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領導制高點
戰略清晰 絕不含糊
在戰爭中，戰略含糊不清有時會導致災難式後
果。以蓋茨堡戰役為例，在這場精彩的內戰爆發
當天，李將軍（General Robert E Lee）命令尤
維爾將軍（General Richard Ewell）“盡可能”
占領公墓山，而一些歷史學家則指出，當時將軍
命令的確實意思是要想辦法占領該山。然而尤維
爾將軍卻非常猶豫，聯軍因此能夠順利盤踞戰場
高地。至於其後戰況和戰果，歷史均有記載。
在商業世界裡，戰略含糊不清同樣可以導致災
難式後果 - 並為首席財務官構成重大壓力。事實
上，根據德勤企業領導信心指標調研，過半中國
大型企業的首席財務官表示，戰略含糊不清也是
他們三大工作壓力之一。1
事實上亦不足為奇。從首席財務官的角度，戰略
含糊不清是由於企業未能1）制定戰略以應付經
濟波動；2）把有關戰略與內部員工，以及外部
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清晰溝通；3）
為實施戰略而調配資源；4）有效實施相關戰

略，而導致種種不明朗因素。話雖如此，首席財
務官可算是領導企業把含糊不清的戰略予以清
晰的最佳人選。本期《中國企業領導制高點》將
探討首席財務官如何能夠利用數據，以及規劃與
績效管理周期，以應付多方面的戰略風險，並且
在為自己營造機遇的過程中，擔當企業的戰略軍
師，促進戰略實施。
戰略執行框架
營商環境不穩定無疑是導致戰略含糊不清的根本
原因之一 。經濟動蕩以及變化不斷，促使企業
檢討並修訂其核心戰略。同時，各首席財務官亦
表示更為苦惱相關企業能否組織以及執行其業務
戰略。

此等因素正要考驗首席財務官在決定方向與決策
方面的能力，並在其企業的能力之上，有效執行
相關戰略。正如戰略執行框架（圖一）所示，應
付問題需要從四個方面着手：
制定 - 大部分企業在選擇投資項目時，都必定會
選出一定數目的主要項目以進行投資，務求達到
有效管理。因此企業需要想辦法認定適當的投
資機會，並排列優先次序。清晰制定一套專注的
戰略目標（如回報率、增長目標、績效計量目標
等），可作為評核及選擇有關投資機會的框架。
溝通 - 戰略目標若未得到妥善溝通，往往缺乏說
服力與內部配合，導致有關資源分配的決策亦
強差人意。戰略目標相關的清晰溝通與配合，對
外部利益相關者同樣關鍵，方可獲得投資者的信
心。假如投資者不明白或不同意管理層有關企業
目標的觀點，他們亦可在資本市場上表達不同意
見。

實施 - 雄韜偉略也需要精辟的執行方案。高效執
行戰略目標需要企業實務、投資與獎勵制度方面
的轉變。若未能或延誤有關轉變，以配合戰略
目的，則很有可能會影響相關成果，甚至導致失
敗。
適應 - 最後，為達到該等目標，企業絕少采用靜
態的目標與戰略。高效企業能夠靈活平衡清晰可
行的戰略與相當程度的組織重疊，以應對營商
環境的轉變。戰略得以改善，亦需要內在因素的
配合。在溝通或實施戰略的過程中，企業可以對
內部的能力加深了解，從而反思相關重點是否恰
當。

圖一：戰略執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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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至戰略清晰領航
在戰略執行框架的各個步驟，首席財務官均有機
會擔當領導者，消除模糊，達到戰略清晰。而
且，下列四個問題引導首席財務官跳出其管理及
經營者的身份，並如〈企業領導菁英四面觀〉2
所述，如願擔當企業的戰略軍師，促進戰略實
施。
1. 企業的核心願景是什麼？ 經濟環境不穩定使
企業的核心願景和目標之有效性模糊不清。
環境動蕩不穩到底只是短暫干擾，還是企業需
要因此重新考慮其營運方式，相關討論也正是
該問題的重點所在。首席財務官應着力落實就
事實進行討論，並協助企業了解各種可能。再
者，首席財務官應利用其職能，在建構與執行
戰略的過程中擔當中央、中立的角色，以確定
任何決策均已從不同角度進行全面評估，而且
有關假設與預測亦已經過實際測試。
2. 員工與投資者是否明白並同意有關戰略方向？
清晰闡述與制定戰略，同樣重要。首席財務官
在職能上擁有獨特地位，需要與員工及外部利
益相關者就有關方向進行溝通。例如，首席財
務官與高級領導團隊應積極參與前線業務的年
度規劃過程，明確闡釋企業的整體戰略目標，
並制定清晰的上級指引。另外，首席財務官應
充分利用與投資者的溝通渠道，以持續判斷及
影響外界對企業的戰略方向之觀點。另外亦可
透過業績發表會或投資者路演，傳達企業戰略
方向的轉變以及管理層對未來的展望至相關信
息。

3. 何謂將戰略方向付諸實行的良策？ 規劃與績效
管理周期不單只是首席財務官闡述戰略目的之
最有效工具之一，更可為配合投資與獎勵制度
以達到相關目標，而：
• 將願景與企業目標轉化為實際行動方案，
並清晰列明所需資源，以及在指定時間內
的預期結果。為求有效地付諸實行，投資
決策應分類為維持業務如常運作的必須投
資，以及為支持業務變革的戰略目標。投
資可能會受到一些監管，而使用傳統運營
資金與資本資金的亦有所區別，利用運營
資金進行投資，所須審閱及績效責任往往
有限。
• 將規劃融入運營財政預算，指派專責管理
者以達成目標。已獲接納的項目所構成之
影響，應列入財政規劃的考慮之內，並
於成本及收益中反映出相關項目。首席財
務官應致力在規劃與制定財政預算的過程
中，避免過分仔細，提供充足內容支持相
關目標，再把有關信息下達至各運營管理
者。
• 利用報告與分析，以評估進度並確認所需
糾正工作。為真正促使戰略目標清晰，首
席財務官應利用不同方式的分析與報告，
從過程中了解出現意外結果的原因，到底
是由於執行上出錯，抑或是外部的現實情
況有所改變。尤其是，首席執行官應擴展
報告程序，包括配合企業與運營單位戰略
的關鍵業績指標，並由企業負責計量。
再者，分析處理與支援工具的效能有所提
升，為首席財務官提供平台，向業務運營
者提出豐富見解。例如就產品滲透度與盈
利能力、定價戰略與手法、以及人口分布
與地理動態等方面，眾多領先首席財務官
均在定性與定量化分析之間取得平衡。將
此等分析一貫地與戰略執行相互聯系，可
有助鞏固相關戰略，以及相關對內及對外
溝通。

• 重視情景規劃 - 反復驗證 情景規劃在近
幾年逐漸興起，特別是用以應付黑天鵝和
灰天鵝事件。首席財務官應確定有關規劃
已考慮若干不穩定因素，例如經濟實力、
消費者需求、科技創新、以及規管環境，
以斷定類似情景及潛在外圍因素。另外，
首席財務官亦應該促使有關規劃打破“高
中低”的傳統方法，盡可能包括一切可能
性，讓團隊能夠就特定情境做好准備，仔
細監察相關跡象。最重要是必須在情境規
劃的過程中進行相關測試，以確定公司的
戰略足以應付各種可能。
4.有關戰略是否需要企業發揮各種不同技能？而
實際擁有的技術與能力，是否與理想擁有的有
所差異？ 最後，內部應持續適應相關戰略，並
且常常對組織技巧與能力進行評估，為配合戰
略意圖而作出改變。財政人員在建立績效期望
與監察糾正工作的執行與建議方面，擔當重要
角色，提供報告、分析與有關資源調配與生產
力的決策支持。

戰略光芒嶄露
上述步驟僅可作為制衡戰略模糊的框架，並非消
除模糊的良方。事實上，組織理論家Karl Weick
預計在未來將出現“慣性模糊”，使首席財務官
的工作變得更加復雜。3
首席財務官擔當其獨特角色，在參與戰略建構、
溝通與執行的過程中保持中立態度，肩負為各方
營造戰略清晰的重任。透過充分利用規劃與績效
管理周期以及分析能力，首席財務官能夠將戰略
模糊減至最低，並為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達至戰
略清晰。作為財務主管，需要帶領進行相關工
作，這往往不只要求相關人員“盡可能”做到，
而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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