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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 各公司已加强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内控）措施，我们审阅的大部分上市公
司已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的披露规定。尽管如此，
各公司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向董事会的汇报，和提高内部审计（内审）职能
的有效性。 

• 各公司更加重视风险管理及内控，以便应对不同类型的挑战。在所分析的香
港上市公司中，有78%的公司披露了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较上
年增长33%。但是，只有50%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描
述。香港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审查现行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清晰识别和披
露上述系统的主要特点。

•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97%的公司披露其设有内审职能。但是，只有
36％对其内审职能的审阅披露了细节，包括内审资源的充足性、内审员工资
历和经验、培训计划以及内审职能的预算。香港上市公司应定期评估内审职
能的有效性。 

• 尽管，本研究中有92％的公司披露其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进行了年度审
阅，只有54％披露了对系统有效性进行审阅和解决重大内控缺陷的程序。董
事会应评估其年度审阅机制的稳健性，以确保其适当且充分地进行审阅，并
及时处理内部控制缺陷。 

• 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内控自评机制作为识别和评估风险水平和内控有效性
的工具。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近一半公司（比去年增加12%）披露其
采用了内控自评机制来评价内控，以强化管理层对内控的责任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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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香港联合交易所修订了《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主板上市规
则》附录14），规定香港上市公司须提高其企业管治水平并在其年度报告中
作出相关陈述/披露。经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守则》）于发行人2016年
1月1日或其后开始的会计期间生效。

2016年，普华永道香港（普华永道）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编制了《解读〈企业管

治守则〉—香港上市公司对于满足新规定的准备情况》的报告，评估香港上
市公司在风险管理及内控方面满足经修订的《守则》新规定的准备情况。详
情请参考https://goo.gl/MCkonh

2017年，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研究并编制了《解读〈企业管治守则〉—香港上

市公司应对新规定的情况》的报告。本分析采用了与2016年类似的分析方
法—该分析涵盖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公司，横跨四大行业（即：金
融服务、房地产、零售及科技）。

本次研究有两大目标。首先，本报告旨在针对香港上市公司应对经修订的《企
业管治守则》之新规定的准备情况，向董事、高管及经理提供综合分析，并对
于市场上执行风险管理及内控规定的广泛程度提供深入分析。其次，本研究
希望能帮助公司寻找更多机会审阅其公司管治架构、加强管理问责制、强化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内审职能的转型并评估其有效性，以及提升业务的绩
效和效率。凭借我们在帮助企业推行《上市规则》（包括《企业管治守则》）
新规定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见证了企业通过此经验更好地管理不同利益相
关者的期望。

拥有良好的企业管治是一项长期工作，有助于改善与投资者的关系，保护股
东利益，并增强公司竞争力。最终，这是关乎公司的绩效而非合规性问题。

顺颂

商祺！

普华永道企业管治服务合伙人及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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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概况

在日益严峻的商业环境中，稳健的风险
管理及内部监控（内控）系统对于应对
各种干扰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网络
攻击和金融犯罪等。总体而言，香港上
市公司已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企业
管治守则》（《守则》）中日益严谨的风
险管理及内控的新规定。

为了解香港上市公司对经修订《守则》
要求的实施状况，普华永道对恒生指
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等223家公司之
企业管治报告进行了研究，这些公司
横跨四大行业（即：金融服务、房地产、
零售及科技）。

本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别：

A.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有78%
披露了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
序。但是，其中只有一半披露了风险
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要特点，而37%
没有进行该等披露。同时，在2017年
的研究中，披露其处理及发布内幕消
息的程序及内部控制的公司从2016
年的43%大幅上升至87%。

B. 内部审计（内审）职能

  在本研究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97%的公司披露称其设有内审职
能，但只有36%对其内审资源的充足
性、内审员工资历和经验、培训计划
以及内审职能的预算的审阅信息做
出披露。

C.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年度审阅

  尽管，本研究中有92%的公司披露
其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进行了年
度审阅，但只有54%提供了对系统
有效性进行审阅和解决重大内控缺
陷的程序。

  此外，近一半的公司（比去年增加了
12%）披露其采用了内控自评机制
来评价内控，以强化管理层对内控
的责任和意识。但是，只有31%披露
董事会已收到管理层提供的有关风
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的确认。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为香港上市公
司提供以下建议：

• 香港上市公司管理层应审查风险管
理及内控系统，清晰识别和披露上
述系统的主要特点。

• 香港上市公司应审阅其内审职能，尤
其要重视内审资源的充足性、内审员
工资历和经验、培训计划以及内审
职能的预算。

• 董事会应考虑加强审阅系统有效性
和解决重大内控缺陷的透明度，并

确保在企业管治报告中适当披露。

• 各公司在根据《守则》满足所有风
险管理及内控披露要求的过程中，
是否发现任何差距或有待改善的方
面？例如，如果目前尚未采用内控自
评机制，管理层可考虑采用该方法
来帮助评估关键业务流程的控制，
并向董事会提供该等系统有效性的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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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守则条文C.2相关原则指出，董事会负责评估
和确定其为实现发行人的战略目标而愿承担

的风险性质和程度，并确保发行人建立和维持

合适及有效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董事会应

监督管理层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设计、实施和

监控，而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提供有关系统是否有效的确认。

来源：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port – What are the changes? 普华永道香港分所，2015
年5月
https://goo.gl/tFMkMI

1 https://goo.gl/tHJA4u
2 恒生指数包含50家成份股公司，但我们进行本研究时，只有43家公司的报告已公开。

香港联合交易所于2014年12月19日刊发了有关风险管理
及内控的咨询总结，随后又发行了对《企业管治守则》及
《企业管治报告》（《守则》）1的修订。上述修订旨在提高
香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管治规范。

《守则》的修订主要包括五大变化：

• 在《守则》的适当条文内加入风险管理；

• 修改条文C.2，界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角色与职责；

• 明确董事会有持续监督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
的职责；

• 将《企业管治报告》中的年度审阅和披露相关的建议提
升至守则条文中；以及

• 将发行人应设有内部审计职能相关建议提升至守则条
文，没有内部审计职能的发行人须每年审阅是否需要增
设此项职能。

2016年，普华永道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编制了《解读〈企业

管治守则〉—香港上市公司对于满足新规定的准备情况》

的报告，评估香港上市公司在风险管理及内控方面满足经
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新规定的准备情况。

2017年，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研究并编制了《解读〈企业管

治守则〉—香港上市公司应对新规定的情况》的报告。本
研究通过针对经修订后的守则条文和建议最佳实践在风
险管理及内控方面的披露情况进行分析，评估了43家恒生
指数2公司、40家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以及140家处于四
大不同行业的公司遵循新规定的情况。有关守则条文、建
议最佳实践及强制披露要求的详情，请参考附录1。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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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3  H股系指于中国内地注册成立，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或其他外国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的股票。H股仍受中国法律监管，
但其计值单位为港元，且交易方式与香港交易所的其他股票相同。

《企业管治守则》（《守则》）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包括守
则条文和建议最佳实践。发行人需说明其在年度财务报告
和中期报告有关的会计期间是否已遵从守则条文。若发行
人未遵从守则条文，需做出合理解释。建议最佳实践仅供
参考。 

为了解不同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对《守则》变化的应对情
况，普华永道对下列分属不同指数和行业的公司之企业管
治报告进行了综合分析（2017年分析所涵盖的公司，按指
数/行业分类的公司清单已载于附录2）。本研究中所拟问
题的清单载于附录3。请注意，本研究仅基于我们可观察
到的，可能无法反应个别公司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中的相关披
露，确定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对经修订的《守则》的遵
守程度。

• 恒生指数（HSI）：普华永道对43家恒生指数成份股公
司的企业管治报告进行了检查。恒生指数是历史最悠
久的香港股市指数之一。恒生指数于1969年11月24日
公开推出，现已成为引用最广的香港股市行情指标，用
于制定多项市场措施，以帮助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其
代表了香港的不同上市公司。

•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HSCEI）：普华永道对40家恒生中
国企业指数成份股公司的企业管治报告全部进行了检
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于首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上市的后一年推出，其对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的中
国内地大型企业业绩进行跟踪3。

• 此外，普华永道还从四大行业各选取了部分公司进行
分析：包括金融服务（40家）、房地产（40家）、零售
（30家）以及科技（30家）。此分析所选取的公司均为
大型公司，大型公司的确定标准为其于截至2017年3月
31日止或之前会计期间的总市值规模。

图1：普华永道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于风险管理及内控披露情况的研究所涵盖的公司

恒生中国
企业指数

金融服务

科技零售

房地产

恒生指数

合计
223

40

40

3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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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指数包含50家成份股公司，但我们进行本研究时，只有43家公司之企业管治报告已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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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发起人委员会）（COSO）的基本原则：“良好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是所有
组织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

COSO发布了新版（2017版）的企业风险管理重点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战略与绩效的整合》，“阐明了企业风险管理在战
略规划中的重要性，并将其嵌入到整个组织，其原因是风险能够影响和调整所有部门和职能的战略和绩效。”

Tips

市场趋势 

通过对超过220份企业管治报告中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披
露情况进行审阅，我们发现一些关键市场趋势，分为以下
三方面：

• 风险管理及内控

• 内部审计职能

•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年度审阅

风险管理及内控

最新版《企业管治守则》（《守则》）强调了风险管理的重
要性。香港上市公司需制定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
序，并确定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要特点。部分公司已
将企业管治报告用作一个公共平台，该平台可详述当前适
用的风险管理策略和管控流程，说明公司面临的关键风
险，并涵盖用于减轻该等风险的应对措施。董事会还有一
个重要的职责—对管理层监督对系统的设计、实施和监
控，并确保其建立有效的系统并维持系统的有效性。

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有78%的公司披露了重大
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较上年增长33%。

普华永道2017年研究发现，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
有78%的公司披露了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与上
年研究相比增长33%。从指数来看，恒生指数公司继续保
持领先：84%的恒生指数公司对其风险管理实务进行了披
露，而只有80%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进行了披露，较上
年分别增长20%和57%。从行业来看，所观察到的披露情
况差异更大：金融服务公司（90%）继续保持第一，其后依
次是房地产（78%）、科技（73%）以及零售（67%）公司，披
露该等信息的公司较上年大幅增加，增幅从20%（房地产）
到54%（零售）不等。

金融服务公司通常面临更广泛的风险（如信用风险和市场
风险），所以通常设有指定的风险管理部门。因此，风险的
识别、评估和管理预计比其他行业更为稳健，从而能更好
地披露信息。另一方面，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说，2016年房
地产市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销量和价格涨势迅猛，出
现了创纪录的突破。房地产市场政府政策的收紧使房地产
公司有机会考虑建立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程序的
重要性。

来源：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ing with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2017), 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2017
https://goo.gl/JirUWw
https://goo.gl/EaFnVu

参考文献：

• The top changes to the COSO ERM Framework you need to 
know now, PwC Risk Insights blog, 2017

 https://goo.gl/huv2ix

• Risk in Review 2017 – Going the Distance, 普华永道，2017
 https://goo.gl/JuBD56

•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ew COSO ERM 
Framework, PwC Global Risk podcast series Episode 1,

 普华永道，2017
 https://goo.gl/UeX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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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只有一半的公司披露了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要特点，而37％的公司完全
没有披露。

根据普华永道2017年的研究，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
中，50%的公司披露了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要特点，
而37%的公司根本没有进行该等披露。这表明，相当大一
部分上市公司可能忽视了守则条文的要求。

67%的恒生指数公司披露了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而只有
35%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公司进行了相关披露。从行
业来看，63%的科技公司披露了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主
要特点，而27%的科技公司没有披露。科技是一个快速发
展的行业，公司正面临新风险和颠覆性挑战，因此包括初
创企业在内的科技公司开始意识到风险管理及内控的重
要性。房地产公司（52%）和金融服务公司（58%）在该等
披露方面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有33%的房地产公司和
20%的金融服务公司并未披露。零售公司明显落后，其中
只有17%披露了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而77%的公司则完
全没有披露。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

管理程序进行了披露？

图2：对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的披露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

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披露？

图3：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主要特点的披露

78%
2016

80%

67%

90%

84%

78%

73%

45%
2015

23%

13%

63%

64%

58%

33%

+33%

+57%

+54%

+27%

+20%

+20%

+40%

总体

恒生指数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房地产

零售

科技

金融服务

37%11%50%

67%

35% 3% 22% 40%

33%12%3%52%

17%

63%

58% 3% 19% 20%

10% 27%

6% 77%

2% 12% 19%

2%

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披露

仅对内控系统进行披露

仅对风险管理系统进行披露

未进行披露

总体

恒生指数

恒生中国
企业指数

房地产

零售

科技

金融服务



7

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对关键风险及
其应对措施进行了描述和披露。 

当检查公司是否对其关键风险进行描述和/或如何对风险
进行测量做出披露时，所分析的公司之间差异大。

本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77%
的公司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其主要风险进行了描述，而去
年仅有39%的公司进行了相关描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了38%。2015年，虽然将近60%的恒生指数公司对其关键
风险进行了描述，这一比例高于平均水平，但只有25%的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在其企业管治报告中提供该等描
述。2 016年，提供该等描述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
（95%）超过恒生指数公司（79%），大大缩小了两大指数
之间的差距。从行业来看，金融服务占主导地位，在所分
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100%的金融服务公司对其主要风
险进行了描述（去年：70%），其次是83%的零售公司（去
年：20%），70%的房地产公司（去年：50%），只有50%的
科技公司（去年：10%）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提供该等细节。
风险仍然是金融服务公司的重点关注领域。随着《巴塞尔
协议III》等法规的规定越趋严谨，金融服务公司可能会对
关键风险的描述更为透明。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58%的公司对关键风险
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了披露，而金融服务公司在进行
该等披露方面则比其他行业更胜一筹。

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58%的
公司在其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了风险管理措施，较去年增
长26%。另外，进行了该等披露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
（75%）超过了恒生指数公司（65%），分别较去年增长
35%和21%。鉴于风险管理要求对于金融服务公司更加严
格，因此金融服务公司总体披露结果超过另外三个行业，其
中95%的公司对其降低关键风险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披露 
（去年：80%）。排行第二的行业是零售，其披露率由2015
年的3%增至2016年的57%，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54%。
但是，房地产（45%）和科技（37%）公司明显靠后。

总体而言，金融服务在披露风险管理实务方面优于其他行
业。风险管理必不可少，并且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构
成了金融服务业务的一部分。鉴于其业务性质往往涉及为
客户提供信贷和融资，风险管理不善将给金融机构造成
直接的经济损失。此外，诸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和香港证监会（证监会）等各类监管机构在关键风险的识
别、监控和报告方面都施行了大量监管要求。未能遵守规
定可能导致违规，并产生不良后果。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关键风险进行了描述

和披露？

图4：对关键风险的描述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对其关键风险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了披露？

图5：对关键风险管理措施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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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可以使用关键风险预警指标（KRI）
作为风险监控机制，以加强现有的风险管理系

统。KRI可作为衡量标准，也可作为公司监控风
险的仪表盘，其原因是KRI可以检测到早期阶段
的风险增加。将KRI作为预警指标，企业可以定期
监控关键风险，监控业务运营风险，找出风险事件的

根本原因，加强高级管理层对重点风险领域的认识，强

化与识别重点风险的管控措施。 

Tips

•  贵司在企业管治报告中进行披露时，是否参考
过发起人委员会（COSO）的《企业风险管理框
架》？如果参考过，贵司是否准备好了采用2017
年COSO新修订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 贵司如何识别和管理新风险？

•  贵司是否设有适当的风险监控机制（例如关键风险预警指标）
和报告机制来确保风险得到适当的管理？

?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87%的公司对其处理及
发布内幕消息的程序及内控措施进行了披露。

妥善处理内幕消息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关注的新兴课题之
一，并在经修订后的企业管治守则中予以强调。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87%的公司在企业管治报告
中对内幕消息的处理进行了披露。去年有43%的公司进行
了该等披露，今年同比大幅增长了44%。91%的恒生指数
成份股公司在的2 017年的研究报告中进行了披露（去
年：58%），略高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公司的88%（去
年：30%）。从行业来看，所有行业均出现巨大飞跃：零售
公司增长了70%，金融服务公司增长了45%，房地产公司
增长了22%，其披露率分别为93%、90%和85%。对金融
服务公司而言，内幕消息也包括其他公司及其自身（例如，
向其他上市公司提供服务），因此内幕消息的处理程序预
计将更加严格，并对此要求有更多披露。科技公司以77%
的披露率（去年：23%）仍落后于其他行业。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处理及发布内幕消息的程序及内控措施进行了披露？

图6：对内幕消息程序及内部控制措施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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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  贵司的内审职能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和必要技能
（例如网络安全）来应对关键风险和新风险？

•  贵司的内审职能是否满足自身期望，即，是
否为贵司带来价值，并在风险管理及内控系

统方面提供了充足的信心？

• 贵司是否定期（例如，每三年或每五年）对内审职能进行质量
评估？

• 贵司使用何种框架来评估内审职能的有效性？

?

内部审计（内审）职能

《企业管治守则》（《守则》）的另一主要变更在于，重点
强调了内审职能的重要性。将公司应设有内审职能由过去
的建议最佳实践提升至现在的守则条文，并从2016年1月1
日开始生效。

《企业管治守则》在内审职能方面的三大主要修订如下：

• 从建议最佳实践C.2.6提升至守则条文C.2.5：发行人应
设有内审职能，未设有内审职能的发行人须每年审阅是
否需要增设此项职能，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未设
内审职能的原因。

• 新修订的守则条文C.2.5规定，内审职能应对风险管理
及内控系统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和独立评估。

• 经修订的守则条文C.2.2规定，董事会应在年度审阅时
确保内审资源的充足性、内审员工资历和经验、培训计
划以及发行人内审职能（会计和财务报告职能以外）的
预算。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虽然有97%的公司披露
称其设有内审职能，但只有36%的公司对其内审资源
和内审员工资历等审阅情况做出详细披露。

本年研究显示，97%的所分析公司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
称其设有内审职能，并且所有受审阅的恒生指数公司和恒
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都进行了该等披露。从行业来看，金
融服务公司（100%）和零售公司（100%）的披露率最高，
其次是房地产公司（98%），而科技公司87%的披露率则
明显落后。

就提供内审资源和内审员工资历详情而言，不同公司间的差
异更大。确实，只有36%的所分析公司披露称其已在年度审
阅中涵盖内审职能，以评估和确保内审资源的充足性、内审
员工资历和经验、培训计划以及内审职能预算，去年此比例
为20%。虽然恒生指数公司的披露比率（44%）明显高于平
均水平，但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和零售公司的披露率却
仅为10%，处于平均水平以下。从行业来看，房地产公司
（58％）在进行该等披露方面优于其他行业，同比增长
38%。这表明更多的房地产公司意识到了将独立的内审职
能作为组织的第三道防线的重要性。其他行业均处于平均
水平以下：科技（33%）、零售（30%）和金融服务（18%）。

重点关注领域：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内审职能的设立情况进行了披露?（上图）
董事会是否在其年度审阅中做出专门披露，称其已对内审资源的充足

性、内审员工资历和经验、培训计划以及发行人的会计、内审及财务报

告职能之预算进行了评估?（下图）

图7：所分析公司中内审职能的设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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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审职能的质量评估

可参考既定标准，以之为基准进行内审职能的有效审阅。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Standards 
for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Internal Auditing）即是可作参考的潜在基准。

该标准对内审职能进行了详尽解释，并提供了该职能的详细执行方式。该标准将对“差异分析”或“内审职能质量评估和审

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助于公司了解现行内审职能的潜在可改进之处。

来源：

•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2012
 https://goo.gl/ac4o2m

参考文献：

• 《内部审计实务 | 整合保障-董事会如何得到有效的控制治理？》, 普华永道香港分所，2016
 https://goo.gl/altLMc

•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n Effective Resourcing Solution for your Internal Audit Function amid Today’s Challenges — 
What suits you the best？, 普华永道香港分所，2016

 https://goo.gl/0QmyjK

• 2017 State of the Internal Audit Profession Study, 普华永道, 2017
 https://goo.gl/azqVD9

• The Eight Attributes: Delivering Internal Audit Excellence as Stakeholders Expect More, 普华永道，2016
 https://goo.gl/ySSQWe

Tips

运用数据分析
运用技术的审计职能和

提升价值审计任务
创新报告

形成一套更为有效且高效的内审方法，有助识

别不同领域中的潜在风险和机遇

确保内审已适当涵盖所有新兴风险领域，同时

优化不同业务中各关键流程中的控制

提升报告可视化观感，满足利益相关方的

需求及其不断增高的期望

战略和风险 流程人员 技术技术

战略目标

• 了解什么是组织的战略目标

利益相关方价值

• 了解是什么因素在驱动 / 降
低组织内利益相关方的价值

战略风险

• 了解什么是组织的战略风险

审计周期改进

• 将内部审计与组织战略目标
保持一致

• 通过执行特定审计，降低审
计周期时间

• 提升高风险领域所衍生的
价值

• 通过简洁且有效的报告，增
进与利益相关者间的沟通

能力评估

• 现有技能的储备

• 执行缺口分析

• 确定有充足资源以对所有
关键风险作出响应

人才管理

• 利用内部和外部资源

• 适时执行合理的人员配置
模型，吸引并挽留人才

技术优化

• 通过加强低风险审计的有
效性，降低审计中的劳动量

• 就重大风险进行实时监控

• 探索可通过技术精简或规
范流程的领域

• 以电子方式对全部数据量
进行测试

如果公司想转变或加强内审职能，则需要考虑某些领域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从而使内审职能的增值效益更高。 

图8：内审职能转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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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年度审阅

经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守则》）明确了董事会有持
续监督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职责。经修订的守则条文
C2.1提出新规定：

• 董事会应持续监督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且 

• 董事会应确保最少每年审阅一次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
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是否有效，并在企业管治报告
中向股东汇报已经完成了有关审阅。

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对其风险管
理及内控系统的审阅进行了披露。

本年研究显示，有92%的公司对其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进
行了年度审阅，比去年增长23%。93%的恒生指数成份股
公司和86%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也进行了该等披露，
较去年分别增长了7 %和2 5%。从行业来看，零售公司
（97%）在进行该等披露方面优于房地产公司（93%）、科
技公司（93%）和金融服务公司（90%）。在2017年研究
中，该领域是披露比率最高的领域之一。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的审阅流程的披露具有
滞后性。 

在2017年研究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有54%的公司对
其审阅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以及解决重大内控缺
陷所用的流程进行了披露，较去年增长了17%。恒生指数
公司的披露率相对稳定，维持在63%。而恒生中国企业指
数公司的披露率则增至33%，增幅为20%。从行业来看，
零售公司在进行该等披露方面优于其他公司，其披露率从
10%增至了70%，增幅最大。相反，披露该等流程的金融
服务公司于2016年跌至48%，跌幅为7%。由于金融服务
公司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
所用的审阅流程可能比较复杂，且该等审查可能对不同业
务线分别进行管理，因此难以进行披露。

重点关注领域：董事会是否做到至少每年审阅一次发行人的风险管理

及内控系统？

图9：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年度审阅的情况 

重点关注领域：发行人是否对审阅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以及解

决重大内控缺陷所用流程的进行了披露？

图10： 对审阅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以及解决重大内控缺陷所用
流程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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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  您认为贵司当前的审阅流程是否适当、充
分，能否满足经修订的《守则》对风险管理

及内控系统年度审阅的披露要求？

•  贵司是否可放心地就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
提供有效的确认？

• 贵司是否制定适当流程，用于评估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有
效性？

?

建立和维持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对于任何企业的

成功来说都至关重要。守则还要求，公司应就其

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有效运行向股东汇报。

就此，管理层需就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的有效

性向董事会提供“确认”。

为便于管理层提供该等“确认”，许多标杆公司都实施

了内控自评机制框架，这使得管理层可以验证控制的运行是否符

合预期。通过将关键风险与控制挂钩，管理层可进行定期测试，

对其现有的、应对关键风险的控制进行内部评估、识别内部控制

的薄弱环节并针对识别到的薄弱环节制定行动计划。内控自评机

制还有助于强化前线管理层对内控的责任和意识。内控自评机制

的评估可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如问卷调查或检查清单）进行。

该流程可经内部审计师审阅，构成董事会对控制有效性评估的一

部分。 

Tips

近一半的所分析公司采用了内控自评机制来评价内
控，以强化管理层对内控的责任和意识。

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内控自评机制作为识别和评估控制
风险和有效性水平的工具。在所分析的香港上市公司中，
近一半的公司（比去年增加了12%）披露其采用了内控自
评机制来评价内控，以强化管理层对内控的责任和意识。

不同指数和行业之间所使用的内控自评机制的比率差异很
大。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份股公司的使用率为90%（去
年：65%），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公司的使用率则为65%（去
年：48%），分别增长了35%和17%。但是，在上述恒生中国
企业指数公司中，只有5%的董事披露其收到了管理层对系

统有效性的确认（去年：3%）。在恒生指数公司中，采用内
控自评机制的公司数（65%）与该等公司董事收到管理层确
认的人数（49%）并无较大差异。

在本研究中，所分析的四大行业的采用率也大相径
庭。8 3 %的金融服务公司采用了内控自评机制（去
年：75%），其中公司只有28%的董事披露了所收到的管
理层确认（去年：13%），而仅有33%的房地产公司（去
年：28%）、30%的科技公司（去年：10%）和17%的零售
公司（去年：3%）披露其采用了内控自评机制。这也许表
明大多数管理层对于确认系统有效性并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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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 是否存在任何挑战或顾虑，阻碍您向董事会就系统有效性提供管理层确认？

•  贵司的内控自评机制流程和结果在董事会评估之前是否已先经内审职能或合格的
外部方审阅？

?

重点关注领域：

• 管理层是否做出披露，称其已在审阅中使用内控自评机制？（图11）

• 董事会是否做出披露，称其已收到管理层对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控系统有效性的确认？（图12）

图11：内控自评机制的使用情况 

图12：对董事会收到管理层关于系统有效性确认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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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4 关于2017年企业管治研讨会的更多详情，请参见https://goo.gl/aFhSs3

1

2

3

4

5

6

对当前风险管理及内控的实务和披露进行检查/诊断

加强风险管理系统（如风险监控机制）

评估内控自评机制流程的设计和实施

评估/强化内审职能

审阅并确保遵守守则条文C.2

加强企业管制报告的披露

根据近期（2017年7月、8月和9月）于香港和中国内地举行的一系列普华永道企业管治研
讨会和客户会议中进行的“现场调查”4，不到25%的参与者回应称其设有有效且适当的
内控系统。本研究还表明，尽管有关风险管理及内控的守则条文要求自2016年起已生
效，不同行业的公司在风险管理实务、董事会报告和内审职能等领域所采用的模式尤其
分散。

各公司对经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的采用可能处于不同阶段，所需协助的方面也有所
差异。根据本研究结果，普华永道识别出“蓝图展望”的六个关键方面，公司可能在这些
方面存在问题，或需获得更多信息来评估其当前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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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企业管治守则》和《企业管治报告》
摘录（香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

本部分对与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有关的守则条文、建议的最佳实践及强制披露要求进行
了概述，详情如下：

C.2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董事会负责评估及厘定发行人达成策略目标时所愿意接纳的风险性质及程度，并
确保发行人设立及维持合适及有效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董事会应监督管
理层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设计、实施及监察，而管理层应向董事会提供
有关系统是否有效的确认。

来源：上述原则摘录于香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第14页。

守则条文5 

董事会应持续监督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并确保最少每年检讨一次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是否有效，并在《企业管治报告》
中向股东汇报已经完成有关检讨。有关检讨应涵盖所有重要的监控方面，包括财务
监控、运作监控及合规监控。

董事会每年进行检讨时，应确保发行人在会计、内部审核及财务汇报职能方面的资
源、员工资历及经验，以及员工所接受的培训课程及有关预算是足够的。

原则

C.2.1

C.2.2

5  发行人需遵守守则条文。若发行人偏离任何守则条文要求，需做出合理解释，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该
等偏离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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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每年检讨的事项应特别包括下列各项：

a. 自上年检讨后，重大风险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的转变、以及发行人应付其业务转
变及外在环境转变的能力；

b. 管理层持续监察风险及内部监控系统的工作范畴及素质，及（如适用）内部审核
功能及其他保证提供者的工作；

c. 向董事会（或其辖下委员会）传达监控结果的详尽程度及次数，此有助董事会评
核发行人的监控情况及风险管理的有效程度；

d. 期内发生的重大监控失误或发现的重大监控弱项，以及因此导致未能预见的后
果或紧急情况的严重程度，而该等后果或情况对发行人的财务表现或情况已产
生、可能已产生或将来可能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及

e. 发行人有关财务报告及遵守《上市规则》规定的程序是否有效。

发行人应在《企业管治报告》内以叙述形式披露其如何在报告期内遵守风险管理
及内部监控的守则条文。具体而言，有关内容应包括：

a. 用于辨认、评估及管理重大风险的程序；

b.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主要特点；

c. 董事会承认其须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负责，并有责任检讨该等制度的有
效性。董事会亦应阐释该等系统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达成业务目标的风险，而
且只能就不会有重大的失实陈述或损失作出合理而非绝对的保证；

d. 用以检讨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的程序及解决严重的内部监控缺失的
程序；及

e. 处理及发布内幕消息的程序和内部监控措施。

发行人应设立内部审核功能。没有内部审核功能的发行人须每年检讨是否需要增
设此项功能，并在《企业管治报告》内解释为何没有这项功能。

来源：上述守则条文摘录于香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第15至16页。

C.2.3

C.2.4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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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最佳实践

董事会可于《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已取得管理层对发行人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系统有效性的确认。

董事会可于《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任何重要关注事项的详情。

来源：上述建议最佳实践摘录于香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第16页。

强制披露要求

当发行人根据守则条文C.2.1，在年报中纳入董事会有关其已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
控系统进行审阅的声明时，必须同时披露以下内容：

a. 发行人是否设有内部审计职能；

b.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审阅频率和涵盖期间，及发行人本年未进行审阅的
原因（若存在未审阅的情况）；以及

c. 已完成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审阅的声明，以及发行人是否认为该等
系统有效及充分。

d. 若发行人根据守则条文C.2.1条，在年报内附载董事会声明，说明董事会已经作
出有关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检讨，则必须披露以下详情：

e. 发行人是否设有内部审核功能；

f.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检讨的频次以及所涵盖期间，若发行人于年内不曾进
行检讨，须作出解释；及

g. 表示已检讨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的声明，并说明发行人认为该等系
统是否有效及足够。

来源：上述强制披露要求摘录于香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4第30页。

C.2.6

C.2.7

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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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本研究涵盖的公司名单（按类别）

恒生指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 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

2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

3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4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

5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6 电能实业有限公司

11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12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9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23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27 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

66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101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135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

144 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

151 中国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267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293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38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88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494 利丰有限公司

688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700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76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836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8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883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41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1038 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

1044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08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109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1113 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

13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8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

2018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3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19 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2388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6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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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68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38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9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489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75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8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90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1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91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8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99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8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121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2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3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39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66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177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0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816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98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2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3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60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898 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81 中国银河证劵股份有限公司

688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5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11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23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388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416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45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966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99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3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39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8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5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198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6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28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378 英国保诚有限公司

2388 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601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79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88 渣打集团有限公司

33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1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98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5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9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7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1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81 中国银河证股份有限公司

688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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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 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

4 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

10 恒隆集团有限公司

12 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4 希慎兴业有限公司

20 会德丰有限公司

95 绿景（中国）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01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123 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27 华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7 中粮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251 爪哇控股有限公司

272 瑞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410 SOHO中国有限公司

588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4 深圳控股有限公司

680 南海控股有限公司

683 嘉里建设有限公司

688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715 和记港陆有限公司

754 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

813 世茂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817 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

846 明发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884 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60 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996 嘉年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109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1113 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

1813 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1918 融创中国

1972 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2007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22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777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3333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377 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3380 龙光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3383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3900 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零售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16 周生生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121 卜蜂莲花有限公司

245 中国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89 永安国际有限公司

493 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

709 佐丹奴国际有限公司

811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48 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85 福方集团有限公司

980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086 好孩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212 利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219 天喔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293 宝信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45 中国先锋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1448 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565 成实外教育有限公司

1728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1828 大昌行集团有限公司

1833 银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2098 卓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111 超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308 金鹰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3389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3636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69 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3813 宝胜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818 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

6808 高鑫零售有限公司

6868 天福（开曼）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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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68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285 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

299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7 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

354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522 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

552 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553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33 中国全通（控股）有限公司

696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700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76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818 高阳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856 伟仕控股有限公司

861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981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1045 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1135 亚洲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1236 国农控股有限公司

1282 世达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1347 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1357 美图公司

1385 上海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80 天鸽互动控股有限公司

2038 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

2342 京信通信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2369 酷派集团有限公司

2383 TOM集团有限公司

6869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8083 中国创新支付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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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本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

1. 董事会是否做到至少每年审阅一次发行人的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 

2. 董事会在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进行年度审阅后，做出了何种意见类型的
披露？

3. 发行人是否对审阅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和解决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所
用的流程进行了披露？

4. 发行人是否对其审阅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频率进行了披露？

5.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做出披露，称董事会已对其在实施充分、有效的内
部控制方面的职责进行确认。若董事会已确认其在内部控制方面的最终责任，
其是否曾委派其他方代为行使其职责进行该等确认？若有，请说明。 

1.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进行了披露？

2.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关键风险进行了披露？

3. 发行人是否对其关键风险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披露？

4. 发行人是否对其过去一年的关键风险变化进行了披露？

5. 发行人是否就重大风险识别、评估及管理程序属于集中式（即：在集团/公司层
面进行）还是分布式（即：在职能或业务单元层面进行）做出披露？

6.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的主要特性做出披露？

7.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其用于评估内部监控及/或风险管理系统的框
架做出披露？

8. 发行人在评估中使用的是哪种框架（例如，COSO、“三道防线”或其他）？请说明。

9. 发行人是否对审阅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和解决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所
用的流程进行了披露？

A. 年度审阅

B.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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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内部审计职能的存在性进行了披露？

2. 董事会是否在其年度审阅中做出披露，称其已对内审资源的充足性、内审员工资
历和经验、培训计划以及发行人的会计、内部审计及财务报告职能之预算进行了
评估？

3. 发行人的内审职能是内部的、合包式的还是外包式的？

4. 若设有内部审计职能，该职能向审计委员会还是管理团队汇报？还是两者皆有？

5. 发行人是否对未设内审职能的原因做出披露（针对那些未适当设立内审职能的
发行人）？

6. 若发行人未设内部审计职能，其是否每年检讨设立此项职能的必要性？

1. 管理层是否做出披露，称其已使用内控自评机制来评估内部控制？

2. 董事会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做出披露，称其已从管理层处收到有关风险管理
及/或内部监控系统有效性的确认？

1.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处理及发布内幕消息方面的程序及内部控制措
施做出披露？

2. 发行人是否做出披露，称其已雇佣独立外部咨询顾问来协助建立和审阅风险管
理及内部控制系统？

3. 发行人是否在企业管治报告中对重点关注领域的细节做出披露？

4. 发行人遵循的是《主板上市规则》附录10中所列之《上市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
的标准守则》，还是标准守则的改编版本？

C. 内部审计 

D. 内控自评机制

E. 其他披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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