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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财务专业人员视角

本报告从财务专业人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供应链当前面临的问

题。该报告是基于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美国管理会

计师协会 (IMA®) 和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 (CIPS) 所开展的一
系列访谈和圆桌会议。这些圆桌会议和访谈邀请了全球范围内的

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旨在探寻实体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
该报告探讨了供应链的发展变化情况，认为在帮助实体应对挑战

方面，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应携手合作，其发挥的作用将大于
各自发挥作用的总和。

序言

“中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而 2020 年和 2021 年会成为企业改变自身运营方
式的关键节点。新冠疫情不仅对我们许多传统的作业方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给技术和数据的
进步带来了挑战，在多数情况下，新冠疫情加快了技术和数据的进步。我们面对的新世界是一
个提倡协作的世界：专业人员需要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问题并落实计划。

本报告聚焦于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正努力朝着更合乎道德以及更具持续性的模式

发展，因此，这两个职业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开展合作和协作。在本报告中，我们阐述了供应链如何发展演
变以及这两个职业如何开展跨专业的协作，从而让彼此受益，提高组织产能，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管理业
务和消费中断，与此同时造福社会。

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的愿景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的，即我们如何为所服务的实体创造价值。道德和信任
是这两个职业的基础。供应链所涉及的活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实体自身开展的活动亦是如此，在这
种情况下，这些价值观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展有效的合作就需要透过彼此的视角来了解彼此的观点。借助这两个职业各自的资格项目和继续教育计
划，相关专业机构的现有和潜在成员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开展合作。

Helen Brand

Jeffrey Thomson

Malcolm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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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供应链是公司的生命线，就像血管对于人体的意义，而财务则是公司的大
脑。这两个职能需要完善自身，开展有效的合作，如此才能确保公司获得可
持续发展。”
来自中国的财务经理

新冠疫情突显了供应链的重要性。在 2021 年，主要港口发

尽管一些人认为疫情结束之后，世界可能会恢复到 2019 年

涨，这些都导致了供应链的中断。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

人类活动将继续受到必要的限制。到那个时候，世界已经发

生货物延误，半导体短缺，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成本不断上

的常态，但在未来几年内，疫情可能还将带来持续性的影响，

道，让供应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生变化，将呈现出新的态势。虽然就本质而言供应链属于一
项人类活动，但技术和数据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实体

财务团队和供应链职能部门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协作和合作

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数据来帮助自身了解需求与供应如何进

历史。实体身处的世界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短时期内这种状

行匹配，还可以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来打造供应链的信任度和

况都不太可能改观。财务团队以及供应链职能都面临着一系

可追溯性。我们将在第四章探讨这些转变。

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源于疫情的暴发和消费者需求模式的
改变，还源于他们需要共同做出贡献以帮助实体应对道德挑

风险管理和治理在供应链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各界

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建协作结构，而后在此基础上

越来越重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以及政策干预，其有助于解决

推动实体向数据驱动型组织发展。财务和供应链职能在这方

人权和其他问题。供应链和财务专业人员需要携手合作，努

面都发挥着作用，因此，他们面临的技术挑战也交融在一起。

力实现这些目标，并确保当前所需的适当尽职调查已经执行
到位，其中尤其涉及如何了解整个供应链的碳减排情况。我

本报告提供了一个加强二者合作的新纲领，这个纲领专注于

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该领域的相关趋势。

实现组织的宗旨以及社会价值，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越了传
统的利润动机。

合作是两个团队取得成功的
关键所在。

在新冠肆虐的世界里，供应链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第一
章）。虽然疫情可能凸显了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软肋（如
第三章所述），但供应链需要重新恢复平衡；而工业 4.0 已

经影响到了实体与客户的互动方式以及服务的交付方式，这
些都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里，许多实体都需要做
出几项关键决策。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携手合作，这将有
助于成功应对这些问题（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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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纲领

在每一章的末尾，本报告都为财务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些行动建议，以帮助他们加强与供应链同事的协作。合作纲领是这些
建议的汇总。

愿景

确定共同的挑战和未来愿景，为实体践行宗旨提供支持，并与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以有效和高效的方式
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值得信赖的财务业务合作伙伴

提供相关的、准确的以及有理有据的建议，为决策制定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了解成本结构和服务成本，
从而强化供应链与财务之间的关系。
规划和预测

修改规划、预算以及预测期，以应对实体及其运营环境不断变化的性质，承认传统周期可能不再适用。
数据和技术

携手合作，确保技术和数据的开发能够满足共同的需求。认识预测分析的重要性并确保相关数据可以获
取；了解数字供应链如何促使商业模式不断演化发展。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议程

认识 ESG 议程、合乎道德的供应链以及非财务报告的重要性，尤其是供应链网络关系所涉及的供应商
以及如何了解这些供应商。
管理中断

让实体做好准备以应对下一次中断的冲击，并确保实体具备建模能力，能够识别新出现的机会。
合作心态

认识到合作是关键所在――尊重差异，最大程度地求同；逐渐形成以项目为中心的合作心态。
可见性

“端到端”的可见性是整个供应链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实体希望通过执行战略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全面了解供应链的性质，这一点至关重要。
道德视角

通过共同的道德视角来评估供应链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实体的行为，因为它们尤其会引发监管方面的挑战。
风险和尽职调查

因为挑战会不断发展变化，财务和供应链职能需要共同参与风险管理和供应商的尽职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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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提供了一个加强二者合作的新纲领，
这纲领专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以及社会价值，
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利润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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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和供应
“供应链所带来的财务影响是巨大的。正因如此，我认识到在流程和组织设
定方面，两个运营职能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以便在制定决策的过
程中，实体能够全面考虑供应链金融的战略事项以及对供应链的财务影响。”
新加坡圆桌会议参会者
图 1.1：CIPS 采购和供应周期
节点审查（GR）：
暂停、思考、检查

供应商关系
管理
合同的履行
与改进

资产管理

界定业务需求
并制定规范
市场分析以及
自制或购买决策

主要考虑事项

采购系统与技术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仓储、物流
和收货

可持续发展 / 企业社会责任 / 道德 / 安全
风险评估 / 减缓
持续改进

合同的授予
与执行
投标和投标
评估与验证

人员 & 技能
革新

发出
招标文件

参与投标的
供应商选择

制定战略和计划

采购前的
市场测试

编写文档和
详细规范

如果您希望在网站上分享或使用这个“采
购和供应周期”，请注明来源于 CIPS.ORG
@ 版权 CIPS 2020。
版权所有。

资料来源：CIP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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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采购和供应？

1999 年，IMA 发布了一份《管理会计公告》，题为《实施

集成化供应链管理所需的工具和技术》（IMA 1999）。该

“CIPS 采购和供应周期”1（请参见图 1.1）（CIPS 2020）

报告从管理会计的角度出发，针对集成化供应链管理职能的

概述了采购团队开展的活动所涉及的复杂性和广泛性。采购

建立以及相互影响提供了指导。

团队负责监督采购周期的各个阶段，涵盖了核心的部门活
动，如商品、工程和服务的市场分析、寻找货源、谈判、合

1.2 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的未来

同签署和供应商关系管理，其包括与第三方和内部供应商进

供应链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许多实体而言，通过

行的采购。该流程覆盖了整个采购周期，从最初的需求识别

更全面地了解自身的供应链，它们就可以推动供应链的发

到服务合同的结束或资产使用寿命的终结。它涉及选项评估

展。若要实现这一目标，实体需要积极利用技术和数据革命，

和关键的“自制或购买”决策。

以便形成更深刻的见解。如本文第 4.2 节所述，数据或许能

采购团队需要分析和管理整个供应链所涉及的风险，其中包

够很好地推动供应链实现效率的下一轮迭代，同时，它也将

括供应的可获得性、价格的波动情况以及持续监控微观和宏

关注焦点投向实体的需求，即寻求最佳的流程以推动快速决

观经济环境以了解潜在的影响。

策。这就为供应链的上下游提供了更高的可见性。圆桌会议

可持续性是采购的核心所在。一个组织可持续发展所受到的

的与会者针对供应链的未来强调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供

影响大约有 80% 来自于供应链。采购职能需要支持组织的

应链依赖于数据；其次，它还依赖于能够利用这些数据的人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内，实现环境、

员。

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最优化。

工业 4.0 对供应链而言意味着什么？

供应链管理

工业 4.0 的组成如图 1.2 所示。它们涉及技术和数据如何让

实体受益，具体途径包括推动智能工厂的发展，通过自动化

供应链管理是对商品、服务和供应商的管理，其覆盖了从原

程度更高的流程来使用更多的预防性和预测性管理技术，打

材料到消费者消费的全部过程；它需要搭建一个供应商网络

造信息物理系统。

以便将供应链连接起来。

图 1.2：工业 4.0 的组成

模拟

自治系统

云计算

纵向和横向一体化

工业 4.0

增材制造

资料来源：ACCA

物联网

网络安全

增强现实

大数据

1. 有关此周期的详细说明请参阅 CIPS 相关资料 ( 时间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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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加快了大部分实体实施工业 4.0 的步伐。疫情期间，

而供应链是这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仅是实体本

技术部分或全部在实体中得到迅速采用。实体以及为其服务

着目标做出努力。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五个月甚似五年”，其反映了这些
的财务和供应链团队面对的现实是：实体正在摸索前行。在

身，乃至供应链的上下游，都会感受到相关影响，都需要朝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认为：“当

疫情暴发之前，实体将 80% 的精力放在了使用精益制造技

供应链出现问题时（暂不考虑供应商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

术来重点关注可预测性这类活动上。例如，当客户需求发生

效情况），公司就会面临重大的经营和声誉风险，人类和环

变化时，使用“快速试错方法”（fail-fast approach），重

境就可能遭受巨大且严重的影响”（UN Global Compact,

点关注探索和灵活性。这两个重要团队对于实体的规划工作

2016）。

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需要通过各种工具和活动来加强彼此

全球契约组织确定了以下内容：

之间的合作。

应对供应链挑战的重要趋势和实践，
它们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1.3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供应链

■

供应链会对地球造成重大影响，因为货物常常是通过海运或

合作关系，包括与供应商和行业的合作。

• 请参见，如何成功开展合作 [SDG 17]，合作如何帮助

空运方式来运输的，而这两种方式都可能带来严重的污染。

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SDG 13]，改变劳动条件 [SDG 8]，

2019 年，Mike Scott 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让供应链更具可持续性 [SDG 15]。

他指出：“航运的污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 3%，占运输
业排放量的 10%；航空业的排放情况与此大致相同。航运

■

作为全球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承担了世界实物商品交

易量中 80% 的运输量。海运是排放强度最低的货物运输方

中小企业 (SME) 的可追溯性，以推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
展。

• 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全球第一个可追溯性指南，了解如

式”（Scott 2019）。国际海事组织 (IMO) 在 2020 年开展

何将可追溯性用于可持续捕捞 [SDG 14] 以及解决棕榈

了一项研究并得出结论，“如果采用基于航次的分配方法 2，
2018 年全球航运所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了 7.4 亿吨。

油和造纸行业的森林砍伐问题 [SDG 15]。

■

从长期来看，在业务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根据一系列合理
的经济和能源假设，2050 年的排放量可能为 2008 年排放量

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供应链，包括从中小企业、少数族裔、

女性所有企业、原住民等供应方那里采购更多的物资，
而这类供应商在以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利用。

的 90%—130%”（IMO 2020）。以丹麦政府为首的 14 个

• 供应商的多元化可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可持续性和适

国家发布了《2050 年实现航运零排放宣言》（Declaration

应性 [SDG 12]，提高所在公司的竞争优势并增加利润

on Zero Emission Shipping by 2050) (Danish Government
2021），它们承诺将重点关注航运，力争到 2050 年实现零

3

[SDG 17]。

排放。

■

但可持续发展不仅与排放相关，还与劳动力状况相关。在更
广泛的 ESG 议程中，这些情况也是必须予以考虑的事项。

更充分地做好准备，以解决强迫劳动和童工等重大问题，
遵守新准则和新立法。

• 立法以打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 [SDG 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供应链

■

供应链流程的数字化。

• 数字化可以提升业绩表现、应对潜在风险并提高透明

可持续发展议程已经成为许多实体未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度 [SDG 9]。

分，因为世界正在重新规划路径，朝着减少排放和改善工作
条件的方向努力，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2. IMO 在其第四次研究中引入了基于航次的分配方法。与以前的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在更现实的基础上分配地点之间和国际航段之间的排放量。它能反映
分配给航次的排放量，各个政府可以对其施加影响，并在国际运输中予以消化。
3. ACCA/CA ANZ (2021) 包括中小企业供应链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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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1”、“范围 2”和“范围 3”所覆盖的排放 （GHG Protocol），它将温室气体排放划分为三个“范围”，
与供应链

如表 1.1 所示。

究 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和 世 界 可 持 续 发 展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供应链所产生的影响，世界资源研

依据《会计报告准则》（Accounting Reporting Standard，

商 业 理 事 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提供的数据可以进一步说
明整个供应链所涉及的排放关系的复杂性，如图 1.3 所示。

Development）在 2011 年共同制定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表 1.1：“范围 1”、“范围 2”和“范围 3”排放的定义
排放类型

范围

直接排放

“范围 1”

间接排放

定义

“范围 2”
“范围 3”

示例

自有或控制的锅炉、熔炉、车辆等消耗

报告公司自有或控制的经营活动产生的排放

燃料所产生的排放；自有或控制的工艺

报告公司从其他组织购买或获取的自用电力、
蒸汽、
暖气或制冷，这些能源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排放

设备进行化学生产时所产生的排放

使用所购买的电力、蒸汽、暖气或制冷

报告公司的价值链所产生的所有直接排放（“范围 2” 所购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品的运输过程
所覆盖的排放除外），包括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排放

资料来源：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

或已售产品的使用过程

图 1.3：《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范围及“全价值链排放”概述

CO2

CH4

N2O

HFCs

“范围 2”

PFCs

SF6

NF3

“范围 1”

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范围 3”
购买的商品
和服务
资本商品
燃料和能源
相关活动

“范围 3”

间接排放

所购买的自用电力、
蒸汽、暖气和制冷

间接排放

运输和配送
租赁资产

公司设施

员工通勤

运输和配送

上游活动

经营产生的
废弃物

商旅

公司车辆

投资

售出产品的
使用

报告公司

资料来源：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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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整个价值链的排放问题和 ESG 议程涉及的其他因素，

美 国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运 输 和 物 流 中 心（MIT Center for

第 5.2 节讨论这个问题。

定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在 2021 年的调查报告中，它

社会各界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尽职调查要求，我们将在本文的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每年都会开展一次调研以确

指出 83% 的受访高管认为新冠疫情让他们加快了供应链的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发表了评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

可持续发展活动。尽管如此，它警告到，“这种趋势似乎主

展中国家，[ 尽职调查已经 ]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就业

要见于大型公司（员工人数 1,000 至 10,000 名）和超大型

机会。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在全球经济以及某些供应链中，

公司（员工人数超过 10,000）。中小型企业更可能出现倒

生产和就业关系的发展变化可能给理想的工作条件带来负

退情况，许多企业表示它们在疫情暴发之前没有开展过此类

面影响”（ILO，时间不详）。根据 ILO 的评估，供应链对

活动；而在疫情持续期间，或因为财务资源捉襟见肘，就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如表 1.2 所示。

不可能开展了”（Bateman 等人，2021 年）。

1.4 ISO 20400：2017 可持续采购

表 1.2：国际劳工组织确定的与供应链相关的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目标

理想的工作环和
经济增长

为推进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议程，2017 年发布的 ISO 20400
针对可持续采购制定了非法定标准，提供了“组织（不

指标

论其活动或规模）将可持续发展引入采购的指导”（ISO

8.a 针对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LDC）
，

2017）。该标准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指导：

加大“促贸 援助”
（Aid for Trade）的支持力度，

■

包括通过《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优化综合框架》。

9

行业、创新和基础
设施

■

9.3 增加小规模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特别是在

■

发展中国家）获得金融服务的途径，包括提供它

9.5 加强科学研究，提升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司 Balfour Beaty 是 第 一 个 开 展 此 类 评 估 的 公 司（Action

认证。但是，我们可以将它作为评估基础，英国建筑公
Sustainability, 2021）。

及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

这一标准可以为对话提供基础，让对话双方了解彼此的情

提供相应支持，包括确保有利的政策环境，特别

购议程所包含的内容形成共同意见。

况，特别是让来自不同地区或部门的实体能够围绕可持续采

9.b 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和创新

17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携手向目标迈进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采购流程。

由于上述标准不是一个法定的标准，因此不可能获得相关

新，大幅增加研发人员数量（以每百万人计量）以

和平、公正和强有
力的制度

根据可持续发展需要来安排采购职能；

们能够负担的信贷，让它们融入价值链和市场。

国家）工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到 2030 年，鼓励创

16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组织的采购政策和战略；

是促进工业多元化和商品的增值。

16.3 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法治，确保人人拥有
平等的司法权利。

17.11 大 幅 增加 发 展 中 国 家 的出口，特 别 是 到

2020 年，让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
额翻一倍。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 时间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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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组织结构

一位首席采购官表达了他的观点，“最基本的一点是，运营

要更紧密地开展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传统的运营模式受

你就可能忽视供应链中某些非常重要的部分”。

的采购职能实际上必须与财务携手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否则

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实体的职能部门之间需
到质疑，问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和协作才能得以解决。

当前，供应链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源于物流中断，同时还因

当实体需要就供应链做出决策并评估这些决策的财务影响

为供应链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组织应对气候

时，情况尤其如此。由于规划和预算周期受到质疑，因此实

相关挑战，还能让董事会层面更加重视相关问题。ACCA

体转而专注于较短的规划期。

和 IMA 在《 未 来 的 首 席 财 务 官》（CFO of the Future，

ACCA/IMA 2020）一文中指出，CFO 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展，

这就突显了跨团队协作的迫切性。在规模较小的实体中，首

强调将问责制作为一个关键维度。

席财务官 (CFO) 通常需要就供应链问题向董事会承担责任。

新冠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实体的职能部门之间需要更
紧密地开展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传统的运营模式受到质疑，
问题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和协作才能得以解决。
那么，财务专业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呢？
■
■
■
■
■

CFO 需要了解他们的职能如何与供应链议程关联或者是否包含在其中。

确定供应的真实成本并针对产品和（或）客户盈利能力关注适当的衡量指标。
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供应链和财务的影响。

识别和收集所需的数据，为供应链不同层级的非财务披露要求提供支持。
了解如何利用 ISO 20400 等指南来提高供应商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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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职能需要支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内，优化其环境、
社会和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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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职能与供应链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国内和国际政策、经济和技术都已发生改变，在当前
这样一个复杂环境下，财务和供应链团队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变化。”
来自中国的高级财务经理
2.1 合作范围

2.2 财务和财务业务合作伙伴所发挥的作用

参见图 2.1），其重点是建立紧密的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一系列报告并进行了探讨，认为财务职能越来越多地运用深

财务和供应链团队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并从中受益（请

财务职能正在发生改变。ACCA 携手普华永道 (PwC) 发布了

入观点来推动工作 (ACCA/PwC 2020)，利用组织各个部门
的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该职能的关键原则之一就是加强

图 2.1：合作领域

供应链金融

资金

实体内部的协作，其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财务团队正在寻求
战略目标

越来越多的财务和非财务绩效衡量指标。新冠疫情强化了这

一趋势（ACCA/PwC 2021），财务团队在预测和建模方面
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帮助实体制定有效的路线。

规划和预测

业务
合作伙伴

若想在供应链与财务职能之间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财务业
务合作伙伴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位供应链主管在接受
采访时谈到，“我与财务业务伙伴的合作关系非常紧密。她

收购和
处置实体

会提出异议，但也会与我密切配合。我们很早就发现了财务

风险。然后，她与相关部门（如资金管理部门）进行交流，
以帮助我应对其中某些挑战”。该受访者进一步指出，他们

的财务业务合作伙伴是供应链领导团队成员，因此，他可以

供应商尽
职调查

付款条件
ESG 议程

提出建议并确保在必要时采取财务行动。

一位中国圆桌会议与会者认为，“供应链和财务是企业的核

产品的
盈利能力

心职能。如何打破两个职能之间的壁垒，这是企业获取核心

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供应链可以沿着两个方向进行创新：技
术创新和财务创新。技术创新让供应链管理更加稳健，而财
务创新为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更多手段”。

本报告已针对其中几个领域进行了探讨，后续章节将继续探
讨更多的领域。

17

供应链：财务专业人员视角

| 2. 财务职能与供应链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 CFO 谈到，“在我看来，财务团队在过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 CFO 回顾了供应链与财务数据的整合以

的业务合作伙伴，那么，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比如提出

工作，“我们现在正着手制定滚动的月度预测计划，会重新

去更多地是扮演辅助角色，而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成为真正

及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整合如何帮助企业执行规划和融资

正确的问题。我们是否查看了替代来源？我们正在使用的精

审视 12 个月内的每个数字以便进行规划。我们将供应商的

益生产模型是否仍然有效？成本费用如何？存在哪些合规

财务数据纳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并与银行共享这些数据。

问题？交易对手面临哪些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助？

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我们设法获得了银行资金来帮助企业

总之，让财务职能参与进来，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度过这一阶段，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维持业务运转，而不用
担心资金耗尽”。

2017 年，IMA 针对供应链专业人员开展了一项调查以了解
他们对财务的看法（Lawson 2017）。当时，大多数受访者

财务业务合作伙伴，尤其是那些与供应链直接接触的合作伙

对财务保持中立的看法（请参见图 2.2）。

伴，需要充分了解当前的风险和机遇，同时保持创新精神，

考虑如何管理存在的问题。挑战要求我们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在圆桌会议上，许多与会者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未

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通常不是需求的下降，而是资源的稀

来将经历更多通胀的可能纷纷发表了看法。其中一人谈到，

缺，特别是人力资本，这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年的境况。

在艰难时期“人们会有一种冲动，认为降低成本更易操作。
这种做法大体上也能帮助企业应对困境。但现在，我们看待

2.3 了解商业模式

事务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其涉及的供应链价值，而不仅仅是

一位澳大利亚圆桌会议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两个

成本方面，这就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

团队之间的沟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为重要的事项之

另一位圆桌会议与会者则表示，“当供应链以有效方式运转

一就是确保财务专业人员充分了解商业模式。第四次工业革

且无需额外营运资金时，财务职能就真的不太关注供应链，

命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正在改变实体的运营方式。如果实体希

让它们按既有方式自行运转。但现在，考虑到供应链所面临

望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它们就需要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

的问题以及近岸外包等概念（请参见本文第 3.5 节），再加

环境，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了解商业模式和供应链，

上风险管理的需要，大多数公司可能需要将一些营运资金重

财务专业人员才能做出有益的贡献。

新投入供应链，也就可能出现边际效应。这就是最初的出发
点，财务职能需要加以了解”。

图 2.2：对会计和财务职能的评价
我们的财务人员通常被视为决策制定过程的
全方位业务合作伙伴

其他领域因决策之需而提出特定的成本信息要求，
我们的会计 / 财务人员都会予以积极地响应

我们业务部门的财务人员几乎完全专注于
外部财务报告

资料来源：Lawson 2017。备注：1 – 强烈反对； 4 – 既不认同也不反对； 7 – 非常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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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非洲的受访者以自己最初的商业经历为例，强调了

年 1 月发布的估计数据显示，“最后一英里的交付成本占

这对于财务专业人员而言至关重要。”在她所服务的实体中，

2020）。他们进一步做出估计，如果不进行干预，到 2030

这一方面的重要性。“通过某个供需角度来理解其中含义，
工程师保有过多的备件，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无法立即获得
替换零件的情况。工程师会订购两件替换物件，并保留一个

运输总成本的 53%，占供应链总成本的 41%”（Deloison，
年，全球城市区域的碳排放量将增加 32%。我们应该注意到，
这些估计数据并没有考虑疫情所导致的在线订购的增加。这

秘密库存，其中某些部件可能在五年时间内（平均而言）都

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产品的盈利能力究竟如何？实体是

不会用到。这名受访者需要向工程师解释由此造成的资产负

否真正了解其实际成本？尤其考虑到上述分析还提出了合

债表以及损益影响。“因此，通过实际走访了解企业的内部

乎道德的供应链问题（请参见本文第 4.5 节）。

情况，并与车间工人进行交流以了解他们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虚拟 CFO 指出，“我们获取商品是需

借此，我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我们实际上花费了太多不必要

要付出代价的，由此产生的全部压力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身

的资金。”

的成本核算，也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

一位中国圆桌会议与会者做出了解释，“作为供应链的重要

定价给营运资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组成部分，财务可以通过解决问题和提高运营效率来为供应

IMA 在 2017 年开展了一项调查，其表明供应链团队成员将

链创造价值。质量、成本、交付、服务、技术、资产和人员

财务团队视为成本核算信息的关键来源（Lawson 2017）。

（缩写为 QCDSTAP）可用于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来管理供应

如图 2.3 所示，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依赖于财务

链。贸易新规、能源限制、疫情以及其他局势带来了不确定

人员提供信息，而仅有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受访者利用了某些

性，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及时做出调整，提升自身

财务信息。

能力以应对不确定性。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会损害到供应链的

Lawson 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改进成本核算方法。他认为有

健康”。

以下几个原因：

2.4 产品的盈利能力

产品的盈利能力是财务和供应链团队进行合作的关键领域。
新冠疫情迫使消费者改变了自身的下单方式，人们越来越倚

重于在线购物。散客的服务成本可能很高，他们往往期待

■
■
■

快速交货。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20

图 2.3：业务决策的信息来源
我们过度依赖于财务人员提供的信息
我们利用财务人员提供的某些信息
业务部门自己执行所有的成本分析
我们有一个独立于财务报告人员的工作小组，
专门提供规划和决策支持
制定业务决策时，我们不使用任何成本信息
资料来源：Laws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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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本

■

很长时间以来，财务专业人员一直致力于了解产品、服务

■

和客户的盈利能力，以帮助实体了解自身的优先考虑事

■

项。成本分配方法一直存在争议，虽然不能完美地确定成
本归属，但该领域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财务团队倾向于

■

按产品线分配成本并提供报告。英国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

■

（Cranfield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 供 应 链 战 略 教 授

■

Richard Wilding OBE 在接受这项研究的采访时谈到，“如

工厂规划费用；
物料规划费用；

已售商品成本和持有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
寻找货源和采购费用；

运输、仓储和配送成本；
产品退货和维修；
质量管理成本。

果 [ 财务和供应链团队 ] 通过不同的视角来了解正在发生的

■

息现在基本上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他认为数据不

杂，因此业界开发出了几个软件包并集成到企业资源计划

事情，那么，它将成为挑战。作为供应链经理，我需要的信

每项间接费用都按产品数量进行分配。这个过程可能十分复

仅需要具有更高的粒度水平，而且还需要反映实体提供产品

(ERP) 解决方案之中以便计算成本。

或服务的真实成本。在他看来，供应链领导者需要“信息具
有 80% 的准确度，以避免分析陷入停滞。因此，相信企业

2.5 付款条件

我们可以通过“服务成本”4 这一方法来考虑和应对成本分

及实体。

中每个人都认为，我们需要采用‘快速而直接’的方式”。

当流动性成为关注重点时，各个团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将惠

配所带来的挑战。该方法分析供应链的成本，显示每种产

一位受访者在某家全球物流实体中担任 CFO，他总结了自

品和客户组合涉及一系列不同的活动，因此，它们的成本和

身经历，认为 CFO 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他们需要认识

盈利情况也有所不同。与作业成本核算方法（ABC）不同，

到利润率较低的产品将无法生存，而了解客户与应收账款可

“服务成本”5 不属于资源密集型方法，它侧重于成本驱动

收回性之间的关联也非常重要。他们已安排实体的应收账款

因素的综合分析。该方法通过一个综合视图来显示供应链各

团队专注于收回债务而不是分配债务；流动性要比个别分配

个阶段的成本，其基于事实提供视图，以了解多个供应链和

更为重要。

市场渠道的复杂性。它可以帮助实体关注长期决策以及短期

另一位受访者表示根据他们的经验，供应链团队会认为付款

行动的优先顺序。Seifert 教授认为，“服务成本属于供应

条件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与资金的其他用途相比，提前付

链概念之一，它是如此直观，所带来的好处是如此明显。但

款可能会带来好处，比如加强供应商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在

与供应链管理人员交谈之后，我们发现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少

双方都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沟通，此举大有裨益。

以可持续的、可重复的方式得到应用”（Seifert 2018）。
财务团队需要支持此类方法，提供相关数据以便开展比较。
Eccles 在 2022 年发表文章指出，在越来越多的在线消费体

2.6 收购或处置实体

相关。

个合作领域就是收购或处置实体的尽职调查过程。他们指

一位受访的供应链管理人员谈到，经常被两个团队遗忘的一

验中，服务成本不仅与运输成本相关，还与退货的管理成本

出，“[ 财务团队 ] 倾向于独自完成尽职调查。此时你会发

服务成本的计算方法有多种变形，尤其是分配方法部分。总

现，尽职调查只停留在高层级别，并未真正触及到基层工作

体方法是确定服务客户的相关成本。这些成本可能包括以下

人员，而后者才是运营或日常工作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部

类别：
■
■

分”。他们进一步指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在开展尽职调

订单管理费用；

查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签订了什么样的合同。财务团
队签署的交易可能与其他供应商的条款相互冲突，这也就意

客户服务费用；

4. “服务成本”是 LCP Consulting Limited 的商标，它现在已经归属于毕博咨询公司（BearingPoint）。
5. 如何计算“服务成本”的相关说明，请参阅 Easy Metric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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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合同纠纷。在合并公司时，

大公司越来越重视加强对二级和三级供应商的了解。一些实

你可能会面对两份互有争议的合同。”

体由于缺乏资源，无法制定或实施必要的政策，但它们仍需
根据不同的准则来披露大量的信息，这种差距导致了越来越

这不仅仅涉及实体的收购和处置业务。一位参加圆桌会议的

多的问题。6

供应链负责人谈到，“一个供应链主管向我讲了一件事情。

几个月前，他与董事会碰头时得知一家供应商已被另一家供

2.8 财务与物流 4.0

应商收购。他认为接下来市场会开始整合，而这一类别的成

实体的许多流程正因工业 4.0（请参见本文第 1.2 节和图 1.2）

本价格将在三年内出现上涨。董事会认同他的看法，提出是

否可以重新设计流程以便移除这一类别？这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说明这位主管富有远见，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行动……”
如工业 4.0 所示，我们绝对不能假设供应网络静止不变，也

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处于链条和网络之中的各方更多地以数
字化方式进行互动，从而提高了流程多个层面的透明度。应
用工业 4.0 技术可以提高流程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智能合

约的运用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例证，而区块链的运用则更为

不应忽视通过整合获得的战略优势及其影响。财务专业人员

广泛。我们将在本文第 4.4 节探讨智能合约。

需要与同事进行沟通，考虑这些风险以及它们对战略和详细

工业 4.0 的开启为实体创造了机会，它们可以借助供应链融

规划模型的影响。

资等技术来优化自身的营运资金需求。曾经有那么一段时

2.7 为小规模实体提供建议

间，实体利用保理手段来管理其债务负担，而供应链融资是
近年才发展出来的方法。虽然通过保理或发票融资，实体可

规模较小的实体在供应链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由于它们的

以对应收账款组合进行贴现从而更快速地回收资金，但供应

财务职能通常缺乏必要广度和深度的专业知识，因此需要借
助外部顾问来填补某些空白。一位外部顾问就曾根据经验发

出了警示，“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向其他人解释‘供应链’
的含义。他们并未真正了解供应链，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
他们真的需要弄清供应链究竟是什么，如此一来，才能理解

链融资还会考虑利用供应链组织的信用评级。供应链融资的
具体操作如下：
■
■

将要面临或者已经面临的挑战”。这位顾问进一步指出，
“人

供应商向客户开具发票；

买方通知贷款方发票无误可以付款；

供应商立即收到资金，其金额为开票金额减去贷款方的

们并未真正了解全部的影响和周期，他们只知道从哪里采购

■

然而，每条供应链都会涉及小规模实体。这些实体对自身所

■

展将如何影响自身？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关注。

金，而买方则接受全额付款条款，不会令供应商感到不安。

物品，但并不清楚这些物品最初来自哪里……”。

面临的问题了解程度如何？是否清楚供应链其他部分的发

小额费用；

当付款资金到期时，买方就成为贷款方。

这种交易流程具有一种优势，供应商几乎可以立即收到资

然而，每条供应链都会涉及小规模实体。这些实体对自身所面临
的问题了解程度如何？是否清楚供应链其他部分的发展将如何影
响自身？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关注。

6. ACCA/ICC/Sage 在 2021 年对此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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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 4.0 中，数字化交互方式提高了整个供应链的可见性，

一位中国圆桌会议与会者指出，“现金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

2016 年，王克胜界定了物流 4.0 的演化路径，如图 2.4 所示。

应链中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资金风险”。

因此可以降低整体的营运资金需求。

对于财务和供应链团队而言，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

获取并使用数据，同时利用技术发展来获得不同形式的融

一环。财务团队可以利用外汇对冲工具和贸易融资来降低供

2.10 合作机会

基于一组共同数据，围绕组织形成一个综合视图。显而易见，

资，减少实体受到的营运资金限制。

这与供应链团队的任务有着相似之处。

2.9 资金管理与供应链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董事谈到，“根据我的观察以及与同行的
交流，我发现供应链团队与财务团队之间的交流通常还有很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资金管理职能与供应链团队之间的合作

大的提升空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关系能发挥非常重要

有限。实体将现金头寸的整体融资视为一项战略操作，而收
款和支付流程则属于财务职能的一部分。大型企业的资金管

的作用”。

理职能日益全球化，如果能够以更全面和更及时的方式来管

然而 2021 年中期，接连发生的大事件让实体及其供应链再

理现金和流动性，那么实体就能获得更多参与机会。随着物

次遭遇业务中断：这种混乱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流 4.0 的开启，实体拥有了更强大的能力，能以实时方式获

取数据，更多地运用预测性分析（如本文第 4.2 节所述）。
如此一来，头寸情况更加清楚，资金管理团队能够根据预期
的融资需求，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管理现金头寸。

图 2.4：物流 4.0 的发展历程
物流 1.0
■
■

物流 2.0

蒸汽机动力

运输的机械化

■
■

从畜力运输发展到铁路网和轮船
（飞机）运输

物流 3.0

电力及批量生产

■

装卸系统的自动化

■

自动化仓储和分拣等物流设备的应用
港口货运的机械化

计算机和 IT

资料来源：Wang 2016

■

物流管理系统

■

使用仓库管理和运输管理系
统以及 IT 的普及

随着基础设施系统的发展，
自动化港口系统应运而生

19 世纪后期

物流 4.0

1900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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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联网

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的
演化发展

射频识别（RFID）系统
网络管理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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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财务专业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呢？
■
■
■
■
■
■
■

确保财务业务合作伙伴能够发挥有效作用，为供应链团队的活动提供支持，包括视需要参加领导层会议。
了解商业模式以及供应链目标如何与财务活动关联起来。

确保财务和供应链团队相互沟通，携手合作，能够读懂对方的业务语言。

探索如何利用数据为实体谋取利益，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管理营运资金和其他资金。
确保数据的有序性和条理性，可以为预测分析和场景建模等技术提供支持。
让两个团队充分参与规划和预测活动。

合作开发战略举措，推动商业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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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应链中断
“试着回想一下……你是如何保存库存和系统的？又是如何运输物品的，通
过人力或是卡车？新冠疫情引发的乘数效应确实很大。”
来自北美的供应链金融主管
3.1 中断是不争的事实

哪些部分保持了正常运转。7

断事件的报道前所未有，但这一系列事件再次给供应链的运

世界将继续经历各种随机的突发事件，而紧随其后，各国政

供应链中断总是发生。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媒体 2021 年对中

事实证明，想要从疫情中恢复并非易事，其表现出多变性。

营带来了挑战。2010 年，冰岛的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冰川的

府会采取相应行动。这些继而会扰乱供应链系统，导致工厂、

火山暴发，火山灰导致空运中断了数月。我们看到一系列中

港口或物流运营的关闭或产能减少。确定性已经被不确定性

断事件接连发生，也许发生频率还会越来越高。一位受访者

和偶然性所取代。

认为 2021 年中期世界经历了一场“完美风暴”，许多因素

一位来自食品行业的 CFO 指出，氮是企业的关键原材料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最终全面暴发。一位 CFO 表示，“我

一，这一年以来氮的成本上涨了 90%。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们面对的不仅是新冠疫情和英国退欧问题，网络攻击等因

预测表现出来的性质是：准备预测、提交预测，但此时预测

素还引发了一场完美风暴，而巨型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已经过时。“我们会收到供应商一封接一封的电子邮件”。

导致全球航运拖延数周。过去 18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世界

其影响就是，在这个阶段预算“可能大概有 50% 到 60%[ 的

上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它们已经打乱了全球供应链……事实

准确性 ]，因为存在 [ 太多的 ] 未知事项……例如今年，纸

上，这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需要加强供应链管理的连

板作为原材料之一其 [ 价格 ] 已经上涨了四到五倍……我们

续性规划”。

无法保证供应商会不会在几个月后就跟我们说‘再见’”。

一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 CFO 指出，“以前，我可能会说我

们只需要一个月的运输时间，而现在则需要七个月。因此，

3.2 中断原因

原料”。另一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 CFO 将这种中断与财务

相关事件造成了更多的破坏，例如极端天气（北美西海岸或

我们会面临一个风险，即不能及时获得产品生产所需的化学

造成中断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现在面对的总体情况是，气候

影响联系起来，“在进口商品时，你必须考虑到除进口商品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气候事件，后者导致半导体生产的停止）；

成本之外，你可能还要面对额外成本……所以这就意味着你

但数据显示，工厂火灾等问题（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标

需要更多的资金以应对库存损失或进货损失”。

准有所放松）以及劳动力和供应短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例

如，中国、美国东西海岸以及欧洲港口的业务中断导致货物

每次中断都会让实体从中学习到一些教训。但挑战在于我们

运输出现延误。

无法预见下一次中断，因此实体需要考虑如何管理供应链的
风险并打造供应链的韧性（如本文第五章所述）。而作为消

供应链中断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为因素导致的。供应链就是一

费者，我们是否能够容忍这些中断带来的影响？

尽管疫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但大多数基本物品的供应链仍然保持了有效运作。我们不要

项人类活动，从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到运输、存储和交付；
尽管每个阶段的自动化程度都很高，但仍然需要大量的人为
干预。所谓的“退休大潮”已经在一些地方引发了劳动力的
重大变化，从而影响到了供应链。一位 CFO 谈到，“员工

急于关注那些不可避免的中断，在此之前，我们更需要反思
7. 回顾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有效性，可以查看 Sheffi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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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你给我那么一点薪水，却要求我做这

2021）。货运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但因为货物发送延迟

重要的是，你让所有的管理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工作已成为

留”时间增加，进一步降低了货运速度。

么多事情。我不打算再以这个价格出售我的劳动力了。更为

以及新冠疫情的限制导致港口拥堵，货物在主要港口的“停

我的生活负担，令我痛苦不已’。而且 [ 鉴于 ] 英国脱欧等

一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 CFO 谈到，“我认为大多数企业在

会引发大量监管变化，这肯定会让员工感到不高兴。面对这

2020 年学到了一个教训。我们每个月都希望运费有所下降，

些采用零库存形式的供应链，我们最终将面临什么……全世

但从未如愿，与此相反，运费开始一路上涨。然而更为糟糕

界都陷入停滞状态”。

的是，我们没有船只可用。一些保质期短的商品彻底报废，
也因此导致一部分工厂不能正常运营”。

3.3 集装箱运输中断

一位来自北美的 CFO 指出，运输延误也会转化为库存增加，

全 球 集 装 箱 运 价 指 数（Global Container Freight Rate

“我们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以确保拥有充足的空间来处理

8
Index） 能够以最直观的方式衡量和反映全球供应链的中

物流问题”。

断程度（请参见图 3.1）。尽管运费有所回落，但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由上海航运交易所 9

一位供应链专家认为，港口问题涉及一系列情况：“假设你

计算发布）等指数为 5046.66，而 2020 年初，这一指数仅

正打算将产品从中国运往欧洲，而你所选择的港口在很多时

为 1,000 出头。

候仅按一半的产能运营。整个运输过程可能需要在中途停靠
两到三站，这会产生连锁反应，你必须为每一站做好万全准

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集 装 箱 的 全 球 需 求 增 长 了 5.5%

备。”

（Chambers (2021) 引 用 集 装 箱 贸 易 统 计 公 司 CTS 的 数

据），而港口停留时间的中位数则增加了 11%（Chambers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8 月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5 月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1 月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9 月

2020 年 8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0 月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8 月

2019 年 7 月

图 3.1：全球集装箱运价指数（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50636/global-container-freight-index/ 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访问，并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根据全球航运咨
询公司德鲁里（Drewry）的数据进行更新。

8. “全球集装箱运价指数”由全球航运咨询公司德鲁里 (www.drewry.co.uk) 计算，最新指数可通过其网站查找。
9. 最新指数数据可通过 www.en.sse.net.cn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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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消费支出从服务转向产品。各国为应

被视为一种替代选择”（Wheatley 2021）。一家英国小企

对疫情而采取了封闭措施，这导致服务支出减少，消费者储

业遭遇了类似情况，其 CEO 也证实了这一点。

蓄增加，产品需求发生变化。因此，在经济的需求侧，商品

显而易见，征收关税会带来财务影响。实体必须研究自身是

需求有所增加，但在供给侧，商品供应却出现了延迟。

否可以将关税转嫁给客户或者利润是否受到挤压，并就此作

一位来自东南亚快速消费品（FMCG）行业的 CFO 指出，

出决策。尽管如此，这部分内容属于更广泛的讨论范畴，其

“在疫情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量激增，大部分市场份额已经

涉及劳动环境、可持续发展考虑等其他问题。

转移到在线商店，交易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从之前的“企

业对企业”模式（B2B）转向“企业对顾客”模式（B2C），

3.5 中断所造成的影响

们一次购买活动就会购买和打包 20 件物品；而现在，在转

性。作为消费者，我们已经改变了自身的消费习惯。而在此

而前者具有很高的成本效益，实现了规模经济……以前，人
换到电子商务之后，某个订单可能只购买一到两件物品，这

在许多情况下，供应链在新冠疫情期间能够一直保持其韧
之前，我们几乎不会遭遇物品短缺，对于那些愿意接受替代

就会额外产生大量的成本。

品的消费者而言更是如此。许多短缺是人们的应对行为造成

的，即出现了所谓的“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继

3.4 贸易关税和制裁

而又导致原本正常供应的商品在正常的地方却出现短缺。短
缺也向我们强调了物流的重要性。

虽然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了业务中断，但在 2019 年，一些地

区之间的商品关税规定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实体领导层的

一位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强调了全球供应链

关注重点放在了供应链问题上。世界贸易体系的复杂程度，

对于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等经济体的重要性。10 对

保护国内生产能力的需要，这些都要契合当时的政治趋势。

他而言，供应链非常重要，因为所需的原材料必须从外部

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消除了某些贸易壁垒，但贸

采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远至中东和亚洲。“毫无疑问，

易摩擦的紧张局面依然未能得到全面解决。一位圆桌会议与

会者谈到，
“供应链管理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工具，
其影响面非常大，涉及庞大的采购量，也给供应链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

供应链对于当地制造商非常重要，是它们面临的重大风险。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我们非常依赖于外部条件或外部因

素。”他进一步解释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尤其

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这个系统中，它们只能是价格接受者。
来自经济大国的客户可以将这些价格强加于它们身上，从而

各国政府正在考虑应该将战略物资放在何处生产。例如，世

挤压生产商的利润空间。这导致企业的成本吸收空间越来越

界经济依赖于少数几个亚洲经济体制造半导体。由于世界各

小，供应链越来越脆弱。

个部分的联系愈发紧密，而疫情导致消费者行为发生改变，

因此半导体需求有所增加，但汽车生产已经放缓。2020 年，

微控制器芯片的成本从 0.20 美元上涨到 1.00 美元（2021），
预计 2022 年还将进一步上涨。

Malcolm Wheatley 在为在线杂志《董事会议程》（Board

另一位来自西非的圆桌会议与会者指出，疫情给供应链带来
的挑战之一就是获取外汇。如果货物无法出口，硬通货无法
回流，那么，用美元支付票据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Agenda）撰文时谈到了政治和贸易对供应链的影响，他指

精益生产？

英国脱欧之前，人们谈论最多的无非是出现在英国多佛港口

型，也称为“丰田生产方式”（TPS）。在这种模式下，企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公认的典范是零库存供应链模

出“英国脱欧及新冠疫情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其采购决策。在

业假设货物可以自由流动，只保有最低的库存。实体通常采

的卡车滞留问题。如今，游离于欧盟 (EU) 之外，英国企业

用循环库存（正常库存）和缓冲库存（应急库存）。这种安

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和认识到出口也可能遭遇长时间的延

误，有时甚至长达数周。现在，企业出口物品可能需要各种

证书，这会引发相关成本，因此，小规模出口不再经济可行。
与之相应，供应链也在发生变化，欧盟范围内的工厂和仓库

排让企业能够应对挑战，因为它将自己与供应商捆绑起来，
以便更快地做出响应。在低库存状态下，企业需要专注于尽
可能地生产和实现所有产品，这一点至关重，因此，低库存

10. 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 由 20 个国家组成，包括 15 个成员国和 5 个准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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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也会推动企业提高质量。从财务角度来看，库存增加会

针对回流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一位来自中国的 CFO 给出了

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生产更多的产品。

微倒退回新冠疫情之前。那时，大多数公司所认为的全球化

这样一个观点，“答案就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只需要稍

占用更多的营运资金，也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因为企业会

是‘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为制造而生，而那个国家需要专注于

但这种模式正受到挑战，因为人们对供应时间的确定性产生

其他方面’。由于存在技术获取等诸多原因，全球化仍然是

了怀疑。实体正在寻求打造一种更能“以防万一”的模式

一个现实问题。疫情席卷全球之后，[ 我们看到 ] 每个国家

（'just-in-case' model），以维持关键物品的充足库存，同

都在试图实施保护主义，那么，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

时接受供应链当前的不可预测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

已经偏离了全球化轨道。现在，人人都认为必须重新确定优

统教授、运输与物流中心主任 Yossi Sheffi 在《新的常态与

非常态》（The New (Ab)Normal）一书中谈到，“[ 未来 ]

战略的实质是继续保留 [ 精益生产 ] 的所有方面，与此同时，
保持充足的成品和零部件库存。其秘诀在于，首先需确保库

先顺序。哪个国家可能不得不制造 [ 某个物品 ] ？他们需要

在各个国家做出哪些安排？这种方式能发挥有效作用吗？”

一位供应链专家谈到，“我想列举一到两个例子。例如过去，
某个实体在中国生产所有物件。出于这个原因，现在他们将

存不断周转，保证物品的新鲜度和最新状态；其次，除非获

一部分生产转移到葡萄牙，以便更好地保障供应。如今，实

得使用授权，否则不能将库存用于弥补日常的生产失误和供

体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仅是疫情的影响，而是要提高供

应链中断”（Sheffi 2020）。

应链的灵活性。假设我们在五到十年前进行了一场对话……

在圆桌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围绕是否需要长期保持这种状态

那时，你拥有多家公司，却只有一个供应商；而这家供应商

展开了辩论。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而另一些人则认

正试图尽量减少库存。那么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我

为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但许多人

认为你会考虑近岸外包，确保供应具备更大的灵活性”。

已经汲取了教训，认识到我们需要挑战以前的假设并加强风

围绕回流的辩论也是一场技术辩论。数据流在供应链中发挥

险管理（将在本文第五章进一步讨论）。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实体层面的技术基础设施成为

回流还是近岸外包？

重中之重。一位 CFO 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在某些领域，人

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发

全球供应链系统表现出的脆弱性让人们对实体的总体战略

展成为生产强国，其经验是否可以在下一个低成本地区（如

产生了质疑，这些战略假设东亚地区的低成本经济体在许多

非洲）进行复制。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讨论中需要认识

消费品的生产上占有优势。“回流”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的

到基础设施，无论是物理基础设施还是数字基础设施，都很

认同，即让生产更贴近客户，减少对长距离航线的依赖。

难加以复制。这可能意味着实体需要采用“中国 +1”战略

回流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取决于实体可以回流的具体业

（China +1），以实现供应的多元化。另一种选择是“后期

务。并不是所有商品都适于回流，消费者是否愿意为供应链

定制”（late customisation），即实体选择在低成本的经

的相应变化买单还是一个问题。Lacroix 谈到，“波士顿咨

济体中完成生产周期中的大规模生产部分，而后在更靠近消

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专家经计算得出，

费者的地方完成最终商品。

如今在中国一家标准工厂的生产总成本几乎与波兰工厂相

近岸外包意味着实体需要将东亚经济体的供应商替换为东

当。主要群体现在正在考虑地域因素，试图找出每个地域内

欧、北非或土耳其区域的供应商。一方面，近岸外包面临的

的成本洼地。因此，诸多因素可能会迫使许多公司调整它们

风险可能小于业务回流，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意味着实体可

的‘地域打分’，这些因素包括重新实施区域化，海关纠纷

以减少供应链中与长距离运输相关的某些风险。

的倍增，结合碳价格考虑相关运输成本的增加，而最为重要

的是，满足买家的‘本地消费’愿望”（Lacroix 2020)。显

财务专业人员在与供应链同事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可以

而易见，这是许多组织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例如，在监管

展开一些有趣的讨论，尝试改变众多商业模式的核心假设。

更为严格的行业中，实体持有的观点或面对的要求可能与监

从气候角度来看，未来十年的前瞻性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管较为宽松的行业不同。

义，但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未来几年还需开发许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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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专业人员需要提升自身技能，不仅要了解商业模式如何

率达到足够高的比率，情况就会“恢复正常”（即 2020 年

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创造了哪些机会，还需要评估实体建模所

前的常态）。但其他人对此表示怀疑。

需的数据流。前瞻性规划（特别是包含了气候相关评估的规
划）需要围绕许多数据变量进行建模，而这些数据变量并不

3.6 即将结束？

景，评估某些结果的发生概率和可能性，而后有能力就这些

过往。中断还将延续下去，尽管它们并非全部由新冠疫情引

能通过电子表格直接获取。其中的关键内容是针对特定场

但现实情况是，2020 年前的常态很可能成为我们回不去的

结果进行沟通。

发；而这些变化意味着实体需要适应不同的运营模式。在我

们看来，认为 2023 年局面即将稳定下来的假设似乎过于乐

一位 CFO 指出，低成本经济已经成为过去，财务和供应链

观。届时，实体可能不得不调整商业模式以应对 ESG 问题。

团队需要适应通胀成本这一新现实。通胀成本最初是由燃料

当然，我们可能还会面对更多变化。

短缺引发的，但在中期阶段因劳动力短缺而进一步上涨。一
位供应链负责人表示，不论集装箱成本如何上涨，10 倍或

一位供应链金融负责人指出，“我听说的消息是新冠疫情不

者 5 倍，他们能够“承受 3% 的通货膨胀”。

会很快过去。但我希望到 2022 年底不会再听到此类消息。
许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是不是可以平缓地步入 2023 年，但未

新冠疫情的影响

来很难预测，而供应链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你可

新冠疫情的影响还将继续持续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感染

以考虑到机器、船只和其他各个方面，但驾驶卡车的却是人

激增的情况，而确保人们的安全仍然是政治和健康领域的当

类。人们操作起重机、人们装卸货物……处处都有人们的活

务之急。政府采取了关闭边界和设置限制等措施，这些都将

动身影……我认为……我们不会很快恢复到过去的常态”。

继续扰乱供应链。例如，欧盟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彼此开放了

Yossi Sheffi 在《新的常态与非常态》一书中总结到，“新冠

边界，如今它们采取了暂时性措施，又重新实施边境管制以

疫情可能揭示了全球经济中暗藏的脆弱联系，它也加快了许

缓解当地的疫情。这反过来又导致通关延误。

多技术的采用和诸多实践的推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

许多受访者和圆桌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一旦全球疫苗接种

术和实践将让全球经济变得更加稳健”（Sheffi 2020）。

那么，财务专业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呢？
■
■
■
■

确保规划和预测包含了潜在的中断情景；如果可能，视需要使用预测分析和机器学习。

确定替代战略的影响，其是否有助于实现关键业务目标；确定这些战略本身如何受到潜在中断的影响。
针对潜在情景进行建模，为战略决策提供支持。

了解边境和关税问题对贸易的影响以及突发变故如何给规划情景带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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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还将延续下去，
尽管它们并非全部由新冠疫情引发；
而这些变化意味着实体需要适应不同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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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应链趋势
“我认为财务所扮演的角色……处于这些决策的最前端。这一角色无关会
计，无关会计处理，而是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是否与可持续发展和
盈利目标保持了一致？有时，这可能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来自北美的 CFO

4.1 供应链的演变发展

4.2 数据的重要性

已经讨论过中断将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据。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使用这些数据，例如分析客户绩效

供应链的未来发展有三个主要驱动因素。首先，前面章节
实体需要专注于打造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仅仅关注成本效

的数据流，这一点十分重要。实体需要针对供应链的各个层

将愈发重要。最后，数字化正在推动实体从交易采购向战略

面进行技术投资，以确保数据能按要求实现双向流动。

采购转变。我们已经身处数据驱动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实体利用数据来创造价值和打造竞争优势，对实

实体需要顺应这些趋势，以保持供应链的有效性。每一个趋

体及其竞争对手而言，这一无形资产的价值正在不断提升。

势都会给整个实体带来影响，其中包括财务部门；而财务和

以适当的方式来保护数据至关重要，网络风险仍然是企业领

供应链两个职能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将帮助实体最大限度

导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风险。技术专家也可以向高管层 CFO

地利用这些趋势来获益。

进行报告，强调财务和供应链职能的利益，激发它们保护数

协同采购

据；与此相似，小规模实体可以通过诸多运营操作达到相同
的效果 11。

协同采购为实体打造供应链提供了另一种潜在途径。协同采
购是一种采购方法，实体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连接彼此，以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 CFO 针对供应链涉及的 B2C 发表了看法，

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并创造新价值，其共同目标是通过协作而

“纵观整个分销渠道，我们可以找出 7 到 10 个不同节点或

不是单打独斗来实现更多目标。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VUCA（脆弱、不确定、复杂和模棱两可）
时代，需要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和机会来应对这些挑战。协

■
■
■

实体：主要生产商、制造商、集成商、分销商、专营店、
消费者……而纵览全局，我们就会发现一切仍然如此相似，
所有事情全靠手动，碳元素依然处处可见……无论是打印出

来的纸张，还是我们收发的电子邮件……如何才能产生最大

作是通过以下方面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

或产品趋势，这对于实体打造自身的竞争优势而言至关重
要。供应链也不例外。围绕供应链和网络，形成开放和透明

益。其次，社会越来越关注 ESG 工作，供应链的道德因素

■

数据是实体运营的基础。人类活动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数

影响……这实际上需要通过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他进一

以价值（总成本）来衡量和提高集体的绩效表现 ；

步谈到，“我们能够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消除双重处理，

更有效地管理风险；

移除无效数据，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以更快的方式传递质量更
高的信息……回到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上，这就意味着消耗

整个集体需要为质量和及时交付（执行）负责；

更少的电力，打印更少的资料，获得更高的效率，因此，也

支持创新的环境；

树立集体精神，打造道德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的企业。

11. ACCA/CA ANZ/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在 2019 年讨论了网络风险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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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进行更少的交付。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着手优化路线，
备好货物并定好集装箱，具备能力以跟踪每个单独的数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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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控制塔――提高可见性

件，也就是给集装箱装上物联网设备或为包装贴上 RFID 标

签。我们开始消除所有手动操作和非增值任务，而后财务团

通过数据角度来了解“端到端”供应链变得越来越重要。一

队就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涉及软技能的活动，如沟通、谈判、

位圆桌会议与会者强调，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或疫情持续期

建立关系、寻找商品交付的替代路径以及供应商供货的替代

间，一些实体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它们已经从中受益并

途径”。

且能够更加轻松地应对当前局面。然而如本文第五章所述，

在实践中，获得必要的可见性并非易事。通过“控制塔”这

供应链分析

一应用，我们可以呈现一个端到端视图（请参见图 4.2）。

使用、分析以及阐释数据，任何数据都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才

IBM 对“控制塔”的定义如下：

能从原始数据转化为信息。与财务分析一样，供应链分析也

“供应链控制塔的传统定义为以相互关联的、个性化的方式

需要运用所收集的数据来确定可采取的行动，一旦获得通

来显示供应链数据、关键业务指标和事件的仪表盘。供应链

过，监控其执行结果。

控制塔让企业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关键问题，确定问题的优

一位 CFO 在圆桌会议上做了发言，他强调了供应链分析的

先处置级别并以实时方式加以解决”（IBM，时间不详）。

重要性，“数据或预测等至关重要，需要提前准备好，你必
须……在季节性等方面保持灵活。至于供应链，我们必须考
虑……至少提前六个月”。

图 4.2：控制塔

ACCA 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CA ANZ）
在《 财 务 与 会 计 分 析 》（Analytics in Finance and

原料

经销商

供应商

零售商

制造商

顾客

Accountancy，ACCA/CA ANZ 2020）中探讨了财务职能范

畴下的分析概念，其中列出的原则也适用于供应链的分析。
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分析若想为实体创造价值，就需要更具
前瞻性，并采用预测性和规范性分析，如图 4.1 所示。

显而易见，对于供应链和财务职能而言，任何分析都有价值，
它们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尤其是涉及前瞻性规划和预
测的时候。新冠疫情让实体不得不调整其商业模式，因此，
了解潜在需求并捕捉其迹象就显得至关重要。一些实体能够

获取并利用大数据来进行预测，它们已经展现了明显的优

资料来源：ACCA

势。例如，这些实体能够制定战略，帮助它们专注于能带来
更高价值的客户或关键需求，或者是预判公共卫生措施的放
松。

图 4.1：四种分析类型

描述性分析

发生了什么？

预测性分析

接下来会发生
什么？

诊断性分析

为什么会发生？

回 顾 过 去
供应链
示例
资料来源：ACCA

库存趋势，
投入资本收益率

规范性分析

应该采取什么
行动？

展 望 未 来

发货延迟，
库存周转率过低

贸易法规，
封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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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发布时点、
最佳运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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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的优势在于组织通常能够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

的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可见性来提升韧性（请参见图 1.2）。
控制塔整合了不同系统的数据（这些系统往往处于孤立状
态），然后提供一个整体视图以反映供应链的实时状态。而
所有系统都需要向控制塔

一位中国圆桌会议与会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 VUCA

时代，我们应该推动自主研究，更加关注核心技术及供应商

的开发。企业需要与上下游 [ 供应商 ] 联手打造一个财务生

使用传统的数据整合技术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12

4.4 技术与供应链

态圈，以获得助力并保持同步发展”。

开放，唯有如此控制塔才能发

挥有效作用。如果无法将销售订单与库存、物流联系起来，

智能合约和区块链

易见，入手点之一就是 ERP 解决方案。

立可追溯性（请参见图 4.3）。

那么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实体就可能面临价值流失。显而

实体可以利用智能合约为整个供应链提供可见性并帮助建

如果控制塔可以整合整个供应链的数据，包括利用实体获取

Jake Frankenfield 在投资百科网站（Investopedia）上发文

的外部数据，那么，价值就会得以提升。这需要各个层级之

阐述了智能合约的定义，“一种自动执行的合同，买卖双方
之间的协议条款直接写入代码。其中包含的代码和协议存在

间更加信任彼此，而各层级的员工需要激发自己学习和掌握

于分布式、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中。由代码控制执行，交

适当的技术，进而提供可见性。正如本报告前文所述，中小

易可追踪且不可逆转”。

企业和发展中经济体都会受此影响。

图 4.3：智能合约

预编程合约

事件链

执行和价值转移

结算

交易各方共同制定协议的条

如果条件约定的事件一旦发

合约条款一旦执行，价值将

以高效和即时的方式完成支

款、规则和条件，而后进行
硬编码并形成智能合约，在

生，代码将自动生成。

自动转移给相关方。

此之后，除非交易各方知情，

付，或其他形式的结算。区
块链将记录转移给交易对手
的价值。

否则不能提出质疑。
资料来源：ACCA

12. 现在市面上有几种控制塔解决方案可供选择。其中一些已经嵌入到 ERP 解决方案之中，如 SAP 或微软的 Dynamics 365 Supply Chain Insights；而另一些
则保持了独立状态，如 One Network Enterprises 和 Blue Yo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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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智能合约，交易各方能够以匿名方式达成协议并执行

■

可信任的交易，无需中央机构、法律系统或外部执行机制的
介入”（Frankenfield 2021）。

鼓励新加坡的经济伙伴在数字身份、人工智能（AI）和

数据创新等新兴领域开展合作。它为组织提供了尝试空
间，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实践试用用例和技术。

Lokman Kantar 认为，“供应链由客户关系、客户服务管理、

第二个创新是区块链网络平台 Trade Trust，它是“一个数

等重要模块组成，而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以及互联网的支付

和企业连接到一个公共区块链，以值得信任的方式实现跨数

需求管理、订单、生产流程、采购、产品开发、产品商业化

选择对供应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Kantar 2022）。他

字平台的电子贸易文件的互操作性和交换”（Trade Trust，

认为每个模块都能为财务职能创造机会。

时间不详）。

该领域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技术引领者解释到，“区块链就

4.5 合乎道德的供应链

像一个由多方共同打造和拥有的信任层，这一点尤为重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前任顾问、欧洲智库布鲁盖尔高级研究员

供应链各方可能拥有一系列不同的 IT 系统，而不是运用当

Jean Pisani-Ferry 在 2020 年 4 月撰文谈到，“顽固的环保

前技术打造的统一系统。而后，供应链各方之间会形成各种

斗士认为新冠危机只会让各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采取气候

随机对应点，其中某些对应点可能非常正式，而下一组对应

行动的迫切性，这一点显而易见。但顽固的实业家同样坚信，

点则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因此，这实际上不能形成任何

修复受损经济是重中之重，如果必要，我们需要推迟实施更

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系统。就技术实施方面而言，这是供应链

为严格的环境法规。双方的战斗已经打响，最后的结果将决

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系统拼凑而成，因此难以形成统

定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面貌”（Pisani-Ferry 2020）。财务

一的整体，导致进展普遍偏慢。区块链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一

职业处于这一困境的中心。

困境，它 [ 或许 ] 能打造一个供应链概念，让供应链参与各
方共同拥有所有数据”。

“你的供应链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未来几年， 这将
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实体和政府希望按既定的

数字创新

时间安排实现气候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者越来越

此外，数字化方面还有几项技术进步能为贸易和供应链提供

关注供应链的道德方面，而主要实体反过来会向更多的供

支持。圆桌会议的几位与会者非常关注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

应链参与者询问类似的道德问题。同样，消费者也会更加

以及组织相互之间打造无缝信息流的必要性。

关心所购买物品的来源。2018 年，埃森哲战略（Accenture

Strategy）针对 35 个国家近 30,000 名消费者开展了一项

第 一 个 创 新 是 数 字 经 济 协 议（Digital Economy

调 查， 它 发 现“62% 的 客 户 希 望 公 司 能 在 可 持 续 性、 透

Agreements），它能确立数字贸易规则，促进两个或多个

明度或公平就业实践等当前广泛相关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数字经济协议是由新加坡率先提

（Barton, 2018）。

出，目前该国已达成多项协议，且还有更多的协议正在谈判
之中。新加坡政府总结了这类协议的优势：
■
■

字公用平台，包含一套全球公认的标准和框架，可以将政府

供应链的道德方面涉及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如图 4.4 所示。

统一数字规则和标准，实现数字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
支持跨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数据和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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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供应链管理与商业道德的交汇

供应链管理

社会影响及
相关问题

物流与运输

环境影响及
相关问题

道德问题

供应链管理
实践和活动

逆向物流
绩效问题

供应商管理

商业道德

与
非传统合作伙
伴之间的
合作

规范、政策
和标准

理论建设

资料来源：Quarshie，2016

合乎道德，并与绿色议程匹配起来，这一要求本身就存在问

别定价为 50 美元和 60 美元，那么，消费者的感观可能又

时以电动汽车为例，指出了向电动汽车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的

在成本限制。重要的一点是仔细研究这些举措，了解其成本

题。2020 年，Victoria Gamma 在为 Verisk Maplecroft 撰稿

有所不同。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其中一些举措存

困局。她坦言虽然减少碳排放的努力让电动汽车数量有所增

驱动因素是什么，它将为实体创造多少额外利润和收入以及

加，但生产汽车电池的原材料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它对业务的影响程度”。

阿根廷和智利。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钴的提取过程存在童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 CFO 在圆桌会议上发表了看法，“在谈

工使用情况，尤其是在手工采矿的情形下，矿工按产品获取

判或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我认为财务团队和供应链团队应该

报酬（Gamma 2020）。

更加紧密地进行合作，因为合同内容涉及很多考虑和条款”。

管理供应链并让其合乎道德要求，这项工作的关键是了解供

一位受访者运用二分法对圆桌会议与会者的观点进行了总

应商。信息披露要求和其他非财务报告对实体越发重要，财

结，“你是否仅仅因为试图让采购行为合乎道德而让企业遭

务团队需要更多地关注供应商的政策，因此了解供应商的行

遇困难，最后不得不申请破产？当经济现实不允许实体投入

为也是一件好事。

更多资金时，这个决定将变得更加困难。”

一位 CFO 认为，实体若想采用道德流程，它需要向客户证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机制与供应商建立预期规范，即制定供应

明该流程能够带来明显优势。以饭店就餐为例。如果饭店提

链行为准则。

供两种选择，一种是 50 美元的普通配餐，另一种是 100 美

元的有机套餐，二者的价格差异巨大。如果两种就餐选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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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行为准则

■

越来越多的实体采用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一技术来解决某

■

Management）一文中写到，“供应商行为准则的首要目标

是为供应链注入财务和社会透明度，其目的是围绕人权、
健康与安全、环境影响等问题建立问责制和进行全面披露”

■

（Patchett 2020）。

Patchett 确定了供应商行为准则设计工作的七个关键点。

■

■

通过审计、风险评估或与供应商进行对话，确保定期实

施监控。

阐明如何通过制定解决方案来应对违规行为，而不是将

终止业务关系作为第一反应。

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发布了组织指南

研 究《 联 合 国 商 业 和 人 权 指 导 原 则》（UN's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以了解组

（OECD，时间不详）。

将 联 合 国 全 球 契 约 组 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供应链的传统模式基本上是线性的。原材料从一开始就进入

织如何担负起道德责任。

循环供应链

Compact）设定的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关键

供应链，然后沿着价值链向前推进，直到产成品交付给消费

类别作为行为准则的主要基础，考虑公司的举报制度。
■

或无法衡量的要求，在了解最低要求、所处环境和典型
事例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供支持。

些 道 德 风 险。Lucy Patchett 在《 供 应 商 管 理》（Supplier

■

行为准则应切实可行且诚实可信――不要添加不切实际

者。在这个模式下，物品一旦用完就会被扔弃，这也导致世
界许多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废物处置和堆积问题。

根据所处市场进行量身制定，探索与特定部门相关的领

域，例如科学技术、竞争、税收和消费者利益。

实体越来越关注自身回收产品和部件的能力，而不是简单扔
弃了事。一旦流程完备，实体就可以从所购买的原材料中获

确定合适人员来起草指导方针，最好是能为行为准则负

取最大利益，而且常常还能获得政府补助。这样一来，它们

责的高管人员。方针的具体内容应包含“公司价值观、

就有可能减少供应链的波动性。
这就是循环供应链的概念
（图

对当前问题的认识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愿”。确保草
案得到法律顾问和高管层的审查和确认。

图 4.5：循环供应链

4.5）。

制造商

材料

回收再利用

配送中心

废弃物

资料来源：ACCA

最终目的地

35

供应链：财务专业人员视角

| 4. 供应链趋势

4.6 供应链系统的创新

某些行业对循环供应链的采用要好于其他行业。铝和玻璃
比其他产品更易回收。大多数供应链的线性方法都得到

了优化，但从线性方法转换为循环方法可能代价不菲。

供应链即服务（Supply-chain-as-a-service）

Review）撰文时指出，“为了回收并再次用于制造产品或

代表各种可能选项），机会涌现，供应链也不例外。“供应

Soufani 和 Loch 在为《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随着实体越来越关注其核心活动，“X 即服务”模式兴起（X

部件，收集系统必须覆盖很大的距离，才能让回收物从使用

链即服务”为实体提供了一种灵活且可扩展的模型，不需要

地点回到制造地点。此外，对于专业化零件而言，由于很难

预先进行资本投资。

收集到足够数量的零件，回收工作难以实现其价值（或者需

这种方法是通过以下形式发挥作用的：借助基于云的软件，

要大量的剥离工作，才能获得基本金属、基本硅或基本碳氢

提供一个虚拟的供应链团队，为实体的全部或部分供应链工

化合物。而基本碳氢化合物可以形成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塑料

作提供支持。虚拟“供应链即服务”团队与实体的现有团队

变体）”（Soufani and Loch 2021）。

进行合作，完成采购、生产控制、制造、质量、仓储和物流

采用更多的循环供应链可能会给实体带来挑战，它们需要为

项目或日常运营等工作。

此进行投资并调整结构。世界越来越关注 2030 目标，这些

实体根据自身的具体需求来利用第三方服务合作伙伴提供

投资可能会变得更为重要。

的供应链功能专家，并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服务内
容。这种可扩展性让实体能够获取专家的专业知识，而在其

财务与合乎道德的供应链

他情况下，实体可能负担不起专家费用。因此，这种方法对

为了实现排放目标和更广泛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合乎

中小实体的吸引力很大。

道德的供应链将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发挥日益重要
的影响。报告内容将越来越多地涵盖这些领域，因此，了解

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物流

这些趋势对商业模式和相关数据模型的影响非常重要。并

财务专业人员需要注意的其他趋势包括第三方、第四方和第

非所有投资都能立即获得回报，对于财务专业人员来说，他

五方物流（请参见图 4.6）。

们需要关注“价值高于回报”这一概念 [ 如 ACCA/CA ANZ

这些趋势可以总结如下（请参见表 4.1）。

在“CFO 一 代”（Generation CFO） 中 所 讨 论 的 那 样，
2021]，这一点十分重要。

第五方物流

第四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

图 4.6：第三方、第四方和第五方物流概览

制造商

第三方物流设施
第三方物流设施

制造商

第三方物流设施

物流公司

货运

物流公司

资料来源：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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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第三方、第四方和第五方物流
第一方物流
第二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

实体将产品从一个地点直接运输到另一个地点，或者需要在两个地点之间往来运送货物。
实体拥有集装箱船、
飞机或卡车等资产并用于为其他实体（即客户）运输货物。航运公司、航空公司
和货运公司属于这一类别，经营仓库和存储设施的实体亦是如此。

实体为第三方提供物流外包服务。第三方物流提供商负责管理客户实体的全部（或部分）物流业务，
有效地充当第一方和第二方之间的中介。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供应链管理形式，侧重于整个物流功能的优化，而不是个别部分的交付。
第四方物流

虽然某些第四方物流实体执行的任务与第三方物流类似，但它们通常不以资产为基础，这意味着
它们自身不拥有任何车辆或存储设施。它们的总体简报通常更具战略性和参考性；并提供建议和
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优化供应链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四方物流提供商可以协调第三方的活动，帮助客户处理供应链的特定问题。
第五方物流提供商将帮客户规划、打造和运行物流系统，从客户手中接管供应链管理涉及的所有
第五方物流

要素。第五方物流提供商会关注供应网络，也就意味着它将监督实体内部的每一条供应链。

由于大多数第五方物流提供商专注于大数据并利用技术来提高效率，因此，它们对电子商务企业

的价值往往要高于对实体公司的价值。
第五方物流提供商可能还会考虑利用其他技术，
包括机器人、
区块链、人工智能和蓝牙信标。

那么，财务专业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呢？
■
■
■
■
■
■
■

了解应该如何将供应链数据应用于业务合作和决策目标。

与供应链团队合作，确保完整、准确地获取所有必要数据。
参与数据治理活动，包括关注相关财务和非财务数据。

为供应链行为准则献言献计，确保满足财务和运营要求。
了解供应链活动与非财务报告目标之间的联系。

就供应商的尽职调查和选用程序提供意见和建议。

了解供应链方法的发展情况以及这些发展可能如何影响到业务和数据模型，尤其是那些关注道德目标的相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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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排放目标和更广泛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合乎道德的供应链将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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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应链风险管理和治理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忽视了与供应链管理相关的风险，未对其进行分
析。各界将会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能会反应过度，正如我们
处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当然也包括商业生活。”
英国圆桌会议的与会者
5.1 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进行投资或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因此整个……供应链开始陷

性。13 在实体的整体风险管理框架中，供应链风险正成为一

麦肯锡在 2021 年第二季度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59% 的受

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困局”。

新冠疫情已经让实体认识到风险管理对于自身活动的重要

访者在过去 12 个月的时间里开展了新的供应链风险管理实

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虽然一些实体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全覆

践（Alicke，2021）。

盖的风险框架，但疫情暴发之后，它们认识到自身还非常缺
乏一致性。中断情况可能还会继续恶化，实体需要更加充分

由于多种原因，供应链风险管理可能难以实现初衷。

地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局面。

■

一位来自中国的 CFO 发表了看法，“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

瞬息万变，企业需要建立动态的响应机制，以实时方式来调

很难清楚地了解整个供应链的情况。供应链十分复杂，

形成不同网络，处于供应链不同层次的诸多供应商都可

以为最终产品做出贡献。与其他业务元素一样，跨网络

整供应链战略。企业应该寻找供应能力突出、销售渠道稳定

协作变得至关重要。

的合作伙伴，结成战略联盟，共同抵御风险。将业务与财务

■

结合起来，实体可以有效地应对供应链风险，充分发挥各自
的优势”。

所涉及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一些风险，

例如与自然事件相关的风险，可能难以预见。然而，确
定它们的潜在影响及后果也许是我们应该从新冠疫情上

另一位 CFO 认为，“风险评估技术之所以未能发挥有效作

汲取的教训之一。

用是因为它们低估了供应链长度的相关风险”。

■

一位圆桌会议与会者认为，“了解与供应链管理相关的风险

以及人们对这些风险的过度反应……这是人类行为的自然

保密需要，特别是一级或二级供应商之间的保密需要，

可能会降低透明度。在供应商担心失去商业定位的情况
下尤其如此。

规律……在某个阶段，系统将恢复平衡。当集装箱得以回归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无法克服。实体需要采用一种整体

运输系统时，运输价格将巨幅回落。我认为财务职能可以发

的方法来识别潜在风险，然后规划如何减少风险并将其转化

挥巨大作用，深入了解与供应链管理相关的风险，并结合当

为创新机会，为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的价值。风险

前情况，帮助企业以最佳的方式来定义和减少这些风险”。

文化非常重要，能帮助实体应对风险的关联性，但新冠疫情

一位来自英国的圆桌会议与会者指出，“在许多情况下，风

证明董事会和高管层在很大程度上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围绕

险之一就是……供应链参与者不知道客户会做什么。如果在

这些活动，实体需要打造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文化，特别关

接下来的两到四年时间里还是弄不清楚，那么，它们就不会

注供应链风险。

13. ACCA 在 ACCA 2021 中探讨了后新冠时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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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韧性

■

实体可以通过一项活动来帮助自己减少供应链风险，即嵌入

■

风险传感器并制定应对措施来打造供应链的韧性。实体需要

■

定期审查这些措施，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了解这些措
施。实体必须考虑如何适应新情况，利益相关者映射有助于

它们了解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一旦中断发生，及时做出应对。
在评估风险和规划应对举措时，高管人员必须要求自己及其

避免仓促之中做出决定，导致实体出现薄弱环节；

做好准备以应对成本的增长，例如额外的合规要求；
保持警惕。

实体需要打造业务的韧性并测试问题的应对计划，这是我们

从新冠疫情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很少有实体能够预料到疫
情，这也正常，但它向我们强调了此类规划的重要性，其中

包括财务、风险管理与供应链以及其他团队所制定的计划。

利益相关者思考和回答一些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例如重

复建设设施或搬迁的成本效益如何？哪些合适的风险治理

框架和尽职调查流程是实体所需的？在打造韧性的过程中，
我们获得的教训是仅仅估计风险影响和发生概率是远远不

够的，对于 2020 年的供应链而言尤其如此。在当今世界，

只有通过彻底的测试，我们才能确定此类计划存在的漏洞并
进一步加以完善。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的世界，孤岛式的计
划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供应链腐败和舞弊

韧性源于在风险发展成为现实之前有远见地应对风险。这种

2018 年，联合国估计腐败和贿赂每年造成的损失合计为 3.6

“风险动因”方法对于新冠疫情后的供应链管理至关重要。

万亿美元（Johnson 2018），在当时，这一金额相当于世

研究意料之外的风险是打造适应性的关键所在。如上文所

界第五大经济体的体量，已经超过英国或法国。在同一时期，

述，新技术正在重塑供应链的韧性。新冠疫情迫使许多公司

Ecovadis 联手 CIPS 和 Supply Chain Insider 开展了一项研

重新规划其供应链，并利用信息技术来降低风险和提高效

究，其表明“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大多数公司都处于被动

率。解决这个问题要依赖于适当的数据和系统，以便让实体

状态，所采取的方法也是非结构化的、片面的”（Ecovadis

了解整个供应链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只有弄清特定中断会导
致哪些环节发生问题，实体才能了解其影响并采取适当的行

2018）。保持警惕，秉持高道德标准，这对于管理供应链

动。明智的决策是打造韧性和有效供应链的基石。

至关重要。14

购人员的不同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的分析能反映

■

此外，出于多种原因，供应链容易遭遇舞弊。

一位首席采购官指出，“供应链分析需要结合财务部门或采
多元化的思想，可用于应对某些挑战”。

■

一位受访者谈到，“我们供应链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保持原材
料的 [ 低 ] 成本，如此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是的，我们愿

■

意寻找替代供应商。我们正在研究这些东西的安全性”。
实体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供应链的韧性，其中包括：
■
■
■
■
■

供应链具有全球性特点，这让它的可见性较差。

供应链的复杂性意味着我们很难了解它的整体情况，尤

其是在涉及第三方的时候。

交易的数量和性质也意味着甄别问题可能耗时费力，实

体通常认为这样做不具成本效益。

轶事型证据（例如 Alexander Geschonneck 在《供应链舞

实体尽早做好准备以应对供应短缺；

弊大暴发》（The supply chain fraud pandemic）一文中强

调的证据，[Geschonneck 2020]）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

评估关键部分及其供应路线；

此类舞弊的数量有所增加。对于供应链团队及其财务同事而

了解每个供应商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环境和人员风险；

言，这也是一种风险，因为工作人手减少，供应链中断，客

利用情景演练来评估和提高实体的韧性；

户亟需商品和服务，这些都为舞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位
评论员认为，“恐慌和战略采购不可能共存”（Govojdean

尽可能地打造实体的灵活性，通过供应商的多元化和采

用以技术为主导的方法来识别风险，减少中断情形；

2021）。

14. 例如，CIPS 为其成员提供的年度道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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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舞弊难以甄别，因为它本身具有机会主义特性，这也

公司将受到影响。一位评论员指出，“打击全球价值链中存

是识别潜在问题的第一步。

很长的路要走。但新法律的施行标志着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良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规避传统的舞弊管理技术。了解潜在风险

在的侵犯人权和环境退化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
好的开端”（Initiative Lieferkettengesetz 2021）。这项立

5.2 尽职调查需求有所增加

法重点关注人权问题，要求相关公司必须做出适当的努力，

监管当局日益认识到需要加强对供应链的监管。正如前文所

确保自身的业务运营和供应链中不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应

讨论的那样，一方面，社会各界关注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以

该注意的是，期望要求我们做出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

及它对实现世界碳排放目标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通过道德视

成功。这项立法要求每家公司审查：

角，我们也会发现供应链会对工作条件、奴役和其他社会问

■

题产生影响。这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关注。2021

年第二季度，麦肯锡开展的调查表明只有 2% 的受访者对自

■

身供应链的了解超过了第二层次，只有 21% 的受访者了解

自身的业务运营；

供应链，虽然这主要是针对直接供应商，但“如果实体

获得了切实证据，可证明存在侵犯人权或违反环境义务

的行为，那么它应该针对间接供应商进行风险分析并 [ 采

他们的二级供应商（Alicke et al. 2021）。

取 ] 预防和补救措施”（Rünz and Herman 2021）。

2021 年 6 月，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供应链法案，引入了更
为严格的监管法规，对违规公司的罚款可以高达其全球营业

欧盟委员会正在着手制定类似的立法。欧盟和美国都针对自

及其活动负责。

针对供应链进行治理，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强，显而易见，

己认定的存在剥削行为的地区，实施了进口管制。

额的 2%。一位供应链主管指出，实体需要为供应链的性质

这也将产生财务方面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个供

德国立法要求，从 2023 年起，员工人数超过 3,000 人的公

应链问题。对于供应链管理而言，尽职调查越来越重要。

司需按要求对其供应链开展尽职调查。从 2024 年起，这一
门槛将降低至拥有 1,000 名员工的公司，预计大约 4,800 家

那么，财务专业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呢？
■
■
■
■
■
■

确保财务团队了解供应商尽职调查事项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与供应链团队就立法框架进行沟通，确保其与非财务报告披露联系起来。

审查舞弊相关程序，面对供应链舞弊风险的增加，确保相关风险能得到监控和评估。
所有的企业风险管理评估都应该包括供应链风险。
开展韧性规划并进行测试。

非财务披露要求也会影响到供应商，需要了解披露要求的变化并与供应链团队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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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供应链进行治理，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强，
显而易见，这也将产生财务方面的影响，
也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一个供应链问题。
对于供应链管理而言，尽职调查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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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财务专业人员必须更加关注供应链管理并更多地参与其中。”
英国圆桌会议参与者

实体还将继续面临中断，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包括技术

伴关系对于确保所在实体取得成功越来越重要。每个参与者

候紧急状况的影响。每一种中断都会对商业模式产生影响，

他们对道德和信任有着一致的看法。道德和信任是任何职业

的快速发展，消费者需求和购物偏好的不断变化，健康和气

不仅拥有一套独特的技能，可以让合作伙伴从中受益，而且

进而导致供应链发生变化，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针对

的核心所在。无论是在规划流程、营运资金的管理、打造合

这些关键问题寻求鉴证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乎道德的供应链过程中，还是在企业风险管理中，财务和供
应链专业人员拥有很多交叉点，可以展开合作。

合作是一个关键工具，可以管理不断发生变化的。正如本报
告所阐述的那样，财务和供应链专业人员建立有效的合作伙

有时，“一加一”也可以等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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