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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Yang Hoong：CFO 决策职责范围加大 

 

 
“首席财务官全球论坛”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上图为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Pang 

Yang Hoong。(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首席财务官全球论坛”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上图为

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Pang Yang Hoong。 

 

  以下为致辞实录： 

 

Pang Yang Hoong：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要代表新加坡管理大学热烈的欢迎大家

参加今天的首席财务官全球论坛。大家经常听说，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越来 越具有不确定性和波动

性。我们知道，六年前的时候，世界刚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今天我们世界仍然面临诸

多的挑战，世界经济仍然存在很大的波动性 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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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和货币市场方面，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很大，政治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也在

上升，再加上全球气侯变化问题的堪忧。一方面企业面临的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监管部门

提出的合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必须要不断的创新商业模式，所以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 CFO 和

财务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办？ 他们还应该像三十年前一样，仅仅是做财务的汇报工作吗？显然是不够

的。 

现在财务官们要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要做的不仅是财务的决策，还要做投资方面的决

策。而且在治理风险管控方面，在企业业绩方面，都需要作出更大的贡献。只有财务部门变革才能

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我们对这些事情非常的了解，所以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两年前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推出一个新

的、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首席财务官高级管理硕士项目。这个首席财务官高级管理硕士项目，是要

为未来培养财务官员。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最近几年来有非常好的合作。钱颖一教授谈到了我们两

家之间的渊源，我们不少教员二十年前可能是同班同系的老师。我们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共同打造

这个项目，就是希望在科研方面探索前沿领域。 

 

  今天非常荣幸的在此宣布，我们跟清华经管学院有了新的合作的里程碑。高级管理硕士项目由

我们两家共同组办课程一部分在北京上，一部分在新加坡上。希望我们 CFO 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

能，尤其考虑中国学员的需要，能够有机会在学习其他的课程。 

 

  他们首先会获得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位，而且还可以获得清华经管学院的 MBA 的学位。我相

信这样的首席财务官高级管理硕士项目非常有必要，因为它 填补了空白。我们这个课程不仅会教大

家把握现在，把握中国的国情，而且会开拓他们的视野，让他们能够掌握更广泛的技能。从而能够

在越来越有竞争力的中国经 济环境下能够站稳脚跟，希望我们的 CFO、企业的领袖，能够支持我

们两所大学的 CFO 高级管理硕士项目。 

 

  我衷心的祝愿首席财务官高级管理硕士项目取得圆满的成功，也祝愿各位来自企业的支持者业

务基业常青，谢谢各位。 

 

  《财经会议》报道你看不见的会场实况，传播会议精华内容，会议直播提前预告，不定期送出

免费超值会议门票。官方微博：财经会议，微信号：caijinghy。扫码更方便。 

 

http://weibo.com/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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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上市公司必须发季报不一定恰当 

 

  “首席财务官全球论坛”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上图为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Andrew Lee。(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首席财务官全球论坛”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上图为新加

坡管理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Andrew Lee。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主持人：请来自新加坡的 Andrew Lee 教授谈一谈，新加坡是非常独立的环境，既有中国

的文化传统，又有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新加坡的很多制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请

Andrew Lee 教授谈一谈，他觉得新加坡这方面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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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Lee：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论坛。新加坡是一个东西荟萃的国

家，体现在商业世界和财务管理方面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和新加坡历史渊源有关。 新加坡曾经是英

联邦的一个国家，是五十多年前，继承了很多来自英国的法律制度和商业做法。新加坡是很小的岛

国。看世界地图，可能根本找不到那个点，新加坡 实在太小了。这个小国如何能够在世界经济大潮

中生存下来？新加坡必须要开放。新加坡确实非常的开放，那些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新加坡有投资。 

  就新加坡来说，它的财务管理体系也不可能是封闭的，必须是开放、透明的。与此同时，

新加坡要建立和保持开放透明的财务体系也不容易。新加坡确实 继承了学习很多西方的管理的模

式，我本人也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多年。我知道自由市场这类的理念如何影响了新加坡，但是毕竟新

加坡又是亚洲的国家，而且应该说 新加坡仍然具有深厚的亚洲文化的特色。绝大多数新加坡人都是

华人的后代，对很多西方的做法，新加坡人有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西方

的 做法确实很好，能够提高效率，帮助企业提高运营的效率。新加坡学习了西方的商业的一些精

华，与此同时，我们又经常在问，是不是在有的方面，西方的一些做 法，或许是不适合新加坡这样

的环境的？我可以强调其中的几个。 

  比如说在财务报告方面，财务报告是对企业内部来说是很重要的。很多企业也都从西方那

里学到了怎么做财务汇报的体系，怎么打造财务汇报的流程。我 自己不久前是跟新加坡最大的一家

上市企业之一的 CFO 对话过。他说十年前，他们面临着这样的环境。他们大量的要用电子表格，

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用，这个部 门可能不知道另一个部门的电子表格是怎样的。所以这位 CFO 在

五年前有一个大的举措，要把他们企业的所有的散落在不同部门的一个财务数据汇总起来，整合起 

来。现在他们这套体系做的非常好，效率很高，而且对数据进行很好的分析，这是必要的，帮助企

业的高管作出更好的更明确的商业举措。所以所谓的管理会计，当 然对今天的企业来说非常的重

要。 

  我们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三年前做过一项调查，采访了大概 120 家大型的上市企业的 CFO，

问了他们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问这 些 CFO，您觉得您的大多数的时间花

在哪些方面？我是说的 CFO，不是说他的团队。我们问 CFO 本人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哪个功能

领域？这个答案让我们觉 得很惊讶。发现 CFO 耗时最多的两个工作，一个是对企业的业绩进行分

析，这个跟管理会计有关了。CFO 现在要越来越成为企业的财务，必须是财务方面的专家 发言

人，任何与数字有关的问题，都应该问 CFO，任何和数字有关的事情，CFO 必须能够作出解释，

能够告诉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会。CFO 必须解释，现在达到 了预期的目标吗？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

标怎么办？如果超出预期，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市场机会等待捕捉。所以 CFO 必须要懂得解释和分

析。第二个最耗时他们时间 的就是风险管理。在谈到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采访的这些 CFO，现

在不是特别的担心财务的风险，对对冲，利率，汇率，风险他们不是特别的担心，肯定因为现 在的

金融市场已经有很多渠道开放了，企业有很多途径对冲自己的风险。所谓的风险管理现在最大的是

企业风险。 

  我们企业是不是有一些的风险？我们甚至都还不知道。这才是 CFO 最觉得寝食难安的地

方。我们不是谈新加坡企业如何进行财务管理的，新加坡的财务 管理也在不的改变和进步。我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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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先进的经验学习，我们也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新加坡也是都是要衡量一些国外或的做法，

对新加坡是否是恰当的。可以举 其中几个例子，或者不要过多的谈管理会计。我们谈谈投资者群

体，为什么？一个企业上市后，想去海外扩张的话，企业就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投资者是众多

的。 这么多的国际的投资者，如果想要接触海外大的投资者的话，这些海外的投资者往往关心的是

企业的财务汇报，透明度，治理方面的问题。 

  CFO 必须能够回答。对新加坡来说，我们也是一直非常的谨慎的，很多新加坡企业，甚至

监管部门，采取比较谨慎的方法和态度。比如说，美国要求上市公司要每个季度发财务报表，有几

十年的历史，新加坡十年前才要求上市的企业发表季报。如 果一个上市企业每个季度都要公布自己

的财政业绩，这是怎样的影响，到底是不是好的制度？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董事会每

个季度要考察企业的业绩， 投资者是不是每个季度都对企业产生期望？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使企

业股价过度的波动，会不会导致投资者的情绪过度的极端。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季报也许不是恰 当的

很好的方法。为此新加坡讨论了很多年，直到 2003 年时候，新加坡最终确定建立上市公司季报的

制度。 

  公允价值会计制度的手法也是备受争议的，要求对投资进行公允价值。新加坡刚开始仍然

拿不准，我们想对投资的物业进行公允价值，这是好的制度吗？ 所以新加坡没有麻烦就采用公允价

值的方法对投资的物业进行股指，反复考核之后才采用了这个制度。新加坡一方面非常渴望学习国

际先进经验，真正采纳让国际先 进的做法落地的时候，新加坡又是很谨慎的。 

  《财经会议》报道你看不见的会场实况，传播会议精华内容，会议直播提前预告，不定期

送出免费超值会议门票。官方微博：财经会议，微信号：caijinghy。扫码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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