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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审计师和会计师行动手册

关于ACCA
ACCA全称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作为一家蓬勃发展的国际专
业会计师组织，我们秉承严格的专业要求与道德标准，在全球
17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33,000名会员与536,000名未来会员。在
中国，ACCA拥有28,000名会员及167,000名未来会员，并在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青岛、武汉、长沙、香港
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设有11个办公室。
ACCA为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创造机遇，使他们在财
会、金融和管理领域成就卓越的职业生涯。ACCA专业资格旨在
培养战略商业领袖，以及兼具前瞻性思维，集财会、商业和数字
专才于一身的专业人士，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繁荣。

自1904年成立以来，ACCA始终秉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我
们坚信：财会行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对促进经济、组织和个人
的发展与繁荣意义重大。强健的全球财会行业能够造福社会，因
为它能够建立坚实可信的财务和商业管理，打击腐败，确保组织
恪守商业道德，推动可持续发展并提供出色的职业机会。

通过广受认可的前沿研究，ACCA剖析当前议题，洞察未来趋
势，引领行业发展。

关于CA ANZ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CA ANZ）是一家专业会计
师组织，拥有超过13.1万名背景多样、才华横溢、精通财务的会
员。他们每天都在发挥专业能力为全球企业缔造不凡。其会员以
诚信敬业而闻名。他们具备专业判断，信守财务纪律，以富有远
见的商业措施为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繁荣做出贡献。
我们专注于会员的教育和终生学习，参与推动公共利益领域的领
先思维，从而对经济和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我们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一员，通过这一覆盖80万人的强大国
际会计联盟和全球特许会计师组织与全球紧密相连，它将澳大利
亚、英格兰和威尔士、爱尔兰、新西兰、苏格兰以及南非的领先
机构联合起来，支持和推动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的超过32万名
特许会计师的发展。我们还与ACCA建立了战略联盟。近期，我
们启动了名为“注册会计师催化器”（CA Catalyst）的战略计
划，支持注册会计师发展技能、开拓新市场，为自身、客户及社
会创造更大价值。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harteredaccountantsanz.com。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cca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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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持续经营已成为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核心主题，这是员
工和具有公众意识的消费者的共同期盼。投资者则希望
看到实际进展。各国政府为眼下十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正在加大监管力度，激励甚至推行
可持续发展。
许多中小企业都在改变自身的经营方式。他们发现，采
取可持续举措不仅能降低成本，更可为增长和盈利创造
新的机遇。他们还认识到，这将更充分地做好准备迎接
未来。部分企业已着手实施真正的转型战略，将可持续
发展作为核心目标，通过致力解决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做出改变。
但有证据显示，更多的中小企业仍在新冠危机的阴影中
挣扎求存，既没有时间重新思考和重塑供应链与商业模
式，也缺乏财力用于可持续发展。切实行动尚未提上日
程安排。
这部手册正是为这些企业而编制。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支
持我们任职于中小企业和中小型事务所的广大会员。作为
审计师和会计师，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帮助企业经历了疫情
的考验⸺基于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互相信任，凭借技能和洞
察力，你们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各位会员能够再接再厉，引领所在组
织和那些向你寻求建议的人士以可持续方式开展业务。这
无疑是朝着未来繁荣迈出的正确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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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行动倡议
白容
(Helen Brand)
ACCA行政总裁

安斯利·范·安塞伦
（Ainslie van Onselen）
CA ANZ首席执行官

我们很高兴将这份行动手册作为一套入门资源，提供给目前
及未来的ACCA和CA ANZ全球会员。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
• 将可持续性融入所在企业的可行动的方案中；

• 鼓励、支持和建议其他组织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方法；

• 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研究，以及有用工具和资源的链接。

商业世界从不眷顾因循守旧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者，而
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我们面临着气
候变化导致的紧急状况，因此全世界必须立即转向可持续
发展。数以亿计的地区和组织行动汇聚在一起，将产生巨
大影响。而我们会始终为此鼎力相助。

你需要尽快做出如下改变：










提高自身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

收集资源，开始对话，并建立更广泛的
联系；
在每一个决定中考虑可持续性；

衡量非财务绩效，并鼓励客户采用相同
做法；

与其他财会和可持续发展专业人士合作；
更频繁、更广泛地分享洞见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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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世界转向可持续未来的进程中，中小企业和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本行动手册将在以下方面为你的行动加速：

重塑商业模式，
重新构想未来

提高公众对可持续的认知。使所在
组织和客户做好准备，破旧立新，
缓解和适应风险，并且建立韧性。

立即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

员工、客户和投资者一致期望企业
遵照《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鼓励和引领变革

从自身组织入手，了解所需参与的
人员及方式，并创建相关的关键
绩效指标（KPI）和关键风险指
标（K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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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方协作

确定其他关
键行动领域

减少资源消耗，促进人权、多样性
和包容性发展，并且保护和再生自
然环境。为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
做出贡献。

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类组织建
立联系，拓展全新合作模式，取得
更大成就。

树立可持续
发展目标

制定远大的战略目标，创造可持续
的未来增长。这不但富有商业意义，
也符合道德和社会考量。

确保转型进
程诚信公正

凭借独特的技能、洞察力和报告实
践知识，审计师和会计师能够提升
可持续转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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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引言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ility
世界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获得生活必需品，而我
们也不能过度加剧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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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引言
中小企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人类在地球可负荷的限度内继续繁荣发展。
对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而言，几千年来，可持续发展一直是
社会和文化习俗的组成部分。新西兰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毛
利人谚语 1： “如果我们关爱大地，关爱众人，我们就能走
进未来。”

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而人们一直将至关重要的自然过程的健康发展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土壤的再生、洁净的空气、水和森林，以及扩大生
产所需获得的自然资源。其结果是，世界如今面临着可持续
性危机和全球气候紧急状况。2

企业的优先事项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关注可持续发展都已成为日益迫切的任
务。企业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正被置于和财务可行性同等重要
的水平。最早在1994年提出该财务“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旨在从人类、地球和企业利润三个维度出发，
综合评价社会、环境和财务结果的可持续性。3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概念体系不断扩展，涵盖了CSR（企业
社会责任）、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综合报告、共享
价值和影响力投资等考察方法。如今，一些企业被视为正在
“追求社会宗旨”或“促进资源再生”。最低程度上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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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概念有助于企业对其影响负责；如能充分利用，这些概念
更将助力企业转型，创建真正可持续的繁荣。

风险驱动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开展了风险认知调查，对象为论坛中领导团体
的超过650位成员。结果显示：气候行动的失败是全球企业
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按可能性排列的前5大风险

按影响力排列的前5大风险

气候行动失败

气候行动失败

极端天气

人为环境破坏
传染病

生物多样性丧失

传染病

1.6

自然资源危机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

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程度达到了合理水平的
1.6倍。4

++++ 地球生态超载日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生物多样性丧失

倍于地球的负荷能力

3%

该日期是指人类每年对生态资源和服务的需求
超出地球当年可再生资源的日期。2021年的超
载日为7月29日。就国家来看，澳大利亚的超
载日提早到了3月22日，新西兰为5月15日，英
国则是5月19日。5
截至目前，仅有3%的地球陆地表面积未被破坏。
（资料来源：《森林和全球变化的前沿》期刊Frontiers in Forests
and Glob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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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引言（续）

ESG框架
ESG

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甜甜圈经济学

2009
28
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环境
E

9

Kate Raworth
Doughnut
Economics

社会
S

治理
G

21

既要确保所有
人都拥有生活要素（从食物和住房，一直到医疗保健和
政治话语权），同时也保证全体人类不会对地球生态支
持系统施加过大的压力，因为人类从根本上依赖着这些
系统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
既能满足我们现今的需求，
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
自身需求的能力。”
⸺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
（Brundtland Commission），1987年

能源和燃料消耗

最贫穷的10%人群

187倍

高于最贫
穷人群

200倍

高于最贫
穷人群

最富有的10%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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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引言（续）

可持续发展问题一览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已制定相关准
则，“指导公司向投资者披
露具有财务重要性的可持续
发展信息”。
这些准则明确了在26项问题
中，哪些分别与77个行业最
为相关。SASB准则现在由
价值报告基金会（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
负责维护。为了创造价值，
你需要关注与所在企业目标
和战略一致的可持续主题。
与其直接选择和衡量关键绩
效指标，不如先思考什么对
于企业真正重要、原因何
在？然后确定行动和目标战
略，并由此生成有意义的关
键绩效指标体系。

社会资本

环境

• 客户隐私

• 空气质量

• 人权和社区关系

• 温室气体排放

• 数据安全

• 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
• 产品质量和安全
• 顾客福祉

• 能源管理

可持续发展
问题一览

• 销售实践和产品标识

领导力和治理
• 商业道德

商业模式和创新

• 法律和监管环境管理

• 商业模式韧性

• 竞争行为

• 重大事件风险管理
• 系统性风险管理

• 产品设计和生命周期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水和废水管理

• 废弃物和有害物质管理
• 生态影响

人力资本

• 用工实践

• 员工健康与安全

• 员工参与度、多样性和包容性

• 材料采购和效率

• 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

资料来源：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该委员会后来合并成立了价值报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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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引言（续）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更多了解



涵盖人类、地球、繁荣、和平和伙伴关系的全球化视角。
对于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来说，联合
国 2 0 1 5 年 通 过 的 《2 0 3 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是国际社会有史以来最全面的意向声明
之一。

“它是一张旨在结束全球
贫困，为所有人构建尊严
生活且不落下一个人的路
线图。同时，它也吹响了
号角，呼吁我们为当代和
子孙后代的利益而携手合
作、加紧努力，从而改善
民众生计、确保和平，并
医治我们的星球。”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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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WE Accounting事务所

以目标驱动，为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十年前，WE Accounting事务所从零开始发展，现
已拥有了众多商业客户。两名创始人中，温迪·塔吉
（Wyndi Tagi）是毛利人，伊莱·塔吉（Eli Tagi）
是萨摩亚人，他们保有的文化遗产吸引着越来越多
来自新西兰（毛利人称这里为 “奥特亚罗瓦”）的
毛利客户和太平洋岛民社区的客户。
伊莱·塔吉表示：“五年前我们意识到，作为一家
企业，是文化令我们与众不同。自从明确提出这一
点以来，我们已经收获了许多符合自身目标市场的
新客户。我们的客户群中土著人士占比已从40%左
右攀升至现在的约70%。

事务所的两位创始人强调，通过了解客户的文化背
景，他们能够放心地将文化、宗教和其他价值观融入
业务当中。

温迪·塔吉表示，“一些企业业主完全没有意识到目
标对于他们的推动力，直到我们与之交谈、了解更多
信息，然后为他们指明这一点。
“有很多客户会在我们的商业规划会议上哭泣，因为
他们以往规划没有根据事实做出推断。一旦他们觉得

自己的目标受到认可，明白自己行动的动力，自己正
在追求非常美好的目标，他们就会豁然开朗。”

温迪说，可持续发展根植于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文
化中。“如果你由可持续目标所驱动，就树立起了比
以往更宏伟的愿景，知道所做的事情对祖先、土地和
未来几代人而言都是正确之举，你无疑会更加努力。
你将全力以赴争取成功，因为你确信这是正义行为
⸺这种信念就在你心中，它就是你生命的意义。”

“我们在奥克兰有八名员工，另有一名员工位于首
都惠灵顿，我们已经将客户群扩展到了全国和萨摩
亚群岛，并在那里建立了由七名员工组成的外包办
事处。这使得我们可以改变商业模式，商业咨询工
作目前约占总收入的70%。”

温迪·塔吉指出，“商业远不止是数字，我们真
正关注的是企业文化。因此，我们能够与企业
业主恰当合作，帮助他们厘清自己的本心、他
们带给企业的理念，以及企业如何真正贯彻他
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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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作用

中小企业是世界经济和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
可持续的繁荣未来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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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作用
尽管中小企业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在各国和全球经济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包括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SMP）在内
的中小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核
心作用。

中小企业与可持续发展

小企业保证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其经营
活动对保障就业、食品生产和分配、工
程建设、卫生健康以及关键服务供均具
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组织的力量聚
合在一起，能够产生重大经济影响。

当前，许多中小企业正忙于应对生
存和增长挑战，比如如何顺应全球
化、数 字化、 以 及 办公特 征 的 改
变 。然而，他们或许已发现，很难
清楚认识可持续发展在助推增长方
面的作用。

规模和范围

ACCA开展的一项最新调研显示，
只有8%的中小企业设定了2050年净
零碳目标。在3500家受访者中，有
四分之一认为自身缺乏可持续发展
所需的专业技能。8

作为深受中小企业信赖的顾问，会计师
通过提供深度的业务和融资帮助，一直
在有力地支持着这一经济支柱。
小型企业员工人数一般为5-19人，中型企
业通常为20-199人。欧盟和澳大利亚将
中小企业定义为雇用员工数低于200人的
独立企业（英国为250人）。在新西兰，
小型企业的雇员一般少于20人，中型企
业则不到50人。7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阻碍中小企业积极投入可持续发展原
因包括：
• 尚未厘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意义
• 难以获得可负担的财务资源；

• 不清楚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举措；

• 不了解可持续发展举措对企业经营
战略产生的影响。9
参与ACCA调研的中小企业表示，希具
备有效报告可持续发展成效的相技能，
并能获得检查事项清单和相资源。

全球影响

90% 全球90%的企业为中小企业。
50% 全球50%的雇员供职于中小企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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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作用（续）

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阶段

唯有小型企业部门充分参与，我们才能有效
应对全球面临的种种环境和社会挑战。
以下四个阶段涵盖了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路径，展示出中小企业随着自身意识和行动
的加强而发生的重要转变。10
目前，虽然许多企业仍在努力研究如何从第
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或完成第二阶段向第
三阶段的跨越，但数以千计快速增长的全新
初创企业从最开始便牢牢定位于第四阶段。

$
1. 利润

专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提
高销售和市场份额。企业业
主可能缺乏可持续发展意
识，或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企
业增长的负担，并对任何变
革产生的影响或取得的效益
持怀疑态度。

2. 考量

对可持续发展某些方面的
认识和接纳程度有限，且
往往受客户或员工的外部
压力所迫，由市场机遇驱
动。该阶段的关注重点仍
是经济繁荣 。

3. 实施

着意推广可持续实践，并将
其纳入业务流程、产品和服
务中，旨在保持经济繁荣的
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
或社会的不利影响。

4. 转型

可持续发展成为主要关注
点，企业宗旨在于助力解
决环境、社会和治理问
题。其首要任务变为实现
公共利益创造价值，其次
才是经济繁荣。

资料来源：摘自T. Dyllick,、K. Muff（2016年），“阐明可持续商业的含义：从一切照旧到真正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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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焦点观察：Thrive Accountants会计师事务所

位于澳大利亚珀斯的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BDO）全球可持续发展业务经理
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
要想对企业产生影响，会计师就必须
以身作则。

在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上，
ACCA会员詹姆士·里扎尔思（James
Lizars）采取的方法可谓新颖独到：找
出难度最低、但效果最好的举措，然
后立即行动。

“当代最大规模的转型”

她表示：“我们已经启动了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之旅。除非能做到知行合
一，真心实意地向客户表明‘我们正
在通过这些努力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业
务当中’，否则便无法真正去帮助客
户。每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各不
相同，但经验之谈总有借鉴意义。”
BDO的客户中不乏中小企业。目前，
BDO正在全球范围建立一项学习和发
展计划，以确保全体员工和合作伙伴
能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贝尔女士
指出：“我们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
光来看待我们开展的一切工作。”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B D O还 拥 有 一 套 “ 可 持 续 发 展
准 备工 具 ” （S u s t a i n a b i l i t y
Readiness Tool），客户可用其
进行自我评估。同时，“能源转
型诊断工具”（EnergyTransition
Diagnostic Tool）还能激励客 户
采用更加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
案，并与所在行业进行比较。

贝尔表示：“我们告诉客户，这
将是当代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商
业转型，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已所
剩无多。”

行动极简化，影响最大化

里扎尔思在英国东格林斯特德（East
Grinstead）经营着一家名为Thrive
Accountants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参
加百万植树承诺项目（Million Tree
Pledge），该所已直接种植3万棵
树，并进一步引导客户植树3.5万棵。
同时，Thrive Accountants还是B1G1
项目成员。B1G1是一项全球性的捐赠
运动，参与项目的企业在每达到一个
自我设定的发展里程碑后，便会向世
界其他地方的项目提供捐赠。
里扎尔思诠释说：“我最中意的一个
项目是一项小额贷款，每当我们获得
新客户，就会为其捐款，该项目用这

些钱向马拉维的一位女性创业者发放
贷款。当她的生意取得成功时就会偿
还贷款，款项随后又借给其他人。”
这正是里扎尔思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中
所寻求的杠杆作用。

除了帮助客户计算碳足迹外，里扎尔
思还建议客户采取简单的可持续发展
措施，例如与更具可持续性的银行合
作，或在资助项目的同时负担其薪
酬。此外，共益企业（B-Corp）评
估也是助力客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好
办法，即使客户最终并不想做出任何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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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商业意义

中小企业采取可持续实践所形成的共同影
响，有助于解决全球一系列重大挑战。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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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开展显著变革。
而整个财会界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

可持续发展：商业意义

—莎拉·惠尔（Sarah Whale），
ACCA会员、
公司创始人

无论是执业会计师，还是企业内部会计师，面对可持续经营不断加速之势，切勿掉队。

“采购订单”
供应链

2030
13

节约成本

创造价值
12

提高自身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助力其他组织
同向而行，能够令企业脱颖而出，增进品牌
声誉和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能够
反映他们价值观的品牌，并寻求具有进步意
义、环保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必须清晰地彰显目标，而非像以往那样
保持沉默。

要。 16

人才

然而，购买可持续产品的消费者规模与提供可
持续产品的企业数量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近
一半的新西兰人表示已转为选择更具可持续性
的品牌。14在另一项面向834名新西兰消费者的
调研中，96%的受访者非常看重产品是否由
经过修复、再利用或可回收的材料制成。15
12

在一项覆盖英国各地8000名居民的调研中，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在解决诸多
社会和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45
2.3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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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商业意义（续）
投资

在扩张过程中，中小企业通常都需要资金支
持。同时，投资者、基金、资本市场和金融
机构也纷纷鼓励（若非强制要求）企业披露
非财务风险，并表明自身对可持续商业行为
的坚定承诺。

投资者希望企业能够准确预测并妥善管理与
气候相关的风险， 19 从而降低未来的经营风
险和成本。

一项针对专注于英国中小微企业的投资基金
的调研发现，8 7 % 的受访者认为投资者对
ESG问题的关注将在随后12个月内不断加
强，而31%的受访者预计ESG关注度将在未
来一年显著增加。20
2021年9月，CA ANZ发布的年度投资者信心
调研显示：
•

86%的受访散户投资者认为企业自愿披露
ESG信息十分重要。

•

83%的受访投资者表示，如果可持续发展
信息能够经过独立鉴证，他们对这些信息
的信心就会增强。

韧性与创新

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一切照旧”。
中小企业需要关注可持续发展，并将其纳
入所有决策，从而催生更为合理的风险管
理和战略规划。唯有如此，中小企业才会
更具韧性，从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动荡局势
中更快复苏。 21

会计师可以为企业业主、董事会和管理层提
供充足信息，并确保适当制度落实到位，让
所有人坚守共同的价值观，培养可持续发展
文化。22
中小企业还可将新冠疫情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用于可持续发展。许多中小企业都曾面临收
入急剧下降和暂时闭门歇业的困境。随着为
求生存而纷纷作出的调整，中小企业也迎来
了创新和增强韧性的良机。

一项针对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

44%

的中小企业为适应现
状而转变了经营模式。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1/5

的中小企业积极
采用网上交易。

42%

焦点观察：莎拉·惠尔，ACCA资深会员

精诚协作是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
sustainavistas是一个致力于创造影响
力的专业人士网络。作为sustainavistas
成员，ACCA资深会员莎拉·惠尔
（Sarah Whale）一直在热情鼓励会计
师通过可持续发展相关咨询工作实现业
务增值。
她指出：“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我
们不但可以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错
误，还能加快实现自身目标。要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整个财务界必须团结一
致，推动这一变革。”

社会、环境和财务方面的积极影响。她
指出：“不进行ESG报告，企业便会与
机遇失之交臂，失去营收，也无法为企
业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惠尔还是
公司创始
人，致力于帮助中小企业衡量和扩大在

同时，惠尔还在帮助提高会计师的可持
续发展与合作意识。她每月都会举办
ACCA实践室会议，通过全球同行之间
的内部讨论，着力推动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的可持续进程。

在财务运营领域工作了十多年后，惠尔
从剑桥大学可持续领导力研究院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ility Leadership）获得了可持续财务专业
资质，并成为了一名共益领导者（B
Leader）。“共益领导者”是英国共益
实验室（B Lab UK）开展的一个培训项
目，旨在教导学员如何带领企业通过共
益企业认证。

作为一项重要的起步措施，会计师应向
客户说明可持续发展并无捷径可走。惠
尔强调：“关键绩效指标（KPI）并不
能预示成功。我们必须向客户解释，工
作成效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这是我
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的企业永久转向了网上交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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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
发挥引领作用

会计师具备可信赖的行业关系、专业技能和洞察力，因此
成为向中小企业提供可持续发展咨询服务的最佳人选。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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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发挥引领作用

更多了解



ACCA网站
CA ANZ网站

在引领中小企业或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气候行动和
其他可持续发展相关活动方面，会计师拥有独特地位。
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
分析商业模式。
提供关于如何转变商业模式的建议。
报告非财务指标。
提供非财务指标鉴证。

若会计师不能挺身而出，带头推动可持续发展业务，其
他人便会取而代之。正如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会计系副主任内奥米·索德斯特罗姆教授
（Naomi Soderstrom）在谈到应对气候变化时所说：
“我们不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工程师。虽然他们的专业知
识至关重要，而我们也需要与许多不同的专家合作，但
会计师始终发挥着信息中介的作用。”23

提振雄心
会计师应当鼓励企业转变行动态度，从避免过于糟糕改
为积极采取变革方法，助力解决各种全球挑战。换言
之，会计师应帮助企业提振雄心壮志。
会计师还应为企业收集和分析各种财务和非财务数据，
使长期可持续发展进程报告更加有力和透明。24

独特技能
在工作职责以外，会计师的独特技能、洞察力和对商业
实践的深刻认识，以及值得信赖的顾问角色，都为其创
造了参与解决问题的契机。会计师可通过示范效应，支
持其他企业采取相应行动。25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创造意识
只要与中小企业拥有者或管理者就风险管理及其附加价
值展开对话，便可引发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讨
论⸺尤其是在中小企业可产生显著影响的领域中。26

90% 的会计师都认同，自身还需付诸更多努力。

在一项针对864名ACCA会员的调研中，62%的受访者表示会计师应当
了解企业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帮助其改善风险管理；75%认为所在企
业需要加大工作力度，解决种种社会不平等问题；85%则希望所在企业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27而另一项涵盖1140名CA ANZ会员的调研显示，
83%的受访者期待接受更多可持续发展相关教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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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汤姆·芬恩，ACCA会员

焦点观察：阿莱娜·卡里姆，ACCA会员

ACCA会员汤姆·芬恩（Tom Finn）认
为，在整个企业、以及有合作关系的
其他企业中，财务部门应成为引领可
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

ACCA会员阿莱娜·卡里姆（Aleena
Kareem）主要在巴基斯坦从事可持续
发展意识传播工作。对她而言，这无
疑是一场硬仗。

财务部门：
变革动力

他指出：“财务人员是业务的润滑
剂。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风
险。如果我们像过去一样保守，把自
身视为变革的管理者而非推动者，那
么财务部门便会阻碍可持续发展。”

芬恩现任芝加哥Streamline Healthcare
Solutions公司首席财务官。他认为，
财务部门应当密切关注具有财务影响
的非财务指标。
芬恩表示，“会计师往往都极为关注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但还有许多其
他非财务指标也会对企业财务状况产
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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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树立意识

卡里姆表示：“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做这
件事。在巴基斯坦，只有大约5%的人
知道可持续发展。”甚至连年轻一代也
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关注可持续发展。
例如，员工流失率、员工满意度和薪
酬差距“都能表明企业的健康状况和
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员工是大部分企业最主要的成本项
目。照顾员工并不难，而且在大多数
情况下，员工状况的追踪数据都已存
在。对此芬恩指出：“我们无需浪费
时间做重复工作。”

她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
指路明灯，致力于让企业了解可持续
实践蕴藏的各种机遇。
卡里姆指出，“由于巴基斯坦企业对
可持续发展缺乏了解，我们必须从教
育和意识方面入手，然后是可持续发
展报告，最后是可持续发展咨询。”
因新冠疫情暴发和接连不断的出行禁
令，许多巴基斯坦企业正奋力求存。

但实际上，可持续发展议程能够与企
业复苏紧密联系在一起。卡里姆认
为，“中小企业尤其需要明白，企业
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并非相互冲突。”
卡里姆是巴基斯坦SHAOOR培训和咨
询公司（SHAOOR Training and Consultancy）联合创始人，现任SKANS
会计学院（SKANS School of Accountancy）副院长、国际培训师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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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发挥引领作用（续）

如何实现增值
会计师可助力中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前行，通过提供建议、建
立联系、确定影响并让可持续发展融入组织架构，来引领这一进程。

4/10 的英国中小企业主要从事B2B
业务。
30

提供建议

 阐释商业意义，说明如何通过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来创造价值、降
低成本并提高企业的行业地位。

 了解大型企业面临的挑战，并说明这些挑战可能对小企业产生的影响。
 指导企业了解复杂的新兴报告框架、碳计量和减废计划，包括相关
基准和最佳实践框架/评级体系。
 进行差距分析，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自身情况，据此制定相应行动
计划，弥补发现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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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系

 将经济发展趋势和政府的可持续发展举措与客户的战略、商业模式
和业绩联系起来。
 鼓励相关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活动，如与当地学校、慈善机构或员
工志愿者开展可持续发展项目合作。
 就可持续发展问题，促进当地企业在商会和行业组织中建立联系网
络并分享信息。
 与其他专家建立联系，共同努力帮助企业采用可持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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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发挥引领作用（续）

确定影响

 帮助解决气候风险管理和碳足迹计算问题。
 通过向客户提供减废建议促进能效提升。

 帮助企业与所有合作者透明、可靠地沟通。
 协助企业根据相关报告框架进行披露。
 为可持续发展信息提供外部鉴证服务。
 获取政府奖励和拨款。

29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融入可持续性

Trees, carbon &
sustainability

对一些中小企业而言，可持续发展或已成为其业
务价值核心，并渗透至企业活动的方方面面。然
而，也有企业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重要。

An empirical model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

中小企业有机会加入另一家企业乃至政府的供
应链，或继续保持其供应链成员地位，这些机
会有望激发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将可持续发展
融入自身业务。
会计师不应坐等中小企业客户主动上门。围绕
可持续发展的咨询业务增长，这将鼓励会计师
事务所主动争取此类工作。在该过程中，事务
所要与一系列参与可持续发展计划的组织建立
联系，协助客户分析碳足迹、供应链、采购融
资、以及增强多元化和包容性。

charteredaccountantsanz.com

可持续发展与碳数据

在墨尔本大学，可持续发展已
被纳入新一代会计专业学生的
课程。会计系主任布拉德·波特
副教授（Brad Potter）表示：
“现在几乎每门课都会涉及到
一些可持续发展元素。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核心知识，而非选
修内容，因为这相当重要。”

波特教授参与了墨尔本大学植
物学系、会计系、CA ANZ以
及墨尔本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Melbourne）
的合作研究项目。
他们利用长达25年以上的树木
数据，为不同的树种和树龄开
发碳捕集模型，并创建了一条
经验公式。会计师可使用该公
式更加准确地计算树木的碳捕
集数据。该公式还将成为未来
碳报告的基础，进一步提高数
据鉴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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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迈克·阿特金森，CA ANZ资深会员

新西兰“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CA ANZ资深会员迈克·阿特金森（Mike Atkinson）
现任贝灵翰姆华莱士会计师事务所（Bellingham
Wallace Accountancy）董事。该事务所位于奥克
兰，拥有37名员工，在全新西兰拥有2000多家客户。
过去十年中，阿特金森参与了多种可持续发展倡议。
阿特金森指出：“以前，我们没有行之有效的‘大
棒’政策，‘胡萝卜’也未真正发挥作用。能做到
可持续发展固然不错，但大多数公司对此并未太多
切身感受。”

如今，人们的态度正发生明显转变。最近，阿特金
森发现中小企业对ESG实践的兴趣日益浓厚。例
如，地方政府在招标时，若投标企业符合某些可持
续发展标准，便会获得更高分数。
阿特金森表示，“企业纷纷开始自我调整和制定可
持续发展达标方法，因为如果不重视ESG问题，便
会错过发展机遇。”
他指出：“最终，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以及
大型企业来提升供应链，要求小型供应商具备可持
续性。这将产生一种涓滴效应。”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大企业往往都有可持续发展官员或整个团队来负
责可持续发展活动，因此通常更容易解决相关问
题。与之相比，小企业的优势在于必要时能更迅
速地采取行动。
阿特金森指出：“小企业通常缺乏资源，而这正
是我们会计师，作为值得信赖的顾问，能够相助
之处。”
他认为，这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是一次绝佳
商机。但问题是，应如何与客户携手解决这
些问题。

阿特金森剖析说：“作为会计师，我们通常很不
愿意冒险，也不太擅长销售。然而关键在于，可
持续发展无疑已进入大多数企业的议程，且必然
成为重要议题。这就导致实际上客户会主动要求
会计师提供此类服务和建议。”
他建议，更勇于做出改变的会计师可以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鼓励客户查看具体商业
案例。“这样既能提高财务效率，又可促进业务
增长，从而创造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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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

中小企业采取可持续发展措施所产生的
共同影响将有助于解决全球重大挑战。

每一家企业的未来都与应对可持续发展危机紧密相
关。缓解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他
挑战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丧失、废物和循环利用、水资
源短缺、海洋污染等。其中，许多生存风险都与社会
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如贫困与不平等、现代奴
隶制度、工作条件、住房负担能力、卫生健康等。
在本节和下一节，我们将以“采取行动”为标题，重
点介绍一些相互关联的可持续发展挑战。这些挑战是
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和中小型会计师事务
所必须着力应对，而这里只列出了某些项目。这些内
容回顾或总结了问题及建议对策，并提供了进一步的
信息或工具链接，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综合全面的解
决之道。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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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则开展业务

更多了解



联合国网站

下图展示了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十项原则。
劳工

维护

结社自由，切实
承认集体谈判权

反腐败

消除

一切形式的强
迫或强制劳动

人权

尊重

和支持国际公
认的各项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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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

生产链上各种
形式的童工制

推动

反对

制定

促进

相关举措，消除任
何形式的职场歧视

一切形式的腐败，
包括敲诈和贿赂

环境

保证

企业决不参与任何
践踏人权的行为

采取

负责任、积极主动的预防
性态度，应对环境挑战

倡议和办法，加强和
宣传社会环境责任

开发和推广环
境友好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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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气候与环境
中小企业可自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参与各种全球倡议，在其约束下履行自身承诺。

了解自身碳足迹。

设定并分享减排目标。

负责任⸺签署可信的标准。

气候已开始改变。并且由于过往排放对气候系统造成深度影响，
进一步变化不可避免。32但是，正如一位气候科学家所说，我们仍
需“采取大规模全球行动，避免继续走向灾难性的未来。”33

为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们必须在2030年前将排放
量减半，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在本世纪下半叶，我们每年从大气中
捕获的二氧化碳需要多于排放量。34
会计师可帮助中小企业，为其提供减排标准、认证和报告方面的
适当建议，并指导其测量碳足迹，制定有意义的相关目标。
减缓与适应
了解气候变化减缓战略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前
者较为主动，旨在试图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大限度减少和
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而后者更加被动，承认气候变化并通
过调整业务来妥善管理当前风险，避免未来出现更严重的结果，
同时利用新出现的机遇。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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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气候与环境（续）

努力实现净零碳排放

更多了解



中小企业气候中心
（SME Climate Hub）

要实现净零碳排放，首先应承诺采用以科学为依据的目标来
减少排放。全国和全球性的减排倡议可助力企业实现目标。
工具：韧性
新西兰的“韧性企业”组织（Resilient
Organisations）制定了一份适用于
所有企业的分步式行动清单，以有
效应对洪水、地震、丛林火灾还是
其他疫情等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灾
难，确保自身生存和繁荣发展，并
保持韧性。

做出承诺

英国的中小企业气候中心
（SME Climate Hub）为中
小企业提供了一系列工具，
以减少排放，并提振企业可
持续发展雄心。中小企业可
通过签署《中小企业气候承
诺书》，做出气候承诺。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科学减碳倡议组织（SBTi）
为企业（包括中小企业）提
供了可靠途径，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从而实现《巴黎
协定》设立的目标。35

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ve）是澳大利亚政府发
起的一项倡议，旨在推动企
业自愿采取气候行动。该计
划为各种规模的企业提供了
衡量、减少和抵消碳排放的
框架。

十亿

全球33个国家共10亿儿童同时面临着三到四
种气候危机引发的“极高风险”，其中涉及
热浪、洪水、龙卷风、疾病、干旱、空气污
染等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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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气候与环境（续）
碳补偿

碳补偿机制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
为，碳补偿的存在能让企业、特别是
那些试图提升公众形象的企业伺机宣
称已实现“碳中和”，而非切实努力
减少或消除碳排放。
同时，一些碳补偿项目的质量也颇受
质疑，尤其是与避免排放有关、或是
封存或捕集二氧化碳量存疑的项目。

排放类型

了解“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reenhouse Gas Protocol）规定的三类碳排放：
企业通常可从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着手，因为这两类排放更易
测量和管理。范围三排放则更多地出现在减排承诺和目标中，
且只针对特定减排类别。此外，了解各种排放的程度将有助于
制定分阶段减排战略。

正确测量一家企业的碳足迹并非易事。会计师可通过访问正确
的数据库和获取准确信息来完成该任务。下文简要介绍了三类
排放：

例如，澳大利亚某农场曾参与美国的
一项碳补偿计划，向微软出售土壤碳
信用额。但当学者们分析该计划采用
的方法时，却发现其宣称的土壤碳增
加量过于乐观。41

企业应首先大幅减少实际排放量，碳
信用额或补偿额仅用于抵消剩余部
分。企业可以购买与国内和国际登记
挂钩的碳信用额，并确保提供者和来
源的可靠。碳市场为中小型事务所会
计师创造了机遇⸺为不同规模的企业
提供咨询和鉴证服务。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范围一：指所有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

排放，以及企业车辆排放、工业生产
过程和现场制造过程中的排放，可能
包括发电机和锅炉等。此外，还包括
逸散性排放，其主要来自冷却建筑物
的制冷剂。

范围二：指外购电力、热力或蒸汽产

生的间接排放。所购电力主要用于为
设备、计算机或照明供电。

范围三：即企业价值链产生的间接排

放。此类排放是企业活动的结果，但
并非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
生。38可能包括员工上下班通勤、客户
出差到企业、产品运输和数据中心产
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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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气候与环境（续）

中小企业采取不同减排路线
如何测量碳足迹：
花园盆栽业务
实现碳中和

Balcony Garden是澳大利亚最
大的在线花盆和花架商店，其
产品主要产自越南、泰国和意
大利。2021年6月，该公司表示
已获澳大利亚政府“气候行动
计划”100%碳中和认证。36
该公司经过18个多月的艰辛努
力最终实现了碳中和，通过在
印度和中国投资风力发电，抵
消了503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其
大部分排放来自产品制造
（70%）和运输活动（23%）。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更多了解

 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reenhouse Gas Protocol）确定企业的排
放边界。

 确立排放基准年，以设定减排目标。
许多企业发现新冠疫情影响了排放水
平，更加难以确定合理的基准年度。

 考量资源和原材料的使用（包括金属
和木材产品）、水资源利用以及产品/
机器的生命周期。

 设定企业的减排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
间框架。确定排放差距，并规划企业
将要采取的减排措施，以此实现减排
目标。

 收集数据，确定不同范围和类别的排
放情况。39

 在可能和相关的情况下，纳入与特定
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相关的所有排放，
包括产品的运输、储存、销售、使用
和处置等。

 分析不同范围和类别的排放量，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与同行进行比较。



为中小企业设定科学目标

泰勒斯酒庄制定
科学减排目标

泰勒斯酒庄（Taylors Wines）
是一家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中
型家庭葡萄酒生产商。该企业
已通过SBTi作出减排承诺。
SBTi为中小企业制定了一条精
简的减排路线，并将中小企业
定义为雇员少于500人的非附属
独立企业。

泰勒斯酒庄承诺，到2030年将
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在2018年基础上减少
50%，并测量和减少范围三排
放。其减排目标与将全球变暖
控制在1.5摄氏度所需的减排要
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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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气候与环境（续）

办公场所减排
工具：
如何设定目标

可采取以下减排行动：
 选择利用可回收材料或可再生能

 如果企业拥有并运营车队，则应

 调查照明、空调和热水器等节能

 协助员工管理通勤排放。

源制造的寿命长、含碳量较低的
产品和服务。
电器和设备。

 改为可再生能源现场发电，如安

装太阳能电池板、或通过“购电
协议”（PPA）/绿色电力选择可
再生能源供应商。例如，财会软
件提供商Xero向Powershop电力
公司购买碳中和电力，为其墨尔
本和悉尼办事处供电，从而减少
了约56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召开电话会议，减少国内外商务

旅行。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改用电动、混合动力或氢燃料卡
车和商用车辆。

 确保企业已建立数字化基础设

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在云端进行
所有运作，减少纸张的使用，同
时也要检查云服务的电力和能源
管理工作。

 向管理层、董事会和其他外部各

方报告减排进展，以加强问责制。

 减少垃圾填埋。

最低目标应是每十年将绝对排放量
（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半，但最
好能加快速度。这意味着可实现7%
的同比降幅。若选择在五年内将排放
量减半，意味着每年需减排13%；若
选择三年内实现排放量减半，则每年
应减排21%。 40总之，请将减排计划
分解为年度减排目标和里程碑活动。

详情请参阅：指数路线图倡议（Exponential Roadmap Initiative）。该
组织为联合国“奔向零碳”活动
（Race To Zero）、TED“零碳倒计
时”（TED Countdown）的认证合
作伙伴，同时也是“1.5℃供应链领
袖”（ 1.5°C Supply Chain Leaders）
和“中小企业气候中心”（SME
Climate Hub）的创始合作伙伴。

全球2000家最大上市公司
21% 在中，21%的企业已做出净零碳
排放承诺。

资料来源：能源与气候智库
（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

工具：
如何测量年度排放量
小企业可使用以下工具计算年度排
放量：
 碳足迹计算器
 Climagap
 CoGo
 邦纳维尔环境基金会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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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气候与环境（续）
可再生能源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中小企业正经
历着蓬勃发展，不仅为供应链上下
游创造了就业机会，更推动了广泛
的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
2019-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
就业岗位从 1 1 0 0 万个增至1 1 5 0 万
个。42新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存储将
成为业务运营的常规组成部分，并
实现显著增长。同时，面向普通家
庭的能效融资创新也将是快速增长
的领域。

Tom Arran - Unsplash

工具：可持续发展行动拨款
为提高能效和减少能耗，许多地区会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赠款和奖励。在澳大利
亚，州和联邦政府机构便设立了一系列资助项目。其他一些助力中小企业实现可持续
转型的国际倡议包括：
 帮助小企业应对气候危机的“绿色复苏计划”（Green Recovery Plan）
 欧盟“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
 英国最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计划
 支持伦敦中小企业启动绿色复苏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还创建了绿色税指数，用以评估180个国家如何通过税
收激励措施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考察的具体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污染、水资源管
理、资源管理、废物管理以及如何鼓励绿色建筑和创新。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焦点观察：Brighte公司

绿色债券的光明未来
在澳大利亚，绿色金融领域正在经历
高速增长。凯瑟琳·麦康奈尔（Katherine McConnell）正是一位来自该领
域的能源技术创业者。

麦康奈尔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她于
2015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Brighte，旨
在解决贷款市场缺口这一迫切问题。
当时，没有任何机构能为具有环保思
想的人士提供透明、快速且可负担的
融资渠道。
Brighte推出了两类金额可达1万美元
的融资渠道：其一面向提供绿色住宅
装修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企业，另一类
则是直接面向屋主。

自2015年以来，Brighte已累积批准8
亿多美元的融资，目前公司拥有员工
140多人。在其支持下，1800家太阳
能和住宅装修企业得以为10多万户澳
大利亚家庭提供帮助。
2021年，该公司完成了1.9亿美元证券
化“绿色债券”的发行，获得了四到
六倍的超额认购，并凭借这一资金注
入成功扩大了融资业务。

Atlassian软件公司联合创始人、亿
万富豪迈克·坎农-布鲁克斯（Mike
Cannon-Brookes）和斯科特·法夸
尔（Scott Farquhar）也向Brighte
公司投资了1亿美元。

这家初创企业是澳大利亚增速第六
快的科技公司。这表明在不断增长
的可持续发展市场中，理念新颖的
企业总会发掘出巨大增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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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奥克兰储蓄银行

可持续金融支持企业发展
奥克兰储蓄银行（ASB Bank）是新西兰领先的商
业银行之一，拥有超过5500名员工。
ASB银行的气候变化战略涵盖了为客户提供低碳经
济转型支持。与新西兰其他大多数银行一样，ASB
需要遵照新的强制性气候相关财务披露要求。

ASB银行企业责任高级经理查理·陈（Charlie
Chen）表示：“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正日益成
为银行业的核心，而这又要求金融专业人士必须具
备新的技能。”
陈拥有战略和财务规划专业背景，但目前聚焦于可
持续金融与气候变化。他表示：“这是一场振奋人
心的转型，会计师可以为此做出很多贡献。
“（与气候有关的）强制报告要求将层层渗透整个
经济，促使中小企业更加认真地思考气候风险和机
遇将对其业务造成何种影响。

定向贷款
ASB银行支持客户转型的方式
之一，便是通过定向贷款来应
对特定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ASB银行于2021年推出“农
村可持续发展贷款”（Rural
Sustainability Loan），帮助
农户改善环境。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客户，若其承
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ASB便会提供更具竞争力
的贷款利率。此外，该行还推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
重点的住房贷款和管理基金业务。
除了客户业务外，ASB银行同样关注着自身运作对
气候变化的影响。ASB银行已获得Toitū Envirocare
零碳认证认证，并致力于根据《巴黎协定》规定减
少经营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以便将全球气温升
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内。

“许多中小企业是大型企业供应链的组成部分，提
供低碳产品将为他们带来竞争优势。此外，如果中
小企业测量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可能有助于客户
的信息披露工作，因为这表明客户企业在减少整条
供应链的碳排放。”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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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废弃物的减少与回收利用
通过减少、再利用和回收废弃物，中小企业可减少
塑料污染，并阻止其进入垃圾填埋场、海洋和水道。
减少使用由化石燃料制成的塑料。
尽可能地重复使用或重新利用。
尽量回收利用，并以可持续的方式购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全球资源的使用量增
加了两倍，预计到2050年将再增加一倍。43如
今，全球海洋已变成一个巨大的塑料垃圾
场，其中大部分塑料是由化石燃料制成。

减少塑料的使用

中小企业首先应采取以下行动：

• 在自身业务中减少使用塑料，如产
品包装。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包
装，然后认真考虑替代材料和/或如
何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 与供应商合作，帮助其减少使用塑
料，并推荐替代品。

Oceanic Global为从事酒店、体育运
动、音乐和常规办公业务的企业提供可
下载的指南，指导其如何采取措施，引
入可持续发展实践、减少使用塑料、回
收废物、以及购买可回收产品。

减少塑料的使用

食品生产和建筑行业都是垃圾废物
的最主要来源。通过实施废弃物收
集和循环利用计划，企业可以贡献
自身力量，确保产生的废弃物最终
不会进入垃圾填埋场、海洋、溪流
或河流系统。
• 使用指定的垃圾箱进行垃圾分类。

• 开展员工教育，让其了解回收垃圾
的原因。

• 委派员工负责确保垃圾的正确回收。
• 调查供应链。

• 选择具有可持续产品认证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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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亿

全球三分之一的食品遭到浪费。
欧洲每年产生的食品垃圾足以养
活2亿人口。46

工具：
回收中心
与当地回收中心建立联系。Recycling
Near You和Business recycling是澳大
利亚规模最大的垃圾回收和再利用中
心，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两万多个回
收点。这些网站由非营利组织Planet
Ark建立，每年的页面访问量高达40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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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Heng Hiap Industries公司

构建海洋塑料闭环
马来西亚Heng Hiap Industries公司成
立于2002年，是全闭环企业的典范，
是全球首家获得“海洋塑料认证”
（Ocean Bound Plastic）的公司。该
认证由非政府组织“零塑料海洋”
（Zero Plastic Oceans）和管制联盟
（Control Union）联合设立。
在2018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废物后，
马来西亚成为塑料废料的下一个替代目
的地，面临垃圾的大规模涌入。

但这也为Heng Hiap Industries带来了
商机。他们收集被冲到马来西亚海滩和
河边的塑料垃圾，然后在工厂进行分
类、粉碎和清洁，再将其熔化，并提取
新的100%再生塑料颗粒，供其他企业
使用。

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建豪
（Seah Kian Hoe）表示，Heng Hiap
Industries 最近通过了“海洋塑料认
证”，因而可以加入国际企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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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建豪指出：“此前这些国际企业认
为，我们这些回收商在质量、行业标准
和专业水平方面都达不到要求。他们需
要对所有这些高标准和高质量原料来源
进行检查确认，然后才能将产品提供给
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47

全球每年会产生2.6亿吨塑料 垃圾，但只有16%得到了回收利用。44在英国，
57%的塑料瓶被成功回收；德国和丹麦90%的塑料瓶被回收供循环利用；而挪
威则以96%的回收率位居全球首位。45我们需要将垃圾重新定位为一种有价值的
商品。

精彩旅程
如今，凭借“海洋塑料认证”，Heng
Hiap Industries已准备进军全球市场。
谢建豪表示：“可以说，我们已经做好
了准备；作为回收商，我们可以为您提
供想要的一切。从现在开始，您将看到
我们采取更多积极行动，开启一趟激动
人心的旅程。同时，越来越多的品牌会
将海洋塑料应用到其产品中。”
生产塑料颗粒仅仅只是个开始。Heng
Hiap Industries在其他可持续加工方
面拥有超过18项专利，如检测和去除
塑料中的重金属，并将其转化为环保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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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人权与不平等
全球供应链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将中小企业与具有剥削性劳工行为的企业、
甚至是现代奴隶制度联系起来。对此，尽职调查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了解产品来源。
了解产品的制造方法和制造者。
了解产品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
确保劳动条件符合国际标准。
工具：
关于奴隶制的报告
欲了解更多关于现代奴隶制度的报告
方法，请参阅此篇红十字会（Red
Cross）报道。通过查看全球奴役指数
（Global Slavery Index），中小企业
可以确定自身是否存在供应链风险，
并根据所在国家、部门或行业对风险
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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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供应链的规模和复杂性，是
中小企业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48

例如，每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会涉
及200多家供应商。全球各地的不
同企业向苹果公司提供内存芯片、
调制解调器、相机组件、麦克风和
触摸屏控制器等零部件，其中部分
企 业 为 中 小 企 业 。49 这 还 不 包 括 为
制造零部件而开采铜、碲、钴、锰
和钨等矿物质的企业。50
调查供应链
全球化令供应链变得十分漫长且
极不透明，而中小企业往往无法
全盘观察整条价值链。但随着大
型企业纷纷开始按照规定调查和
报告其供应链中存在的人权侵犯
行为，中小企业也可能在服务大
企业采购部门的过程中，受到越
来越多的审查 。

现代奴隶制度

尽管大多数国家已在19世纪将奴隶行
为定为犯罪，但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估计，当今世界仍有多达4000
万人在现代奴隶制度条件下工作。51
现代奴隶制度指的是犯罪者使用胁迫、
威胁或欺骗等手段，剥削受害者并剥夺
其自由。
现代奴隶制度影响供应链的做法包括贩
卖人口、强迫劳动、债役和童工。
现代奴隶制度并不包括工作条件不达标
准或工人报酬过低等情况，而这些问题
的确有违人权。52

而全球贸易则使现代奴隶制度条件下的
劳动者所制造的产品有机会跨越国界进
入其他国家。

英法澳三国分别于2015、2017和2018
年出台了现代奴隶制度立法，要求大型
企业调查其供应链中的现代奴隶现象和
人口贩卖问题，并报告企业为识别和消
除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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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人权与不平等（续）

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小企业：
 不仅要调查供应链的排放和环境影响，
还要调查其社会影响；
 根据风险，对产品/服务及所处位置进

行考量；

 要求提供有关公平劳动、人权、反腐败

政策的相关信息；

 只购买获得“公平贸易”（Fairtrade）

或其他认证的产品。

助力减贫
不平等问题加剧了贫困，使全球数百万人口
无法行使其享有基本生活标准、健康和尊严
的权利。
2020年，极端贫困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1.2
亿，预计2021年将增至1.5亿。
然而，贫困并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据
调查，有七分之一的新西兰儿童生活在贫困
之中 53 ，五分之一的德国儿童 54 和近三分之
一的英国儿童55亦是如此。
贫困和饥饿总是形影相随。截至去年年底，
受粮食不安全严重影响的人口高达2.7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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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使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十年扶贫进度
遭受重创，56而亿万富豪的身家财富却仅在
短短九个月内便反弹至疫情前的高点。
为应对贫困问题，中小企业可以：

 只与供应链中提供人道工作条件、安全

工作场所并向雇员支付公平生活工资的
企业合作。

通过调查供应链，中小企业还可有意识地支
持生产巧克力、咖啡、茶叶、棉花、纸张和
其他经济作物的小型农业生产者，满足员工
办公室日常物资需求⸺食品零售商、餐
馆、咖啡馆、餐饮服务商和活动组织方尤其
能够帮助这些农户。
从事上述行业的小企业还可：

 将多余的食物捐赠给食品银行、食品慈

善机构、难民、家庭暴力庇护所和流浪
人士收容所。

公平的工资和工作方式
公平合理的工资能让家庭满足其日常所需。
公平支付雇员工资和向承包商付款的企业，
也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英国与澳大利亚
“薪酬窃贼”
全球范围并非所有企业都能遵循公平的
劳工措施，甚至连最为富裕的国家也不
例外。2021年8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
（UK Revenue and Customs）发现，
2011年-2018年间，有191家企业拖欠
3.4万名员工共计210万英镑工资。
榜上有名的雇主必须偿还其所欠款项，
并被额外处以320万英镑罚款 57 。具体
违规行为包括雇主错误地扣除工资，如
制服费和各种开销，以及未按员工实际
工作时间发放足额工资。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在2020
年提交给澳大利亚议会参议院经济委员
会（Senate Economics Committee of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的一份报告
中指出，在澳大利亚，不同规模企业拖
欠工资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指出，企业克扣工
资的行为包括不支付养老金、不支付休
息和加班期间的报酬、不支付试用期/
培训期/年假工资，以及向员工收取制
服费。

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还表示，中小企业
尤其会设法规避裁员费。在建筑业、农
业、医疗保健业、商业保洁业、肉类加
工业、酒店业、零售业、美容业、快餐
业和住宿业等中小企业较为常见的行
业，员工面临的风险格外突出。58据普
华永道（PwC）估计，企业每年拖欠的
工资约达13.5亿美元， 59 影响到约13%
的澳大利亚劳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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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弗朗西斯·卡特，特许会计师

探寻可持续商业的意义

在从事了十年会计工作后，特许会计师弗朗西斯·
卡特（Frances Carter）选择改变职业方向，在工
作中寻找更多意义。她先代表澳大利亚红十字
会，为澳大利亚国际发展志愿者组织（Australian
Volunteer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在博
茨瓦纳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完成了国际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和可持续发展管理硕士学位的攻读。

目前，卡特在Conservation Capital公司和ERIAS集
团两家国际咨询公司担任可持续发展顾问。前者
主要开展环保融资和可持续发展业务；后者则主
要从事企业ESG、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工作。卡
特为多种类型的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对象涵盖大
型资源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小型企业以及土
地所有者。
“我一直热衷于环保工作，所以希望将这一点
与会计工作结合起来。”她还补充道，与欧美
企业相比，澳大利亚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非常落后”。
卡特十分关注如何通过金融服务来促进环境保护
和生计改善。可持续发展必须融入企业战略和运
营的各个方面。她认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
自给自足的农民，这一原则均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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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卡特正与一家非营利国际组织、多家跨国
咖啡公司、印尼银行业和小型咖啡种植户合作，
通过提高生产力来阻止发生在国家公园中的森林
砍伐行为。
同时，她还与许多其他专家合作，努力帮助种植
者提高产量，采用更具可持续性的做法，而无需
扩大种植地块和面积。
变革理论
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是，如何采取措施，确保作
物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出售。这不仅能提高农民
的生活质量，还使其有能力负担孩子、尤其是女
童的学费。卡特还与银行合作，为这些农民提供
小额贷款。
她表示：“我从变革理论模型入手，从保护森林
这一最终目标开始，然后回溯研究我们如何实现
该目标。”
卡特认为，此举能够实现各方共赢。咖啡种植者
的产量增加，收入也会相应增加，森林和生物多
样性也会因此得到保护，而跨国咖啡公司则能得
到可持续供应链的保障，从而避免了砍伐森林或
使人们进一步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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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Farm Crowdy公司

解决尼日利亚饥饿问题
尼日利亚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内冲突、粮食价格上涨、
自然资源退化和贫困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和随之而来的出行禁令也使许多农民
无法继续耕作。
ACCA会员阿金德勒·菲利普斯（Akindele Phillips）
表示：“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这样，到2050年，我们便会有足够的粮食来应对人口
增长。”

菲利普斯现任Farmcrowdy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该公司主要为小农户提供农艺知识、小额保险和市
场渠道。Farmcrowdy还通过其农民网络数据库，将小
农户与各个机构、政府组织和其他发展资金提供方联系
起来。
该公司代表农民与供应商谈判，与农民分享技术知识，
并帮助农民将产品直接销售给客户。疫情期间，公司还
开发了一款配送系统应用程序，便于将新鲜的农产品送
到客户手中。
菲利普斯认为，所有企业都应具社会使命感。“在我看
来，作为私营实体，我们正在利用某些资源，包括自然
资源。因此，我们至少应该在社会服务方面对生态系统
予以回馈。” 60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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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多元化与包容性
注重多元化和包容性，有助于企业应对当今世界的各
种不确定因素，并为未来发展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审视自身组织。

创造具有包容性的职场，为所有人
提供平等机会。
促进妇女和弱势群体的职业发展。

员工是企业及其实现未来目标和繁荣的核心。而确保平等、多元
化和包容性不仅是企业一切工作的核心，也体现了企业与员工和
客户的互动方式。
要想让女性、性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在企业和政府中得到平等代
表，全球仍任重而道远。其中，教育女童和赋权女性便是一项基
础重点工作。

经合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都要求企业保
证男女同工同酬。在冰岛，员工人数超过25人的企业均必须详细
说明为解决性别工资差距所采取的措施。冰岛也成为全球首个有
此规定的国家。61 目前，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型企业也同样面临
这一要求。

招聘与离职





• 分析企业中的性别工资差距。CA ANZ也发布了自身的性别工
资差距报告，请点此处查看。

• 确定企业雇用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员工人数，从初级职位到高管
职位。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检查招聘和选拔过程。

解决面试和选拔小组中的性别和种族偏见问题，让
女性和其他少数族裔参与其中。

为寻求庇护者、残障人士等弱势人群提供体面的生
产性工作。例如，星巴克（Starbucks）和宜家
（IKEA）等企业实施了雇用难民的特别计划，而在
澳大利亚悉尼，时尚品牌Social Outfit和面包店
Bread & Butter Project是两家完全由难民和新移民
经营的中小企业。
进行离职面谈，听取并理解员工离职的原因。

39

采取行动：多元化与包容性（续）

升职

 经常进行更加透明、负责和公平的绩效

考核。

 公布升职和加薪情况，同时确保为相同

的职位提供男女同等的报酬。这也是法
律规定。

 改变薪酬结构，提供业绩和成果奖励，

取代有利于全职员工的传统计时付费。

 举办培训课程，鼓励女性和少数族裔有

信心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奖金。

职业灵活性

 使学习、旅行、（男性和女性）生育、

以及照顾老人/残疾家庭成员/子女等假
期常规化，避免员工升职或薪酬前景因
此受到重大影响。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积极追求并创造灵活的工作环境，改善

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导师与领导层

1-1.5亿

 加快提高女性和有色人种担任高层的比

例，通过包容性的导师计划，支持所有
员工进步，扩大人才库。每个想要参与
计划的人都可以成为导师或学员。

 使男女两性高管均支持女性和有色人种

进入管理层、高管部门和董事会。举办
社交活动，为女性树立行为榜样，向其
他女性学习。

 支持企业内部教育，为所有员工提供自

我提升和深入了解企业运作的渠道。这
将催生企业内部创新，提高流程、产品
和服务的效率，并增强成本效益和可持
续性。

如果女性农民拥有更多资源，
便能为1-1.5亿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
资料来源：乐施会（Oxfam）

工具：
创建包容性职场
澳大利亚政府职场性别平等局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
拥有相关资源，可帮助企业创建更具
包容性的职场，进行性别薪酬差距分
析，引入职场性别战略和灵活就业，
或指导更多女性进入领导岗位。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A u s t r a l i a 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可为中
小企业提供资源，以及开展雇主培
训。新西兰妇女事务部（The Ministry
of Women in New Zealand）拥有性
别薪酬差距相关资源。此外，加拿大
组织Gender at Work在如何解决性别
问题方面也拥有丰富的国际资源。

工具：
指导员工赋权
CA ANZ已与领英（LinkedIn）学习平
台建立合作，所有会员均可不受限制
地访问。该平台就如何建立指导项目
推出了系列宣讲会。此外，CA ANZ
利用软件平台Mentorloop在导师和学
员之间建立联系，并设立了名为
“Mentor exchange”的交流项目。
ACCA也建立了类似的指导项目，为
导师和学员提供在线培训和按需网络
研讨会，介绍指导项目可能带来的收
获以及如何满足学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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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

首先，企业需要认识和理解可持续发展举措带
来的各种机遇，并采取有效战略来实施变革。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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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开始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非财务数据
进行基准分析时，便可更多了解企业的整体健康状况。”

企业转型

⸺珍妮弗·坎特罗（Jennifer Cantero），
Sensiba San Filippo会计师事务所

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指导，制定相关战略，将可持续
发展融入企业的经营模式、运营活动和企业文化中。
拓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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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续）

界定优先事项：最简法则
收集可持续发展信息

首先需要了解企业及其活动，确保给出有
针对性的相关建议。你已经拥有或者可以
轻松获取所需要的大部分信息，所以请尽
量保持数据体系的简单。
你将收集以下方面的数据：

• 客户或所在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 企业规模和行业指标；

• 商业模式：收入来源、客户、产品和融
资情况；
• 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进口商、制造
商、初级生产商）；
• 迄今为止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如
能源消耗、性别平等。62

确保客户认可这一过程，然后将重点放
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并开启报告
流程。

设定目标

 确定和评估关键行业基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指标。

 做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指标的承诺，并将其纳入企业

使命、战略和优先事项。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主张的组成部分。

 中小企业可向大企业学习，在制定自身计划和目标时有所

借鉴。

整合措施

 绘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

 阐明具体行动，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

 建立绩效指标，以衡量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

或帮助客户开展此项工作。

 采取措施提高企业的可持续性，尤其是通过环保行动，减

 利用社交媒体、会议、通讯简报和企业网站来触达员工、

经理、高管、董事会和客户。也可考虑使用Employment
Hero等互动参与类应用程序。

 详细具体地说明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及原因。

 尽早着手在员工入职流程中展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

承诺。64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确保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均致力于应对可持续发展

问题。

 制定并记录采用SMART目标（明确性、可衡量性、可

实现性、相关性和时限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委派员工引领特定领域的变革。

少能源消耗，开展物品回收和再利用，并提升业务的人性
化水平。

工具：
借鉴大型企业的做法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沟通宣传

在线数据库Pivot Goals收录了全球500家最大企业制定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目标。

43

采取行动：
治理与合作
可持续发展危机是人类在制度上未能妥善管理经济发展后果的结果。

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
的当地组织建立联系。
加入行业组织，为可持续发展倡议
发声。
与所在行业的其他会计师或中小企业
接触，共同发出变革呼声。

开展联合行动，如共享回收利用或获
取可再生能源。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方，中小企业可在当地
社区和国家内部建立联系，也可跨越国界，
参与可持续发展相关事宜。

例如，当今世界缺乏适当机制来充分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林， 63 中小企业可
以加入解决这些问题的队伍。事实上，一些
企业已开始行动了。
风险评估
识别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衡量与企业相关
的可持续发展风险。评估环境和社会影响以
及适当的治理措施，确定各领域存在的风险
与机遇，分析其可能性和后果。考察固有风
险，比如是否处于能源密集型行业或依赖稀
缺资源，抑或是否面临供应链风险。

财务影响

然后，确定每类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所有风
险都可能引发重大后果，只是当前尚未显
现。查看数据滞后或缺失之处、哪些方面需
做进一步调查，以及企业正在采取的风险缓
解和预防措施。人们需要通过数据和基本分
析来衡量影响，并设定相关目标和指标，以
便未雨绸缪，从容应对潜在的连锁反应。

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重要性地图
（SASB Materiality Map）是十分有用的工
具。该工具考察了11个大类下、77个行业
中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人们可利用该工具
识别可能影响某行业企业财务状况或经营业
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还可通过客户
和员工来识别重大问题，并观察同行采取的
行动。

700 万

如果减少空气污染，就可避免700
万人因空气污染死亡或患上呼吸道
疾病。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工具：
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联合国创建的《联合国全球契约》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包含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综合
性资源，因此各种规模的企业都能
将战略和运营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结合。《联合国全球契约》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倡
议，来自160多个国家的1.3万多个
组织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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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
循环经济
中小企业需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维修、再利用、回
收利用和用途改换方式，从而引领循环经济的发展。

中小企业拥有加入循环经济的巨大机遇。他
们可以采用诸多全新方式与客户互动，创建
新的商业模式和流程，并与供应链的不同环
节建立联系。

减少垃圾

 实现无纸化和业务数字化，减少与纸

有利于循环
经济的制造

张、打印机、复印机、墨盒和文件柜相
关的废弃物和成本。

 购买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服务和

设备。

 对其他所有垃圾进行分类。

减少使用从而最
大限度减少垃圾

用
和使
耗
消

循环经济涉及创造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产品，
利用智能设计实现产品的重复利用、回收利用
和再制造。66这些举措有利于形成更富韧性的
可持续经济，以及打造更加健康的地球。

企业可联系当地电子废弃物回收商来取走废
旧电脑和打印机，甚至允许员工将家中的电
子垃圾带来一并处理。

制
造

新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循环经济将为全
球带来4.5万亿美元的额外产出。该研究还发
现，循环经济商业模式有助经济增长与自然
资源消耗脱钩，同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65

有利于循环
经济的设计

澳大利亚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提供的信息表已详细罗列
企业在该国可回收的每种材料或产品。
减少使用
自然资源

回收和再利用

垃圾收集与分类

最大限度减
少垃圾填埋

最大限度提高
回收利用率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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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循环经济（续）

把握机会拓展新业务
回收电子产品

马来西亚APR Electronic公司推
出了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电脑
的翻新及转售业务，价格仅为
新机的零头。此种商业模式实
现了技术普及，使非营利组
织、学校和其他小企业能够负
担得起这些设备。为确保设备
不被填埋，APR Electronic还制
定了回购政策，负责处置使用
过的IT设备。目前，已有1000
多家小型企业和慈善机构从中
受益。在这一过程中，该公司
还在向其他企业供应电脑备件
并提供维修服务。67

废弃物市场

ASPIRE是澳大利亚一家中小企业。该
公司开发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帮助用
户访问废弃物市场，由此创建出一种
循环经济。
该款应用程序能将试图丢弃垃圾的企
业与有需求的企业相匹配。例如，

追踪产品生命周期

作为一款极富创新的供应链跟踪器，
atma.io能帮助企业创建数字ID，如同
产品的生产证明。这样，企业及其客
户便可监控产品的整个供应链和生命
周期情况。

这一追踪功能可在极其细微的层面上
发挥作用，查明生产所使用的原材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工具：可持续发展4D画布
（4D SUSTAINABILITY CANVAS）
EarthPower公司与生产发面酵母的AB
Mauri公司建立合作，将前者产生的
食物垃圾转化为电力，再将其回输至
电网。
此外，农户也可用AB Mauri公司的糖浆
废料来养牛。

料，并监控产品制造、运输和销售的
各个环节，使企业能够单独捕获和追
踪每种产品的碳足迹。
该工具于2021年3月推出，目前已跟踪
140亿件产品。

该工具不仅可帮助负担能力有限的中
小企业摆脱资源匮乏的处境，进而开
启可持续发展之旅，还能通过循序渐
进的简明过程，将可持续性融入企业
的商业模式。
该画布分为社区、员工、治理和地球
四个部分，有助企业全面认识自身活
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鼓励员工成
为制定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参
与者。

一旦中小企业完成4D画布，便可借助
可持续发展目标卡片，将企业行动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挂钩，并在4D
Targets模块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指标。

请访问4D Canvas Download免费下
载该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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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Sensiba San Filippo会计师事务所

中型事务所创建可持续发展中心
Sensiba San Filippo LLP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中
型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约翰·森西巴（John
Sensiba）表示，Sensiba San Filippo已于2018年5
月认证成为共益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真正做到
了“言行一致”。
在共益企业认证的积极影响下，该所希望帮助客户
完成同样的转型。

2020年，事务所成立了Sensiba可持续发展中心，旨在
帮助企业转向目标驱动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并且涵盖
社会和环境绩效、问责制和透明度等多个方面。
碳足迹
该所营销与可持续发展事务总监珍妮弗·坎特罗
（Jennifer Cantero）表示：“我们研究了企业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开展的所有行动，比如计算碳
足迹、供应链管理等。”

“在大学招聘会上，学生们通常会涌向‘四大’的
展位，但如今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展位上有共益企业
标志时，便会先来与我们交流。现在，我们也可以
吸引和‘四大’一样多的优秀人才，这真的是超乎
想象。”
开启客户可持续发展之旅
坎特罗表示，当客户尚未准备好谈论可持续发展
时，他们往往会从“盈利”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我们会讨论成本节约（像如何留住员工）、资源
利用、废物收集、生产效率等事项。
“当会计师开始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和非财务数据
的问题时，最终便会对一家企业的整体健康状况有
更多了解，而不只是关注财务数据。
“会计师提出的或许正是企业开业以来从未反思过
的问题。”

Sensiba San Fillipo事务所已从共益企业认证中获益
良多。坎特罗指出：“在招聘方面，共益企业认证
可以真正改变现状。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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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可把握良机，通过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以及
非财务报告和鉴证服务，为可持续转型注入诚信。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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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保证
正如会计师能够确保中小企业财务报告的诚信度，他们应采用同样的
方法服务于企业的非财务报告与鉴证工作⸺尤其是可持续实践声明。
报告标准在供应链上一脉相承。
中小企业可自发采用相关报告准则，
表明可持续发展承诺。
非财务业绩声明需要有证据的支持。
谨防“漂绿”，即使是出于善意。

中小企业可选择采用一些自愿性可持续发展
标准，以证明自身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的组织
化努力，表明其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抑
或报告企业取得的减排进展。

碳中和或许是某些企业的目标，但企业还
应了解应何时利用碳补偿机制，这一点十
分重要。
企业在营销材料、销售宣传或产品包装方面
对可持续实践的承诺，必须要有证据支持。
认识到大企业必须遵守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准
则，将有助于中小企业赢取业务，以及制定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自愿性标准

在企业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的过程
中，问责制至关重要。
当前，全球至少有25个行业实施了450
多项自愿性可持续发展标准。透过这
些标准，消费者得以了解企业在产品
生产和制造过程中做出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其目的旨在对社区、环境和经
济产生积极影响。68
生产商可通过执行相关标准，增加市
场准入并从贸易活动中获取更大利
益。但是，一些小企业可能不具备相
应的技术或资金能力。另外，由于相
关标准的数量不断增加，出口商获取
所需认证的成本也可能很高。69

作为联合国旗下机构，国际贸易中心
（ITC）已开发出一套标准全景图
（Standards Map），涵盖环境保护、
工人和劳工权利、经济发展、质量和
食品安全以及商业道德等领域的300多
项标准，免费提供“全面、可靠且透
明的信息”。

此外，国际研究项目“可持续发展倡议
状态”（State of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也提供了关于自愿性标准如何促进重
要商品部门提升环境和社会表现的可
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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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了解

可持续发展标准案例

公平贸易认证标志（
）表示生
产商和贸易商均已达到公平贸易标准，并支持全球最贫穷国
家的小生产者和农业工人实现可持续发展。
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致力
推广有利于环境、具有社会效益且经济可行的森林管理措
施。该委员会追踪认证产品从森林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过
程，包括产品加工、制造和分销等环节。
™）则确保产品
雨林联盟认证（
来自符合综合标准的农场或森林，以保护环境并维护促进工
人及其家庭和所在社区的权利和福祉。

促进创新，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西
蒙·塔利亚皮耶特（Simon Tagliapietre）指出，中小企业将在绿色转型中
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他们的参与极其重要。他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有效
且精心设计的绿色产业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以促进绿色创新,并为中小
企业产品和服务创造最佳的市场环境。”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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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标签指数
（Ecolabel Index）

焦点观察：Counting Clouds Cambridgeshire会计师事务所

共益企业认证路线图
要获得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
认证，企业必须满足透明且经验
证的社会与环境绩效标准，同时
还应担负起平衡商业利润与社会
目标的法律责任。

企业必须表明，正在努力减少不平等和
贫困，同时创造体面且具明确社会目标
的优质工作机会。截至目前，已有来自
77个国家、153个行业的4088家企业获颁
“共益企业”认证。

英国会计师事务所Counting Clouds Cambridgeshire的董事总经理、ACCA会员卡
罗琳·哈里登斯（Caroline Harridence）负
责完成了共益企业认证。

她指出：“我发现认证过程极具
价值，为我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发
展结构和路线图，有待在未来进
一步完善。”70

共益影响力评估（B Impact Assessment）
是一款免费开放的在线诊断工具。中小企
业可利用该工具检查和改进自身的可持续
发展政策和流程。
为了完成认证过程，企业需要支付相应
的认证费（每三年还须更新认证），并
根据企业营业额支付一定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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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标准
中小企业所能把握的最大机遇之一便是成为大型企业的供应商。随着大型企业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低碳
未来而不断作出努力，紧跟大型企业发展战略方向的中小企业亦可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供应商和客户。
虽然许多报告要求并不适用于中小企业，但由
于供应链的连带效应，中小企业仍需了解相应
报告要求。了解大型企业所应达到的可持续发
展标准，有助于中小企业制定自身相应战略。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监管机构、行业
组织、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开始要求大型
企业进行可持续发展综合报告。

迈向全球标准
据统计，全球84个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已制
定614项可持续发展报告规定。其中，许多是
自愿性标准，一部分受到法律的支持，且大多
数要求只适用于大型企业。此外，至少有25家
股票交易所也已制定上市规则，强制要求1.65
万家企业发布ESG报告。71

中小企业如何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综合报告
与此同时，报告组织也在不断合并。2021年6
月，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和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完成合并，成立
了全新的“价值报告基金会”（VRF）。

综合报告汇集了一家企业的战略、治理、绩效
和发展前景等相关信息，反映了其商业、社会
和环境背景，并说明了企业是如何在当下和未
来创造价值。 72 ACCA已发表专题报告，概括
介绍了综合报告。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
已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全球可持
续发展报告准则。为此，基金会于2021年11
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上成立了新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
则理事会（ISSB）。73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成立于1997年的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是
一家具有国际背景的独立机构。73%的全球
250强企业74和全球10,000多家大型企业已采用
其报告准则。根据GRI“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小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在数据库中的占比为15%。75 此
外，GRI还为寻求参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小
企业发布了相关指南。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为企
业应对气候相关风险、转型风险和机遇提供建
议。目前，已有2000多家企业与TCFD建立合
作，并公开支持其建议。包括英国、新西兰、
香港和新加坡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宣布，
计划对某些实体强制执行与TCFD建议相一致
的报告要求。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成立
于2021年6月，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组的架构和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补充，通过为
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完善的信息，指导其
将自然相关风险纳入战略规划、风险管理和资
产配置决策。

自然资本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

自然资本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估价项目
（NCAVES）是一项由联合国运行、欧盟资助
的报告准则。该准则虽仍处于开发阶段，但许
多企业已采用其方法。目前，巴西、中国、印
度、墨西哥和南非等国正在进行相关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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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漂绿研究机构提
供的审查事项清单

企业切勿出于宣传的需要而在可持续发展上找捷径抄近路，
否则自身及其客户都将面临被控“伪环保”的风险。
在可持续商业产品和服务的迅猛增势下，“漂绿”是
指一家企业对其环境或社会影响做出误导性声明，抑
或缺乏切实证据证明其行动声明。企业务必要杜绝这
一情况的发生。

企业应确保所有的可持续发展声明都有真实数据予以支
持，切忌用语模糊。对于产品的可持续性特点、原材料
产地、制造工艺以及运输方式，都应进行真实陈述。

施罗德机构投资者（Schrode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球接受调研的750名行业专业人
士中，约有60%的受访者认为“漂绿”是其寻找可持续
投资时最关心的问题。

英国智库
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标榜“以气
候为主题”的基金往往持有包括大型石油公司在内的污
染大户的股份，而且许多基金尽管声称与《巴黎协定》
“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却与协定目标背道而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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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欧盟和各国消费者保护部门对服装、化妆品
和家用设备网络销售商的环保声明进行了审查。结果
发现，超过4 0 % 的环保声明具有夸大、虚假或欺骗
性，并且根据欧盟规则，有可能被定性为“不公平商
业行为”。

其中，344项看似可疑的声明受到了进一步审查。在半
数以上的声明中，商家并未提供充分信息让消费者判
断声明的准确性。
超过三分之一的审查对象使用了诸如“有环保意
识”、“生态友好”、“具有可持续性”等含糊笼统
的词语，使消费者产生“产品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
这一未经证实的印象。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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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报告软件

焦点观察：Xero公司

“小企业也有大力量”
自从2019年开始，Xero公司开
始致力于碳中和，是首批获得
澳大利亚“气候行动”认证的
软件即服务（SaaS）企业之
一。Xero公司不仅参与到供应
商、合作伙伴和小企业客户各
自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也在持
续努力，以降低自身在气候变
化中的影响。

除了在整个公司推行碳减排的行
动，Xero在2021年通过碳补偿投
资抵消了4025吨二氧化碳排放，
这些项目包括在新西兰和印度尼
西亚的生物多样性项目、环境保
护和修复项目。
小企业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他们在履行必要义务之外，必须
以经济上可承受的可控的方式来
计算和管理自身的排放。

“眼下，我们在英国的Xero应用
程序商城有两款应用程序，即碳
分析法应用程序（Carbon Analytics）和Spherics，它们借助Xero的
数据帮助小型企业开始计算和理
解自身的碳足迹。”Sustainability
Xero公司董事安妮·阿莎索比
（Anne Ascharsobi）女士说道。

如何获得资本是一项挑战。阿莎
索比女士说：“我们知道许多小
型企业需要小心管理其现金流，
因为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充足预算
用于理解、管理和实施企业减排
策略的。”
她还补充，有些国际银行已经开
始向那些可以实现强劲的环保绩
效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但企业
若想充分利用这些贷款，就必须
提供相关环境行动的证明。

中小企业活动构成了
全球90%的商业活动。
“如果我们可以赋能
中小企业，促使他们
采取相应行动，他们就能在对抗
气候变化中发挥巨大的集体影响
力，” 阿莎索比女士说，并补
充道，小企业也能承担大责任，
他们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
更多。
了解更多Xero可持续相关信息，
请访问：xero.com/socialimpact

更多小型企业相关资源，请点
击并访问小型企业可持续发展
中心：

对投资者、客户和政府机构而言，ESG
数据是企业报告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
分。可供企业选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包
括软件和数字工具）多种多样，而其中
一部分更适用于中小企业。
例如，DiginexESG是一款为中小企业量
身定制的ESG报告软件，可助力中小企
业管理和报告可持续发展数据。软件提
供的工具能帮助企业选择材料主题，广
泛获取建议，合作收集数据，并根据所
有关键报告框架（TCFD、SDG、GRI、
SASB等）生成报告。
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推出
的Enablon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可帮助
大型企业和组织收集并管理环境及其他
非财务数据，生成报告，并增加与利益
相关方的互动接触。
有关可用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apterra 65种软件解决方案清单。

以上仅为ESG报告可选软件范例。CAANZ和ACCA鼓励
应用技术，但不对具体的解决方案或品牌做出推荐。

VISIT XERO’S
SUSTAINABILITY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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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观察：Sage公司

焦点观察：Intuit公司

中小企业成功经营，
可持续发展大受助益

作为中小企业财务、运营和人事管理软
件提供商，Sage公司在最近对1.1万多
家企业的一项调研中发现，五分之四的
中小企业认为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将能切
实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Sage的三大可持续发展支柱之一就是
赋予企业成功经营的能力。该公司在其
网站上表示：“我们深知，作为一家企
业，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影响源于如何让
全球各地的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
潜力。正因如此，我们的全球可持续发
展和社会战略才会以中小企业客户的意
见和愿望为基础。”

Intuit鼓励中小企业加入净零碳竞赛

该公司还设立了“雄心勃勃但又切合实
际的目标”，具体包括：
• 在2030年前，将自身的碳排放减
少50%；

• 在2040年前，达到净零排放（涵盖
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的排放）。
• 致力于响应“科学碳目标”全球倡
议（SBTi）。

同时，Intuit还鼓励中小企业报名参加
一项处于测试阶段的气候行动项目，以
了解自身的环境影响和具体的气候行动
解决方案。

中和。目前，该公司正致力于赋能员
工、消费者、小企业和其他各方减少碳
足迹。
Intuit通过创建繁荣中心（Prosperity
Hub），助力经济弱势社区找到新的可
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在改善财务健康状
况的同时降低碳排放量。该中心的目标
旨在促进气候解决方案获得快速公平的
推广。同时，Intuit也是Drawdown
Labs的创始成员之一，后者主要负责
确立和推广气候解决方案。

2019年，科学减碳倡议组织对Intuit的
核心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认证。
2020年，Intuit成功实现自身业务的碳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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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TurboTax、QuickBooks和Mint等
多款著名软件的开发商，Intuit公司正
鼓励中小企业迈出积极参与气候行动的
第一步，加入联合国“奔向零碳”活
动，并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零碳世
界。该公司将客户连接至中小企业气候
中心，方便其浏览相关工具和资源，获
得“奔向零碳”活动的认可。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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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料
• 《共益企业指南：如何利用商业为善》，这是成长中共益
企业商业活动指南，这些企业具备三项条件：经过验证
的社会和环境绩效、法律责任、公共透明度。该指南为
任何公司提供了工具，以建立更好业务，成为行善力
量，吸引更多人才，以及提升品牌信任。
• 《循环经济手册：认识循环经济优势》为企业将全球生产
和消费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提供了实用指南。建议采
用循环经济就提供了一种有力措施，既能扩大生产，同
时又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循环经济着眼于从采矿业到
时尚业的一系列行业，研究如何从线性价值链转变为循
环价值链。
• 《可持续性更强的供应链》着眼于确保公司从合乎道德的
供应商处获取原材料的必要性，它介绍了三个跨国公司
的可持续实践，以社会，环境和经济视角进行审视，从
而建立合乎道德的供应链。

• 《专业会计师用商业行动改善地球：自然资本管理指南》
向企业领导者、绩效管理者、报告制作者和审计人员提供
了五大指南。每项指南都包含实例和具体来源的链接，以
及能够很好管理自然资本的关键技术的总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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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 ANZ发布的《非财务风险指南》向CA ANZ会员提供
了理解和应对非财务风险的起点。该指南特别涵盖了治
理、战略和风险管理、报告和披露、鉴证五大领域，借
鉴了来自世界经济论坛（WEF）、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
委员会（ASIC）和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FMA）等组
织的国内外信息。
• ACCA可持续财务证书
• ACCA综合报告证书

• ACCA发布的《成长空间：企业支持的新模式（加速器、
孵化器与会计师）》叙述了中小型企业如何产生社会效
益，以及明确会计师和中小会计事务所（SMPs）在这
些企业生态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机遇和益处。

•

ACCA的会计事务所连接中心是为中小会计事务所（SMPs）
服务的，其可持续发展栏目汇集了关于SMPs可持续发
展的最新资料。

•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排放报告入门指南和工具包支持企业
的可持续转型之旅。

• 《什么是高质量非财务报告？》提供高质量非财务报告的
例子，包括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其范
例来源包括运输、能源和景观管理等一系列行业。
• 《创建更好地球：未来可持续发展的40大观点》提供了
40个“拯救地球”的想法，涵盖了从生态和环境正义到
大数据的主题，侧重于符合科学研究的可操作的、跨派
别的方法。

• CA ANZ气候相关内容网页，在应对气候风险和机遇方
面，会计行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了解更多你需要知
道的和能做的内容。

• ACCA的可持续商业新思中心的创建，旨在培养财务专
业人士对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的理解，包括对组织影响
的理解，以及专业社群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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