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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很高兴为您呈现第三期暨最后一期 
《公司董事年度通报2021》系列报告。在

2020年12月第一期报告发布时，世界正

历经动荡：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多国刚刚步入冬季

疫情高峰期，从而导致地区封锁增多和经济活动减

少。与此同时，部分经济体正稳步复苏，往期受访的

几位董事（特别是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董事）已经

开始总结疫情对其业务意味着什么，以及董事会所

做出的决定哪些是关乎成败的重大决策。三个多月

过去了，许多国家的情况仍不明朗。尽管部分国家已

经取得疫苗，但疫情并未缓解，显然疫苗接种和经

济复苏之路都将十分漫长。

对于董事会而言，董事会及委员会会议将继续以线

上形式召开。新董事的招募、面试和入职均通过线

上完成，而以往会议前夕的传统董事会晚宴，也被

代之以董事们在视频会议开始时对着网络摄像头

进行的几分钟谈笑。但这些只是董事们在2021年
面临的简单挑战，在疫情持续冲击下，他们将面临

的更大挑战是业务模式、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变

革。 

在我们的系列采访中，“不确定性”这一主题贯穿始

终，即在历经的诸多变革中，我们无法判别哪些将

恒久存在，哪些又将随着世界向某种“新常态”过

渡而消失。做出这些判断绝非易事：若企业判断有

误，则其业务模式将陷入劣势；若判断正确，则可节

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这些艰难的决策正是企

业设立董事会的初衷。强大且具有韧性的董事会往

往拥有广泛多样的技能、背景和思维方式，能够对

当下和未来做出合理假设，并对管理层想法提出建

设性的质疑，从而引导企业平稳渡过动荡时期。

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则是企业的社会角色变化。

举例而言，过去一年里很多企业纷纷挺身而出，在

疫情接触者追踪、物料生产和疫苗分发等方面向中

央及地方政府提供资源和支持。

企业必须正视其员工和所处社会环境间日益增长的

需求，并展现自身良好的商业信誉，尤其是在可能

获得政府支持的领域。自去年夏天以来，许多企业

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公开表明立场，这在一两

年前可谓难以想象。企业应在多大程度上以此为轴

心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成为当下诸多董事会

会议上一个真实且反复出现的议题。对于该议题的

讨论，尚无绝对的标准答案。董事们对这些议题的

探究及构筑，足以窥见各董事会的实力高低。了解

为企业设定明确目标的重要性，赋能高级管理层和

员工提供支持，并能够创造长远社会价值，这样的

董事会将变得愈发重要。

衷心希望您喜欢本期内容，与我们共享收获的喜悦。

愿本报告分享的洞见如同黑夜灯塔，助您破浪前行。

舒亚玟（Sharon Thorne） 
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 | 德勤全球

Dan Konigsburg  
德勤全球董事会治理计划主管合伙人 | 德勤全球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4

Monica
   Mächler

对话

瑞士独立董事

Monica Mächler自2013年4月起担任苏黎世保

险集团有限公司（Zurich Insurance Group Ltd）
和苏黎世保险有限公司（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Ltd）董事会成员，并自2015年4月起

担任Cembra Money Bank AG董事会成员。她还

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国际保险监管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surance 
Regulation）咨询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苏黎世大

学欧洲学院（Europa Institut）理事会成员。在

此之前，她曾于2007年至2008年任瑞士联邦私人

保险办公室（Swiss Federal Office of Private 
Insurance）主管，在2009年至2012年担任瑞士

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董事会副主席，并在

2010年至2012年担任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技术委员会主席。在此之前，她曾任苏

黎世保险集团（Zurich Insurance Group）总法

律顾问和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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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认为大多数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什么？

Monica Mächler（MM）：大多数企业

面临着宏观经济状况、可持续发展、社会变迁及政

治变革等诸多挑战。目前，企业还面临着诸多不确

定性，例如：未来疫情将如何演变，经济何时能够

持续复苏，员工何时能够重返岗位以及哪些业务举

措能够有效实施等等。这些不确定性都将对企业财

务造成冲击。

疫情冲击之下，您认为企业是否将更

注重规避风险并更审慎地进行情景

规划？

MM：我认为这取决于行业本身。例如

寿险一类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就疫情

开展情景规划。而更多依赖现金流发

展的其他企业，往往不会有此举动。部

分行业预留的紧急储备金如此之少，真

是令人瞠目结舌。但我不认为所有行业

都能具备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应对

自身风险。企业必须平衡诸多因素。在

是否具备长远眼光这个问题上，各行

业未来或将逐步向好转变，但达不到完全转变。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部分行业已开始反思，并重

新思考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董事会如何

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的同时确保对股东负

责？

MM：在我看来，重新思考社会契约这一行为不单

单是由疫情引发。这一转变始于很久之前。它起初

是由股东价值评价法引发的一种反应，后来转变为

利益相关方的一种价值观，用以回答以下问题：企

业如何能够完美嵌入其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

背景？我很开心能展开此次探讨，因为我认为企业

需要与之所处的环境相关联。企业要想在未来几十

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取得成功，培养此等嵌入性

至关重要。

您认为在疫情期间接受政府支持的企业的社会契

约会否发生变化？

MM：一旦接受政府支持，企业在使用政府资金方

面也要承担更高的忠诚义务。接受政府支持的企

业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资金分配。但在公开讨论

中，一些细微差别有时难免被忽略，而且其中一

些讨论可能缺乏远见。例如合同条款不可能总是

说改就改，公司或需奖励那些在非常情况下挺身

而出、辛勤工作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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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时期，领导层必须坚韧强大，确

保董事会能够统一发声。我时常认为，

以往董事会往往没有太多互相协作的迫

切感，而如今此类挑战更能够提高董事

会凝聚力。

疫情对于董事会成员间的信任有何影响？

MM：面对疫情这一严峻挑战，运作良好的董事会

能够团结一致。信任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各董

事会成员须全力以赴应对挑战。在困难时期，领导

层必须坚韧强大，确保董事会能够统一发声。我时

常认为，以往董事会往往没有太多互相协作的迫切

感，而如今此类挑战更能够提高董事会凝聚力。

您认为董事会在气候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MM：董事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要求对事

实情况进行明确评估，从而确定企业面临的挑战。

他们能够鼓励并支持管理层制定战略，以及对各项

方案展开评估并作出决策。一旦作出决策，董事会

则必须确保所选战略在企业上下得以实施。

至于如何组织董事会会议，可行方法有很多。整体

监督工作仍由董事会全权负责。我任职的一家董事

会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纳入提名及公司

治理委员会。但也有董事会将ESG纳入风险管理委

员会。由同一委员会负责多项议题可以规避过多的

反复沟通和接洽事宜。

结合自身经验，您认为保持董事会议事效率的三

大秘诀是什么？

MM：第一，我认为董事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和欣

赏的氛围很重要。当然，其前提是每位董事都具备

良好素养。要展开积极探讨并制定出有效解决方案，

关键在于有理有据地提出观点。第二，董事会应具

备远见卓识。企业有时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短期挑

战。董事会在扮演管理层质疑者或拍档的角色时，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往往最有效。第三，管理

层和董事会最好能够积极沟通，制定出最佳解决方

案。而一旦展开深入沟通，每位董事均需参与解决

方案的商定及实施。

公司董事年度通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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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如何充分发挥董事会的

价值有何建议？

MM：首要一点是对企业进行深入了解，包括了解董

事会、董事会成员以及企业动态。召开董事会全体

会议至关重要。此外，其也可与个别董事会成员召

开后续会议，集思广益以获取深度洞见。此类举措

有助于首席执行官搭建用以制定未来战略的交流 
平台。

董事会目前应加强对哪一外部主要趋势的关注？

MM：就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话题来讲，我

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公共

对话。企业曾一度置身于此类讨论之外，因而造成

某种空白和误解。这一点在瑞士提出的《负责任企

业倡议》（Responsible Business Initiative）中体

现得很明显，该倡议最终被微弱多数票否决。许多

企业纷纷开始重启对话并进一步加强与利益相关

方的交流，以期从中获益。

企业高层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实现这一点？

MM：高层领导可就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解决

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方面提供深度洞见。他们应充

当企业经营活动、经营模式及经营理念的发言人。

同时，认真关注社会挑战，洞悉潜在风险和问题至

关重要。此举旨在分享经验，增进企业界与整个社

会之间的相互理解。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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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 Menezes现任高级酒品巨头帝亚吉欧公司

（Diageo plc）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他自2012
年起担任执行董事，并自2013年起担任首席执 
行官。

Menezes现任Tapestry, Inc.董事会外部董事。在

1997年加入帝亚吉欧之前，他曾在大型家用电器制

造商和销售商Whirlpool Europe担任高级营销职

位，并曾任战略与技术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 Inc.负责人。Menezes曾担任帝亚吉欧

公司多项管理及高级职务。他自2004年起担任

Diageo North Ame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此

之前，他曾担任Diageo North America总裁兼首

席运营官以及Diageo Venture Markets总
裁。Menezes自2008年起担任Diageo Asia-
Pacific主席，自2011年起担任Diageo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主席，并自2012年起担任帝

亚吉欧公司首席运营官。

对话

英国帝亚吉欧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Ivan
   Mene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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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加快了潜在趋势的兴起，并导致许

多企业进一步强化战略重点，并加

速推进转型计划。对于您所在的企

业，疫情有何影响？

Ivan Menezes（IM）：疫情显然影响了我们的核

心业务，因为帝亚吉欧主要从事社交型业务。举例

而言，即使从尊尼获加威士忌酒200多年的发展历

史来看，“暂停社交”这类事件造成的业务冲击仍

然相当大。2020年1月疫情爆发时，我们能够迅速

做出调整。这得益于帝亚吉欧在所处领域打下的坚

实基础：我们是一家目标导向型企业；我们拥有忠

诚敬业的员工基础；我们拥有明确清晰的战略规划；

我们擅长数据分析并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

我们的首要行动是关怀员工，确保他们能够随时随

地得到支持。其次是关怀我们的客户和当地社会环

境。作为最大的洗手液供应商之一，我们为20个国

家的一线医疗工作者提供超过1,000万瓶酒精消毒

液。我们向当地社会和客户（特别是受到严重影响

的酒店行业）提供支持。我们回收库存，处理废弃

啤酒桶，为酒吧员工发起募捐，并提供免费的线上

培训。我们还设立了1亿美元的复苏基金，助力酒吧

和餐厅重新开业并为之提供安全设备。

我们重点聚焦于消费者和当下的渠道转变。我由衷

地为公司28,000名员工感到骄傲，他们机警敏捷，

能够准确把握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和需求。我们摒弃

先前计划，专注于与消费者进行更多居家互动，并

迅速转向电子商务等渠道。

在2020年2月和3月，我们深知无法控制外部环境，

亦无法预测全球疫情趋势。因此我们呼吁大家“专

注于可控的事情”。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做

好两件事：第一，获得高质量市场份额，打造绝对

竞争优势；第二，支持我们的员工、客户和本地社会。

现在近一年过去了，我真心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

自豪：我们的市场份额不断提升，同时我们员工、客

户和当地社会也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我们历经风雨

变得日益强大。尽管全球市场依然动荡，但以上所

述一直都是引导我们前行的力量。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我们深知无法控制外部环境，亦无法预

测全球疫情趋势。因此我们呼吁大家 
“专注于可控的事情”。



10

当然，我们还采取了提高流动性、收紧可支配支出

等其他必要行动。但我们也投资于业务、营销费用、

创新及资本支出。之所以维持该等投资，是因为我

们相信一旦疫情结束，消费者将重新加入各种社交

活动。衷心希望我们的企业和品牌在历经风浪之后

变得更加强大。

疫情如何促使您作为首席执行官以不同方式思考

风险？

IM：风险和机遇总是相生相伴。自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对风险或机遇所蕴藏的力量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们拥有更优质的数据和分析技术追踪这些力量，

但同时也培养出一种拥抱风险、把握机遇和快速行

动的文化。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已完成两次收购，将

多个潜力品牌纳入麾下。重大变革势必带来机遇和

风险，但我们定然能够乘风破浪。我们愈发擅于理

解并利用这些力量。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部分行业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弊端，并重新审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董

事会和高管团队如何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的同时确保对股东负责？

IM：是的，这些问题早在疫情出现之前就已纳入董

事会议程。我们是一家目标导向型企业，整体战略

注重业务绩效并对所有利益相关方负责。我们志在

成为全球最受推崇、信赖和尊重的消费品企业。我

们的战略可总结为以下六大要点：保持高质量增长；

提高日常效率；理性投资；提倡健康饮酒，降低酒

精危害；倡导包容与多元化；探究酒品从生产到消

费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这六大要点早在多年前便

已提出，它们彼此关联，是保障公司业绩的核心。

疫情期间，我们还制定并启动了下一个十年ESG行

动计划，并命名为“2030年：进取精神”，该计划以

25项广泛的社会目标为基础，将在健康饮酒、多元

化与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等领域有所作为。我

们将在过去十年所取得的良好进展的基础上再接

再厉。

公司董事年度通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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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从全局角度来看待我们致力产生的社会影

响。疫情促使我们加快了实现2030年新目标的进程，

这些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我们为支持

客户和社区而展开的行动和投资高度一致。正是我

们28,000名同事的敬业奉献和对企业及企业理念

的高度认同感，成功帮助我们渡过当下难关。

疫情期间，许多企业与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均显著

增加。您认为这场疫情是否已使投资者与其所投

资公司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向着更

好的方向发展？哪些做法收效明显，同时哪些做

法应当继续沿用下去？

IM：我们一直与我们的投资者保持着高效沟通，但

如今议程内容也日益广泛。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将

重心放在如何引导公司渡过动荡时期。但我们同样

重视对于投资者而言愈发重要的ESG议程。我刚刚

结束了就公司中期报告举行的投资者路演，路演中

除谈及公司业绩外，还就ESG和我们在可持续发展、

多元化与包容性以及减少酒精对社会的危害等方面

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打造多元包容

文化能够让企

业乃至世界更

美好。就这么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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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所有希望提升企业及自身内部多元化与包容

性的董事会有何建议？

IM：敢于设想并付诸行动！毫无疑问，我认为打造

多元包容文化能够让企业乃至世界变得更美好。就

这么简单。在帝亚吉欧，我们见证了包容性文化对公

司业绩及其全球人才吸引力的积极影响。这是一项

真正的竞争优势。因此，我建议企业采取切实行动，

切忌空喊口号。多元化是企业的当务之急，是竞争

优势的本源之一。大胆设定目标并鼓励全员将目标

逐一实现，将为企业带来巨大而切实的商业利益。

多元包容文化无疑能够帮助企业吸引、培养和留住

优秀人才。对于同我们一样重视品牌和员工的企业

而言，人才是决定我们业绩和声誉的重要因素。

董事会高效行事的三大秘诀是什么？

IM：第一，打造内部文化并与董事会合作，在董事

会成员之间、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建立开诚布公的

沟通氛围。第二，董事会应聚焦企业面临的最宝贵

机遇和最重大风险，并据之制定议程。第三，当今

企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优秀的董事会和董事必

须具备诚信和勇气。董事会如何处理风险、如何把

握机遇、如何与众多股东打交道至关重要。做出这

些决策有时并非易事，但过于谨小慎微往往容易做

出不太理想的决定。

您对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如何充分发挥董事会的

价值有何建议？

IM：将董事会视作宝贵资源，其可助力你和你的管

理团队引领公司蓬勃发展。其次是坦率行事。每年

有几次，在我向董事会汇报业务最新情况时，我会

列出两份清单：一份列明进展顺利的工作，另二份

列明进展不顺的工作。我认为，向董事会开诚布公

地说明你作为首席执行官对公司的看法：哪些进展

顺利，哪些需要改进，然后将董事会议程集中在需

要改进的方面，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你就不用在

进展顺利的工作上花太多时间说服董事会。你需要

做的则是动员大家集思广益，就公司尚有提升空间

的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想必这也是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建立信任的好方

法吧？如果他们明白您给出的是切实可行的建议。

IM：是的。当你带领董事会去了解管理层如何发挥

效能时，便是在建立信任。董事会具备的专业经验、

多元思想及建策，将支持你取得更佳的业务成果。

首席执行官可以利用这份力量制定更佳决策，从而

取得更优成果。正因为能够提供支持，董事会也将

承担起质疑者的角色。与董事会建立信任，然后接

受其优质观点、想法、挑战及质疑并形成自己的全

新思想，我认为这就是董事会的价值所在。我对首

席执行官的建议是，将董事会视作一项资产，能够

真正助力你带领公司蓬勃发展。

公司董事年度通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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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董事会应加强对哪一外部趋势的关注，为

什么？

IM：我认为有两点：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在我看

来这两大趋势举足轻重、影响深远，如果未能正确

理解和应对，可能给企业带来颠覆性冲击。若企业

走在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前沿，则二者皆可成为其

战略优势和竞争优势。

作为领导者，您认为疫情给您带来哪些改变？

IM：它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我是说，我们都不曾

接受过处理此等情况的培训。在疫情初期，我征询

了许多客户和员工的意见以制定决策。我们不得不

雷厉风行地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比如重大的投资承

诺。疫情期间，我和我的团队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

大量的新技能。疫情过后，我最希望保留的也是学

习能力。

许多企业高管认为自己已经见惯大风大浪，而疫情

的到来给他们敲响了真正的警钟。我学到一点，也 
是我希望其他领导者从中吸取的教训，那就是不要

认为自己全知全能。善于倾听，保持好奇心。问问你

周围的人他们的所经、所见和所学。敞开心扉、乐

于学习，长此以往有助于你作出更明智的决策。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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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你周围的人他

们的所经、所见和

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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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tymiest

对话

加拿大独立董事

Barbara Stymiest现任公司董事，曾担任加拿

大皇家银行集团高管、TMX Group Inc.首席执

行官、BMO Capital Markets执行副总裁兼首席

财务官以及Ernst & Young LLP合伙人。她目前

担任Blackberry Limited、George Weston 
Limited、President‘s Choice Bank和Sun Life 
Financial Inc.董事会成员。Stymiest也是多个

非盈利组织成员，包括担任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理事会副主席和AGE-Well（加拿大一

家致力于开发技术造福老年人的组织）副主席。

她还担任CIFAR（一家召集世界顶尖科学家解决

科学和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组织）董事，并

担任Ivey Institute for Leadership咨询委员会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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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及疫情响应和复苏，你所在企业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Barbara Stymiest（BS）：未来形势

何去何从。企业不仅需要考虑当前业务计划，还需

要更多地考虑未来形势。我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

找准前进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决定我们在后疫

情时代的业务模式。许多企业的业务模式或客户服

务方式不复以往。医疗保健领域亦是如此。作为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理事会成员，我认为

未来医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服务提供方式将发生

巨大转变。

跨国企业也需要关注国家问题。这些问题将给董

事会带来哪些额外的挑战？

BS：我认为跨国企业更占优势。在我任职的一家企

业，我们能从亚洲比北美更早实施的疫情防控及疫

苗接种举措中学到很多。我所任职的一家董事会拥

有背景多元的资深专业人士，并试图明确民营企业

可就这些问题向公共部门提供哪些帮助。部分公众

对于民营企业未能提供更多帮助表示失望。我认为

其实有很多可以提高效率的合作机会。药店可以政

府十分之一的成本和十倍的速度分发疫苗，且比现

行举措更为有效。

举例而言，在疫情爆发初期，我所任职的一家公司 
为追踪接触者提供了资源。疫情也让我们发现了精

明强干的可用之才。不幸的是，公众对于公共部门利

用民营企业资源的接受度不高，但我认为这是必行

之举，并希望此举能够成为今后主流趋势。

董事会可以采取哪些关键行动以助力企业应对这

些挑战？

BS：董事会成员可就企业所处经济背景下的乐观情

绪提出质疑。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依我之见，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很担心员工的情绪

和心理健康，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仍然坚守岗位。

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每次董事会会议都会谈及员

工的身心健康、韧性以及毅力。向管理层的员工健

康创新解决方案提出质疑，已经成为董事会空前重

视的首要及核心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

几乎每次董事会会

议都会谈及员工的

身心健康、韧性以

以及毅力。

开启董事会管理新纪元（2021年4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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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速数字化转型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是一个巨

大转变。管理层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董事会

则需扮演质疑者、支持者和顾问的角色。我真正觉

得，仅仅做到数字化还不够。企业需要满足客户对

于数字化体验的期望。怎样才能做到满足？我很喜

欢“无障碍数字化”这一说法，即是为终端用户提

供流畅、便捷的数字化体验。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部分行业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弊端，并重新审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董

事会和高管团队如何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的同时确保对股东负责？

BS：是的，董事会正重新思考自身的主要职责。当

今董事会是由公司股东选举产生并拥有多种程序和

结构——从财务业绩季度报告到每股收益——皆

旨在实现股东回报。从长远来看，这使董事会忽略

了对于如何为其关键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这一问题

的思考，即利益相关方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之间的

较量。但我认为各企业正逐步意识到这一点。

企业当下须专注于为其所有关键利益相关方创造价

值，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在加拿大，我们采取这样

的做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但现在，由于社会期望的

变化，全球的企业开始更多地考量自身对于更广泛

利益相关方群体的责任；它们从长远角度出发并意

识到，为所有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服务将有助于

自身取得成功。

由于当下社会期望的变化，全球的企业开

始更多地考量自身对于更广泛利益相关

方群体的责任；它们从长远角度出发并意

识到，为所有的关键利益相关方提供服务

将有助于自身取得成功。



董事会和管理层应明确哪些是关键利益相关方，然

后根据各利益相关方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及其价值

创造潜力，对其需求进行优先级排序。企业必须找

到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明确道路，并清楚向前迈出

的每一步及其意义所在。

疫情是否加速了这些趋势在董事会中的兴起？

BS：美国反性骚扰运动（#MeToo）、黑人人权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等社会运动早在疫情之前便

已爆发，因为它们的时代已然到来。信息时代的飞

速发展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过去几十年可能被

接受的行为如今已不再被接受，公众正在为社会不

公发声。

那么，这对董事会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董事会对

其企业内部的社会因素并无太多了解。我们的确设

有举报和反欺诈等传统程序。但是，我们是否真的

建立了良好健全的程序来了解个中细节，如果员工

对其经理提出性骚扰投诉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被

投诉的是人力资源主管，会发生什么情况？公司是

否建立了利益冲突规避机制？

我最反感的一点就是，有人说董事会应该只听取重

大事件。我回答说，好吧，那何为重大性质的性骚扰

指控？是什么让性骚扰申诉变得无关紧要？作为董

事会成员，我们一度对不当文化或不良行为一无所

知。但如今道德标准已然提高，不良行为不再被接

受，董事会有望听取积极正面的事件报告，从而能

够了解内部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二者对整体业绩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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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益强调将ESG纳入各项关键绩效衡量指标

举措的重要性，当然，投资者对这些指标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这有望使ESG（包括气候）成为董事

会的核心议题。对此，您认为企业能否充分理解？

BS：企业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

史。由于并无标准框架可依，企业在向好发展的同

时也倍感苦恼。我最近读了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其中试图探讨28个不同的问题，但却没有指出哪些

问题最重要。这份报告过于冗长，缺乏了企业试图

传递给各利益相关方的关键信息。

企业需要找到对利益相关方至关重要并影响其价

值创造潜力的问题。结合这两个要素，他们可以抓

住内容中的重点；其他内容则可载于附录，或是一

笔带过。你可以将ESG报告写成一篇叙述性文章，

也好过写成内容冗杂、毫无逻辑可言的无用文章。

每家企业都有想要通过自身业务模式传达给关键

利益相关方的独特目的，这就要求企业须得自己编

制报告，而非套用万能模板。

那么这对董事会意味着什么？

BS：董事会应确保管理层制定相应流程，以明确利

益相关方和对其而言最重要的ESG因素。董事会应

直接与关键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这一点非常非常

重要。此外，管理层须向董事会展示其确定对企业

长期发展具有实际意义的ESG因素的流程。若他们

能配合计划将上述事项做到最好，同时满足利益相

关方的需求，那么就能编制出一份出色的报告。但

截至目前我还未看到多少优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在某些时候，我们是否面临着管理团队试图追逐

ESG评级而非着眼于对业务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的

风险？

BS：问得好。我想部分企业正竭尽全力提高其ESG
评级。但是，除了所有企业必须达到的最低法律法

规要求外，管理企业具体ESG状况与管理企业战略

并无二致——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对重要内容的理

解做出选择。

我喜欢用一个简单的2x2矩阵来确定利益相关方和

企业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一个轴代表每个问题对

企业的重要性程度。另一个轴代表每个问题对大多

数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程度。你会发现那些既对大

多数利益相关方具有重要意义，又关乎企业价值创

造的问题，均处于右上象限或者说都是最重要的问

题。这就是企业值得花时间的地方。这是一个简单

的筛选方法。

反思从新冠疫情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管理层和董

事会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应对下一次重大事件或自

然灾害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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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其他疫情。在过去的五十年

里，每十年就爆发一场疫情。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

续下去，因为目前人类只发现了大约2%的病毒，且

动物传染疾病给人类的风险正在增加，全球供应链

的集中度和农业结构向规模化生产的

演变只是其中的几个影响因素。我们

是否每十年就会经历三年封锁？疫情

可能不再是低频事件。我们必须为下一

次事件做好准备。

新冠疫情并非“黑天鹅”事件。

BS：新冠疫情说明了风险的相互关联

性。一场危机会导致另一场危机，一个

风险将引致另一个风险。新冠疫情告

诉我们不能再单独看待这些风险。这

场卫生危机显然已经导致了经济危机，

并无疑加剧了许多人所说的日益严重

的社会危机。

那么这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意味着什么？

BS：领导层的作用从未如此重要。高级管理层和董

事会须灵活协作。 我们须能够制定更有力的战略，

并能够及时调整战略，携手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战

略，能够从历史事件预见一系列可能的未来情景。

我们需将重心从季度报告和年度业务计划转移到更

长远、更面向未来的发展规划，从而为关键利益相

关方创造价值。无论是管理层还是董事会，每位领

导人都应该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这就是我认为董

事会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董事会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激发这样的意识呢？

BS：对我而言，就是持续评估企业战略，并确保其

高效实施。董事会会议的召开仅应出于战略讨论的

目的。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没

有比确保企业战略完善清晰并实施良好、并为关键

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更重要或更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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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告诉我们不能

再单独看待这些风险。这

场卫生危机显然已经导

致了经济危机，并无疑加

剧了许多人所说的日益严

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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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亚玟（Sharon Thorne）| globalchair@deloitte.co.uk

舒亚玟女士是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她积极倡导共同努力推动环境可持续发展，并长期支持德勤实现提高全球

女性领导占比的远大目标。她拥有逾30年专业服务经验，专注为各行业客户提供审计及咨询服务，包括为富

时指数公司担任审计主管合伙人以及协调全球服务资源。除了担任多项管理职务外，她还拥有超过30年的董

事会任职经验，包括任职公司董事会主席。现为可持续发展会计咨询委员会（A4S Advisory Council）成员、

社会进步促进会（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董事会成员、世界经济论坛“塑造新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平

台管理委员会成员及上海国际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

Dan Konigsburg  | dkonigsburg@deloitte.com

Dan Konigsburg负责领导开展德勤全球公司治理中心的相关工作。该计划通过全球网络促进66个国家的企

业，就公司治理的关键领域开展对话交流。该计划秉承德勤各成员所构筑的治理领先理念，致力深化全球公

司治理问题的相关思考。Dan Konigsburg现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商咨询（BIAC）巴黎公司治理委员会主

席、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CGN）董事会成员及美国国际工商理事会（USCIB）董事会成员。

关于作者

联系我们

我们能够助您有效抓住变革机遇。联系我们，获取前沿洞见，成功应对挑战。

行业主管

舒亚玟（Sharon Thorne）
德勤全球理事会主席 | 德勤全球

+44 207 303 5709 | globalchair@deloitte.co.uk

Dan Konigsburg
德勤全球董事会治理计划主管合伙人 |  德勤全球

+1 212 492 4691 | dkonigsburg@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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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联系人

吴卫军 
德勤中国 
副主席 
公司治理中心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0 8512 5999 
电子邮件：davidwjwu@deloitte.com.cn

龙永雄 
德勤中国 
公司治理中心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118 
电子邮件：dalung@deloitte.com.cn

Hugh Gozzard 
德勤中国 
公司治理中心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5662 
电子邮件：huggozzard@deloitte.com.hk 

唐业铨 
德勤中国 
公司治理中心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690 
电子邮件：ertong@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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