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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学家和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

曾说过“人工智能的成功创造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

大的事件。不幸的是，这可能也是最后的大事件，

除非我们知道如何规避它所带来的风险。”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热点话题，因此我们将机器人

作为第 12期《财会前沿》的封面故事。我们探讨了宏观的背景，例

如机器人在全球的发展进程如何，人们是如何使用机器人的，以及

什么是人工智能？虽然科幻小说让我们以为机器人与人相仿，但

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用于将复杂财务过程进行机器认知自动化的

软件使人们的期待变得愈加复杂。机器人技术对专业会计师的工

作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其中需要考虑的风险又有哪些？请翻到第

六页一探究竟。

在其中一篇富有深刻见解的公司报告改革文章（第 44页）中，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他们没有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又应该由谁来改变呢？

在这期杂志中，我们探讨了一系列广泛的事项。在科技主题方面，我们探索了会计师如何使用 SoMoClo，即社交媒体、

移动和云技术。我们还研究了商业伦理道德、公司治理、审计、税务、公共部门、自然资本、综合报告、福利、气候变化和伊

斯兰金融问题。我们与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深财务专业人士进行对话，其中包括法国会计师组织 CSOEC会长 Philippe Arraou

和欧洲会计师联合会副执行官 Hilde Blomme FCCA。

了解 ACCA 研究与洞察项目详情，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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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当前和未来的重要议题，探索财会行业的新机遇。
www.accaglobal.com/globalfor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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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第 17届中国上海国

际工业博览会上，陕西九立机器人

制造公司生产的机器人正在展览

（见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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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来了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而认知系统对财会专业人士而言又意味
着什么？

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根据小说（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改编。在电影中，机器人进化成了“人造人”，与真正的人类真假

难辨。为把它们一一识别，一群被称为“银翼杀手”的特殊调查人员采用“Voight-

Kampff测试法”来寻找人造人。这些人造人不具备人类的移情能力，可以通过监

测他们对一系列形象和问题的眼动特征来识别。

真实世界中想要确认人工智能也并不容易。1950年，计算机科学先驱

阿兰  图灵（Alan Turing）设计出了“图灵测试”，以此作为人工智能的基本决定因

素。如果一台机器能让测试者误认为是人类在回答问题，则机器通过测试。2014

年，Eugene Goostman成为第一台通过测试并赢得图灵模拟游戏的电脑系统。

过去 70年以来，电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测试更加

先进。塞尔默  布林肖德（Selmer Bringsjord）带领一支科学家团队设计出了以第

一位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Ada Lovelace命名的，针对人工智能的“洛夫莱斯测试”，

测试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自行创造出某种程序。换而言之，它需要具备原创思维。

人工智能测试

类人机器人 :

Premaid AI，由日

本公司 DMM.make 

Robots制造的类人机

器人，在日本东京的

日本国际机器人展览

会上展出。 

科
幻故事与科幻电影对未来的描述往往

是反乌托邦式的：机器人和其他类型

的人工智能（AI）从最初人类的助手

变成了一种威胁。正是有了类似电影

《2001：太空漫游》中的 HAL 9000、《我，机器人》

中的 VIKI、《黑客帝国》中的“特工”以及《终结者》

中的“天网”，我们才看到人工智能可能会背叛自己

的人类创造者，控制人类社会，甚至对人类存亡构成

威胁。 

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吗？ 2014年，宇宙学家

和物理学家斯蒂芬  霍金（Stephen Hawking）教授

曾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撰文：“成功创

造出人工智能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

幸的是，除非我们知道如何避免风险，否则这或许也

将是最后一件。”如果一个人工智能通过了“洛夫莱

斯（Lovelace）测试”（参见“人工智能测试”），我们

或许还能尽量一搏，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霍金

说：“人类受到极其缓慢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

人工智能抗衡，最终将被其取而代之。”

我们能做点什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我越来

越倾向于认为一些监管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在国家

或国际层面上做点什么，为的就是确保我们不会做

出任何傻事。”特斯拉汽车公司和 Space X公司首席

执行官、工程师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在麻省理

工大学航空航天百年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说道。他说：

“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我们是在

召唤恶魔。”

马斯克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防承包商和由他

们创造的自动化战争机器人。这类机器人的设计目

的是杀死或者伤害人类（参见“从搜索引擎到机器人

战争”，第 8页）。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的一

些新近发展还是比较温和的。比如被技术行业称为

“认知计算系统”的沃森机器人。IBM设计它的目的

是将其作为“人类能力极限的自然延伸”。更多的是

一个辅助者，而不是威胁。

进化亦或革命？
2011年，沃森机器人在美国智力竞赛节目“危

险边缘”（Jeopardy!）中战胜了两位知名的人类选

手。它似乎能够听懂问题，还能抢在人类对手之前给

出正确答案，就好像魔法一样。这引发了公众的联

想。然而，表象有可能具有欺骗性。引用作家、未来

学家亚瑟  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话说：“任

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容易与魔法混淆。”沃森不是魔

法。它是计算机系统飞速进化的一种体现。

人类的进化经过了数百万年。而计算机系统这

种非生物智能却无需如此费时，就能发展出无论从

广度还是精妙度上都足以比肩人类的智能。几十年

前摆满整整一个房间的电脑所具备的处理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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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在日本东京，软

银的类人机器人“小

辣椒”（Pepper）正在

京急铁羽田国际机场

候机楼帮助过往行人。

它于 2015年 11月投

入使用。 

科幻小说早就给我们灌输了这样的印象：人工智能都是邪恶的，机器人长得和人类一样。有时候的确如此；

有时候却不是这样。软件开发者赋予了交互式网络机器人、也就是“机器人”和“智能代理”以人类的脸庞和

声音，以便传达建议。但用来处理复杂财务流程的认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却与我们的期望不符，它们没有

人脸，甚至没有实体。

理查德  琼斯（Richard Jones）在这方面颇有经验。他现在是 Genfour董事长。此前也在其它公司专注于

机器人研究和后台 RPA业务。他说到：“令绝大多数人都很困惑的一点是，软件机器人完全是看不见的。因此，

RPA一直都是一个抽象概念，直到你向别人展示软件机器人如何运作，如何在 20秒内完成一个人 20分钟才

能完成的工作。不过，终会有一天人们会觉得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采用 RPA处理财务职能的公司包括巴克莱银行、英国可再生能源公司以及 Verizon。那么，哪些类型的流

程可以利用基于规则的软件机器人来实现自动化处理呢？名单包括：数据收集与报告、匹配与对账，以及例如

期末结算等复杂的多面流程。关于 RPA的更多介绍可以参见 ACCA近期发布的报告《机器人来了？对财会共

享服务的影响》（The robots are coming? Implications for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机器人服务器（Blue Prism制造）帮助巴克莱银行每年减少 1.75亿英镑的坏账，节省超过 120个“全职

人力工时”（指人类）。据传 Verizon的财会部门成本降低了 21%，财会运营被集中到两个地点，200个分布在

不同地方的后台办公室有一半以上被取消。

尽管有种种好处，RPA在财会领域的融入仍相对缺乏。ACCA的研究显示，把注意力都放在减少人力和降

低成本上或许有害无益。“RPA在财会行业的定位需要更加明确。数据或许是吸引人的，但财务总监仍不能确

定机器人除了具备成本效益，相对于人类员工还有什么优点。”本报告联合撰稿人、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

（Jamie Lyon）这样说道。

在 Trintech公司首席执行官 Darren Heffernan ACCA看来，提高财会部门自动化程度能够帮助 CFO将

更多注意力放在战略上，提高财会工作的效率：“与其让有才干的人终日重复枯燥的一般性工作，不如让他们

专注于更加有意思的工作，比如同其它部门做好沟通。”

一场财会行业革命？

谷歌的搜索引擎越来越智能化。目前，它或许只是一种关联了海量数据的

正文检索算法。但如果硬件和软件联手创造出具备“智能”并能够通过“洛夫莱

斯测试”的机器（参见“人工智能测试”，第 7页），谷歌或许应当对此负责。

谷歌已经创建出一种以哺乳动物大脑皮质结构为原型的人工神经网络。它

的某些行为就像是人类大脑，甚至可以模拟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早在 2012年

的时候，谷歌大脑就可以通过自学认识猫，开展大规模脑模拟。和沃森机器人一

样，这几年谷歌大脑也在飞速发展。

如果成批的机器人战士成为现实，谷歌很可能脱不了干系。2013年，谷

歌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这家公司以“大狗机器人”（Big 

Dog）著称。这种四足机器人专为美军设计研发。除此之外，这家公司还在生产

类人机器人。除非亲眼所见，否则外人很难想象其景象。

你可以在 YouTube上亲眼看到处于运转状态的机器人：bit.ly/1TPKiAz.

从搜索引擎到机器人战争

生成和评估假设，进行调整并从经验中学习。随后，

沃森也不断升级（参见下文）并有更多认知计算机系

统和所谓的人工智能加入其中。你的手机里或许就

有一个。

话虽如此，这些系统真的“智能”吗？它们确实

能做一些人类需要开动脑筋才能完成的事情；也确

实能够让我们误将它们当做同类（参见“人工智能测

试”，第 7页）。然而，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  霍夫施

塔特（Douglas Hofstadter）教授说：“沃森只不过

是一种与数据库连接的正文检索算法，类似于谷歌

搜索。它在搜索正文时并不清楚其中的意思。如此说

来，它不算智能。”认知系统有其自身局限性。

和孩子一样，沃森和其它认知系统都需要教育。

他们可以结合结构和非结构数据，再利用情景确定

最恰当的回答。但如果是像“对我来说最好的药片 /

平板电脑（tablet）是哪个？”这种问题，最佳回答取

决于你是在药房还是在电脑店。认知系统需要接受

训练才能正确回答这类问题；它们需要学习根据以

往经验调整今后的回答。

相比持枪行凶的机器人和能够自我复制、拥有

意识和渴望凌驾于上的软件实体，这听起来似乎威

胁要小得多。但即便今天的认知系统（尚）不具备对

人类的实质性威胁，对一些行业的知识型工作者来

说已经是足够坏的消息了。其中就有会计行业。当前

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究竟是

夸大其词、大有裨益还是令人惊恐（参见“一场财会

行业革命”，对页）。

不只是游戏
目前，沃森仍然在参加各种游戏。比如，Edge 

UpSports正在开发一款虚拟橄榄球应用，采用沃森

机器人分析大量现有的球赛数据。“利用沃森的技术，

我们能够改变虚拟橄榄球的比赛方式，搭建一个平

台，帮助球队老板进行分析，提高联赛胜率。”公司

CEO、主教练 Illya Tabakh这样解释说。

2014年，IBM的一个决定使这一切变成可能。

他们在云端向普通商业用户开放沃森服务以及借此

营利。只是，沃森并不仅仅可以用来玩游戏。它从来

就不是为此而生的。千百个“沃森生态系统合作伙

伴”正利用沃森的智能设计自己的应用。近期推出的

软件工具让非 IBM商业发展更加便利，或许会鼓励

更多开发者效仿，全面激励新产品的诞生。

IBM透露会将目标对准一些重点垂直产业，例

如零售、保险和医疗保健。2015年 4月，IBM公布

了官方在这方面进行的首个项目：IBM“沃森医疗”

（Watson Health）和“沃森医疗云端服务”（Watson 

Health Cloud）。IBM在随后陆续宣布的举措还包括：

为波士顿儿童医院开发诊疗系统用于改善对罕见遗

传病的诊断，将沃森机器人项目推广至印度，当地的

马尼帕尔医院将采用这种机器人协助诊断肿瘤。

阅读 ACCA报告《机器人来了？对财会共

享服务的影响》（The robots are coming? 

Implications for finance shared services）。

请访问：bit.ly/1KHGrqP-Robots

今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搞定。随着处理器越来越小、

越来越强大，软件开发者向产品中加入了更多规则

驱动工具。这些“专家级”系统的速度越来越快，也

越来越智能。

而这些还是早在 2011年的时候，沃森机器人就

证明一个计算机系统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软件

来听懂人类的话，几秒钟内就能搜索海量复杂信息，

着眼于未来
IBM近期收购Merge Healthcare Incorporated，

有望为沃森机器人安上眼睛。“沃森具备强大的认知

和分析能力。再加上收购Merge等公司的战略举措，

IBM得以同致力于改变医疗保健行业面貌的机构开

展合作，”IBM研发部门高级副总裁 John Kelly博士

这样说道，“为沃森机器人安上‘眼睛’，让它看见医

学影像，无异于为这个行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IBM和围绕“沃森生态系统”聚集起

来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唯一为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感

到振奋的一群。就在 IBM探索认知系统可能性的同

时，还有很多科技企业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从认知计

算到人工智能，谷歌已然成为这场比赛的领先者。

还有很多家喻户晓的企业也热衷于开发人工智

能的商业潜力。他们希望这类系统足够聪明到帮助

人类，同时又不至于足够聪明到伤害人类。

去年 10月，Facebook宣布推出新一代虚拟助

手“M”。Facebook为其加载认知计算引擎，训练

它，并将其添加至 Facebook Messenger app。这个

虚拟助手可以替你搜索信息。在你的允许下，“M”

很乐意为你效劳，协助你完成真实世界中的一些任

务。例如预订出行或餐厅，在线购物并安排送货等

等。目前来看还是很有帮助的。

苹果公司也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资。2015年，

苹果收购英国公司 VocallQ及旗下的认知计算品

牌。他们的产品可以学习你的讲话方式，凭借对此

前对话的“记忆”改进未来的每一次对话。听起来很

熟悉是不是？苹果除了收购人工智能技术，改进机

器对人类语言的处理，还收购了专注于图像识别的

Perceptio公司。认知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似乎

是无穷无尽的。

认知系统能否成就人工智能，人类如何应对才

能避免祸及自身，我们仍需拭目以待。IBM董事长

兼 CEO吉尼  罗曼提（Ginni Rometty）表示乐观。

“未来，人类每做出一个决定都需要沃森这样的认知

系统提供信息。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她说到。

然而在 1943年，沃森机器人名字的由来、IBM创始

者托马斯  J  沃森（Thomas J Watson）却说过另

一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全世界能卖出 5台电脑就

不错了。”

Lesley Meall，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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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天空
在未来，社交、移动和云技术的融合将会对财务产生更为根本的影响。CFO必须
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

社
交、移动和云技术（合称“SoMoClo”）

的融合令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三大领域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我

们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这样的改变如此

具有说服力又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

经不能，或者不想离开它们。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SoMoClo技术可以令

我们远程接入应用、数据和服务，为远程连接和合作

提供支持，为我们提供加快和改进决策流程的工具，

同时使我们能够探索更具创意且高效的互动和工作

方式。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受它的影响。

尽管如此，商界对这些技术的利用却并不一致。

SoMoClo技术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医院、零售行业，

以及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等商业职能部门。银行领

域和财务职能部门对这一技术的应用则不明显。但

是这一现象背后也有充分的原因，而且有迹象表明

这一趋势正在逐渐改变。

远离危险边缘
渣打银行的产品风险管理全球负责人 Raj 

Chandrasekhar表示：“对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部门

而言，SoMoClo技术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财务却是

一个特殊的领域，因为 SoMoClo技术不仅不能带来

更多的好处，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技术应

用初期的负面影响可能极具风险，财务专业人士对其

的治理、安全以及敏感信息的保密性也持审慎态度。

但是，由于这些担忧比较容易调解，财务专业人

士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 SoMoClo技术，尽管这三

种技术的采用程度各不相同。SoMoClo以云技术软

件和服务为先导率先挺进财务领域，其次是（个人和

专业）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最后是步伐较为缓慢且

零星的社交媒体技术。

ACCA/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在一系列特

别研究报告的首篇报告《SoMoClo技术：改变商业

活动发生的地点与方式》（SoMoClo technologies: 

transforming how and where business takes place）

中督促财务专业人士采取更多行动以探索这些技术

的潜力。报告中提到：“率先进军 SoMoClo技术领域，

它可以分解企业的部门，帮助企业打造一个更加灵活

和机敏的财务职能部门。”

但是这条路并不像在公园里散步那样容易。正如

Capgemini Consulting的高级副总裁和全球实务领

导 Didier Bonnet博士在报告中所表明的：“数字变

云中人影：在重庆举办

的国际云计算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Cloud Computing 

Expo）上的一个

展台。

革所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它是一种跨部门程度极高的

活动，横扫了各个部门，因此这在企业中从来就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并没有看到很多 CFO来引领这

场变革，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能够以一种不同的

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在 ISC公司，引领这场变革的是CFO，RJ Smith，

该公司拥有一个客户关系管理与企业资源规划集成系

统和一个社交平台。“这一变革使我们的公司变得更

加社会化。”Smith说到。

财务和其他部门能够接触和共享信息，以及开展

更加有效的合作。

跟随经验曲线
起先这种方法确实需要一些手段来推销。“哪里

有变革，哪里就有阻力。”Smith说到。人们必须学习

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新系统，并且习惯于这一全新的工

作方法。最初应用这一系统的时候，运营和财务职能

部门比销售部门要兴奋得多。“这需要一个学习的过

程，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规程。”他说到。如今在

ISC，财务、销售、工程和支持部门的工作灵活性和数

据可视程度变得更高。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将整个公司交叉连接起来，

Smith必须花费时间来思考如何才能使这些数据物尽

其用。“作为一名CFO，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

必须从财务和运营部门的角度来思考信息分享对于

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到。但是 SoMoClo

技术的确正在帮助财务职能部门增加自身的价值。

更好地利用 SoMoClo技术也可以为执业会计师

以及他们的客户带来相应的好处。“目前会计师们正

在利用社交平台来探讨本行业内的变革，通过论坛

来提出他们的建议和宣传他们的服务。”Intuit集团的

产品经理兼维珍集团创业导师 Bobby Chadha说到。

实践者正通过 Twitter发掘机遇，从 LinkedIn上发现

客户。

一些实践者利用Mo（移动）和 Clo（云）技术并

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因为采用了云会计软件的企业

能够轻易获取客户的在线数据，从而开展更加紧密和

协调的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机遇，我们可以向客

户提供实时管理数据，让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

的数据信息。”位于英国的 Lime Green Accountancy

财务服务公司董事 Kaziu Gill说到。

观察与学习
ACCA/IMA 报 告 强 调，SoMoClo 技 术 不 应

只是被简单地视为更加自动化的技术，或者是利

用这些技术对现存程序进行“移动化”或“社交

化”处理，然后将它们放进云里。SoMoClo技术应

该激发人们对所有现存程序进行反思和质疑，因

为随着某些程序的发展，它需要应对的问题已经

不复存在。SoMoClo技术不仅意味着以新的方式

做新的事情，也意味着停止做某些事情。

东京海上保险公司（Tokio Marine and Nichido）

企业规划和 IT部门的合作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产品。

例如一款可以通过移动应用购买的一日汽车保险产

品，和一个能够报告事故（带图片），确定事故地点

（使用 GPS定位），甚至可以预定拖车的移动应用。

每款产品最少只需点击三下即可应用。

虽然财务领域应用这些社交工具的步伐相对缓

慢，但这也为它们提供了向其他部门学习的潜在机

遇。ACCA/IMA报告中引用了市场营销概念“社群

聆听”的例子，即监督人们对相关产品的评价以及社

交媒体流量的动向，这在财务领域中可以发挥一定

的作用。

从意大利到以色列的中央银行都把谷歌在线搜

索关键词的次数作为经济活动的指示因素，因为如

果将这一类数据建成模型，就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

性。在智利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中奏效的方法也能够

帮助许多企业财务部门创造奇迹。

“作为一名 CFO，我必须改变自己
的思维模式，必须从公司财务和运营部门的角度
来思考信息分享到底意味着什么？”

生存计划
SoMoClo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在企业不同部门

中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和地点。迄今为止，该技术已经

提高了财务职能部门工作的便利性，可以在远程数据

和同事之间实现迅速连接，通过杀手级应用支持决

策。而且在未来，这些技术将产生更加彻底的影响。

SoMoClo技术将对财务专业人士对企业其他部

门的支持角色和定位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虽然财

务专业人士的一些工作的技术性将被降低，甚至可能

消失，但这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技术和能力需求，正如

纯粹的财务需求一样，这些需求也可以是社会性和人

际性的，或者是商业性和分析性。

所有的 CFO都必须思考这些萌芽中的变革以

及正在塑造这些变革的技术。财务部门最终将面临

着沦为整个数据世界的子集的危险。但是通过应用

SoMoClo技术，财务将可以继续作为一项职业繁荣

发展，并为它所服务的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Lesley Meall，记者

阅读 ACCA/IMA报告《SoMoClo技术：改

变商业活动发生的方式和地点》（SoMoClo 

technologies: transforming how and where 

business takes place），请访问：bit.ly/1Ofyf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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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正确的事情
职业道德项目是否真的能够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英国商业道德研究所
（Institute of Business Ethics）的 Daniel Johnson问到。

自 2005年开始，IBE针对英国的职场道德状

况，对员工每三年进行一次意见调查。这一调

查已经扩展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访问：www.ibe.org.uk

Daniel Johnson是

IBE研究中心经理。

最
近 英 国 审 慎 监 管 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和 金 融 市

场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针对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

行（HBOS）的崩溃和救助行动发布了一份报告。这

份报告提醒人们企业检举制度并没有发挥作用。这

份报告将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视为该银行失败的罪

魁祸首，因为他们所通过的策略存在漏洞，导致银行

不断进行风险性借贷和投资活动，对短期资金产生

依赖。然而这些问题正是他们以前所警惕的。

英国商业道德研究所（IBE）2015年的职场道德

调查强调，检举和意见上达机制仍然形同虚设，不被

员工所用，而且即使使用了，这些机制也被视为无效

机制。全英国雇员中有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清楚

工作场所中存在的失职行为。有越来越多的雇员（目

前为 84%）表示，他们所在的企业为员工提供了保密

通道，以便他们提出自己的担忧。但是只有一半的员

工（55%）选择这样做了，还有 61%的员工表示他们

不满意企业在他们提出问题后的所作所为（这一数

据在 2012年是 30%）。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

大一部分员工认为即便他们提出了问题，管理层也

不会有所作为。

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也并不见

好。有 54%的雇员说他们不会提出有关失职行为的

担忧，因为他们不相信企业会采取纠正措施。

职场道德调查显示意见上达或检举通道的设

立和它的有效性之间存在脱节的问题。董事会需要

倾听员工提出的相关问题，然后采取行动并进行反

馈。不履行这些职责比不设立员工意见上达机制

更加糟糕。

职业道德能够带来回报吗？
雇员是当今企业中职业道德状况的重要指标。

他们处在企业与顾客和供应商沟通交流的前线。如

果他们鼓起勇气提出的问题没有人倾听，这就表明

这个企业所谈论的价值和“做正确的事情”只是空

谈。企业对员工所检举的失职行为的处理方式反映

了它对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

“商业道德商业案例”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记录。

虽然 IBE也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企业做正确的事

情，但始终有种种压力表明，有道德地从事商业行

为也能带来回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企业有

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润。”拥

护这句话的人总是希望看到企业在对与错的问题上

实现一种财务上的平衡。

那些秉持高道德标准运营的企业已经被证

明在长期财务绩效方面有所提高，原因在于高道

德标准增加了员工的参与度，吸引了高水平的雇

员，增加了企业的信誉，并在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产生了信任。

但是几乎还没有相关研究可以表明如何创造一

个道德的企业环境。

为了影响企业的行为，道德价值应该被嵌入从

生产车间到董事层的整个企业中。明确企业价值是

所有道德项目的基础。道德准则、沟通机制、道德培

训以及意见上达和建议通道等支持性工具都可以帮

助将这些价值嵌入企业中。

但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些道德项目对企业文化

的发展真的有作用吗？

2015年 IBE职场道德调查中所提供的一些证据

表明，企业能够从道德项目投资中获得一些实际的

益处。调查表明，不仅是在英国，还有欧洲大陆，企

业道德项目的存在能够增加员工的道德意识，加强

他们对道德文化的认识。

参与者被问到他们所在的企业是否在道德项目

中包括了下列四项基本因素：道德准则、意见上达通

道、建议 /信息帮助热线和道德培训。

调查还问到了参与者对于那些可以被看作道德

文化指标的相关实践的看法。这些实践可以被划入

管理行为的三个领域：道德传播、负责任的企业行

为，以及道德标准的执行。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那些在提供道德准则、意见

上达通道、建议 /信息帮助热线和道德培训的企业工

作的员工更有可能说，诚实的准则在他们的企业中

始终 /经常得到遵守；他们不大可能意识到前一年企

业中存在的失职行为；也更有可能认同企业道德文

化中的每一指示因素。

创造健康的企业文化
提到意见上达机制，尽管调查样本由于太小不

足以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但积极的因素依然存在。比

起那些在非支持性企业文化中工作的员工，在拥有

“支持性道德文化”的企业中工作的员工对于他们提

出担忧后的结果要积极得多。

创造一个能够影响员工的行动、决策和行为的

健康企业文化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意识、敏感、耐

心和资源。有些不道德行为在企业文化中可能已经

根深蒂固，以至于被认为就是“在这里开展商业活动

的方式”，也就完全称不上不道德了。

为了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固的道德文化，就必须

明确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融入企业的一切活动中，包

括销售和购买等外部活动，以及治理和会计等内部

活动。从第一次面试到最后一天的工作，员工都应该

能够感受到企业所做的每一项决策都反映了它的核

心价值观。

各层管理者在将道德观贯穿整个企业的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线经理对于道德信息的传

达起着基本的作用，而且应该以身作则，担当模范。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商业领袖来说，道德洞察力是一

项关键的能力。领导层的品质和风格将会影响整个

企业的基调。除了那些在企业中起终极作用的高等

领导的集体风格外，企业的每一层还有其他“领导”，

他们也是员工在不知不觉中模仿的对象。

“中层的基调”与“高层的基调”一样重要。针对

工作场所中的道德嵌入的研究显示，雇员将他们的

直线经理视为最大的推动者和他们在企业中的道德

老师。职场道德调查中的数据显示，在英国有 71%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直线经理“树立了良好的商业

道德行为典范”，6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直线经理

为他们“遵守企业的道德行为标准”提供了支持。

“永冻层”
然而在企业中有一层是道德信息无法穿透和逾

越的，这一层通常被称为道德的“永冻层”或“杏仁

饼”层。调查显示，在欧洲大陆，企业对职场道德建

设的支持信息往往难以逾越管理层。在认识到了他

们的作用和影响后，一些企业开始将管理者作为向

其团队传达道德信息的一个关键角色。

取得管理者的支持因此变得尤为迫切。企业需

要说明他们的道德观与企业战略息息相关，从而将

道德推上企业的优先事项。他们还应该将道德观作

为促进企业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写入制度中。这将

获得那些面临经济困境的管理者的广泛支持。通

过阐述相关商业案例，管理者就能够明白从道德角

度进行决策的重要性，并且会鼓励他们的团队依

样而行。

更重要的是，管理者不仅要讨论道德，还要在决

策中践行道德。

树立正确的典范是关键所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职场道德调查中关于管理层行

为的数据令人们感到担忧。2015年，有 69%的英国

雇员表示他们的直线经理向他们阐释了遵守道德和

诚实守信在工作中的重要性（这一数据在 2012年为

63%），但是也有 36%的人表示管理者对好的绩效进

行奖励，即使是员工采用了不道德行为来实现这些

绩效（这一数据在 2012年是 26%）。

IBE中有证据表明员工对企业道德项目的认识

能够增加他们自身的道德意识。对于那些希望从道

德项目投资中获得回报的企业来说，调查表明这笔

钱花的值。但是如果企业将绩效凌驾于道德之上，那

么管理者所传达的道德信息也就毫无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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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人才
ACCA推出新项目，旨在为企业提供新的洞见，帮助企业吸引、培养、激励和留
住最优秀的人才。

回
望 1997年麦肯锡公司提出一个新词

“人才战争”，到今天已然过去了将近

20年。这一研究激发了一代人，其

中既有支持者、也有唱衰者。但无论

你对最初研究持何种态度，善于利用技巧吸引、培

养、激励和留出优质人才，一直以来都是企业工作

的重中之重。无论企业规模如何、身处什么行业，这

都是真理。在财会专业人士眼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CFO和其它财会高管都很重视对员工的培养，注重

通过提供合适的机会帮员工实现职业抱负。

然而，面对全球化、财会“服务提供”模式发生

变化，以及对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多等形势，如何确

保员工掌握必要的技能引发了新的思考。特别是尽

ACCA企业事务主管

里昂（Jamie Lyon 

FCCA）

管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开始，财会行业踏上了共

享服务和外包的旅程，但获取离岸人才尚不是主要

推动力之一。如今已过去 20多年，整个行业已经发

展成熟。不过，关于人才管理和职业发展道路的变化

会有哪些长期影响，仍不十分明确。

对于今天的全球财会职能而言尤为如此。

简而言之，共享服务与外包的飞速发展对财会

职业产生了不可消除的影响；它改变了财会职业的

范式。

永不过时的人才
只是，如果企业希望现在就未雨绸缪，帮助财会

部门员工掌握永不过时的技能，则必须要对这些变

化和影响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也是为何 ACCA要启

动一项新的研究项目，解决企业在培养下一代财会

专业人士的过程中面对的重大的人才挑战。我们衷

心期望为企业的具体操作提供新的洞见，用来帮助

企业吸引、培养、激励和留住未来人才。

我们的这个项目会包含一系列定量和定性研究，

包括全球调查、企业“深度”案例研究、深入的职业

分析以及领导者对话。项目旨在把握如何通过完善

人才和改进人才培养项目来应对技术的飞速发展、

共享服务职能的日渐成熟、财务新模式的不断涌现，

以及公司文化和行业环境的日益复杂。

项目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领域。我们

想要了解：目前全球财会职能部门最年轻的一代人

有哪些期望、面对哪些挑战；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就业参与情

况；他们的工作模式、职业抱负和动机；他们对薪酬的态度

以及哪些手段可以有效吸引、激励和留住他们。我们还希望

摸清财会专业人士的职业路径发生了哪些变化，了解在各种

工作中累积的不同经验具有多大价值，财会岗位之外的职业

发展机遇，进入和走出财会行业的常见途径，以及企业梦寐

以求的最佳职业规划手段。另外，我们还会探索财会技能、

能力和行为出现了哪些变化，如何培养可贵的领导能力和品

质，以及如何通过学习和经验干预来加以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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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航行掌舵
在文化、战略、数据和技术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下，CFO对所在企业的规划、预
算制定和预测工作持怀疑态度还值得奇怪吗？

规
划、预算制定和预测（PBF）是许多

企业未充分利用和效率低下的工作流

程。尽管财务部门难辞其咎，整个企

业的态度也需要改变，同样需要改变

的是企业对技术和数据的运用。

市场变化比以往更快、更复杂，竞争也更激烈。

这些压力使预测的需求更加紧迫。“公司需要更好地

掌控外部因素对业务的影响，以及公司决策对绩效

的影响。”ACCA企业事务主管里昂 FCCA说道。如

果公司能有更好的掌控，并将其转化为有效的 PBF

流程，那么公司就能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是鲜有企业认识到这一点。尽管 CFO可能同

意 PBF越来越重要，但一份 ACCA与 KPMG合作

的研究报告指出 CFO对 PBF流程持有很强的怀疑

态度。将近一半（46%）的受访者表示公司的年度预

算是管理层内部同意的数字，从企业高层产生，与运

营实际情况不符。超过 62%的受访者表示预算仅反

映一个时间点，在财年开始后很快变得无关。

但事情并不应该这样。“企业内部的 PBF

非常关键，”里昂强调，“起点是树立良好的企

业文化。高层的基调和实实在在的支持对在企

业中整合并有效实施这些活动非常重要。财务部

门和整个企业必须有真正的合作关系，来确保

这一战略上的一致。”

“战略”这个词非常关键。毕马威企业

绩效管理团队主任 John O’Mahony认

为，每个企业，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公

共机构，都有目标。“PBF正是将这些

目标转化为战略性规划，从而为达成

目标构建基础。”他说，

“这可以用于制定

年内预算，这样

从运营层面上，

你制定了实现目

标的战略。”

O’Mahony说没有一

个人会从伦敦开车想去爱丁堡但完

全不知道路线。“如果企业毫无目的，

这会导致无效和低效。”这通常是财务

部门和企业其他部门之间缺乏合作造成。

O’Mahony说：“大部分企业的预测往

往都较差，因为是由财务部门独立完成的，没

有运营部门的适当投入。”如果预测仅限于财务

部门，而没有恰当整合到整个企业的规划周期

中，则一定会失败。应当追求的是建立一个统

一模式，从运营部门获取预测，将预测货币

化，作为为财务预测提供信息的一部分。但

首先企业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流程。

“许多企业将预算看成必须做的练习题。” 

O’Mahony说，“因此态度是‘我怎样能交差？’这

些问题既涉及文化、组织，又涉及技术。”

短期目标
这种“我怎样能交差”的态度有广泛的影响，

尤其是影响与目标设定相关的企业氛围。上述研究

报告发现规划和预算制定常常只针对短期目标，与

三五年的战略不相关。里昂说，用短期而非长期来激

励员工会带来低估的问题。“适得其反的是，业务部

门的经理可能能通过设立一个容易达到的短期目标

而交差了事。”

他们是否理解收入和成本的构成，企业能够达

到什么目标？这引出进一步的问题，财务部门是否

有所需的技能和能力在 PBF流程进行质疑。差劲的

企业流程导致非最优化的决策以及与交付现实不相

符的战略。

研究发现企业在有效运用数据分析法方面有困

难。超过 30%的受访财务人士表示数据质量是在规

划流程运用数据分析的最大障碍。17%的受访者表

示管理层忽视数据，执意做出同一个决定。数据数量

也是一个问题。

里昂说：“公司需要恰当的数据，数据需要可

见。除非你有能力吸收不同的数据流，包括内部和外

部数据，否则你会很难理解企业的走向。数据应当充

足、准确、及时和可见。”

业务分析软件服务提供商 Adaptive Insights英

国和爱尔兰的销售副总裁 Ian Preston理解这一缺陷。

“为战略性规划、预算制定、预测、情境设定和实际

情况提供一致数据的统一来源是少有企业达到的目

标，常见的错误是大数据策略，淹没在细节里。认清

支持决策的必要条件的集中视角作用最大。”

当其他路子都行不通时，企业会转向使用技术

来寻找解决方案，但 O’Mahony对使用这一方法解

决 PBF问题提了个醒。他说：“技术是助力，但不是

万能药。没有一个系统是你一实施就立刻给你答案

的。”相反，公司需要确定战略性规划模型，反过来

确定预算模型。流程、结构和奖励机制需要到位。然

后，当公司有这些组成部分时，才可以开始制定一个

技术要求来进行系统性投资。

信任受损
不准确的数据和技术自然相连，腐蚀高管的信

任，调查还显示，这会鼓励他们靠直觉而非洞见来

进行运营决策。缺乏信任进一步导致对财务技术的

投资不足。在受访者中，41%的人表示他们没有对

Excel以外的规划工具进行投资，对其他工具有投资

的人中，28%说工具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这让他们

更落后一步。

里昂说：“企业需要整个公司的全面技术解决方

案。如果没有恰当整合，不同系统之间会不可避免地

产生冲突，这会对财务造成持续的挑战。”

如果公司在正确的技术上花费适当，可以有望

获得实时报告和持续改善等益处。

里昂认为，CFO应该自问能够多快做出预测，

能够多快调整规划。

Preston认为会有可行的解决方案来打消人们

的疑虑：“基于云端的规划和预算技术使财务部门

“大部分企业的预测往往都较差，因为是由财务部门独立完成的，没有运营
部门的适当投入。如果预测没有恰当整合到整个企业的规划周期中，则一定会失败。”

以更及时和更协作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一致的财务

和业务数据。网络是联系全球各地的业务部门的一

股力量。”

好消息
O’Mahony说，PBF领域暗沉之中的一线亮光

可以在几个地方找到。他说以宝洁和雀巢等跨国公

司为首的快消品行业已经成功采用了 PBF战略。“这

让他们有洞见根据事实进行更好的决策，从而让他

们在全球方面领先。”

O’Mahony也表扬了亚马逊等电子商务企业，

“他们没有历史包袱，起点空白并从一开始就采用领

先的 PBF模式。这是他们基因的一部分，使他们能

够更有效地取得业绩和运营，优化商业模式。”

O’Mahony对其他未能获得先机的 CFO给出

了如下建议：“CFO应该退后一步审视企业，即企业

快速预测、获得洞见和展望企业未来表现的能力。如

果不这么做，他们将不能利用机会。”

公司的目的是为股东获取价值，稳健的战略规

划流程能够一年一年渐渐地将企业的效率和有效性

最大化。“通过执行战略规划流程，公司为回报股东

作出努力，使得股东也愿意继续投资。”

Peter Williams，会计师兼记者 

阅读报告《规划、制定预算和预测：着眼未来》

(Planning, Budgeting and Forecasting: 

An Eye on the Future)，请访问：www.accaglobal.

com/ab/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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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告：《绩效报告：着眼事实》（Performance 

reporting: An eye on the facts），请访问： 

bit.ly/1M8zRGS

着眼事实
根据 ACCA与 KPMG的联合报告，当前的绩效报告流程中存在缺陷，致使企业
错失价值机遇，对新出现的威胁响应缓慢。

如
果企业想要在当前这个数据泛滥、竞

争激烈、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取得良好

的表现，那么他们就必须掌握唯一精

确的事实，远离本能决策。

只有当企业能够通过绩效报告将自身的运营活

动和决策与企业战略的实现联系起来，这一愿望才

有可能实现。

ACCA和 KPMG委托开展了三项调查，其中

第二项调查对财务职能部门内部的企业绩效管理

（EPM）能力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第一项研究与预

算有关，见第 16页）。研究显示当前的绩效报告流程

中存在缺陷。许多企业采用的仍然是那些已经无法

支持快速全面决策的“信息”。根据该报告作者的观

点，这些缺陷将导致企业错失创造价值的良机，对新

出现的威胁响应缓慢。

为了使其发挥效用，绩效报告应该在绩效管理

框架内制定，报告中应包含三个核心因素，其中两个

因素分别为规划、预算与预测，和盈利能力 /成本核

算分析。

更好地决策
在绩效报告能力方面进行投资可以创造真正的

竞争优势。它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信息，帮助企业做

出自信有效的决定，并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关系重

大的管理活动上。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在整个企业

中提供一个一致的实际绩效观念。

随着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继续呈指数增长，加

之企业对信息的需求源源不绝，企业开始被迫思考，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来实现战略目标和推动

价值的创造。

领先的企业正在构建相应的框架，从而在

战略目标、目标绩效考核和运营决策之间实现

无缝对接。

当前有太多的企业被大量的绩效报告压得不堪

重负，而且这些报告通常指标太多（许多指标相互冲

突），洞见太少，导致企业无法分析过去的绩效或预

测未来的表现，也就无法做出更好的决策。工作负担

过重的财务职能部门制定出来的报告通常既不能满

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也无法带来具有附加价值的

绩效观点。

在知识经济中，优化且恰当的数据是更好地决

策，树立竞争优势以及战略实现的关键。在一份有

效的绩效报告中，应该有一个围绕正确的关键绩效

指标（KPI）来部署的企业基本数据层次结构。这些

数据都应该能够支撑报告反映一个唯一精确的事实。

虽然 ACCA与 KPMG的联合研究表明企业所使用的

一般 KPI的一致性有所提高，但每个企业都应该问一

问下面的问题：

* 绩效指标是否与企业战略一致？

* 支撑数据是否前后一致？

* 数据管理是否可持续发展？ 

根据调查结果，几乎有 4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

所在企业的决策并不是依据以信息为基础的相关洞

见做出的，而是企业领导的“直觉”。

研究表明企业需要关注三个关键领域来提高绩

效报告能力：

* 建立正确的数据和治理基础：收集具有真正重要

性的数据。企业需要正确的数据来支持一组全面

明确的 KPI。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它是企业信任

自己所接收的信息的基石。只有建立强健的治理

流程，才能从长期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 构建成功的数据交付模式：管理绩效信息应当前

后一致、可控、及时、相关、完整，并且以符合成

本效益的方式交付。财务职能部门的构架和绩效

报告能力将决定企业的成功与否。

* 赋权财务专业人士，使其与企业开展有效协作，

最终实现提高企业决策的速度和质量的目标。这

将为企业创造真正的竞争优势。但是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财务专业人士应具备相关技能和开展相

关行动，并获得技术支持，才能在绩效方面实现

改革。

在目前，即使是那些在绩效报告方面有巨额投

资的企业也无法确保始终提供准确的销售或库存报

告。他们缺少对企业基本活动的通用定义，例如“差

额”或“花费”。只有通过施行统一的信息标准，企业

才能得出可信的有用信息。

Peter Williams，会计师兼记者

2015年中期，索默维尔（Derek Sommerville 

FCCA）被任命为 ACCA财务总监，用他的话来说

这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称 ACCA的绩效报

告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我们了解制定绩效报告的需要。在收入报

告方面，我们擅长于挖掘我们的收入的推动因素，

并且围绕这些因素制定关键报告。但是在连接成

本基础与收入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

绩效报告首先从 ACCA位于格拉斯哥的卓越

运营中心兴起，在这里有一个专门的财务小组服

务于整个国际机构。自索默维尔上任以来，绩效

报告已经成为他所监管的优先领域之一。

他说，随着 ACCA的不断成长和改革，绩效

报告也需要持续调整，“绩效报告不可能一成不

变”。去年，ACCA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同时确

定了能够将运营绩效与组织战略联系起来的 KPI。

这也就是绩效报告可能调整的地方。索默维尔希

望将当前的指标简化为一张纸的篇幅，并且对这

些指标进行重新回顾，以便从国际和地区层面，

特别是产品绩效方面更好地了解 ACCA的形态。

索默维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不同领域的绩效

根据计划进行衡量，也会确定一个合理的侧重程

度：“如果出现差量，[我们就需要问自己 ]，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他还指出，ACCA也和其他组织或企业一样，

坐落在庞大的数据之上，目前使用的也是传统的

系统，这会造成绩效报告制定中的一些障碍。因

此也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挑战。“传统的体系以英

国为中心，比如它并不是多币制的，在英国以外

我们使用的是不同的体系。”

ACCA计划在未来 12至 18个月内转向一个

单一的全球体系。这一举动将作为催化剂，帮助

财务职能部门从内部开始重新建构。其中的一个

关键步骤是建立一个服务共享中心，安排重要的

财务人士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提高决策的质量。

“我们希望解放全球各个分部的财务专业人士，让

他们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只从事交易性

工作。”索默维尔说到。

除了启动改善绩效报告的自动化流程外，索

默维尔还面临着另外一大挑战：实施改革。“在财

务职能部门内，我们将会提高员工的技能，进行

一劳永逸的改革。”他说到，“一切的工作都围绕

着如何将财务职能部门放在企业的中心，增加认

可度和建立信心。我们希望运营部门能够看到财

务专业人士作为决策顾问的价值。”

通过提供透明性，这又将回溯到整体战略上。

“通过制定 KPI，我们可以衡量企业的战略是否成

功。财务职能部门应该向运营部门建议怎样可以

展望未来

取得良好的效果，怎样进行投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

会对长期资本价值创造目标和财务与非财务战略目

标的实现产生什么影响。”

长期关系
在先前的职位上，索默维尔对绩效报告有着深

度的参与，他将绩效报告视为个人工作文化的一部

分。作为希尔顿酒店集团的一名顾问，他致力于改

善财务职能部门，确保它能够创造资本价值，以及它

的部门结构有助于目标的实现。他也曾为一家国际

建筑事务所工作，该事务所与 ACCA共有一些特征。

他帮助该事务所的财务职能部门实现了外向发展，

改善了决策流程。

索默维尔认为财务职能部门也应该着眼未来：

“任何一家发展壮大中的组织都应该具有前瞻性。绩

效指标则能够帮助它们塑造和预测组织的未来”。

“一切的工作都围绕着如何
将财务职能部门放在企业的中心，增加认可度和
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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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欧盟委员会关于资本市场联盟的行动计

划，请访问：bit.ly/EUcapmark

扩充资金流
欧洲资本市场表现需要更加抢眼才能吸引投资。对中小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同
时，这也是为了稳定金融系统。但是银行真的愿意参与这场游戏吗？

短期行动五要点：

1  鼓励优质（安全）资产证券化，从而为银行资产负债表松绑，鼓励银行多提供

贷款。

2 修改《招股说明书指令》，让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更容易融资，并更容易吸

引跨境投资者。

3 利用各国市场知识，以优秀标准和市场最佳做法为参考，就泛欧担保债权框

架进行磋商。

4  就风投进行磋商，判断监管规定是否有调整的余地，使之更有利于散户投资

非上市中小企业。

5 鼓励吸收欧洲长期投资基金，引导资金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它长期项目。

资本市场联盟

欧
盟经济急盼增长。而最有可能的实现

途径就是释放中等规模企业的潜力。

但由于资金获取途径不畅，往往阻碍

了这些企业潜力的释放。根据英国用

人方机构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的统计，英国有 35%的中等规模企业将获

得长期资本视为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情形在

欧洲比较普遍。欧洲委员会日前公布行动计划，透露

将建立资本市场联盟以克服融资难题，并让市场发

挥更大作用。该项举措受到 ACCA的青睐，并被称

之为“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尽管做比较总是令人反感，但这样做的必要性

仍然显而易见。根据委员会的研究，如果欧盟风投市

场深度与美国相当，2008年到 2013年间欧盟企业

本可以获得最多 900亿欧元的融资。

而欧盟资本市场的根基尚浅，例如：2014年

4月到 9月间，全欧盟仅有 3%的中小企业成功进行

了权益融资。不仅如此，如果中小企业证券化可以获

得安全适中的回报（信贷冻结和金融危机发生后整

个市场跌下悬崖），委员会估计融资规模还会再增加

200亿欧元。

希望，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投资链（投资方和贷款方

之间的纽带）都应当尽可能高效。参见“资本市场联

盟”列表（对页）了解行动要点。

ACCA认为将有四种类型的企业从资本市场联

盟获益最多：

* 新生的、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企业

* 发展迅速，严重依赖无形资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 开展全球业务的中小企业

* 突然遭遇供应商信贷配给的中小企业

发达经济体重打造无形资本而轻有形资本的

趋势已有数十年之久。因此，债务融资提供方、特

别是银行，会发现凭借现有经营模式很难为此类

资产融资。

ACCA财务报告主管马丁（Richard Martin）说：

“公共和私营资本不断变化的性质意味着目前企业依

靠负债为增长提供资金已变得极为困难。我们需要

有其他类型的融资来填补这里面的空白，包括可兑

换融资和夹层融资。为现在的技术类企业提供资金

尤其只能通过权益融资来实现。”

“这种融资渠道将在欧盟委员会的金融战略中扮

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渐进式改变而非革命
马丁还警告说，不能高度寄希望于资本市场联

盟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他认为这里更多的是一

种渐进式的改变，其中一些变化必定会对会计师产

生影响。为了推进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应该会出台某

种通用会计框架。欧盟已经在我们称之为受管制市

场的范围内推出针对大型上市公司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IFRS），但却并不是针对二级市场的上市公

司的。尽管英国 AIM市场等部分小型市场也会要求

公司财务报告按照 IFRS编制，但这毕竟不是欧盟范

围内广泛使用的监管规则。

马丁还说，目前的形势的确有朝着这一方向发

展的迹象。随着信息质量的改善，他认为很可能出现

“中小企业一揽子信贷信息”，作为在欧盟范围内获

得融资的一种通行证。通过简化审批流程、简化需要

提供的财务和其他信息，这种建议制度完全可以得

到健全。而其它一些调整，包括调和股息税和代扣税

税制等，从政治层面上来说或许就有点越线了。

欧盟金融服务专员 Jonathan Hill认为，资本市

场联盟的作用是成为欧洲传统银行业融资的补充，

“公共和私营资本不断变化的性质意味着目前企业依靠负债为增长提供资金已
变得极为困难。”

而不是替代。他坚信，银行信贷仍然是欧盟经济体的

支柱，特别是针对小企业和本地基础设施项目的信

贷。在 9月份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很高兴地看

到，资本市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欧洲经济增

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增加了融资选择，为散户投资者

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加强了经济的弹性。资本市场联

盟对增长至关重要。”

态度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银行的态度十分关键，甚至还

会成为最大的障碍。委员会必须决定让银行参与进

来究竟是采用威逼还是利诱。银行也有自己的担忧。

2015年 9月，德国储蓄银行协会（German Savings 

Banks Association）主 席 Georg Fahrenschon 称，

虽然整个项目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该“以牺牲传统银

行融资为代价”。他还说，绝大部分资本市场工具，

比如公司债，“对中小企业参与者来说都太昂贵了。”

而这些中小企业却是德国经济的骨干力量。

马丁说，从银行贷款仍然是国内业务的主流。这

是很自然的事情：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商业行为。而

银行也很了解具体的国内风险。短期内想要改变这

一点很难，因为需要应付破产程序等领域五花八门

的国家法律。 

而另一方面，保持现状也变得越来越难。法国最

大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曾经的二把手、现担任政府主

要顾问的 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去年曾说，证

券化的措施应该在 2016或者 2017年推出，而不是

在 2019年。

关于欧盟内部劳动力自由移动的消息我们已经

听到了很多，但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信息相对还很

少。其实，早在《罗马条约》中就对后者有明确表达。

成立于 1958年的欧盟经济委员会就是应运而生的，

并从最初的 6个成员发展成为现今拥有 29个成员的

欧盟。当前的挑战在于克服长达 50年的各自为政，

改变资本市场大体以国家为单位、依然比较单一和

基本的现状。

Peter Williams，记者

稳定金融系统
为解决薄弱环节，委员会建议在 2019年之前成

立资本市场联盟。委员会表示，更健全的资本市场可

以作为银行的补充，成为融资的一种来源。

资本市场联盟不仅能够进一步释放企业投资潜

力、吸引更多来自外面世界的投资进入欧盟，还能够

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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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球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普及，中小事务所会帮助越来越多的客户解决国际业务需求。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 Giancarlo Attolini就最新研究做相关报告。

去
年，IFAC委托独立经济商业研究咨

询机构“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收集会员信息并

进行分析，反映会计行业对全球经济、乃至对整个社

会的重要性。报告名为Nexus 2: The Accountancy 

南美 /加勒比国家

（上图）和中东地区国

家（对页）加入网络、

协会或联盟的中小事

务所数量最多。

Profession – A Global Value Add。利用这份数据，

报告估计全球财会行业每年为全球做出的经济贡献

为 5750亿美元，会计师在整体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和

人均 GDP、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联合国人力资本

指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CEBR的第一份报告Nexus 1: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Behind the Numbers 显示，IFAC 会员

中近半数的专业会计师供职于公共事务所。

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这些会计师所就职的公

共事务所往往属于中小型事务所。基于财会行业为

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就职于中小型事务所的

会计师数量之多，通过 2015年“IFAC全球中小事务

所调查”来了解中小事务所的声音，倾听他们如何看

待挑战和机遇，以及倾听事务所中小企业客户的回

答，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调查
“IFAC全球中小事务所调查”每年开展一次，旨

在反映中小事务所及他们的中小企业客户面对的主

要问题、重大趋势和发展变化。美国戴顿大学主要研

究人员目前与 IFAC密切合作，共同开展本次调查，

分析调查结果并撰写报告。调查有助于 IFAC及其会

员机构（包括 ACCA）更好地了解摆在全球中小事务

所、中小企业面前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更好地服务于

这一群体。

2015年的调查于 2015年 10月至 11月期间

开展，涉及 169个国家的 6,725名受访者。他们为

全球超过 80万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专业服务。本次调

查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会计师调查。来自欧

洲的受访者最多（41%），其次是亚洲（26%）和非洲

（15%）。除美国和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中每个国家的受访者均超过 70个。绝大多

数受访者属于个人执业者（39%）或来自合伙人及员

工在 2到 5名的小型事务所（32%）。

我们的发现
调查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中小企业情报，或

许有助于中小事务所进一步了解如何为客户提供最

佳服务。当问到中小企业客户面临的 8项挑战时，

75%及以上的受访者将其中 7项挑战评为“中等或

以上”。中小企业客户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经济

不确定性（被 61%的受访者评为“严峻”或“极严

峻”）、成本上升（58%）、竞争（54%），以及难以获得

融资（51%）。

调查还通过询问中小企业客户的国际业务来了

解全球化在多大程度影响着这些规模最小的企业。

与爱丁堡集团（Edinburgh Group）的报告《通过中

小企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Grow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SMEs）一致，IFAC的调查也发现

约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所代表的中小企业客户参与

咨询和顾问服务有望成为中小事务所 2016年增速最快的
收入来源。

了不同类型的国际业务，最常见的是进出口业务。中

小企业涉及的其他类型国际业务还相当有限。例如

涉及外汇、拥有国际资产、存在国外所有者或投资者

等情况。

一般来说，中东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有着更多

的国际业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扩张，即便是服务于

中小企业的中小事务所，也需要更加注重满足客户

的国际业务需求。

受访者还为我们展示了过去一年以来中小企业

客户的盈利方向。41%的中小事务所称客户盈利减

少，占比最高。盈利增加的占 31%，没有变化的占

22%。客户盈利减少的情况在中东（46%）和亚洲

（46%）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亚洲方面担心经济放

缓和股市波动的情绪十分吻合。

最大挑战
中小事务所继续面临多重挑战。与 2014年的调

查结果一样，绝大多数受访者将问卷提到的 12项挑

战评定为“中等”、“严峻”或“极严峻”。中小事务所

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包括：吸引新客户（47%评为

“严峻”或“极严峻”）、跟上新标准和新监管制度的

变化（44%）以及实现差异化竞争（43%）。

吸引新客户的需求反映出中小事务所应考虑进

行更加密集的市场营销和推广，增加服务内容。受

访者为 8项环境因素打分，反映在他们看来每项因

素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 5年的业务产生影响。监管

环境、竞争、技术发展是受访者认为最具影响力的因

素，分别占 52%、46%和 43%。受访者认为环境因

素会产生较高或极高的影响。

技术发展令我非常关注。它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一部分人认为，技术会导致很多行业成为明日黄

花，其中就包括财会行业。持此观点者中最知名的人

当属《职业的未来》（Future of the Professions）一

书的作者 Daniel Susskind。而另一些人，包括我自

己在内，却认为技术提供了改善客户服务质量的机

遇：例如，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为客户提供基

于更全面信息的建议。

中小事务所的表现如何？
受访者需要回答本人收入相对于 2014年有何

变化。在四大服务领域（审计与鉴证；咨询与顾问服

务；税务；以及会计、代编和其他非鉴证类相关服务），

多数受访者表示收入不变（33%-38%）或略有增加

（23%-27%）。上述发现也印证了《国际会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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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关于本次调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FAC.org/SMP

Giancarlo Attolini，现

任 IFAC中小事务所委

员会主席 

Piotr Pietrzak：“公司

不再出售产品或服务；

而是出售解决方案与

用户体验。”

中小事务所面临的挑战

中小企业客户面临的挑战

IFAC中小事务所调查（2016年 2月）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针对联合机构和

协会收入所做的“2016年世界调查”的结果。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 2016年服务费将上

调。这也反映出一种相对乐观的展望。其中包括：顾

问与咨询服务费（44%）；会计、代编和其它非鉴证类

相关业务（41%）；税务（39%）；以及审计鉴证服务

（35%）。对比来看，各项服务领域均有 31%到 35%

的受访者预计收入将保持不变。

这说明咨询和顾问服务将成为增速最快的

收入来源。

绝大多数受访者（84%）都会提供某些类型的咨

吸引新客户 47%

跟上监管制度变化 44%

实现差异化竞争 43%

经济不确定性 61%

成本上升 58%

竞争 54%

获得融资 51%

询服务。大型事务所相对于个体执业者更经常提供

这类服务。

IFAC中小事务所委员会早已认识到这条服务

线的增长潜力，并积极鼓励全球中小事务所联合机

构认真考虑进一步推动咨询顾问服务业务的发展。

2015年，商业咨询服务领域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税

务规划，约占 52% ；其次是公司咨询，包括并购建

议、估值和法律问题咨询等，占 45%。IFAC全球知

识门户（IFAC Global Knowledge Gateway）能够提

供大量相关资源来帮助中小事务所提供咨询服务。

联合机构、协会和联盟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加入某个联合机构、协会或

联盟的三大优势包括：吸引新客户、拓展客户服务内

容以及品牌营销与市场开发。掌握这些优势有助于

解决他们面对的很多重大挑战。不仅如此，这些组织

的会员资格还有助于中小事务所服务开展国际业务

的客户。

只有总计 28%的中小事务所表示现已加入某个

联合机构（11%）、协会（10%）或联盟（7%）。

还有 24%表示自己曾考虑加入。有近半数受访

者在 2015年和 2014年（分别占 48%和 49%）表示

自己所在的中小事务所无意加入任何联合机构、协

会或联盟。正在考虑加入此类机构受访者占比最高

的地区是：非洲（35%）、中东（32%）、亚洲（30%）

和中南美及加勒比地区（29%）。

中小事务所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加入某个联

合机构、协会或联盟。合伙人和员工数量在 21人及

以上的事务所中，65%的受访者表示事务所就属于

某组织。

同样的，对于正在考虑加入某组织的中小事务

所，我鼓励他们访问 IFAC全球知识门户浏览相关资

源并作出决定。如果真的决定要加入，网站还能够帮

助他们进行选择、完成过渡。

生存与发展
总体来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对中小

事务所而言是比较积极的一年。收入整体维持不变

甚至略有增长。虽然对客户盈利前景表现出一定的

担忧，特别是在亚洲地区，但中小事务所对来年仍持

乐观态度。较高比例受访者预计收入将增加。但是我

们也清楚地看到，很多挑战依然存在。执业者要能跟

上时代，不断充实自身，帮助客户应对当前迅速改变

的环境和不断涌现的创新。IFAC及会员组织将凭借

IFAC中小事务所委员会的战略眼光和积极建议，继

续支持中小事务所服务于广大客户，帮助中小企业

客户实现生存与发展。

游戏变革者
中欧的多位 CFO于 2015年 CFO欧洲峰会上讨论新技术、新生代雇员和金融
危机残余影响。 

C FO由财务总监向企业策划师的角色

转变正在帮助欧洲公司在如今天翻

地覆的变革环境中兴旺崛起。这是

ACCA波兰组织的第八届 CFO欧洲

峰会“成为变革引领者”所传达的讯息。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生代雇员和 2008年

金融危机的残余影响，企业正在改变它们的业务模

型、人力资源操作，甚至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义。

波 兰 媒 体 与 电 信 集 团 Cyfrowy Polsat and 

Polkomtel的副 CFO兼财务董事总经理 Katarzyna 

Ostap-Tomann FCCA表示，CFO正在帮助推动这

些变革。

在峰会的演讲中，Ostap-Tomann追溯了 CFO

从 1960年代的“数钱人”到 1970年代的“算数师” 

再到 1980年代的“财务守门员”的角色演变。随着

新世纪的来临，她提到，CFO的角色转变为颇受关

注的美国财务顾问 Sven Wehrwein所说的“碰巧也

会算账的绝顶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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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德勤报告《未来领导者：进入劳动市场的

首要步骤》（Future leaders: first steps into 

the labour market），请访问：bit.ly/Deloitte-FL

2015年 CFO欧洲峰会是由 ACCA波兰于华沙举办的第八届此类峰会。约

150名财务总监和经理出席。ACCA的合作机构包括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宜、IT

公司 IBM、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沙营销咨询公司 4Results、千禧银行、猎

头公司 Randstad以及华沙高端培训公司 Piasecka&Zylewicz。

CFO欧洲峰会

Daniel Thorniley（上

图）：“2008年金融危

机的阴影让我们深陷

在新平庸之中。”

Gavin Flook（对页）：

“Y世代有比查看公司

宣传册多得多的方法

了解一家公司。”

在 2015年 11月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上，Ostap-

Tomann告诉与会来宾，CFO“不应被视为带头妨

碍业务发展的人，而应被看作拥有宝贵洞见的知情

人士。”

虚拟财富
她强调对于创新的欧洲企业而言虚拟资产和营

收来源价值重大，这包括许多几年前尚不存在的类

别，如移动社交游戏。“我们正在从虚拟商品中获得

真实的营收，”她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和虚拟资产打

交道，它们并非可以摊销的机器。”

不同于在使用中会减值的实物资产，虚拟与智力

资产往往因为使用量的加大而增值。CFO依然在寻

求改变他们自身及公司的思路，以求作出体现此种差

异的会计处理。IBM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首席技术官

Piotr Pietrzak从他的孩子身上汲取到商业洞见，因为

他的孩子代表新一代消费者。当 Pietzak六岁的女儿

和三个朋友在她的房间中一个小时都没有发出任何

声音时，他走过去查看。他发现他们正在通过所玩的

游戏中的聊天功能相互交谈，而他们每个人都在各自

的设备上玩着游戏。

这样的技术以及由此催生的消费者行为正在对

企业如何自我定义带来根本性的变革，Pietrzak说。

他要求与会来宾试想一个完美的花瓶。停顿后，他指

出今天企业面临的挑战完全不是发明更好的花瓶，而

是找到让消费者欣赏花朵的新方式。

“公司不再出售产品或服务；而是出售解决方案

与用户体验。”他说。附和其他多名会议演讲嘉宾的

发言，Pietrzak以美国民宿网站 Airbnb和美国拼车公

司 Uber为例，说明经济的所有部门均在受到虚拟服

务的颠覆。

Pietrzak的同事 — IBM波兰董事会董事及波

兰与波罗的海国家 CFO Izabela Jagosz-Kuchta，也

对这种感受表示认同。高管最担忧的问题？“他们不

知道竞争对手是否正在逼近，也不知道竞争对手从何

处而来。”她说。她举了英国眼镜公司 Vision Express

的例子。该公司在波兰突然遭遇意外的竞争对手 — 

该国的折扣食品杂货连锁店 Biedronka开始销售老花

及近视眼镜，而这一连锁店在波兰拥有超过 2,500家

店铺。

除了来自新技术和意外竞争对手的威胁外，进入

劳动大军的对公司和管理者抱有新的期望的新生代

雇员也向我们提出重新思考如何开展业务的要求，德

勤中欧人力执行委员会成员 Gavin Flook表示。

Flook向会议展示了德勤针对 00后学生和该地

区近期毕业生的未来领导者调研 —“未来领导者：

进入劳动市场的首要步骤”的结果。该调研覆盖来自

八个国家顶级高校的 2,426名 00后学生。

调研发现，该地区负有才华的年轻人士十分重视

工作和事业，87%的人表示即便在不需要赚钱的情况

下也会工作。约有 36%的人将“发展和获得新技能

的机会”选作选择工作时的最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

对于该地区的年轻一代来说金钱并不重要：他们的预

期薪资中值高于波兰的全国平均工资 22%、匈牙利的

52%，立陶宛的 102%。

经验十分重要
报告显示，调研对象“没有不好意思表达他们在

许多能力方面的突出之处”。但是，虽然 71%的人通

过实习取得过工作经验且其中 95%的人认为这种经

验有所帮助，但仅 16%的人在他们的大学是否帮助

为职场做好准备上给出积极意见。这种技能缺口对于

该地区的雇主而言依然是一个挑战，Flook说。

与他们大部分成长在共产主义环境下的父母不

同，调研中 00后还期望他们的工作可以具有一定的

流动性，有 49%的人表示“愿意”或“十分愿意”接

受流动性。大型跨国公司是调研对象的首选，获得

42%的选择。

中欧的新生代人才希望他们的公司中有为之提

供指导和辅导的角色，Flook说。他们重视年龄和经

验，期望可以接触到公司中的顶层人士。雇主可能需

要重新审视他们任派初级人员担当校园宣讲职责以

求在年龄上与被招聘者建立共鸣的招聘模式。

管理 00后的预期是关键，Flook说。即便雇主不

认为这些期望切实可行，“你也需要开诚布公地向员

工讲明”他们需要哪些技能才能实现他们对于薪资或

职位的预期。在这方面，管理人员需要采取个别指导

法且需要主动，而不是等待员工自己开口。

最后，新技术和新生代员工对新技术的熟识意味

着公司需要在建立和维护他们的“雇主品牌”上投资

更多，Flook说。

他补充说：“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00后了解潜

在雇主的方式远比“仅查看公司宣传册”多得多。”

除了这些世代与技术挑战外，全球经济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受困于缓慢的增长 — DT-

Global Business Consulting总裁及CEEMEA Business 

Group联合创始人 Daniel Thorniley将这种情况描

述为“新平庸”。

连续五年，国际机构在年初总是作出乐观预测，

认为全球经济终将回复增长。然而，他们一次又一次

地被迫下调预测，Thorniley说。他补充道，“到处都

乏善可陈”，包括中欧和东欧。

Thorniley预测说，危机的持续影响意味着

低利率、低通胀和低油价的环境将会在 2016年继续。

但是，世界并非没有地区差异，CFO需要对这些差异

保持敏感。

随着美国增长的提速，该国的公司可能开始考虑

退出世界其他地区，从而避免货币风险和经营国际业

务的所有其他成本。

在这种变化中，不确定性增加。Thorniley谈到

他的一个客户在做 2016年预算时纳入了 13种情景。

并且，顾客对价格更为敏感，他们选择迁就于质量尚

可的产品，而不是追求优质产品。

分担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CFO的财务洞见很关键。他们

的主要角色是“分担痛苦”，Thorniley说 — 不仅与

顾客和供应商分担痛苦，可能最重要的还要通过告知

全球经济的不佳消息和下调营收和利润预期等，与

CEO分担痛苦。

在灰暗的环境下，中欧也有部分亮点，Thorniley

说。具体而言，他称赞波兰成功避免实施财政紧缩，

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增长并走出危机”。

但是，祸福相依。该地区相对良好的表现意味着

跨国公司的欧洲部门正在承受着来自总部的压力，要

求它们弥补世界其他表现乏力的地区。管理母公司总

部的预期是这一地区的跨国公司高管的重要课题。

2008年的危机揭示出一种市场与价值的脱

节，以及一种由社区向个人的重心转移。因此，复

苏经济的关键是使企业重拾与它们的价值观的

联系，并重新注重社区，前波兰经济和劳动部长

Jerzy Hausner说。

他的“坚实理念”模式旨在帮助企业在创造社会

价值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它们的根。Hausner目前是

波兰利率政策制定机构 —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和克拉科夫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说，该理念最初由

亚当  斯密提出。

通过重新组织基本业务理念和审视自身在为社

会创造价值方面的角色，企业正经历一场文化迁移。

“一家公司的价值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其重整自身文

化的能力，”Hausner说，“理念坚实的公司致力于适

应、尝试和发展。”

Nathaniel Espino，驻华沙记者

“CFO不应被视为带头妨碍业务发展的人，
而应被看作拥有宝贵洞见的知情人士。”

26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27

财会前沿    智慧财务    变革引领者 变革引领者    智慧财务    财会前沿



如何塑造一名领导者
于上海和香港举办的 ACCA峰会聚焦财务专业人士如何为未来的角色和职业生
涯做准备，并一路走向企业的顶峰。

“CFO应当超越财务，并对每一种其他
职能都有所了解，因为他们需要帮助企业转型。”

着眼未来：财务专业

人士在上海和香港举

行的峰会上思考他们

作为企业领导者的角

色演变。

范剑平（上图）谈论

中国增长的放缓，而

Duncan Innes-Ker

（下图）表示生产力是

关键。

现
代 CFO面临双向挑战。一方面，他们

需要为企业提供财务分析和洞见，帮

助企业在动荡的经济背景下保持健

康的财务状况。另一方，他们也需要

适应自身角色向企业领导的演变，开发和支持企业

战略，同时为重要的业务举措提供指引。

今天，财务领导者与他们的公司经营在一个毫无

突出的全球增长引擎的世界中，且诸多货币的相对价

值大幅波动、能源价格不断下跌。上述两种角色的角

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中国的财务专业人士在 2015年 10月于上海

和 11月于香港召开的峰会中思考了这些发展。峰

会得出的一个明确结论是以上困难都不可能在短期

内结束。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情况尤为如此。中国经济正

在从过去几十年中典型的廉价劳动力驱动的高速增

长模式向一种速度放缓但有望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

发展形式转变。

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 7%，是 24年来

的最低水平。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 2016年的经济增

长目标是 6.5%，低于 2015年 7%的目标值。

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平指出，

发生这种转变的背景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缩减，老龄

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将导致中

国劳动人口在 2020年至 2030年间以每年七八百万

的速度减少。

在这样的下行压力下，许多行业正在应对盈利

性问题。对于 CFO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精简机构，

确保成本效益。

在 ACCA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中，73%的受调

研财务高管表示成本管理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毕马威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总监田智慧讲述了为

何成本管理是 CFO的每日课题。“具体而言，在宏

观趋势收紧、监管逐步升级、跨界竞争愈演愈烈和客

户需求日益复杂的环境中，企业盈利性面临越来越

大的压力，”他说，“更糟糕的是，迫切的成本控制需

要开始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副作用。”

开展成本控制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价值链分析。

价值链分析可以帮助企业识别为最终产品增加价值

的主要活动和支持性活动，进而分析这些活动以实

现缩减成本或提高差异化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发现各个活动之间的联系。只要理

解是哪些因素在驱动成本，管理者就可以专注于改

善这些因素。”田说。

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任何缩减成本的

努力往往伴随着后续和类似的成本缩减举措，而这

常常颇具争议。资深财务专业人士建议，初期的成本

缩减举措并不一定针对员工。

“首先想到的并不总是裁员。”田智慧说。财务专

业人士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重新安排工作量提

高生产力，而其他的途径也可以实现这一目的”。

专家认为，虽然缩减成本是经济低迷时期在财

务报告中保持盈利的方式之一，从乐观积极的角度

看待挑战，找到通过提升生产力促进营收的方法也

是解决之道。后者这一地区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的经济数据存在疲软，这无可否认，但情

况也并非差之千里，”经济学人智库亚太地区主管

Duncan Innes-Ker说，“提高生产力是一大挑战。这

依旧十分困难，但新企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出现，私

营部门相当活跃且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变化。”

欧洲研发人员每年的工作时间在 1300至 1400

个小时左右，而在中国电信制造巨擘华为，研发人员

每年工作大约 2750个小时。欧洲跨国公司为研发人

员支付的年薪在每年 12到 15万美元，而华为的成

本仅为 2.5万美元。

“华为不断以相对低成本的研发打入目标市场。”

范剑平解释。

这只是一个需要 CFO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为题而

非仅关注数字的例子。

现今，企业和同事均期望 CFO可以从幕后走向

前台，成为高级管理人员中的有力参与者，监管包括

人力资源到法务、信息技术、客户服务等在内的多种

职能。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顺利的角色过渡，

这比在 CFO的职责描述上简单地加上几项难得多。

这是因为会计与财务职业往往具有内在的局限性。

“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遵循规则和法规，而在商

业上，摆脱固有思维和破除成规才是正途。你必须具

有创新性和创意，但这可能不是我们的强项。”新鸿

基地产执行董事兼 CFO陈国威说。

“CFO需要花时间作分析，而与人员互动不是他

们的主要职能。我并不想要诋毁 CFO，但肯定要有

一个转型的过程。”他说。

迎接角色过渡产生的挑战的一个方法是与财务

以外的其他职能密切合作，了解其他业务部门是如

何运作的。

“CFO应当超越财务，并对公司中的每一种其

他职能都有所了解，因为 CFO需要将企业转型，”

联发科技董事长和惠普前全球副总裁孙振耀说，

“对于 CFO 而言，情商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和

智商同等重要。”

CFO的一大要务是满足日益严格的监管规定，

同时确保不同的职能间有更好的沟通。Covisioning

总裁 Marcia Reynolds谈及这一点时指出，有效的

领导者可以把困难重重的对话转变为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优秀的领导让我们对自己感到怀疑或把我们

引入非舒适区，因为学习总是发生在充满不确定性

的时刻。”她说。

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另一途径是接纳多样

性，雇佣拥有不同背景的员工以弥补知识缺口和

整合知识。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微软香港 CFO Smita 

Sanadhya在谈及企业的性别多样性时如是说，“首

先，由于男性和女性的思维存在很多不同，女性可以

带来不同的洞见和探索问题的不同想法。其次，看一

看你的顾客群。如果你的产品针对更多与女性或家

庭相关的领域，那么性别多样性可以帮助你理解不

同顾客的需求。”

接纳多样性不仅可以帮助 CFO整合知识，在避

免人才的高流动性方面也是必须注意的教训。较高

的流动性最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年龄多样性的管理。大部分

企业领导是年纪较大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4）或

被遗忘的一代（1961-1981），而更年轻的职场人士

往往更多地处于初级职务，特别是在大型机构中。

尽管如此，成功的 CFO善于听取多种观点和考

虑多种视角，并且认识到“万事我做主”的态度可能

是丧失青年人才的最佳手段。

“与 Y世代的重要差异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可以即

刻获得反馈和满足的时代，因此他们希望立即看到

结果，”人力资源顾问公司 Robert Walters商业财务

部主管 Andrew Blake说。

“大家更注重短期内的晋升，并且希望他们的职

务从一开始就新鲜有趣、令人满意。在过去，人们可

能更乐意在自己在公司中取得晋升前等待时机证明

他们的价值，”他补充道。

这些变化和发展的结果是现代 CFO和其他财务

专业人士必须同时应付多项任务和职责领域，包括

保持成本在可控范围、针对全球的不确定性管理风

险以及提供具有创新性的洞见，并要同时像成熟的

合伙人一样与其他业务部门更多的共事。

最终，CFO可能变为超过上述各种头衔的存在。

“10年后，可能不再有首席某某官。相反，将会有一

组人共同决策，CEO与 CFO携手共事，”IBM中国 /

香港 CFO，Bonnie Chan说，“此外，我们工作的

10%可能与日常运营和常规任务有关，而另外 90%

则关注战略开发、如何胜过竞争对手以及为公司增

加价值。”

Pearl Liu和 Irene Zhou，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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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需要掌握广泛的技能，他们不仅仅

是会计师。我确保自己已经具备了胜任财务总监一

职所需的才能，例如与利益相关方和高级管理层合

作、进行财务计划和分析、管理信息技术项目。

“作为财务总监，你还需要一个足够优秀和强

大的团队。我一直在学习如何雇用比我更杰出、更

卓越的人才。”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neil-williams

英国和爱尔兰 Odeon & UCI Cinemas集团财务

总监

“每个员工都必须明白他们对整个公司成

功运营的贡献所在，这很重要。我努力将这些

结果呈现得更加直观。CFO总是太快地转向

数字分析。

“拥有合适的管理者非常重要。人们往往并不

是想离开公司，而是想离开糟糕的管理者。领导

对团队成员的工作满意度以及最终的人才保留有

着巨大的影响。”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dalynn-hoch

Zurich North America集团 CFO

作为一名 CFO，最典型的工作就是决定资源

配置以提高营业收入和净利润，Hove则将自己视

为一名价值猎手：“你必须不断寻找增长机遇，将

资源引向正确的方向。要记住：资源配置的转变

绝对是关键。”

“作为一名 CFO，所有信息都需要经过你的

处理。你掌握着企业的方方面面，这是最理想的

岗位。”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simon-hove

Sanofi Pasteur亚太和日本地区疫苗部 CFO

“拥有明确的会计制度非常重要，这样才能

看清真正的成本和驱动力。特别是在失去非金

融创造力的时候，可以更好地承担纳税义务、

避免复杂情况的发生，这对一个跨国企业来说

尤其如此。

“避税造成的混淆是非是一股不良之风。清晰

透明的财会信息能够帮助管理者更方便地管理企

业，也将带来一个更完善的企业标准。”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kim-coles

Lush集团财务总监

Neil Williams FCCA Dalynn Hoch Simon Hove FCCA Kim Coles FCCA

按下正确的按钮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打赢人才战、刺激企业增长、鼓励实现多元化⋯⋯这些都是
全球财会领导者所面临的关键企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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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重大变革，让公司各个层级的员工都

投入其中是非常重要的。投资者会对 CFO岗位

上的新人进行清晰的经验审视。理解投资群体的

需求是一大优势。关注现金、明确优先事项并始

终保持一致，直至贯彻完成。从领导的角度来看，

要保持积极心态，但不能盲目乐观，这一点极其

重要。”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alan-stewart

Tesco CFO

“企业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商业专才，不仅要技

术娴熟、具备全球意识、行事果断干脆，还必须能

接受偶尔的全球外派或海外派遣。企业必须思考

如何运用创新手段来鼓励人才发展、建立员工忠

诚度，从而在雇主行列中保持领先。

“人才发展需尽早培养，而目前大多数的企业

在此方面都较为落后。”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ruth-curran

爱尔兰MERC Partners执行合伙人

“我们的公园需要更多的黑人动物科学家、兽

医、自然保护主义者、旅游专家和游客。我们注意

到，随着黑人游客数量的增加，收入开始实现缓

慢增长。我们采用了一些创新手段，赋予居住在

公园周围的社区更多权利，并开始推动企业的社

会投资项目。实施转型的目的在于改善社区力量，

我们也在开发护林员项目，让学生走进公园。”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mahabeer

南非国家公园 CFO

“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找到内心的动力所

在。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动力的来源。其次必

须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充满激情。最后，还要保持

求知的渴望。我一直都很推崇多元化，包括性别

的多元化。ICT为女性提供了做出经济贡献的良

好契机，这些贡献不仅能让个人受益，也能促进

整个国家的发展。”

阅读访谈全文，请访问：bit.ly/yasmin-mahmood

马来西亚多媒体发展机构 CEO

Alan Stewart Ruth Curran FCCA Rajesh Mahabeer FCCA Dato’ Yasmin Mahmood

32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33

财会前沿    智慧财务    观点 观点    智慧财务    财会前沿



整装待发
国际税制的改革将于今年进入实践阶段，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Chas Roy-
Chowdhury）就影响改革进程的潜在障碍分享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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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税务主管

乔德理 FCCA是

ACCA全球税务论

坛的专家，在加入

ACCA前，曾在公共

部门任职。

2 016年，国际税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将是如何把书面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

今天，财务领导者与他们的公司经

营在一个毫无突出的全球增长引擎的世

界中，且诸多货币的相对价值大幅波动、能源价格不

断下跌。上述两种角色的角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明显。

在就跨国企业征税方式以及征税地点改革达成

协议后，各国领导人及财政官员也都希望尽快将协

议条款付诸实践。

201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税基侵蚀

与利润转移（BEPS）的 15个行动计划。虽然 BEPS

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经

开发用于修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多边工具可以
说是 BEPS行动计划中最复杂的项目。

合组织终于决定直面挑战，向 G20领导人提出倡

议。2015年 11月，经投票表决，G20各国决定实施

BEPS改革。

G20会议公报称：“（确保 15项行动计划）得到

广泛、统一的实施，尤其是促进跨境税收裁定的信息

交流将是决定（BEPS）项目成功的关键。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尽快实施这一项目，同时

希望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都能够

参与其中。”

这显然是一项值得参与的项目。经合组织预测，

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均能参与 BEPS，将能大大减少

各国的税收损失。目前，全球每年的税收损失高达

1000亿 -2400亿美元（约合 660亿 -1600亿英镑）。

这几乎占到全球企业所得税（CIT）的 4%-10%。

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正是企业所得税。

重大检视
经过 2年努力，15项行动计划细节终于尘埃落

定。经合组织在公布完整计划的同时，称这是近一个

世纪以来对国际税收准则的首次重大检视。一旦新

措施得以实施，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价值。经

合组织表示：“如果依赖于陈旧的规则或混乱的规划，

BEPS计划将无法起到其应有的效果”。

BEPS的最终计划涉及国别报告和择协避税的最

低标准、打击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有害税收实践，同时

确保了打击双重不征税的同时不会导致双重征税。

最终计划还对转移定价的指引进行了修订，并

对常设机构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就受控外国公司、

利息扣除以及混合错配提出了新的措施。

艰巨挑战
此外，行动计划还将包括开发用于修订双边税

收协定的多边工具。这可以说是 BEPS行动计划中最

复杂的一个项目。正如经合组织自己所说，这一行动

将涉及近 90个国家，磋商期限为 2016年底。

因此，经合组织认为“现阶段，决定最终成败的

关键将是计划的实施”。该组织在报告中指出，15项

行动计划的目标在于推动双边税收协定修订的顺利

实行。虽然国际公法中不乏多边法律工具，但在税收

准则中引入多边工具尚无先例。

这可能是2016年BEPS项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然而，报告中相关内容仅有区区 50页（其他行动计

划都有长达 400页的说明），是否会导致缺乏推动这

一行动的细节？

多边工具的开发由一个临时小组带领，磋商期

限为 2016年底。首次磋商会议已于 2015年 11月

召开，会议主席为英国，中国和菲律宾为副主席。

超过 90个国家和地区表示将会参与多边工具的

磋商。

一旦磋商完成，接下来就等待各国的签署。但这

一多边工具应该会给各参与国预留极大的自主决策

空间。这也会给最终的实施带来挑战。

经合组织在 2014年的报告中坦言，多边工

具的详细内容尚未确定，但至少有了总体的方向。

而 2016年，则到了将这一方向落实为明确协定

的时候。

与此同时，多项其他行动计划的实施也将在

2016年展开。首先得以实行的将是转移定价（即第

8-10项行动计划）和第 13项行动计划 — 国别报

告。有关转移定价的完整指导意见预计将于 2017年

发布，但目前许多国家的税收部门已经在公开案例

的咨询中采用相关规定。

第 13项行动计划中就国别报告提供了标准的模

板，并提出了明确的指引和规定。截至 2016年 12

月的首组数据将于 2017年 12月 31日提交给各国

税务部门，并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公布，数据将

涉及 7.5亿欧元（5.86亿英镑，8.4亿美金）的全球

销售额。2016年，跨国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系

统上线，整理和报告这些数据。

此外，“专利盒（patent box）”（第 5项行动计

划，有害税务实践）也将是 2016年的工作重点。根

据相关行动计划，未来企业只有在同一个国家进行

研究和开发，才能获得专利盒税收优惠。英国已经在

着手制定自己的专利盒规定，预计将于 2016年 6月

提出新的制度草案，并结束现有的专利盒制度。截止

本文撰写时，预计全面引入现有专利盒制度至少要

等到 2015年 12月 31日之后。同时，有迹象显示德

国、爱尔兰和美国可能也会在 BEPS框架下制定自己

的知识产权制度。

首要任务
在 BEPS行动计划的推动下，国际税务将成为各

国相关部门的首要任务。德勤近期发布的欧洲税务

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以来，BEPS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改革进程已经启动。

在德勤上一次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一（31%）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在着手准备 BEPS相关项目。

而最近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近半数

（44%）。

同时，受访企业承认 BEPS将对税收策略产生影

响。逾半数的受访企业预计合规成本将出现上涨，而

且相比上次调查，此次有更大一部分企业表示他们

需要重新审视或修改国际税收策略。

半数受访者认为在 BEPS行动计划的影响下，合

规负担相较以前会更重；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这一负

担将主要来自于国别报告的要求，其余的人则认为

负担主要来源于转移定价的书面材料和方法，以及

常设机构定义的更改。

因此，2016年对于企业、立法机构以及税收部

门而言都将是忙碌的一年。而进入 2017年以后，也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丝毫不能松懈。国家层面的立法

还需要解决混合错配和利息限制方面的问题。

混合错配包括同一笔支付在一国（地区）作为费

用的同时，在另一国（地区）不计收入；或者同一费

用被多次扣税的情况，经合组织在报告中就消除混

合错配问题列举了长达 400多页的指引。但目前仍

不确定会有多少国家支持这些举措。英国政府已经

在考虑进行相关立法，曾就此进行过意见征询，而法

国等其他国家也在考虑是否应当将错配直接规定为

违法操作。但除此之外，鲜有其他国家公开支持经合

组织的举措。

领头羊澳大利亚
利息扣除（第 4项行动计划）则可能是最为有意

思的一项计划。最终报告中针对利息扣除预留了一

定程度的灵活性，因此各国可能会制定不同的方法。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规定，企业都将有足够的时间对

资本结构进行重新评估，从而继续享受第三方利息

费用的税收减免。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经合

组织不鼓励利用宽松的利息扣除规则，故意用政策

吸引海外投资。

当然，不同国家对于 BEPS的欢迎程度肯定是不

一样的。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积极响应的代表，甚至在

最终指引出台前，就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而英国则

似乎有些过度热情，有人认为其矫枉过正的立法反

而破坏了 BEPS项目的推进。

荷兰的税收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恰当或不恰当的

指责，其政府当局正在考虑如何回应。预计荷兰将于

2016年初推行国别报告，并于年内推出专利盒制度

改革。爱尔兰则被认为和荷兰同属一个阵营，预计也

将推行国别报告相关立法，并根据经合组织标准，引

入“知识发展盒”制度。

最后则是美国。大家都想要知道作为世界最大

的经济体，美国将会如何应对，以及何时将会出台措

施。尽管美国在 BEPS的推行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

角色，但在涉及到本国实践时，则似乎奉行着谨慎策

略。美国政府认为行动计划的实施可能会难以确保

公平公正。此外，美国跨国企业有着高达几万亿美元

的境外收入，都不纳入美国的税收系统，美国政府担

心其他国家会瞄准这块大蛋糕，也不想和其他外国

政府分享本国企业的信息。因此，就算影响 BEPS行

动计划的其他障碍都被扫除，美国的态度也将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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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税基
对于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规定进行避税行为的争议促使欧盟提出
全新税改方案。

成员国不愿放弃税收自主权，也不支持
2011布鲁塞尔提案。

企
业利用欧盟国家不同的税收规定进行

大规模避税以至税收低至不可持续水

平的行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欧

盟委员会决定对此采取行动。

2015年 6月，欧盟提出《公平有效企业税税收行

动方案》（Action Plan for Fair and Efficient Corporate 

Taxation），决定在 28个成员国内推行企业税改。

方案包含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共同统一公司税税

基（Common Consolidated Corporate Tax Base，

CCCTB）以及确保跨境经营的企业在所有国家都能

采用统一纳税标准。这些方案最初于 2011年提出，

旨在推行盈利发生地就地纳税规定，但一直未得到

欧盟理事会和代表国的批准。

2015年 3月，欧盟委员会曾就跨境税收自动信

息交换等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推出加强税收透

明度的改革方案。三个月后提出的税改行动方案被

看作是这一改革方案的延伸，目的在于打击企业避

税行为，维护成员国可持续的税收收入以及促进单

一市场的业务发展。除此之外，欧盟委员还就税收信

息披露展开了磋商，议题涉及跨国企业的国别税收

报告（country-by-country tax reporting，CbCR）等

内容。

欧盟在就全新税改方案发表的声明中称，现行

的欧盟企业税收制度“是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步伐

的。各成员国差别化征税给部分企业避税带来了可

乘之机。不仅让成员国遭受了巨大的税收损失、给

公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还导致正规纳税企业无法

（与避税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

欧盟委员会经济金融事务、税收和关税同盟委

员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在税改方案发布

当天表示：“欧盟企业税收制度亟待彻底改革。为了

经济的良性发展，给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成员

国应当携手共进，推动公平税收的实行。”

莫斯科维奇指出：“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欧盟打下

了税改的基础，接下来就看各成员国的行动了。”

CCCTB是税改方案的关键。如果得以采用，跨

境经营的企业就不必面对 28个不同的税收标准。不

过，考虑到欧盟委员会在 2011年提出类似方案时，

就没能得到成员国的支持，如今可能需要在游说委

员会成员上更加一把劲。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提议

将“共同税基”延期，而这正是阻挠 2011年类似法

案获得通过的最大争议。

共同税基意味着，在不同地区经营的企业不必

面对每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税收标准，而是采用统

一标准。欧盟委员会计划就共同税基出台一个单独

的议案，让企业能够用一国营业利润抵销另一国的

营业损失，“预计这一方案最早将于 2016年推出”。

跨国企业强制执行
逐步推行并不是新方案与 2011年提案的唯一

区别。新方案对相关规定提出了强制执行的要求，至

少跨国企业必须遵守，而之前只是选择性执行。欧盟

委员会表示，自 2011年提案推出以来，CCCTB在

打击避税方面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

的认可，但是“受益于现存税制漏洞的大型企业不会

轻易妥协”，因此，如果要对避税行为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就必须做出强制执行的要求。

但关键问题仍在于欧盟委员会能否获得成员国

的支持。“CCCTB的推行不可能即刻实现，”ACCA

税务主管乔德理 FCCA（Chas Roy-Chowdhury）表

示。他警告说，如果一开始不采用共同税基，就会大

大减少税改方案对于大企业的吸引力。但他还补充

道：“即使欧盟委员会放弃共同税基，税改仍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金融危机以后，欧盟成员国更加不愿

意放弃税务主权。而（根据欧盟理事会的投票规则）

税改方案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一致通过，因此，我

认为欧盟委员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乔德理表示：“ACCA会积极参与税改方

案的推动，也希望委员会和欧盟最终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对于税改的推进时间不要有过于

不切实际的期待。”他补充道：“欧盟成员国过数量

众多，要快速推进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企业税改计划

的所有方面都需要时间来完成，我们也需要对此做

好准备。”

对于企业税改计划，不仅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所属政党欧洲人民党反应

平平，就连欧洲议会也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议

会成员认为虽然税改是正确的方向，但关键还在

于如何实行。

乔德理认为欧盟委员会需要保持耐心，他认

为：“无论是削减还是增加方案细节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我们需要认识到整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只能

循序渐进。”

避税港法案
税改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盈利活动所在地

作为纳税地，但在实践中其实很难进行判断。乔德理

表示：“合理分配利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因

为转移定价是全球税制的关键内容，企业通常不会

在这方面随便乱来。”

与行动计划同时发布的是一份“第三方国家不

合作地区黑名单”，以期建立一个区分避税港的更统

一的标准。这份黑名单是根据各成员国的黑名单所

创建，目的在于“筛查不合作的税收管辖地区，创建

欧盟内部统一的应对策略”。

乔德理指出，以欧盟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强

行推动避税港税收透明度改革：“确保（非欧盟地区）

能够遵行相关规定，并且能够采取措施以尽早脱离

黑名单，这一点非常重要。”

欧盟行动计划的一个优势在于和税基侵蚀及利

润转移（BEPS）计划非常契合，而 BEPS也是全球政

府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经合组织（OECD）和 G20已经就 BEPS推出了

15项行动计划。（见 34页）

在为欧盟委员会就税收透明度接受咨询时，欧洲

会计师联合会（Federation of European Accountants, 

FEE）曾建议委员会等到经合组织的 BEPS行动计划

最终方案出台后再推行欧盟自己的计划，否则欧洲

企业可能不得不遵循两套规定。

FEE表示：“信息披露对于欧盟竞争力的影响无

法预估，因此欧盟最好和国际社会的行动保持一致

（包括实施经合组织的 BEPS计划），现阶段最好不要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然而，欧盟委员会反驳道，并不是所有的欧盟成

员国同时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而且不像欧盟提案，

BEPS项目建议的遵循并不是强制的。

FEE还提醒道，对于欧洲经济区（28个欧盟成

员国加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以外的企业，

欧盟的新规可能很难执行，“从而有可能降低欧盟

企业的竞争力，或者存在迫使企业撤离欧洲经济

区的风险”。

Sara Lewis，驻布鲁塞尔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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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环境风险评估在分析自然资本的依赖度及其影响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自然资
本公约则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评估工具。

陶
氏化学公司为了处理荷兰 Terneuzen

地区的废弃二恶烷设施的残留污染，

已经花费了 20年的时间，现在，他们

决定采用全新的、天然的方法来进行

土地资源修复。

由于地下水中仍含有高浓度化学品，传统的泵

压治理需要花费近 200万美元，还需要额外的添

加剂。而 2012年，陶氏化学在当地种植了 240棵

树。三年后，科学家观察到这些树木根部能对污染

受污染的水：罗马尼

亚 Geamana地区，教

堂被淹没在受铜矿污

染的湖水中

物进行吸收，而且随着树木的成熟，这一过程会一

直持续。陶氏化学表示，这一方法和传统方法相

比节约了一半的成本，而且还能减少对土地和水

资源的影响。

尽管这个项目单纯在商业选择上说是明智的，

但从中仍可窥视陶氏化学的变革方向。这一创新涉

及到自然资本或者说生态系统的概念，而这也是企

业使用自然资本的基础。陶氏化学是自然资本联盟

（Natural Capital Coalition, NCC）的 80名成员之

一，而这个联盟正是自然资本公约的幕后推手。作为

全新的自然资本管理工具，公约目前正处于磋商阶

段，预计 6月份出台最终版本。

公约希望通过提高自然资本的认知度来帮助企

业进行相关决策以及评估环境风险。企业需要考虑

经营活动、土地、水和植物的价值，及其所处的生态

系统，以提升企业对风险的认识。

NCC主管 Mark Gough表示：“虽然很多企

业对环境影响有些概念，但几乎没有人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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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 KPMG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FFI）共

同发表的名为《自然资本及会计专业》（Natural capital and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的报告中，ACCA认为会计师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自然资本

估值的发展起到帮助作用。报告援引自然资本公约对自然资本进行了定义，认

为自然资本是“能够产生收益的自然资源储备（例如生态系统、物种、空气、水、

土地、土壤等）”。

随着企业、投资者、政府和大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的提升，对更科学分析

方法的要求也更加迫切。ACCA的会员不仅能够帮助促进自然资本会计计量方

法的发展，还能够推动其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应用。实际上，有些会员已经在这

么做了，但要想完善计量方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报告对财会专业的不同领域进行了说明，并对会计师在类似自然资本公约

这样的重要项目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描述。报告还就环境报告不同指标的多

样化标准进行了阐述。

报告指出会计师的参与非常重要，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还

因为他们能够对企业产生影响。报告认为，财会专业人士能够推动自然资本成

为企业决策、会计计量和顾问工作中需要考虑的主流问题。此外，财会人士还可

以进一步发展相关的鉴证（以及审计意见）方法，来认证自然资本报告中的信息

的可信度，并帮助个人拓展其对自然资本的认识。

自然资本自然应当受到重视

阅读报告《自然资本及会计计量》（Natural 

capital and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请访问：bit.ly/Nat-Cap

们对于自然资本的依赖度。自然资本公约能够帮

助企业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这将具有重要的意

义。”Gough认为，对自然资本的依赖度也可能成为

风险来源。

之前，企业可能会根据气体排放或石油泄漏的

罚款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等的影响；或者可能会预

测自然资本的变化、对自然资本进行资产登记；甚至

会评估自然资本的影响及依赖度。

但是，Gough认为，企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做或者这样做的意义是什

么。他说：“企业也不会把这些和企业管理联系起来”。 

自然资本公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旨在尝

试完善自然资本的使用方法，推动企业决策，将环境

影响的数据应用于企业管理和决策过程。

新的突破
公约的出台可以看作是新的突破 — 对现有操

作进行了升级完善、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并

有利于促进企业做出负责任的决策。自然资本的联

盟成员遍布各个行业，从 ACCA到塔塔电力，从巴宝

莉到斯堪斯卡公司，都是成员之一。

“自然资本”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名字

上可以看出，当初提出这个概念是希望将自然资本和

金融资本一样纳入资产负债表的计量范畴。因此，自

然资本可能会影响现有土地资产的数据，例如，核算

时需要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也就是产生自然资

源的生态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光合作用、授粉或

湿地保护。

不过，公约的内容还没有涉及那么深的层次。根

据公约要求，企业可以选择对自然资本进行报告，也

可以选择不报告。目前，几乎没有企业已对自然资本

进行估价，而尝试去估价的则更少。而长期来看，这

也是公约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

德国运动品牌彪马和丹麦制药公司诺和诺德是

这一领域的先驱者。根据其 2014年发布的环境盈亏

报表显示，诺和诺德在 2011年所使用的水资源总估

值为 3400万欧元，温室气体排放约为 1.71亿欧元，

空气污染为 1800万欧元。而且所有数据均细化到公

司供应链的各个层面以及各个运营单位。报告指出：

“如果将水资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相

关的成本全部内部化，2011年诺和诺德仅经营活动

（核心活动）这一项的支出就将达到 2900万欧元。”

诺和诺德企业可持续发展资深全球顾问 Anne 

Gadegaard表示数据让人感到意外：“核算自然资本

的过程让我们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看待企业对环境的

影响。”结果就是，企业发现自己一直以来高估了工

厂活动的影响力。“最大的影响来自于租赁以及供应

商采购。其中，咨询服务有着显著影响。”Gadegaard

说道。诺和诺德的努力主要在于对环境影响的估算，

但是也包含了对自然资本的计量。例如，公司在测

算时考虑了玉米种植与树林种植对土地使用的影响。

其估值包括对授粉服务和碳封存活动的测算。 

但是，多数企业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比如很多

都还只限于对污染气体的价值测算。由于生态系统

的范畴和类别难以定义，自然资本的估值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如果是传统会计，你很清楚哪些应该

计量哪些不应该。但你在测算自然资本时，则很难排

除主观判断。”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会计专家 Robert 

Gray表示。自然资本会计计量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

测量其边际性。生态系统作用的科学不确定性往往

会导致人们难以确定某个变化是否是边际的，以及是

否已经达到或越过临界点。

非线性特性则是另一个问题。许多生态系统对

“大部分企业虽然对其所造成的环境影
响有些概念，但很少人了解其对环境的依赖
度有多高。”

干扰的反应并不是线性的，因此干扰的增加虽然看

起来不会对生态系统的供应产生影响，但一旦达到

临界点，则可能会迅速导致巨大的反应。

而且，处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在生存环境受到

干扰后会出现怎样的反应，我们也无法精确预测。

因此，自然资本的测量工具最多只能提供一个

粗略的指引，而公约本身也无法提供具体的方法。

“我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完善自然资本的会计

计量，有的时候科学并不一定能提供所有问题的答

案。”世界自然基金会经济和发展首席顾问、英国

NCC成员 Karen Ellis表示。

多用途工具
Ellis对公约和自然资本会计计量的多个实际用

途进行了预测。最直接的用途是用来评估现有种植

区域，以达到不同的资源修复目的，正如陶氏化学所

做的那样。

另一个用途则是为规划部门提供分区图，显示

哪些区域的土地或河流能够提供最高的生态系统服

务。这种分析数据能够帮助相关部门决定是否需要

为某一生物种类在上游地区开辟新的栖息地或是是

否需要对某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进行治理以保护这一

生物种类。

“在进行环境规划的时候，栖息地可以成为是否

应该批准房地产开发的考量因素。”Ellis表示，“但

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而自然

资本的估算将能够将这个思路系统地融合进整个

规划过程。”

右图：在“灭绝”了

80年后，加拿大海狸

再次出现在墨西哥索

诺拉州。

除此之外，企业利用结合了长期自然资源风险

的压力测试，能够对新场所的影响进行更有效地的

评估。“企业能够利用这一方法对使用某种自然资本

的风险有更全面的了解。”Ellis说道。 

尽管自然资本测量工具最初只是为了服务于企

业内部的决策和调研，但未来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创建一个单一的报表工具，

可以进行数据比较。”Ellis说。

抛开其他的不说，自然资本公约至少表明大型

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稀缺和破坏所带来的

不断增长的风险，而企业应当更谨慎的使用这些自

然资源。同时，公约也能够让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活动

得到认可，并帮助其赢得大众的支持。

Elisabeth Jeffries，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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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企业报告对话”，

请访问：bit.ly/cr-dialog

阅读 FEE报告，

请访问：bit.ly/FEEreport

修复崩溃的模式
越来越多的人一致认为：企业报告并不能为投资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如何改
变这一现状？又由谁来改变？

在
近期 PwC主持的“专家会面”（Meet 

the Experts）财务报告大会上，听众

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下一个十年，

财务报表是否能继续保持相关性，为

用户提供参考？ 76%的与会者（大多都是报告筹备

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令许多发言者惊喜万分。

在最近几年甚至几个月中，关于企业报告改革的

呼声越发高涨，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报告过于冗长，财

务信息也过于复杂，这导致披露事件的数量已经到了

不可控的地步，而企业提供的大量非财务信息也令企

业和行业间的对比变得日益艰难。

会议听众的答案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用户

往往离不开财务信息，企业报告正是获取该信息的惯

常途径。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更为根本和潜在的问

题：十年后的企业报告究竟是什么样的？

很显然，对企业报告进行彻底改革的势头正在

稳步增长。一些国际机构已经开始投入到各种项目

中，致力于解决冗余和复杂的财务信息问题，例如国

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披露倡议），或对企业

提供的日益增长的非财务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如：

由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的替代性绩效指标指引）。与此

同时，对监管机构提供的额外信息（如：有关各个国

家的报告或风险政策的披露）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结果往往导致了大量重复和混乱的信息，其中也几乎

不存在任何明显的逻辑。更糟糕的是，瞬息万变的科

学技术改变了解读和使用财务信息的方式，企业报告

似乎正步入“与目标背道而驰”的下坡路。

谁来负责？
在这一情形下，人们对企业报告该何去何从各

执己见，更没有人愿意协调企业报告的演变。部分

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为整个的企业报告

负责。IASB能够探索出简化财务信息报告的方法，

但正如委员会副主席 Ian Mackintosh在国际综合报

告理事会（IIRC）最近召开的大会上所说：“我们正

被既有的使命所束缚。”仅通过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IFRS），IASB能做的显然十分有限。理事会成员

Stephen Cooper曾在“专家会面”大会中指出：“简

化会计准则将会受到极大的欢迎，但鉴于商业的高度

复杂性，要想实现这一点，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 IASB来说，一种选择是将职权范围扩大到财

务报告之外。IFRS基金会的受托人正在考虑如何回

复有关改进组织结构和效率的提案的征询意见，以

及 IASB是否应该在发展更广泛的企业报告中发挥

更积极的作用。然而，受托人却表示，他们“依然认

为，相比于将 IASB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传统的财务

报告之外，沿用企业既有的合作形式更为合理。” 

Mackintosh指出：“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涉足更多的

问题，仍然尚未解决。”

协作与整合
人们已经展开了相应的计划，提倡更加连贯和

富有逻辑的企业报告，最受瞩目的要数“综合报告”

理念的提出，IIRC将其描述为“以一种简洁的交流沟

通方式，阐明在外部环境条件约束下企业的战略、治

理、绩效和前景，以及如何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创

造价值的过程。”2014年，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FASB）、IIRC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纷纷参与到 “企业报告对话”

行动中，旨在协作商讨全球的各种报告框架、标准和

要求，但进展十分缓慢。

因此，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日前发表了一

篇新的讨论稿《企业报告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rporate Reporting），高举改革的大旗，令有关辩

论愈演愈烈。该文章认为，企业报告的受众日益增多

也越发多元化，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科技也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环境，企业报告却未

能与时俱进。文章旨在引发一起必要的辩论，并期望

全球的用户、编制者、监管者、标准制定者和政府能

达成部分共识（或至少达成协调）。这超出了 FEE通

常的职权范围，因为其之前关注的重点在于财务报

告而非企业报告。

FEE企业报告政策小组主管Mark Vaessen表示：

“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期。很明显需要一场辩

论，我们必须促进其形成。这实质上是一项思想领导

行动。”

FEE副 CEO Hilde Blomme FCCA 强调，该讨

论稿只是集合了多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观点，并不

代表 FEE对未来的看法。Vaessen还指出，会计师为

这场辩论的开启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在会计行业中，

我们是用户和企业之间天然的中间人。我们必须发

挥仲裁作用。这是我们的天职。” 

FEE的报告探讨了财务和企业报告的各种发展

趋势，也提出了简化账目以及促进沟通的行动计划。

报告认为，综合报告以及 IIRC提出的综合报告框架

“大有前景”，但也指出，综合报告尚处于成长试验

期：“亟待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实现将综合报告与报

告实践思想规范化的使命。”

ACCA税务主管乔德理（Chas Roy-Chowdhury）

则对综合报告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在 IIRC的不懈

努力和付出下，综合报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未来几

年，综合报告必将发展成为所有企业报告周期广为接

受的主流准则。”

FEE也在报告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最终

目标应该是生成“一篇通俗易懂的独立报告”，以解

决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了实现此目标，报告还

提出了“核心和附加”办法。“核心”办法是指一篇

基于信息相关性和重要程度的全局报告或执行摘要，

包括“企业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事件、获取主要财务

业绩和其他信息所需的关键信息”。核心报告还包括

有关“未来期望”的信息。此外，还需要一系列补充

性的“附加”报告（以超链接形式补充），提供财务

报表披露等附加信息，为“核心”报告中的信息提

供支持。这样，用户就可以自行选择和查看所需

的详细信息。

该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亟待通过辩论解

决的难题。部分难题涉及会计基础问题，

如：报告所基于的主要定性特征有哪些。

IASB的概念性框架将相关性和如

实反映视为主要的定性特征，其他特

征还包括及时性和可比性等。FEE

的报告则忽略了可比性，集中探讨

了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

报告指出：“对用户来说，

财务信息的及时性是关键。如

果财务信息提供及时，用户

似乎已经做好了承担风险

的准备，依然会依靠不完

全甚至不可靠的信息。企

业报告中所有信息的准

备和发布是否应该同

时？在相关事件发生

时，某些信息的发布

是否应该提前或延

后？这些选择至关

重要。”报告还认

为，相关信息已经

“被越来越多的财

务信息所淹没”，

财务报表应当朝

着保留相关性的

方向发展，而不是仅被视为一种

合规操作。

Vaessen 指出：“对我来说，

相关性的重要性大于可比性。鉴

于一些市场力量，可比性在一定

程度上是存在的，但相关性更重

要。”Blomme认为：“如果你期待可

比性被优先考虑，那你就要失望了。”

重要的是，“核心和附加”报告未必会

同时出现。核心报告必须及时发布，但

“例如具体披露信息等额外的细节可能

要晚些才能获得。”Vaessen说道，“或许

我们应该摆脱纯周期性的报告方法。”

企业报告值得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部

分就是非财务指标和信息。讨论稿指出，企

业报告的频繁使用，意味着必须为其构建一

个国际性的框架。文章引用了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前主席 Robert Elliott于 1998年发表

的一篇文章，该文指出，财务报表对市场的影

响正在减弱，在为非财务信息构建共同的国际性

框架时，必须展现“决断性的领导力”。Vaessen

表示：“财务报告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亟需关注

的是其他领域。”

他还指出：“报告致力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为

散乱的信息搭建一定的架构。各种举措都有待尝试：

董事会已经商讨出了工作重点，但缺乏评估所需的

关键绩效指标。往往缺乏事实的支撑。”

为解决此难题，报告强调了会计行业创新的必

要性。ACCA企业报告主管马丁（Richard Martin）

评论道：“目前的企业报告模式是企业按照公认的准

则定期准备财务报表并对其进行审计，但改革的建

议不应以该模式的关键特征为妥协。”

截至 2016年年中，FEE发布的报告将公开接受

征询，随后，FEE将会列出一张政策建议清单。但亟

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由谁来负责推进？ Vaessen

表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辩论方太多了。但可

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政府的支持。很多方面都

与 1970年代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成立的时候非

常相似。当时，人们发现有必要制定全球性的会计准

则，会计行业便开始推进这一计划。这花了很长时

间，但如果没有支点，如何撬动地球？”

Liz Fisher，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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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告可以帮助企业改进思考、计划以及

实施商业报告的方式。包括 ACCA在内的组织均

通过综合报告，明确、简洁、完整地阐述了如何利

用自身资源创造价值的故事。综合报告能帮助企

业全面分析自身的战略和计划、制定精明的决策、

管理重要风险，从而增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对

企业的信心，提高企业未来业绩。它是由企业领

导者、投资者等人组成的多元化联盟的成果，旨

在发动一场企业报告的全球性变革。

我们认为，IIRC提出的综合报告能力矩阵符合我们以市场为导向的角色，

并充分考虑了各地的实践和要求。

我们采用原则导向的方式，制定了所要求的学习成果。这是许多机构和行

业都遵循的方式。这与综合报告框架本身采取的原则导向方式也完全一致。因

此，综合报告能力矩阵的用户不应期望获得一个按部就班的关于综合报告实施

过程的指南。我们认为，最佳的方式是参考各个企业对综合报告的使用情况，学

习市场中的前沿实践。

综合报告能力矩阵包括两个层级 — 入门级和专业级，分别针对报告编

制者和拥有报告监管权的人士。该矩阵按照不同的学习成果分为四个能力区域

（见下表）。IIRC本身不提供培训，但会与各个合作方（包括：大学、商学院、专

业机构，以及提供专业发展和培训项目的组织）通力合作。

“综合报告能力矩阵”是由一个专家咨询小

组在 2015年提出的

* 2015年 3月 - 7月：专家咨询小组提出矩

阵草案

* 2015年 7月 - 9月：全球反馈阶段

* 2015年 9月 - 年底：定稿

* 2016年初：发布矩阵，确定合作方，根据矩阵

课程项目进行培训

何为综合报告？

综合报告能力矩阵

入门级概述 — 专长领域和高级学习成果

专业级概述 — 专长领域和高级学习成果

时间线

Neil Stevenson是

IIRC的全球执行部执

行总监。

综合报告能力矩阵
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Neil Stevenson表示，综合报告能力矩阵是面向
全球的，经过适当修改后可满足各地的不同要求。

培训必须符合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资
本市场体系的需求。

综合报告
向企业陈述商业案例，介绍综合报告（包括综合思维）

综合报告
向企业陈述商业案例，介绍综合报告（包括综合思维）

实施综合报告
描述在企业内成功实施综合报告的包括综合思维在内的因素

实施综合报告
在企业实施综合报告（包括综合思维）的过程中，有效参与计划与协调

综合思维
解释价值创造、资本和价值创造过

程的基本概念

综合思维
应用价值创造、资本和价值创造过

程的基本概念

综合汇报
阐述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要求

综合汇报
针对综合报告框架的要求及其对现

有报告实践的影响提出建议

报
告不仅仅是一个合规过程，还需要

掌握更广泛的技能，包括沟通、影

响、判断、分析能力以及建立联系

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响应市场对 IIRC建立全球

统一的培训模式的呼吁，一种全新的基于能力的综

合报告培训方式应运而生。该方式称为“综合报告能

力矩阵”，由 IIRC主导，并得到了ACCA的大力支持，

ACCA不仅为企业内部的教育专家提供支持，也资

助独立的专业教育人士。

通过这种培训方式，我们期望为参与报告（尤

其是综合报告）的专业人士（包括会计师）提供一个

补充学习的途径。这与专业机构长期以来采用的模

式是一致的，这些专业机构鼓励（如今通常成了一

种要求）人们在获得最初的资格认证后，实现持续

的专业发展并认识到持续学习的必要性，从而确保

自身的技能和能力不落后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和

监管环境。

我们认为，报告培训必须符合新的资本市场体

系的需求，在这个全新的体系中，企业成功的关键在

于长期的专注和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摆脱筒

仓模式的报告思维，在思维和方式上从财务管理转

向价值管理。这一思想必须根植于董事会、金融资本

提供者以及整个企业和报告系统中。

因此，我们的方法是建立在一系列洞察的基础

之上，我们认为，以这些见解为出发点，企业就会将

价值创造视为其目标和战略的核心。

企业全局视角
尽管报告过程至关重要，学习成果也应与综合

报告的实施本身有关，但我们认为，要关注的焦点不

仅仅在于过程。将综合报告所需的战略与其在企业

内的影响范围联系起来的纽带需要一个广阔的前景。

我们认为，培训应当包括变革管理和领导力方面的

能力，这在“企业全局报告”中至关重要，因为这涉

及到企业内外的各种互动。

知识、技能与行为
培训应当为在综合报告的工作环境中必备的知

识、技能与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导。这些应建立在现有

的专业和商业技能的基础上，许多已经参与到报告

中的人员也已掌握了这些技能。但关键在于：培训对

个人技能和行为的关注应当与其对过程的关注是同

等的。这样就能保证将综合报告作为一种战略工具

融入到企业中，从而促进培养卓越的综合思维。

战略与治理之间的关联
一个特定的目标是为了增进战略、企业治理与

报告的密切联系。我们尤其需要明确高管与治理者

的角色。处于这种考虑，IIRC在培训方式中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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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这一全新的综合报告能力矩阵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综合报

告与问责、透明度等企业治理的原则联系起来。这样，不论是利益相关者、董事

会成员，还是管理层和员工，企业各方都能了解各自在构建综合报告文化中发

挥的作用，而这种文化能够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创造长期的价值。”

巴西公司治理学会（Brazili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培训经理 

“作为公众信任的监护人，会计师完全有能力帮助推动企业报告和商业管

理实践的发展。此外，随着报告发生的范式转换，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需求也日

益增多，必须掌握新的技能才能对企业的价值形成整体全面的认识。综合报告

能力矩阵有助于确定采用综合报告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行为。”

安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部高级经理

“在设计综合报告能力矩阵时，我们认识到，虽然实施综合报告的汇报过程

十分重要，但从业者关注的不应仅仅是过程。必须为综合报告创造一个广阔的

前景。因此，我们将变革管理和领导力纳入了相关专长领域。”

IIRC培训咨询小组成员，可持续解决方案部高级经理 Indra Sistemas

“综合报告能力矩阵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为各地开发培训项目提供了灵

活性，也能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预期的专业级学习水平。我们的关注点是理解、落

实和宣传综合报告原则所必需的技能，因此，变革管理、领导力、沟通力等方面

均被囊括其中。”

印度综合报告实验室（IR Lab India）主席，塔塔钢铁集团执行董事（财务与企业）

Rodrigo Miguel Trentin

Ben Miller

Begoña Morales Blanco-Steger

Koushik Chatterjee

了一些与首次接触综合报告的人员、尤其是高管和

治理者相关的特定元素。

距离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发布已有两年，现在

正是启动全球性综合报告培训方式的大好时机。不

少机构和咨询公司已开始推出相应的培训项目。此

外，ACCA等颇具前瞻性的专业机构也将综合报告

融入了各自的核心专业大纲。综合报告的应用规模

日益扩大，增速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地的企业都在寻

求合适的培训项目，以提高实施报告创新的能力。

IIRC的宗旨是推行统一培训，从而确保全球实

施综合报告的一致性。IIRC还期望提供足够多的高

质量培训，以满足现今和未来几年的市场需求。

合理平衡
总之，报告并不是万能的。也就是说，这取决于

合理的战略开发、良好的治理和有效的企业。但报告

能发挥纽带作用：除了加强综合思维，它还可以帮助

管理层阐明评估和管理的重点、帮助打破企业界限、

改善企业管理。IIRC认为综合报告能够改变企业行

为，如果真的能做到的话，那它将为实现财务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的统一目标提供支持。

在提出综合报告能力矩阵的背景下，IIRC研究

了综合报告培训的问题，其中开发的一系列技能和

行为能够强化战略思维、帮助报告者建立综合报告

实施过程中的必要联系。

此外，通过将董事会、管理层以及报告编制者纳

入综合报告培训的培训范围，我们期望确保报告贯

穿于所有层级，以巩固综合报告的合理地位。

进入公众视线
正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审计师在最近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讨论的那样，新的审计
准则能使这个职业有机会发挥更明显的作用。

最
近，《财富》杂志评论员提出了“公司

应该消除审计吗？”这一引发争议的

问题。其根据是“大型公司在年度审

计上花费的数百万实际上并没有为投

资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

审计界对这一批评以及所谓的“期望差距”并非

毫不在意。业界已经接受了国际审计和鉴证准则理

事会（IAASB）在这方面制定的最公开可见的创新成

果之一 — 一套全新的国际审计准则。该准则主要

在 2016年 12月的报告中生效，将显著改变审计师

在审计报告中汇报工作的方式。

财务报告读者已经熟悉了精心制作的审计意见，

就是年复一年、各公司都一样的标准两页纸上的报

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标准的审计报告直接体

现了该职业的一丝不苟和谨慎性。对大型企业集团

进行的数千小时审计工作最后变成用模板制作的面

向公众的法律样板几乎是荒唐的。为了回应投资者

对审计报告应该更详实更透明、更有助于决策的要

求，新准则下的报告将纳入重点审计事项，最终提供

一个了解臭名昭著的“黑盒子”的窗口。

据 IAASB审计报告实施工作小组联合主席 Jim 

Sylph称，KAM是“审计师在计划和执行审计时最头

痛的事情。”它们代表了在审计过程中已经与审计

“如果一家公司有很大的风险或问题，监管

者想知道审计师对这些问题持有专业怀疑。对这

些问题进行报告让我们了解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

关注了这些问题。”

IAASB审计报告实施工作小组联合主席

“这不仅仅是份审计报告，也是财务报告价

值链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接受的一个重要变

化。大局是关于提高治理标准，使新加坡对投资

者更具吸引力。”

ACRA副行政长官

“虽然审计委员会或管理层可能会做出不

要有特定重点审计事项（KAM）的强烈呼吁，但

最终是由审计师来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和观点

来决定的。”

IAASB主席

James M Sylph

Julia Tay

Arnold Sch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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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审计这一职业恢复其应有地位的真正机会，也是告诉全世界审计不仅
仅只是一个保健因素，它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公司报告价值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让审计这一职业恢复其应有地位的真

正机会，也是告诉全世界审计不仅仅只是一个保

健因素，它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公司报告价值链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IAASB成员

“我认为，作为审计委员会，我们不能在没有

做出回应和在审计报告中进行相似讨论的情况下

引入增强型审计报告。否则，我们将会看上去像

对发挥监督功能失去了控制。”

新加坡交易所审计委员会主席

“排练很重要。如此一来，审计委员会可以与

审计师一起确保成果能加强对公司的治理，增加

为投资者提供的信息量，而不是对市场产生无意

的干扰。”

Sime Darby 集团审计委员会主席

Merran Kelsall

Kevin Kwok

Zaiton Hassan FCCA

委员会讨论过的一系列事项，而不是“以任何形式或

方式取代管理层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管理层可以

在财务报表中适当披露）”，也不是“管理层在这些问

题上业绩的积分卡”。

2015年 11月，在由 IAASB、ACCA 和新加坡特

许会计师协会（ISCA）主办的圆桌会议上，要求新加

坡和马来西亚的审计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仔细考虑这

些新的要求。董事们集中讨论了判断投资者和监管

者的反应以及各方在确保新方法可以实现其真正价

值的作用。

董事们乐观地认为，新的报告，尤其是 KAM将

提供有价值的开场白 — 它将成为投资者与管理层

和董事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平台，也能使他们更好地

理解财务报表编制中涉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重点审计事项是从审计师与审

计委员会讨论的大量问题中抽取出来的，但是这些

KAM的报告方式必须为对审计师和审计委员会之间

的密切交流并不知情的投资者和更广泛的读者做人

性化的调整。

一个问题是，KAM会否被用来针对公司所披露

的事项不完整或被认为有误导性的情况。实质上，报

告已经表明这最终只是一种交流方式，关键问题在

于是否有错报（该公司，包括董事将对此负责），以

及审计师是否在达成最终的审计意见之前执行了充

分和恰当的程序。包括 KAM在内的审计报告由审计

师基于专业判断完成，承担全部责任。当然，报告不

是凭空出现的。审计委员会在鼓励与审计师进行交

流的持续开放的渠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样双方

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认为 KAM应该包括哪些内

容。这也是尽早展开讨论并进行排练至关重要的原

因所在。

在连带责任方面，董事们敏锐地感觉到 KAM反

映出的问题也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他们要思考的头等

大事。因此，这些也应该在年度报告中讨论，要么是

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报告（如果有的话）中，要么是

在董事会主席或 CEO的声明中，而且一定是在财务

报表的披露范围内。

英国的公司因为早几年前采用了类似要求的形

式，公司已经体验了这种新的报告格式。在回顾这

些报告精选时，董事们意识到，虽然每项 KAM都看

似附带了一定程度的结论（“估计是适度的”，“收入

确认适度谨慎”），但是其他的却没有。这被认为是

审计师为进一步帮助投资者和其他人更好地理解管

理层是如何处理这些重要问题的创新。虽然鼓励创

新，但是很多董事似乎更偏向“微型审计结论”（因

为它们不提供对 KAM的“最终定论”），但是英国的

监管机构 — 财务报告理事会（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建议对“审计报告中这样的调查结果”要谨

慎对待，“以免不恰当地包含对财务报表中某单独元

素有不同意见。” 审计意见应该只有一个，通过参考

整个管理层的判断得出，对整套财务报表适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可能在第一年看起

来有所不同。但是在之后的报告中，该行业可能再次

使用千篇一律、被法律认可的语言。公司报告生态系

统中所有参与者都要在确保报告不仅仅是从简短的

样板变成长一点的样板中发挥作用。审计师有确保

不断地提供优质洞见的明确责任。除此之外，投资者

也必须要充分参与，积极把报告当作是把管理与审

计师联系在一起的工具。

当然，布丁的味道好不好
⋯⋯只有吃了才知道。作为对董事们的启示

之一，增强型审计报告对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让每个人都保持警觉”）以及增

加投资流入。时间将会证明新报告是否将会是“差

异化因素”。

这将是审计这一职业恢复其适当地位的真正机

会，也是向全世界宣布，审计不仅仅只是一个保健因

素或是众所周知的“盒子里的记号”，而是可以也将

会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公司报告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真正机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计师要快速

地参与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要批判性地思考如

何提供有意义的及真正有用的洞见。

“财务报表和公司治理的融合需要三方的努

力。不应该只有审计师一方来确保财务报告的正

确性。他们只是三方中的一方。”

永成芯片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

“增强型审计报告对于公司的真正价值是提

升公司治理标准，从而吸引投资。但是这是否将

会是‘差异化因素’，我们必须拭目以待。”

荷兰皇家壳牌审计委员会主席

“这个过程不会容易，因为让大家都达到相

同的质量水平需要很多年。但是我相信，如果

一旦使用，越早得到审计师和审计委员会的认

可越好。”

Progressive Impact公司审计委员会副主席

Heng Tan Cheng

Euleen Goh

Dr Lukman Ibrahim FCCA

在讨论过程中，审计委员会可以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变得越发明显：

* 尽早开始 — 尽快与审计师讨论实施方案；

* 与审计师开展排练；

* 留意一致性 — 考虑潜在的 KAM对董事的报告、管理层讨论和分析以及

财务报表和年度报告所披露的其他内容的影响；

* 教育投资者 — 董事和审计师要抓住一切机会与投资者讨论增强型审计报

告。这应涵盖审计质量和审计过程，包括帮助投资者理解审计师与审计委员

会之间的互动。

* 使用可用的帮助 — 包括 IAASB网站上的资源。

轻松实施的处方

（对页）ACCA亚太

区政策主管周俊伟和

IAASB主席 Arnold 

Schilder。

继续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是高度动荡的业务环境。

未来的审计师不能仅仅只满足基本需求，还需要具备

一个基本的态度：愿意不断地发展以适应变化的业务

需求，并通过改善的沟通方式提高提供价值的能力。

审计行业的未来将面临挑战，尤其是面对动态

的商业环境、日益复杂的法规和投资方及贷款方不

断变化的要求。但是，与强大的独立审计委员会一

起，这个发展了几十年之久的职业将会继续存在。只

要不断发展适应，就会一直存在。

ACCA亚太区政策主管周俊伟

50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51

财会前沿    审计    增强型报告 增强型报告    审计    财会前沿



阅读《鉴证综合报告的挑战：来自南非审计界

的观点》（Challenges of Assuring Integrated 

Reports: View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Auditing 

Community），请访问 bit.ly/acca-ir

蔡鹏鹏是 ACCA商业

洞察事务主管。

2015年伦敦国际珠宝

展览会上南非贸易展

台上展出的非洲大陆

形状的铜耳钉。南非

在发展综合报告方面

十分领先。

对
于财务报告的鉴证是公司报告框架

中一项由来已久和负有价值的组成。

它提供的机制不但让管理层得到问

责，也确保着财务市场的稳定性。但

是，公司发布给利益相关方的信息内容正在扩大，而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综合报告的兴起。综合报告

试图反映会计主体如何使用和创造不同类型的资本。

随着企业对该等报告的内容的尝试以及这些报告在

公众眼中价值的上升，标准制定者、报告编制者和报

告使用者开始探索为这些报告获取某种形式的正式

鉴证的可能。

近期的一份名为《鉴证综合报告的挑战：来自

南非审计界的观点》（The Challenges of Assuring 

Integrated Reports: View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Auditing Community）的 ACCA报告探究了南非审

计界在针对综合报告提供鉴证方面积累的经验。该

报告是研究南非综合报告发展的系列报告中的第三

篇，引述了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和英国雷丁大学亨

利商学院的学术人士从对 18名南非资深审计师和鉴

证专家的深度访谈中得到的研究发现。

研究者发现鉴证综合报告确实有可能提供增值，

因为鉴证可以提高该类报告的可信性，帮助董事会

完成他们的监督和复核职能。因此，将综合报告纳入

鉴证范畴是有理由的。然而，根据南非审计师的经验

和专业见解，多个技术性挑战令对整篇综合报告取

得鉴证难以实现。

技术性挑战
一个主要挑战是针对综合报告鉴证开发适合的

标准十分困难。接受采访的审计师指出，国际综合报

南非的经验
随着综合报告的日益盛行，这些报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取鉴证越发受到关注，
ACCA商业洞察事务主管蔡鹏鹏（Faye Chua）说。

告理事会（IIRC）编制的框架中的原则太过笼统，无

法确保不同的审计团队在应用中的一致性。

此外，管理团队极大地依靠判断决定报告哪些

信息。这让审计师无法对信息的完整性和适当性表

达意见。

另一个问题与传统的审计团队的有限技能范

畴有关；要为综合报告提供鉴证，需要多种新的技

能，包括理解不同类型的资本在转换时是如何创

造价值的。

此外还存在其他挑战。例如，部分研究人员对客

户的记录、系统和控制是否充分表示质疑，认为这些

方面的薄弱是综合报告鉴证业务面临的问题。并且，

即便提供有限鉴证的成本也高的令人望而却步，同

时部分调研对象还认为额外的审计师责任的风险是

个问题，让审计师无法或不愿意对整篇综合报告提

供鉴证。

有限鉴证的范畴
南非审计界认为，这些技术性挑战意味着仅综

合报告的特定部分可以纳入鉴证业务。它们是涉及

较小或不涉及管理层评估以及非前瞻性的事实性披

露。与之相反，抽象、解读性、预测性或定性信息均

太过主观，难以获取鉴证。

不过，尝试已经在进行中。虽然这令人欢迎的，

但研究者也有所担忧，认为目前的实践正在导致综

合报告的不同部分获得不同类型的专业意见。他们

发现，由于报告使用者过于依赖所阅读的综合报告

中含有或引用的鉴证报告，这存在加重“审计期望差

距”的风险。

除了对综合报告的内容获得鉴证，调查对象还

被问及是否可以把开展流程基础审计作为替代方案。

这一想法得到的反馈是负面的。

他们认为综合报告客户的系统和控制不足，文

档记录也常不充分。审计专家还为没有描述和评估

控制环境的恰当标准而担忧。但即便开发出合适的

标准，这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导致综合报告

中含有的信息的相关性遭到限制，因为公司可能只

披露有望得到客观验证的信息。

研究人员表示，短期内的解决方案将是形成一

套指引，就综合报告的哪些部分应当纳入鉴证业务

给出建议。该框架还可以作为描述如何就报告的主

由 IAASB设置的综合报告工作组（IRWG）正在监测旨在提高综合报告可

信性的鉴证业务需求的发展。IRWG计划在 2016年就该话题发表一份讨论稿。

“IAASB对于未来的道路持开放的观点，”IRWG主席Merran Kelsall说，“工

作组将继续与利益相关方接触，促进 IAASB就该问题展开讨论以便形成一份讨

论稿，深度探究鉴证问题，包括从业人员在满足投资者和其他报告编制者和外

部报告用户的需求方面作出哪些创新。”

IAASB监测综合报告鉴证

要组成部分提供鉴证以及识别哪些部分可以不予鉴

证的基础。

研究人员还鼓励公司内负责治理的人士考虑如

何运用一系列内部控制、监控和不同类型的现有鉴

证（包括内外部审计）确保纳入报告的信息具有高质

量。与形成针对综合报告的成熟鉴证模式相比，研究

人员建议说，向读者描述这种“鉴证矩阵”可能更容

易和有效。

长期发展
展望未来，研究人员认为有可能定义一种替代性

的鉴证模式。这将不是就综合报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IIRC的框架表达意见，而是由具有合适资格的专家提

供一种类似小组评估的东西。研究报告指出，这里的

最大问题是，这样的意见是否能够与财务报告审计获

得同等尊重。还存在一种风险就是这种新的鉴证报告

可能被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行动主义所取代。

因此，研究人员不建议急于对现有鉴证模式进行

大刀阔斧的变革。相反，他们认为应当给予公司更多

的时间提炼他们的综合报告，并与利益相关方讨论在

多大程度上确实需要外部鉴证。

公司和综合报告使用者需要携手解决与鉴证相

关的挑战。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可能解决方案的

进一步探讨是必要的。

南非研究中一名被采访的四大合伙人断言说，我

们不会在“有生之年”看到审计师就整篇综合报告发

表意见。但是，我们的继任者可能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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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缘起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在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公司治理，以刺激经济增长。会计
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撒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程度相比世

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更为严重。如何通

过加强公司治理，帮助该地区实现可

持续的经济发展，是近期许多财会会

议的重要主题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一系列举措在东

非和西非地区陆续展开。

从商业角度来说，东非地区无疑已经表现出进

展。据世界银行预测，作为该地区增长动力的肯尼

亚，将在 2015年实现 6%的经济增长。政局相对稳

定的埃塞俄比亚预计将实现 9.5%的增长；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卢旺达的增长率则将分别达到 5.5%、

7.2%和 7%。而要想维持这样强劲的增长势头，则

需要确保实现这些财富增长的企业都够维持良好

经营。这正是非洲公司治理项目（Africa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gramme）所倡导的理念。该项目

由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发起，瑞士政府赞助。2015年 9

月，IFC针对东非地区开展了此项目。

东非治理项目的目标在于帮助肯尼亚、乌干达、

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

业绩。肯尼亚央行主席Mohammed Nyaoga认为，

该项目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资金、降低监管成本。他表

示：“企业领导应该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除了制订

公司治理规定，还应该学会将好的实践运用到企业

价值和商业决策当中。”开放的心态是关键，Nyaoga

说道，项目专员也将对企业展开辅导，帮助企业提升

对投资者和商业伙伴的信息透明度和责任感。

IFC东非及南非地区主管 Cheikh Oumar Seydi

和他的团队针对该地区不同行业开展了大量工作以

推动经济发展，他希望通过公司治理改革措施，他们

的努力能够得到进一步巩固。“IFC对包括电力、农

业和金融服务在内的许多关键行业的企业提供支持。

通过进一步支持良好公司治理实践，非洲企业所面

临的金融和非金融风险将会下降，股东回报将得到

提升。”

Seydi表示，公司治理项目能够“为东非的企业

提供所需的工具，帮助他们吸引和留住投资，提高经

营效率，从而刺激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过，该公司治理项目并非东非为促进良

好公司治理的首例。乌干达资本市场局（Capital 

Markets Authority, CMA）前 CEO兼联邦公司治

理 协 会（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认证培训师 Japheth Katto FCCA强调

道，乌干达 2012公司法中就有相关条例，鼓励良好

的公司治理实践。“这些条例对上市企业有强制要

求，对非上市企业则是自愿性质。此外，CMA在肯

尼亚也推出了一系列上市公司治理规范”。

由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

组成的东非共同体，也曾出台过一份针对资本市场

中介机构的公司治理指引，而针对上市公司的指引

也已起草完毕。

这些措施也推动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发展。

IFC已经携手 ACCA，准备在加纳展开为期三年的合

作，帮助西非地区提升公司治理。2015年 2月，双

方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会议，呼吁人们加强对良

好公司治理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认识。会议主题为“公

司治理：加纳经济发展催化剂”，邀请了超过 100位

监管机构代表、政策制定者、财会专业人士和企业高

管出席，就当地企业所面临的障碍以及为促进有

正如欧盟之于欧洲，非洲也有类似的区域性组织来推动成员国的改革，以促进监管统一、提升监管效率。

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正是这样的组织。目前，EAC正着手推动区域内公司治理的发

展，相关“协定”（“protocol”,是 EAC内部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书）也正在起草过程当中。

通过该协定，EAC不仅希望推动公司治理，还希望加强政府治理。最主要的目标在于打击腐败 — 这被

认为是阻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EAC成员国在协定中承诺要“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员、企业实体和其他类型的幌子公司（front 

companies）”创建“具有威慑性的反贿赂机制”。他们还同意通过以下方式推动良性公司治理发展：建立相关

的全国性监管机制；设立统一的公司治理原则；与区域内及本国机构合作，提升公司治理意识；采纳并实施最

佳会计及审计实践标准和规范。

东非公司治理协定 饮茶时间：一位卢旺

达采茶人在距离首都

基加利约 60公里的穆

林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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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
尽管经济面临挑战，巴基斯坦仍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报告重拳出击，
ACCA中东北非和南亚地区政策主管默尔扎（Arif Mirza）如是说。

必备知识：ACCA

巴基斯坦和世界自

然资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鼓励公司

编制可持续发展和

环境报告。

正
在从高度的农业传统向金融服务和增

值产品转化的巴基斯坦企业充满活

力，并不断追求更高的成就。

以纺织业为例。纺织业决定充

分利用欧盟的一般特惠制（GSP）加大出口。与此同

时，银行业尽管有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丑闻

相关的曲折历史，但在过去的30年里得到严格管制，

正在迅速采用技术，转变商业模式，向经济上最被忽

视的社会成员提供小额信贷。

同时，巴基斯坦中央银行审慎监管所有银行的

商业模式。而食品业也在增长以满足国内需求。

效公司治理，有哪些优秀实践值得参考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

尽管如此，Katto认为针对非洲中小企业以及家

族企业的公司治理仍有许多改善空间：“许多家族企

业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上市企业，但公司治理水平却

远远跟不上。”他补充说，公共部门的公司治理也需

要考虑：“这些部门其实更应该引起关注，尤其是国

家机构和半官方机构”。

ACCA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管安普马（Jamil 

Ampomah）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加强

公司治理都是一件好事情，他强调道：“有着良好公

司治理水平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平衡商业业绩和审慎

管理目标，因此往往经营效率更高。这样的企业不仅

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信心，还能够确保合规性，这些

都是帮助企业获得长期投资的关键”。

合规挑战
在改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计师能够发挥很

大的作用，安普马说道，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很多会计师担任企业董事、执行委员会委员等高

管职务，甚至是 CEO和 CFO。“因此他们能够直接

参与公司战略的制定、执行、流程监督以及和利益相

关方的沟通”。

安普马强调，会计师即使作为外部顾问 — 无

论是作为评估整体财务信息的独立审计师还是作为

根据自己的风险管理和内控经验为企业提供公司治

理建议的顾问 — 也能对公司治理起到推动作用。

他表示，根据 ACCA近期有关非洲公司治理的

研究报告显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是非洲地区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新

项目和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安普马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企业认为自己没

有遵守规定的义务，也缺乏强制执行的措施”。他说：

“企业的态度和行为是阻碍非洲地区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很大数量的企业都缺乏有效

的公司治理实践。”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根据 ACCA的研究结果，

安普马列举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 企业应确保监管人员和高级管理层就公司治理和

道德标准达成共识。

* 应出台适用于所有企业的相关规定或框架协议，

支持创新和实务改进。

* 管理人员和员工都应清楚了解自己在战略性和经

营性公司治理及道德标准的推动过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和应尽的义务。

* 会计师，尤其是在审计委员会任职的会计师，应当

确保透明且负责的商业决策。

* 让各行业和机构的专业会计师及其他相关人员明

确了解会计师对于推动治理标准及合规的作用。

Keith Nuthall，记者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指派 ACCA 与卢旺达注册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of Rwanda, iCPAR）合作，共同推动当地财会行业发展。ACCA将协助 iCPAR更新其战略计

划，加强财会教育、认证和 CPD体系。2008年，在卢旺达政府的支持下，iCPAR成立，2012年加入 IFAC。

“我们相信，帮助本地财会行业发展，建立专业、独立的本地团队，将最终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在全球的发

展。”ACCA市场执行总监何司楷（Stephen Heathcote）表示。

ACCA支持卢旺达财会行业发展

摩天高楼：肯尼亚首

都附近正在建设中的

内罗毕 -锡卡高速公

路项目，一名建筑工

人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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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董事会是由具有
不同个性和强大自我的人组成的。

公开上市：卡拉奇证

券交易所交易员。公

众越来越多地参与股

份所有制。

默尔扎（Arif Mirza）

是 ACCA中东北非和

南亚地区政策主管

可口可乐计划在未来的三年里向巴基斯坦投资 3亿

美元，雀巢也准备在今年投资 3700万美元。

这种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增加公众对于在发行时

估价为 650亿美元的股本的参与。该股份所有制由

国内和国际两种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不同年龄和背

景的个人储户构成。越来越民主化的股份所有制需

要监管框架和良好治理实践以保护储户，这对像巴

基斯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至关重要。

早在 2002年，时任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P）主席的 Khalid Mirza就引入了以企业治理准

则为形式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法律框架。这是在与

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协商的基础上创建的。虽然不

是医治巴基斯坦产业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在

随后的 15年里，它切实地改变了董事和经理们的心

理，而且也已成为企业最持久的改革。

巴基斯坦对企业治理重拳出击的关键领域之一

就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报告。毫无疑问，由于面

临巨大的能源短缺，经济发展颇具挑战。12年前，商

界批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报告在当时的经济发展阶

段是座“太长的桥”，但是日益加强的气候变化意识

产生了作用。

在过去的 12年里，ACCA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

世界自然基金会一直奖励那些编制并发布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报告的企业。现在，该奖励每年都吸引 50

多个自发的报告，其中有许多都符合全球报告倡议

（GRI）标准。2013年，SECP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

（CSR）议程的全球重要性，自愿发布自己的企业社

会责任指导方针，为上市公司的最佳实践提供一个

起点。不幸的是，随着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

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企业慈善，转为可持续发展和现

在的综合报告，这些指导方针已经过时。

各国都在致力于减小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就

意味着要降低商业流程中的碳足迹，在温室气体排

放和对水的使用上不断地设立挑战目标。同时我们

也看到，在工作场所，包括性别、民族、种族、童工

和劳动条件等在内的人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全球供应链和更为互联的世界意味着巴基斯坦

的公司受制于全球协议和法规。如果董事会不开始

理解这些因素对公司未来商业行为的重要性，那么

这些公司将面临制裁、禁运和延期偿付等高风险。公

司应使用专家成员，创建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确保

公司的最高水平管理，并为后代保驾护航。

提问合适的问题
董事会与独立董事绩效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

是什么？应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平

衡。我们可能会问：“董事会在他们核心职责之一的

战略规划上花了多少时间？”另外的职责是风险管理

和主要高管的挑选。

在会谈期间，独立董事发言了多少次？他们有

没有问及敏感业务方面的问题？董事会主席应定期

坐下来，聆听独立董事成员对于 KPI的意见，并向他

们提供反馈意见和绩效评估。

根据时任巴基斯坦公司治理研究所（PICG）所

长 Zaffar Khan 2006年对巴基斯坦董事会行为的研

究，超过 50%的受访者表示，无论是集体或个人都

没有参与董事绩效评估流程。据 DTT巴基斯坦员工

在 2014-2015展开的文案调查显示，如今，在卡拉

奇证券交易所（KSE）上市的 100家公司中只有 20%

有董事评估流程，75%的公司没有明显的绩效评估

流程。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董事会是由不同个性的人

组成，而且通常有强大的自我。确保这些荷尔蒙过剩

的个人能作为一个团队而表现良好需要通过放松会

谈、破冰活动、社会互动和励志培训等发展善解人意

和坦诚的行为风格。

董事会作为一个团体起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发展被认为是在打造董事会成员的能力。现在

由 SECP通过改进的公司治理准则强制执行。同时，

PICG通过董事会发展系列发挥主要作用。巴基斯坦

者”这一术语，因为股权所有制和持有股份之间有

根本区别。）

所有权带来的最终利益是投票。然而，像国家

投资信托（National Investment Trust）、国有寿险公

司（State Life Insurance Company）和巴基斯坦国

家银行（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等通常被怀疑

为国家主导的机构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建立

了大型投资组合。但是，许多巴基斯坦顶级企业董事

会的提名者表现的更像股票托管人。也就是说，是

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被怀疑的重要股份持有者。他

们在诸如任命和审计委员会等委员会中基本起不到

重要作用。

巴基斯坦必须继续努力在企业法律框架内进行

稳健的改革，确保跨企业的人才管理，采取大胆举

措，选择专业人士而不是不能胜任的家庭成员出任

重要的领导职位。最后，像 SECP、巴基斯坦竞争委

员会（CCP）、巴基斯坦国家银行（SBP）和专业会计

机构等监管机构必须有惩罚那些游离于规则之外的

人的道德勇气。

在对巴基斯坦主要大学的最近访问中，谈到企

业报告趋势时，我发现有抱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

行业面临的挑战有浓厚的兴趣。可悲的是，学术界仍

专注于企业金融模式的正统方法，而行业却必须越

来越多地发挥生态系统建设和持续作用。

这些机构的人员年龄从 30岁到 70岁不等。显

然，学生们接触的是新旧两种见解和经验。在我看

来，会计行业必须建立与大学的桥梁，开始改变会

计、金融和商业研究大学生的思维方式。

双刃剑
SBP是巴基斯坦银行业唯一的监管机构，它在

公司治理问题上通常被认为多少有些像杂耍。在维

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审慎的规定，中央

银行也严格控制银行的治理。因此，银行面临监管

双刃剑，一方是凭借对企业和上市进行委托管理的

SECP，而另一方是更关心金融稳定和保护公众货币

问题的 SBP。

大体上来说，SBP很好地管理了风险。采取了可

以说既柔和又刚硬的方法，通过指定商业银行和其

他银行必须的资本和股本基数以及采取更彻底的银

行行为方法，保证了资本充足。

SBP进行了大量的银行审计，尤其在治理层面。

深入董事会和委员会会议记录，通常征收罚金作为

保持管理层警觉的方法。同时，在任命之前撤销所有

董事和高管职务，确认他们适合担任即将任命的职

务。在企业治理环节的审慎监管与 SECP的规则并无

不同，只是增加了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提炼过程。

总之，作为巴基斯坦企业未来的积极利益相关

者，我对行业在实施更好治理的同时，将其雄心壮志

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能力感到乐观。

主要国际债券投资者之一的 IFC是 PICG制度化的

重要支柱，并为董事会培训和发展提供了框架。

当前数据显示，在 KSE上市的 100家公司中的

92.5%都为他们的董事会成员组织了公司治理定位

和培训项目。这与早期的 PICG印象对比相当乐观。

2007年，只有 77%的公司支持董事会的发展。很显

然，在过去的 7年里，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依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真的需要提高质量数据的

采集以及更多被投入 PICG的资源。

阻止腐败
根据事后反思，在巴基斯坦，公司治理议程的

所有权依然缺乏，而审计行业正在步入“培训者”范

围。这可能对公司加强公司治理议程的逐项核实，以

及尤其是在金字塔的底部创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文化产生严重影响。相反，公司治理是上层的行

为。有个说法是“死鱼总是从头部腐烂”。因此，只要

阻止上头腐烂，其余的都会效仿。

我认为，如果没有仔细考察那些代表了机构

股份所有者的董事会成员的行为，我们就不能结

束有关董事会行为的讨论。（我故意使用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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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公众视线
尽管对更具社会可持续性的银行业的需求明显存在，伊斯兰金融专家呼吁采取稳
健缓慢的方式发展这一行业。

虽
然伊斯兰金融备受关注，但其发展

仍然障碍重重。该行业的全球估值

为两万亿美元，并在过去十年迅猛

增长，然而，这一细分行业规模尚未

达到能让其上一个台阶的程度，从而更有效地挑战

传统金融。

伊斯兰金融是遵守道德的金融。这一行业试图

通过避免债务、利息和投机来运用反对传统金融阴

暗面的大众情绪，这一情绪自全球金融危机起全面

爆发。

英国伊斯兰金融委员会执行董事会成员 Omar 

Shaikh说：“遵守道德的金融与伊斯兰金融相融合的

表述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对金融危机发生背景和持

续发生的银行业丑闻的惋惜之情。可惜的是这并不

是一时现象，因为不当销售、操控利率和其他丑闻不

断发生，不过银行业框架中并没有切实的系统性转

变。在这一情绪和持续的审慎措施存在的情况下，社

会仍然在承受银行业危机的后果，人们迫切希望看

到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金融业。”

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伊斯兰金融作为另一种

金融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其金融工具被视为更适合

为资金紧张、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

设施项目融资，同时其更具道德的原则也快速在传

统金融中占领一席之地。

的确，G20集团主席国土耳其五月份在伊斯坦

布尔与世界银行全球伊斯兰金融发展中心一道举办

会议讨论伊斯兰金融如何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伊斯

兰发展银行和中国也在同样探索如何在新成立的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用伊斯兰金融。

机会来得太早
然而，使伊斯兰金融的优势资本化的工具和机

制还没有到位。Shaikh说：“目前的环境确实是伊斯

兰金融的一个机会，但也许这个机会来的太早了。”

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为培养这一行业的人才成立

的大学 — 伊斯兰金融国际教育中心（INCEIF）— 

正在积极研究伊斯兰金融领域的课题。

目标是当时机更成熟的时候有基本的框架可用。

在吉隆坡的 INCEIF金融教授 Obiyathulla Ismath 

Bacha说：“我们有一个伊斯兰金融应该是什么样的

雏形。下一个问题是将其运用于实践，这还没开始，

因为商业化还没开展。让这些观念渗入金融领域需

要时间，因为人们往往不愿意为新东西冒险投资。”

马来西亚由于愿意创新而发展成为全球伊斯兰

金融中心。Bacha说：“马来西亚的态度是‘让我们

尝试一下，同时保持伊斯兰教法的精神，尽管未必照

搬教义。’这一模式运作得不错，所以我们成为了开

拓者。”

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

服务法案》，该法案于 2013年实行，为伊斯兰金融

业提供更强健的法律基础。法案为各类伊斯兰金融

产品和服务合同提供了全面的监管框架。Bacha说

法案去年生效，希望改变伊斯兰金融的操作方法。该

法案可能成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业的参考标准。

更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合规要求
Bacha补充道：“这一过程中肯定会有需要失误

需要纠正，但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十多年后伊斯

兰金融的地盘会完全不一样。发展到现在为止的是

似是而非的传统金融招到许多批评，很容易理解为

什么。”

伊斯兰金融机构因为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和

缺乏透明度而招致批评。这些缺陷是由于这一行业

相对年轻，在 70年代才开始发展。作为一个新行

业，要吸引储户，不能与传统金融差异太大，因为会

涉及金融风险。然而，随着行业的成熟，行业已经

开始离开最小阻力路径，并朝更遵守伊斯兰教法的

方向发展。

这一多样化也导致了全球标准的缺乏。任何一

个去过一场伊斯兰金融会议的人都会承认，大家普

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也往往是重要讲话的主题。

但是，根据 EY提供的数据，随着这一行业在

2009年到 2013年间增长了 17.6%并预计到 2018

年平均每年增长 19.7%，不是所有旁观者都认为正

式的规范化对保证增长是必须的。他们认为重点应

该放在让这一行业真正遵守伊斯兰教法，同时允许

各地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存在。

位于伦敦的 KPMG 金融服务业主任 Samer 

Hijazi FCCA说：“对于标准化的讨论太多了，我不

是百分之百确定这是个大问题。波斯湾地区的（伊斯

兰金融中心）、英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出

现很大问题。我希望看到的是围绕治理和合规框架

创新地点：马来西亚

国家银行已经创办了

一所大学来研究伊斯

兰金融的新思想，并

为阻碍行业发展的

结构性问题寻找解决

方案。

的标准化，以及背后有什么样的合规和监管，这样投

资者才会有信心，认为他们在与真正的伊斯兰金融

机构打交道。”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Shaikh认为这一方式有助于使所有的伊斯兰

金融结构和模式一致化。英国发行的伊斯兰主权债

券（sukuk）是一个例子，这在 2007年就宣布但直

到 2013年必要的架构到位后和监管框架调整后才

开始发行。另一个例子是高盛集团于 2012年宣布的

首批 5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其结构起初备受争议，

债券在两年内问题解决后才发行。这些债券最终发

行时，都获得了超额认购，说明利息在于长期的结构

性回报。

阿联酋律所 Trowers & Hamlins金融部主任 

Elias Moubarak说：“渗透一个不鼓励这种产品的市

场是艰难的销售。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金融需要在

政策层面得到支持，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

们看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反应，我们应当看到鼓励具

有社会可持续性投资的政策机制的发展。”

这一过程正在进行。阿曼引入了一个新的伊斯

兰银行业监管框架，并在 2012年修改法律使之能与

传统金融业公平竞争。波斯湾国家去年发行了一种

伊斯兰主权债券。

Hijazi认为缓慢而稳健的方式是最好的。随着更

广泛的伊斯兰金融的机会越来越多，对更具社会可

持续性的金融业的需求日渐明显，他认为伊斯兰金

融业应当在推出新工具和服务之前进一步整合和巩

固基础。他说：“我不想在未来一年内就开始创新，

而是先把内部收拾干净，然后自然开始创新。”

Paul Cochrane，驻贝鲁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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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减碳
去年年末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Paris Cop 
21）上达成的历史性协定对气候变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要杀死化石燃料这条
恶龙仍有很多未竟之事。

就
像河流改变了河道一样，在 2015年

12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了气

候变化共识之后，许多活动家认为世

界经济一个世纪以来对化石能源的依

赖正在减退。一些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在 2014年达成

的气候协议是一个关键的杠杆，其他人则认为是让各

国设立自己的气候指标底线的决定起了作用。不管

怎样，总算是有了一些信心，人们现在有机会停止全

球变暖。

“我们的分析显示，我们当前正处于一个低碳科

技转型期。”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智囊团

的首席执行官及投资积极主义者 Anthony Hobley

说到。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太阳能、风能、能源效率

等其他科技已经显著成熟，并且价格大幅下降，由此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看到了他们能够通过科技改善气

候变化。”

2015年碳行业专家彭博社新能源财经公司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一项研究引

起了人们对新能源的能效的关注。研究发现在英国

和德国，一旦考虑到碳成本，风能和太阳能在产能方

面比天然气和煤炭更具十足的成本竞争力。在英国，

2015年下半年的岸上风能的平均成本为 85美元 /

兆瓦时，而联合循环天然气和燃煤发电的成本均为

115美元。在德国，岸上风能的成本是 80美元，天然

气和煤炭分别是 118美元和 106美元。从整个欧洲

来看，停用的化石燃料厂比建立的化石燃料厂更多。

随着可再生能源生产产业开始形成规模经济，它

们也吸引来了合作伙伴。美国、欧洲和世界贸易组织

中的其他 14个国家正在协商一项新的环保产品协

议，旨在放开并扩大包括风力涡轮发电机和太阳能热

水器等环保产品的贸易与服务。据估计环保产品的

年度总贸易额已经接近 1万亿美元，这项协定的目标

便是削减环保产品的关税。

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

的 120多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太阳能联盟。

在巴黎气候峰会上，印度承诺到 2030年其 40%

的电力将通过可再生能源产生。印度计划到 2022年

实现 1000万千瓦峰值的太阳能发电量，并提出了全

球公私合营的概念来推动太阳能的发展。

巴黎峰会上达成的雄心勃勃的气候协定目标可

定局已成：COP21主

席 Laurent Fabius宣

布 12月巴黎气候大会

会谈取得成功。

生态积极主义活动：

一些活动家打扮成天

使和北极熊的样子，

以示对巴黎气候协定

的支持。

能会对金融界产生双重影响。首先，它将改变一长串

资金流的走向。

在气候协定签署之后，管理着 13万亿欧元资产

的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集团（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表示：“在全球投资

者群体中，正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且不可逆转的势

头，他们将采取行动遏制套牢资产风险并应对气候

变化。”该集团提到投资者正在或承诺从化石燃料产

业撤资，其中包括法国安盛（Axa）保险集团、挪威

国家养老基金、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英国医学学会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金融的影响力
其次，本次气候协定将使金融组织更深入地参

与到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某些时候，比起那些

正在经受政治冲突的政府部门，金融部门能够以更

快的速度采取行动。Hobley说到：“我认为在此之

前，金融市场在这场气候辩论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

了。很多压力都集中在企业身上，但是大家都忘记了

企业是由股东所有，一旦股东和金融市场参与其中，

企业的董事就会严肃对待气候问题。”

PwC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作伙伴 Celine 

Herweijer指出：“明确提出企业和私人部门在这一

协定中的作用给了企业、董事会和决策者设计和实

施低碳经济方案的许可，并将之作为企业战略的一

部分，充分了解其为各自企业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政府不能单打独斗，它必须与企业共同制定国

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在气候变化上采取合理的、经济

的和渐进性的行动。”

在已经举办的 21届气候峰会中，巴黎峰会被认

为是第一个吸引了中央银行行长到场的峰会，即英

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鉴于以前参与气候峰会

的主要都是非政府组织、公务人员和外交官，巴黎吸

引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资产管理者、金融机

构、会计师和 CEO。

然而尽管有中美协定，各国拖沓的步伐产生的

刮擦之声还是处处可闻。COP21峰会上达成的协议

是由各国的气候部长商定的，最后也必须回到各国

政府和部门手中，然而有许多国家部门仍然有大笔

的化石燃料补贴支出。这就产生了矛盾。Hobley解

释道：“一系列研究表明，化石燃料补贴远远高于

清洁能源的补贴。在美国蒙大拿 /怀俄明州的波德

河盆地（Power River Basin），矿井在指定为煤矿开

采用地的政府土地上运营，因此只需要一小部分成

本便可以获得许可和土地使用权，使得煤的价格便

宜许多。”

该组织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加利利盆地（Galilee）

的研究也发现，如果不是因为有补贴，这里的煤矿业

根本无法存活。由于国际贸易规定允许补贴的存在，

所以在短时期内它们可能不会被关停。

许多国家仍然在碳定价上踌躇不前。在 2015

年 12月的全球碳定价研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简称“经合组织”）展示了政策中的巨大漏

洞。该组织估算了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再加上阿根

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南非

国家的有效碳率（ECR）。ECR的组成包括碳税、由

碳排放交易体系得来的碳定价，以及诸如为汽油泵

等缴纳的货物税。调查发现，在所研究的 41个国家

中，60%的能源使用碳排放都不符合任何 ECR标准。

“对我来说，60%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概率，”经合组织

税收与环境主管 Kurt Van Dender说到，“此外，这

些碳排放中有 10%的排放物成交价低至每吨 5欧元，

90%的排放物的定价低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气候成本

的最低价，也就是每吨 30欧元。”

尽管高昂的碳价格可能是经济活动去碳化最快

捷的办法，但是许多国家政府却避开了碳税，以

62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63

财会前沿    全球经济    气候协定 气候协定    全球经济    财会前沿



* 在本世纪后五十年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

值，在温室气体源与汇之间实现平衡。

* 将全球温度上升的幅度保持在“远低于”2℃ 

（3.6℉）的水平，尽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

1.5℃。

* 每五年对取得的进展进行一次评审。

* 到 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 1000亿美

元的气候资金，并承诺在此后进一步加大资金

支持。

来源：BBC

COP21会议一览游行：在气候大会的最

后一天，数千名参与

者在巴黎游行，以求

昭彰国际气候正义。

碳市场取而代之。对工业来说，这些碳市场更加有利

可图，因此也会被操纵。但经合组织的调查却反映了

碳税抬头的趋势：“瑞典和挪威最先采取行动，加拿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在 2011年引入了碳税。肯定

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引进碳税。虽然这一进程缓慢，但

仍然是一种微弱的价格信号。”一般来说，传统的燃

料货物税可以产生更高的收益。许多规模巨大的经

合组织国家所设定的能源税标准非常低。

2014年，墨西哥引入了碳税。“碳税并不是很

高，”Van Dender说到，“他们在总量控制和交易与

碳税之间徘徊，最终选择了碳税，因为碳税更容易管

理，而要想让碳交易运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他们

对除天然气以外的所有上游排放源头征税。”其他政

府也采取了同样大胆的措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碳

税的一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它对所有产业征税，课

税基础非常广泛。这可能是理论上最接近碳税的理

想状态的做法。” 

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碳定价是制定成本有效

性环境政策的基石。“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所有的碳

都应该以碳的社会成本定价。我们的低端参考价格

为 30欧元。虽然这种理想状态不能马上实现，但是

我们的 ECR研究显示，如果能源使用大国的碳价格

不再是零或者很低，那么就能够取得很大进展。”Van 

Dender说到。

最近的一些动向表明，经济去碳化的大门至少

已经打开了。但一些金融专家认为在未来数十年内，

全球碳市场预计不能全面运作起来。如果希望实现

巴黎气候目标，征税应该是一个实际的选择。另一个

选择即碳追踪计划所涉及的商业角度，使投资者远

离一些表现糟糕的煤和油商品。

煤炭的终极衰退
Hobley说到：“从现状来看，开设一个新煤矿

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煤矿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

政府是否为它们提供价格补贴支持。而且有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煤炭产业并不是在经历周期性的下滑，

而是结构性的衰退。”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

煤炭生产商，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也是另外一大影

响煤炭行业的因素。

随着国际贸易增加，环保企业的影响力可能会

越来越大，科技和项目开发者将得以更好地施展自

己的能力，要求获得公平的待遇。与此同时，随着巴

黎协议尘埃落定，相互冲突的产业政策之间的不兼

容性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的透明度很高。每

个人都会看到其他人在做什么，所以想要掩盖什么

是非常困难的。”Hobley说到。

没错，国际气候协定是好事，但化石燃料的恶龙

依然没有被斩尽杀绝。

Elisabeth Jeffries，记者

说说我们这代人
Z世代似乎代表着一个与我们其他人分割的世界，但是他们却是明日的员工、顾
客以及影响者。你将会如何与他们交流呢？

在
经历了近期的经济下滑之后，企业开

始考虑迎来一个消费活动复苏时期，

并从长远开始规划。他们也在思考这

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将会

产生哪些需求。再过十年后，愤世嫉俗的 X世代将稳

步进入中年期，积极乐观的 Y世代也即将步入 30岁

（见方框）。Z世代则进入 20岁，并且以社会影响者、

员工、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身份全面活跃起来。

Z世代生于 911事件之后，这一代人在全球的人

数超过 20亿，平均预期寿命为 98岁。“永远在线”

的 Z世代拥有表达的自由，享受着空前的信息获取能

力，完全不受那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婴儿潮一代，X世

代和 Y世代所接受的规则和秩序的约束。

每一代人都想修补前一代人的瑕疵。在一套普遍

的育儿经的塑造下，他们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这套

育儿经就像一套过滤器，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与我们

世代循环

婴儿潮一代

生于 1944-1963年

X世代

生于 1964-1980年

Y世代

生于 1981-2002年

Z世代

生于 2003年之后

同在。这些将渗透到下一代人身上，形成一套普遍但

相对的思维方式。在 1977年出版的，具有深远影响

的《第四次意识转化运动》（The Fourth Turning）一

书中，哈佛大学教授William Strauss和 Neil Howe

提出了他们关于四代模型循环的理论，即“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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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 Parry是创意

机构 Happen的咨

询师。

www.happen.com

代沟：先前几代人所

使用的科技（见上图）

在 Z世代看起来非常

原始。Z世代是第一

代真正 24小时 /7天

在线的一代人（见右

下图）。

家”、“流浪者”、“英雄”和“艺术家”，该理论形成了

一个长期认同的社会行为模式。他们发现每一代人

在他们的一生中都要经历四次思维方式转变，这些模

式在过去四百多年中不断循环重复。

通过推进这种模型，我们能够更好地预测 Z世代

的核心特征，并且开始思考如何适应这一未来新兴消

费者和员工群体的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

抛开我们这一代人的过滤器来审视他们，并且问你自

己“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他们会期望从我的企业、

产品或者服务体验中获得什么？”那些能够从更广泛

的角度来解读下一代的人似乎更能产生经得起未来

检验的想法和策略，而且能够在挑战变成困难之前就

能及时预测挑战。

Z世代所成长的时代充满了迅速决断的变革。后

911时期见证了传统的西方超级大国受到崛起的东

方的巨人的挑战，见证了华尔街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

的高街危机，见证了中东势力土崩瓦解，宗教间的紧

张局势以及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滋生。随

着数字技术王国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一社会动荡也被

放大了。对于 Z世代来说，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前所未

有的碎片化，却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互联化。

在全球和社会层面，正在涌现出一些主要的宏观

趋势，这些趋势对于 Z世代的思维方式、行为以及个

人期望的塑造极为关键。以下是其中三种趋势：

1、无处不在的数据
因特网是一个巨大的数据世界，但是想想这一

事实吧：在过去两年中，90%的信息都是通过因特

网产生。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所有的人类

活动都被前所未有地记录和存储下来。能够分析这

些数据更是包含着巨额的回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最近估算，通过优化临

床试验和医疗保险交易以及“智慧”跑鞋等各种数据

的分析，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每年可以节省 3000亿

美元。但是如何处理这些大规模的数据对于人们和

类似的组织机构来说又是一个问题。面对着数据的

洪水，Z世代将急需相关工具对数据进行过滤，只有

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数据。

2、数字原住民
Z世代是第一代真正具有 24小时 /7天在线互联

能力的人。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无限Wifi传输

的科技见证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迅速崛起以及它在年

轻人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到 2020年，Z世代将能够

通过手表、牙刷和汽车等一系列设备直接获取绩效信

息，他们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将自动化、可控化，通

过触碰按钮就可以对其进行追踪。从隐私的角度来

说，这种完全的开放性可能会令有些人不寒而栗，但

Z世代是数字原住民，他们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担忧。

3、我们 Vs他们
Z世代是在一个日趋分裂化、全球化和本地化的

世界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同的族群纷纷内向化，并将

自身置于与“其他人”对立的位置。这些可以通过民

族主义和宗教主义在全球的崛起窥见一斑。随着社

会不平等状况的日趋发展，甚至超过了维多利亚时代

的差异程度，这种对立则体现在了社会顶层与底层

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上。从 1993年到 2012年，美

国前 1%的收益者的收入增长了 86%，其余的 99%

的人收入增长了 7.3%。从直觉的对立面来看，这可

能意味着随着 Z世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建立

全球互联性，他们将会明确地希望找到“像我一样”

的人。

虽然 Z世代成长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

难的时世中，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面对前面几代人

的错误，他们选择携手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他

们是第一代以数字技术为根本生活方式的人，数字于

他们并不仅仅是交流和娱乐的介质。科技的发展使得

Z世代能够以一种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接触生产和创

意工具。一个公司可能就是一个人和他们的电脑；内

容可以经过策划；个性化已经不再是针对特定客户来

设计物品，而是由客户针对自身创造的内容。

因此，什么是 Z世代的新兴特征呢？根据我们所

了解的世代行为模式，随着 Z世代的成年，这又对他

们意味着什么呢？

过度保护
在丹麦，Z世代已经被冠上了“冰壶一代”的头

衔。这一叫法十分贴切，因为他们的父母正在煞费苦

心地清除他们前面道路上的冰碴，从而帮助自己的

后代不费吹灰之力滑向未来。通过创意机构 Happen

的调查，我们看到许多父母向孩子保证他们是“特

别”的。正是由于这些过度保护的父母的焦虑，Z世

代大多生活在泡沫之中，没有勇气将脚趾浸入危险的

海洋之中，也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因为从来没

有面对过风险或者从来不允许失败，他们不太愿意尝

试没有成功保证的事物。这就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

现实情况时脆弱无力，缺乏完善的应对机制和自主思

考的能力。

众所周知，Z世代是年轻的守旧者，他们有着适

度的实用主义思维。Y世代被定义为以完全透明（甚

至轻率）的方式接受社交网络，Z世代却能够更加明

智地分享信息，并且在每次搜索答案的时候习惯于对

大量的数据进行过滤和评估。

作为成年人，他们可能不愿意花时间去寻找信

息，因为他们已经深深地习惯了数据的即时传输。但

是尽管他们培养出了高超的信息处理和使用技术，他

们对事实知识的了解程度却可能是幼稚的。

当问到“Z世代比你们那代人更具哪些特征”时，

全球 59%的受访者提到了“世界性”。Z世代在 16

岁的时候已经平均到访过 11个国家，而且从小开始，

他们就有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他们在文化上非常

包容，拥有大量的混和文化朋友群，并且在他们成长

的过程中就已经通过数字技术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沟通交流。他们习惯于接触广阔的世界，这意味着在

寻找某些产品和服务时他们会从全球着眼。他们的

多语能力也会进一步打破地理界限。

Z世代被赋予了与他人互联的能力，他们也将成

为第一代终生活跃在网络上的人（从他们的父母上

传到网上的婴儿照片到他们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个人

图片）。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表示即使在同一间房子

里，他们也会和家人通过数字平台交流。对于 Z代孩

子来说，社交媒体不仅是交流的基本方式，也是信息

的主要来源（据称 90%的网络购物都是受到了社交

媒体的影响；几乎 50%的高中生表示社交关系网络

对大学和课程的选择具有高度影响力）。

无处不在的社交网络及其对 Z世代生活的多方

面影响意味着如果任何企业想要笼络这些数字原住

民，就必须制定强硬的策略。Z世代是“我们”代人，

团队工作的技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之中。他们

的社群主义倾向一部分是在反抗成长庇护的过程中

发展起来的；当他们脱离了父母的控制，就会倾向同

龄人的方向。这一代具有社区意识的孩子将会享受

协作的工作环境，而且预计在未来出于利他原因而承

担某项工作将越来越成为常态。

拿掉你的过滤器
如果你读了这篇文章而且年过 33岁的话，你很

有可能会发现要探究 Z世代对一系列生活因素的态

度简直太困难了，诸如“为什么要上大学？”“我和任

何人分享任何东西”“我为什么需要一份事业？”

但是当你拿掉你的过滤器，就会认识到这些态度

正是构成成功战略的基础，从而拉拢和影响这些正在

进入公众意识的新新人类。

作为雇主，制造商或服务供应商，你可以利用世

代循环理论来预测人们的需求，找准制胜商机，从而

使你的企业在未来仍能经得起考验。

66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67

 财会前沿    全球经济    人口统计 人口统计    全球经济    财会前沿



良好的企业行为
企业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影响着儿童权利，因此，企业活动对儿童影响的报告
至关重要。

ACCA的《儿童权利报告》提出，企业影响儿童权利报告需涵盖以下五大

关键点。

背景与风险
和拥有较长供应链的企业一样，一些行业和地区具有侵害儿童权利的极

高风险。在开展更详尽的儿童权利影响评估之前，企业应当先进行一场高级别

审查。

报告结果应向包括儿童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汇报。

政策与治理
在对背景和风险进行评估之后，企业还应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和针对潜在

影响的行动计划。政策应参考有关人权和儿童权利的国际公认的宣言和原则。

有关政策实施的治理机制和责任则应当经过内外部协商共同制定，并做好内外

部宣传。

整合与行动
必须将政策融入企业战略和活动中，并设立目标和关键绩效指标，根据目

标对进展进行追踪。

监督与审查
应当将监督儿童权利保护纳入现有的审计活动并开展定期审查。通过监督

与审查获取的信息大部分可用于报告披露企业开展的保护儿童权利计划。

补救措施
对于发现的任何虐待儿童行为，企业必须保持公开透明。

企业必须制定和实施补救计划，并向利益相关者公开汇报。同时还应及时

更新相关系统和过程，减小未来风险。

正确理解

“许多企业的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儿童和
儿童权利产生影响，它们必须就此展开调查。”

阅读 ACCA《儿童权利报告》

（Reporting on children’s rights），

请访问：http://bit.ly/1UONWk2

社
会越来越认识到企业肩负的责任，不

论是依法纳税、合理支付工资或是关

注环保。而与此背道而驰的企业则会

备受媒体舆论谴责，并遭到消费者的

抵制和年度股东大会的严峻挑战。稍有不慎便会令

组织声誉受损，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于是，关于如

何评估并减小这些风险的报告就变得越发重要。

如果企业行为对儿童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企

业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因此，这一点应被视为企业的

首要任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英国办事处公共事务主管

Leah Kreitzman表示：“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没

有什么比儿童权利更重要。

儿童是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 — 他们既是消

费者、员工的家人、年轻劳动者，也是未来的员工和

企业领导。儿童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和成年人不同，

他们也极易遭受暴力、剥削和虐待。因此，企业必

须给予儿童特殊的关注，管理其行为对儿童形成的

潜在影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响应这一号召，私有企

业对儿童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

发展空间 
ACCA最近发布的《儿童权利报告》（Reporting 

on children’s rights）表明，该领域的企业报告至关

重要，并且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

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顾问兼研究员、ACCA全球可

持续发展论坛副主席 Adrian Henriques指出：“尽

管部分企业对儿童权利相关的问题做出了报告，报

告的程度却极为有限。许多企业的活动会对儿童和

儿童权利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更多的企业

还应当在此领域开展调查。”

Henriques表示，儿童玩具制造商和有着较

长供应链、可通过供应商干涉童工劳动的企业显

然都应参与其中，但金融服务业也会对儿童权利

产生影响。

例如通过付款机制购买并观看的恋童癖网站。

事实上，没有一个行业能免责，因为企业行为在许多

方面都影响着儿童权利。

“儿童往往更易受到健康威胁，因此，企业的环

境影响是一大问题，”Henriques说道，“儿童也有家

庭生活的权利，如果父母有一方成天都忙于工作，这

又对孩子的家庭生活意味着什么？”

作为此份 ACCA报告的编写者，Henriques将

企业报告视为保护儿童权利过程中的一部分，而保

护儿童权利调查过程必须从健全的尽职调查开始。

他指出：“首先，企业必须明确风险，它们的所作所

为都会对此产生影响。这非常具有挑战性。企业必须

经过一定的思考和知识积累，认识到自身可能遭遇

的后果。因此，报告就变得至关重要，它可以确保企

业采取的行动是以保护儿童为目的的。”

面向儿童的报告
Henriques还强调，让儿童参与到保护儿童权利

的过程中（例如：在评估企业对儿童的影响时，适当

寻求儿童的建议），这点十分重要。他指出：“在报告

阶段，企业在编写时应当考虑到儿童的感受。这很少

见。报告的对象不应是通常的受众，即意见领袖，而

是他们所谈论的利益相关者，即儿童。”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致力于儿童权利

影响报告。例如，旅游公司 Kuoni就将人权（包括儿

童保护）列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之一，并将在此

领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该公司让儿童参与了他

们在印度的影响评估，并就一系列行动达成了一致，

包括持续参与旅游业内的打击儿童性剥削行为。

全球家具企业宜家也落实了相关政策，防止高

风险地区的雇佣童工行为，包括与供应商通力协作，

在发现童工时积极采取补救行动。英国园景建筑供

应商及全球运营商Marshalls则将儿童权利融入公司

的核心商业实践中：宣传有关儿童权利的政策声明，

定期实施影响评估，发布进展报告。

ACCA商业洞察事务主管蔡鹏鹏（Faye Chua）

认为，企业的公开报告是保护儿童权利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

酷热与灰尘：一群童

工在孟加拉国达卡的

一家砖厂劳作。

她表示：“企业报告已受到广泛应用，以增加企

业在环境影响等其他领域的透明性。这类报告可以

帮助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了解各个企业面临

的风险。将这种公开透明运用于分析企业对儿童权

利影响的风险，也是同样重要的。

企业能从多个方面影响儿童。一些企业已经开

始评估风险、制定减小风险的政策和程序，并编写相

关报告。但这只是开始，参与此报告的企业数量还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报告的质量也尚待完善。”

Sarah Perrin，记者

68    第十二期   第十二期    69

财会前沿    全球经济    儿童权利 儿童权利    全球经济    财会前沿



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对于幸福的衡量标准正变得日益复杂，令政府决策者不再单纯依赖 GDP目标。

阅读经合组织报告《你过得如何？ 2015：

衡量幸福》（How’s Life? 2015: Measuring 

well-being） 请访问：bit.ly/1OfFtjE 

阅读报告《墨西哥各州幸福状况衡量》

（Measuring Well-being in Mexican States），

请访问：bit.ly/1ZpPgMx

各
国政府更多利用规划细致的福祉措

施影响政策，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单

纯依靠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智库之一，一直都在主导

这项整体统计工作，负责建立衡量指标并整合数据。

经合组织早前发布的详细报告《你过得如何？ 2015：

衡 量 幸 福》（How’s Life? 2015: Measuring well-

being）评估了经合组织 34个成员国国民的幸福程

度。报告显示，这些国家在实现经济的普遍富裕的同

时，在国民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合组织制定了 11个衡量幸福的标准。其中包

括：生活质量问题，例如健康状况；工作 -生活平衡；

墨西哥国家教师联合

会的一名会员戴着面

具，参加墨西哥城的

抗议游行。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

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抗议游行正一浪高过

一浪。

教育和技能；社会关系；公民参与和治理；环境质量；

个人安全和主观幸福感；另外还有物质指标，包括收

入和财富；工作和收入；住房等。

其中一些衡量指标是意料之中的。收入方面，经

合组织衡量的是家庭净收入和以美元计的财富，按购

买力平价调整，并考虑经合组织国家的生活成本。住

房方面，经合组织衡量人均占有的起居、饭厅和卧室

大小；另外还看购买力，也就是用于住房和房屋修缮

方面的收入比例；以及基本卫生条件。

不过在社会关系等问题上，经合组织在选择指

标时主观性更强：计算在遭到麻烦时有亲友可依靠的

人所占的比例。对于主观幸福感，也就是最软性的指

标，经合组织则利用“坎特里尔阶梯”进行计算，让

受访者用 0-12来给“你是否拥有最好或最坏的生活”

打分。

将如此分散的指标集中编成一组具有可比性的

通用指数很难。但经合组织推出了一个交互网站。使

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给每个问题打分。“更美好

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

供了了解国民幸福感的一些信息，以及如何进一步提

高国民的幸福感。

这些指标相当详细：报告称，处于 GDP财富排

名中间位置的一些国家（例如英国、法国、日本和韩

国）“在重点指标上的表现十分复杂”。这类国家共

有 11个。其中只有 6个国家的期望寿命超过平均值；

仅 5个国家的投票人数和人均住房得分较高；此外还

有一些负面因素，例如死于袭击的人数、长期失业人

数都较高。

模式转变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些新量化指标的可操作性。

2015年 10月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的“经合组

织世界统计、知识与政策论坛”就这一问题进行了

讨论，并发布了这份报告。以色列环保部部长 Yuval 

Laster谈到了如何将幸福统计学全面纳入中央政府

的政策制定。他解释说，以色列打开了新局面，“为

政府提供了一份全面的统计报告，通过数据和信息

来协助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政策规划。”这些数据中包

括价值判断，有助于政府人士根据统计学证据作出

决策。

Laster解释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是原

始数据。以色列银行和国家经济理事会再负责对数

据进行解读。Laster说：“他们会告诉决策者某种趋

势是好是坏。”虽然听起来像是常识，但他建议其他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幸福统计学长期获得政治支

持的官员推动政府接纳这种变化：“这是模式上的转

变，”他告诉代表：“从经济学是进步唯一衡量指标

这个角度⋯⋯转变为更加综合的模式。”

为了让幸福统计学真正发挥影响，所有部门都

需要予以支持。以色列方面，政府要求各部门选择和

自身决策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量化指标。然后，再根

据这些指标定期报告政策成果。 

当各部门分析结果都出来之后，就能将其汇总

到一起，帮助政府制定整体目标，同时也能比对幸福

指标评估相关政策的成效。

与会代表还听取了芬兰总理办公室官员 Ulla 

Rosenström的报告。他介绍了芬兰政府如何利用幸

福指标评估重要政策的实施情况。评估结果用交通

信号灯表示。一旦红灯亮起，官员则必须给出解释。

泛美开发银行前任行长 Enrique V Iglesias在主

旨发言中强调，各国政府在使用幸福指标衡量的过

程中遇到了内容过于复杂的问题。他说：“经合组织

和其他开发组织只需要根据物质条件、生活质量和

可持续发展来评估增长就可以了。”

但是他也承认，在这些课题中也存在一些难以

衡量的问题。例如，生活质量受制于一个人对全球不

平等问题的认识程度。这一问题日益严峻，在各地不

断引发示威游行。“这是一个变量，影响着对政治议

程的讨论。”他告诉与会代表，“关键在于量，必须引

起我们的警觉。”在这方面，计算机化基金管理下庞

大且快速的资本流动尤为引人注意，因为这种流动

“不受当面监管，而是由计算机控制”。

本地措施
无论是报告还是大会，传递的一个关键信息都

是幸福指标需要更加贴近本地。而区域或国家 GDP

数字则可能掩盖很多变量。会议发布了一份报告《墨

西哥各州幸福状况衡量》（Measuring Wellbeing in 

Mexican States）。报告指出，墨西哥的整体经济增

长过去 10年以来一直强劲（国民总收入从 2005年

人均 7,720美元增加到 2014年的 9,860美元），但

各地差异显著。

根据经合组织的多维度贫困指标，76%的生活

在南部恰帕斯州农村地区的人口，在 2014年生活在

贫困中。相对而言，只有 20%的生活在紧邻美国德

克萨斯州南部的新莱昂州生活在贫困中。

经合组织的统计学家评估贫困的依据包括收入、

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住房、健康、服务的获取、教

育、公民参与和治理、环境、安全、工作 -生活平衡、

社会关系以及整体生活满意程度等。就算 GDP保

持稳定，其中很多指标仍然差异巨大。例如，成年

人肥胖率从坎佩切州和塔巴斯科州的 43%到墨西

哥城的 34%不等，尽管这些地区相对来说仍是比较

富裕的。

另外在 2000年到 2013年间，金塔纳罗奥州和

克雷塔罗州的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一半以上；而南下

加利福尼亚州和坎佩切州的死亡率却上升了。上述

这几个州都是墨西哥比较富裕的州。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

在大会上说：“制定政策保障所有人有更高质量的生

活，需要精确的信息，反映生活的本来情况。不仅是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还包括地方和邻近学校、医院等

地方的情况。”

Keith Nuthall，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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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整肃
南非公司 Sizwe Ntsaluba Gobodo副总监 Bukkie Adewuyi FCCA表示，对公共
部门的管理需要赏罚分明。 

Bukkie Adewuyi在税务课上成绩突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尼日利亚

Obafemi Awolowo大学，并取得会计学学士学位。2003年起，Adewuyi在拉各

斯的 PwC事务所担任税务合规与咨询服务顾问。2006年起她陆续担任多个职

位，从南非 PwC的内部审计高级顾问到主管。2008年起，她先后担任 Indyebo 

Consulting公司助理经理、经理。2009年，她陆续担任南非 DTT经理、高级经

理。2014年，她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 Sizwe Ntsaluba Gobodo公司副总监。

她还拥有内部审计专业资格。“拥有 CIA（认证内部审计师）专业资格是一项优

势。”她说，“这能够增进我的认识，这与公司战略是一致的。”

Bukkie Adewuyi

一
系列特殊情形让来自尼日利亚的专业

会计师 Bukkie Adewuyi FCCA逐渐

爱上了目前她所从事的工作。

她的丈夫是一位医生，供职于通

加镇的政府医院。通加镇位于南非边境，毗邻斯威士

兰和莫桑比克。在她可以调任的 PwC办事处中，最

近的也有 100公里。这位年轻女性一直在拉各斯的

PwC工作，担任税务和企业咨询顾问。而当她到达

小城内尔斯普雷特（也叫姆邦贝拉）的事务所时，那

里并没有税务业务。

几个月后，她决定尝试一下内部审计：“我爱上

了这个工作。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她说，“因此我就

留下来从事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工作，一

直干到现在。这项工作非常非常好。”

Adewuyi现任南非会计师事务所 Sizwe Ntsaluba 

Gobodo副总监。当我们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事务

所总部见面时，这间虽小却装潢豪华的董事会办公

室，和她在内尔斯普雷特刚刚起步时可谓天壤之别。 

除了 ACCA专业资格和在尼日利亚 Obafemi 

Awolowo University 取 得 的 会 计 学 学 士 学 位，

Adewuyi还获得了一系列与审计鉴证有关的专业资

质，以及MBA学位。她需要这些。为绝大多数公共

部门工作的内部审计人员都需要这些资质。从南非

审计总长办公室到南非铁路局，他们的客户遍及南

非各个公共部门。

2015年 6月，南非审计总长 Kimi Makwetu发

布报告，介绍南非地方政府财务状况。报告发现，在

278个接受审计的市政府中有 264个、以及 57家市

政府机构发现总计 114亿兰特（5.662亿英镑）的非

常规支出。250家接受审计的市政府和机构存在6.87

亿兰特的无效及浪费性支出。他还发现，越来越多的

市政府将政府合约承包给市长、议员、官员及其家人

秘密持股的公司。

追讨欠款
很多市政府或者不情愿、或者无力支付审计总

长为他们所提供的审计服务。但迫于硬性要求，审计

总长不能拒绝开展审计。而 Adewuyi的工作之一就

是作为审计总长办公室的内部审计顾问，确保办公

室尽可能地追回欠款。此外，她还要帮助办公室评估

对财务和运营的掌控是否如常。她说：“我们知道，

他们确实在努力配合议会，想方设法地让那些尚未

付款的机构尽快付款。对于这些市政机构，他们也有

相关安排，鼓励他们结款。”

在该国 278个市政府和 57个机构中，分别只有

40个和 18个通过审计。部分官员不够熟练并且欠

缺技能和专业知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其中很

多官员甚至表示出对法律和财政指导方针的不重视，

无法保证遵守良好的财务管理和立法规定。Adewuyi

和 Sizwe Ntsaluba Gobodoare的同事就是要尽可能

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公司针对市政机构的财务官员展开了大量

能力培训。市政府也是这么希望的。”她说，“我们知

道财务技能是公共部门最需要具备的能力。目前它

已成为我们事务所最主要的工作。”

“如果我们想要为这个国家、为非洲做点什么，

就需要帮助公共部门做好技能培训。财务是我们能

够为推动经济做出的贡献之一。因此现在成了我们

事务所最为关注的事。”

但是，乐于提供帮助者也会不时遭遇难题。“技

能是一方面，态度则是另一方面。作为政府机构的官

员，你需要心甘情愿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一点

是教不会的。”Adewuyi说到。

“在我看来，对公共部门的管理需要赏罚分明。

要有纪律，要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只有

这样大家才能打起精神、端正态度，以应有的方式确

保公共部门运转正常。”

尽管客户面临各种问题，但 Adewuyi表示在

私企和公共部门工作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南非的

公共部门机构受《公共财政管理法案》（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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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嘉奖
在由 ACCA支持举办的“Robin Cosgrove奖”颁奖典礼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发表重要讲话。ACCA公共事务经理高
丝琳（Rosalind Goates）据此报道。

欲索取获奖文章，

请联系 rosalind.goates@accaglobal.com

了解更多关于奖项的信息，

请访问：robincosgroveprize.org

观看拉加德的颁奖讲话，

请访问：bit.ly/cosgrove-2015

高丝琳（Rosalind 

Goates），ACCA公共

事务经理

“信
贷紧缩”和银行门口焦急等待

的长队或许已经成为记忆，但

关于银行及银行人员失当行为

的报道仍然不断见诸报端，令

整个行业继续密布着阴云。金融危机的后果仍将持

续多年，而不仅仅是由此引发的关于金融机构目的

和作用、应当服务于谁、如何服务，以及危机为何会

发生的种种争论。

道德已成为一种分析的工具，开辟了一个空间

来供探讨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认识金融产品。会计师

如果想要为社会贡献更大价值，就必须介入其中。而

ACCA会员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分布，也将我们的

机构置于这场大讨论的中心。 

在由 ACCA支持举办的“Robin Cosgrove奖”

颁奖典礼上，IMF总裁拉加德就谈到了有关道德的问

题。这项全球性的比赛于去年年底在美国华盛顿举

行，旨在鼓励参赛者以崭新的视角反思金融领域的

道德问题。

双刃剑
拉加德指出：“道德水平更高的体系才是一个更

为稳定的体系。因为道德会催生信任。而更加稳定的

体系则会带来更可持续的增长。”正是因为秉承这样

的理念，我们必须将道德作为一名财会专业人士的

重要素养。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监管制度具有其自

身局限性，同时又并不希望看到所有风险都被忽视，

就必须确保金融行业不去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我

们生活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个人的集体决定所产

生的影响将波及更广大的范围，而不仅限于个人所

Finance Management Act）的制约，设立内部审计

职能部门和审计委员会。尽管如此，Adewuyi说合乎

规定很成问题，且供应链属于高风险领域之一。

“资金都是通过这个渠道支出的。很多企业都深

知这一点。”她说，“我们遇到过很多供应链管理上

不合规的情况，并报告给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有些

时候他们会启动舞弊调查。”

Adewuyi表示，一般认为内部审计会承担更多

责任。不仅存在风险，还要考虑控制和公司治理。这

项工作还包括其他内容，例如综合报告、财务信息完

整性以及“绩效信息，这对公共部门而言是大事”。

她说：“作为内部审计师，我们被视为第三道防

线。但是对审计委员会来说，我们却是他们的第一道

防线。”

“一直以来我们的重点都是合规、控制与风险。

但现在每个人都在关注绩效，财务和非财务绩效。”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我们查看数据，并判断每季

度提交的管理账目是否对组织的财务情况作出了公

正的判断。”

“眼睛和耳朵”
她说：“我们就是董事会的眼睛和耳朵，推而论

之也是审计委员会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是第一道门。

于是当每每出状况时，追问外部审计师这个时候在

什么地方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而迟早有一天大家都

会问，内部审计师在干什么？”

“随着我们目睹这一桩桩失败的案例，大家开始

认真地看待内部审计师。”她说，“大家逐渐意识到了

内部审计师的价值，意识到只要利用好内部审计师，

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从中有所收获，查漏补缺，那么在

外部审计师到来的时候就根本不会发现问题。”  

Nicki Gules，南非 City Press助理编辑 

在的小圈子：金融是国际化的、相互关联的。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ACCA 一 直 与“Robin 

Cosgrove奖”主办方合作，共同加强道德在财

务领域的重要地位；与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管理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探讨行业文化

与监管之间的关系；与欧洲委员会委员 Lord Hill推

进对金融市场道德问题的讨论。 

在 IMF举办的颁奖典礼上，拉加德谈到本组织

致力于加强职业道德管理，并表示这是 IMF的主要

工作之一。 

当前，金融行业希望把握不断进步的科技手段，

同时需要应付日益严格的监管。为此，参赛者的投

稿内容将重点放在如何通过决策鼓励恪守职业道德，

而不是如何约束市场。 

一些参与者提出了比较可行的办法，包括利用

参与式技术和有竞争力的薪酬。但是，主流观点仍是

需要在行业文化上有所转变。FCA的工作就体现了

这一点。 

一位入选者则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设计思

维”。这个概念深受技术类初创企业和苹果等灵活业

务公司的青睐。 

这种问题解决方法利用“移情”作为出发点，收

集有关终端用户的信息以及他们同产品或服务的互动

情况。 

它区别于传统问题解决方法的地方在于，其目的

是要为今后争取更好的环境，而不是要解决某个具体

问题。“设计师”从移情出发，找到一个问题的隐藏内

容，从而发现替代解决方案。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

或许就能重新定义这个问题，从而找到解决办法。 

所有投稿都以迫切的口吻、热切地希望政府能

够继续同行业一道，实现进一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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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
作为欧洲会计师联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Accountants, FEE）副执行官，
Hilde Blomme FCCA认为在联盟内部促成统一意见是这份工作的最大挑战。

Hilde Blomme出生在比利时，在鲁汶大学获得应用科学硕士学位和MBA学位。她觉得进入金融行业工

作是很“自然的结果”。她的第一份工作在摩根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之后很快于 1994年加入

了布鲁塞尔的一家中型事务所，即 Coopers & Lybrand事务所。1997年至 2001年间，她作为审计经理任职

于纽约 PwC，之后在伦敦担任高级经理，负责联合利华客户，直至 2003年。同年 9月，她加入 FEE，担任执

业监管主管，2011年 4月被任命为副执行官。

Hilde Blomme FCCA

“我
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FEE副

执行官 Hilde Blomme FCCA表

示。鉴于欧盟内部冰河世纪般

缓慢的效率，她的话听起来似

乎令人不可置信。Blomme说，欧洲议会的最长审批

时间是 29年（为了统一专利的项目），而最短也需要

18个月。2003年她加入 FEE担任执业监管主管的

时候，接手了审计改革项目。“当时这个项目是我的

优先任务之一。”结果过了 10多年，这个项目依然没

有显著进展，Blomme说。

“你必须相信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虽然没有

大的突破，但还是有陆续的进展。”她解释道。

“就拿在欧盟地区推行国际审计准则来说，FEE

在 90年代中期就曾经发表对其倡议文件，然而 20

年过去了，我们离当初的目标还差得远，法国和德国

至今都还没能下定决心。FEE的工作很难有成功的标

准，很多成就是只能质化，不能量化的。罗马不是一

天建成的，你必须时刻保持信念。”

FEE成员包括了 37个国家（其中包括所有 28

个欧盟成员国）的 50家机构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共

有 87.5万名任职于各种规模的企业、政府和教育机

构的执业财会人员。FEE的创建宗旨在于提升财会行

业利益、鼓励成员之间的合作、为成员提供及时的政

策消息、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发展以及代表成员向欧

盟机构和国际组织发表意见。

寻求统一意见 
这意味着 FEE需要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

的成员中就政策方向寻求统一意见。FEE的所有

44名正式会员（除此之外 FEE还包括 5位准会员

（associate member）和 1位通讯会员（correspondent 

member））各会指派一名代表，组成会员大会，为

FEE董事会提供最高战略指导，董事会则将代表 FEE

做出最终决策。董事会成员包括 Blomme、FEE主

席、副主席、首席执行官和 8位副总裁（由会员大会

选举任命，其中 5位来自于 FEE常任理事成员国）。

如此众多的会员要就某一议题达成协议，显然

是十分困难的，更大的可能性是无法达成一致或陷

入僵局。然而，毫不夸张的说，FEE成员大会可谓十

分擅长推动协议的达成。

“根据宪章，我们是可以进行投票的，但我们从

来不这么做，”Blomme表示，“如果投票，就会导致

少数人被疏离。投票就好像是藏在门背后用来惩罚

不听话孩子的棍子，我们会竭力避免去使用它，而是

通过妥协以及协商来解决问题。所有成员都没有否

决权。”

“我们会讨论再讨论，慢慢减少异议。

我们会尽量避免只关注单个成员国的利益，去

寻找可以落实的点。你总能找到某一个方面是大家

都赞同的，然后再从这个方面开始，慢慢推动你想要

达成的最终结果。你必须明确你的界限，一旦越过，

可能就会丧失部分受众。我们的目的在于团结所有

的会员，态度可以是包容的，但必须坚决。”

但是 Blomme也承认，这种方式并非全然有效。

“就拿审计改革来说。是否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也

许。各个成员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毕竟不是所

有人都能认同一个意见。如果联合会的态度不坚决、

说法不统一，最终结果就是如此。各个成员间的利益

错综复杂，你只能解决最尖锐的矛盾，不可能解决所

有问题。”

消除差异
普通人显然难以胜任如此富有挑战性的职位，不

过 Blomme认为她在中大型事务所的经验让她能够

认识到政策决策的现实意义。Blomme在比利时出

生、接受教育，在一家清算银行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

间（“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太慢了”）后，她在 25岁作

为初级审计师加入了一家中型审计事务所。

Blomme能讲荷兰语、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这

让她在工作中掌握很大的优势。“我任职的第一家事

务所是一个法国事务所，而我是里面唯一能说荷兰语

的人，所以我可以和荷兰客户谈判，也能和法国同事

交流。后来我去了布鲁塞尔的一家大型事务所，有了

更大的客户，因为我能说英语，所以又常代表事务所

去和这些客户见面。这些经历逐渐让我形成了对日

后职业发展的想法。”

1994年，Blomme加入了布鲁塞尔 Coopers & 

Lybrand事务所，正好她的丈夫有机会被花旗银行

派驻海外。2年后，Blomme的丈夫搬去纽约，她自

己也得到了 Coopers的海外派驻机会（“那是完全

不同的一个环境”）。两人在纽约工作了 5年，期间

Blomme获得了 CPA资质，并生了第二个孩子。

此后，Blomme又去伦敦工作了 2年，然后她的

丈夫让她搬回布鲁塞尔。“当时我正在找工作，正好

FEE在招人。”Blomme说道。于是，2003年 9月，

她正式加入了 FEE。  

“这是个曲折的学习过程，”她说，“我的海外工

作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我并没有涉及过欧洲

政策领域。我需要开始了解政治，并开始从头学习欧

盟、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工作。

 不过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个工作让我能够将

政策和实务经验相结合。”

FEE的工作重点集中在 4个政策领域（企业报

告、审计和鉴证、税收和公共政策）以及中小企业论

坛。在部分政策领域，例如公共政策，FEE的目标非

常明确，即推动权责发生制会计计量。但随着近年的

发展，FEE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现在更像是行业的

思想领袖。

最近，FEE就企业报告的发展未来以及会计

师在税收政策方面的角色和责任等问题发表报

告，希望引发人们的讨论。2014年 2月，FEE在名

为《审计和鉴证未来》的研讨报告中，鼓励会计师

“进行自省”。

“我们会提供许多建议和看法，2015年 12月我

们就审计发展未来出台了一份蓝图报告，”Blomme

表 示（ 见《 修 复 破 损 模 式》（Fixing the broken 

model），第 40页）。“我们需要考虑财会行业的演变

方向。我们需要怎样的专业技能？非金融信息的发

展方向应当如何？有些人认为再过 10年，我们就不

再需要审计人员了，因为机器人能够替代他们的工

作。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发展方向。”

尽管在外界看来，欧盟受移民和欧元问题拖累

显得日益分裂，但 FEE内部还没有出现太多异议。

“至少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还没有出太大的反

对声音。”不过尽管如此，她对英国脱离欧盟还是表

达了强烈的意见：“英国有着深厚的辩论文化，这是

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单就这一个方面来说，英国

的退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Liz Fisher，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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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Philipee Arraou成立了 Eurosud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目前在

巴约纳波城、法国巴黎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拥有办事处，向中小企业提供跨境

服务。他同时也是欧洲网络 ACEE主席，该组织在 1994年由他本人创立。他于

1996年至 2000年担任 ACEE首届主席，1999年至 2006年期间服务于法国审

计行业，2005年至 2006年主管波城地区，他还是法国国家机构注册审计师协

会（Compagnie Nationale des Commissaires aux Comptes）的理事会成员。

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他担任法国两大专业会计师机构之一的ECF的会长。

2009年，他成为 CSOEC的理事会成员，主管国际事务。他曾是地中海会计师

联合会（Federation of Mediterranean Accountants）和拉丁美洲一体化欧美委

员会（CILEA）的法国代表。2012年，他被任命为法国代表大会的特别报告员，

该活动在巴黎举行，是法国会计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活动。2013年 3月，他

成为 CSOEC的首位副会长，2015年 3月接任会长。

Philipee Arraou

“每个国家的会计行业规则都不尽相同，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将拥

有一个更加统一的方案。”

专注外在
国际企业的发展需要会计师提供国际策略，因此国家机构必须协力合作，法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CSOEC）会长 Philippe Arraou说到。

如
今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能够同时

处理多项任务简直是一个飘渺的神

话，但作为法国主要会计师机构会长

的 Philipee Arraou却是一个例外。除

了引领 CSOEC的发展外，Arraou还经营着一个欣

欣向荣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在比利牛斯山脉

两侧均设有办公室，包括位于巴约纳波城、法国巴黎

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共拥有 40名员工和约 700位

客户。

这并不是 Arraou第一次兼任两份全职工作。几

十年来，他一直兼顾自己的事务所和公共服务事业，

包括担任任期为四年的欧洲中小企业会计师和审计

师协会（EFAA）会长以及法国专业会计师机构 ECF

主管。

“这是一种疯狂的生活方式，”Arraou说到，“我

经常每年要工作大约 4000小时，相当于同时承担好

几份繁重的工作。” 

身居财务部保护伞之下的 CSOEC是法国会计

体系的核心。当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时，它代表着会计

师的观点，同时也是为会计师提供持续专业培训的

主要机构。自 CSOEC在 1945年创立以来，所有公

共会计师都必须取得该组织的会员资格。（在私有企

业工作的会计师无法成为该组织的会员，他们由其

他组织代表。）

与 ACCA结盟
但是 Arraou认为，不管国家会计师组织如何成

功，都不能只是专注内在。在他的领导下，CSOEC

已经与 ACCA结成了联盟。Arraou相信这一纽带将

在未来产生优异的成果。“如今企业已经国际化，专

业会计师必须能够提供国际策略，”他表示，“这样

一来国家机构就难以单打独斗。我们可以通过合作

提供更多国际性指导。”

仅仅几个月后，这一联盟就已经开始展现出

它的价值，Arraou说到。合作双方最近针对如何

评估企业在国际层面的价值推出了一门在线双语

培训课程。“我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在我担任会长期

间，CSOEC将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Arraou补

充道。

他积极支持整合国际会计师准则。“每个国家的

会计行业规则都不尽相同，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

情，不管是欧盟内部还是全世界情况都是如此，”他

说道，“但是最终我们将有一个更加统一的方案。”

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将在协调各种标准方面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Arraou认为当前国际会计框架的另一大限制因

素是它在制定的时候大多考虑的是大型企业。“框

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最准确地估算大型上市企业的

价值，保证投资者的利益，”Arraou说到，“在中小

型企业的最佳估值方法方面，人们给予的关注度较

少。中小型企业不会被股东持续审查。”Arraou比

较关心这一问题，因为他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

专门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指导的。他的事务所成立于

1986年，是少数几个向小型企业提供跨境服务的事

务所之一。

Arraou在 CSOEC的大部分努力都是为了帮助

会计师了解他们的企业模式所面临的威胁和机遇。

数字化是主要的关注点之一。“制定报表的方式正在

发生变化，纸质系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

系统，”他说道，“数字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会计师的

一部分传统工作，也就是登记交易可以通过自动化

完成。”

Arraou认为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会计师需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并成为主导，”他说

道，“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客户就会被其他新兴市

场参与者夺走。”数字化为会计师提供了机遇，使他

们能够极大地提高企业效率，并从自动化的效益中

分一杯羹。它也可以使该行业专注于具有更高附加

值的服务。

公共部门
在任期期间，Arraou强调的第二个主要机遇来

自公共部门：“尽管中央政府拥有充足的内部资源，

许多公共部门机构的财务状况近年来却有所削弱。”

“还有一些其他政府及其代理机构需要一些良好

的建议和外部专业协助。”

随着巴黎供资减少，更多的法国城市遭受着收

入短缺的困境。“我们的会员可以在这一领域提供极

大的帮助，在创造新商机的同时提供公共效益。”他

说道。

Arraou对公共服务的热忱体现在他当前的工作

不仅任务繁重，而且没有任何回报。但是他说，他年

纪轻轻就进入了会计行业，这一行业最主要的吸引

力就是自主性。“我最初的目标是成立自己的事务所，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雇员。”他说道。尽管 23岁才开

始学习会计，起步相对较晚，但仅仅在七年内他就成

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如今他的事务所已经繁荣发展了三十年了。“我

的许多客户都是中小型企业的创始人，所以他们对

于创业和制定自己的议程的吸引力都有着同样的感

受。”Arraou的事务所帮助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并获得了融资。

Arraou仍然认为会计师协会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帮助会计师事务所实现发展，提高这一行业的整体

利益。

对于代表着超过 32万名会计师和审计师的

EFAA，他表示，“EFAA的目标是扩大小企业的声音，

使监管机构更加深入地认识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结果是从 Arraou身上，ACCA发现了一个经验

丰富而且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盟友。  

Christopher Fitzgerald和 Fernando Florez，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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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就业中贫困的问题不能零敲碎打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解决。这是一个系统

性问题，因此需要各个产业、部门和国家提出系统的联合解决方案，从而避免更

多不均衡现象或劣势的出现。”

约翰内斯堡
“生活工资意味着足够的食物、居所、衣物，满足基本的需求，以及尊严；如

果个人能够掌控他们的预算的话，就可以脱离贫困的循环圈。”

纽约
“在加拿大，我们针对生活工资有一个基本的方案，就是满足房租、食物和

公共设施，以及交通和儿童看护等基本需求。除此之外才是保证社区参与，使儿

童参加体育活动，比如一个月一次的适度家庭夜游。”

香港
“企业中的所有工作者都应该从中获益，不仅仅是直接员工。外派员工也应

该能够享受生活工资。大企业应该树立良好的雇主典范。”

来自全球圆桌会议的观点

平衡工薪标准
随着基本生活工资的观点在全球得到支持，ACCA商业洞察主管蔡鹏鹏（Faye 
Chua）对解决薪资不平衡问题中的商业案例和员工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思考。

蔡鹏鹏（Faye Chua）

是 ACCA商业洞

察主管。目
前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各种形式的最低

国家工资标准，但是许多低收入工作

者仍然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了解决这

种就业中贫困现象，“基本生活工资”

的观点应运而生，旨在帮助家庭单位达到体面的生

活水准，从而在社会中发挥充分作用。

该活动自 2001年由一个社区组织在英国发起以

来，发展势头强劲，随后吸引了工会和学术组织的加

入，如今由生活工资基金会（LWF）领导。每年 11月

份的第一个周为“生活工资周”，人们在这一周推广

最低生活工资活动并庆祝取得最低生活工资的员工

的成功。

需要一种普遍做方法？
独立的生活工资运动已经在全球各地兴起，旨

在为低薪工作者提供援助。但是根据 ACCA和 LWF

联合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中的第一份，这些运动的

推动者通常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比如在亚洲，

亚洲最低工资联盟（Asia Floor Wage Alliance）是一

项以部门为基础的组织，旨在支持服装厂工人获得

体面薪资。在美国，生活工资运动最主要的形式是由

个别城市发起的独立运动，导致全国有 120种不同

的生活工资诉求。

对于那些在全球运营并拥有国际供应链的国际

企业来说，如果各种生活工资运动的指导思想能够

更加统一的话，取得的效果就会更好。

为了集思广益，ACCA和 LWF去年在欧洲、北

美和非洲举办了七场圆桌会议，主要目标就是通过

这些会议产生一些一般原则，从而在全球各地以一

种普遍的方式推动生活工资的实现。

在撰稿之时，这些原则仍然处于最后的敲定阶

段，但是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些重要的理念。比如他们

强调了地方必须在基本工资购物篮所包括的因素方

面达成一致共识。他们指出，基本工资不应只包括食

物、房屋等必备品，还应包括一些自由支配开支（用

于一些休闲活动和社交活动）。

企业的角度
一方面，生活工资也是一个道德或伦理问题。从

社会正义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似乎难以接受那些有

工作、有报酬的人却仍然承受着贫困的折磨，特别是

当工人的薪水与全球 CEO的薪水差距如此之大的时

候。但是对于那些目前所付工资低于生活工资水平

的雇主来说，提高所有员工的薪酬将会增加成本。所

以会不会有企业愿意支付这一成本？

生活工资支持者认为雇主可以通过一系列方式

从中获益。生活工资可以减少职工离职概率，在员工

招聘和培训方面节约成本。它也可以降低旷工率，提

高员工积极性，同时改进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

关于支付生活工资的影响的正式研究并不

多，但 2015年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的一项研究对一系列雇主支付生活工

资后的商业成本和效益进行了考量。研究发现虽然

支付生活工资确实会产生无可辩驳的成本，但也能

够带来潜在的效益，例如通过降低员工离职率和提

高生产效率节省财务开支。

道德立场
生活工资支持者还认为企业能够通过支付生活

工资获得声誉和风险管理优势。至少在发达国家，一

些消费者会支持秉持道德立场的品牌，即使这意味

着产品会服务的价格可能更高。鼓励全企业支付生

活工资并进一步延伸至供应链还可以降低人权危机

对品牌的破坏风险。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如果雇主把较低的工资

提升到生活工资水平，由此产生的额外消费能力将

会汇入更广泛的经济体中，提振经济发展。但是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工资水平提高后可能带来的反

作用，因为企业提高工资水平会增加成本，从而导致

物价抬高。

在衡量支付生活工资带来的影响时，企业应该

具有全局视角。比如，人们担心有些为了签约而被迫

支付生活工资的雇主会通过一些不利于员工的方式

收回多余成本，比如削减员工福利或减少辅助性或

监管性工作。

供应链的挑战
当一个企业确实接受了生活工资的概念后，它就

面临着如何在供应链中贯彻这一理念的挑战。它也

许可以影响直接供应商，或者甚至在合同中规定供应

商必须向员工支付生活工资。

但是供应商的供应商呢？随着企业的供应链走

向下游，它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就会越小。

跨国企业正在通过一系列方法解决供应链的挑

战。方法之一就是与供应商合作，帮助他们发现提高

生产效率的方法。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内化供应链，进

行纵向整合。比如食品生产商或零售商可以取得农

场的所有权，从而获得对运营和工资率的控制权。

但是这种战略要求企业必须对商业模式进行彻

底改革。

外派员工为企业带来了另一大特殊挑战。这些

员工可能在你的办公室工作，但却不是你雇佣的。当

然也可以通过签署合同，要求外包服务供应商支付生

活工资，否则就会出现有的企业自我标榜为生活工资

雇主，但却仍然依靠廉价人力资源牟利的情况。

ACCA和 LWF的近期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全球

推行生活工资会带来的强劲效益。

分享如何为员工解决相关挑战的观点将对鼓励

生活工资的广泛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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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前沿议题
ACCA会员身处未来商业
洞见与热点议题前沿。

前沿思维，尽在 accaglobal.com

CFO：未来在这里
ACCA和 IMA（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正在通过

一项多年期联名研究项目探索会计行业的未来。该

项目由联合网站 The Future Today（futuretoday.

com）进行，旨在联合商业和财务领域的资深领导人

以及学术界和政治决策者探讨对会计行业、全球商

业和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关切的事项。“通过这一全新

的平台，我们旨在通告、教育和推动关于未来财务、

商业和会计行业发展的探讨。”ACCA行政总裁白容

说到。IMA会长兼 CEOJeff Thomson同时补充道，

这一新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服务公共利益，加强全球

各地 CFO及其团队的能力”。

认可是头号激励因素
ACCA 和 英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研 究 委 员 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发布的

最新报告《文化和引导企业行为：ACCA会员调查》

（Culture and channelling corporate behaviour: 

ACCA member survey）发现，无论员工的年龄、行

业还是工作地点，工作中的认可是最大的激励因素，

甚至超过了金钱奖励。该调查收集了全球将近 2000

名 ACCA财务专业人士的看法。调查结果也反映了

地区差异性，比如在非洲和亚洲，晋升至更高层的职

位的愿望是一个较大的激励因素，而在美国，承担更

具挑战性的工作对员工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ACCA-X在线辅导项目走向全球
在去年试行了三门付费在线会计课程后，如今

ACCA已经在全球 190多个国家推出这些课程。自

从 ACCA-X在线辅导项目 2015年春季在孟加拉、印

度、尼日利亚和赞比亚推出以来，它已经获得了接近

6.8万的注册数量。这些付费课程包括企业会计师、

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三门课程均为 ACCA会计和

商业文凭的组成部分，学员可以通过注册和通过与

这三门课程相关的考试，再加上通过专业基础课程

来获得这些课程。每门课程 89美元。

ACCA-X项目还包括另外两门免费课程：财务

和管理会计基础；中级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学员注册 ACCA-X项目的原因包括：需要新技

能、成立企业，以及经历人生巨变后重返课堂。其中

一位学员这样说道，“我生活在阿富汗喀布尔，那里

没有财务和管理会计课程，所以对我来说，最好的学

习方式就是在线学习。”

ACCA-X项目的课程由教育供应商 Epigeum提

供，通过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的非盈利 edX学习平

台授课。

收入下降令企业担忧
根据近期对财务专业人士的最大规模常规全球

调查，收入下降是国际企业最大的困扰。在 ACCA

和 IMA联合开展的 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调查》

（Global Economic Conditions Survey）中，将近一

The Future Today将

会“传播、教育和推动

关于未来财务、商业

和会计行业发展的探

讨。”ACCA行政总裁

白容（Helen Brand）

说到。

ACCA会长陈慧玲

（Alexandra Chin）和

大伦敦郡长 Kenneth 

Olisa。ACCA新全球

总部于今年二月份在

阿德尔菲正式开设。

阅读报告，请访问 ：accaglobal.com/culture

报告同时载于《财会前沿》第十期。

了解更多关于 ACCA-X在线学习项目的信息，

请访问：bit.ly/ACCA-X-2

阅读《全球经济形势调查》，

请访问 ：bit.ly/ACCA-GECS

半的企业（46%）表示其 2015年第四季度收入减少。

对全球超过 2500名财会专业人士和 200多名 CFO

的调查也表明了企业的信心已经跌至谷底，44%的

受访者与三个月前相比信心减退。

根据报告，企业不仅收入下降，而且融资困

难，有一半企业削减了劳力或者暂停招聘，40%的

受访者表示从 2015年第三季度他们就开始削减投

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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