑战也同时存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 市场从业者、董事以及股东 — 必须了解最

佳的公司治理实践。公司治理必须揭开神秘的

面纱，企业也必须认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让企业确信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为股

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增值，以及它是可持续发

展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非洲必须确保它的专业会计

师组织不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 我们

必须确保我们已经拥有了抓住这个机会的能

力。这就是为什么泛非洲会计师联合会（Pan 

Afric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简 称

PAFA）和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下属机

构，例如专业会计师组织发展委员会、合规顾

问小组、企业会计师委员会和中小事务所委员

会，所扮演的角色如此至关重要。此外，例如

ACCA这样在非洲拥有广泛影响的全球性的专

业会计师组织必须发挥其支持作用，辅助会计

行业在非洲的发展。但是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

挑战，这都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

阅读《非洲的领导力与公司治理》报告，

请访问：www.accaglobal/lg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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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情况
《财会前沿》就重建爱尔兰的经济声誉和重塑其监管制度对爱尔兰总理肯尼
（Enda Kenny）进行采访。

“金融危机表明，
短期的结果可能是具有欺骗性
的，它并不能反映一个机构真
实的财务状况。”

问： 爱尔兰从欧洲的代言人变成最困难的经济

体之一。您是如何重建贵国的经济声誉的

呢？

答： 自我的政府 2011年执政以来，我就把重

建爱尔兰“企业和投资天堂”的好名声列

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这一点而言，

修复我们受损的经济已经取得的进展，是

国际公认的。我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

国主席习近平的往来突出了世界领导人对

爱尔兰信心的恢复。这体现在我们在恢复

爱尔兰的经济增长和改革银行体系的过程

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通过一项财政整顿

计划，我们正在逐步控制公共财政。与此

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点关注经济增

长和就业问题。因此，爱尔兰最近的经济

表现已经把我们与许多其他欧洲经济体区

分开来。2012年，我们有望取得第二年由

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国际收支现

在是顺差。自 2005年初以来，我们首次

看到年度失业率下降。自我当选以来，我

一直在所有国际往来中传递一个明确的信

息：现在是投资爱尔兰经济复苏，并从中

获利的好时机。

问： 爱尔兰经济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

银行决策的失误和监管不力。爱尔兰政府

是如何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呢？

答： 对金融危机中的监管失控已经有大量和客

观的分析。许多报告和调查都指出了需要

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监管不力，监管机构

过于宽松、不完善的风险评估以及在执行

过程中缺少跟进，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

的部分原因。

 

 新提出的立法借鉴了从金融危机中吸取的

经验教训。新的《中央银行改革法案》仔

细检查了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该法案明

确了中央银行制定要求的能力。它规定了

需要有良好的信息流和客观的分析，以支

持金融监管。规定了在出现偏差的情况

下，将采取审慎干预和纠正措施。如果出

现违法行为，将会采取有效并且恰当的制

裁。同时还有关于事发后成本界定和赔偿

方面的规定。

 单凭立法还不足以弥补过去的失败。近年

来，随着中央银行职员人数的增加，及其

专业能力的提升，监管活动的标准也提高

了。现场检查和审查会议也有所增加。

 中央银行已经公布了 2011–12年度的实

施策略，提出了维护消费者利益和建立爱

尔兰金融服务部门整体诚信方法。新的银

行监管方法包括一系列措施，例如，重新

组织央行内部监管结构，以及投入大量资

金培训所有在职的监督人员。

问： 国际社会是否有必要更多地关注职业道

德？

答： 所有专业人士的行为都应该符合道德标

准，这是很重要的。很显然，不顾一切只

追求利润的做法并没有给私有企业或整体

经济带来积极的结果。中央银行为财务部

门推出的健康与廉洁机制将会努力解决这

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关注，其中应

包括道德的经营方式。这不仅限于金融服

务行业，并且应该成为所有企业的准则。

 

问： 主要金融机构糟糕的财务计划和过度乐观

是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如

何防止这些问题再次发生？

答： 当然，导致爱尔兰经济困难的因素有很

多。

 

 首先，现在很明显的一点是，爱尔兰长期

的经济繁荣蒙蔽了银行管理者，给了他们

一种安全的假象。不仅爱尔兰在这里出现

了失误，世界各地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管理

者都忘了如何有效地评估风险。

 第二，银行过多地依赖于复杂的金融模型，

他们过于相信通过这些模型所得出的结

论，而忽略了常识性的思考。

 第三，我们现在知道，问题就出在会计与

监管上，它使得银行能够减持资本储备。

爱尔兰和整个欧洲的银行的运营和监管方

式都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还有更多银

肯 尼 在 1975 年 24

岁的时候被选入爱尔

兰下议院，是爱尔兰

议会中任职时间最长

的议员，他从 2002

年开始领导他的政党 

—— 爱尔兰统一党。

肯尼来自爱尔兰西部，

讲盖尔语，他在 2011

年当选爱尔兰总理。

同年，他重启和欧盟

谈判爱尔兰之前接受

的欧盟救助协议，称

其“对爱尔兰和欧洲

来说都是一项糟糕的

协议”，将贷款利率降

低了 2%，并延长了还

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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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在改革的途中，以确保这些失误不再

重演。例如，各国的中央银行采取了更为

保守的准备金方针，同时，在欧洲范围内，

由于一种新的更为简单的杠杆标准将会被

推出，银行将不再能够通过操纵它们的风

险加权资产，来“博弈”它们的资本需求。

问： 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降低他们的企业税率，

使其更接近爱尔兰的税率。这会对爱尔兰

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威胁吗？

答： 商业界最重视的是确定性。爱尔兰长期将

企业税率维持在 12.5%的承诺，不仅在

国内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共识，也受到了公

众的普遍支持，这意味着，这一税率现在

已经被整个商业界视为“爱尔兰品牌”的

一部分。

 这一有竞争力的税率的基础是公开透明并

且易于使用的企业税规则。然而，12.5%

的企业税率只是税务领域更广泛的政策组

合的一部分。还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税收协

定网络、研发支持、知识产权税制、特殊外

派人员税收减免计划、控股公司机制，以

及有效的税收管理体制。

 在全球范围内，爱尔兰在许多关键领域都

备受投资者的青睐。例如，《2011年瑞

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在

企业税率，对外国投资的商业立法，以及

技术劳工可得性方面，爱尔兰均排名第一

位。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锁定高增长的领域，在

许多领先产业发展商业活动和专业技能集

群。这种做法鼓励了这些产业的其他公司

认真地考虑将爱尔兰作为欧洲业务的中

心。

问： 您最近推出了“成功爱尔兰”（Succeed 

in Ireland）计划，吸引小型企业和新兴企

业。您怎么看待它的前景？

答： “成功爱尔兰”计划向世界各地的爱尔兰

侨民和其他人提供直接的奖励，让他们帮

助在爱尔兰创造就业机会。目标是那些国

有企业机构不会惠顾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商

人，这样它们就会考虑在爱尔兰开展经济

活动。

 该计划将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全球舞台

上充当我们的耳目，帮助创造新的就业和

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创新的计划，为我们

提供了一条接触千千万万中小型企业的新

渠道，并且能够将爱尔兰素有的企业天堂

的好名声传播开来。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考 www.connectireland.com。

“12.5%的企业税率现在
已经被整个商业界视为“爱尔兰品牌”的一部
分。”

认可：爱尔兰总理肯

尼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总统办公室握手。

肯尼迫切希望重建爱

尔兰作为企业投资优

选的国际声誉。

量身定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前副总经理周勤业表示，年报中前瞻性的信息应该是定制、具
体的。

我
们坚定地认为，上市公司应该提高

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公平性和完整

性，尤其是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MD&A）部分。该部分是非财

务信息披露的核心。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核心

在于，使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清晰、有效地展示

行业发展和趋势，以及公司的应对手段、战略、

运营计划等。

在 2011年报的报告周期中，上海证券交

易所（SSE）制定了编写 MD&A的要求和提

示信息。财务报告聚焦于过去的绩效和历史信

息，而MD&A则关注未来。前瞻性的信息必须

完整、有效、公平，同时要个性化、要具体、主

动。

目前年报的信息披露多数流于形式，缺乏

实质内容。能切实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的重要

性信息一般都被掩盖了。为了提高信息披露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我们鼓励个性化的信息披露。

企业应当根据其实际状况和重要性原则对信息

披露的要求进行定制和调整。

各行业的信息披露各有重点。企业在定制

其信息披露时，需要考虑其所处行业、运营规

模和市场状态。本质上讲，此举有助于实现信

息披露的公平。

信息披露要求的过度管制导致了信息面过

宽、过细的披露。管理层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资

源来编写定期报告，反而无法主动披露其他更

适用的信息。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公司治理论

坛，并引入了针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奖项。

企业应当努力提高MD&A中的叙述性信息

披露。我们希望上市公司能够不仅仅关注完整

性、有效性和公平性，同时力争使信息个性化、

具体化。

改变现有的公式化信息披露情况，并不是

周勤业教授是一名专

业会计师，任教于多

家大学并担任多个监

管机构的成员。同时，

周勤业也是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CICPA）

董事。2012年 11月，

周勤业获得 ACCA卓

越成就奖，以表彰其

在财会行业发展方面

的卓越贡献。

一件易事。而上交所将引导企业完成这个漫长

的演进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加强跨社会部门的

合作，与各方共同努力以进一步提高企业信息

披露的效果。

阅读《上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最佳实践》

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SSEdiscl

史迪文（Neil Stevenson）
ACCA品牌执行总监

中国的上市公司非常重视公司信息披露。这不仅是为了合规，有些公司以此来有效满足投资

者的信息需求，使其能够准确评估该公司的业绩表现和发展趋势。同时，积极地与投资者交流、执

行市场价值管理，这些举措可以帮助企业在资本市场获取融资的机会，并利用资本市场带动企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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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会计师 , 相信我
会计行业必须采取行动增强公众信心，否则将面临完全丧失合法性的风险，
ACCA会长高沛利（Barry Cooper FCCA）提醒道。

对
于一个以诚信、客观性和可靠性为

荣的职业，ACCA的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会计师在公众眼中的可信度

充其量只达到中等，这的确是个不

小的打击。在大多数人生活艰难的环境下，会

计师面临的危险是：他们可能会被视作为有钱

人和大公司逃避支付应缴税额效劳的人。

会计师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总能得到认可，

这令人沮丧。其中一个原因是，当一切顺利时，

（而这也属于多数情况），几乎没人注意。但往

往只要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而且曝光度很

高。

这正是会计师的自我认知与公众认知之间

存在差距的一个原因。ACCA报告《缩小价值

差距：理解 21世纪的会计行业》中最具说服力

的一个数据是：四分之三的会计师认为自己在

公众心中值得信赖，而只有 55%的公众持此

观点。那么会计师在公众的心目中形象到底如

何？ ACCA在调查中请受访者给包括会计师在

内的 13个行业的可信度排序。会计师的可信

度处于中间位置，既不属于极受重视也不属于

被忽视的行业，甚为不妙。唯一值得安慰的一

点是，在公众心中会计师还不像政客、律师或

记者那么惹人厌。

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金融危机上，毕竟只

有 13%的人表示他们对会计师的信任度在过

去五年内下降了。相反，这是一个由一直以来

对会计师账房先生的刻板印象再加上安然和世

通公司倒闭等公共事件的残留影响而长期默默

形成的观点。

这是全体会计师都应该关心的事。信任与

价值息息相关。一旦公众不信任我们能以会计

师的身份工作、为公众创造价值，我们就会丧

失合法性，依赖会计行业提供鉴证服务的上市

公司和市场也会遭此厄运。审计领域的风险更

甚。随着对会计行业价值的质疑声从悄声细语

渐渐变得公开响亮，审计费用受到严重挤压。

亟待解决的问题众多，但又彼此相关。问

题之一是各方对会计师的工作缺乏基本了

解。正如普华永道声誉与政策负责人 Richard 

Sexton在报告中指出的，审计被视作一种保险

而非保障。

另一个亟待解决的同时也是愈发严峻的问

高沛利教授是 ACCA

现任会长，同时担任

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

大学会计、经济和金

融学院院长。

题在于会计行业诚信本质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

盾。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会计师是以公司或

自身利益而不是以公众利益为重。更严重的是，

五分之四的会计师都在埋怨自己的职业是为了

帮个人或公司避税。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任

自己，又怎能期待公众信任我们？

至于信任，则全取决于公众的认知。政策

制定者不可能规范职业道德行为，职业道德应

该流淌在每位会计师的血液中。2002年发生

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倒闭等事件已经清楚表

明了涉及道德的行为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建立

公众对会计行业的完全信任已历经多年，并还

将需要更多年的时间，但信任的坍塌却是不堪

设想的事。

补救的方法有哪些？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建

议，大多集中于会计师应当更明确、更频繁地

向外界讲解行业自身的工作和原理。这对审计

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清楚界定审计的工作范围

和性质。

公众对各行业可信度的评价

我们也需要确定外界看到我们在出色、客

观地工作。上述报告也包含了会计充满不确定

性的观点，这就意味着信任度直接与数字的透

明和公开程度相关。

总而言之，会计师通过倡导符合道德、对

社会负责任的行为，能够助力于在商界重筑公

众对其职业的尊重。会计师了解自己有价值，

但现在需要向外界证明这一点。

阅读《缩小价值差距：理解 21世纪的会计行

业》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21

Jennifer Tan
和记电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很多人也许不了解会计师从事的各种业

务。会计师可以在监管部门、司库部门、清算部

门工作，但公众只把我们看作审计员或记账员。

打造形象很重要；我们可以让大家明白即使是

会计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能带来不

同的思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

Richard Sexton
普华永道执行董事

“走出目前行业面临的阴影，向大众解释我

们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我们创造的价值十

分重要。虽然难免面对一些不友善的质疑，但

一定要充满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工作、工作原理

以及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会计师和审计师工作

的大多数评论都来源于片面的信息。” 

Robert Herz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前主席

“想让会计行业保持自身价值，重要的是保

持客观和可信的形象。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成为

一个优秀的企业顾问并创造价值，但我认为会

计师的首要价值是通过保持客观性来创造的。

的确有人雇会计师来将一些可疑的事情伪装成

可信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没有好处。”

Jim Sylph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专业准则执行理事

“当你只有一份工资收入时，要保持最高的

道德标准且因为奉命行事就从现有的职位上辞

职是十分困难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已有数以

百计的审计师仅仅因为无法接受他们所看到的

事实而向其雇主辞职。”

政
客

记
者

公
务
员

银
行
家

律
师

会
计
师

建
筑
师

教
授

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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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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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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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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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企业
我们分三个方面，来看待联合利华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的未来目标及
增长引擎。我们首先同首席财务官 Jean–Marc Huët进行了交谈。

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并不冲突，两者之

间没有内在的矛盾。事实上，以我

们的经验来看，可持续发展可以推

动增长。联合利华，这个食品和洗

涤用品巨头，正是秉承着上述理念，在 2010年

实施了它的可持续生活计划，这是一个以可持

续增长为目标的十年计划。

该计划目标宏大，意图将联合利华的产品

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一半。而且该目标的大背景

是，公司力图将业务量扩大一倍，营业额达到

465亿美元。联合利华目前是全世界第 57大

公司。该计划还关注许多社会问题，如营养、健

康、卫生和浪费等。

联合利华有 400多种畅销的居家产品品

“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包装，设立更多可持续发展式的工厂，提高物流
的效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降低成本基数的方法。”

牌，如食品、饮料、肥皂、洗发香波、洗涤用品

等。考虑到这些产品的性质，我们不难看出其

公司战略背后的营销意图。但是，可持续发展

和增长之间在财务上的联系没有那么明显。那

么，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Jean–Marc Huët对此

又会作何评论呢？

就此他发表了许多看法。有人说，可持续

发展并不是联合利华商业模式的核心所在。他

首先迅速地否定了这些说法。

他指出：“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副产品，

绝对不是。我们不能对公众说，这是我们的年

报。另外，我们顺便也履行了一下我们的企业

和社会责任。”他表示，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推

动增长，而且是推动可盈利的增长。

另外，Huët相信，联合利华由 5500多人

组成的财务团队，就是要推动企业的增长和可

持续发展。财务能够将产品分类，区域，职能部

门和外包串联起来。他说，我不想用“强大”这

个词，但财务的确是企业整体不可或缺的一个

职能，它推动着企业的发展变化。他还表示，联

合利华的财务人员能够很好地领会可持续发展

的含义和企业的总体目标。

那么，在现实中情况如何呢？ Huët拿

出了一篇标题为“可持续发展和节约杠杆”

（‘Sustainability and savings leverage’）的

分析报告，来信心满怀地描述他的“良性增长

循环”。

他首先谈到了可持续发展驱动的产品增

长。这可以是产品创新，比如 Pureit净水器，

该款产品能够给供水困难地区的家庭提供“同

开水一样安全”的饮用水，而且无需用电。联合

利华表示，该产品给 3500万人提供了安全的

饮用水。产品增长也可以是为现有产品开拓新

的更大的市场。联合利华正在为其 Lifebuoy香

皂（于 1895年首次上市）举行一场“洗手”推

广运动，旨在减少腹泻和肺炎的发生。

顾客想要什么？
Huët表示，通过同客户联合采取行动，比

如同乐购（Tesco）联合举办一项名为“更好生

活从家开始”的活动，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开

发出新的市场。他指出，零售商而不是消费者，

才是公司的直接客户。他说，像乐购、沃尔玛

及其他零售商，都相信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也是其客户关心的东西，所以联合利华与他们

携手合作。

然后他谈到了成本节约。他表示：“我们的

目标是减少包装，设立更多可持续发展式的工

厂，提高物流的效率。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看

得见的降低成本基数的方法。”

最后一点是风险管理。他说：“这主要是关

于我们的声誉、我们的采购能力以及如何避免

资产陷入困境等等。”

所以，通过降低风险、将节约的成本投入

到研发当中，再加上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创新方

式，整个循环过程就完整了，然后我们就能够

获得可盈利的产品增长了。

最佳位置
Huët指出，这种战略能够帮助他确保联合

利华占领一个“连续性、可盈利性及竞争性增

长的最佳位置”。他说，财务人员能够在预算和

预测中做必要的协调与平衡。“这可能包括一些

短期看来比较昂贵，但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举措。”

财会专业人士还需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在

数据收集、确保公正性以及对关键绩效指标的

切实监督方面，财务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

是一项很巨大的工作。”

他表示，可持续发展能够激励人，因为他

们真心想在这个领域工作，并将可持续发展和

财务放在一块进行思考。让财务人员参与可持

续发展计划，这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难

事。

目前，联合利华分开发布年报和可持续发

展报告，但正在考虑是否未来将两者结合为一

份报告。目前，其四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关键

绩效指标已经经过审计，Huët表示这项工作十

分耗时。公司还计划对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

标进行更多的审计。他表示，综合报告是件好

事。“但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这不是能一蹴而

就的事。我们需要明白，谁是我们报告的读者。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体制能够围绕可持续发

展，实现关键绩效指标，且其质量必须同财务

报告的质量相当。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支持

将两者合并，而且也参与了一些这方面的努力

措施。”

Huët在从商业角度看待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并没有无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我们

目前的资源使用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越来越

不稳定的世界。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使之融入到业务当中，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你往前推算十年，如果你现在不采用可

持续的、负责任的商业发展模式，那时你可能

就出局了。离开了可持续发展，肯定是行不通

的。”

Chris Quick，《财会前沿》编辑

Jean–Marc Huët 是

荷兰人，出生在英

国，在瑞士长大，从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获 得 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他

在 2010年被任命为

联合利华的首席财务

官，他领导着公司由

5500多人组成的财

务团队。他还曾在高

盛的投资银行部工作，

屡获提拔，从分析师

到主管到总监，再在

意大利担任商务经理。

他还曾担任过婴儿食

品公司 Numico和百

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的首

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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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Wu
联合利华（越南）财务副总裁

越南是最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跨国公司，如联合利华）的国家之一。联合利华（越南）财务副总裁 Katherine Wu 

FCCA说：“这是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国家。百分之五十的人口都低于 25岁，人们的购买力增长迅速，这是联合利华的主要

市场之一。我们将致力于在这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改善越南人民的生活。”

越南的年轻人口不仅仅是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基础，它还代表了这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和年轻的职场白领，他们的存在，对

商业运作起到了优化的作用。Katherine说：“你看看我们公司的这些年轻员工，他们大部分都是刚毕业就成为了我们的管

理培训生；和我工作过的其他地方相比，他们的精力和工作干劲都相当旺盛。”

她还说：“从教育程度、英语水平和对外界的了解等方面来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曾是对外贸易大学

（位于胡志明市）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的顾问之一。许多年前，学生在谈论如何为社会做贡献时，他们表示要从事慈

善捐款；而现在的学生则是在策划如何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Connla Stokes，驻胡志明市记者

绿色雪球
笃信可持续发展的宏观逻辑，联合利华 (北亚 )财务副总裁 Tony Latham正努
力在微观层面上也实践可持续发展策略。

T
ony Latham表示 :“按照今天的资源

消耗速度和现有的资源量来看，在不

久的将来 , 对资源的需求将大大超过

供给。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环境意识特

别强的人 ,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 无可辩驳。”

Tony Latham绝不是什么典型的环保人

士 , 而是个彻头彻尾的财会专业人士。但是当

他做了联合利华 (北亚 )财务副总裁一年后 , 

就积极投身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当中。而

可持续发展正在不断改变着这个庞大的跨国公

司。

相比大部分其他的跨国公司 , 联合利华在

发展中和新兴国家有着更多的身影 , 其销售额

的 55%都来自这些国家。

然而 ,在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追求更

高生活质量的同时 , 也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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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的威胁。他们也想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

服务 ,更舒适的生活 , 更多的现代生活便利。而

且他们越来越具备这个支付能力了。但是 , 问

题就在于 : 在这些国家 ,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

源来支撑每个人都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进行

消费。

Latham指出 :“从宏观角度来看 ,当今世

界的生活方式 , 很显然不是可持续的。”

联合利华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使得公司在

产品创新营销策略方面 ,十分与众不同。公司

在过去的几年里 ,加强了可持续发展的倡导力

度 ,同时强调可持续发展是公司的一贯策略 ,

而并非新概念。

Latham表示 , 从 Lever Bros公司 (联合

利华的前身 )在十九世纪末推出第一款带包装

的肥皂开始 , 可持续发展就一直是联合利华的

核心理念。如今的这项新计划为公司可持续发

展战略创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联合利华将可

持续生活计划作为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 , 这说

明了公司的目标所在。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实践

这一计划 , 这给我这样一个公司新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个新概念 , 很多

公司都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 

融入亚洲
一年前 , Tony Latham还在达能工作 , 达

能的领先地位主要体现在欧洲市场。由于曾在

印尼、泰国、澳大利亚为多个跨国公司效力，他

有着“重返亚洲的强烈欲望”。因此，他回到了

亚洲。目前，他在上海工作，负责范围极其多

样化，包括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和日

本。

Tony Latham是一名

专业会计师 , 于 1997

年加入澳大利亚的

SC Johnson公司。在

2003到 2006年，担

任该公司在印尼雅加

达的财务总监。然后

他又转投到了达能集

团的Numico分公司 ,

出任泰国的区域财务

总监。在 2008年 , 他

又在阿姆斯特丹出任

达能集团全球营养医

疗部的财务副总裁。

之后 ,他没有在欧洲

继续他的职业发展 , 

而是转向了亚洲。在

2011年 11月 ,他担

任了总部设在上海的

联合利华 (北亚 )财

务副总裁。

“在你承认难度很大的那一刻，在你制定失败应急计
划的那一刻，也就注定了你不能成功。”

联合利华在亚洲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仅

在中国，联合利华就为 24000人提供了不同层

次的工作机会。Tony Latham手下有 130人

左右的财务团队，负责这个区域的财务工作。

由于其职位的战略意义，他很清楚在可持续产

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可信的案例
“从宏观上来看，联合利华可持续生活计划

在商业运作上意义充分，是可信的、可行的、也

是越来越必要的、也是大势所趋。”他还说，“从

国家的层面来看也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原因很

多：政府通过了相关立法，客户也表示需要，且

可持续发展能让我们进入更多的市场，等等。

Latham表示，挑战来自于下一层。当一个

财务总监为一个产品（比如护发产品）的推出

构建商业案例的时候，这时挑战就出现了。至

于他 /她该如何构建可持续商业案例、如何在

具体的市场推出具体的产品，这是下一步的事

情。我们正努力研究的是，什么才是现在就做

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

他说：“这就像一个雪球从山上滚下来，一

路上带动公司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在你承认难

度很大的那一刻，在你制定失败应急计划的那

一刻，也就注定了你不能成功。在可持续发展

问题解决方案的寻求过程中，联合利华想站在

最前沿，而对于我一个新人来说，这是非常振

奋人心的。”

Alfred Romann,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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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面临的挑战
本文将为您报道亚欧首席财务官峰会的详情，但首先我们来看看 ACCA/IMA企
业会计师全球论坛主席 Richard Moat是如何展望未来的。

当
游戏规则发生改变时，人们必须做

出相应调整。有些人会积极面对

机遇和挑战，有些则不会。但是当

改变的不仅仅是游戏规则，还包括

游戏本身，就需要有真正的天赋和才能，方能

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目前全球的首席财务官所面临的局

面。在目前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成本压力和

商业挑战（更不必说越发严格的监管环境）的

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如今的首席财务官已

经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目前本就千头万绪的工作

将来会变得更复杂。

在将来的财会职场上，传统的技能仅是张

入场券而已。在将来要想获得成功，首席财务

官必须要调整自身能力，来适应这场充满更多

不确定性和活力的全球游戏。他们还必须要协

调平衡许多新的、相互冲突的工作任务，对突

发事件能够快速做出反应。

那么这场游戏将会如何改变呢？ IMA（美

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和 ACCA联合发布了报告

《CFO角色的转变》，提出构成财务职能首要职

责的九个关键议题。

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

见的就是监管。在合规方

面，首席财务官所牵扯的

个人利害关系越来越突出、

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也有机会左

右将来的发展趋势。他们也许可以通过实施一

些业务流程以避免更多的监管需要，从而缓解

不断增加的监管压力。

其次是全球化。要想支持企业向新市场扩

张，将来的首席财务官必须要能适应各种不同

的规则和规定。必须将战术因素同良好的文化

及跨国工作关系有效地结合起来。

技术是下一个改变游戏的重要因素。

庞大而复杂的数据 —“大数据”— 对于

分析洞察力而言，既是巨大挑战，又是重

大机遇。首席财务官必须身处这场数据革命的

中心；这意味着花更少的时间来记录和核实数

据，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数据关联和数据解释

上。

接下来是风险管理。这是当代首席财务

Richard Moat FCCA

是 Eircom Group 的

首席财务官。他还

曾 担 任 Everything 

Everywhere的首席财

务官及代理首席执行

官，T–Mobile英国的执

行董事，以及 Orange

的财务总监。

从左到右：ACCA 企

业 事 务 主 管 里 昂

（Jamie Lyon FCCA），

在 ACCA首席财务官

亚洲峰会上，与新鸿

基地产的执行董事兼

首席财务官 Patrick 

Chan FCCA，新加坡

丽晶酒店的财务总监

James Lee FCCA，东

方海外（国际）的集团

财务总监 Paul Mok 

FCCA，以及汉高的

亚太区副总裁Marco 

Swoboda讨论风险管

理。

官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完全回避风险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董事会、外部投资者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都指望首席财务官能够不断提高企业商

业战略的财务可靠性。

转型是这场游戏改变的另一个方面。如今

对财务而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支

持企业业务发展，已是势在必行。这就意味着

首席财务官需要确保财务职能成为变革的催化

剂。在将来重构的财务世界当中，服务外包和

共享服务将变得十分重要。

将来，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将需要花费

更多时间。首席财务官将成为企业品牌的“脸

面”。事实上，现在他们就已经在投资者面前扮

演这种角色了，但将来他们将要面对更广泛的

利益相关者 — 如银行、税务部门、外部审计者

和媒体等。

将来的首席财务官在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

施方面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将企

业的战略同其财务和风险流

程更紧密的关联起来。

企业的报告方式也将从

传统的报告扩展到“三重底

线”方式。在财务报告之外，还

必须加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内

容 — 这种做法，在今天就已经

颇费平衡和协调，更不必说将来了。

这些变化的实现，都需要有高效的人

才和能力管理。如何在合适的时间，找

到具有合适才能的合适人选，变得越来越

有难度了。

对将来的首席财务官而言，他们必须要

有能力在对游戏还会出现哪些重大变化进行

预测的同时，能够平衡规则变化所带来的种种

机遇。

ACCA和 IMA的报告《CFO角色的转变》综

合呈现了 2012年下半年在上海、纽约、莫

斯科以及苏黎世举办的 CFO圆桌会议的讨

论成果。阅读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Jeffrey C Thomson
IM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今天的首席财务官及其团队，他们的职责已经不仅仅是成本管理及控制、维持企业良知这些

传统项目了，而是需要发挥更大价值。其传统的职责本已很具挑战性，但今天的首席财务官还必须

参与更多协作，充当关键业务流程的中枢，成为促进变革（包括商业转型）的催化剂，成为可靠的

业务咨询顾问，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

IMA总部设在美国，与 ACCA合作发布全球经济形势季度调查报告，详情请访问：

ww.accaglobal.com/access

亚洲财务转型的艺术

A
CCA行政总裁白容（Helen Brand）

在首届 ACCA首席财务官亚洲峰会

上表示，当代的首席财务官已经成

为了“真正的品牌守护者、高级业务

伙伴，将财务的职能触角延伸到了整个组织。”

与会者就亚洲的财务领导者所面临的重大

问题进行了一天的热烈讨论，而她的评论为当

天的讨论定下了基调。讨论内容包含了服务外

包的新方式、人才管理、风险管理、公司治理、

以及如何进行业务流程重组再造，以确保企业

的财务职能与不断变化的商业需求与时俱进。

IBM软件集团新兴市场部首席财务官

Scott Goodwin在他关于通过商业分析促进财

务转型的演讲当中表示，尽管以前在一个组织

中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整合为数不多，但随着

分析驱动型工具、流程和组织的出现，这种情

况开始改变了。“分析论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新兴的趋势。它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

帮助企业进行转型、增加商业洞察力以及不断

优化。”

埃森哲的执行合伙人 Robert Bergström

在他关于商业和财务分析的演讲中表示，商业

战略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开发各种分析

能力，根据价值创造的要求，对这些能力进行

重要性排序。”但是，他警告说，上述做法的实

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要考虑技术因素，

还要考虑心态、组织复杂程度、商业文化和活

跃性等因素。

德勤（中国）咨询主管合伙人施能自 FCCA

在转型价值研讨会上表示，企业的规模是另一

个因素。他还指出，规模不大的组织在做决策

时，也许仅用 Excel数据表就足够了，但是大

公司需要用到专业的分析程序来进行财务、风

险及客户数据的建模，以及情景规划和强化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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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CCA首席财

务官亚洲峰会的更

多视频，请访问：

www.accaglobal. 

com/virtual

视频片段

白容：“在座的每一位

几乎都要面对这样的

挑战，那就是如何让财

务职能适应企业不断

变化的需求并且预测

未来的需求变化。”

上图：波兰前财政部长

Leszek Balcerowicz

表示，援助的作用，最

多只是赢得一些时间

而已。

下图：汇丰银行的

James Cundy（ 左），

和 德 意 志 银 行 的

Miklos Kormos 在首

席财务官欧洲峰会上

发言。

波兰市场经济总设计师抨击援助行为同施能自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前戴姆勒

（东亚）首席财务官、新加坡首席财务官协会顾

问委员会现任委员 Holger Lindner，他指出了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合规的重要性。他说：“作

为首席财务官，我们必须看到整个价值方程式

的全貌，即盈利减去成本。”简言之，他表示，

只顾降低成本，不顾效果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

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业务流程外包 (BPO)

和 /或通过共享服务中心（SSCs）进行服务

“内包”。施能自和 Holger Lindner都认为，依

赖劳动力套利来降低成本，已经不再是 BPO或

SSCs的主要驱动因素了。Holger Lindner说：

“标准化才是主要驱动因素，也是实施分析、降

低复杂度、提高效率、增强有效性的一个基础 

— 让我们做起事情来更快、更好、更少出错。”

人才为王
几乎在所有的研讨会和发言当中，都提到

了人才在转型当中的重要性。施能自表示，亚

洲的人才储备，在专业会计资质方面，还明显

不足 — 至于辅助首席财务官所需的技能和专

业知识，就更不足了。

Holger Lindner指出：“从满足财务职能

需要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只把眼光盯住最好

的人才。我们还必须寻找合适的人。”

ACCA亚太区政策主管周俊伟在其关于财

务领导力的发言中表示，首席财务官的职责繁

多，需要多样化的技能。“一个首席财务官不能

仅是个专家；他 /她还必须要有根据情况转变

自如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首席财务官还必须能够帮助

企业应对由经济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更不必

说人口增长、全球变暖、汇率波动等因素所带

来的风险，以及企业管理的内在风险。新加坡

丽晶酒店的财务总监 James Lee FCCA表示：

“在所有的企业管理层中，会计和财务总监是最

不愿意冒险的。”这是由他们所接受的训练、职

业标准和职业道德（会计工作的基石所在）所

决定的。

汉高亚太区副总裁兼汉高消费品及粘合剂

公司首席财务官Marco Swoboda在研讨会上

发言时表示：“财务职能通过很多别的工具来推

动风险管理，会计概念中的预提准备金便是其

一。”

新鸿基地产的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 

Patrick Chan FCCA补充说道：“我们有如此

多的政策、程序、理论、工具和技能来帮助我们

做好风险管理工作，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

最高层和董事会必须制定职业道德基调。

东方海外（国际）集团财务总监 Paul Mok 

FCCA指出：“首席财务官职责之一是充当催化

剂。他必须要负责在组织内营造一种关心财务

控制的氛围。”

黑石亚洲（日本除外）公司治理主管

Clarence Yang在座谈会上讨论公司治理时表

示：“不管我们做什么，风险控制都是核心所

在。”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十五年后的今天，公司

治理问题仍在这个区域内不断演变。研讨会发

言 人 Hin Yan Consultants 总 裁 Kevin Lau 

FCCA及 Robeco 亚洲投资中心执行副总裁兼

首席投资官 Arnout van Rijn都认为，不能把

公司治理工作当作是做练习题一样，随便勾选

几个选项了事。Kevin Lau指出，公司“如若未

能做好公司治理工作，投资者可以对其做出惩

罚”。

Raffles Campus执行主席及 ACCA财会

前沿学院主席 Ng Boon Yew在其关于未来 10

到 15年的发言中表示，随着公众和投资者寻求

更多企业责任方面的证据，“必须在将来的企业

作为波兰财长，Leszek Balcerowicz曾是

波兰市场经济转型的设计师。他在 2012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的首席财务官欧洲峰会上向与会

代表表示，他反对对危机受害国进行援助，因

为这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充其量只是赢得一

些时间而已。

他表示，要解决核心问题，就必须加强财

政及进行改革，包括去除那些导致危机的政策。

只有财政清廉（尽管会带来短期痛苦，如波罗

的海国家所承受的），而不是那些不情愿的紧缩

措施（如欧盟南部国家所采取的），才能带来可

靠的经济复苏。Leszek Balcerowicz还反对美

国和英国所采取的加大货币发行量及公共债务

货币化的措施。他认为这些做法只会阻碍改革

进程以及经济的重构，并且导致资产泡沫的产

生。

他认为错误的政府政策，从政治化的信贷

分配，无视资产价格发展的扩张性财政及货币

政策，到对抵押贷款进行补贴，放任已经很庞

大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光景好的年份靠各

种低风险的费用收入获利，在不好的年份则向

政策制定者施压，靠政府援助吃饭）继续膨胀

等等，这些才是金融和财政危机的根源所在。

一旦这种靠泡沫支撑的财政税收随着泡沫的破

裂而崩塌，财政危机就会随之而来。

融资
专家组成员在活动中一致认为，在 2013

年，除了大公司之外，其他企业任何形式的资

本融资（银行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或私募股

权）都仍将具有难度，因为只有大公司有能力

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而此举能对银行给企

业的贷款利率产生向下的压力。

德意志银行伦敦的董事 Miklos Kormos

指出，自 2008年以来，虽然波兰对于银行家仍

然具有吸引力，但是西方国家的银行已从中欧

和东欧国家撤回 600亿欧元的资金。汇丰银行

公司资本筹措团队联席主管 James Cundy表

示，汇丰银行更喜欢经营国际业务的公司，对

那些依赖于消费者或政府支出的公司持谨慎态

度。

在说服银行放贷或寻找投资者购买其股票

或债券方面，中小型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信

任是关键：融资取决于出借方和投资者对公司

的战略抱有信心。现在能满足私募股权基金投

资标准的公司更少了，说服大型机构进行共同

出资，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成本。

在 2011年及 2012年前三季度，在华沙

报告制度当中加入诸如公平公正等概念”。他的

发言重点反映了 ACCA最近的报告《驱动全球

财会行业变革的 100个因素》的研究发现。

在 峰 会 闭 幕 时，ACCA（ 香 港）主 席 

William Mak FCCA指出，当代的首席财务官

要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努力提高企业的

总收入和净利润。他说：“当今的发展现状，对

于财务领导和他们领导的财务部门来说，既带

来了艰巨的挑战，又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其结

果是财务职能已置于企业的中央舞台。”

证券交易所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虽然金

额不是最大，但数量是最多的，IPO的数量分别

为 38和 12。华沙证券交易所还在逐步发展企

业债券市场：2009年在该所交易的债券的票

面总价值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而现在

已达到 6％。该所还鼓励成立一个波兰的评级

机构，可能在 2013年开始运作。

在 2013年，除了大公司之外，
其他企业任何形式的资本融资（银行贷款、发
行股票或债券或私募股权）都仍将具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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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挑战
在人才管理方面，财务职能没有善加利用共享服务，这导致了相应的人才缺乏，
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Jamie Lyon）指出。

在
共享服务的环境下，人才管理是财

务的致命弱点吗？尽管共享服务

有许多优点，但共享服务也会对业

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干扰了流程和

汇报程序。 

可以说，最大的、最被忽视的干扰就在于

人员方面。新的环境和旧的环境大不相同，因

为旧的环境是垂直整合的模式，有着统一的文

化和简单明了的职业发展路径。

在新环境下，面对面的关系变得虚拟化，

财务职能和财会专业人士被分散在不同的地

域、时区和事业部。职业发展路径变得更复杂、

更不透明，具有多个潜在的路径，更难获得晋

升所必须的经验积累、辅导和组织工作经验。

ACCA最近对 1200家组织做了研究，其

中三分之一的组织年收入超过 30亿美元，该研

究表明，在这一重要方面，企业需要大幅提升。

虽然大家都认同人才管理的重要性，但是超过

三分之二的组织认为它们自己的人才管理项目

不存在，或不是很有效。不仅如此，超过三分之

二的组织认为，共享服务和仍保留在企业的财

务部门作为完整的财务职能，其中的人才管理

存在不一致性。

其后果可能导致严重的凝聚力缺失和目标

错位。财务职能可能会被分割成孤岛，每个孤

岛都拥有自己的文化，无法实现孤岛之间的人

才库共享和人才流动。这会带来巨大的成本：

它会影响组织吸引和留住员工的能力，从长远

来看，会损害组织发展和培养员工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需要“本地全球

化”式的人才管理，让专业人士在整个财务职

能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此外，这样做还具有更大、更具战略意义

的好处。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经验和知识，财

务职能如何能培养出真正全球性的领导者？随

着首席财务官角色的演变，未来首席财务官的

财务职业生涯不仅可以从企业财务部门开始，

也会从共享服务环境起步。

因此，重要的是在整个财务职能中建立支

持框架，帮助员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使他

们能够走上财务职能的领导岗位。

但是，希望还是有的。我们的研究表明，

很多组织已经认识到，有效的人才管理对企业

来说势在必行。短期来说，组织可以提高员工

的敬业度和人员的稳定，长期来说，它有助于

将财务职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内部文化、

拥有经验丰富领导者的部门，以应对未来的挑

战。

阅读《共享服务环境下的人才管理 : 2012》

调查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transformation

里昂是 ACCA企业事

务主管，他负责 ACCA

关于财务转型的研究

与洞察项目。

Ginnie Carlier是安永

欧洲、中东、印度、和

非洲区域的鉴证业务

部人力资源主管，常

驻迪拜。Sally Fisher
德勤财务转型合伙人

ACCA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即在全球财务职能范围

中，统一地实施成功的人才管理是很难的，但这却是财务团队的需求。在

这方面的成功能带来显著的商业利益：减少员工流失，提高企业的知识和

洞察力，财务职能更积极主动地推动和保护企业价值，共享服务和保留职

能之间更有效的伙伴关系。最重要的能力发展解决方案是那些依赖于本

地参与的方案，如辅导、指导和分派有挑战性的任务等，而这些所需的投

资往往也最少。

拥抱多样性
在安永迪拜的多样性活动召集人 Ginnie Carlier看来，业务的多样性需要员工
的多样性来支撑。

G
innie Carlier也许是安永迪拜办事

处唯一的女性合伙人，但她表示作

为在中东工作的女性，她从未感觉

受排斥。确实如此，她笑着回想起

自己唯一一次感到受歧视的经历，那是在美国

的一次安永公司活动。当时，她因为身为女性

而不能参加在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商务宴

会。

2008年，Carlier作为鉴证业务合伙人调

到阿联酋的阿卜杜拉。她的专业领域是技术行

业，但她的新客户涵盖了各个行业 — 创业公

司、公共事业公司、主权财富基金等等 — 唯独

没有技术行业。在新岗位上，她不仅接触到新

行业，也学习了在中东工作的方法和作为职业

女性在这个区域生活的注意事项。

“你不能照搬在发达市场工作的思维和做

法，然后期待着能够获得成功，”她说，“你绝对

需要从企业家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并保持思维

的灵活度和敏捷性。”

她承认，在阿联酋这样一个移民人数高达

88.7%的国家，文化的多样性曾使她感到震

惊。Carlier表示“在多样化环境中工作、并适

应不同文化”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虽然美

国被称为是最初的文化大熔炉，但是和中东区

域相比，安永美国员工的文化差异度不值一提。

比如，在克利夫兰和圣荷西时，她的审计团队

的员工都有同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多样性是创新之母
但是她坚持表示，员工多样化带来的收益

远远大于挑战。她说，多样性很重要，因为“创

新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我们置身于新的环境。如果缺乏多样性的、不

同的思路，决策者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

你一样，企业就会错失机会”。确实如此，她说

人们必须受到她称为“多文化能力”的教育。所

谓“多文化能力”即是理解、欣赏、并尊重工作

场合中的不同文化。

当被问到作为一名女性，在中东工作有什

么挑战时，Carlier犹豫着回答，她觉得自己有

责任成为公司其他女性的榜样，因为和世界其

他区域相比，中东区域和她同级的女性要少得

多。

她为安永中东和北非区域的女性和男性员

工都争取了产假权利，但是她也表示，虽然安

永积极雇佣女性，但还是很难长期留住女性员

工。这要归咎于女性员工在个人生活中的压力，

因此安永女性员工的流失率比男性员工要高。

但是在 Carlier看来，多样化的优点显而易

见：“如果一个企业想要全球发展、想要创新、

想要成长、想要成功，它必须拥抱多样性。”

Naafia Matto，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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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成就未来
斯里兰卡正在致力于成为会计 BPO中心。我们就此采访了该国最大的外包组织
Slasscom的总裁 Sujiva Dewaraja。

问： 在您看来，过去的四年有哪些重大的趋

势？

答： 业务流程外包（BPO）在不断发展。外包

服务传统上主要集中于 IT，现在已涵盖了

会计、法务、工程和架构外包。我们希望

能扩展知识和技能领域的业务，因为该领

域存在巨大的商机。但是想要达成我们的

愿望，将斯里兰卡变成会计业务外包的首

选，还需要很多努力。

问： 为什么选择会计服务行业？

答： 因为斯里兰卡拥有为数众多、多种多样的

专业会计师。在斯里兰卡，会计行业是一

个热门的职业，会计服务外包能够给年轻

人提供他们想要的创新性职业通道。他们

不再只为本地公司供职，还可以向世界各

地提供可靠的服务。IT和软件外包已经发

展多年，我们都有相关经验。而会计服务

外包则具有更多潜能，未来发展空间大。

问： 有哪些主要的挑战因素？

答： 目前斯里兰卡作为专业服务供应方的地位

还没有得到全球认可，这带来了营销和品

牌宣传方面的挑战。直至 2009年，我们

一直都受到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性和安全

性带来了挑战。现在的斯里兰卡是一个和

平而充满活力的国家，我们需要让世界知

道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一些进展，但是前

路漫漫，我们仍需努力。

问： 需要哪些技能？

答： 如果要显著扩大市场份额，我们需要更多

有 BPO和共享服务相关技能和态度的专

业会计师。这个行业要求员工上夜班，但

是斯里兰卡的白领却不习惯上夜班。他们

必须适应各种截然不同的客户。会计系统

和报告机制可能也不同。会计师们必须能

够灵活地工作、沟通和应用技能与知识。

问： 斯里兰卡的会计专业能力能够支撑

Slasscom的抱负吗？

答： 完全可以！主要的专业团体都在积极地投

入，以强化业务能力。整个行业都很清楚

这个行业尚未开发的潜能，以及这种潜能

对于公司发展的意义、能为学生和企业员

工带来的机会。

问： 这个行业能给斯里兰卡的财会专业人士带

来什么机会？

答： 非常多。目前斯里兰卡的跨国企业寥寥无

几，所以大部分的专业会计师都只能在本

地发展。外包企业使斯里兰卡的年轻会计

师有机会按照国际标准和实践来工作。与

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建立关系、

学习他们经验和实践，这样的互动正在改

变斯里兰卡人对于财会专业人士的认识，

他们从后台逐渐走向了一线。

问： 会计师们是否已经接纳了这个机会？

答： 是的，但他们还需要提高自身的营销能力。

你必须推销自己的技能，因为只有通过互

动，客户才能对服务供应者建立信心。

问： 在这个行业，会计师有什么职业通道？

答： 他们可以在行业内谋求发展，从初级员工

或分析师做起，成为团队负责人，再发展

成为企业领导。改行去其他行业的也不少

见，但是在外包行业积累的经验依然非常

有价值。这样的经验可以拓展人的视野，

帮助会计师成为企业领袖。

问： Slasscom的 10年愿景是什么？

答： 使斯里兰卡成为首选的会计服务供应地，

大家想到外包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斯里兰

卡！

采访人：萨贾德博士（Afra Sajjad）, ACCA中

东、北非和南亚地区教育主管

在伦敦获得专业会计

师资格之后，Sujiva 

Dewaraja 先 后 从 事

私营企业的公司战略

和综合管理，以及公

共部门的管理信息

系统工作。他目前是

Slasscom的总裁，同

时担任 John Keells集

团的执行副总裁和 IT

部门负责人。

Slasscom（斯里兰卡

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

是知识服务出口商的

代表，致力于使斯里

兰卡成为全球外包输

出地。

通往繁荣的桥梁：斯

里兰卡认为会计服务

外包比 IT和软件服务

外包更具发展潜力。

在 2011建筑展上，班

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

厦的大厅中陈列着一

座微型的跨河之桥。

Kemal de Soysa博士
Amba Research Lanka公司斯里兰卡代表处负责人

“南亚地区的技能型人才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英语水平较好。因此，

南亚是会计服务外包的理想区域。储备人才相当一部分持有国际认可的证书，如 ACCA，因此外国

公司可以放心地将财务和分析业务外包给斯里兰卡。这个行业为专业会计人才提供了工作挣钱的

机会，从中获得的技能也使他们能够在本地或者国外找到更好的工作。由于进口要求较少、技能要

求高，这一行业给本地经济带来的几乎是 100%的增加价值。”

Jehan Perinpanayagam FCCA
斯里兰卡 Infomate CEO

“得益于人才技能和劳动力套利，南亚的共享服务和外包服务得到了快速发展。斯里兰卡会计

专业发展历史较长，斯里兰卡企业也应用了全球最佳实践。我们拥有经验、技术专家、会计人才、

IT基础设施和稳定的环境，有能力在财会业务外包行业大展拳脚。我自己的公司已经在这个市场

经营七年以上，现在为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处理会计业务，同时为 John Keells集团提

供共享服务。如果我们的策略正确，这个行业将给斯里兰卡经济带来革命性转变，并创造就业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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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国朔州市的

供电靠三个火力发电

厂，每年排放三百万

吨粉煤灰，是个巨大

的污染源。

右图：中国工人在中

国西北的哈密市焊接

风力发电机塔架。

Anne Cope land，

ACCA可持续发展全

球论坛成员，独立顾

问，在环境和社会尽

职调查、可持续战略

的制定、实施、培训、

汇报以及利益相关方

参与领域有 20多年

的工作经验。

Copeland为香港、加

拿大、国际金融公司

的咨询公司提供服务，

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利益相关方理事会、

香港的一些商业组织

和政府组织的成员。

她同时任教于香港大

学。 

中国面临的绿色挑战
中国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但中国当下正在采取行动“绿化”经济，ACCA
全球论坛成员 Anne Copeland这样表示。

经
过长达三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

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还将继续

快速发展。比如，到 2015年中国

将拥有 230个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 4.5亿人

次。

中国的人口（有望在 2030年前后触顶，达

15亿）和经济增长对能源、水资源和环境造成

了巨大的压力。根据世界银行 2012年发布的

报告，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和自然资源的

损耗占中国国民收入总值的 9%。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仍远低

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并且不接受西方耗能大

国的指摘。不过，正如 ACCA近日委托发布的

一份名为《绿色经济：对中国企业的鞭策与引

导》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切实努力，通过一

系列的政策调整来遏制碳排放。从十一五计划

（2006至 2010年）开始的相关行动仍在继

续。

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对节能减排和落实节水

政策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旨在将目前依赖于

化石燃料的“褐色”经济转变为“绿色”经济。

鉴于褐色经济的工作机会预计将逐渐接近顶峰

然后开始减少，中国政府同样希望在经济转型

过程中创造绿色经济的工作机会。

碳减排的挑战
在 2011至 2020年间，中国对新能源相

关产业的投资总额将达到 7,700亿美元左右，

其中对风能的投资达2,310亿美元。不仅如此，

中国还将继续开发所有形式的能源，如煤能源、

水力能源、核能、生物能、太阳能和风能等，以

满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和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

中国在实施减排过程中的能源供应是个难

题。中国碳排放的 80%仍来自燃煤，鉴于中国

的煤炭储量可观，煤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主

要的能源。中国也在计划开发页岩气和煤层气

等新化石燃料。同时，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也

在进口越来越多的化石燃料及其他自然资源。

辅助政策
伴随中国减排行动的辅助政策包括：用高

效的燃煤电厂取代小型、低效的旧厂，扩大能

源网络覆盖面，将能效和碳减排目标下放到各

行业和各省，试行排放交易、改革能源市场和

价格。煤炭产量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受到限制。

同时，政府也出台了试图鼓励“绿色交通”的政

策，例如，发展综合动力和电动交通工具和建

造铁路网络。

除能源需求外，对水的需求也是中国的一

大难题。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

7%，而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

之一。工业、农业和城市清洁饮用水的匮乏已

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加强水资源管

理已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首要政策之一，并

设定了具体的相关目标及财政拨款。

中国政府正在促使企业，尤其是其控制下

的国有企业，改进可持续发展措施。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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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定调子、定方向，同时也为政策的监管和

执行奠定了基础。过去十年，政府措施的成效

包括：

* 将与污染相关的成本核算纳入会计准则中；

* 实现“点名批评”违反环境法规企业的可能；

* 修订法律，强调企业的社会和道德责任并追

究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

* 迫使寻求上市的企业改善其环保业绩；

* 实施绿色采购政策；

* 发展绿色贷款、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

险计划；以及

* 与国内证券交易所合作，鞭策国企发布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政府引导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同时，购买中

国制造产品的跨国采购商也在提高对环保措施

的关注并努力使他们的供应链“变绿”。这方面

的行动主要有：减少能源、水资源和自然资源的

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清洁能源的使

中国房地产业的蓬勃

发展和自然灾害导致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

为增加农业用地，屋

顶种植在中国渐渐时

兴。

用、减少污染和浪费以及合理处置废弃物。国

际知名企业也开始注意员工低薪和工作条件恶

劣的问题对其声誉的影响。

因此，多重压力在促使中国现有经济向更

绿、更可持续的经济转型。虽然从多方面为变

革作了准备，但实施转型所需的变革仍是个巨

大的挑战。会计行业在协助中国企业适应运营

和立法环境的变化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向各自的中国客户提供

了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服务，为非财务报告

提供鉴证服务并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纳入企

业估值中。

由 Christine Loh 执笔的《绿色经济：对

中 国 企 业 的 鞭 策 与 引 导》（The green 

economy: pushes and pulls on corporate 

China）一文可从 www.accaglobal.com/

accountability获取。

Hannah Routh
香港普华永道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服务部总监

“中国的会计行业正在进步、培养技巧和增加服务项目以支持企业满足绿色经济的要求并把握

随之而来的机会。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基于传统的审计与鉴证需求进入中国的。如今虽然中国企

业仍然存在被动的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是强调守法合规，会计师事务所却看到了可持续数据鉴

证方面可能带来的利润增长。会计师可以帮助客户提高可持续发展成熟度，达到可持续发展确实

成为整个企业价值驱动因素的境界。

“在尽职调查服务中，客户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比如企业运营中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可能造

成的影响和如何规避风险。与环境因素相关的历史旧帐对企业估值有着愈加重要的影响。

“税务顾问看得更远，考虑到有望引入一个全面的环境税收体制，可能将催生客户对减少应税

义务的咨询需求。”

1. 支持且尊重国际通行的人权标准。

2. 不与践踏人权者同流合污。

3. 支持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的权利。

4. 消除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5. 切实取缔童工。

6. 消除雇佣和职业歧视。

7. 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应对环境挑战。

8. 积极承担更大的环保责任。

9. 鼓励环保技术的发展和传播。

10. 反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包括敲诈和行贿受贿。

十项原则

安德杰 FCCA是 ACCA

特别项目总监。他是

英国会计协会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

休伊特是 ACCA可持

续发展顾问。他的职

责是支持 ACCA关于

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

报告及披露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议程。

签署契约推动环保
ACCA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 安德杰（Roger 
Adams）和休伊特（Gordon Hewitt）为我们展示这一事件给 ACCA及其他组织
带来的好处。

A
CCA于 2012年成为联合国全球契

约 (UNGC)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

是促进发展、实施和披露可持续的

和负责任的企业策略和实务。该宗

旨称得上是关乎企业的“战略举措”。这些企业

都承诺，它们的企业战略和运作，都将遵守在

人权、劳动、环境和反腐败领域普遍承认的 10

项原则。

目前，来自 130多个国家的、超过 8700

个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已经签署了“全球契

约”，使之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责任志愿计

划。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成员包括全球

领先的国际公司、服务提供商、合伙企业及专

业机构等，其中包括 ACCA的主要合作伙伴。

参加全球契约，说明 ACCA积极致力于维

护全球契约的核心价值，并长期支持商业的可

持续发展。此举也让 ACCA与许多领先的公司

和组织步调一致，并增加了与更多私营和公共

部门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

自成立以来，ACCA对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联合国贸易与

发展会议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可持续性股票交

易所计划，以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计

划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ACCA此次加入联

合国全球契约，是对这一传统的发扬。

作为承诺的一部分，ACCA将把全球契约

及其原则作为其商业策略、日常运作以及组织

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融入委员会和管理

层的决策过程当中。它必须通过合作、积极推

动更大的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并

积极向同行、合作伙伴及公众宣传倡导，以促

进“全球契约”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发展。

一个企业或组织为何要参与并承诺联合国

全球契约（UNGC）的目标呢？这要看该组织

是属于私有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不同领域动机

也不同。但有些动机是共同的，如建立同政府

及非政府机构更密切的关系、在企业责任方面

起到领导作用、显示改进公司治理的决心、更

好地向用户宣传使用可持续发展 /综合报告制

度，以及将联合国纳入自己的品牌因素当中等。

加入“全球契约”的好处还包括，促进组织的环

境、社会及治理策略的整合、优秀商业经验的

分享、将企业部门和分支机构同 UNGC在全球

的庞大网络相联、获得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利用 UNGC的管理工具和

资源。

目前“全球契约”已有将近 9000个成

员，该计划的执行董事 George Kell雄心勃勃，

想在 2020年将成员数量发展到 20000。但

2012年 6月举行的 UNGC企业可持续发展

论坛得出结论，“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可持

续发展还未能渗入到全世界大多数公司当中，

对于当前面临的迫切挑战，采取的应对措施缺

乏深度。”有鉴于此，要实现 George Kell的宏

伟目标，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去说服更多的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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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资本，来自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

统，以及自然资源，如化石燃料，

对于商业和社会来说，作用巨大。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可以带来

“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品和水资源的获得、

免受洪水和疾病等灾害的威胁、休闲环境资源、

以及维持地球生命存在条件的一系列功能，如

光合作用等。

这些好处对于社会和商业来说，具有巨大

价值。例如，保护森林、防止温室气体排放的价

值就高达 3.7万亿美元。在英国，缺乏蜜蜂授

粉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可高达 18亿英镑。

但是，ACCA和毕马威以及野生动植物保

护国际组织（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在

其最新的报告《自然资本真的这么重要吗？》中

指出，自然资本的这些好处很少被广大企业所

认识到。因为企业往往看重传统的财务指标，

以此来确定事物的重要性。因此，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很少出现在企业的年

报和账目当中。

现行做法
目前有些现行的报告标准，如适用于农业、

无形资产和减值评估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来衡

量自然资本。但是，在实践中，很多重要风险和

机遇是无法量化的，很难评估其价值，没有被

包括进来。

缺乏标准化的商业案例，对于 BES来说，

又是另一大障碍。同样缺乏的还有财会界和商

业界对 BES的认知度。尽管如此，事情开始出

现了转机。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那些领域当

中，有不少公司开始对 BES进行大量的细节报

告。此外，有些商业组织正在探索新的估值方

法；例如，矿业巨头力拓集团正在尝试在进行商

业决策的时候，对环境影响进行经济评估。

行动的号角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对企

业和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席财务官和财会

专业人士必须在开发新的估值、会计和报告方

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首席财务官必须

同专家一起，深刻理解他们的组织在多大程度

上依赖自然资本 —— 包括公司收入、成本和持

续经营状况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

自然资本。首席财务官还应该：

确保在风险和重要性评估时考虑自然资本

因素；和财会团队一道开发准确评估企业对自

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程度的技巧和能力；披露

对自然资本的重大影响或依赖程度，指导开发

可靠的披露和审计制度，以确保数据质量；教育

董事会其他成员认识 BES在重大管理和战略决

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考虑是否可以将自然资本

整合到财务会计当中，并与准则制定者探讨如

何改进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其他组织加强沟通，

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该组织试图开

发用来计量自然资本的工具；考虑如何将别的

公司的工具运用到自己的业务当中。

应该鼓励专业财会人士积极与专家进行

沟通，遵循并追踪新的指导原则，呼吁会计准

则制定者指导如何在年报、账目及可持续发展

报告当中处理自然资本问题。会计人员应该对

自然资本会计方法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同客户

一道尝试新的方法，并将经验与行业监管者分

享。

以上这些工作必须立即起步。BES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开始恶化。据估计，在截至 2050

年的 50年里，生态系统服务的累积损失将相

当于全球 GDP的 7%。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

BES损失的风险也将继续增加。

阅读报告《自然资本真的这么重要吗？》，

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accountability

抓住自然资本
ACCA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表示，目前对自然资本重
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但企业的报告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满足信息披露的
需要。

Vincent Neate
毕马威（英国）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主管

“企业将对自然环境影响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它们现在就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应对。这种

趋势目前已经十分明显了。2012年 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39

个金融机构的 CEO承诺将努力把自然资本因素融入其产品和服务当中。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企

业用经济价值来衡量自然资本，企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将在未来的 5到 10年内直接影响企业价

值、资产负债表及公司价值观。所以，现在就必须努力探寻如何评估和披露企业行为对自然资本的

影响，并将评估结果运用到将来的企业战略制定当中去。首席财务官和财会专业人士必须首当其

冲，承担起这项重任。”

Mark Rose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组织 CEO

“大自然对人类社会商业的支持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许多年来，人们却未能对这些取自环境的

种种资源 —— 如淡水、健康的土壤、稳定的气候、植物授粉等，确定一个应有的价值。我们这种无

偿获得这些资源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由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恶化，由其派生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也随之恶化。人类社会现在

越来越多地透支大自然资源的“本金”，而不是“利息”了。基本经济理论显示，这样是不可持续

的。能否获得自然资本对于企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自然资本在企业的风险分析和披露

方面的地位将不断凸显。如何才能让企业向投资者、政府及社会负责？合理的衡量指标及有效的

信息披露是关键所在。”

杰 克 逊（Rachel 

Jackson）是 ACCA可

持续发展项目主管。

她领导 ACCA关于环

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报告及披露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议程。她是

ACCA可持续发展全

球论坛的特派专家，并

代表 ACCA参加了全

球多个委员会和工作

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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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气候变化政策方面，澳大利亚有一

段有趣的历史。在 2007年政府变

更之前，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仅有的

两个没有认可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发达国家。这虽然使得澳大利亚

没有义务去大幅削减排放量，却带来了一段长

达 5年的政治斗争，以建立碳交易市场。过去

几年里，数次建立排放交易体系的努力都以失

败告终，这导致了政府及反对派均出现领导层

变更。尽管如此，澳大利亚还是依据联邦政府

的清洁能源法案设定了碳价格。这是一揽子的

综合立法，制定了一个排放交易体系以及相应

的税收变更，用来给某些合成燃气和燃料确定

一个相当的碳价格调整。

澳大利亚：领先者还是落后者？
安永合伙人Matthew Bell是怎样解读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及该国在国际气
候问题上的立场的呢？

那么，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所谓的碳

定价机制（CPM）对任何每年直接排放量超过

相当于 25千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的行为，

施加一定经济义务。该机制于 2012年 7月 1

日开始实施，责任相关方每排放一吨（碳单位）

二氧化碳当量都必须购买许可。头三年，按照

23澳元（每年按2.5%的实际涨幅递增）的“固

定”价格缴费。由于是固定价格，大众媒体把该

机制称作“碳税”，但是到 2015年，它将过渡

到灵活价格机制，更像是那种我们在欧洲看到

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排放交易系统。事实上，碳

定价机制最近宣布，将最早在 2018年同欧盟

建立双边交易体系，允许在双方互通有无的基

础上，进口欧盟碳排放配额 (EUAs)。伴随该声

Mat thew Be l l 是

ACCA可持续发展全

球论坛的成员，安永合

伙人，安永悉尼气候变

化和可持续发展负责

人，专门负责碳排放和

温室气体审计的市场

咨询。他还拥有科学

博士学位，并发表过相

关著作，还曾担任政府

部门气候与能源项目

办公室主任，负责英国

在欧洲排放交易系统

中的事宜。

上图：澳大利亚总理

吉拉德（Julia Gillard）

在堪培拉的一个记者

招待会上发言。澳大

利亚的碳税立法早在

2008年 11月就获参

议院通过。

左图：大堡礁 —— 澳

大利亚拥有一些世界

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

获益匪浅。

明的，还有政府的一项决议，决定取消灵活定

价时期的最低限价（最初拟定为 15澳元）。

除了实施这种“谁污染，谁付钱”的原则

外，还计划在农牧业和土地使用部门创造更多

碳单位。

因此，还郑重推出了碳农业计划，且首个

计划项目已在实施中了，该项目将允许农业部

门（无需承担任何 CPM直接义务的部门）通

过减少碳排放，来创造碳单位。在碳单位交易

之初，对固定价格设定了一个较小的折扣，即

22.5澳元每吨，尽管在将来的几年内，其流动

性不会太高。

CPM是一种综合的碳定价机制，与欧盟不

同，它对京都议定书规定的 6个类别的温室气

体都进行了定价，而这对欧盟来说，还是个长

期目标。尽管该机制规定，有些商业活动可视

为排放交易，可免费获得一些碳排放单位（防

止公司迁走，称作“碳泄漏”），但这比起欧盟早

期的免费碳排放分配来说，水平要低得多。

富庶之地
澳大利亚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

源，从中获益匪浅。澳大利亚是煤和其他矿产

品的出口大国。该国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预测，

每年都在增加。它因此拥有几家全球最大的资

源公司。但是，由于从经济回报角度上看不划

算、其丰富的可再生自然资源（如风力、潮汐、

太阳能和地热等）却一直未被开发。这种矛盾

的事实意味着对火力发电的严重依赖，也意味

着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低下，尽管制定了增加

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目标。

澳大利亚的碳排放市场是否能提供足够的

经济刺激，来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拭目以待。

是否能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保持制造业和

资源行业的竞争性呢？这同样难以预测。

广大企业已经开始制定各自的碳排放战

略了，包括在碳排放市场上维持多头或空头头

寸，寻找机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些最初的行为，显示了澳大利亚碳排放市场

有潜力推动澳大利亚将来的碳排放发生重大变

化。这些都是帮助澳大利亚实现到 2020年减

少 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 2000年水平为

基准）这一初步目标的最初步骤。有人表示，由

于商业成本增加，而又得不到相应的环境收益，

澳大利亚这样做会使自己失去竞争性。但也有

人认为目前的做法的力度还不够。有些政客指

出，澳大利亚的人均排放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

之一，他们目前正在寻求更具挑战性的降低排

放量目标。他们宣称，澳大利亚在应对气候问

题上是“落后者”，对于气候变化“毫无作为”。

我们欧洲的同行进行碳排放市场交易都好

几年了，因此如果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

是个“落后分子”，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事实

上，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早在

大概 12年前，就实施了全球最早的温室气体排

放交易计划，而澳大利亚却被人称作“毫无作

为”，这的确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么，

将来情况会怎样呢？很难说！澳大利亚目前正

在准备大选，而反对派正重点关注废除碳定价

立法。不用说，CPM的实施，肯定会让某些人

成为输家，某些人成为赢家。而环境本身会“成

为输家”还是“成为赢家”呢？这就要看你的观

点了！

早在大概 12年前，新南威尔士就实施了全球最早的
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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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大公司的财务主管将很快为世界

各地董事会会议桌上传递的美味

糖果所吸引，这就是新的总量管制

与交易体系下碳排放大户们的排

放许可。如果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作

为标准，重工业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收获大量

意外之财。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已为世界其

他地区所效仿，碳交易盛行。

新的碳交易体系是否以欧盟的体系作为模

板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业发展前景，例如

在最初几年提供免费排放配额，另外新推出的

地区性体系是否挂钩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 2015年

生效，并已于 2012年 7月开征碳税（参见第

38页的文章）。非政府组织（NGOs）和其他活

动家对此表示欢迎，但在这一政策实施数周后，

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 69亿澳元的昆

士兰州加利利盆地煤矿开采计划。这些气煤煤

矿配有免费排放配额，允许其将碳排放成本转

嫁给消费者从而避免自身经济损失和竞争力受

损。

这一煤矿开采计划鲜有有效惩罚碳排放的

碳排放交易，抑或讨价还价？
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Elisabeth Jeffries将为我们剖析，
若采用欧盟的体系，谁将是赢家，谁又会成为输家。

意味。正如 James Lorenz指出的那样，新煤

矿中多数碳排放将不在惩罚之列：“就碳价格而

言，澳大利亚有着良好的开端，但只针对国内

排放征收。因此这些生产出口煤炭的煤矿在很

大程度上并不受影响。”

然而，将环境、社会与治理（SEG）因素放

在首要地位的投资者往往会对新的碳价政策做

出悲观警告，这些政策将使他们本有望获得收

益的投资遭受损失。在一份 2009年的报告中，

大量投资于环境市场的高盛银行指出 2020年

前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惩罚（通过替代能源补

贴）将稳步上涨，并在那之后急剧增加。该报告

采用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分析了应用

于碳排放的成本，此成本为削减碳排放提供激

励从而稳定气温变化。分析表明，至 2030年，

一吨二氧化碳需要 40美元。

由于欧盟市场内存在供过于求的碳排放许

可，现行碳价格远远低于该水平，约 7欧元一

吨。这表明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前两阶段临

近尾声之际，各大企业的说客占了上风。总量

管制与交易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逐步收紧总量

和保持供给不足以减少碳排放许可，使碳交易

市场保值，同时迫使总的污染程度降低。

然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使总量管制与交易

制度的宏图变得羸弱不堪。非政府组织“沙袋”

致力于探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公之处，

圈定出了十大碳“肥猫”（全部是钢铁和水泥企

业），这些企业利用从 2008至 2010年间协商

得来的免费排放限额获利达 41亿欧元之多。它

们可能利用的一个获利手段是将这些免费的排

放限额出售给其他更善于削减碳排放的企业。

由于这些配额本来就是免费的，因此对于这些

企业来说不啻于飞来横财。

缺乏动力
碳排放总量的设置同样过高，导致一些行

业缺乏节约能源的动力。免费排放配额的过度

供应也部分地造成了这一后果。爱丁堡大学商

学院碳金融硕士项目主任 Francisco Ascui 指

出：“未来几年全世界可能将出现 10种不同的

体系，免费的排放配额将成为获得政治认同的

筹码之一。”

哥本哈根联合国峰会全球协议谈判破裂三

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协定即将形成。包括许多

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者在内的反碳排放活动

家，以及正在推行碳减排的企业正在开始聚沙

成塔。同时，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体系将

在 2018年与欧盟的体系挂钩。加利福尼亚州

已经把在 2013年着手开始的本州温室气体排

放体系与魁北克的体系挂钩。中国头号排放大

省广东也于 2012年拟定了一份试行的温室气

体排放体系草案。

随着支持者将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这张

网越织越大，政策漏洞会渐渐补上，各公司可

能将在未来长期内支付更高的碳价格。一般情

况下，公司会宣称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而设

法不接受本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

木 星 资 产 管 理 公 司（Jupiter Asset 

Management）的可持续投资与治理总监

Emma Howard-Boyd表示，“政策的影响力

取决于碳排放价格实行的范围。目前的政策不

具普遍性，但你不得不操心在某个地区投资会

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中

招。”另一方面，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则有很强

的支持效果。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打击而没有逃脱之道。高盛集团（Goldman 

在 为 Reed Elsevier

出版集团负责大宗

商 品 报 道 数 年 后，

Elisabeth Jeffries 现

为环境、科学和创新方

面的独立撰稿人。她

尤其关注清洁能源和

低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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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hs）的报告表明现金流总数的 15%将以

60美元每吨碳排放价格从排放量高的公司转入

排放量低的公司。更严重的是近 20%的现金会

从碳效率高的公司流向碳使用效率低的公司。

对此谁最应该担心呢？富时集团（FTSE）的环

境、社会与治理高级主管 Tony Campos详述

了两种影响失衡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排放量最大的企业的影响。

富时于 2012年开始在全球不同地区发布碳战

略指数，为各公司自身的碳风险给出了不同的

权重。Campos说道：“我们关注的是法规在未

来会产生的影响。实际受影响最大的公司都是

在指数中倾斜度最大的公司，要么严重高估，要

么严重低估。”

航空业案例
第二种情况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而不是

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影响，如廉价

航空公司和全国航空公司。

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目前大概是股东

们非常稳妥的投资对象。该公司基本没有受到

2011年金融波动的影响，截止 2012年 3月

31日的净利润提升了 50%，为 5.604亿欧元，

而易捷航空公司（easyJet）的利润在 2011年

提高了 32%。与此相反，英国航空公司（BA）

的母公司国际航空公司（IAG）则报告了极坏的

消息，该公司 2012年第一季度营业损失 2.49

亿欧元，预计 2012年也只能达到收支平衡。

但这些公司的碳风险程度却展示了不同的

局面。Campos解释道，“航空业明显证明了某

些商业模式能更好地转嫁额外的碳排放成本。

廉价航空力争转嫁这一成本，因为它们的机票

收入市场份额比重比较大。”因此，富时指数表

明碳排放成本在易捷航空利润中的比例会比国

际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法国

航空公司（Air France）高 15倍左右。许多航

空公司对欧盟的诉讼的确说明他们正在受到威

胁。而这一反叛举动确实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看待碳风险。

公司应对这一风险的严肃程度取决于公司

是否认为自身能够有效地转嫁碳成本，以及市

场领先企业是否将碳排放视作一比竞争力高下

的武器。非必需性消费行业或有现成替代品的

行业，例如碳强度最高的钢铁行业，（钢铁可能

被塑料替代），要承受这种成本将比较困难，但

又无法避免，毕竟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政策不可

能再逆转。

英国环境研究公司 Trucost发布的报告 Dirty Feet列出了南非受碳风

险影响从大到小的股权基金。南非正在制定一系列的新反碳排放政策，包

括针对排放大户、电力企业和液体燃料供应商、矿业、工业和运输业的碳预

算，以及其他的按碳价格征收的货物税和激励措施，如汽油或柴油燃油税

和电力税。碳税也即将出台，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正在研究当中。

南非政府已经将碳减排目标定为到 2020年减排 34%，因为意识到了

气候正在变化。比如，一旦林波波盆地等南非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如所预测

的减少，粮食产量将大受影响。

Trucost在报告中分析了南非 4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在碳强度概念中

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发现五大行业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97%，这些行业

为：基础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食品和饮料、工业产品和服务，以及通讯。

仅有 3%的排放来自其他八个行业。

该报告还发现，碳成本对初级产品，服务业和零售业企业的利润影响

最高。该研究公司发现，如果这些公司按目前正在讨论的，在全球范围内每

直接运营排放 1吨二氧化碳即支付 75南非兰特（折合 8.97美元）的碳税

率缴税，则其碳成本将总计达约 9.74亿美元。相当于这 40个公司平均收

入的 0.2%或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的 1%。如果未来碳价格

升至 200南非兰特（折合 23.91美元），这 40个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排放

导致的直接碳成本将超过 25亿美元。这相当于这些公司平均 0.5%的收

入或 2.7%的利润。

直接碳成本因行业而不同。在上述五大行业中，每吨 8.97美元（75

南非兰特）的碳成本意味着通讯行业公司平均 0.06%的 EBITDA，油气行

业的平均 14%。受直接碳成本影响，利润占比最高的其他四个行业是基础

性资源、零售、工业产品和服务、食品和饮料。企业还可能会受到供应商转

嫁的更多碳成本的影响。Trucost最后总结道，他们分析的十支股权基金的

碳足迹为：每一百万美元收入产生的碳排放从 387吨到 1,151吨不等。

南非 —— 风险与机遇

你
在日本相机巨头工作了三十年，促

进了其欧洲业务的增长，作为回

报，你被晋升为公司总裁，成为担

任此职位的第一位非日本国民。你

是在愚人节那天开始出任总裁的，那似乎不是

一个好兆头。

当你正在熟悉新职位的环境时，一份不起

眼的日本杂志《Facta》刊发了一篇文章，文章

提出指控说，奥林巴斯公司在一些“微不足道”

的业务上花费了近 10亿美元，然后又在下一

年度将其作为成本核销。该杂志还对奥林巴斯

“离奇收购”一家英国公司提出质疑，因为奥林

巴斯的收购价格远超过对方的市值，其中包括

了 7亿美元的无法说明的顾问费。

但是，当你问及这些问题时，你的首席执

行官漠视你的问题，其他资深同事也一样。你

觉得可疑，遂决定开始文件线索追踪，并正式

致信给公司的合规官。

随着你追踪的深入，你的董事会新同事们

变得紧张起来。此时《Facta》又刊出了第二篇

文章，提及“反社会力量”，即有组织犯罪的委

婉说法。但是，奥林巴斯的股东刻意回避此事，

其他日本媒体也是如此。

你开始害怕“出意外”，你怀疑被人跟踪。

如果你不在了，也就不会有正式调查的机会。

由于缺乏确凿证据，并且担负着受托责任（不

得无故损害公司利益），但又不能忽视潜在的犯

罪活动，你开始将你的通信抄送给审计师 —— 

不仅是在日本的，还包括他们在亚洲、欧洲和

美国的同事，以及该审计师事务所的全球主

席。

这听起来可能像一部虚构的惊险电影

的开头，但它却是奥林巴斯前任首席执行官

Michael Woodford的真实故事。他在 2011年

举报了奥林巴斯的不法行为，奥林巴斯最终承

认通过虚假交易和会计欺诈隐藏了近 15亿美

元的损失。

Michael Woodford 已 经 将 他 的 故 事

写进他的新书《曝光：奥林巴斯丑闻内幕》

（Exposure: Inside the Olympus Scandal）。

该书节奏明快，可读性强，详细介绍了他的怀

疑如何日益加深。他怀疑奥林巴斯有严重的问

题，他如何进行调查，公司如何试图安抚他，在

2011年 9月任命他为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两

周之后又毫不客气地将他解雇。该书还描述了

他最终成功地揭露了事实真相，尽管奥林巴斯

对他采取了法律行动，他本人还承担了巨额的

差旅及法律费用。Woodford在他的伦敦家中，

接受了《财会前沿》的采访，采访中他谈到了该

事件涉及的会计师和财会专业人士，对他们的

评价有好有坏。他表示，在还原会计操纵和交

董事会的欺诈
Michael Woodford是奥林巴斯前任首席
执行官，因为反对财务腐败而被解职。他
向我们描述了他举报不当行为时到底发生
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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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真相过程中，他曾与三名在英国的会计师密

切合作。

“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当我觉得需要将发

生的事情正式记录下来并提供证据时，他们帮

助梳理我的沟通架构。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确保了我们提出的问题非常具体，让对方没有

含糊其辞的余地。”

Woodford没有提及那三位会计师的名字，

只说他们是奥林巴斯的员工。“他们有很高的职

业操守、非常正直、非常敬业、热爱公司。”他

表示。

“无故的敌对”
但是，他对那些负有董事会责任的人却

严厉批评。在本书中，Woodford回忆了他被

解职时，与川又洋伸（Hironobu Kawamata）

交锋的一幕，川又洋伸当时是奥林巴斯的董

事、高管，相当于首席财务官。川又洋伸要

求Woodford交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并命令

他离开他的公寓。“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被解

职后的几分钟内，他变得如此无缘无故的敌

对。”Woodford表示。

菊川刚（Tsuyoshi Kikukawa）是Woodford

之前的奥林巴斯总裁。Woodford被解职后，他

再次出任总裁并兼任首席执行官。除了担任总

裁达 10年之久，菊川刚还曾担任过财务部门负

责人。菊川刚后来承认提交了虚假的财务报告，

在此文付梓印刷时，他和其他两名高管正面临

长达 10年的徒刑。

2012年 2月，川又洋伸和奥林巴斯的其

他董事集体辞职；川又洋伸本人没有被牵扯进

刑事诉讼。

Woodford指出，在日本，担任财务高管职

位的人员缺乏正规会计培训的现象并不少见，

因为管理人员往往会在各个部门间轮岗。

随着 Woodford疑虑的增加，他将他发给

奥林巴斯董事会的信函抄送给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的全球合伙人，此举让他既能够将当时尚未

证实的疑虑与外界分享，同时又避免了越界公

开这些疑虑、导致违反受托责任。这种透明度

还给Woodford带来了一些安慰，因为他当时

觉得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但他补充道：“我现

在仍然想不通，这么离奇、金额这么大的交易，

审计师怎么就没发现其欺诈的本质呢。”

2009年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离开以

后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接手了奥林巴斯的审计

工作。毕马威的全球主席 Michael Andrew在

2011年 11月谈到了奥林巴斯的丑闻，他表

示：“我们是因为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而被

奥林巴斯解约的，很明显存在着欺诈行为，而

且不少人肯定是串通一气的。”但Woodford在

他的著作中评论道，既然已经和奥林巴斯解约，

为什么毕马威不对此事做更久、更彻底的揭露

呢？其次，如果毕马威对此事如此关注，它为

何在 2009年对奥林巴斯的账目出具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呢？

Woodford还提出质疑，毕马威在和安永进

行工作交接的时候，为何未提及此事呢？他表

示：“我很惊讶，奥林巴斯这些如此不寻常的交

易行为，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惕。”

安永拒绝就其对奥林巴斯的审计工作向

《财会前沿》发表评论。

自从Woodford2011年 11月从奥林巴斯

正式辞职后，他已经放弃了再次执掌奥林巴斯

的打算，尽管奥林巴斯已经换了一批新的董事

成员。因为对他的不公平解雇和歧视，他获得

了 1000万英镑的解聘费。随后他在世界各地

发表演讲，谈论从此丑闻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尤其是在公司治理方面。

他表示：“许多读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但我相信，应该实行审计师事务所强制轮换制

度。”他还补充说，他认为轮换期限定在 7到

10年为好。“作为正常人，如果你知道你做的

工作，将来还会有别人来查看，那么你就会谨

慎得多。”对于审计师推销咨询服务，他也表示

担忧。“我知道这样说会引发巨大争议，但问题

是，现在世界上欺诈丑闻一桩接着一桩出现。”

他指出，同西方国家公司相比，日本公司

花在审计上面的开销，只有西方公司的一半，

而且日本的一些很大的公司常常使用很小的

审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这绝对是个“危险

信号”。他还补充道：“资本主义机制正常运转

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强大的、有力的外部审

计。”

Woodford还强调了独立举报机制的重要

性，必须要保证举报人不受任何威胁，使其能

够放心及时地提出各种担忧和疑虑。

Woodford指出，虽然他现在成为了有名的

举报人，事实上，他不是真正向《Facta》举报

丑闻的人。他在他的书中描述了他在东京的一

间公寓里同那位匿名的举报者，喝着札幌啤酒、

吃着 Ritz饼干，详谈奥林巴斯的丑闻。“他 /

她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英雄。因为我有外国护

照，出了事我跑的掉。”

媒体的力量
Woodford这本著作凸显的亮点是，在奥林

巴斯丑闻曝光事件当中，唯一有效的机制是媒

体。公司治理程序、审计师、监管机构、执法部

门和股东都失效了。

Woodford对《Facta》盛赞有加，但对日

本其他媒体则颇有微词。由于对抗的是日本的

《曝光：奥林巴斯丑

闻内幕》由 Portfolio 

Penguin出版社出版，

各大书店均有销售。

Michael Woodford 

MBE，在利物浦长大，

加入奥林巴斯后从销

售员做起，一路升职，

担任过奥林巴斯在英

国、欧洲乃至全球业务

的负责人。在 2011年

4月，他被任命为奥林

巴斯的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这是在日本巨头

公司中从小职员一路

做到 CEO的第一位西

方人。由于他大胆揭

露丑闻的壮举（如在

《曝光：奥林巴斯丑闻

内幕》书中描述），他

被《星期日泰晤士报》、

《独立报》及《太阳报》

评为 2011年度企业

家，还获得了《金融时

报 》Mittal Arcelor 业

务新锐奖。

我现在仍然想不通，这么离奇、金额
这么大的交易，审计师怎么就没发现其欺诈的本质呢。

巨头公司，其他日本媒体开始对此事置之不理，

直到Woodford把事情捅到西方媒体。原来在

他被解职的第二天，他打电话给《金融时报》一

位驻东京的记者，给这位记者提供了一辈子难

求的惊天猛料。他表示，《金融时报》、《华尔

街日报》、《纽约时报》及汤逊路透为揭露该丑

闻投入了大量资源，并积极跟踪报道，值得赞

许。

Woodford认为，应该加大对白领犯罪的

惩罚力度，这样才能抑制商业欺诈的发生。“公

司高管应该被判刑，而不是公司交罚款就了事。

白领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一样，同样会伤害很

多受害者。”

很显然，Woodford热爱且尊重日本这个

国家。他谨将《曝光：奥林巴斯丑闻内幕》一书

献给他的“三剑客”成员：Koji Miyata（前奥

利巴斯医疗事业部总监）、发言人兼翻译Waku 

Miller。这两人在丑闻事件中给了他巨大的支

持。

但是他也表示：“日本的企业有很令人担忧

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日本企业前途表示怀疑的

原因。”他担忧的方面包括其顺从文化、“奴从

意识”，其独特的所有制结构，比如交叉持股制

度 —— 很多日本大公司都相互持有对方股份。

他说：“我认为，在日本，可能还有其他的类似

奥林巴斯的公司存在。”

日本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又如何

呢？他表示：“现在的情况还不容我们放松或自

满。”

他表示，他并不是找不到好职位，但是他

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谈论和撰写他以前的工作经

历及当中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治理问题，

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比如“道德资本主义”理念

等。

当然，他所言不虚，《曝光：奥林巴斯丑闻

内幕》就是他的最新力作，他表示写这本书真

是要了他的命。“该书未经粉饰，我在书中提到

了很多人，使用了他们的真名。有三批律师审

阅过该书。

“我认为很多商界人士会对该书感兴趣，

尤其是财会领域人士 —— 财会人士每天西装

革履的去上班，发发电子邮件，开开会，做做

Excel电子表格，突然有一天发现，像惊险小说

情节一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奎克（Chris Quick）, 《财会前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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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危机的危害是如此巨大，因此很

自然，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想法，那

就是应该通过立法杜绝所有的银

行风险。应该立法取缔那些令人

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并要求银行维持庞大的

准备金。但是这种想法会给我们当下自由自在

享受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带来威胁。金融错误的

终结，也就意味着新的金融理念的终结，同时

大部分我们所熟识的银行金融服务也会随之终

结。

而我们肯定会怀念那些金融服务的。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我岳父曾试图办理住房按揭贷

款，但没办成。他是个牙医，那么这算是“个体

如何做最坏的打算
以往工业灾难中吸取的教训，何以用来防止将来金融灾难的发生？经济学家
Tim Harford为我们进行如下解析。

户”—— 风险太高了。房产当时都集中在少数

富裕房东阶层手中，由于没太多竞争，他们能

以便宜的价格买入，然后出租给普通大众。外

来移民或有色人群是最难从银行获得按揭贷款

购房的。我们别忘了，尽管我们为了让大众更

容易获得按揭贷款，步伐迈得太大了些，但我

们的这些做法，当时在方向上是没错的。和其

他行业一样，有些金融创新会失败，这是难以

避免的。和其他行业一样，那些不可避免的创

新失败，相对那些成功的创新，是我们必须付

出的代价，而且这代价绝对是值得的 —— 只要

这失败的代价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以内。经济学

家 John Kay提出的“狭义银行”的概念，意图

重构银行体制，使得金融体系能够继续承担风

险，开发新的有价值的金融产品，但是又不会

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威胁。

这就是我们从工业行业安全性当中学到的

一个主要教训。我们首先应当设立更多可靠的

指标，来监测行业运行情况，使得监管机构既

能够预测系统风险问题，又能在危机发生时，

对情况有足够的理解。我们对那些风险预警者

应该给予奖励 —— 或至少要给予保护，这样我

们才能更快地发现那些潜在的风险。我们在公

布潜在风险时，也可以更加系统化一些。核电

工业目前就有一套系统来记录那些“有惊无险”

的错误，同时将信息迅速传播给其他也可能犯

同样错误的发电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

须努力削弱金融系统内部的关联性，确保金融

事故被有效隔离。

在 2008年“生死攸关”的那几天，美国

政府让雷曼兄弟破产，然后力挺美国国际公司

（AIG），很多人得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是

否该像对待 AIG一样，来对待雷曼？还是应该

像对待雷曼一样，来对待 AIG？

但真正的教训应该是，当时完全有可能让

雷曼和 AIG都破产，但又不造成系统性危害。

要防止银行“大到不能倒”，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表达方式不对。正如多米诺骨牌效应所显示：

认为一张骨牌太大，会引发多米诺效应，不能

让它倒下，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我们需

要的是在系统中设置安全门，确保一张多米诺

骨牌倒坍，不会撞到太多其他骨牌。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如何预防将来的

金融危机时，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在系统中有

两个因素，使得那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更容易演

变成一场大灾难，这两个因素是：复杂性和关联

性。工业行业安全专家认为削弱不同流程的关

联性以及降低复杂性，本身就具有价值。金融

监管机构也应该这样做。

深水地平线 
在 2010年 4月 20日夜幕降临后，Mike 

Williams正在墨西哥湾一个浮动钻井平台的

工作车间里。这平台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奇迹，甲板有 400英尺长，250英尺宽，而且

创下了深水钻井的世界纪录：超过 35000英

尺 —— 这个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该

平台的工作团队刚完成了Macondo油井的钻

探和密封，而且就在当天还接待了平台运营商

Transocean，及油井的东家英国石油（BP）的

高层，庆祝平台七年来无重大事故。但将要发

生的事故，可就不仅仅是重大可以形容了：它是

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该钻井平台

的名字叫“深水地平线”。

当平台的引擎开始疯狂运转时，Williams

开始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当时不知道有

大量沼气从离海面一英里深处的海床冒了上

来。沼气被吸进了平台的引擎，使得引擎运转

过快。警报声响起；报警灯疯狂闪烁，甚至都

破裂了；Williams刚从桌前起来，面前的电脑

显示屏爆炸了。紧接着更大的爆炸把他抛到了

房间的另一头 —— 被压在三英寸厚的钢制防

火门下，巨大的爆炸力把这门从铰链上硬生生

扯了下来。他努力朝紧急出口方向爬去，但又

被另一扇飞起来的门撞飞了。头部血流不止的

他最终爬到了平台的甲板，看到工作人员已经

撤离了，他们不知道 Williams及其他幸存者

还留在平台上。Williams最后一次想了想他的

妻子和年轻的女儿，做了个祈祷，然后就从“深

水地平线”平台的甲板上，纵身跃下。和 Piper 

Alpha（英国北海油田钻井平台）灾难少数的幸

存者一样，他当时跳下的高度相当于十层楼。

Mike Williams生还了；而其他十一人丧生了。

至于哪些人该为“深水地平线”平台爆炸

及由此导致的大量原油泄漏负责，这就由法院

去裁决了 —— 同时还有几十亿美元的罚款。几

乎有 500万桶原油流进了墨西哥湾，离路易斯

安娜州海岸仅 40英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呢？

艰难生存（左页图）：

2010年 4月的墨西哥

湾“深水地平线”钻井

平台事故后，在美国路

易斯安那州 Barataria

湾的格兰德岛海岸上，

植被表面沾满油污。

大声抗议（上图）：在

2012年，对英国石油

公司审判期间，环保人

士在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新奥尔良市的联邦

法院门口抗议示威。

本 文 从 Tim Harford 的 著 作 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Abacus

出版社出版，售价 8.99英镑）中节选。英国读

者可以 7.99英镑的优惠价购买此书；购书请致

电 01832 737525，并声明购书参考号：LB 

159。该优惠截止日期为 2013年 6月 30日。

版权 © Tim Harfor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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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Harford是《金融

时报》“卧底经济学家”

栏目的专栏作家，以

及《男士健康》杂志

“与经济学家对话”栏

目的专栏作家。他还

在《时尚先生》、《福

布斯》、《纽约时报》、

《纽约杂志》、《连线》、

《华盛顿邮报》和《纽

约时报》上发表过文

章。他以前的作品包

括《生活的逻辑》和

《卧底经济学》。他还

是牛津大学纽菲尔德

学院、伦敦城市大学

卡斯商学院的访问学

者。他也担任英国广

播公司第四电台的著

名节目More or Less

的主持人。 暗无天日（上图）：“深

水地平线”平台事故

后，灾后清理人员正在

燃烧泄漏到海面的石

油，浓烟滚滚升起。

表明立场（左页图）：

在“深水地平线”爆炸

事故一周年之际，环保

组织 Liberate Tate的

成员在伦敦的英国泰

特美术馆前，把看似石

油的物质倒在一裸体

男子身上。

要为该平台事故承担责任的可能有：钻井

承包商 Transocean公司；负责用水泥密封油

井的服务提供商美国Halliburton公司；负责批

准钻探计划的监管部门；当然，还有Macondo

油井的东家，整个项目的负责方，英国石油公

司。尽管各方出于经济动机，都拼命互相指责，

但是，在该文撰写时，拨开重重迷雾，浮出水面

的种种细节信息揭示出了一种我们现在比较熟

悉的模式。

第一个教训是，安全系统常常会失灵。当

救起 Mike Williams 的那条船绕回去把一

只救生筏拉离着火的平台时，发现这救生筏

被一根安全绳系在了平台上。平台的承包商

Transocean，禁止员工携带刀具 —— 因此，

船和救生筏就因为这两条相互影响的安全规

定，而被困在了火光四起的平台边（安全绳最

终被割断了，员工得救）。我们再来看看一种叫

马达加斯分离器（mudgas separator）的安全

设备：当油井开始泄漏时，大量泥沙和天然气

喷到了平台甲板上，员工急忙将这些泥沙和天

然气导入分离器，但分离器很快就超负荷了，

使得平台的大部分都笼罩在天然气当中。如果

没有这个安全装置，员工就会将喷出物导向平

台的侧边，这次事故的后果就可能不会如此惨

烈了。

第二个教训是，潜在的错误可能会是致命

的。英国石油公司自己的事故调查报告显示，

事故中有八道防线被攻破。但这也并不奇怪，

在这样的灾难中，几乎总是会攻破多道防线。

在被攻破的防线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封井

器，由一组排列安置在海床上的大型阀门和液

压夯组成，用来在出现事故时密封油井。后来

国会听证会得知，该封井器当时处在一种令人

震惊的严重年久失修的状态：其中一个自动启

动器已经没电了，另一个则有个部件坏了。该

封井器的液压油也已经泄漏了，这就是说，虽

然后来使用水下机器人启动了封井器，它也没

有力量密封油井。这听起来骇人听闻，但是像

封井器等自动保险装置通常是出于失修状态

的，因为在理想世界中，这些装置是永远用不

上的：“深水地平线”平台的封井器，在一英里

下海底的极端条件下工作，而最后一次检修却

是在事故发生的五年前。

第三个教训是，如果有人对风险及时举

报和预警的话，灾难可能被避免。事故前，

Macondo油井出现不稳定情况已经有几个星期

了，而且几个月来，英国石油公司的工程师也

表示担忧油井的设计是否胜任工作。Macondo

油井的经理也在事故的三个月前报告了封井器

的问题。

同时，油井承包商 Transocean公司在事

故前几年的安全记录一直在恶化；公司在并购

后显示出疲惫的迹象。在制度上，英国石油公

司的确有保护安全问题举报人的相关规定。但

实际上，近海钻进平台上的紧密社区环境，往

往会鼓励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无视那些官方

政策。石油公司，和银行一样，应该想办法鼓励

人们大胆举报。

第四点教训是，钻井平台体系的各个部分

之间联系过于紧密。

有时候，一个错误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错误。

该平台被设计作为抵抗轻微及严重泄漏的主要

防线：平台上配有泥 — 气分离器，用来应付轻

微泄漏，而且平台还控制着封井器。但是，在最

需要平台来堵住泄漏的时候，平台自己却被一

系列的爆炸毁了。由于最初的爆炸炸断了电缆，

无法从平台甲板上启动封井器，结果“深水地

合乎直觉的答案是消除所有这些错误隐患。但这只是一个不能实
现的梦想。能够做的是，尽量简化高风险的系统。

平线”重蹈了 Piper Alpha（英国北海油田钻井

平台）事故的覆辙。如果采取了更安全的设计，

本可以取消甲板控制室对封井器的关联控制。

第五点教训，正如 Tony Lomas（普华永道

合伙人，雷曼公司破产后，他担任雷曼公司破

产管理人领队）所认为，早该设立应急方案，这

对应对灾难发生会有帮助。英国石油公司 —— 

还有其他石油公司 —— 他们的应急方案中居

然含有保护当地海象的措施内容；而事实上这

是不必要的。海象会自己照顾自己，原油泄漏

发生在墨西哥湾，而海象生活在北极圈。事故

发生时，对生活在北极圈的海象不会产生任何

影响。个中缘由很明显：英国石油公司及其他

石油公司，似乎是随意从书架上抓了一本应急

计划来敷衍了事，而这本计划原本是用于阿拉

斯加或北海钻探的。

最后一个教训是“正常事故”理论：事故

总是会发生的，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后

果。美国政府认为事故风险很小，因此批准了

Macondo钻井项目。也许风险是很小 —— 但

事故的几率永远不会是零。

随着我们创造的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作

为经济支撑的工程业，以及联系经济的金融业，

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深水地平线”项目把深

海工程推到了极限；在核技术不断创新的时候，

发生了“三里岛”核事故；蓬勃兴起的金融衍生

工具市场也测试了金融业可能的边界。在面对

那些不仅复杂而且还高度关联的系统时，我们

应对复杂性的常用方法 —— 试错法，是远远不

够的。因为犯错的成本实在太高。

合乎直觉的答案似乎是，消除所有错误隐

患。但这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可行的方

法是，在行得通的情况下，尽量简化那些高风

险系统，尽量削弱系统的关联性，同时鼓励大

家及时举报各种潜在的错误风险，最后，也不

得不做好最坏的准备。对于有些工程师来说，

包括石油工程师，也包括金融工程师，这些教

训，他们似乎必须一次又一次的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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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Raharso 是

Hay（合益）集团全球

战略执行研究中心的

主任。针对世界各地的

组织所面临的战略实

施和组织有效性等复

杂问题，他领导团队制

定最先进的、但又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还

指导该中心的全球研

究议程。

Carl Sjostrom 是 Hay

（合益）集团负责欧洲

和中东高管薪酬事务

的董事。他参与了Hay

（合益）集团在整个欧

洲的 26个高管薪酬咨

询业务，与薪酬委员会

建立合作关系，进一步

加强合益集团为公司

客户的董事会及非营

利组织提供高管薪酬

方面的咨询。

培养健康的文化
鉴于风险的多样性，薪酬结构要如何设置才能促进可持续的业绩增长？就此问
题，我们请教了 Hay（合益）集团的 Andreas Raharso和 Carl Sjostrom。

2
012年 7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

翰 •凯（John Kay），为英国政府发

布了一份报告，其结论是金融市场

的短期行为正在影响经济。在报告

《英国股票市场和长期决策之我见》（The Kay 

Review of  UK Equity Markets and Long–

term Decision Making）的简介中，他表示，

“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文化，让商业和金融发挥携

手合作，共同创造高绩效的企业，为投资人赚

取可持续的回报。”

然而，“可持续发展”已经过时一段时间了。

公司的寿命没有以前长了。Stratix集团（位于

阿姆斯特丹）Ellen de Rooij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公司的平均寿命仅

为 12.5年。美国公司的情况也呼应了这些研

究结果，例如美国标准普尔 500指数公司在

1937年的平均寿命为

75 年，而到 2011 年，

却仅为 15年。这种企业

死亡率的上升，不仅反映了

更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为了

不断扩大规模而进行的兼并和收

购，而且说明企业对业绩的追求，并不

总是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的。

风险与回报
凯认为人们之所以用不可持续的方式来寻

求业绩，主要原因在于对相关人员的激励方式。

在过去的几年中，出于类似的原因，在高管薪

酬的几乎所有方面，冒险因素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危机，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危机，已经被

正确或错误地归咎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式上

的缺陷。说法是，对高管的激励措施不仅未能

有效地阻止高管采取不健康的冒险行为，而是

起了相反作用。作为回应，监管机构及股东要

求必须采取措施来阻止这种冒险行为，例如一

定比例的年度奖金推迟发放；如果最初的业绩

结果被夸大了，削减已支付、甚至未支付的奖

金；调整业绩目标，将对运营造成的风险考虑

在内；甚至设定公司支付给高管薪酬的上限。

但是，更严格的规章制度能防止企业过度

冒险吗？想一想“风险动态平衡”这个概念。人

们发现，如果引入一个能够降低风险的工具，

那么人们往往会去冒更多的风险，因为反正这

个工具能降低风险。2001年 Gerald JS Wilde

一项针对德国的士司机的研究表明，对于配备

了 ABS刹车和没有配备 ABS刹车的司机，两

者间的事故发生概率没有什么差异，因为这些

配备 ABS刹车的司机开车会更加冒险，而那些

没有配备 ABS的司机开车则更小心。

我们可以尽量避免某些风险，但是依靠严

格的企业治理未必能够降低总体风险，或更好

的承担风险。

此外，风险并不一定永远是负面的：没有

风险就不会有回报。但是，我们需要理解风险

不同的形式。风险的分类方式很多，但在薪酬

问题上，我们可以缩小范围，将风险分为企业

风险、声誉风险、行为风险和个人风险。

这里定义的企业风险，是大部分法律法规

和投资指引努力规范的，指那些由于将公司资

源用于失败概率高超过利益相关者的预期，从

而会危害公司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风险。声誉

和行为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希望因为

我们做生意的方式或个人的行为，而损害我们

做生意的能力。

然而，人们也应记住，个人的视角对业务

和薪酬结构也非常重要。薪酬不稳定，会影响

人的行为和决策，从而牵动其他风险。蒂尔堡

大学的 Eric Engesaeth最近进行了一项关于

管理人员薪酬机制的研究，该研究表明，薪酬

的低波动性可能有助于减少冒险行为，但它也

可能成为战略转型的障碍。针对高波动性的业

绩，人们希望得到高波动性的薪酬，但为了保

持薪酬竞争力，薪酬的高波动性必须辅以更高

的预期薪酬金额。通过更严格的业绩要求、或

延迟支付来增加个人风险，不仅会影响报酬的

感知价值，还会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风险的多样性 —— 即

某些风险是可取的，正式的规则不足以解决全

部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设置合适的薪酬结

构以促进可持续业绩增长呢？

目前流行的答案是，要让奖励更长期，并

能够针对业绩评估做回溯性检讨和调整。例如，

在金融服务行业，“资本要求指令 III”（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III）规定，高管奖金

的至少 50％必须以股票或类似形式，并至少要

推迟三年发放。

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此外，在股权授予后必须持有至少 6个月，

如果没有产生相应业绩，企业应收回股权。不

幸的是，这些方法早就在用了。例如，2007年

雷曼兄弟执行董事的薪酬中有 64％至 88％基

于股权的激励，而且推迟两年或三年发放，之

后又在五年内限制出售，而且如果事后发现业

绩欠佳，公司还可以不发放。

但是，一年之后，雷曼兄弟承担的风险，足

以让整个金融体系崩溃。对于任何薪酬体系的

设计，时间、所有权和行业特点都很重要，但技

术细节并不是最重要的。

Hay（合益）集团最近针对世界各地公司治

理的研究显示，缺少的环节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文化，以支持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可持续的业绩

增长。

对于大部分决策制定者，文化是“阳春白

雪的”东西，通常会被忽略。但不幸的是，正如

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名言，“战略

会被文化当成早餐吃”。因此，在评估薪酬体系

时，需要认识到，薪酬体系不仅要符合公司战

略，也要符合公司其他的特定因素，文化就是

其中之一。

缩小差距
为了识别企业运行方式与高管薪酬方式之

间的差距，我们开发了激励有效性评估方法论。

该方法论将考虑奖励安排的六个方面，以覆盖

所需的大部分背景、情况以及设计诊断（见下

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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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合益）集团的激

励有效性评估方法论

主要衡量奖励安排的

六个方面。

LCH Clearnet的执行

董 事 Adrian Berendt

在过去七年里一直是

ACCA金融服务网络

工作组的成员，并于

2010年，担任该工作

组的主席。他曾参与多

个 ACCA项目，而且担

任 ACCA研究与公司

治理委员会成员。

激励有效性评估方法论

首先，人们需要考虑支付薪酬的目的是什

么，哪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付钱的。这个问题的

答案因公司而异；也就是说“目的各不相同”。

对标能够帮助企业了解大环境的竞争状况，但

不太可能为每家公司都带去竞争力优势。同样

的，业绩是战略执行的结果，而不简单地是利

润和股价。

因此，有必要考虑薪酬是否符合战略和业

务框架。大多数公司都会将其战略细分为具体

的关键指标，但这样做，往往会忽略运营背景

和战略的执行情况。激励机制想要将战略和运

营框架与目的和业绩联系起来，就需要有适当

的工具来衡量一个高管为企业的未来做了些什

么。相关指标必须和战略举措紧密联系在一起，

例如更好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客户满意度。如

果高管偏离了这些基本的商业原则，那么风险

便会悄然增加。例如，一个公司的现金流来源

是其客户。客户的流失往往是企业失败的主要

原因，是可控的。高管的责任，仍然应该是实现

股东价值最大化，但其解读通常需要调整：例

如，不再只是关注其创造短期财务收益的能力，

而转向获取和留住客户的能力。

沟通与文化是关键
但是，如果激励体系没有很好的沟通，发

放不到具体的人，仅有伟大的目的还是不够的。

薪酬制度的沟通和执行，往往是公司最不重视

的，而实际上这恰恰会导致最实际问题的发生。

例如，如果参与者并不了解他们能如何影响所

要求的业绩，发放奖金只会被视为一个惊喜，

其感知价值将大打折扣。同样的，奖金支付越

是拖延，支付形式越复杂或不理想，其感知价

值将越小。

然而，文化解码能确保激励措施希望传达

的讯息能被人正确地理解。企业需要管理风险，

需要恰当的公司治理，但要确保这两者都能发

挥作用，必须有一个健康的文化。为了实现可

持续的业务增长，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薪酬结

构，这种薪酬结构既要符合企业的业务要求，

又要符合企业的文化要求。

阅读 Hay（合益）集团报告《把脉：企业治理

和高管薪酬》(Taking the puls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ecutive pay)，

请访问：http://tinyurl.com/9te2blf。

Hay（合益）集团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

司，帮助领导者将战略转化为现实，帮助人

们和组织发挥自己的潜力。请访问

www.haygroup.com

风险战略
ACCA 全球治理、风险与绩效论坛主席
Adrian Berendt FCCA表示，会计师需要重
新评价他们风险管理的方法。

最
近的债务危机让很多人备受指责，

但会计师却能够独善其身。这正常

吗？要知道，财务数据及报告可是

这次危机的焦点所在。我们有哪些

地方做得不对？将来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对于会计师来说，风险和风险管理是非常

重要的，但目前的很多做法似乎值得商榷。在

甄别和管理风险的时候，我们是否正确考虑了

文化、人性和偏见等因素的影响？现有的风险

衡量尺度（风险的影响和可能性）对我们真的

有帮助吗？同样地，在公司治理实践当中（正

不断向复杂的合规流程方向演化），是否考虑了

人性因素呢？如果没有的话，哪里又是价值所

在呢？

现在，越来越要求会计师来帮助对将来进

行预测，并提供复杂程度低一些的、能满足各

种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账目。作为一个职业，

会计行业自然要参与风险管理，并找到更好的

措施来对价值创造进行衡量和报告。更好地衡

量风险和价值创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待公

司治理、风险以及业绩。

作为会计师，我们有机会更加积极地参与

风险管理的讨论，从以前只是详细罗列一些历

史利润数据，变成现在对价值创造进行报告并

发表意见。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积极地参与

长期价值创造。这里指的，不仅是经济价值，还

有社会和环境价值。

ACCA建立了一个全球治理、风险和绩效

论坛，由我担任论坛主席。论坛尤其关注公司

治理、风险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论坛目前

正在酝酿撰写一篇宏文，将于明年出版，内容

是关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如何推动可持续绩

效发展及创造价值。

在 ACCA最近的 “财会前沿” 全球网络会议上，

Adrian Berendt在其主旨演讲“发现新的风险及

重大事项：如何发现，谁来发现、怎么发现”中，

就会计师和风险问题，表述了更多内容。观看该

演讲视频，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 accountingforthefuture 

更多内容，请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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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全局
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快速地变化，ACCA财会前沿学院主席 Ng 
Boon Yew FCCA谈财会行业在应对新的世界秩序时所面临的
选择。

大规模生产的硅材料

奔腾处理器：技术上的

革新势在必行，这既会

帮助又会影响财会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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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守卫者

改革者

海盗

守护人

幸存者

问题的一部分

狭窄地着眼于

合规工作

广泛的

组织管理职能会计师的职责范围

公
众
对
于
财
会
行
业
的
感
知

威拉斯（Ewan Willars）
ACCA政策总监

“财会行业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十年。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该行业需要努力

地传达它所能带来的价值，既能够帮助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又需要确保其拥有足够的招贤纳士的

吸引力。

“话虽如此，真正的挑战将会是如何在不断的干扰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实现这一目标。从被

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转变为诚信的守卫者，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对于那些努力转型成功的人，

他们将能够获得高回报。”

全
球经济现在正处于一个动荡和不

确定的状态中，在短期内回复平稳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社会正在经历

快速和根本性的调整，而环境变化

继续向商业系统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全球的

财会行业正在发生改变，这是由商业界的广泛

压力（特别是受到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内

部需求共同引起的。要能够理解这持续的动荡，

专业会计师必须掌握一些必要的工具，从而为

他们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保驾护航。其中关键

是理解那些正在影响财会行业变革的驱动力。

由此，才可能识别企业、社会和财会行业所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

考虑到这一点，ACCA财会前沿学院和美

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进行了一项名为《驱动全

球财会行业变革的 100个因素》（100 drivers 

of  change for the global accountancy 

profession）调查研究。该研究详细归纳了来

自各行各业的专家认为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

对财会行业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并概述了企

业和财会行业必须采取的一些关键的“必要措

施”，进而获得生存，并充分利用机遇。

广泛来说，该研究报告指出，财会行业应

该注意信任与报告、监管要求、标准与实践、智

能系统和大数据，以及会计师在企业组织管理

中的职能等问题。

要充分理解这些因素的动向，就需要系统

地审视未来、为广泛的可能性做准备，和培养

企业的必要举措

* 假设并提前为动荡做出计划

* 建立预测机制

* 追求技术领先地位

* 为真正的全球化做准备

* 培养猎奇的、实验的心态

会计师的必要举措

* 接受一个扩大的战略和商业角色

* 建立信任和道德领导

* 注重全盘考虑复杂性、风险和绩效

* 建立全球导向

* 重塑人才库

未来十年

见微知著的能力。如果假定动荡，你就可以为

此做计划。技术既能帮助又能影响财会行业，

但是如果拥有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你就能够

利用新技术，而不是由它来操纵你。建立一支

多地点、多文化和多年龄层的员工队伍，有助

于企业为真正的全球化做准备。其中关键是要

培养猎奇的、实验性和适应性强的心态。

对于财会行业来说，接受一个更大的战略

和商业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该行业在全盘考虑

复杂性、企业风险和绩效的同时，还应该成为

信任和道德领导先锋。

如企业一样，财会行业也必须建立一个全

球视角，接受跨境经营中的技术、语言和文化

Ng Boon  Yew 是

新加坡莱富士学院

（Raffles Campus）的

执行主席、ACCA财会

前沿学院主席，以及

Strategic Foundation

的主席。作为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任

合伙人，他于 2004年

获得了由新加坡共和

国总统颁发的公共服

务星章。

未来会计师角色的可能性

挑战。并且，财会行业还必须着眼于人才库、重

新思考应该招收什么类型的人才以及他们应该

接受的培训与发展。

这些挑战让我们在结合职能的跨度和诚信

水平的高度之后，得出未来会计师角色的四种

可能性。将高水平的公众感知诚信度与大跨度

的组织管理职能相结合，超越基本合规工作的

局限，会计师将处于“改革者”的位置上，意即

到 2022年，这个角色将既具有企业家的精神，

又能够成功地平衡公众对负责任的财务管理预

期。随着首席财务官（CFO）角色的演变，这些

变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已经在发生了。

将高水平的公众感知诚信度与狭窄地着眼

于合规工作相结合，会计师则是“守护人”的角

色，他们通过刻意关注自己角色的技术要素，

成功地重塑了公众信心。

当低水平的公众感知诚信度与狭窄的合

规工作相结合时，会计师的职能仅仅是“幸存

者”。那些追求广泛的组织管理职能但公众感知

诚信度低的会计师可以被归类为“海盗”，这是

一种不稳定的情况，因为对于利益的追逐会以

牺牲健全的财务管理为代价。

很明显，这些位置并没有对错之分，但是

我认为改革者的角色是最令人兴奋也是回报最

高的。尽管有未来的动荡，但或许更准确的说，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动荡，才让它变得可能实

现。

阅读《驱动全球财会行业变革的 100个因

素》报告，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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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
ACCA的费伊（Faye Chua）表示，在机器人学、神经科学和基因档案等领域的
创新都可能在未来十年中改变商业环境。

科
学技术领域的进步会在未来十年

中重塑商业环境。这令人兴奋，但

有时也有争议，机会会随着互联

网、移动通信技术、自动化、机器

人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新兴产业、神经科学和

基因档案等领域的发展而出现。

低成本的智能手机可能会在 10年内把互

联网带到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人的手中，网络

的真正潜力还没有完全显现。但是它已经在转

变产业供应链，并威胁要重塑一些行业。与此

同时，社交媒体正在创造新的机会，让公众参

与进来，并扩大个人的社交领域，这样的方式

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网络还允许用户

通过云计算技术租用处理能力、应用程序和存

储空间。同时，它还产生了电子资产，并孕育出

虚拟货币。然而，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积极的。

风险也随之而来，包括网络犯罪、工作分心和

注意力集中时间缩短等。移动设备可能会增加

员工工作地域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存在数据安

全挑战。

随着自动化渗透到商业和个人生活的各个

方面，大量的数据被累积下来。拥有利用大数

据和通过过去的模式推断未来行为的能力，就

有可能改变一些过程的成本和效益，例如新产

品开发，市场定位和定价。对于财会行业来说，

利用可以分析和解释大量数据的智能工具，可

以迅速改变包括审计和法务会计在内的业务活

动。

费伊是 ACCA前沿研

究的领头人，并带领

其全球“研究与洞察”

项目，专注于企业与

财会行业的未来。她

目 前 担 任 ACCA 财

会前沿学院的全职专

家。

还有其他正在酝酿中的变化，其中有些涉

及严肃的道德方面的考虑。新兴商业领域，包

括人类机能增进、个人遗传学、垂直农业、3D

印刷和实验室培育肉，都有可能在未来 20年或

更短的时间内发展成数万亿美元的产业。

与此同时，神经科学的发展可能会引起脑

机接口的广泛使用，脑机接口允许信息直接上

传到我们的记忆里，或者从记忆里直接下载信

息。因此，企业可能不得不聘用那些增强过脑

力的员工，因为他们很容易在智力上超过竞争

对手。员工的基因档案在理论上可以使企业更

准确地评估员工的健康风险，从而减少医疗和

保险费用。

以上的例子表明，正在发生的科学与技术

革命有可能会给人类生活、社会和工作带来颠

覆性的创新。对于财会行业来说，能否掌握这

些动态发展，可能就是成败的关键区分。

Raef Lawson博士
IMA研究部副总裁

“财会前沿学院的这项研究强调了，我们正

在进入一个不确定因素日益加剧的世界，经济、

企业和财会行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将处于一

种变化不定的状态。本报告指出了将会塑造全

球格局的关键因素。”

让有限责任公司变革，
是时候了吗？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多了，经营目标广了，这些都意味着公司结构需要改革，
ACCA专业事务主管戴维斯（John Davies）说。

早
在 1926年，《经济学人》杂志就

在一篇社论中宣称；“未来的经济

史学家可能会为贸易公司发明有

限责任原则的无名之士大书一笔，

拥有与瓦特、斯蒂芬森以及其他工业革命开创

者一样的荣誉。 那些天才的发明使人类对自然

资源的运用能力增强了无数倍；而有限责任公

司的诞生，则使筹集、组织和有效管理大量资本

成为可能，从而能够让那些发明投入使用。

《经济学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为

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当与维多利亚时

代的伟大工业发明齐名。毫无疑问，多年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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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Goyder
未来企业研究中心董事

“将来，我们的孩子会好奇而又恼怒地回头

审视今天，人们竟然可以信心十足地声称，一

家企业的目的是为其股东或员工创造短期回

报。近期金融服务领域的经验及久经考验的研

究结果都告诉我们，如此局限自身使命的企业

最后都会随着创新能力、经营自由度和员工忠

诚度的缺失而逐渐走下坡路。好消息是，我们

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消除贫困、缓解因人类的

鲁莽行为造成的气候变暖的危害，唯一的方法

是在利用商业创新和投资力量的同时运用社会

力量的支持。总而言之，有限责任的传统特权

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Faris Dean ACCA
Lyons Davidson事务所律师

“公司制度一直在慢慢演进，其间试图平衡各种概念：独立法人、有限责任、财务报告、透明度、

股东权利及股东参与。最近的经济危机表明，平衡程度的改变取决于经济环境。由于不同的公司有

不同的特点，因此对平衡重新作出定义并非易事。”

ACCA商法全球论坛主席

Dermot Madden FCCA
爱尔兰公司执法主任办公室

“在未来 20年里，合规和执法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司逐渐开始具有自然人的属性，公司帮

助国家达到碳排放条约所要求的水平，人们还寄希望于公司能在道德和男女平等方面树立新标准。

要达到这一全新的社会性角色，企业需要转而关注长期发展，放弃短浅的营利主义道路。”

ACCA商法全球论坛成员

公司还具有社会性，其生存和
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限责任公司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促进经济活

动和财富创造的伟大平台。正如 19世纪末期

的其他伟大发明那样，它们经过改进和发展，

提高了效率，改善了用户体验，今天的公司结

构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调整，以跟上不断变

化的商业环境。

许多在未来几年将持续影响这一发展的因

素已经渐渐凸显，这些因素包括： 

相互依存的公司
一直以来，社会有一个合理的期待：社会通

过公司属性和有限责任形式给予了公司可观的

利益，作为回报，企业应该同意，其所作所为应

该符合社会所认为的“公共利益”。

公司不仅仅是用来为投资人牟利的商业工

具，而且具有社会性，其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还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一理念近年来

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不论是出于自身利

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还是更宽泛的与社会相

关利益的考虑，公司都应对这些休戚相关的因

素做出迅速反应。                                                                                   

公司整体与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紧密相关

并相互依存，这一观点无疑将大行其道。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各种重大的发展和演进都会对

企业产生巨大影响，第 54页的文章详细讨论了

这一问题。

这一演变趋势未来将对财务报告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将采用更为综合的报告形式来呈现

其绩效和发展前景的重要信息，让读者更为全

面地了解其如何创造价值、应对风险。

衡量“成功”的标准
传统的衡量手段是根据财务结果考核公司

绩效，并以此为依据决定如何奖励员工，回馈

股东，在衡量企业健康度时，这是一种很有效

方式，但却并非唯一的途径。英国巴克莱银行

新任首席执行官 Anthony Jenkins去年夏天写

邮件告诉他的员工说，他认为银行未来的成功

并不仅仅在于金融服务得到推广和金融产品的

大卖。巴克莱的员工要更注重顾客的“感受”。

Jenkins这样写道：“成功应该由巴克莱银

行的利益相关者对巴克莱的看法和感受决定。

我们不仅要与其建立理性上的联系，还要建立

情感上的联系。想一想那些可以引起人们最热

烈积极反应的品牌，可能你会想到那些值得信

赖的品牌：谷歌之于搜索，苹果之于科技，耐克

之于运动。”

由员工持股的英国百货公司 John Lewis

自 1929年创办伊始便遵循此原则。其经营战

略设定的终极目标是 :“通过员工自我价值和工

作满意度的实现，让所有员工幸福”；第二个目

标便是为其店址所在的社区谋福祉。诸如此类

的社会性目标常常会带来更为实际的结果，它

们不仅有助于财务目标的达成，还在实质上推

动其实现，企业的价值承诺对于其商业目标的

实现至关重要。

协调一致
各国企业所采取的经营战略千差万别，而

适用于公司的法律往往随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一国的公司法体系和税法体系，对其境内

的企业决策影响巨大，不论这个企业是国内企

业还是外资企业。

因此，一国的公司法和税制对于更广泛意

义上的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来说，同样具有潜

在的巨大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及国际贸

易的不断发展，世界上一些地区的中小企业贸

易活动将有所扩大，可以预计，与投资者、消费

者和债权人权益相关的协调问题，将得到更多

的关注。

责任划分
近年来，许多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对大小

公司的合规责任区别对待，以推行分类和有效

监管，并立法允许设立一人制公司。 然而，目

前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法体系中仍对公司所有

者和管理者进行责权划分。

但是，对于公司的拥有者和管理者是同一

个人或同一群人的情况，保留这一责任划分的

理由就不总是那么明显。由于复杂繁重的合规

责任属于董事向股东负责原则的范畴，它给许

多小企业带来诸多困扰。为所有者和管理者集

于一身的公司发展一种专门的、精简的企业结

构将更好地反映商业环境的现实。

子公司与集团结构
公司法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每个有限责任

公司都有其独立存在形式，并有责任履行义务。

因此，当一个集团旗下有数家子公司经营时，

母公司须完成从注册每家子公司，任命子公司

董事，实施统一协调的控制系统到计划利润分

配的程序。

这样的结构有一个明显的商业优势，即风

险可以得到控制。但是，从实际目的考虑，这

些子公司只是同一个母公司的经营手段而已，

人们不禁要质疑是否有必要将其视作独立的公

司，从而要求遵守所有由此而来的合规规则。

目前欧盟正在探讨一个方法：公司结构趋于简

单，具有公司的一般特征，以子公司为主线，在

此基础上，建立集团结构，这种方法可能使企

业运营更加有效。 

公益企业的化身
早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许多国家的

政府就已经热衷于将一些公共职能外包给私营

企业，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

的挑战。金融危机后，削减开支的巨大压力则

使这一做法在许多国家更加普遍。

公共职能外包趋势的加速，引发了许多人

的强烈关注，思考公司从体制上能否完成具有

社会属性的职能的问题。

2011年，英国大型“南十字星”养老院集

团被迫出让旗下的 750家养老院，成千上万体

弱病残的老人不得不被转移到其他养老院。这

一事件明显暴露了社会目标与企业目标 —— 

保证股东的投资得到满意的回报 —— 之间的

脱节。

今年上半年，与英国政府合作提供劳动就

业服务的公司 A4e，被广告部门禁止将自身塑

造为一个“社会服务的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

个词表示该公司是一个非营利企业，而不是以

营利为目的。这一决定暗示了一个假设，即如

果一家公司的动机是赚钱，就不能同时实现增

进社会福祉的目的。

外包压力在未来几年内只可能加大，随着

私营企业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各国政府

急需着手制定相应的公司体制，既利于吸引投

资，同时又便于企业根据自身体制特点设定成

功愿景。

戴维斯 FCIS是 ACCA

专业事务主管。他是

ACCA商法全球论坛

的专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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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
不丹议员 Jigmi Rinzin FCCA致力于推进不丹这座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财务基
础架构和透明度。

不
丹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小

国，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民

总数约 71万。该国正在努力增强

其财务基础设施和透明度，而国民

幸福也是其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

为了了解相关进展，《财会前沿》与 Jigmi 

Rinzin FCCA进行了讨论。后者在不丹乃至亚

洲地区的财会行业极具影响力。他是不丹议会

的议员，同时任职多个委员会，包括政府账目

委员会 (PAC)。他是不丹皇家审计局 (RAA)的

前任审计长、亚洲政府账目委员会区域协会

(ARAPAC)的秘书长。

“到目前为止，在财务基础设施和透明度

美
国智库和平基金在 2012年进行

的一项全球调研显示，希望出国以

提高生活水平的马来西亚人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多。按照世界银行

2011年人才流失测算数字，约有 33万马来西

亚人在国外生活。

为了在 2020年之前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

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该国政府在去年成立

了 TalentCorp马来西亚。“人才是变革的驱动

者。”CEO Johan Mahmood Merican表示。

他认为团队精神才是成功变革之道。“单靠

TalentCorp是无法达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需要

通过一切努力建立网络和合作关系，以便有效

地吸引人才。”

TalentCorp的“走出去”项目就是一个合

作的绝佳范例。该项目派出马来西亚最重要的

雇主前往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台湾，在那

里会晤马来西亚的职业人士和在校大学生，向

他们描述在祖国的发展机会。现场面试，现场

签约。“听同行介绍职业发展的机会才有最好的

效果，政府做不到。”他如此说道。

随后，Sunway-TES、马来西亚大学和

ACCA联手合作，为会计专业的大学生提供获

得 ACCA资格认证的快速通道。Johan说：“通

过校企联合，我们将提高自主培养的人才质

量。”

人才不在祖国也能做出有效的贡献，他强

调，重要的是与国外的马来西亚人建立网络关

系，利用他们的知识才能。他举了一个例子，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 Danny Quah目前供职

于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

另一个受到忽视的群体，是离开职场且不

再回归的女性。根据麦肯锡在 2011年发布的

一份报告，马来西亚的大学毕业生有 57%为女

性，但是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仅有 47%，低于

其他亚洲国家。

最近马来西亚总理 Najib Razak宣布了一

项激励措施，鼓励重新雇用离职的女性。这项

措施鼓舞人心，但是 Johan认为还需要转变思

维。“企业需要认识到女性议题不是一种社会

责任或者福利，它具有深层的商业意义。如果

不能将女性留在劳动人口中，这些人才便流失

了。”

他认为能够吸引人才的是职业发展机会。

方面，必要的机制已经基本到位。”Rinzin这样

表示。他指的是强有力的法律体制 —— 包括

2001年通过的金融法规、2007年的政府财政

法案和 2010年的金融服务法案 —— 这些体

制管控着不丹的银行、保险业、一家养老金机

构和可能出现的经纪人和基金经理。皇家金融

管理局法案也帮助了不丹中央银行进行独立运

“我们需要人力资本来执行
立法的意图、促进经济发展。”

封堵人才流失
人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资产。TalentCorp马来西亚 CEO Johan Mehmood 
Merican阐述人才留用之道。

回归人才项目（REP）、吸引和保留学术人才项

目（STAR）、人才居留许可项目等激励型项目，

顶多是甜味剂。他表示：“因为如果没有机会，

马来西亚就没有卖点。”

利好消息是，马来西亚已经看到了人才的

健康回流。根据 Johan的信息，马来西亚的医

疗行业正在吸引专家回归，尤其是与新加坡临

近的、位于柔佛的伊斯坎达马来西亚开发区和

医疗旅游业发展迅速的槟城。

Johan提到：“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当地的

马来西亚人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在现在回归祖

国。我说是因为现在天时地利俱佳。全球经济

发展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亚洲。在一些重要的行

业，如油气、信息通讯和电子、财务、医疗等，

我们可以为高级人才提供令人兴奋的机会。专

业服务行业也在发展。在这些行业中，既有寻

求区域发展的马来西亚企业，也有试图建立区

域业务的跨国企业。马来西亚具有良好的条件，

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发展机遇。”

Tan Pin Ping，记者

2011 年 TalentCorp

马来西亚成立，Johan 

Mahmood Merican

就任第一任 CEO。他

是一名专业会计师，曾

经从事过会计、审计和

公司财务等工作，在

2004年加入了政府部

门。

62     第六期  第六期     63

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不丹财会前沿：全球经济  人才



不丹普纳卡山谷的黎

明降临了。

作为不丹议会的成员，

Rinzin同时在多个经

济委员会任职，包括政

府账目委员会。

作，中央银行同时也是证券和保险行业的管理

机构。

Rinzin同时承认“虽说如此，我们的问题

也不少。我们需要人力资本以执行立法的意图，

并促进经济发展。”

他还表示不丹需要继续加强立法，包括贸

易法、投资法、公司法、和竞争政策的法律。上

述法律已经包含在不丹 2013到 2018年度立

法草案计划之中。

“人们对于在该法规的实施过程中的合作

和协调存在疑虑。”Rinzin这样说道。他进一步

解释说，年轻的民主机构还在调整状态，因此

在金融法规执法方面有时候存在困扰和矛盾。

举个例子，在 2010年的一项裁决中，最高

法院根据议会反对派提出的宪法判例剥夺了内

阁的许多直接税收的权力，并要求所有的主要

税种都经过议会处理。当时政府辩解，此举将

限制收入的增长、放缓发展速度。

“我们有 2006年的审计法案，该法案支持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的利马宣言和墨西哥宣

言。”Rinzin表示。该国审计长的独立性受到立

法保证，并通过审计法案得到进一步确认。

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不丹的最高

审计机关 —— 皇家审计局 (RAA)强大、专业、

备受尊重，有时候该组织被政府和官僚机构批

评为“太过严苛”、签发太多报告。

在 Rinzin看来，不丹 RAA和其他国际组

织相似，只执行风险导向型审计和主题型绩效

审计，而不进行传统的合规审计和规则型审

计。

PAC心理
ARAPAC是在 2010年由亚洲各国议会成

立的，目的是为皇家审计局（RAA）等国家最高

审计机构提供一个地区性协会。由于对不丹公

共账目委员会（PAC）表现的认可，不丹在一开

始就担任该协会的秘书长职位。Rinzin表示，

在任职 ARAPAC期间，他发现有些 PAC做了政

治上的妥协、没有实权、或者已经长久没有出

具任何报告。而不丹 PAC到目前为止遇到的唯

一挑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全面地研读年度审

计报告，他补充道。

在将“国民幸福指数 (GNH)”作为经济发

展目标时，不丹在全球各地登上了新闻头版。

Rinzin将 GNH描述为“是国民生产总值和

精神、环境、和社会因素的综合”。GNH是在

1972年由不丹前国王吉格梅 辛格 旺楚克 (Jigmi 

Singye Wangchuk)创造的，它有四个“支柱”：

良好的管控、可持续而公正的社会经济发展、

文化保护和推广、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化

管理。这些支柱总共涵盖九个“领域”：生活水

平、健康水平、教育水平、时间分配、心理健

康、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和适应性、生态多样

性和适应性、和良好的管控，包括共计 33个指

标。比如，生活水平领域就包括了三个指标：资

产、住房、和家庭人均收入。

筛选工具
“为了方便测量，这些指标被修正为 22个

可衡量的变量或工具，作为批准政府政策的

GNH筛选工具。”Rinzin介绍说。所有项目和政

策都必须展现其“亲 GNH”的性质。

各个指标类别的 22个可变量，每一个的分

值为四分，因此最高总分是 88。如果一个变量

得分为一分，则意味着它对 GNH有负面影响，

两分表示“不确定”，三分表示“中性”，四分则

表示有正面作用。

Rinzin说，“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必须得到

至少 66分的平均分，才能通过 GNH的筛选测

验。”

评估是由各个行业的合格的专家和专业人

士执行的。他们必须对相关主题有全面的知识，

并且得到同行的信任和认可。大众也通过立法

机构、或者作为服务用户参与其中。

“这种制定政策的方法实施时间不长，因此

目前作任何总结都是不恰当的。”Rinzin表示，

“我们目前发现只有很少一些政策通过了这项严

格的测验，也只有很少一些被拒绝了。”他相信，

只有 8到 10年后才能清楚判断 GNH的裁决。

Rinzin建议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处理已经

被 GNH筛选流程的相关问题影响的事务。“需

要进一步研究以理清问责和一些评估变量之间

的逻辑联系。”

他推测，将 GNH评估变量和会计学主题 

—— 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碳排放权交易、综

合报告等 —— 联系起来的做法将给会计师带来

高薪的工作。

由于环境和社会问题对公司报表的影响越

来越大，Rinzin感觉 GNH做法可以全球推广。

毕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财务报告的局

限性已经越来越清晰。他注意到，巴西、英国、

法国等国家受到了不丹 GNH的启发，已经开始

开发自己的幸福和社会福利指标。

驻不丹记者 Tenzing Lamsang

“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必须获得
至少 66分的平均分数，才能通过国民幸福指
数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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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主流
Robert Bruce表示，综合报告是全球的潮流趋势所在；会计师必须具备新的技
能，来帮助适应这一潮流。

水能载舟：可持续发展

不仅仅停留在报告层

面上，还需要人们参与

其中。如图所示：在一

个临时游泳池旁，有一

群伦敦的学生。这是

伦敦 2012年奥运会

的扩展活动之一，该活

动旨在促进民众强身

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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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首席执行

官 Ernst Ligteringen 表示：“很

快，非财务报告将会成为主流。”

他的逻辑缜密，且容易理解。长期

以来，公司报告发展的方向是，要能够准确描

述商业模式、并为日益广泛的报告使用者和利

益相关者提供具体和重要的信息。现在整个世

界都在关注公司报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Ernst Ligteringen表示：“十年前，可持

续发展报告可以让一个企业脱颖而出。企业用

这种报告来证明，他们比别人做得更好。”非财

务报告不仅是一种用来区分企业的比较直接的

方法，它还有更深的含义。当世界陷入金融危

机，大家努力寻求解决方法的时候，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反思教训了。Ernst Ligteringen表

示：“投资者开始把眼光放长远了。”但是可持

续发展报告必须演化成为能够为市场提供与公

司整体商业战略相关联的公司风险和机会的系

统的、可靠的信息。

非财务报告能带来哪些可能性和好处？全

世界对此都越来越感兴趣。

在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里

约热内卢召开，大会产生了所谓的“第 47段”

的说法。

第 47段认可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的重要

性，以及需要“适当地鼓励公司，尤其是上市公

司和大公司，考虑将可持续发展信息纳入它们

的报告体系当中。”有几个国家马上形成了一个

“第 47段之友”（Friends of  Paragraph 47）

的联盟，来推动这一新的报告要求，使之在全

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

与此同时，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IRC)

正努力创立一个可以反映“综合思维”

（integrated Thinking）的框架。IIRC表示：“通

过这个框架，公司管理层可以让投资者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价值创造的全部复杂过程有

个共同的理解。”

现在全世界都在努力将影响公司战略的一

切因素综合到一起，而会计师恰恰是这项宏图

大业的主角。所以，毫不奇怪，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总裁，现在也

是 IIRC的代理主席 Peter Bakker，向人们表

示，拯救这个星球的将是会计师。其实很简单，

就是将信息关联起来，然后根据信息告诉你的

东西，采取相应的行动。

Robert Bruce是一名

英国财经记者，他定

期为 IAS Plus网站以

及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撰稿。自从

2007年开始，他成为

了“可持续性会计项

目”（the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Project）的特约作家，

后来还成为了其执行

委员会的成员。

左图：在伦敦奥林匹克

体育场周围种满了野

花的草地，为 2012年

奥运会创造了多彩的

环境，也为这一地区

留下了一个新的公园。

可持续发展项目在为

2012年奥运会吸引赞

助者方面，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的首席执行官

Ernst Ligteringen表示：“如果你的说法前后

一致，周密严谨，人们就可能用你的报告，并据

此采取行动。”或者用 IIRC的首席执行官 Paul 

Druckman的话来说：“公司报告不仅仅是一

个良好的交流工具。它还能影响投资者以及组

织内部的行为，它还能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和

生产力。所以，如今政府、监管机构和决策者经

常谈到为建立更加负责、反应更快的资本主义

制度创造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根植于那些创造

和维持价值的活动当中，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

事业。”

非财务报告概念背后的热情是看得见的。

不确定的地方在于，对于如何实现非财务报告，

还存在许多不同观点。ACCA特别项目总监安

德杰（Roger Adams）表示：“只要报告者能够

以前瞻的眼光阐述重大事项，并在可持续发展

驱动因素和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和公司战略之

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就能够说服投资者，让他

们相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定义和行动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培训合作伙伴

Lodestar公司，与德勤、GRI和 ACCA一起，

于 2012年秋天，在伦敦组织了第一届非财务

报告大会。在讨论到定义和行动的主题时，汇

丰银行集团融资部主管 Richard Scurr给非财

务信息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他在大会上

说：“非财务信息就是指会计准则范围之外的数

据。”这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定义必

须非常简单，而且最好不要太专业化。这里存

在一种见木不见林的风险。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可持续发展服务部主管 Jenny Harrison表示：

“有这样一种风险存在，那就是现在的综合报告

运动可能会变得太理论化。它应该是让人们在

实践当中，能够更好的实现业绩管理。”

注重结果会如何才是更重要的。Hermes 

Focus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董 事 长 David Pitt-

Watson认为：“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让所有

权在投资当中得到体现？”他的意思是收集企

业短期业绩的信息很容易。但是当你要搜寻反

映公司长期走向的信息时，问题就出现了。能

反映公司长期走向的信息，可远非那些财务数

据能够做到的。

Pitt-Watson和全球许多其他投资者想要

的东西，与综合报告制度基本接近。非财务信

息的报告，会对公司的长期业绩带来影响。而

且他指出，在这一点上，目前已经可以找到实

际例子了。他说：“观察可以改变行为。一个公

司如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表现良好的话，往往

在财务方面的表现也会更好。理解可持续发展

Jenny Harrison
可持续发展服务部主管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有这样一种风险存在，那就是现在的综合报告

运动可能会变得太理论化。”

Julie Fitzsimmins
Lodestar公司总监

“我们应该揭开公司报告制度的神秘面纱，使之

简单化，让广大公司能更好地使用它。”

David Stubbs
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任，伦敦 2012

“可持续发展报告不仅仅是一种报告方式；

还是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的方法。”

的公司，就是更好的公司。

这可能是全世界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变化，

变化的大部分都可以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原则。

Black Sun咨询公司公司报告部主管 Sallie 

Pilot表示：“这都与良好的商业意识有关。”行

业内人士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大原则的正确

性。因为的确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此次伦敦非财务报告大会上发言的还

有伦敦 2012年奥运会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

任 David Stubbs。他在会上表示：“那些赞助

企业都被可持续发展所震慑，这不仅仅是一种

报告方式，这也是号召人们积极参与的一种方

法。”

长期来看，非财务报告制度如果想要带来

其所承诺的好处，会计师（Bakker表示，拯

救这个星球就靠会计师了）则是最需要努力工

作的人。全球报告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 Ernst 

Ligteringen表示：“会计行业必须发生改变，

必须引入不同的技能，必须改变培训方法和内

容。因为会计行业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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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环境大会后进展显著？
ACCA最近的一次活动显示，尽管里约 +20地球峰会并未重拳出击，去推动可
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展，但广大企业在这方面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在
这次里约 +20地球峰会上，大家

对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可持续发

展报告条约的呼声很高。但是大

会最终的声明却显得很温和。根

据 ACCA财会前沿大会（Accounting for the 

Future conference）上的讨论来判断，这并不

意味着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的主要参与者丧失了

其发展势头。

ACCA支持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联盟

(CSRC)本想通过里约峰会来迫使公司考虑那

些对它们自身来说很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并通过合适的方式报告它们可持续发展方面的

表现。经过大量磋商，大会最终协议的第 47

段，选择了去鼓励公司，而不是强迫它们这么

做。

但是 CSRC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英杰华

集 团（Aviva Investors）首 席 投 资 官 Steve 

Waygood并没有因此感到灰心。他对 ACCA财

会前沿大会的参会者表示：“我们虽然没有达成

一个条约，但这次我们得到了联合国最明确的

表述，表明可持续发展对联合国、企业和经济

价值的创造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第 47段得

到了 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重大成果。”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政策和政府事务

部高级经理 Pietro Bertazzi谈到一个由巴西、

丹麦、法国和南非四国发起的叫做“第 47段之

友”的联盟组织，他说，该组织将支持“第 47

段”的实施，收集各类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的

政策，开发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最佳实践。”Steve 

Waygood表示，他有“巨大信心”该组织一定

会壮大起来，会员数量将远远超过四个发起国，

“希望能把联合国所有 193个成员都囊括进

来”。

同样在这次里约大会上，五大股票交易

所（圣保罗、约翰内斯堡、伊斯坦布尔、埃

及和纳斯达克）就可持续性股票交易所计划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采取更多措施来促使在

他们的交易市场上市的公司采用可持续发展报

告。从那以后，香港也表示，到一定的时候也

将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之

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交易所最近也出台了

这方面的一些指导规定，加拿大和德国可能会

紧随其后。

这次里约大会的一个“时髦词汇”是“自然

资本”。

可持续性会计 (A4S) 项目主管 Sarah 

ACCA大会讨论全部

内容，请访问 www. 

accaglobal.com/

accountingforthe

future 查找 Reporting 

developments around 

Rio+20。

更多内容，
请浏览视频

上图：在巴西里约

+20地球峰会上大力

宣传可持续发展。

Nolleth解释说：“我们的经济有赖于从大自然

那里获得 33万亿到 72万亿美元之间的‘免

费服务’。”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大自然的生

态系统不提供淡水、蜜蜂授粉等服务的话，人

类将必须支付如此巨大数量的金钱。这也就是

经济学所说的“外延效应”。Nolleth表示：“这

些免费服务极大地支持着我们的企业和国家

活动，但却没有被考虑进我们每天的决策当

中，也没有反映在我们的盈亏报告和资产负债

表当中。不考虑那些，你怎么分配资源？企业

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来保证长期可持续发

展？”

Hermes Focus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

长，也是 Hermes Equity Ownership Service

创始人，David Pitt-Watson表示：“用数字来

衡量我们从环境中获得了多少好处，在某种程

度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用会计

语言来思考这个问题，世界是如何‘持续经营’

的？你如何来衡量它？我可以告诉你公司每个

季度的表现。但我却不能告诉你公司的经营行

为是否在危害着我们这个星球。这简直太疯狂

了。”

Lois Guthrie 是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DSB)执行董事，同时也是国际综合报告理事

会 (IIRC)的专业总监。她表示，后里约时代的

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英国最近颁布了强制性碳报

告的管理草案。她说：“将会受到影响的英国公

司中，有 30%现在已经在向该碳披露项目提交

报告，因此他们的合规准备很充分。”

英国政府还表示，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DSB)所制定的气候变化报告框架，也可以

用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如 Lois Guthrie

指出，这是很有用的，因为 CDSB正和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UNCTAD)，以及经合组织

（OECD）一道，鼓励实现气候变化报告更高的

国际一致性。

也许讨论得出了三个最重要的讯息，第一

点是：想管理，先测量。Guthrie表示：“经济

的无形之手无法应对无形的风险。”她承认，在

测量方面，的确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她表

示：“我们想要的是，要将报告转化为行动。”

第二点是，这不仅仅与环境有关。Nolleth

表示：“这还具有很强的商业意义，能帮你降低

风险；指明机会。”

最后一点是，今天的会计师必须充分参与

进来，并扮演重要的角色。Pitt-Watson表示：

“别坐等措施和标准出台。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管理好你的公司。”

本世纪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在经济、社

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将从政府转向那些重要

的全球性大公司。最近的研究表明，2009年全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IRC)首席执行官 Paul 
Druckman表示，预计框架草案将于 2013年
形成。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展势头愈发强劲。

综合路线图 

ACCA 2011/12 年

报是按照 IIRC. 的

方法编制的一份综

合 报 告。ACCA 是

IIRC实验计划的成

员。

ACCA的首份
综合报告

Paul Druckman 是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

(IIRC)首席执行官。他

的工作包括担任可持

续性会计项目执行委

员会主席，及欧洲会计

联盟（FEE）可持续发

展工作组主席。

世界最大的 100个经济实体当中，有 44个是

公司。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潮流趋势是令人不

安的。

可以用来平衡这种力量转移的，是当今技

术革命的转型影响。全世界每天都有两亿条推

特留言，美国的技术团队 Radicati预测，在

2013年每天将会有 5070亿封电子邮件被发

送。在这种世界当中，如果一个企业不愿说明

它是如何创造可持续性价值的话，它是无处可

藏的。因为即使企业自己不愿意说，总会有别

人说的。

研究还告诉我们，通过财务报表能够反映

的价值仅占 20%，而其他因素，如专利、商标

和版权等占到了公司价值的大部分。

综合报告运动的目的在于鼓励企业说明它

们是如何创造价值的，解释其“资本”（人力资

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知识产权资本、财务

及制造资本）是如何为公司的短期、中期和长

期生存发展服务的。

我们得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投

资者、监管机构、标准制定者和非政府机构的

支持。参与我们实验计划的企业有微软、可口

可乐和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等。我们

在 2013年 4月推出综合报告框架的征求意见

稿。如何继续维持外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

对我们来说是个持续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在公司报告制度改革中，

有着众多的相关计划和组织，这让人们感到迷

茫和困惑。尽管我们相信这些计划和组织都是

走向综合报告的台阶，但企业和投资者需要确

定性。所以，我们打算积极努力，帮助制定发展

路线，使综合报告的发展更具协调力度和连贯

性。

今天，全球大约有 1000家公司公布自称

的综合报告。我们打算在草拟 2013年 1.0版

框架时，充分利用商业和会计行业的专业知识，

希望在目前的良好势头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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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资者为重
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赵立新解析为何企业必须把投资者放在信息披
露的核心地位。

信息的供需
信息的提供方与需求方

一
般来说，投资者总是希望能获取更

多的信息据以进行投资决策，但公

司会考虑到信息披露成本，包括其

中的隐形成本，即信息披露可能泄

露公司的商业秘密、行业前景或新的业务模式

吸引了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或原有竞争对手的

模仿等，因此不愿意大量公开信息。

传统披露方式与投资者多元化信息获取渠
道的矛盾
上市公司的法定信息披露渠道包括指定报

刊、网站等媒体，但投资者对信息及时性的要

求、对信息双向互动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微

博、博客等非正规信息渠道日渐兴起，虽然存

在成本低、易于获取的优势，但是信息的真实

性、完整性无法得到保障。

不同类型投资者信息需求差异的矛盾
不同投资者类型对信息的需求的多与少、

详与简，以及关注的重点、对信息的解读能力

必然存在差异，但目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

的是统一的、基于通用规则的信息，难以适应

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监管信息与非监管信息的矛盾
上市公司为满足融资、再融资的需求，在

信息披露方面迎合监管需求的倾向明显，年报

中也侧重于对监管重点事项的披露，而对投资

者的决策需要体现不足。

构建投资者需求导向的信息披露体系，提
高信息披露有效性

上述问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投资者与上市

公司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信息披露的投资

者需求导向直接关系到市场配置资源、服务实

赵立新是中国证监会

（CSRC）上市公司监

管二部主任。他同时

担任卡迪夫大学中国

会计、财务与管理研究

中心成员，中山大学管

理学院客座教授，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

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

学术顾问。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 

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的互补让投资
者获益匪浅。

体经济的效率。

基于投资者导向的信息披露应该体现四大

原则。一是重大性，对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均应该予以披露。而重大性的判断，不

仅仅包括定量标准，也包括其本身的性质。公

司应选择有重大意义的信息加以报告，避免内

容堆砌而掩盖了焦点。二是相关性，即应报告

与投资人决策相关的信息。披露内容应围绕公

司的行业、业务、商业模式、发展阶段等予以

具体化的讨论，而不是脱离具体情境和事项的

空泛文字堆砌。三是变化性，满足投资者决策

需要的高质量的信息应该对报告年度内的重大

事项的变化予以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四是关联

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并非简单的叠加，而应该

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及各项内容的整体关

联性。

挑战
在具体披露内容方面，目前需要关注和改
进的问题包括：

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互补与结合。由

于财务数据对价值反映和解释的能力在不断遭

受挑战，而诸如人力资源、销售网络、品牌等软

实力信息已经超出财务会计所及，而这些信息

对企业特别是新经济企业的价值判断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二者的互补与结合有利于为投资

者决策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视角。

通用信息之外的行业特色的信息。通用信

息对行业特殊性相对体现不足，而后者恰恰是

投资者预测企业未来价值的重要背景信息。如

何将公司的行业、业务特色信息，与行业相关

的竞争环境、核心优势和潜在风险有效准确地

传递给投资者，依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历史信息之外的前瞻性信息。在国内，目

前的定期报告规则，基本都鼓励公司披露关于

未来经营计划等前瞻性信息。实际披露中上市

公司很少愿意披露预测性信息，主要是担心预

测性信息不确定性太大。

在中国证监会近期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

相关规定的修订工作中，就秉承投资者导向理

念，在针对不同投资者的多层次的披露内容，

“通用信息 +行业信息”差异化披露等方面进行

了探索。

在披露方式方面，一方面应有效利用互联

网等电子化信息披露手段，进一步提高信息披

露的效率和便捷性，降低披露成本。另一方面，

信息披露应从公司到投资者的单向信息传递逐

步向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发展。目前，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平台——“互动易”

在互动式信息披露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

只有以投资者为中心，建立以投资者需求

为导向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体系，充分满足投

资者需求，一个健全高效的资本市场才可能变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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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公司报告
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CI）巴基斯坦分公司首席执行官、
巴基斯坦海外投资者工商会（OICCI）和巴基斯坦管理协会
（MAP）前总裁Waqar Malik就巴基斯坦不断演化的报告环境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 过去十年里巴基斯坦的公司报告有过变化

吗？

答： 有，报告不再局限于强制性的财务报表，

而是在社会和环境指标的披露方面更为综

合，在综合呈现公司运营的不同职能和维

度方面更为出色。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正逐渐成为常态。

问： 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 透明度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今天的企业经

营环境无时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如今在

巴基斯坦，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想更

多地了解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他们希望报告能够如实地进行披露。他们

还想知道公司在持续创造利润的同时对建

设一个健康、文明、道德的社会做了哪些

贡献。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保护人权、维系诚

信经营及遵循监管要求都是能够进行经营

的前提条件。对各类组织来说，可持续发

展不再仅仅是光鲜的词汇或锦上添花的好

事，而是关乎存亡的问题。一个企业要想

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创新性的负责

任地经营非常重要，而且要让企业的利益

相关者知道你正在践行承诺。

问： 面对上述变化，ICI是如何应对的？

答： 作为一家全球性跨国企业，我们内部的报

告体系和标准很早便与国际趋势接轨。对

我们来说，就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业绩公开

发布报告是水到渠成的，因为我们早已建

有完善缜密的内部系统，对报告所需的数

据进行汇编，为编制中肯、可靠的可持续

发展报告奠定了基础。年度报告所涉层面

的扩大使我们有机会展示并分享我们取得

的成功及面临的挑战，这有助于增强 ICI

作为一个透明组织的形象。

问： 这么说来，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强制发表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要求，是透明度在推动

ICI报告变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答： 现在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负责任的体

现，而不是强迫性的。今天，世界就是一

个全球性的市场，并且竞争非常激烈。不

论你是在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开展

业务，你的对手和利益相关者都是一样的。

你获取金融和非金融资本的资源池也是一

样的。

所以说，即使没人强迫你发布非财务状况

信息报告，你也必须这么做，这样你才更

有机会吸引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获得

更多的产品需求和媒体好评，并且不受国

界阻隔。

问： 在准备可持续发展报告时你们会遇到怎样

的挑战？

答： 问责制和透明度是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两大

支柱，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来让每个人都

相信它们的价值所在。由于董事会对可持

续发展报告的原则和标准非常认可，公司

操作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我们通过互动、

培训和宣传会议使每位员工都积极参与其

中。

问：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一大挑战在于披露的

可靠性。在 ICI你们是怎样克服这一问题

的？

答： 我们确保我们的报告符合国际标准，例如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标准，同时还

要确保我们的报告经过可信赖的外部（第

三方）的鉴证。

问： 在一个组织内，谁应负责推进可持续发展

报告？

答： 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报告在战略上的分

量更重一些，它首先应该由董事会来决定

其战略方向、设定战略目标以及决定组织

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子。在编制报告的过程

中，财务职能部门可以将每个人都凝聚起

来形成团队，为编制一份涵盖了经营业绩

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ICI) 巴基斯坦分公司是为鼓励提高报告透明

度而设立的ACCA-WWF巴基斯坦环境报告奖新晋得主，作为公司首席执行

官，Malik在 ICI任职超过 26年，曾担任商业、财务和战略等一系列高级

职务，并于 2012年 12月退休。他是巴基斯坦海外投资者工商会（OICCI）

和巴基斯坦管理协会（MAP）前总裁、Engro Polymer and Chemicals公

司、IGI保险公司及巴基斯坦商务委员会董事会董事。他是巴基斯坦国家银

行中央董事会董事、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在巴基斯坦的受托人。他还是拉

赫尔管理科学大学及印度河谷艺术与建筑学院的国家管理基金会理事会成

员。Waqar Malik还是一名专业会计师，曾就读于哈佛商学院和欧洲工商

管理学院（INSEAD）。

Waqar Malik

的报告而努力。ICI从各职能部门中抽调

人员组成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负责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管理工作。

问： 财务职能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 今天的会计师都被视为企业合伙人，会计

师推动企业发展，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来确

保商业模式在三个方面支持可持续发展的

实现：人、地球和利润。

问： ICI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了综合报告？

答： 我们知道将财务报表与公司治理、企业社

会责任披露及环境、社会和经济指标披露

相结合非常重要。ICI报告的每位读者都

能够从中获得 ICI经营业绩的整体情况。

问： 对于未来 5年巴基斯坦的报告环境，你作

何预测？

答： 现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报告已经变得更透明

了。监管者鼓励这一变化并确保报告与国

际标准接轨。另外还有诸如 ACCA-WWF

巴基斯坦环境报告奖等活动的鼓励，这些

都可能促进越来越多的组织自觉地将社会

责任、人才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纳入其报

告范围。我观察到公司报告正变得更加包

容和综合，这清楚地预示着企业将在更多

方面为社会和环境做出自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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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大于利？
最新的观点认为，季度业绩报告助长短期主义，报告容易被操纵，甚至会摧毁公
司价值。

人
们通常认为，涉及到信息的时候，

投资者永远得不到满足。透明度被

视为金融市场的首要美德。然而，

认为公司必须每三个月公布财务

业绩的观点渐渐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抨击。 

最近英国政府在针对股票市场的一份报告

中批评鼓励投资者和高管关注短期的做法。报

告的第一作者，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 John 

Kay指出，涉及到数据时，“越少可能意味着越

多，越多可能意味着越少”。他这一与直觉相反

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结果的支持。有的学

者甚至认为，与安然公司事件等众所周知的欺

诈事件相比，季度报告的破坏性更大。这一论

调似乎正在为政治家所了解。例如，欧盟正在

考虑取消三个月一次的公布要求。即使在美国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季度报告弊大于利。 

美国模式
强制性的季度报告制度起源于美国。从 20

世纪 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公司就必须向投资

者提供这些定期的财务健康报告。“山姆大叔”

一带头，许多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2004年，

欧盟委员会要求公司公布中期管理报表。东南

亚国家也在朝这个方向靠拢，只有欠发达的新

兴市场国家还落在后面。

许多人仍然相信美国的会计模式是正确

的。赞成者认为，仅仅依靠年度报告很难监

控公司的业绩。BDO德国会计师事务所高

级经理、ACCA企业报告全球论坛成员 Ulla-

Martina Bauer ACCA表示，报告频率减少会

让与公司最亲近的人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她的

个人观点是，“季度报告能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公

司在整个一年中的运作情况，而且能有助于防

止内幕交易”。如果公众怀疑内线人士有不公平

的优势，他们可能最终会完全退出市场。 

这样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仍然存在，似乎很

奇怪季度报告会正在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可。对

其最主要的指摘在于季度报告带来的价值远远

不如通常认为的那么高。

为晨星（Morningstar）投资研究公司对美

国能源企业进行调查的Mark Hanson说：“公

司可以运用一系列的会计手段来制造公司盈

利乐观的印象，这有时能掩盖潜在的不稳定情

CFO宁愿牺牲实际现金流也要在
财务报告中呈现出他们想要的数字。

况。”这些手段包括：调整损失准备金或推迟公

司大楼或设备的维护。Hanson说：“因此，这

些报告的财务内容并不总是能产生价值。”

短期主义
季度报告还可能无法反映许多公司的长期

愿景。Kay说：“对于许多公司，投资需要数年

时间才能产生回报，这使得这些短期的信息汇

报与之毫不相关。”石油行业便是一个例子，深

海油井在首次发现后往往需要五年才能投产。

Kay认为，铺天盖地的信息不仅毫无用处

而且具有破坏性。他说：“即使投资者明白哪些

信息是无用的，他们也可能觉得不得不对其采

取行动，尤其当他们认为其他人会这么做的时

候。结果，在季度报告发布前后的一段时间，常

常集中发生各种举动。”虽然股票交易能为银行

带来佣金，但会让养老金和其他投资工具的收

益遭受损失。Kay说：“这对投资者来说全是坏

消息。”

也许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季度报告的要求

可能会影响公司业绩。这远远超出了发布公司

最新信息对一个公司会计职能的约束。因为如

果季度财报令市场失望，公司股票会大幅下跌，

高管们可能会牺牲长期的价值来满足市场的预

期。在 2006年对 4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调

查中发现，约 80%的受访者承认自己会减少

在研发、广告和维护上的灵活开支以达到盈利

目标。更令人震惊的是，55％的受访者表示会

推迟启动新的项目，即使这意味着价值的牺牲。

报告总结道，“首席财务官宁愿牺牲实际现金流

也要在财务报告中呈现出他们想要的数字。”这

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即使是一次盈利状

况不佳也会损坏公司在市场中的声誉。几次这

样令市场失望的情况发生后，高管们就可能地

位不保。 

比欺诈更具破坏性
该报告的作者 —— 杜克大学的 John 

Graham 教授、Campbell Harvey教授以及华

盛顿大学的 Shiva Rajgopal 教授 —— 认为季

度报告制度比世通公司破产等上头条的欺诈事

件对股东价值的损害更大。报告称，“媒体的大

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为数不多的涉嫌盈利欺诈

的公司丑闻上，我们估算了采用手段达到盈利

目标的公司所损害的价值总额大于这些被曝光

的欺诈事件中损失的价值。”该报告指出在美国

前者造成的价值损失每年约为 1500亿美元，

相当于两个安然公司的价值。

这一令人惊讶的结论受到德国鲁尔大学

Jurgen Ernstberger教授 2011年 6月发表的

一篇论文的支持。他也证明了公司宁愿牺牲长

期回报来避免短期内在投资者面前丢面子。他

的研究表明，公司会为了提升短期销售额而给

消费者更多的折扣，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损

害长期的盈利能力。 

另一个充分的理由是，如果取消季度报告

制度，投资者就不会放过任何有重大价值的信

息。 2011年 10月，欧盟委员会宣布，通过公

司及时向市场发布任何市场动态信息，“已经充

分保证投资者得到保护”。例如，根据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的数据，仅在英国，2012年上半年就

发出了 133个利润预警。 

大多数专家也认为，对于某些公司和行业，

高频的信息更新必不可少。例如，一家时装零

售商的财富会根据每个季节的市场流行趋势而

变化。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季度报告往往适

得其反。Kay说：“如果我们要营造真正关注长

期价值的投资氛围，我们就得放弃所有公司都

必须每三个月更新一次财务数据的想法。 

驻纽约记者 Christopher Alkan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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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反避税条款走向全球
据 ACCA税务专家乔德理（Chas Roy-Chowdhury）和贾派伯（Jason Piper）
报告，印度和英国都有可能通过一般反避税条款来增强其税收立法。

世
界各国都对反避税措施抱有极大

的兴趣。各国政府在维持健康的税

收收入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由

于施压团体和媒体报道突出报道

了某些全球性的品牌企业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内

缴纳的税额低于公众预期，因而公众对此也有

很高的兴趣。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建立一般反避税条

款 (GAAR)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世界各

国的税收规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咨询顾问

有更多的机会识别潜在的省钱之道，一般反避

税条款的吸引力进而随之增加。但是当一项交

易的经济结果与税收结果有显著差异的时候，

税务机构就会开始担忧。

采用大陆法体系的司法管辖区已经有滥用

法律的概念，并且几乎都有具体的关于滥用税

法的规定。但是，这一概念在英美法系中并不

自动存在，例如英国、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因

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实现

税收公平。美国的回应是比较特殊的，其司法

部计划运用经济实质规则，目的是评估税收结

果是否与经济结果大致相符。其他采用英美法

系的司法管辖区则普遍采用一般反避税条款。

除英国和印度以外的所有主要英联邦国家都引

入了某种形式的一般反避税条款，但在英国和

印度这两个国家，相关措施已经在筹划之中。

初期的问题
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引入一般反避税条款都

是有挑战的。澳大利亚的第一次尝试是无效的，

该条款过于宽泛，不足以打击澳大利亚政府计

划针对的具体的避税方案。因此，一般反避税

乔德理 FCCA是ACCA

税务主管。他是 ACCA

全球税务论坛的专家

成员。在加入 ACCA

之前，他曾在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

光亮：在印度新德里的

尼赫鲁体育场举行的

2010年英联邦运动

会，烟花闪耀。印度与

英国是英联邦国家中

唯一没有采用一般反

避税条款的两个国家，

但它们都在考虑引入

该条款。

贾派伯是 ACCA税务

及商法专业事务经理。

他是特许税务顾问，曾

任职于四大和专项会

计师事务所。

条款已经被改写，但其效果仍不明朗。

印度最近的动向也说明了引入一般反避税

条款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个面对经济压力的时

期。由于担心外国基金管理公司撤回投资，印

度将避税法律的出台推迟到了 2016年。这一

推迟给了印度澄清细节的时间，并且，在理想

的情况下，能够向国际企业和投资者提供进一

步保障。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计划在 2013年引入

一般反滥用条款，具体而言，即“针对滥用避税

安排”的条款。英国似乎在借此推动其反避税

实践。2012年 6月的一份咨询文件中包含的

立法草案确立了一般反滥用条款的概念，适用

于同时触犯“税务安排”和“滥用”标准的避税

行为。

英国的举措遵循了由 Graham Aaronson 

QC带领的研究小组在 2011年 11月提出的一

份报告，该报告不建议引入“宽泛的”一般反避

税条款。英国政府的声明支持这一结论，指出

宽泛的条款可能会导致企业和投资者的不确定

性，并且，该条款可能产生的误解会削弱人们

对英国作为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的信心。

使命偏离
然而，虽然英国政府意图引入一项比较

狭义的反避税条款，ACCA以及许多专业人士

担忧这并没有在立法草案中加以明确。尽管

Aaronson报告显示仅针对极端的避税情况意

图，但近期出现了“使命偏离”的迹象，非极端

情况也可能被归入反滥用条款的范围，因而对

此的担忧日益增加。

英国税务机构即将制定新的指导，以支持

该立法草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HMRC）因此将对新法律的实施

产生重大影响。由一群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将

根据政府的提案，就反滥用条款是否适用于特

定情况这一问题向税务海关总署和纳税人提出

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意见。

Tom Duffy FCCA
Affecton顾问

“大多数纳税人都会支持一般反避税条款的目的，即减少由完全以避税为目的的滥用的伪造方

案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且同时保持清晰和明确，并使得纳税

人能够以最有利的方式安排他们的税务。一些国家设法打击那些把避税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的交易。

这就需要对避税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法律本身又是基于避税这一概念制定的，这就要求避税的概

念是具有自我参考价值的。在英国，Aaronson的报告通过专注于情节最恶劣的避税方案克服了这

一困难，并确保了一般反避税条款不会排除立法中提供给纳税人的选择。英国税务机构的方法取

消了这一保障，有效地扩大了一般反避税条款的范围。但我们认为，这只能起到相反的结果，一般

反避税条款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和更多的官僚主义。”

ACCA税务全球论坛成员

另一个担忧是，自行估税（self-assessment, 

SA）系统覆盖的所有英国的纳税人本人都将需

要了解反滥用条款。政府的意图是让反滥用条

款尽可能地在现有的税收管理程序下运行，包

括自行估税机制。但是，期望纳税人个人知道

他们的税务处理方式是否与国会通过立法时的

意图相一致，这合理吗？

在实施英国拟定的反滥用条款的过程中，

英国法院将不可避免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司法部成员的变动，这

可能会导致在不同的时期，对于该条款的阐释

有所不同。一些反对政府提案的批评者担心，

这可能会对英国税收机制的本质和稳定性造成

令人讨厌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研究似乎支持这

些担忧，其试图客观地评估世界各国现有的一

般反避税条款是如何被严格执行的。有证据表

明，一般反避税条款的有效性更多地依赖于法

官个人，而非法律本身。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那些已经有

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国家，它们也并不是总能够

发挥作用的。例如，爱尔兰经过了 10年时间才

有一个案件依循该条款处理，又过了 10年才有

一个案件移交最高法院做判决，这或许从另一

个侧面表明了一般反避税条款在威慑作用上发

挥的效力。

尽管目前在英国关于拟定中的反滥用条款

的辩论仍在继续，所有迹象都表明，其最终版

本将在 2013年推出。与印度不同的是，英国

不会刹车。对顾问来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新

的收入来源，因为大客户会寻求更详细的建议，

关于特定结构是否会触犯法律。但这真的是顾

问想要的工作吗？一个错误建议所引起的声誉

风险可能会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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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审计
通过观察一家企业对待员工的方式，可以犀利地洞察它的“灵魂”。Mazars负
责人 James Kallman如此解释。

印度的菲罗扎巴德

城，劳工正在制作

玻璃手镯。当局曾

在此地发起反对使

用童工的大型活

动。

不
间断的媒体和社交网络已经改变

了利益相关方联系业务的方式。在

寻找“合理”利润的同时，他们也

要求业务运营方式的透明度。印刷

精美、并包含绿色环保要素的企业宣传册已经

不够了，还需要展示企业社会责任心的专业报

告。监管者已经开始留意民众 —— 最终监管者 

—— 的要求。

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要求在该州有业务并

且全球销量超过 1亿美元的所有零售商必须汇

报其内部流程，以确认他们销售的产品不涉及

强迫用工或童工。法国的监管当局也已经出台

新的要求，要求企业另外出具财务报告说明企

业集团的全面情况，包括社会、环境等要素，并

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认证。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最近的裁决要

求更为苛刻。第一条裁决要求在美国上市的石

油和采矿业企业披露他们向外国政府支付的所

有税费和其他费用。该裁决和采掘业透明度行

动计划 (EITI)的要求在本质上是相似的。第二

条裁决要求，如果公司生产的产品的任何一部

分中含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采的矿物，如：

锡、金、钨等，都必须向利益相关方和代理机构

披露。这项裁决将企业放在一个更加强大的显

微镜下。

此举显示大家已经意识到传统财务报表对

企业状况的揭示是有限的 —— 仅仅是业务的

大致轮廓。目前已有共识，认为需要其他类型

的报表来充实这个轮廓，使企业的面目更加丰

满生动。

集成的方式
现在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未来企业

将需要出具综合的、全面的集成报告，涵盖财

务、环境、社会、管控（ESG）信息，人力资源

和关键业绩指标（KPI）。但是这个方法也有其

自身的问题。这个方法非常复杂，由于缺乏合

格的审计师和服务供应商，需要数年的时间才

能执行。另外，它的复杂性也会妨碍直接的整

体比较，虽然有些领域可以进行比较，但是那

些简单结论可能会被湮没在过多的细节当中。

目前需要做的是扩大报告范围，充实财务

数据、洞察企业的灵魂、了解企业是否与当今

世界环境相吻合。综合人权审计完全可以物超

所值，因为通过了解一个企业如何对待其熟悉

的面孔 —— 员工、社区、环境和有业务来往的

人，我们能够很好地了解它将如何对待那些不

熟悉的面孔 —— 将未来押在企业运营上的利

益相关方。在当前企业丑闻频出的环境下，这

样的信息是无价的。

为了审计，需要扩展对人权的定义，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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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之外
非财务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日益凸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 Andrew Hobbs
解析这将对财务审计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
于任何一个有心人，都不难从企业

年报和审计财务报表之外找到关

于一家企业绩效和前景的丰富信

息。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是公司主

动提供的，包括初报、分析师季度电话会议等

等。互联网则是另一个蕴涵大量企业信息、观

点和小道消息的宝库。

这些“杂音”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投资者构

成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但确实能够、而且事实

上的确在推动着市场走向。一旦公司失去对财

务信息流的控制权，即便只是暂时的，也会给

企业带来严重的财务影响。声誉受损便是一项

非财务因素，它会导致公众和投资者情绪导向

的转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公司主动提供年

报以外的绩效分析：比如通过社交媒体或投资

不违反道德：在

2012加拿大温哥

华可持续生活博览

会上推介公平贸易

产品。

Andrew Hobbs，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副合伙

人，安永（英国）监管

与公共政策团队负责

人。

James Kallman 是

Mazars人权审计与咨

询项目的全球负责人，

具有 30年在新兴市场

领域工作的丰富经验。

他是 Mazars印度尼

西亚的董事会主席。

涂鸦艺术家 Banksy

在伦敦的一幅作品突

出了童工问题。该作

品描绘了一名小孩使

用一台旧缝纫机缝制

英国国旗的场景。

者电视电话会议等。这说明除了关于公司整体

绩效的财务信息，投资者的需求越来越多。

由于金融危机降低了外界对企业整体的信

心，投资者希望了解更多企业信息或许不足为

奇。毕竟对于越不能信任的东西就越想知道得

更清楚。

财务总监有义务就公司面临的主要风险分

享自己的观点。不过，很多非财务风险并不在

财务报表的范围之内，没有经过任何鉴证。腐

败行为、违反人权、控制不力（包括数据丢失、

违反保密规定）以及环境突发事件等等风险都

会有损于企业信誉，对财务状况产生严重的负

面影响。

这并非是空谈。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在

关注这些问题，将其纳入投资策略。你可能听

涵盖本页列出的各个领域。

指标的设定必须慎重，并与所有的主要国

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法律、公约、协议和规范

进行对标。但是一旦设定了指标，需要测试的

领域是由审计师根据统计学审计取样和风险分

析来确定的，而不是由企业选择他们愿意报告

的信息。目前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指导

下执行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都是这样处理的。另

外，由于相关审计不做提前通知，所以获得的

信息比较可靠，受审计的企业无法影响审计结

果。整个审计流程既全面又详细，需要三到四

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地区差异
和有些人想象的不同，人权这个概念不是

全球通用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文化规范。

比如，印度尼西亚的一家企业允许孩童在放学

后进入工作场所，和母亲待在一起。这种做法

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会遭到断然拒绝，但是和

印度尼西亚母子家庭联系紧密的这种文化很相

称，而且这种文化在大部分的亚洲社会中是很

常见的。在亚洲，人权主要聚焦在社会整体的

权利；而在西方模式下，人权则注重保护社会中

个体的权利。在设定人权审计的标准时，非常

有必要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获取直接信息，

因为只有如此，人权标准才不会被视为西方世

界的又一强加的要求。

人权审计为全面反映企业运营业绩提供补

充信息，对了解企业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

颇有价值；结合传统审计程序获得的财务状况

数据，能够对企业的健康状况和前景做出合理

遵守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

工作中的人权，包括结社自由、避免歧视、强迫

劳动或使用童工。

企业使用对环境负责的运营方式，支持在健康

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的人权。

反对一切腐败行为，包括贿赂和敲诈，确保所有

的支付行为都是合法的。此举将最终有益于全

社会的人权。

Mazars人权审计方法论在 2012年 3月得到

了国际会计公告奖的认可，获得了当年的审计

创新奖。评委包括 ACCA专业事务总监苏艾蒙

（Sue Almond）。

人权

劳工权益

环境

反腐败

定义人权

诊断。另外，与其它的报告不同，人权审计报告

易用于公司间的对比。

如此，人权审计必须具有价值，尤其是从

资本市场角度出发，不仅是中短期、也是长期

的价值，因为人权审计未来必然会成为综合报

告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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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 ESG（环境、社会与治理）。现如今投资者

纷纷通过利用 ESG因素评估企业行为，确定企

业未来的财务绩效。英国保险协会建议机构投

资者，企业报告应包括 ESG风险和机遇信息，

以及这些风险和机遇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风险都不好，也不是说

投资者一定会对这些风险持负面态度。股权之

所以被称为风险投资，是有其理由的。企业主

动进行高质量的风险披露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

的风险偏好，同时更好地判断其是否与自身的

风险偏好相适应。

鉴于上述因素，企业应该如何公布报告才

能满足投资者对更多公司整体绩效信息的需

求？关于这些信息应该提供什么样的鉴证？接

下来我们会关注三个案例：企业道德、可持续发

展以及人力资本。

企业道德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企业内部倡导正

确行为能够降低风险，事半功倍。近期的一些

案例报告称，大型公司内部发生的不道德行为

导致其声誉严重受损，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因

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要

求从公司得到更多关于公司如何鼓励树立正确

企业文化的信息。

公司高层的正确引导是培养企业上下良好

行为的关键所在。管理层的态度对于确定和支

持企业文化发挥着主要作用。不过，即便是高

层表态掷地有声，也不意味着一定就能转化为

基层的正确行为。投资者、监管者和其他利益

相关方还希望了解董事会和基层之间是否步

调一致。企业价值观是否根深蒂固？是否存在

震慑、监察和处理不道德行为的控制规范？简

而言之，投资者等方面希望相信公司“落到实

处”，而不仅仅是“嘴上功夫”。

如果公司在这方面缺乏行动，监管方可能

会感到有义务这样做。但这样做可能非但不能

鼓励有道德的行为，反而会激发抵触情绪。公

共政策应对治理失败往往关注结果，即那些容

易测算的东西，而不是鼓励正确行为以得到好

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仅仅通过对体制结构和

产生的结果进行监管，只关注过度的冒险行为，

监管改革甚至有可能鼓励以合规为导向的行

为，而不是激励人们自行判断、采取正确行为。 

如果对某个行业缺乏信任，投资者和公众

就不太可能采信这个行业某家公司对文化的宣

传。因此，外部鉴证或许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比

如，可以考察企业的内部沟通，看看公司上下

各层级的沟通中对企业文化是否有普遍的认

同。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
利益相关方和广大公众越来越关注公司整

体绩效信息，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

仅反映出外界十分关注企业给环境和人类造成

的影响，还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一家

公司价值的因素不只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上，还

包括获取自然资源等等因素。

可持续发展并不单指环境可持续发展。因

此，引入企业综合报告愈发激起众多利益相关

方的热情与支持。综合报告便于公司传递整体

价值观：不仅有财务和商业价值观，还包括社会

价值观、环境价值观以及道德观。

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公布可持续发展信息，

并且正试图寻求鉴证。外部鉴证对于提振投资

者等人的信心有作用，它说明一家公司的绩效

具有可持续性，并能解答下列问题：

* 公司是否制定策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 公司从何处获取资源？是否使用有道德的资

源？

* 最重要的是，公司是否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

展？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另外一项能够对公司价值产生

巨大影响的资源，特别是实物资产很少的公司，

以及那些企业成就与个人或小团体成就息息相

关的公司。

一家公司对人力资本的管理情况愈发受到

利益相关方和公众的看重：我们都看到董事会

多样化程度有所增加，高管薪酬备受关注。投

资者等各方面未来或许还会要求公司提供人力

资本的更多信息，以证明自身有完善的战略应

对人力资本变化。

2011年安永调查发现，半数投资者要求企

业更加详细地报告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如何影

响企业接下来的绩效。

很多股东对公司的继任计划极为关注。另

外一些与人力资本相关、可能促使投资者等各

方面寻求更多信息以及鉴证的领域包括：公平

措施、公司多样性。高层的态度是否符合基层

现实？能否在公司招聘、培训以及奖励政策和

做法上得到彰显？

小结
上面只是企业报告及相关鉴证的三个领

域，有望在未来为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

供更多信息。其他领域还包括：企业治理质量、

监管风险与合规，以及新兴市场风险等。

审计与会计行业在与报告编制者、投资者

合作方面占据先天优势，能够帮助企业拿出对

股东及其他用户具有价值的报告。整个行业应

敢于挑战自我，思考对企业报告的潜在需求，

思考审计和鉴证如何发展才能满足股东和其他

用户的需求。

想要把理念转化为产品，财会行业还需要

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公司和投资者对新的鉴

证领域是否有需求？新的报告和鉴证领域是否

需要新的标准，保证报告的质量和各企业组织

之间的可比性？

当然，这些顾虑并不能阻挡财会行业的批

判性思维。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说这是整个行

业的义务所在。审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投资

者。相对于几年前的状况，投资决策目前受到

非财务因素的影响越来越甚。因此我们必须思

考：当前的企业报告、审计以及鉴证体制应该如

何发展，才能帮助充满疑虑和犹豫的投资大众

树立信心？

各行各业的企业都面

临压力，需要报告企业

道德和更多的企业信

息。

84     第六期  第六期     85

财会前沿：审计与社会  非财务 财会前沿：审计与社会  非财务



开启对话
Grant Thornton（致同国际）合伙人 Steve Maslin介绍六家大型跨国审计网络
共同发起的一项合作，试图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

这
六家大型跨国审计网络是：BDO

国际、德勤、安永、致同国际、毕

马威和普华永道，这六家组织已

经合作超过十年，共同研究影响

会计、审计和公司治理的全球各地的重大政策

问题。这项合作的主要媒介是全球公共政策委

员会 (GPPC)，该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审

一败涂地：全球金融危

机使民众节衣缩食，导

致街头冲突，并造成了

债务市场的瘫痪。

Steve Maslin是致同

国际的外部专业事务

的负责人、英国合伙

人监管委员会的主席。

他曾经担任致同国际

的审计鉴证服务负责

人达七年之久，也是

该公司审计鉴证顾问

小组的成员。他还是

ACCA/IMA企业会计

师全球论坛的成员。

本文仅表达其个人观

点，不代表致同国际或

GPPC。

计行业自身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政策的发

展。我要马上补充一点：每次会晤都有竞争律

师在场，以保证我们不偏不倚。

在我看来，我们能够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

作是对整个全球审计行业的证明，也展示了本

行业希望公共利益实体能够持续改进其报告、

管控、和受审计的方式、以满足用户需求。

去年 7月份，我成为了 GPPC的主席，当

时我手头有大量材料帮助我决定接下来两年的

主推问题。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 关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发行的主权债务的会

计问题，以及相关报表问题；

* 与独立审计监管机构合作，持续提高审计质

量、保持审计报告的可信度；

* 审计角色的演进。

银行和主权债务
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依然是银行和金融

机构的公司报表。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

家层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在英国，审

计师事务所和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及

财务报告委员会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对话规则。

通过这个规则，保证银行体制具备在审慎监管、

银行和审计之间的定期对话机制，三方可以在

每个新报表周期之前交流、讨论关键问题和当

下的重点。审计网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

推动更多人了解这些国家层面的举措，其他的

资本市场也会从中受益。

在国际前沿，企业和审计监管方已经开始

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合作，提高银行报表披露的

质量和相关性。下一个任务是将这些概念植入

实际操作中。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审计网络

一直在努力加强行业内合作，进一步扩大针对

银行会计的定期对话的机制。比如，目前有一

个资深专业人员的工作组定期会晤，讨论欧洲

银行主权债务减值以及与之相关的报告问题。

通过提前讨论，可以避免主要机构通报这些主

权债务问题时，在表述上出现重大差异。

上述的举措都很重要，在我看来，加强审

计、审慎监管（和银行管理）之间的双向（和三

向）对话是我们从金融危机学到的最重要的一

课。然而，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

优秀实践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审计网络行业内部以及

与监管方面分享优秀实践，充分发挥质量保证

国际项目的效能。再次强调，金融危机的一个

重要的教训是：与利益相关方合作，目前独立审

计监管机构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Independent Audit Regulators）和审计网络之

间正在进行相关的合作。

这项工作有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即如何

从独立方的检查和全球审计网络的自检中捕捉

那些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找到可供

全球审计网络和监管方参考借鉴的经验教训，

促使在国家层面尽快采取行动，持续加强审计

质量建设、使审计工作保持一个长期的高质量

的水准。

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第三，审计网络一直在倾听其他利益相关

方，尤其是投资者的意见，了解他们如何看待

审计这一角色在维持和提振市场信心方面的作

用。我们正试图从金融危机中汲取可供审计参

考的教训，并探讨审计如何持续改进以期满足

客户目前和未来的需求。

所有利益相关团体的意见几乎都是一边倒

的，他们认为审计师事务所在维持资本市场稳

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并且总体而言表现不错。

投资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普遍提到的一个问题

是，审计师掌握着企业和行业部门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和投资者、监管方共享以提高市

场信心吗？给出肯定的答案很容易，但是信任、

保密、成本等障碍不容忽视。然而，有能力的领

导将障碍视为需要应对的挑战，很多的审计网

络领导者都热切期望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直至

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寻找一种途径，继续

发展审计这一角色，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应对

变化多端的市场估值和业务模型以及金融信心

缺失的全球环境。

我们同时还在考虑其他一些问题。在我看

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正在制定的政府会计标

准非常重要。我还认为分享良好实践的机制，

比如将误导审计师定为违法，能够为很多国家

带来进步，而且这种方式带来的进步会比财务

报告和审计的其他变革来的更加迅速。另外，

我们必须注意新兴经济体中出现的新规定和新

实践。

过去十年间发生过安然事件等丑闻，这些

丑闻为业界敲响了警钟。我相信审计目前表现

很好，在加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方面有

突出作用。但是，世态发展迅速，我们不能满足

于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审计模型是在欧洲

几百年的商贸业务基础上建立的，它并不会自

动地满足未来的需求。金融危机已经说明，商

业对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在讨

论如何发展审计师的角色时，需要时时地考虑

“我们如何造福社会？”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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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企业是问题的重点
ACCA专业事务总监苏艾蒙（Sue Almond）表示，免除中型公司审计要求会增
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并带来深远的影响。

多
年以来，人们对小型公司审计免除

的门槛不断降低已习以为常，当

政府热衷于让人们看到他们在为

小型企业“减负”时，这种趋势尤

其明显。对小型公司和所有者管理型公司来说，

审计带来的好处与审计成本相比确实是得不偿

失，因此，ACCA认为小型公司的审计应该是自

愿而非强制性的。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欧洲出现令人担

心的一幕 —— 有人建议对中型企业也免除强

制审计要求。尽管这一提议并未取得进展，但

它在立法者们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种子。因此，

应尽早考虑如何权衡成本效益，并分析潜在影

响。

首先，如何定义“中型”至关重要。欧盟定

义的标准为：企业营业额为 880万—3500万

所有公司：审计带来的

好处并非大型企业专

享。

欧元，资产负债表总额为 440万—1750万欧

元，职员总数为 50—250人。

在很多国家，甚至是在大国的地方上，这

种规模的公司可能会被看作大型公司。毫无疑

问，这类企业会给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有力地支撑着地方的供应链。同时，他们还可

能涉及国际商业活动，在促进对外贸易和提高

当地知名度方面都会有所贡献。因此，一旦这

类企业倒闭或迁移新址，都将给当地造成严重

的影响。

然而，这类企业的影响并不止步于此。除

了直接税收贡献，实际上他们影响着大量间接

税收，比如很多企业再熟悉不过的营业税（可

能占营业额 20%）和工资税（或许占薪酬开支

的 40%），这些税收最终都将交给政府。

那么，年度审计对中型企业来说是多大的

负担，审计还在哪些方面对社会有贡献？

中型企业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通常他

们缺乏资源来进行体制建设（如大公司拥有的

成熟财务职能）。然而，他们可能不只是简单的

所有者管理型企业；他们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些

外部投资。如果是家族企业，还可能有不工作

的家族股东。这样的企业就不再是小型企业，

他们拥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责任就大

于典型的所有者管理型企业的责任。

年度审计的初衷是向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

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鉴证。但是这个鉴证过程

还会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带来很多其它好

处，最终帮助建立支撑工商业界有序运行的基

础。“要开始审计了”这个现实，能够让许多企

业了解审计的时间要求和相关规则，从而完成

年度财务报表的报告工作。

单纯的审计过程本身包含风险评估、内控

测试、关注假账问题和持续经营分析等所有与

利益相关群体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方面。审计人

员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社会的耳目，判断企业是

否涉及贿赂和洗钱等活动，同时还有举报的义

务。

审计过程会进行大量的与公司管理人员的

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这将是对公司目前面临

的问题，对公司的商业计划进行有独立见解的、

积极探讨的绝佳机会。

尽管这些讨论可能是关于审计的，不过也

有人担心审计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提供非审计

服务，认为这些讨论只和审计有关是十分天真

的。由于审计师通常情况下拥有良好的客户群，

因此这类讨论通常会涉及审计师的许多反馈和

建议（过时地说法叫做“商业建议”），这也是企

业特别看重的地方。

那么，免除强制审计要求会有什么后果

呢？

人们会很容易地假设，如果取消年度审计，

企业在短期内可以节省审计成本。然而，根据

我们的了解，当小型企业审计门槛降低后，大

多数企业会计人员更清楚他们对于公司的价

值，并利用这一点，在不依靠强制法定审计的

情况下自己进行审计。所以，企业实际直接节

省的开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不过讽刺的情

况是，企业对此还很开心，因为这种审计不是

强制而是自愿的。

但是潜在的长期、深远影响才更令人担心。

有证据显示，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否经过审

计会影响到它的融资渠道和资本成本。也有迹

象表明，鉴证要求可能会通过供应链的影响强

加在未审计的企业身上。

最大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尚无答复的问题就是税务机

构对此如何回应。很多国家正在转向更针对风

险的税务检查机制，然而这种机制一旦离开了

法定审计将很难推行。因此，很有可能“感觉上

的”成本节省其实只是一种成本转移 —— 要么

直接由企业承担，要么间接体现在税收制度的

管理成本当中。

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 —— 这不仅仅关乎

于成本，也可能会使公司失去定期检查和独立

的专业咨询所带来的无形收益。

ACCA的态度很明确：保持对中型企业进

行审计的要求对企业和社会都有实实在在的

好处。我们同时也应承认，审计目前的角色必

须不断演变，以满足企业需求的变化，无论是

审计的整体范围，审计报告的质量，还是处于

发展阶段的叙述性信息披露和综合报告都是如

此。审计行业的挑战在于要确保审计工作对企

业是有用的，是息息相关的，这样我们才敢大

胆地说出审计带来的好处。

József Farkas
匈牙利 Sanatmetal公司总经理

“审计帮助我们提高自身会计系统的可靠

性，分析公司的财务成果。同时，它还拥有持续

的咨询功能，无论何时我们的问题都能得到专

业解答。一年两到三次的现场审计已成为我们

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审计对公司所

有者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可以让所有者明白管

理层正合理地运作资本。此外，银行更加信任

进行过独立审计的资产负债表。”

Arjumand Minai FCCA
巴基斯坦渣打银行租赁部 CEO

“在进行中小型企业的风险评估时主要考

虑的是企业能否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财务

报告的质量。经过著名评级机构评级的企业能

以较低利率融到资金，而评级机构需要企业提

供审计过的报表。审计为企业灌输必要的财务

纪律，同时保证企业的有效治理。一次审计的

成本跟通过降低资本成本和减少公司运营风险

所节省的资金相比，真是九牛一毛。”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苏艾蒙（Sue Almond）

作为 ACCA专业事务

总监，负责主持全球

关于影响商业和会计

工作的专业问题的讨

论。她曾作为国家鉴

证服务合伙人在Grant 

Thornton 英 国 工 作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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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保护者
ACCA品牌执行总监史迪文（Neil Stevenson）认为，专业会计师的一个重要角
色就是品牌实力的守卫者和建设者，并且这一角色还在不断发展当中。

强
大的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作为

顾客，我们认可这些品牌；而作为

专业会计师，我们与它们进行业务

往来。会计师非常熟悉品牌，不管

是通过与拥有强大的品牌认同的企业合作，还

是作为会计实践的一部分所建立起来的自身品

牌。

然而，会计师可能并不那么了解他们在支

持和建设强大的品牌的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

用。随着企业（不管是全球性企业还是本地企

业）逐渐从近几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恢复过

来，重建客户、顾客和利益相关方对其的信任，

这对于会计师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并且一

定会在未来几年中快速增长。

会计行业一直都十分了解品牌的重要性。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使用品牌的限制得到解除的

地方，专业人士利用品牌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

分开来。但是，会计师的专业技能和诚信度则

是维护并提升他们所在企业的品牌价值的核

心。

品牌背后
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品牌背后所隐藏的

东西。正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管理不善或

政策缺失可以在瞬间摧毁品牌价值。在可能影

响企业声誉的所有方面，专业会计师能够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经济、社会和治理方面，

供应链的健全、企业透明度和道德水准等，从

而确保公司及其品牌的声誉。

作为专业会计师，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些机

会，也不应该将它们视作对正经工作的一种微

不足道的干扰而予以忽视。品牌作为一门学科，

应该被视为对质量、诚信和良好服务的承诺。

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企业阐述其以客户为中心

的理念的一种方式，能够为客户提供始终如一

人
们常常会嘲笑创意管理工具的语

言，但是它们的确有认真的一面，

它们能为财务经理提供一个创造

性思维的框架，助力他们应对挑

战，完善解决方案，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创新。

深度思维、头脑风暴、横向思维和类比思维等

都是可以学习的工具，它们是发散思维的重要

辅助工具。

例如，头脑风暴是将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针对某一问题，找出一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还有爱德华  德  波诺（Edward de Bono）

的“六顶帽子思考法”，它将思维分成六种明确

的功能及角色，每一种角色都由一个象征性颜

色的思考帽表示；戴上某一顶帽子（有意识地

按照该帽子的功能或角色去思考），你可以更容

易地把思路集中到或拉回到当下面临的挑战上

来。

另外一种创意工具是跳板式的类比法。作

为头脑风暴的一个延伸，它增加了思想发展的

评估过程，把初期想法融入到行动方案中。

其他工具还有图像。缺乏想象力的人常常

品牌执行总监史迪文

是 ACCA执行团队的

一员。他的职权范围

涵盖市场营销与沟通、

政策、专业议题以及出

版。在 2001年加入

ACCA之前，他曾就职

于普华永道。

福西特是 ACCA公共

部门主管，负责制定公

共服务领域的相关技

术政策，并监督这些政

策的发展情况。她也

是 ACCA公共部门全

球论坛的专家成员。

的、高价值的，有质量保证的和独特的产品。

对于 ACCA来说，拥有一个被认可和推崇

的品牌是首要的一点，是因为它是 ACCA会员

在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携带的头衔，这个头衔让

他们备受尊敬和欢迎。ACCA会员是被信任的，

而 ACCA品牌则更加巩固了这种信任。该品牌

的实力象征了 ACCA的核心定位：拥有优秀的

业务水平、能够创造公共价值、有不同思考方

式和为企业带来整体价值的专业、有道德的会

计师。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 凭空

是设计不出好的品牌的。品牌必须融入你一切

工作的核心。但是理解品牌的关键组成部分的

确能够有所帮助：明确的身份和形象、在客户或

顾客心中独特而不同的定位、长期一致的价值、

认知度与印象、一致的体验、能够适应不同国

家和文化的品牌，以及以企业社会责任（CSR）

为重点的议程。

在这些当中，最后一点可能是最有趣的，

它正在逐渐成为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

业若不能够妥善地处理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它的品牌价值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消

费者希望得到保证，他们所选择的品牌不仅追

求个性或代表高价值，他们也希望了解品牌背

后的道德水准和造就品牌的链条，现在如此，

未来更是如此。

而会计师可以为品牌提供保证。他们可以

用证据提升品牌信誉，捍卫良好的治理和道德

水准。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会计品牌做出相同

的努力：坚持良好的职业道德、承诺提供专业

的、高质量的服务，通过正确的行为表现加强

对行业的信任度，这些将会是未来一个成功的

专业会计师的必备条件，将会是未来会计品牌

的真正价值。

创意
ACCA公共部门主管福西特
（Gillian Fawcett）表示，财
务经理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有
创造性地提升公共部门服务
效率。

不能识别深层的东西。但是利用图像和谜语这

样的工具可以突破这个怪圈。毋庸置疑，灵活

地使用这些工具可以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造

力，但是财务经理同时也需要注意更广泛的大

环境。如果要成功地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创新，

他们将需要培养一些其他的技巧，例如情景设

计（在考虑若干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情况下，

分析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和预测未来（一种

预测未来发展的方法）。

有大量证据表明，创新是通过渐进式而非

系统性的变化产生的，但是在经济紧缩的时代，

我们需要加快步伐，应对公共服务所面临的接

连不断的挑战。这不仅需要人们能够具有直面

混乱和不确定性的人格特质，而且还需要人们

愿意学习并运用创意管理工具。进行头脑风暴

或在事务的优先排序中运用“知识架构”或许

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在提高公共服务的财务

效率方面，这些工具可以发挥催生创意的重要

作用。

Ajith Lekshmanan FCCA
公共部门顾问

“公共服务及其资金来源的变化步伐是非常快速且剧烈的，比如职能派生、免费学校等等。公

共部门的会计师们直接参与变革的实施，扮演着发起人、项目经理、财务顾问、业务分析师或服务

经理的角色。有的会计师参加过一些培训，其他人则一直工作在最前线。要实现变革，就需要打破

了既定的模式。许多雇主把创造力列为从事财务工作的要求之一，因此会计师需要培养他们的创

造能力，拓宽职业发展道路。特别是在紧缩的时候，创造力在应对挑战时是必不可少的。”

ACCA公共部门全球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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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腐败
发展中国家的审计长正在对公共机构中疏漏百出的财务报告、
裙带现象和欺诈行为发起攻势。

2
011年 12月联合国一致认可了审计

长作为良好治理的推动者的重要性，

他们在“推动公共机构管理效率、问

责制、效能和透明度”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审

计长应独立于被审计机构之外，并且享有不受

“外界影响”的保障。

审计长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尤其明显，他

们致力于揭发腐败、提高公共部门报告质量，

增强人们对本国经济的信心。

Terence Nombembe
南非审计长

2012年 7月，ACCA驻南非审计长公署

办公室针对南非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发布了一份

报告。报告显示全国 284个地方政府利润丰厚

的合同中近半数是与其员工、当地政府官员或

其亲属签订的。同时，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的

合同中标过程毫无竞争性可言，因为资料不全

导致无法审计的合同金额高达 3亿英镑，70%

的地方政府无法证明自己达到了先前承诺的目

标。

这堆乱麻得由南非的审计长 Terence 

Nombembe 及其手下来理清。Nombembe

说：“令人震惊的是最基本的会计准则都没有被

纳入制度。我无法理解政府为什么没能建立良

好的报告体系和会计体系，比如恰当保管文件

资料等等。”

兼任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INTOSAI）

主席的 Nombembe批评这些政府官员只是

“口头承诺，但是没有真正承担主人翁责任”。

非竞争性招标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采购价

格不合理、不公平。而在招标中让亲戚朋友中

标则意味着做工质量出现问题时无法问责。他

说：“现在有一种论调，说是糟糕的财务报告也

许存在，但服务确实交付了。我们正在驳斥这

一观点，我们收集了很多例子，其中 70%的情

况都是政府声称服务已交付，但我们没有找到

确凿的证据。”

Niyaz Ibrahim ACCA
马尔代夫审计长

Niyaz Ibrahim ACCA曾在马尔代夫审计

公署（AGO）多个岗位任职，于 2011年 5月升

任马尔代夫审计长。

“我的办公室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包括

政府官员。但我不能与他们喝咖啡或共同进

餐。”Ibrahim这样坚持道。他 2000年以会计

学员的身份开始就职于审计公署。“我不仅要做

到独立，还需要让大家也这么认为。”他还说保

持政治中立对他的下属同样重要。

Ibrahim的审计公署位于马尔代夫的首都

马累，成立于 2007年马尔代夫实行多党民主

制之时。当时 Ibrahim参与拟定的审计长议案

获得通过，该议案确保审计公署的独立地位，

使审计公署在抵制外界影响方面有了更充分的

保障。

马尔代夫目前尚无规范审计行业的监管机

构，因此审计公署负责向在本国从事审计和鉴

证服务的事务所和个人颁发审计从业资格证

书。Ibrahim认为在马尔代夫依法成立一个监

管机构有助于支持审计行业，因此他想就此向

议会提交一份议案。他认为公共部门目前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审计的

普遍意识较差，某些法令法规不够完善”，同

时由于“没有立法机构来发展和维护本国会计

师和审计师的权益，缺乏法令法规支持本土会

计师和审计师的发展”，私营部门蒙受损失。

Nombembe表示，经常有人指责审计长

公署只关注合规问题而不关注效益问题。对此

他说：“我们认为要先将合规完善起来，然后再

深入细致的检查中标合同的效益问题。”

Nombembe采用了“挨家挨户”调查的方

法，他走访了南非 284个地方政府领导，告诉

他们如何改善财政管理。负责审计这些政府的

审计人员如今每个季度造访一次，跟进审计问

题的改进情况。

Nombembe认为构建一种负责的、透明

的文化十分重要，这样才能帮助处于劣势的南

非人民，“让他们了解国家不多的资源确实用在

了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人

民都关心的问题。Nombembe定期与其他非

洲国家的审计长会面，他们发现各自都面临着

这样的问题，即某种“政治意志”。他说：“人们

谈起非洲，首先说到的就是腐败，我们得改变

这个观念，而只有非洲的政府领导把自己分内

的事做好，才能改变这一观念。”

Nicki Gules，南非 City Press专栏编辑

Ibrahim还认为，ACCA等专业机构应该在马

尔代夫发挥作用。ACCA资格证书是马尔代夫

最受追捧的专业会计师资格证书，审计公署中

将近 90%的工作人员都在参加专业资格考试，

其中大部分人报考 ACCA资格。

审计公署中的专业人才也明显稀缺。

Ibrahim说：“我们缺少绩效审计和信息系统审

计方面的专才。”

尽管发现并调查腐败和商业犯罪不是审计

公署的主要职责，但是工作人员对审计过程中

发现的可疑账目“会进行调查，以决定此类案

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随后审计公署将此类案

件移交给反腐委员会和马尔代夫警察厅供其进

行进一步调查。

Ibrahim表示，自他任职以来的审计公署

审计报告发现，大部分财务报告“存在不符合

法律规定，浪费资金和财务报告问题”。这些问

题产生的原因是职责和责任分配不明确，他还

认为“需要改进体制让人们负起责任”并制定

补救措施以便在出现体制漏洞时采用。

Poorna Rodrigo，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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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账单的应对之道
温思霆（Dean Westcott FCCA）介绍 ACCA关于医疗保健行业的报告。这份报
告探讨了全球医疗保健行业中的财务难题以及这些难题目前的解决情况。

世
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

何在当下的财政紧缩时期，建立一

个能够提供最大效益的公平公正

的医疗体系。无论是来自税收、保

险计划、个人支付抑或是慈善捐赠的资金，全

世界的医疗预算十分紧张，无法应对新药开发、

技术进步、疾病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方面的

开支需求，更别提还要满足病人日渐提高的要

求和期望值。

ACCA《医疗难题的全球视角》报告对上述

一些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见解。根据对在各国医

疗机构担任高职的 26位 ACCA会员的访谈，

报告详细分析了各国面临的财务和非财务方面

的重大挑战以及各国正在采取的应对策略。受

温思霆是 ACCA前任

会长，现任英国West 

Essex医疗委托集团

CFO。

访者谈到了会计师在确保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

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对医疗服务

体系转型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做出的贡

献。

本文将报告中关于财务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的部分内容进行介绍。

阅读《医疗难题的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s on health challenges）全文，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hlthch

如果您想参与 ACCA对世界各国医疗保健体

系的调研分享，请联络 ACCA医疗行业政策

主管卡内比（Sharon Cannaby）：sharon.

cannaby@accaglobal.com

观点：加拿大
Jayshri Makwana FCCA

温哥华海岸卫生局总监

“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消费者需

求增加，医疗设施陈旧和人口老龄

化。

“解决的方法是建立更加集中

化的决策体制，缩短病人住院时

间，整合社区和家庭病床，以释放

更多的医院床位。”

观点：新加坡
Grace Lim Siew Wah FCCA

竹脚妇幼医院首席财务官

“在新加坡，财务挑战是如何管理医疗人员的需求，因为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以最

优质的服务、最高的水准和最公道的价格在适当的地点对病人进行治疗。

“政府正在系统地着手解决薪资问题，拨付额外资金确保医生的薪水可观。医疗保健的全面整

合（区域保健系统、全科医生、医院和养老院重组）让病人能够得到顺畅、恰当的治疗。”

观点：加纳
Samuel Quarshie FCCA

加纳卫生总局信息和通讯技术主管

“在加纳，财务挑战表现在五个方面：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会计师，财务工作自动化程度低、财

务记录的安全风险，以及不能按时编制财务报告。

“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做法是招聘专业会计师，根据政府要求进行财务管理，采取措施保证政

府财务规定得以遵循，实现财务系统自动化。”

观点：澳大利亚
Trevor Watson FCCA

Bupa商业总监

“和很多经济体一样，医疗保健费用的上涨高于一般通胀，而支付能力或支付意愿却跟不上。

同时消费者意识和期待值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和医疗科学发展使问题更加严峻。

“澳大利亚已经开始禁止在所有香烟包装上出现品牌标志，这是个重大举措。希望此举能减少

香烟消费。一些国家政府对此很感兴趣，正在观望和期待效果，打算在本国也推行这一政策。”

观点：英格兰
Mark Millar FCCA

Milton Keynes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信托基金会代理首席执行官

“财务挑战在于：很难将真正对病人重要的医疗服务本身与财务压力分开；由于资源有限，难

以满足医学进步的要求和病人的期望值；由于一些病人对现今的治疗方法比较了解，对医疗标准要

求也就更高。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更多实惠的方法满足病人要求，普遍推行医生和医院的绩效数据的分析比

较，在临床审计中更加清楚地明确医疗问责制度，将医疗保健负担从医院转移到成本更低的社区中

去。”

观点：威尔士
唐满庭（Martin Turner FCCA）

ACCA医疗行业顾问兼副会长

“1999年以来，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在威尔士的投资已经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在当前的经济条

件下，这一增长速度无法维持。如果威尔士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打算承担起体制内的压力，如人口

老龄化和慢性病人数量增加，则需要考虑更加创新的方法，才能够保证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优质的保

健服务。

“威尔士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大量使用了政府投资储蓄贷款和政府刺激性注资，从而提高效

率，转变工作方式。在当下的非常困难时期，这些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唐满庭曾任威尔士卫生署首席执行官。

观点：马来西亚
Wee Hock Kee FCCA

Back To Health马来西亚公司 CEO

“医疗保健预算紧张，药品成

本上涨以及人口老龄化都是我们

面临的困难。我们解决的途径是为

所有马来西亚人提供预防保健、实

惠的普通药品，中医中药和医疗保

险。”

观点：中国
冯超姐 FCCA

安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

“在中国，财务方面的挑战是

为农村地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农

村地区缺乏医疗保健设施和人员。

“我们正在为农村人口建立一

个医疗保险体系，并通过招标采购

方式降低药品成本。”

观点：罗马尼亚
Cosmin Panaete ACCA

Regina Maria公司副首席财务官

“在罗马尼亚，主要的财务挑

战是随着年轻人移居国外，本国的

人口呈老龄化趋势。政府正在努力

实行保险体系，将医疗保健的负担

转移到一些私立的医疗服务机构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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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大动力
Delta Economics公司的 Rebecca Harding博士考察全球经济复苏的真正动
力 —— 成长型企业家 —— 面临的挑战。

全
世界在期待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

时，对推动持续增长的机制达成了

广泛的共识。第一个共识是创新

型、成长型的新兴企业能创造市

场，带动全球增长。第二个共识是全球经济增

长动力不是来自欧洲市场，而是来自创业程度

高的新兴市场，这些市场对西方国家的产品有

很明显的需求增长，并且有伴随新挑战而越加

繁盛的创新文化。

Delta Economics公司与 ACCA的联合研

究报告《高成长型中小企业：了解经济复苏的

引领者》展现了成长型创业家经营企业的道路。

报告将快速成长经济体 BRICSA国家（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与欧美的主要成熟

经济体中的企业进行比较，比较的领域包括：营

业额、工作机会、融资渠道、成长策略和模式。

这项对 2200位成长型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尽

管经济萧条，但是在 BRICSA国家的企业家仍

可能带领公司快速成长，同时西方的企业家也

Rebecca Harding 于

2006年成立了 Delta 

Economics 公司。她

曾担任伦敦商学院高

级研究员，德勤英国公

司研究部门主管以及

英国工作基金会首席

经济学家。

全缝起来：中国北京一位女缝纫师在她的工作室

工作。快速成长经济体中的创业家比他们在欧洲

的同行成长更快、收入更多。

表现出了让公司成长且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萧条和欧元区的不确

定因素都让市场停滞不前。相反，在经济下滑

之初创立企业的创业家如今已经看到了企业的

成长，并有望看到进一步的增长。带动这一增

长的动力是什么？部分原因是这些企业并不仅

仅依赖本土市场，他们都是国际化的企业。五

分之三的受访企业都有某种形式的国际业务，

无论是通过外汇、海外职工、海外合作伙伴、合

资公司还是海外销售。

但这种国际化并不仅仅是出口商品。对小

企业而言，出口的风险巨大：成本很高，而且在

不熟悉的市场经营业务有诸多不确定性。

要学会成功地在国外经营业务需要了解文

化差异并建立口碑。最佳的做法是通过一个渐

进的熟悉过程。那些有很强的本土市场支撑且

逐渐通过合伙关系建立口碑的企业大多都有很

高的营业额和快速的增长预期。

增长也来自于创业家本身的动力。我们发

现想赚很多钱的愿望不是这些创业家前行的唯

一动力。寻找市场机会、追求梦想对于他们也

同样重要。

为成功自筹资金
在目前的环境下，不考虑财务问题是错误

的。尽管创业家也把融资渠道看作一项挑战，

但是在每个国家，企业起步阶段是否具有自筹

资金的能力是成功和成长的先决条件。一旦个

人资金和企业绑在一起，企业则只能成功，不

能失败。如果企业家认为外部融资有风险，他

们就不愿这么做。受访的大部分创业家，不论

地域，都在用自己的资金支持企业深度发展，

或者说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企业，而不是找融资

助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业家之间的这些共同

点比不同点更有趣。不过，这些企业都有很高

的营业额，创业家们预期会有更快的增长，这

点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尤其如此。这说明这些

市场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比欧洲市场小。欧洲的

企业，尤其是英国企业，想继续日前的增长态

势，就需要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开展业务。这些

公司目前已经国际化，因此，尽管可能需要一

些时间，却是必行之道。

我们从研究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

创业精神在发扬壮大。企业正在成长并相信自

己能够成长。它们继续创新，更重要的是，继续

向国外扩张。其次，这种乐观主义会持续下去，

因为创业家为了确保企业能生存，甘愿亲自承

担风险。世界各国的创业家在创业之初平均会

自筹 70%的资金作为创业资金。在英国，成长

型企业平均需要 2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这

意味着个人要投资 14万。因此，在经济萧条

阶段创业企业会不惜一切代价谋生存，这就不

足为怪了，它们聚拢员工，削减开支，希望经过

危机，成为一个更加精干、更具生存能力的企

业。

最后，世界各地的创业家都重视专家的建

议，因为他们个人的财产大都押在企业上了，

他们管理企业必须做到既省税，又透明。创业

家与他们的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将世界各地创业

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也是令顾问角色变得更

为复杂的因素。

阅读《高成长型中小企业》报告

（High-growth SMEs），请访问：

www. accaglobal.com/smallbusiness

李献凯 FCCA
中国凯正财务合伙人

“快速成长的中国创业家们通过提供新产

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或者另辟蹊径，已经找

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随着中国消费者财富的

增长，企业也在更多地投入研发，这将进一步

提升成长空间。”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Gabriel Low FCCA
新加坡 GEA Westfalia公司东南亚地区 CFO

“新加坡地域狭小，这使得中小企业不得不

跳出国门，向东南亚内陆寻找生存和发展机会。

目前的挑战是这一模式怎样能继续在国内市场

植根，新加坡国内商业成本持续升高，这让未

来的新一代中小企业难以成功创业。”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Sylvia Banda FCCA
赞比亚 Sylva集团总监

“非洲创业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自

有资金。创业家用储蓄、短期贷款或变卖财产

所得进行投资。外部融资不多见。在非洲妇女

创业计划活动中，我们看到许多有发展潜力的

企业都由于缺少支持使成长受到阻碍。”

非洲妇女创业计划（AWEP）协会会长及 ACCA

中小企业全球论坛成员

Mark Gold FCCA
英国 Silver Levene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世界各地的创业家都会从不止一家机构

征求专业建议，这可能是一种创业过程中的心

理状态。但随着企业发展，创业家开始越来越

认为专业建议有着积极的作用。专业建议在所

有的国家都很受重视，但在 BRICSA国家尤为

如此。”

ACCA中小企业全球论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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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
参加 2012年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会的 56名代表听取了重要人物发言并出
席了特别颁奖典礼。

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

Hans Hoogervorst 和普华永道

英国主席 Ian Powell在 2012年

ACCA国际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演

讲。其他发言人包括：新加坡会计与公司管理

局（ACRA）局长 Juthika Ramanathan，国际

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成员、ACCA

前任会长穆百德（Brendan Murtagh FCCA），

卡塔尔壳牌财务报告总监、ACCA企业报告全

球论坛主席 Lorraine Holleway，以及 ACCA

卓越成就奖获得者、上海证券交易所前副总经

理周勤业。

ACCA全体会员代表

齐聚一堂：代表 40多

个国家的 56名代表参

加了 2012年 11月于

伦敦举行的 ACCA国

际会员代表大会。大

会讨论的主题是“创造

价值”。

ACCA和毕马威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全球伊斯兰金融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必须采取行

动确保财务报告有统一的标准。

该报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伊斯兰

金融业合作，共同制定准则和标准，在重要问

题上对投资行业的人士进行培训。这份报告是

根据一系列国际高层圆桌会议的讨论结果总结

而成的。这些圆桌会议在吉隆坡、迪拜和伦敦

举行，与会者包括伊斯兰金融领域专家、银行

家和财会专业人士，以及监管方、学者和评级

机构工作人员。

阅读《全球协作：运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使

伊斯兰金融的财务报告取得一致性》（Global 

alignment: bringing consistency to

reporting of  Islamic finance through IFRS），

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reporting

ACCA报告指出，美国的投资者希望美国

最终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尽管这

是个漫长的过程，并且需要庞大的投资培养人

才和进行培训。

《福布斯观察》为该报告调查了近 500位

美国投资者，其中 57%的受访者希望美国的财

务监管方最终采用 IFRS。41%的投资者认为

长期利益将大于成本，29%的投资者持反对意

见。

国 际 会 计 准 则 理 事 会 主 席 Hans 

Hoogervorst表示：“ACCA的调查结果与我们

从美国投资业中了解到的判断一致。这些调查

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已经准备好向 IFRS

平稳过渡。”

阅读报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美国：投资

者 视 角》（IFRS in the US: the investor’s 

perspective）， 请 访 问：www.accaglobal.

com/reporting

伊斯兰金融的呼声
美国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
趋势不可避免

研究与洞察 iPad应用探讨外包话题
ACCA研究与洞察应用推出的最新报告探讨财务职能转型，尤其关注共享服务与外包话题。

下载这一应用，就能阅读 ACCA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互动图表了解首席财务官

现今的工作情况，还能观看视频了解财务职能转型领域的顶尖专家分享各自观点。

继推出第一个以风险管理为主题的报告后，该应用此次推出第二个报告，并会每隔数月推出探

讨不同主题的新报告。

请访问 www.accaglobal.com/riapp或通过 iTunes搜索 ACCA Insights下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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