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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背景 

•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衝擊。企業的財務人員也面臨著巨大挑戰。 在眾志成城、共同抗疫之時,專
業財務人士如何有效領導團隊,協助企業渡過難關? 

• ACCA在此時向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ACCA會員發起這個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目前企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所採取的措施。該問卷僅開放
了3天時間,已收到271份有效問卷。 

• 現在ACCA將此次問卷調查結果與各位會員和廣大財務同仁分享。希望本問
卷調查可以協助您和企業在重大事項發生時確保業務連續性,提升應對能力,
加強管理水準。  

• 在此誠摯感謝您的參與和支持! 也借此機會向所有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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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要發現：疫情挑戰 

• 面對疫情,中國內地和香港的企業所面臨的主
要挑戰基本一致。  

• 但由於內地受到疫情的影響程度更為嚴重,總
體來說內地企業所面臨的挑戰更加突出。  

• 頭三大挑戰分別是“員工返工困難導致無法
正常生產或服務客戶” (65%)、“銷售下滑” 
(59%) 和“資金流動性不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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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服務業來說,第四大挑戰是招聘新
員工困難,人工成本上升(25%)。  

• 而製造業調查資料反映供應商供貨
能力問題(71%)或者物流問題(63%)
的影響導致無法正常生產的比例很
高。  

• 此外,物流問題對於醫療、能源、交
通運輸業的企業來說挑戰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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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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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和香港的企業所採取的主要措施基本一致。但由於內地企業受到疫情的影響程度更為嚴重,總體來說
內地企業採取相應措施的比例和數量均高於香港企業。  

 
• 約六成的企業已經採取了以下兩大措施: 

a. 為員工提供多方面保障,關懷員工健康和發展,採取適當的復工方案(61%); 
b. 全面評估受疫情影響的業務、員工和管理流程風險 (59%)。  

 
• 另外三項較為普遍採取的措施分別是: 

a. 建立企業內外部的溝通機制,令員工、客戶以及合作夥伴增加信心和理解(43%); 
b. 評估受影響業務的損失程度,制定相關的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損失(41%); 
c. 成立疫情管理委員會,對重大事情制定應急方案及決策(40%)。 

 
• 此外,只有不到兩成的企業表示已經將「重大突發事件」納入企業風險管理機制(12%);踐行社會責任,將可

持續發展策略納入決策範疇(16%)。  
 

• 在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中,行業的特點較為突出。  
a. 製造業企業有較高比例已經建立疫情管理委員會,對重大事情制定應急方案及決策(60%);評估供應

鏈風險應對情況(46%)。  
b. 服務業企業有較高比例啟動預算方案的重新評估,積極調整經營計畫(41%); 啟動現金流精細管理、

國際貿易預警機制(31%)。  
c. 金融證券業企業有較高比例採取必要措施將企業(全部或部分)業務線上化(29%);為員工提供線上工

作的工具、培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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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應對措施 
• 對於財務部門目前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具有共同性的措施是以下三項:現金流測算、

識別資金流動性問題(51%);識別不必要的開銷、提出成本縮減的計畫(46%);修改經營計畫和費用預算
(35%)。  

• 在保障現金流方面,中國內地和香港的企業最普遍採用的措施是控制成本,延緩部分採購申請(64%);加
快應收賬款收回進程,加速資金回籠(37%)利用各商業銀行、各類金融機構推出的優惠 (23%) 。  

• 在中國內地的企業裡,有約四成已經採取了下列措施:包括啟動新的融資安排,充分利用各商業銀行、各
類金融機構推出的優惠/應急貸款政策(40%);充分利用各商業銀行、各類金融機構推出的貸款延期政策
(40%)新融资安排 (40%)積極與供應商溝通延期付款的可能性(40%);申請在融資、財稅等方面的扶持
(38%)。 

• 在香港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控制成本(63%)加快應收賬款收回進程 (39%).採用金融機構推出的優惠及新
的融資安排分别只得 15%。這反映香港政府及金融界可推廣更優惠的措施，協助商界在疫情中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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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成本 尋求銀行支持 供應商延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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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要發現：其他 
• 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的企業中,分別有74%和77%採用了彈性工作。 此外還有56%的企業表示公司委派

少數人員到辦公室處理必要工作,避免人員聚集。 但針對身處疫區的員工,僅有18%的企業表示可提供
更加人性化的假期和補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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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工作 疫區員工人性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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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題中有一道開放式填空題希望受訪者可以提出他們最希望獲得哪些支援,有223名
受訪者對此進行了回答, 佔此次問卷調查全部人數的82%。 研究團隊經整理後發現,受訪

者的回答主要集中在希望從政府、稅務及社保、銀行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這四個方面獲
得支援。  

1. 政府方面的支援主要包括: 政府給予補貼(財政支援)、政府出面要求業主租金減免、
政府向公司發放防疫用品(口罩,消毒液等)以協助企業運營順暢、鼓勵彈性上班時間以
及推廣居家辦公、政府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重建消費信心、保障原材料的物流運輸
順暢、控制物價以及加強對中小微企業的補助。  

2. 稅務和社保方面的支援主要包括:稅收減免、延期繳稅,緩交報表、免除19/20利得稅
以及商業登記費、降低社保和延期繳納。  

3. 銀行方面的支援包括: 提供低息貸款、加快審批流程、延期還貸、減免利息等。  

4. 其他方面的支援包括: 希望政府以照顧香港市民的利益為首要考慮，有效減低人流入
境交叉感染。 

ACCA會員的建議： 
企業希望獲得的各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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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給企業的建議 
1 調查顯示,僅四成受訪者企業成立了疫情管理委員會。 ACCA建議企業應儘快建立和啟動疫情應

對工作小組,作為疫情下重大事宜的決策機構,制定整體應急預案,統一協調各部門的執行情況,確
保快速回應和決策。 

2 調查顯示,僅41%的受訪者企業對業務影響進行了全面的評估並制定了相應的措施。 如果企業沒
有提前設計「重大突發事件的相應機制」,則應在第一時間對企業業務影響進行全面的評估,包括
人員、業務、流程、資源調配以及供應鏈等方面。 也需考慮疫情結束後,市場產生強大消費力情
況下對庫存、物流、產能的影響。 

3 疫情期間穩定人心尤為重要。 企業應關注疫情期間的輿論變化,面向內外部相關方,加強正面、積
極的溝通策略,並且由專業人士對宣傳內容進行全面規範和指導。 

4 企業應履行社會責任,特別是行業內的大型企業,應穩定員工就業、對供應鏈給予支援,共渡難關,
在疫情期間有所擔當,注意公眾形象,將可持續發展納入長期策略。 

5 在解決恢復業務的當務之急時,企業也應在策略層面重新審視業務方針和商業模式,探索新產品、
新管道、新的客戶服務方式以及利用現有資源進入新市場的機會。 疫情進一步確立了企業數字
化轉型的必要性,並加快了實施進度。 疫情也使企業價值鏈中的薄弱環節凸顯出來,應利用這次機
會,提升企業各部門的抗風險能力,提高業務的靈活性和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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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給財務部門的建議 
6 財務部門應關注政府推出的各項優惠政策,充分利用相關政策,關注申請要求、流程、時間,為企業爭

取優惠和支援,必要時提前準備各種申請資料。 

7 財務部門應在樂觀、中性、悲觀的各種假設下, 估算企業營運資金的需要,及早計劃準備,保證企業
現金流,包括但不限於:  
• 關注各家銀行推出的貸款新政策、延期政策,爭取融資以及優惠條件,降低還本付息壓力。  
• 和其他部門配合、積極與客戶溝通, 了解應收賬款的回收情況,加速資金回籠;  
• 嚴格控制採購和付款申請,識別出可以延緩的情況,積極與供應商溝通, 了解延期付款的可能性;  
• 減少不必要的出差活動,儘量減少因疫情取消出差公幹而產生的損失;  
• 跨國公司應與集團總部積極溝通,提前安排短期資金拆借, 初創企業應積極與投資人溝通,準備相
關資料。 

8 探索財務部門在家辦公的可能性,主動保障員工安全,積極了解企業各部門、供應鏈合作夥伴的需求,
在滿足内部控制要求的情況下,利用靈活的工作方式,盡可能服務好企業內外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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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給企業和財務部門的建議 
9 企業應關注員工身體及心理健康,根據工作崗位性質制定相應的復工方案。  

• 充分利用技術實現在家辦公;  
• 按照衛生管理部門的要求,保障工作場所的清潔,安全復工;  
• 有條件的企業可以考慮採用多班制、分批次、分區域的復工計畫,最大限度不影響業務開展,並且
避免交叉感染;  

• 給員工提供線上培訓的機會。 

10 積極與審計師溝通,在盡可能採用線上或非接觸的模式的情況下,與審計師配合,保證審計品質不受
到影響。 同時考慮受到疫情影響對生產、投資、經營等活動產生的期後事項、潛在經濟糾紛和訴
訟。 若有達到資訊披露要求的事項,做好資訊披露,確保投資人知情權。 

11 審計師需要獲得合理的保證才能形成審計意見。 因此保證的“級別”不會改變。 當面對面審計變得
困難或不可能進行時，審計師將不得不尋求其他方法來獲得他們的保證。 隨著嶄新的技術工具出

現，儘管許多公司在審計中使用技術仍處於起步階段，但遠距審計已變得越來越有可能。此次疫
情可能會加速其中一些新技術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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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所在地區和企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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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問卷通過3天時間,共收集到271份有效問
卷,其中受訪者公司所在地在中國內地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香港」)的分別是96和171,分別
占到總受訪者人數的35%和63%。  

在中國內地的受訪者中,分別有35%、33%和
19%來自于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國企/央企。 
此外還有7%是包括特殊普通合夥制在內的合
夥企業。  

在香港的受訪者中,有43%來自于員工人數少
於100人的中小企業,其次來自跨國企業 (16%)、
上市公司 (16%)和員工數超過100人的本地非
上市公司(16%)。 此外還有8%是來自非盈利
機構。  

從行業分佈來看,本次問卷很好地覆蓋了受疫
情影響較大的地區和行業,有比較大的代表性。 

香港 

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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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35%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內地 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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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所在行業 

09/03/2020 13 

受訪者公司所在行業中,前三大分別服務業、
金融服務、和製造業,分別占到受訪者數量的
23%、20%和13%。  

此外其他中,包括很多來自零售、外貿和教育
行業。 以上這些行業也是此次疫情影響較大
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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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 

19% 

13% 

8% 

7% 
5% 4% 

服務業 金融及証券行業 其他 製造業 

醫藥、信息與科技產業 建築及房地產業 

能源類行業（電力、熱力、煤氣及水生產和供應） 

交通運輸、倉儲物流業 農、林、牧、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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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訪者所屬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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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1名受訪者中,有69%擔任財務部負責人或
者是持有財務專業資格證書的財務人士,17%
為企業其他管理人員,另有5%是企業董事長或
者行政總裁。  

在其他中有較多擔任審計師、企業諮詢師。 
應該說受訪者的層級較高,能夠充分、準確地
認識到目前疫情下,企業所面臨的挑戰。 對企

業和財務部已經採取的措施也有較為全面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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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7% 

9% 
5% 

財務部負責人/財務專業人士 

其他管理層員工 

其他 

行政總裁 



©ACCA 

四、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中國內地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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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返工困難導致無法正常生產經營或服務客戶 

銷售下滑 

資金流動性受影響 

供應商供貨能力問題導致無法正常生產經營 

物流問題導致無法正常生產經營 

招聘新員工困難，人工成本上升 

原材料價格上漲 

股價下跌及後續融資影響 

聲譽影響 

產生違約賠償 

6% 

6% 

8% 

5% 

11% 

20% 

19% 

43% 

59% 

61% 

5% 

8% 

6% 

15% 

19% 

34% 

40% 

45% 

59% 

72% 

中國內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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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業目前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中國內地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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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3% 

16% 

19% 

19% 

19% 

27% 

34% 

29% 

38% 

36% 

56% 

56% 

13% 

23% 

25% 

30% 

30% 

34% 

44% 

38% 

61% 

46% 

57% 

66% 

71% 
為員工提供多方面保障，關懷員工健康和發展，採取適當的復工方案 

全面評估受疫情影響的風險、包括業務、員工和管理流程 

通過企業內外部的溝通機制，幫助員工、客戶以及合作夥伴增加信心和理解 

評估受影響業務的損失程度，制定相關的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損失 

成立疫情指揮部（管理委員會），制定緊急應對方案，對重大事宜進行決策 

啟動預算方案的重新評估，積極調整經營計劃 

為員工提供在線工作的工具、培訓 

採取必要措施將企業（全部或部分）業務在線化 

評估供應鏈風險應對情況 

啟動現金流精細管理、國際貿易預警機制 

因應本次疫情的特殊情況，探索新產品、新渠道、新的客戶服務方式 

實行社會責任，把可持續發展策略納入決策范疇 

因應本次疫情的特殊情況，對“重大突發事件”納入企業風險管理機制 

中國內地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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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7% 

9% 

31% 

46% 

20% 

20% 

17% 

60% 

49% 

54% 

60% 

54% 

11% 

15% 

28% 

31% 

20% 

21% 

30% 

41% 

38% 

43% 

49% 

51% 

61% 

13% 

18% 

22% 

16% 

13% 

29% 

40% 

29% 

33% 

35% 

42% 

62% 

62% 

五、企業目前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按行業) 

09/03/2020 17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為員工提供多方面保障，關懷員工健康和發展，採取適當的復工方案 

全面評估受疫情影響的風險、包括業務、員工和管理流程 

通過企業內外部的溝通機制，幫助員工、客戶以及合作夥伴增加信心和理解 

評估受影響業務的損失程度，制定相關的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損失 

成立疫情指揮部（管理委員會），制定緊急應對方案，對重大事宜進行決策 

啟動預算方案的重新評估，積極調整經營計劃 

為員工提供在線工作的工具、培訓 

採取必要措施將企業（全部或部分）業務在線化 

評估供應鏈風險應對情況 

啟動現金流精細管理、國際貿易預警機制 

因應本次疫情的特殊情況，探索新產品、新渠道、新的客戶服務方式 

實行社會責任，把可持續發展策略納入決策范疇 

因應本次疫情的特殊情況，對“重大突發事件”納入企業風險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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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目前所採取的主要措施(中國內地和香港) 

09/03/2020 18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12% 

23% 

15% 

27% 

25% 

28% 

29% 

36% 

42% 

49% 

26% 

21% 

54% 

32% 

43% 

44% 

46% 

34% 

52% 

54% 

中國內地 香港 

評估疫情對現金流的影響，識別資金流動性問題 

識別不必要的開銷，提出成本縮減的計劃 

其他 

修改經營計劃和費用預算（建立應急財務預測模型） 

和管理層、業務部門溝通，啟動疫情期間資金監控計劃 

對於會計核算、財報披露的延遲及時匯報並提供建議 

和其他部門合作，制定替代計劃，評估業務影響，調整財務付款計劃 

收集整理特殊時期的法律法規、稅收優惠，並評估影響 

評估現有合同的履行情況，評估損失情況 

尋求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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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目前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按行業) 

09/03/2020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19 

20% 

14% 

46% 

31% 

26% 

37% 

37% 

37% 

40% 

51% 

20% 

23% 

26% 

31% 

26% 

34% 

33% 

34% 

51% 

59% 

7% 

27% 

25% 

29% 

42% 

29% 

20% 

35% 

40% 

42% 

金融及証券行業 服務業 製造業 

評估疫情對現金流的影響，識別資金流動性問題 

識別不必要的開銷，提出成本縮減的計劃 

其他 

修改經營計劃和費用預算（建立應急財務預測模型） 

和管理層、業務部門溝通，啟動疫情期間資金監控計劃 

對於會計核算、財報披露的延遲及時匯報並提供建議 

和其他部門合作，制定替代計劃，評估業務影響，調整財務付款計劃 

收集整理特殊時期的法律法規、稅收優惠，並評估影響 

評估現有合同的履行情況，評估損失情況 

尋求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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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現金流的措施 

有約4%的受訪者明確表示目前企業尚沒有採
取任何保障資金流的措施。 也有企業提到除
了上述措施之外,企業也加大了 供應鏈的幫扶
力度,為有困難的商業夥伴提供協助,確保產業
鏈條通暢。 

09/03/2020 20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13% 

13% 

12% 

15% 

15% 

39% 

63% 

8% 

38% 

40% 

40% 

40% 

34% 

66% 

中國內地 香港 

控制成本，延緩部份採購申請，暫停部份項 

加快應收賬款收回進程，加速資金回籠 

充分利用各商業銀行、各類金融機構推出的貸款延期政策 

啟動新的融資安排，充分利用各商業銀行、各類金融機構推出的優惠/應急貸款政策 

積極與供應商溝通延期付款的可能性 

申請政府在融資、稅務等方面的支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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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9% 

32% 

77% 

24% 

56% 

73% 

74% 

中國內地 香港 

八、企業目前的返工計畫(中國內地和香港) 

09/03/2020 21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公司作出彈性工作、線上辦公等安排 

按照當地政府要求執行返工計劃 

公司委派少數人員到辦公室處理必要工作，避免人員聚集 

針對身處疫區的員工可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假期和補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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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了避免貴公司業務出現重大危機,貴公司還希
望獲得哪方面的支援? 

09/03/2020 22 

政府 
稅務及社保 銀行服務 

公司及利益相關方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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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9% 

38% 

15% 

十、對2019年財年審計工作的影響 

09/03/2020 23 【ACCA問卷調查】 從財務角度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挑戰和應對 

與審計師溝通，盡量採用線上工作模式替代現場工作 

審計報告出具日期延後 

工作計劃維持不變 

審計質量會出現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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