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KIoD                                                                        1                                                                      言簡意賅 

 

 

言簡意賅 

有關撰寫年報業務回顧的董事指引 
（中文譯本） 

 
 

作者：Victor Hughes 
協力作者：Robert Gibson 

 
 
 
 
 
 
 

出版： 
 

 

 
 
 
 
 
 
 

贊助： 

 

 

 
 



©HKIoD                                                                        2                                                                      言簡意賅 

 

 

 
 

出版機構：香港董事學會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8號上海實業大廈2104 

電話：(852) 2889 9986 
傳真：(852) 2889 9982 

電郵：executive@hkiod.com 
網站：www.hkiod.com 

 

 

2015年，香港，初版 
 

 

 

 
 
 
 
 
 
 
 
 
 

香港董事學會有限公司 2015 © 版權所有，未經出版機構書面同意，本刊物所有內容一律不得

以任何方式（電子、機械、影印、錄製或其他方式）複製、儲存於或加入到一個檢索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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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董事對一家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以及就公司監管及業績表現，與公司股東及持分者溝通承擔著

最終責任。公司年報內的「業務回顧」不但應包括法律及條例規定的所有相關資訊，亦應要簡

明、中肯及易於閱讀。本指引不僅是本會又一份為董事而編寫的指引，同時也是本會推行一系

列旨在提高企業管治和董事專業水平的舉措之一。如欲進一步了解本會及本會出版的其他指

引，請瀏覽 www.hkiod.com。 

香港董事學會理事會主席 
賴顯榮律師 

********************************************************************************************* 
 

本指引是為了香港公司的董事而編寫的，但當中不少論點也適用於在世界其他地方經營的公

司。 

在編寫本指引時我曾參考了其他刊物，謹在此向所有曾為這些刊物出力的人士致謝。我感謝

Robert Gibson 協助撰寫本指引，亦感謝我的妻子 Helen 幫助我審閱所有草稿及提供意見。 

本指引所表達的意見均為我的見解，未必全部代表香港董事學會理事會的立場。 

本指引內容是作者及協力作者本著真誠提供的，僅作一般指引用途。對於任何人基於本刊物內

容而作出或不作出任何行為而造成的任何損失，作者及出版機構概不負責。 

Victor Hughes 

********************************************************************************************* 
 

本指引可免費下載： 
 

http://www.hkiod.com/chn/clear-and-concise.html 

 
 



©HKIoD                                                                        4                                                                      言簡意賅 

目錄 
 

 

1. 為何閱讀這份關於撰寫業務回顧的指引？..................................................................5 

2. 為何要寫業務回顧？..............................................................................................6 

3. 誰要對業務回顧負責？...........................................................................................7 

4. 如何釐定業務回顧的內容？ .................................................................................. 10 

5. 如何寫好業務回顧？............................................................................................ 13 

6. 匯報指引有何幫助？............................................................................................ 22 

7. 前瞻性陳述為何重要？......................................................................................... 24 

8. 年報其他章節也可寫得言簡意賅嗎？ ...................................................................... 26 

參考資料 

附件 1：香港《公司條例》有關業務回顧的規定........................................................ 29 

附件 2：誰是報告的讀者？.................................................................................... 30 

附件 3：匯報框架及指引....................................................................................... 32 

詞匯表 .................................................................................................................. 34 

 



©HKIoD                                                                        5                                                                      言簡意賅 

1. 為何閱讀這份關於撰寫業務回顧的指引？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 

 
撰寫公司年報的做法雖已流傳「超過 50 年」（根據 ReportWatch），但在過去 20 多年來，

卻一直有批評指公司年報並不能幫助讀者了解企業的經營狀況。 
歸納來說，這些批評有以下幾點： 

• 要傳達的訊息淹沒在大量數據之中 
• 報告難以閱覽 
• 年報內提供的數字和評論與企業的策略或重大措施無關 

英國特許管理會計師公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簡稱

CIMA）行政總裁 Charles Tilley 在《Financial Management》雜誌 2013 年 6 月號寫道： 
 
「英國特許管理會計師公會、羅兵咸永道及國際會計師聯會（IFAC）審閱了 500 多份

有關業務模式的披露文件後發現，雖然現時的企業報告越趨複雜，但對於如何創造或

破壞價值，卻越來越欠缺有見地的分析……大部分關於業務模式的匯報依然是不一

致、不可比較或不完整的。」 
 
本指引應可幫助企業 
 

• 確保業務回顧聚焦於重要資訊上 
• 縮減年報的大小 

 
同時協助董事會 
 

• 把匯報工作納入工作日程內 
 
凡有新的規定推出，便有可能令年報變得更厚及更難閱讀。 
 
本指引將集中討論如何為年報撰寫簡單又清楚的業務回顧（或稱「管理層討論及分析」）。追

求簡潔的原則同樣適用於年報其他章節，而本指引的論述關乎年報所有章節。 

本指引探討的是「為何」及「如何」匯報，而不是有「什麼」要匯報。 

我將以不同的版面設計和字體，來顯示不同的版面設計和字體可如何促進溝通。我也舉了一些

例子來說明問題，這些例子均取自真實的年報，但都作出了修改以避免尷尬。 

現狀並非不能改變的。 
 
2014 年 8 月，英國財務匯報局（United Kingdom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倡議的財

務匯報實驗室（Financial Reporting Lab）出版了題為《言簡意賅的財務匯報》（Towards 
Clear and Concise Reporting）的報告，就如何簡化年報及業務回顧提出指引和建議。報告

探討了兩個個案，而在其中一個個案中，保誠（Prudential）公司成功在兩年內把年報的大

小縮減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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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何要寫業務回顧？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 

 
為什麼公司要發佈載有業務回顧的年報？ 
 
這主要是因為 
 

• 法例規定——只有小型公司獲部分豁免，請參閱附件 1。 
• 投資者想知道公司做了什麼和計劃做什麼。只想人投放資金入公司而不想向投資者匯

報公司經營狀況是毫不合理的。 
• 有其他人需要了解公司的狀況。例如： 
 

 員工需要知道公司的戰略和策略，並據此作決策。  
 客戶及供應商想了解公司作為業務伙伴有多可靠。 
 一些團體會關注公司對環境或社會的造成影響。 

 
基於特定原因而關注公司狀況的人士便屬於公司的「持分者」。寫好業務回顧的一大

重要目標是認清公司的主要持分者和他們關注的範疇，以確保報告聚焦於他們所需要

的資訊。 
 
與持分者溝通是董事會的一大責任。董事需要認清誰會關心及足以影響公司的成敗，然後與他

們溝通。這部分將於附件 2 討論。 
 
業務回顧涵蓋未有於會計賬目內出現的重要事項。Charles Tilley 最近引述了 Ocean Tomo 
LLC 在 2011 年 4 月 4 日發表的報告指出 2011 年的淨資產價值約為股市市值的 20%，而 30-40

年前則為 80%。價值並不只於資產負債表內提及。 
 
這些原因除適用於中小型企業（簡稱「中小企」）外，亦同樣適用於上市公司。 
 
在撰寫年報業務回顧時，請考慮以下幾點： 

 
「如果不能善用溝通藝術的技巧，根本就無法成為領袖，因為若是無法有效地與人溝

通，什麼事也別想辦成。」——Anthony Robbins 

「溝通的手段越複雜，溝通的內容就越少。」——Joseph Priestley 

「約束不明，申令不熟，將之罪也。」——孫武《孫子兵法》 
 
關於寫業務報告的原因我沒有其他補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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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誰要對業務回顧負責？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唯有好的計劃和決策，才可寫出好的報告。 

 
一家公司的董事會須對整份年報（核數師報告書除外）負責。 

董事有責任根據普通法、法規及《上市規則》（如適用）提交報告。 

香港董事學會《董事指引》（第四版）已清楚說明這點。該指引認為，概括地說，董事會的責

任包括： 
 
「向有需要向其匯報的有關各方報告公司營運情況。」 

 

又指出「董事功能」包括： 
  

「確保與股東保持充份溝通，並且保證公司承認股東的利益。」  

 

董事是決定年報內容的人。 

除了財務狀況外，年報必須包括業務回顧——對許多讀者來說，這是整份年報中最為有用的部

分。 

《公司條例》（第 622 章）第 388 條及附表 5［見附件 1］列明業務回顧必須包括的最少內

容。香港會計師公會已在《會計公報》第 5 號，就有關規定發出指引。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簡稱「香港交易所」）的《上市規則》列明對上市公司附加的規

定。 

由於這些規定同樣適用於所有公司並包括「……董事可能有意……」及「……該由董事決定如

何最好地表達……」等評論，所以這些規定常會寫得籠統一點。 

顯然，除《公司條例》規定外，董事應決定年報及業務回顧所應包括或排除的細節，以及如何

表達這些資料。 

為履行職責，董事需得到有關其公司的重要資料，以決定哪些資料對公司的業績和未來有重大

影響。 

董事會會議須安排時間，根據董事會同意的計劃來審視公司的業績（包括過往的業績及未來業

績的預測），並討論任何成功及失敗之處。 

分析過往業績當然有用，同時也必須討論公司可能有的未來。但探討公司可能有的未來同樣重

要。「駕駛時是不能夠只看著倒後鏡。」公司的過去已成定局，而董事也只能影響公司的未來

發展。 

董事是對年報（包括業務回顧）的內容及風格（style，即「行文風格」，《牛津字典》）負

責的人。這並非僅是行政總裁或財務總監的事，更不是公司公關部門的事，雖然董事會有可能

諮詢其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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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決定風格是很困難的事，因為許多被提出來的意見都是可信納的。例如有董事建議，

「盡量多放圖片，無論是產品、人或地方。」 
 

但 Peter Lynch 在《征服股海》（Beating the Street）寫道：「如果所有其他因素都相同，

便選擇投資在年報中用了較少彩色圖片的公司吧；對一家公司來說，辦公室越奢華，代表管理

層越抗拒回饋它的股東。」他於 2014 年 2 月在《每日電訊報》中重申了這個觀點。 

那答案是什麼——大量黑白圖片？ 

其他有關風格的問題：哪種最好： 
 

• 斜事文本應橫跨整頁或分成兩欄 
• 應採用點列、列表或連續文本 
• 圖表應置於文本內並加上說明，或自成一個章節並列出參考資料 
• 應每年轉換封面、版面設計及字體，或一直沿用相同的版式 

 
這些問題並不只有一個正確答案，反而選擇哪個答案才重要，因為這會決定報告寫得有多清

晰，以及將給讀者留下怎樣的印象。董事是決定採用何種風格的人，因為他們的職責之一，便

是清楚地說明公司的業務及定位。 
 
董事會應在連續 12 個月的工作計劃中分配出時間來決定年報及業務回顧的內容、應包括及應

排除的資訊以及風格。 

董事應留時間討論需向股東、員工及其他持分者匯報的事宜。而在草擬報告前，董事應達成以

下共識： 
 

• 誰負責統籌報告的編寫工作 
• 在分析業績時應包括及排除什麼事情 
• 在討論公司未來發展時應包括什麼 
• 應如何分發年報： 

 對於所有股東，甚至是無法上網的股東，都必須以相同的方式處理；對於追求

即時匯報的公司來說，這是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除了股東外，亦必須廣泛派給各個重要的持分者 

• 報告的風格；第 4 及第 5 章將詳細討論一些可以選擇的風格 
• 預算 

 

由於現今年報的大小已為人所詬病，因此不妨為此設限，務求年報只涵蓋最重要的事項。對於

一些持續存在的問題，則可考慮在公司網站上另文解釋公司的立場。 

董事會的工作計劃應安排董事會在稍後時間審閱及同意年報及業務回顧的最終擬稿。 

此程序並非只適用於上市公司，中小企亦應向股東及其他持分者解釋其業績及計劃。 
 
報告的大小可構成理解它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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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探討有關年報大小的批評。大部分人需要 2-3 分鐘1去理解一頁文字。這代表，即使

讀者不會疲倦： 
  
 一份 50 頁的報告需要 2-2.5 小時去理解它 
 一份 250 頁的報告需要 10-12.5 小時去理解它 

 
然而，Mike Guillaume 在為 ReportWatch 撰文時曾寫道，「毫無疑問，對一般人來說，花

在閱讀年報的時間較過去為少（一些報告指大約只有 5 分鐘，情況令人擔憂）。」 
 
這對董事來說實在是一大挑戰。如何在 5 或 10 分鐘內作報告？但從另一個角度看，如果報告

簡明易讀，也許便可吸引人花多些時間閱讀。 

一份 250 頁的年報將超過 1 公斤重，份量不可小覷呢！ 

我將在第 5 章提出一些解決方法。 

 
 

                                          

1 假設一般成年人每分鐘可閱讀及理解 200-250 個字（譯按：這裡指的是英文字，下同），而每頁年報（譯按：這裏指英文年

報）約有 600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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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釐定業務回顧的內容？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因此內容必須清楚及聚焦於讀者需要知道的

訊息上。 

 
香港法例——請參閱附件 1——規定每家公司的年報必須載有業務回顧。 

香港交易所《上市規則》附錄 14、16 及 27 列明必須涵蓋的內容。 
 
多年來香港董事學會均鼓勵董事向第三方「報告公司營運情況」，以「確保與股東保持充分溝

通」（《董事指引》）。 
 
業務回顧應包括什麼？  
答案很簡單——  
  
      任何有助理解公司目前及未來業績、營運風險及社會地位的重要資訊。 
 
這看似簡單，但實行起來卻並不容易。 

對於一家公司，公眾想知道的資訊除了會轉變外，亦傾向越來越多。即使是同行業的公司，公

眾的要求也不盡相同。通常公眾更想了解的並非成功的公司，而是有可能失敗的公司。 
 
根據一些文章的總結，除數據外，年報讀者更想看的是董事在決策時所採用的訊息的摘要。我

認為這很好地指出了在取捨內容時應採取的方向。 
 
在本指引中，我定義： 
 

「資料」（information）為「有用的數據」 
「數據」（data）為「有用或無用的事實」 

 
我認為關鍵之處是業務回顧應： 
 

• 「透過董事的眼睛」討論公司業務 
• 解釋業績背後的商業原因，而非只分析財務報表 
• 說明什麼對公司的業務很重要 
• 持平及中立，即既要提到成功，也要談及失敗 
• 根據行業狀況評述公司的財務及其他狀況 

 
閱讀香港交易所《上市規則》附錄 16 及 27 對非上市公司亦有益處。董事應盡可能從更多的來

源涉獵資訊。 

本指引所有指引均為概括性表述，以適用於所有規模的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最佳年報獎反映某地當前的最佳實務。「最佳」是比較詞而非一個標準，最佳年報既可以是精

品中之精品，也可只是平庸中最好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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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知道什麼是他們認為重要的資料。這些資料會在董事會會議上提出，由董事作決定。《會

計公報》第 5 號評論道：「業務回顧應反映董事對業務的看法並與董事在管理該匯報實體時採

用的資料一致……」。 

參考他人的做法很有幫助。 
 
《會計公報》第 5 號指出，香港有關業務回顧的規定除部分參照了英國的規定外，亦很依賴英

國財務匯報局的文獻。董事會可參考英國公司的做法，作為寫好業務回顧的捷徑。 

英國不但有超過一個最佳年報獎，也有獎項表揚年報的不同章節。 

例子：英國投資者關係協會（The Investor Relations Society）針對不同規模的公司及主題

如「策略」、「表現及關鍵表現指標」和「可持續發展」等設立了不同的獎項。 
  英國特許秘書及行政人員公會（ICSA）（特許秘書）設有「ICSA Hermes 管治透明

獎」。 
 
評審對「最佳」的看法也非常值得參考。 
 
例子：近年 IRS 獎及 ICSA 獎的評審團的意見摘錄如下： 
 

「公司高層的意見很清楚……而且語氣不再那麼正式和不著邊際。」 
「報告內容有根有據，也清楚易明。」 
「許多富時 100 公司都可向富時 250 公司學習。」 
「不論起跌，公司都應開誠佈公……」 
「個人風格對匯報是很重要的……」 
「年報需解答到這個問題——為什麼要投資在我們公司？」 

  
最後這個評述很好地指出了應涵蓋什麼內容。 

 
董事應借鑒他人的經驗。即使看過獲獎年報的反應只是：「不，這並不適合我們，基於某某原

因，我們的業務是不同的」，閱讀獲獎年報也是有幫助的，因為這有助釐清報告應涵蓋的內

容。 
 
澳洲上市公司的年報必須包括「經營及財務回顧」（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簡

稱 OFR），其中的要求與香港公司年報的業務回顧很相似：「它必須向股東或單位持有人提

供合理所需的資料，讓他們可藉此評估一個實體的營運、財政狀況及未來財政年度的業務策略

及前景。此等資料為財務報告提供補充及支持。」 

為探討公司如何回應，畢馬威發表了一份題為《經營及財務回顧——如何應用澳洲證券投資委

員 會 （ASIC） 的 法 規 指 南 （ 2014 年 4 月 ） 》 （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s, 
Application of ASIC’s Regulatory Guide April 2014）。報告包括關於簡潔匯報的有用提

示、評論及例子，並對已做得好和需要改善之處提出了意見。 

ReportWatch 這機構監察和評論從全球提交給它的年報，同時為年報排名、評論趨勢和編製

《關於年報的年報》（The Annual Report on Annual Reports）。每份經審閱的年報均會

按 A+至 D 級予以評分。 



©HKIoD                                                                        12                                                                      言簡意賅 

名列前 400 名的年報獲評為 A+至 B-級不等。在 2013 年，共有 7 份來自香港的年報入圍前 400

名。 
 
並列 2013 年 ReportWatch 排名首位的年報為： 

                             南非薩索爾（SASOL）有限公司  
                             挪威國家石油公司（STATOIL）  

兩者均被評為 A+級。 

香港也有團體大力鼓吹公司提高企業匯報水平。我想到的兩個頒獎活動分別是香港管理專業協

會自 1973 年起每年舉辦的「最佳年報比賽」，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自 2000 年起每年頒發的

「最佳企業管治資料披露大獎」。活動評審對得獎年報的意見尤其有用。也許還有其他頒獎活

動，但請恕我未有所聞。 

互聯網上有大量資料可供閱覽。我認為，向他人學習較單獨嘗試及創造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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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寫好業務回顧？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因此內容必須容易理解。 

 
寫報告的目標是把資訊傳遞給讀者。 

根據本指引第 9 頁引述 ReportWatch 的評論，重要資料都必須清楚、簡潔地提出來，以便

讀者迅速理解。 

 
以下是要記住的基本要點： 
 

• 投資者想知道的是業務的關鍵範疇 
• 業務回顧只應聚焦於重要事項上 
• 一家公司並不是獨自運作的，因此應根據行業的狀況分析資料 
• 業績由經營業務產生，因此需要包括財務及營運資料，最理想是兩者能夠連繫起來 
• 應以非技術性詞匯來解釋財務狀況 
• 業務回顧的讀者希望獲得「董事做決策時使用的相同資料」 

 
有些公司為了方便不同讀者搜尋所需的資料，會把年報分成不同章節，部分章節甚至會自成一

份報告。一個好例子是馬莎百貨集團（Marks and Spencer Group）將年報分成 33 個大部

分只有 2 至 3 頁的短章節，例如 

 概要 主席致股東函件 市場背景 
 如何創造價值 行政總裁回顧 對照計劃的進度報告 
 
整份年報包括財務報表在內只有 135 頁。公司網站除整份年報外，還備有單獨關於薪酬、財務

報表、策略報告及管治的報告。凡此種種，均有助讀者集中關注他們感興趣的訊息。請參 
閱：

http://corporate.marksandspencer.com/investors/b73df1d3e4f54f429210f115ab1
1e2f6（英文）。 
 
如欲參閱其他可簡潔地匯報關鍵資料的年報例子，請瀏覽  
http://examples.theiirc.org/（英文） 

寫好報告的技巧 
 
許多人都說過這句話：「很抱歉我這封信寫長了，但我實在沒有時間把它縮短。」這情況在寫

年報及業務回顧時也有出現。年報要寫得好當然不容易，但還是有方法的。 
 

為了盡可能地方便讀者理解，年報及業務報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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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潔——只論及主要事宜 
業務回顧應聚焦於重要事項上，提及其餘的事情則只會混淆視聽。這需要一番工夫，但並非不

能也。維基百科上曾有人用大約 1,400 個英文字，便概述了小說《傲慢與偏見》的情節。 
 
董事應可從董事會會議的討論中得悉重要事宜。 
 

清楚——採用易於理解的形式 
寫報告最難之處，大概是如何選擇最能向讀者傳達意思的文字和版面設計，因為大家都各有喜

好。 
文字 

我喜歡簡約的文字和格式，避免用術語。當我還在職時，我已將「簡單英語」（Plain 
English）的原則應用在財務報表上，不但令報表更容易理解，亦縮短了篇幅。 
 
「簡單英語」是英國推行的一個運動，旨在透過以下方法，令溝通更清楚簡潔： 
 

• 採用較短但意思清楚的字詞和句子 
• 淘汰術語和誤導性字眼 

 
除提供免費指南外，「簡單英語」運動還推出了書籍和課程。 

使用簡單英語既有助理解又可減少字數。 

例子：最近英國教育部長提供了一個例子。 

英文原文：「The Policy that we are introducing is intended to drive a change in behaviours 
on  the part of  teachers with  respect  to  the poorest and most disadvantage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我們正在引入的政策，目的是改變教師對待最不幸和最貧困兒童及年

青人的行為。）（英文原文共 31 個字） 

改寫：「The Policy will change how teachers behave towards poorer students.」（此政策

將改變教師對待貧困學生的行為。）（改寫後共 10 個英文字） 

 
例子：取自一份報告。 

英文原文：「The company has put in place effective systems, processes and forma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financial, operating 
and  compliance  information  in  a  format  and  time‐frame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staff 
perform their designated responsibilities.」（公司已按可確保員工履行指定職務的形式和

時間框架，實施有效的系統、程序和方式來辨別、收集及匯報與財務、營運和遵例資料

相關的資料。）（英文原文共 41 個字） 
 
改寫：「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systems and forms to report information on finance, 
operating and compliance promptly  to  the staff required to  take action.」（公司已推行不

同的系統及方式來迅速地向相關員工匯報財務、營運及遵例資料，以便他們執行職

務。）（改寫後共 23 個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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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設計 
好的版面設計有助迅速傳遞信息，形式主要為敍述、列表、表格和圖表。 
 
例子：一家零售企業認為詳列新開及已結束的店舖很重要。這可用敍述、列表或表格的形式來

表達。 
 
敍述 
「We established our first store in Doha in April 2014.  We added a third store in Beijing 
in May and have high hopes for increased sales. Also in China we opened our fifth store in 
Guangzhou in June, our second store in Chengdu in July, but closed our store in Shantou 
in  the  same month.」（2014 年 4 月我們在多哈開設了首家店舖。隨著第 3家分店於

5 月在北京開業，我們對業務增長有很大期望。6 月我們再在中國開店，於廣州設立

了第 5 家分店，並於 7 月開設成都第 2 分店，但汕頭分店則在同月結業。）（英文

原文共 55 個英文字） 
 
表列（List） 
 
“During 2014 we opened stores in –  

 
      Doha                      (April) 
      Beijing        (May) 
        Guangzhou     (June) 
      Chengdu    (July) 
    and closed in 
      Shantou    (July)”    (19 words) 

    表格（Table）                          
                                                  “ Stores 

Place  Number of stores; 2014 

        January   Opened       Closed       December 
Beijing             2    1   ‐    3 
Chengdu       1    1   ‐    2 
Doha             0    1   ‐    1 
Guangzhou              4    1   ‐    5 

        Sha Tin                      2    ‐   ‐    2 
        Shantou       1    ‐   1    0” 

        (17 words excluding figures) 

表列 
（2014 年我們在以下城市開設了分店： 

 

   多哈               （4 月） 

   北京     （5 月） 

     廣州    （6 月） 

   成都   （7 月） 

  並結束了以下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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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頭   （7 月）」  （英文原文共 20 個字） 

    表格                          
                                                  「分店 

城市  分店數目；2014 年 

 1 月 新開 結業 12 月 

北京 2 1 - 3 

成都 1 1 - 2 

多哈 0 1 - 1 

廣州 4 1 - 5 

沙田 2 - - 2 

汕頭 1 - 1 0 」 

        （英文原文共 17 字，數字另計） 

點列形式可令列表更清楚。 
 

例子：英文原文：「Note 15 Fees and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2014, service 
fees payable  amounted  to HK$14 million  (2013: HK$12 million).  Expenses of HK$5 million 
(2013:  HK$6 million)  were  reimbursed  at  cost;  in  addition,  HK$12 million  (2013:  HK$11 
million) in respect of combined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was also reimbursed.」［註 15 收費

及服務。截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公司收取的服務費用為港幣 1,400 萬元

（2013 年：港幣 1,200 萬元）。支出為港幣 500 萬元（2013 年：港幣 600 萬元），已

照成本價收取；此外，已就合併行政服務收取港幣 1,200 萬元（2013 年：港幣 1,100

萬元）。］（英文原文共 49 個字） 

如採用點列方式，此句將變為： 

［註 15 收費及服務。 

截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我們支付了 

 

• 港幣 1,400 萬元服務費    （2013 年：港幣 1,200 萬元） 

• 港幣 500 萬元成本    （2013 年：港幣  600 萬元） 

• 港幣 1,200 萬元分擔行政服務成本  （2013 年：港幣 1,100 萬元）］ 

                                     （英文原文共 39 個字） 

數字靠右對齊有助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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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此圖表很混亂，難以理解它要告

訴我什麼。 
此圖表所表達的資料很清楚，有需要在業務

回顧內評論 

“Estimated project cost 
 

  HK$ millions 
Material from suppliers      80 
Material from our stocks   15 

Total material   95 
Engineering staff   25 

Total cost 120 
Contingency (10% of total material)   10 

Estimated project cost 130” 
 

例子：新的非經常開支項目詳情。 
 

                         「預計工程成本 
 

  港幣百萬元 
從供應商採購物料      80 

庫存物料   15 

物料總計   95 

工程人員   25 

總成本 120 

應急開支（物料總計的 10%）   10 

預計工程成本 130」 
 
圖表可清晰表達資料及趨勢並產生即時影響。 

 
圖表可傳達資料，而且理應更清楚。在報告正文中加入有關圖表的評論也有幫助。 
 
設計不當的圖表可能會引起誤解或混淆。坊間有許多關於如何善用圖表的書籍可供參考。 
 
我認為董事應決定何種技巧最能用來說明論點。這是業務回顧和年報的風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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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涵蓋公司各個重要業務範疇 

有些公司會從事一些與主業不同，但可以支持主業的商業活動。舉例來說，一家航運公司可能

會透過獨立公司經營以下業務： 
 
 維修貨櫃     供應燃油 

供應船隻補給品    港口拖船 
 

並以第三方公司為客戶。 
 
如果這些公司是獨立運作而其業績佔集團整體業績的一個重大部分，便應把其全面收益表、財

務狀況表及現金流量表的撮要，連同基本的經營數據包括在年報內，而且不論有沒有會計師的

「重要性」（materiality）測試也可以這樣做。只要是重要的資料便應包括在內。 
 
許多年報都以「大事摘要」（Highlights，即「令人深感興趣的細節」，《牛津字典》）開

始。按道理在其中出現的數字應是很重要的，但令人費解的是，很少年報會在業務回顧內評論

這些數字或重大改變。這會令人覺得這些數字其實並不重要（那為何要匯報？），或董事並不

知道原因。 
 
前後一致——每年均採用相同的方法來計算和表達數字 

由於財務匯報標準不斷發展，財務數字很難前後一致。當新的或修訂的標準實施後，去年的數

字便須按照新方法進行修訂。如果數字涉及重要趨勢，更需要修訂過去所有的數字。這可能成

為公司的負擔。 
 
據我所知，船公司貨運數量等營運數字是沒有匯報標準的。然而，全球報道提案（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卻對環保及社會關鍵表現指標作了定義。經營資料與財務數字是同樣

重要的，因此應同樣小心和一致地處理。 
 
有些事情如減少逾期欠款債務人等，雖然只需關注一段短時間，但在匯報時仍需保持一致。董

事必須決定此等短暫性評論應保留多久。 
 
正確無誤——不論是數字上還是事實上 

要確保數字正確地加起來並不難，但經過計算的數據如百分比和比率等，在四捨五入後便要小

心。 
 
敍述的內容要屬實，避免要呈現最好景象的誘惑。例如，如果業務報告要與競爭對手比較銷售

單價，便要挑選董事認為屬同級的競爭對手來比較，而不是只選擇一些可令公司數字看來非常

美好的競爭對手。 
 
同樣地，一個重要的成本趨勢或效益比率所涉的期間，應與其他趨勢所涉的期間相同。在為某

組數字選擇開始日期時應保持中立，而非為了令結果看起來令人滿意。重要的數據或比率應每

年匯報，即使有時會出現令人憂慮的趨勢。 
 

及時——迅速地向讀者提供資料 
應定期檢討編寫和分派年報及業務回顧所需的時間以及分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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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者渴望獲得最新資料，但縮短印發時間卻可能影響報告的準確性並增加成本，因此必須平衡

利弊，而難度就在於怎樣評估不同方面可帶給讀者的好處。 
較多公司除了分發印刷版本的年報外，亦備有網上版本。應定期檢討這些選擇以及讀者善用它

們的程度。 
 
互相配合——如何編排資料很重要 

董事應決定表達資料的最佳方法。以本指引為例，我們決定在正文探討重要問題而把細節放於

附件內。 
 
對讀者來說，如何編排資料是很重要的。 
通常的方法是分章節，例如 
 

• 大事摘要 
• 主席致股東函件 
• 業務回顧（每項活動各分章節） 
• 財務回顧 
• 企業管治 
• 可持續發展 
• 帳目及核數師報告 
• 統計表 

 
另一個方法是按主題來編排資料，例如 
 

• 在主席致股東函件中包含大事摘要及相關評論  
• 按主題把有關業務回顧、財務回顧及可持續發展的資料寫在不同的章節，例如 

 
• 正在處理的問題  
• 已計劃的發展項目 

 
具比較性——作出比較 

只有當數字被套用到一個背景上，與現實連繫起來，它們才變得有生命。可與年報進行比較的

是：  
 

一項計劃：長期以來股東都要求針對實際業績與公司計劃進行比較。 
 
很少公司會這樣做，我覺得原因是他們擔心會泄露一些有利競爭對手的資料。 
 
比較實際業績與公司計劃並不需要逐行（line by line）和逐元（dollar for dollar）比較，而

可以是要討論兩者當中的重要差別。 
 
例子：公司的經營利潤較預算超出逾 10% 

i. 主要因為銷售額上升 
ii. 部分原因是出現了意料之外的有利匯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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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雖然公司的銷售額有所上升，但由於原材料價格上漲了逾 40%，導致營業利潤較計劃低

約 10%。 
 
這類敍述牽涉到一個問題：「公司正採取什麼方法應對？」董事應就此預先提供答案。 
 

其他公司或行業資料： 
透過比較競爭對手及/或整個行業的關鍵資料，可以將公司的業績和商業及財政狀況套

用現實世界中作比較。 
 
競爭對手的表現應可在其業務回顧了解得到，而行業資訊或可從本地及國際行業組織索取。 
 
由於公司傾向在同一時段內印發年報，因此年報不會包括對報告年度進行的比較。公司在比較

競爭對手時，通常會註明無法取得最新數字的原因。 
 
儘管有問題存在，但我認為做這種比較還是有用的，特別是在有關數字已形成一個趨勢的情況

下。 
 
策略 
每家公司各有自己的成功定義，亦各有達致成功的計劃。 

應量度成功定義所包含的每一部分和公司計劃。這些方法極為重要並可能包括： 

 財務，例如資產回報 
標準財務比率有很多。 
有沒有採用合適的量度方法很重要。例如：資本回報是很常用和廣為熟悉的比

較方法，卻未必適用於沒有重大資產但有起用外判商的公司。 
商業 / 營運  

運作，例如每小時可生產的單位數目 
銷售，例如市場佔有率 

策略 

結合金錢及商業，例如每售出一件的銷售成本 

員工 
利用調查來評核其態度  

社區 

量度社區對公司的態度是一個很難做到的範疇 

 
公司的目標和計劃需要用一些量度方法來表達。請勿因為某一種方法很常用而採納它。 
 
我認為「一經量度，便能管理」（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 
 
董事知道何種量度方法對公司重要，或應做什麼，因為董事正是用這些方法來制定方向及引領

公司邁向目標的。 
 
我想，如果董事在董事會開會前只收到一頁 A4 紙的資料作準備，便會索閱這些量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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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避免使用「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稱 KPI）這

字眼，但其實這就是前文所說的量度方法。基於某些原因，KPI 這字眼看來並不流行，例如

KPI 或只被視為業務或財務數據，但其實 KPI 可以亦已被用來匯報業務和監察策略的執行。 

一些調查指出，並非所有公司會在年報中提到 KPI。讀者或會假設年報會在「大事摘要」一章

列出公司所有的 KPI，但根據我的經驗，這個列表往往並不完整。 
 
在業務回顧採用到的每一個 KPI 都值得評論，無論結果是超出、符合或低於計劃預期，因為

按照定義，KPI 對業務很重要，數目也不宜過多。 
 
有些 KPI 是很難詮釋的。例如每單位的廣告成本或每位員工的培訓時數應該增加或減少才算

是好？答案因情況而異，因此必須作出解釋。 
 
我相信量度方法是重要的溝通工具。《會計公報》第 5 號論及 KPI 並提供了許多有用的例

子。 
 
部分行業有一些業內普遍理解的量度方法，例如（舖位）每平方尺的銷售額，同時公司也可以

自創量度方法，以更好地說明某個要點。 
 
香港董事學會出版的《香港中小企業管治導引全集》建議制定表現指標，其《香港中小企業管

治指引》則建議企業在所有階段（包括一人公司）均採用 KPI。 
 
時間 
在商業上趨勢是很重要。  

 
僅與去年比較業績很難全面地了解公司的營運狀況，因此需要較長期地觀察。 
 
《趨勢要緊》（Only Trends Matter，David Wilcox 著）是一本由英國布里斯托商學院

（Bristol Business School）監督編寫的書。英國特許管理會計師公會在書評中寫道： 
 
「研究發現，以數字化的列表方式來比較實際和預算的情況是錯誤和不足的。被訪

者覺得一欄欄的數字很難詮釋……  
 
幾乎所有人都說圖像較數字化的列表容易理解。他們希望管理層賬目可以包含公司

的財務趨勢以及足以說明公司各部門及業務發展方向的願景。」 
 
年報及業務報告的讀者或會非常同意此說。關鍵資料的變化趨勢對公眾來說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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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匯報指引有何幫助？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因此內容須為讀者所需資料，形式也須容易

使用。 
 
 
現時已推出了不少匯報框架及指引，以協助董事及其他負責編寫報告的人把報告的焦點集中

於能引起投資者及持分者興趣的事宜上。 
 
附件 3 介紹了國際及香港匯報框架及指引。根據這些框架及指引，所有重要事宜均須符合財

務匯報標準，財務報表才可獲得外部審計機構出具無保留意見。至於是否遵從其他框架及指

引，目前而言是可自行選擇的。 
 
匯報框架及指引有助董事說明公司的業務狀況，但並非要教董事如何經營。以下是董事在決定

是否採用匯報框架及指引時應考慮的因素： 
 

1. 可更容易地編製出高質素的報告： 
 

a. 指引會列出一些問題，讓董事可更容易地定出與公司相關的事宜。董事仍

須為所定出的「重要」（material，即「重要，會產生重大後果」，《牛

津字典》）訊息負責，但指引提出的建議可構成一份有用的清單。 
b. 如遵從指引的建議，大部分關於訂定數據定義的工作便等於「有人為你完

成」。採用指引除可為公司節省時間和精力外，亦有助與其他公司進行比

較。 
c. 遵從指引有助維持報告的連續性。在資料收集及匯報方面，任何單獨適用

於某家公司的要素都很容易因為轉換員工而流失。採用外部指引有助招聘

替補員工或聘請熟悉系統的顧問。 
 

2.  遵從指引及標準既可提高公司聲譽，亦可增加報告對讀者的價值： 
 

a. 指引會包含一些程序來協助公司聚焦於他們面對的最重大事宜，當中包括

他們覺得很難處理的重大事宜。遵從指引可確保公司確實處理了這些事

宜，從而令讀者更感安心。 
b. 一般而言，按照人們熟悉的指引來寫報告有助讀者理解，同時亦可方便他

們對報告內資料及其他公司依照同一指引編製的資料進行比較。例子之一

是彭博公司（Bloomberg LLP）如何利用香港交易所的《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指引》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G4 指南》來整理該公司提供的

有關香港上市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數據。 
c. 許多最受人尊重的企業都遵從國際指引，這既令指引更為權威，亦可提高

採用這些指引的公司的聲譽。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英文簡稱 IFRS）於 2010 年 12 月發表了一份實務公告，就如何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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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附有按照 IFRS 編製的財務報表的管理層評論（Management Commentary），向公司管

理層提供指引。有關實務公告的介紹（英文），請點擊以下鏈結： 
http://www.ifrs.org/Current-Projects/IASB-Projects/Management-
Commentary/IFRS-Practice-Statement/Pages/IFRS-Practice-Statement.aspx 
有關 IFRS 及其他指引的討論，請參閱附件 3。 
 
雖然大型上市公司在這些新發展中擔當了主導的角色，但中小企亦可從中獲益。由全球特許管

理會計師（CGMA）發表的《中小型企業可持續經營模式的十大要素》（Ten Key Elements 
to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in SMEs）指出，「根據萊斯銀行集團（Lloyds 

Banking Group）於 2013 年在英國進行的調查，逾半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正採用可持續經

營模式來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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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前瞻性陳述為何重要？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告知讀者他們所需的資料。 
 
 
股東等人士除對公司業績感興趣外，更著緊於公司的未來，因為他們是投資在公司的未來

上。 
 
「簡單來說，公司的股價或價值就是公司未來現金流的現值。」（維基百科） 
 
公司往往只會在主席報告中提及公司的未來，而且說法千篇一律，例如：「我相信公司具備的

優越條件，足以令我們取得長期成功。」 
 
按現行香港公司法2 的規定，業務回顧須寫出目前董事會對公司未來的看法。 
 
此規定並不是說利潤預測。董事應討論可能影響公司未來的主要趨勢和因素以及他們計劃要做

的事。 
 
《會計公報》第 5 號及羅兵咸永道出版的《前瞻性陳述指南》（Guide to future-looking 
statements）均描述了董事須討論的事宜，同時清楚表明無須就利潤進行預測，而且董事無

須透露敏感的商業資料。 
 
公司有權不公開敏感商業資料。例如商業秘密及正在考慮或磋商的交易等資料，如果披露後會

對公司造成損害，便無須披露。 
 
參考其他公司處理這個題目的做法肯定是有幫助的。羅兵咸永道的指引及畢馬威的《經營及財

務回顧》（本指引第 11 頁）均引述了不同年報作為例子。有些公司的業務回顧會包括一頁表

格以列出其他公司的機遇、挑戰和優先考慮的事項。 
     
集中討論公司的 KPI 及可能發生的轉變對投資者和其他持分者來說是非常有用的。 
 
常識告訴我們，許多事情的後果往往無法預測。商業環境可以亦的確會發生巨變。 
 
例子：誰曾預計到 2014 年夏天，澳洲芝士出口商的業務會因為連串由一個在烏克蘭發生的爭

議所引發的醜聞而受到影響？ 
 
《會計公報》第 5 號及羅兵咸永道的指引均認為有需要提醒年報及業務回顧的讀者有關未來發

展的不確定因素以及在討論未來發展時要面對的困難。有些公司會在前瞻性陳述中加入詳細的

免責條款，但免責條款不應影響讀者理解報告所載的資料。 
 
未來變幻莫測，所以在討論未來時，我認為用文字描述較嘗試預測數字更為容易。 

                                          
2 附件 1 第 1 (d)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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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子：「本公司的市場佔有率為 15%。據甲乙丙行業協會預測，市場需求在未來 5 年將平穩地

增長，而增長率可達每年 10%。我們的計劃是要維持目前的市場佔有率。」 
 
良好匯報的原則適用於前瞻性陳述。 
 
論述重要項目時應要言簡意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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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年報其他章節也可寫得言簡意賅嗎？ 
 

寫報告的目的是為了知會讀者，因此內容必須易於理解。 

 
 
董事應檢視年報內所有項目並決定內容是否符合規定或足夠重要。 
 
多個調查的結果均顯示，冗長的報告會令有意閱讀的人士卻步。報告如無人看便是失敗。 

一般年報的長度已大幅增長。2010 年德勤出版的論著《字海游——有關年報陳述式匯報的調

查》（Swimming in words; surveying narrative reporting in annual reports，2010

年）指出每份年報的平均頁數正持續增長： 

 44 56 71 86 99 101 
                               

                                 1996 年 2000 年  2005 年  2006 年  2009 年  2010 年 

 
言簡意賅的匯報原則適用於年報所有部分。 
 
根據我的經驗，用簡單英文來寫的「賬目附註」較易理解，也比較短。 
 
例子：英文原文：「Stock held for disposal  is stated at the  lower of cost and net realisable value. 

Net  realisable  value  represents  estimated  resale price.」（持有之待處理股票乃以成本值

與可變現淨值兩者間之較低者入賬。可變現淨值代表估計的轉售價格。）（英文原文共

22 字） 
 
改寫：「Stock held for sale is valued at the lower of cost or resale value.」（持有之待出售

股票乃以成本與轉售價值兩者之間較低者定價。）（改寫後共 14 個英文字）  
 

可持續發展報告經常引述稀缺資源如水等的總用量數字，卻不會把這些數據與公司營運規模聯

繫起來，令讀者無從判斷情況有否改善。例如使用量增加了 5%而產量增加了 10%，情況便應

已有所改善，反之則需要關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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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總體數字和營運聯繫起來是有幫助的。例如： 
 

 
 
如果可把此等資料與同行業其他公司進行比較便更為有用。 
 
必須說明關鍵措施的重要性、改變原因及效果。例如，平均員工培訓時數應否與公司或行業標

準，及/或與去年及/或同行業其他公司進行比較？不同工作要求所需的培訓量可以有很大差

別，因此有需要為數字提供背景資料。 
 
會計標準往往規定要匯報「重要的」（material）資料。根據一個常用的重要性準則，重要

項目需為資產或利潤或銷售額的 10%或以上。 
 
另外，董事須決定什麼資料對理解業務很「重要」。 

例如某集團旗下有 4 家向總公司及第三方提供不同服務的附屬公司，每家附屬公司的利潤各佔

集團利潤的 5%。 
 
根據會計準則，每家附屬公司的利潤並非重要資料，因此無須分開匯報資產、利潤及銷售額

（《IFRS 第 8 號——分部報告》）。 
 
由於該 4 家附屬公司合共產生集團 20%的利潤，董事或會決定匯報附屬公司的資產、利潤及銷

售數字。這樣的話，附屬公司的表現便應在業務回顧內論述，而非只簡單地評論一句如「總括

而言，我們的附屬公司繼續表現優異」。 
 
我明白這表示報告將包含更多資料和評論，但如果題目對業務很重要，便應匯報和討論。 
 
應檢視財務匯報標準以確保它們與時並進。 
 
應根據經驗檢視年報財務部分的匯報標準。 
 
2011 年出版的報告《拋開超重行李——減少披露聲明，令財務報表聚焦重要事宜》（Losing 



©HKIoD                                                                        28                                                                      言簡意賅 

the excess baggage – reducing disclosures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what is 
important）總結說，只要修改披露聲明，便可大幅縮短財務報表。 

 
「我們根據納入本項目的準則規定而檢視披露聲明後，成功把財務報表縮短了 37%。

從總體來看，雖然部分財報表有根據是次檢視以外的準則而加入披露聲明，但財務報

表的總長度仍減少了 30%。  
 
因此，我們有信心，只要採納我們的建議，便能縮短財務報表的長度並確保財務報表

載有更多有意義的資料，同時減少無關的細節，從而更好地滿足財務報表使用者的需

要。」 
 

文中重點是我所劃的。 
 
透過與當地會計團體分享經驗和意見，以及協助確保「前線」觀點可以回饋給負責訂定準則的

團體，每一間公司都可協助監察財務匯報標準。 
 
業務回顧載有的資料並不需要在年報其他部分重複，但卻應該互相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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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附件 1：香港《公司條例》有關業務回顧的規定 
 
香港《公司條例》（第622章）第388條及附表5訂明公司報告內的「業務審視」（譯

按：即前文所指的「業務回顧」）部分自2014年3月3日或以後開始的財政年度起所須

遵守的規定。此條例適用於大部分的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及可能採用簡明報告

的小型公司等小部分公司則可獲豁免。 
 
上市公司或須按照香港交易所《上市規則》的要求而應付一些額外規定。 
 
附表 5 訂明〈董事報告的內容：業務審視〉如下： 
 

1. 關乎某財政年度的董事報告須載有一項包含以下項目的業務審視—— 
a. 對公司業務的中肯審視； 
b. 對公司面對的主要風險及不明朗因素的描述； 
c. 在該財政年度終結後發生的、對公司有影響的重大事件的詳情；及 
d. 公司業務相當可能有的未來發展的揭示。 

 
2. 在對了解公司業務的發展、表現或狀況屬必需的範圍內，業務審視須包含—— 

a. 運用財務關鍵表現指標進行的分析； 
b. 對以下事宜的探討—— 

i. 公司的環境政策及表現；及 
ii. 公司遵守對該公司有重大影響的有關法律及規例的情況；及 

c. 公司與其僱員、顧客及供應商的重要關係的說明以及公司與符合以下說

明的其他人士的重要關係的說明：該人士對該公司有重大影響，而該公

司的興盛繫於該人士。  
 

3. 如某資料是關於短期內會出現的發展或事宜的，但該發展或事宜正處於商議過

程中，而董事認為披露該資料會嚴重損害公司的利益，則本附表不規定披露該

資料。  
 
4. 本附表就根據第  388(2)  條須擬備的董事報告具有效力，猶如提述有關公司，是

提述—— 
a. 該公司；及 
b. 關乎有關財政年度的周年綜合財務報表所涵蓋的附屬企業。  

5. 在本附表中，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指符合以下說明的因

素：公司業務的發展、表現或狀況，可藉參照該等因素而得以有效地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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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誰是報告的讀者？ 
 
許多人都有可能閱讀年報及其中的業務回顧。 
 
本指引第 2 部分曾指出所有公司都應確定誰會閱讀其年報及業務回顧以及他們想知道什麼。上

市公司的年報可被任何人閱讀，非上市公司則可有所控制。 

董事應記住「利潤不應是公司唯一的目標。公司對其僱員、客戶、其他有關各方以至環境都負

有更廣義的責任。公司必須生存和成長。」（香港董事學會出版的《董事指引》） 

識別公司持分者，即「對某事物，特別是一家企業感興趣，或對此有所關注的人」（《牛津字

典》，網上版），有助董事對準公司年報及業務回顧的內容。 

識別持分者的過程通常被稱為「持分者對照」（Stakeholder Mapping），其定義是「識別

很有可能被公司影響及/或能夠影響公司展開業務計劃的個人或團體」。 

一如許多管理課題，「持分者」有超過一個的定義，而且有不同的分類方法： 
 
               影響/利益矩陣［倫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權力/利益矩陣［英國政府商務辦公室（Office of Government Commerce 
UK），2003 年］ 
 
Mendelow 的權力/利益矩陣［Aubrey L. Mendelow，肯特州立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1991 年］ 
 
權力、利益及態度三維分組［Murray-Webster 及 Simon，2005 年］ 
 
持分者圓形圖［Bourne，2007 年］ 

 
對非上市公司來說，這個過程可以很簡單，但對於大型及上市公司卻可以很複雜。可聘請顧問

協助進行。 
 
持分者的例子： 
 
政府   僱員   客戶   供應商 
社區   工會   擁有人   投資者 
 
有些持分者如現有的放債人等是很容易識別的，但潛在持分者如有意向公司放債的銀行家也同

等重要。 
 
持分者名單可以改變。例如公司搬廠的計劃足以引起員工及放債人、本地政府甚至環保人士的

關注；但當搬遷完成後，部分人士或不會再這麼關心了。 
 
決定持分者所需資料更為困難，例如員工的要求很可能與放債人不同。附件 3 所列的指引是有

幫助的，但我懷疑有沒有任何一份指引，或任何組合的幾份指引足以列出一家公司在任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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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匯報的所有事宜。同一行業的公司有可能採取不同的經營方法，它們在不同國家經營的方法

也未必相同。 
 
難上加難的是，「社區」的期望有可能大幅改變。「風險管理」（Risk Management）自從

1999 年在《Turnbull 報告》中提及後便成為焦點。董事薪酬在幾年前演變成一個問題後，至

今仍是一個難題。 
 
儘管面對各種困難，董事仍須決定年報及業務回顧的內容。 
 
要識別公司有哪些持分者和他們需要什麼資料是很困難的。也許因為如此，年報的份量才不斷

增加。董事或已認定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除非把所有非商業機密的資料完全包括在內，然

後期望不同群體的人各自找到自己所需的資訊：「你想要的總可在報告某處找到。」 

我能夠理解這看法，畢竟匯報只是董事會其中一項職能，但這樣做出來的年報及業務回顧卻可

能很艱澀，不但無法把訊息知會股東，更有可能令他們感到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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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匯報框架及指引 
 
本指引第 6 章指出，為幫助匯報者決定匯報內容及提供數據定義以提高匯報的一致性，多個全

國性及國際性項目已編製了不同的匯報框架及指引。 
 
在國際層面上，管理下列重要舉措的組織已承諾共同合作編製可互相兼容的指引。 
 

1. 由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推出的

「綜合報告」（<IR>）框架（www.theiirc.org）有助公司簡潔地向金融資本提供者

匯報他們如何逐步地創造價值。其辦法是解釋公司的商業模式如何改變其擁有或管理

的金融資本、社會資本及自然資本的價值。此框架建議採用 IFRS、GRI 或等效的指

引（見下文），但它本身並不提供數據定義。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簡稱

IFRS ， www.ifrs.org ） 是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為財務項目的匯報而制定的。雖然許多國家均已採納這些守則，

但要在同一基礎上引入美國的會計準則卻仍需要相當時間。 
 

3. 由 全 球 報 告 倡 議 組 織 （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 簡 稱 GRI ， 
www.globalreporting.org）制定的《G4 指引》涉及如何匯報環境、社會及管治問

題。這些指引提供了一個過程，以決定什麼是對公司重要的問題以及訂定這些項目的

數據定義。GRI 訂明公司可建議它們遵從其標準的三個級別： 
 

a. 按照 GRI 的「全面」（Comprehensive）範圍 
b. 按照 GRI 的「核心」（Core）範圍 
c. 建 議 公 司 的 報 告 「 包 含 摘 自 《 GRI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指 引 》 （ 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的標準免責聲明」，然後列出遵照

GRI 指引而寫的免責條款。未能滿足完全「按照」標準的報告可選用此項。 
 

4. 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

SASB，www.sasb.org）正就各商業界別有何重要事宜而制定指引。 
 
在香港層面上： 
 

1. 如附件 1 所指，《公司條例》第 388 條訂明有關年報業務審視部分的規定。此外，

《公司條例》第 380 條規定公司必須遵從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或指明的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師公會提供了三項選擇：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簡

稱 HKFRS） 
b. 《私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 for Private Entities） 

c. 《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框架》（Financial Reporting Framework for SMEs
簡稱 SME-F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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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完全接軌。小型公司及符合《公司條

例》所列準則的集團，則可採用《中小型企業財務報告框架》。 
 

2. 並無規定要遵守其他國際指引。不過，香港交易所自行頒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 指 引 》 （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mbrules/ 
documents/ appendix_27.pdf），已緊跟 GRI 框架的部分元素。目前這些指引仍

屬自願遵守性質，但香港交易所已通報將檢討這些指引，並可能把部分指引提升至

「遵守或解釋」級別。 
 
公司在使用這些準則及指引時可採取何種方針？  
 
假如公司在匯報環保及社會問題上經驗尚淺，可按步就班地履行匯報工作，這樣不但可簡化匯

報過程，亦可確保報告的可靠性。香港董事可採取的其中一個方法是 
  

1. 首先，作為他們的職責，定出什麼對公司來說是重要（material，意即「重要的，會

產生重大後果的」，《牛津字典》）的。過程中他們須小心評估公司重要持分者的意

見。GRI 的指南為此提供了有用的指引。 
 
2. 定出公司有何重大事宜，從而確保公司有足夠的系統收集關於這些事宜的數據作內部

管理用途。GRI 的數據定義有以下好處： 
 

a. 這些數據定義是根據許多公司的經驗而訂定的，因此適用於大部分公司。 
b. 利用這些數據定義通常都可以更快地適應不同的系統及培訓員工。 
c. 數據將可與國際標準進行比較，假如稍後公司決定對外匯報這些數據。這將有

助提高公司的聲譽。 
 

3. 對外匯報時，董事可： 
 

a. 首先考慮是否遵從香港交易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對大部分公

司來說，遵守這指引並不困難。 
b. 其次是考慮編製簡單的摘要報告，其中包括財務概要、主要業務發展及最重要

的關於環境、社會及管治的事宜。這些單獨的短篇報告可作為年報的補充，但

不會併入年報之內。只要公司清楚知道自己有何主要事宜，便不難製作這些報

告。 
 
在英國等司法管轄區，這些「概要式」報告已成為股東最常閱讀的資訊。編製這些

報告以及遵從 GRI 的數據定義，可讓公司做好在稍後邁向<IR>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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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匯表 
 
以下定義及描述取自所指示網站，本會對描述的準確性概不負責。 
 

  網站 

AB5 Accounting Bulletin 5.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providing 
guidance on complying with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Business 
Review requirements. See attachment 
1 of this guide 

 
http://app1.hkicpa.org
.hk/ebook/HKSA_Mem
bers_Handbook_Master
/volumeII/ab5.pdf  
 

Alignment right Where the text is aligned to the right-
hand margin of the page or column. 

 

Chartered 
Global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GMA”)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 and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CIMA) 

 

www.cgma.org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UK)  
(“CIMA”)  

A profess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www.cimaglobal.com 

 

Directors A group of people,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board”, appointed by shareholders to 
gover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K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if the 
company is listed, The Listing Rules, 
and control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ESG The term “ESG” mean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t encompasses the non-
financial aspects of a company’s 
performance and is a focus for 
stakeholder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thical 
impact of a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UK) 
(“FRC”) 

The 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t 
regulator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high qua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porting.   

 

https://frc.org.uk  

Global The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http://app1.hkicpa.org.hk/ebook/HKSA_Members_Handbook_Master/volumeII/a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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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develops and promotes guidelines for 
organisations to us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to become more sustainable 
and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s “GR4” Global 
Reporting Guideline was released in 
April 2013.  

www.globalreporting.or
g/reporting/g4/Pages/
default.aspx 

 

Guide to future-
looking 
statements 

A guide published by PwC which 
discusses approaches companies 
need to take to produce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giving advice and 
examples. 

 

http://www.pwc.com/
gx/en/audit-
services/corporate-
reporting/assets/pdfs/
860-global-forward-
looking-guide.pdf  

Guidelines for 
Directors 

A reference book for directors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summarising the law and, 
where possible, recommending good 
practice in Hong Kong.  

 

http://www.hkiod.com
/guidelines-for-
directors.html  

Guideline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a business 
review under 
the Hong Kong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622 

See AB5.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SMEs in Hong 
Kong 

A reference book for directors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giving guid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ll the stages of company 
development from a single individual 
operation to a listed company. It also 
discusses governance issues for 
family companies.  

 

http://www.hkiod.com
/sme-guidelines.html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 set of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that 
govern the accounting practices used 
to record and report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be followed by all 
companies.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ttp://hkicpa.org.hk/e
n/standards-and-
regulations/standards  

Hong Kong 
Companies 

The Hong Kong law governing how 
companies are set-up and must be 

 
http://www.legislation.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EngDoc*619*100*619.1#619.1
http://hkicpa.org.hk/en/standards-andregulations/standards
http://www.hkiod.com/sme-guidelines.html
http://www.hkiod.com/guidelines-for-directors.html
http://www.pwc.com/gx/en/audit-services/corporate-reporting/assets/pdfs/860-global-forward-looking-guide.pdf
www.globalreporting.org/reporting/g4/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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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nce Cap 
6223 

run. Its section 388 specifies that 
Directors must produce an annual 
report. 

gov.hk/blis_ind.nsf/W
ebView?OpenAgent&vw
pg=CurAllEngDoc*619*
100*619.1#619.1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KICPA”) 

The institute of the Hong Kong 
accounting profession whose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promulgating 
financial reporting, auditing and 
ethical standards in Hong Kong 

 

http://www.hkicpa.org
.hk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HKIo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is Hong Kong’s premier body 
representing directors to foster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companies 
through advocacy and standards-
set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directors  

 

www.hkiod.com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s and 
Clearing 
(“HKEx”) 

A company that operates a securities 
market and derivatives market in 
Hong Kong and the clearing houses 
for those markets. 

 

www.hkex.com.hk  

HKEx Listing 
Rules 

The rules set by the HKEx to govern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http://www.hkex.com.
hk/eng/rulesreg/listru
les/rulesandguidelines
.htm  

HKEx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Reporting Guide 

Guidelines for listed companies 
issued by the HKEx as part of the 
Listing Rules.  

 

www.hkex.com.hk/eng
/rulesreg/listrules/mb
rules/documents/appe
ndix_27.pdf  

ICSA Hermes 
Transparency in 
Governance 
Awards 

An award acknowledging high 
standards in company reporting and 
accounts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improvements both in disclosure and 
in governance performance.  

 

https://www.icsa.org.
uk/events/excellence-
in-governance-awards-
2014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and 
Administrators 
ICSA 

A United Kingdom institute for people 
working in governance, risk and 
compliance including Company 
Secretaries.  

In Hong Kong there i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www.icsa.org.uk 

 

 

www.hkics.org.hk  

                                          

3 Hong Kong Companies Ordinanc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EngDoc*619*100*619.1#619.1 

https://www.icsa.org.uk/events/excellence-in-governance-awards-2014
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mbrules/documents/appendix_27.pdf
http://www.hkex.com.hk/eng/rulesreg/listrules/rulesandguidelines.htm
http://www.hkicpa.org.hk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ind.nsf/WebView?OpenAgent&vwpg=CurAllEngDoc*619*100*619.1#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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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ecretaries & Administrato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re accounting standards 
to be used for recording and 
repor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so 
that accounts are understandable 
and comparable a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The standards are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Boar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tting board.    

 

http://www.ifrs.org/pa
ges/default.aspx  

IFRS 8 
Segmental 
Reporting 

An accounting standard requiring 
certain entities (essentially those 
publicly quoted)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perating 
segmen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the geographical areas in which they 
operate and their customers. 

 

http://www.iasplus.co
m/en/standards/ifrs/i
frs8  

Integrated 
Reporting  
("<IR>") 

The <IR> framework was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n December 2013. 

<IR> is a process where an 
organisation considers all aspects of 
its operations and produces a 
periodic integrated report about its 
value creation over time. 

An integrated report is a concise 
communication about how an 
organisation’s strateg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in the 
context of its external environment, 
leads to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 term. 

 

www.theiirc.org  

Investor 
Relations 
Society 
(“IRS”) 

The Investor Relations Society (IR 
Society) is a not-for-profit 
professional body for those involved 
in investor relations and the focal 
point for investor relations in the UK. 

 

www.irs.org.uk  

Investors Persons who allocate capital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a financial return 
(Wikipedia). In some contexts the 
term also includes company 
employees and suppliers whose 
future is to an extent depended on a 
company.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 set of quantifiable measures that a 
company or industry uses to gauge 
or compar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meeting their strategic and 

 

http://www.iasplus.com/en/standards/ifrs/ifrs8
http://www.ifrs.or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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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 operational goals. KPIs vary between 
companies and industries depending 
on their priorities or performance 
criteria. Also referred to as “key 
success indicators (KSI)” 
(Investopedia).  

Listed Company A company whose shares are quoted 
and traded on a stock exchange. A 
company that wants to be “listed” 
must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the 
exchange.  

 

Report: Losing 
the excess 
baggage-
reducing 
disclosures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what is 
important 

A joint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Scotland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in 2011 that 
concluded the length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could be reduced by 
amending disclosures 

 
http://icas.org.uk/exc
essbaggage/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 
(“OFR”) 

A report that complements and 
supports the financial report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 shareholder 
would reasonably require to assess 
an entity’s operations, financial 
position,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future prospects.  

Also called the 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M D & A) 

 

Report: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s, 
application of 
ASIC’s 
regulatory guide 
April 2014 

A report produced by KPMG in April 
2014 which examines how Australian 
companies have 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 to produce an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 It includes 
advice and examples of clear concise 
reporting. 

 

http://www.kpmg.com
/AU/en/IssuesAndInsi
ghts/ArticlesPublicatio
ns/Better-Business-
Reporting/Pages/opera
ting-and-financial-
reviews-2014.aspx  

Plain English 
Campaign 

A campaign founded in the UK in 
1979 which campaigns against 
gobbledygook, jargon and misleading 
public information. It promotes 
simple, clear writing using everyday 
language, offering books and courses 
on how to write clearly and simply. 

 

www.plainenglish.co.u
k 

ReportWatch An organisation that monitors and 
comments on Annual Reports 
submitted to it. ReportWatch ranks 
reports, comments on trends and 
produces The Annual Report on 

 

http://www.reportwatc
h.net  

http://www.reportwatch.net
www.plainenglish.co.uk
http://www.kpmg.com/AU/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Better-Business-Reporting/Documents/operating-and-financial-reviews-2014.pdf
http://icas.org.uk/excessbag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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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s.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SMEs”) 

The definition of a SME varies by 
country. The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defines a SME as an 
enterprise that employs in Hong 
Kong fewer than 100 in 
manufacturing or fewer than in 50 in 
non-manufacturing activity. It has 
been estimate that SMEs in Hong 
Kong employ 48% of total 
employment outside the government 
sector.   

 
http://www.success.ti
d.gov.hk/english/abou
tus/sme/service_detail
_6863.html 

 

SME Corporate 
Governance 
Toolkit 

A guide created and published by 
HKIoD as a followup to the HKIoD 
guidebook, Guideline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SMEs in Hong Kong, 
to help SM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While the Guidelines address the 
“whattodo”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Toolkit 
covers the “howtodo” steps of 
implementation. 

 

http://www.hkiod.com
/SMEtoolkit.html  

Stakeholder 
mapping 

Stakeholder mapping is a process for 
summarising the organisations 
understanding of its stakeholders. It 
may include information on how the 
stakeholders can impact a business, 
the issues which concern them and 
the member of the company’s staff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issue/stakeholder. 

 

Stakeholders A person, group or organization that 
has interest or concern in an 
organization.  Stakeholders can affect 
or be affected by the organization's 
actions,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Some 
examples of key stakeholders are 
creditors, directors, employees, 
government (and its agencies), 
owners (shareholders), suppliers, 
unions, and the community from 
which the business draws its 
resources. 

 
Quoted from: 
www.businessdictionar
y.com/definition/stake
holder.html#ixzz3Eqye
MhkQ  

 

- 完 -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stakeholder.html#ixzz3EqyeMhkQ
http://www.hkiod.com/SMEtoolkit.html
http://www.success.tid.gov.hk/english/aboutus/sme/service_detail_68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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