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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主要趋势 

对企业的建议 

探索潜在新兴市场 
数字化转型， 

科技发展与创新 

提升现有客户体验、 

满意度和忠诚度 

v 52% 

受访者表示“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是员工在 2022 年最应该培养的技能， 

以提升企业竞争力 

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将在 

未来三年内增加其在大中华地区 

的业务活动 
85% 

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将在 2022 年

增加对新技术的投资 
59% 

88% 

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将在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领域 

展开一系列行动 

主要战略重点 

整体经济预期 商业前景预期 

69%  

受访者预计中国 GDP 将 

2022 年实现 5% 或以上增长 

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83%  

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 2022 年 

盈利水平将有所增加或保持不变 

49% 
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在华员工人数

在 2022 年将有所增加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主要 

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得以有效控制 

2022 年中国经济前景与商界信心调查 

主要 

驱动因素 

厘清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配置资

源在目标领域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

研发投资。 

用好用足已有优惠政策实现市场拓展，

例如，可考虑在大湾区内实现业务的多

元化发展与扩张。 

建立长期的 ESG 战略或框架，明确不

同业务部门的 ESG 相关权责。 

结合企业所处行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策

略，权衡好市场机遇、资本风险和企业

管治风险。 

定期自查以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税务合

规与内控系统。 

着力培育、提升及再培训人才的科技应

用与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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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告 

澳洲会计师公会《2022年中国经济前景与商界信

心调查报告》集中反映了金融和财会专业人士就

2022 年中国经济和商业环境热点话题的洞见。 

本次调查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2 日期间

展开，共计收到 210份来自中国内地的澳洲会计

师公会会员的有效问卷。  

受访者来自不同行业，其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为来

自：金融保险业（27%）、会计师事务所

（12%）、高新科技与电子商务（9%）。 

此外，从企业类型来看，44%的受访者来自跨国企

业，29%来自民营企业。 

从企业规模来看，45%的受访者来自在华员工人数

超过在 1,000 人或以上的大型企业。 

关于澳洲会计师公会

澳洲会计师公会（公会）成立于 1886 年，是全球

最大的专业会计团体之一，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拥有超过 168,000 名会员，其中在大中华区会员

人数已超过 21,000 名。公会的核心服务包括教

育、培训、技术支持以及行业倡议。 

澳洲会计师公会长期致力于以商业战略思想，在

国际、地区和各地层面维护公众利益，推动专业

会计师的价值。公会坚持与政府、监管机构和业

界合作，倡导可持续经济增长，并推动可以产生

积极商业和公共成果的政策落地。浏览

cpaaustralia.com.au，了解更多公会信息。   

致谢

公会谨在此向参与本次调查的会员表示感谢。特别感

谢以下会员对于编写本报告提供的重要反馈及建议，

他们是: 

• 公会2022年中国华北区委员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吴嘉源先生 

 

• 公会2022年中国华东和华中区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虞正先生 

• 公会2022中国华东和华中区副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诸斌先生 

• 公会2022年中国华南区副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王舜宜女士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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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整体经济预期 

69%的受访者预计中国 2022 年 GDP增长率将达到 5%

或以上。其中，三成受访者预计中国经济 2022 年

GDP增幅将有机会达到 5-5.4%，另有 23%受访者预计

增幅将达到 5.5-5.9%或更多。  

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使得其若能保持 5%左右的增

长率，则中国在今年仍然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

重要驱动力。 

当被问及什么会对 2022 年的中国经济产生最积极的

影响时，受访者认为 "对疫情的有效控制"（52%），

"全球经济的复苏"（40%），和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相关政策举措"（34%）

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最主要因素。  

其他关键积极因素还包括 "政府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举措"（30%）和 "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

战略"（28%）。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60%）被认为是 2022 年中国经

济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其他主要挑战包括 "疫情的反

复"（47%）和 "国际贸易壁垒"（46%）。   

商业前景预期  

对于经济将稳健发展的预期，进一步转化为强劲的商

业信心。受访者对其企业盈利水平的预期普遍乐观，

83%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的盈利水平在 2022 年将会

增加或保持不变，该比例高于去年的 71%。  

信心也体现在对 2022 年企业在华员工人数变化的预

期中。80%的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在华员工人数将增

加或保持不变，该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6 个

百分点。 

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存有更具传染性的病毒变体爆发

和供应链瓶颈等不利因素，与 2021 年相比，受访者

普遍对 2022 年的业务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战略重点与主要趋势 

受访者认为 "数字化转型、技术开发和创新"（47%）

和 "探索潜在的新市场"（32%）是其企业在 2022 年

的关键战略重点，这反映了许多中国企业的积极进取

和创新文化。 

此外，3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还将专注于 "

改善现有客户的体验、满意度和忠诚度"，这表明企

业更加重视维护现有客户群。 

许多受访者还选择了 "提高业务效率"（31％）和 "成

本管理"（30％）作为 2022 年的关键战略重点。  

59%的受访者预计其企业将增加对新技术的投资，比

2021 年增加了 2 个百分点，这反映了许多中国企业

强烈的创新和技术应用文化。这表明，中国的许多企

业正在通过增加技术投资来实现数字化，以专注于长

期的增长机会，并通过更多地利用技术来提高生产力

和业务流程从而保持领先于竞争对手。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专注于业务数字化，受访者最有

可能提名 "创造力和创新"（52%）"数字和技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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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和 "灵活性和适应性"（35%）作为他们认为

员工在 2022 年应发展的首要技能，以提高企业的竞

争力。  

而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已经成为当

今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推动下，受访者也分

别选择了 "制定长期的 ESG 战略"（23%）、"审查现

有流程以改善/减少环境影响"（14%）和 "增加对 ESG

项目的投资"（13%）作为所在企业未来三年的关注

重点。 

在税收方面，受访者认为 "金税四期"（24%）、"企

业所得税改革"（21%）和 "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关的

税收政策"（12%）将成为未来三年影响所在企业发

展的最主要税收政策发展趋势。   

市场拓张 

当被问及所在企业未来三年内将在哪些地区进行扩张

活动时，受访者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 ; 不包括

香港和澳门）（47%）、长三角经济带（46%）和京

津冀地区（29%）将成为大中华区域内吸引所在企业

的最主要目的地。 

在拓展海外市场或开展业务时，"中国与海外地区的

贸易关系"（45%）、"新冠疫苗推广的有效性"

（44%）和 "政治稳定性"（44%）是受访者认为将影

响其公司海外拓展决定的三个突出因素.。

 

公会建议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们建议 2022 年的重点应聚焦

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并在此前提下，寻找新的增长机

会。综合本次调查结果，公会为企业提供了以下六点

建议： 

• 用好用足已有优惠政策实现市场拓展，例如，可考虑

在大湾区内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与扩张。 

• 厘清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配置资源在目标领域

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发投资。 

 

• 建立长期的 ESG 战略或框架，明确不同业务部门的 

ESG 相关权责。 

• 定期自查以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税务合规与内控系

统。 

• 结合企业所处行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策略，权衡好市场

机遇、资本风险和企业管治风险。 

• 着力培育、提升及再培训人才的科技应用与创新能

力，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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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济预期 

图 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 

问题：您对 202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有何预测？ 

  

如图 1 所示，69%受访者预计中国经济 2022 年 GDP

将增长 5%或以上。这表明，大多数财务、会计和金

融专业人士认为，2022 年经济将继续复苏，增长将

保持在合理水平。 

5-6%左右的稳定 GDP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将持续在推

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  

影响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大多数受访者（52%）选择 "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作为

2022 年对中国影响最积极的因素。鉴于中国在 2020

年成功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并在去年全年对

疫情成功防控，因此，受访者对 2022 年中国能够成

功应对疫情有信心。调查结果表明，有效的疫情防控

举措仍然是刺激经济的关键因素。 

全球经济的复苏（40%）紧随其后，表明许多受访的

财务、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认为 2021 年全球经济增

长的势头将在今年得以延续，从而刺激中国经济实现

稳中有进的增长。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相关

政策举措"（34%）被认为是第三大利好因素。2021

年工业增加值比 2020 年增长 9.6%，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更达到 18.2%。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的相关政策举措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

重要驱动力。  

此外，受访者亦认同"政府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举措"（30%）和 "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28%）对经济增长将产生积极影响。 

16%

23%

30%

15%

13%

3%

6.0% 或以上

5.5% 至 5.9%

5.0% 至 5.4%

4.5% 至 4.9%

4.5%或以下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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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 

受访者认为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行风险的主要因素包

括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60%）。"疫情"（47%）

和 "国际贸易壁垒"（46%）。  

结合本次调查结果与公会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观察与访

谈结果来看，未来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挑战将包括： 

• 疫情反复 

• 人才技能短缺 

• 营运成本增加 

• 全球供应链危机，包括由国际贸易壁垒引发的供

应链条中断。 

通过持续的财政支持、减税和减费举措、推动双循环

发展以及提升中国制造能力，将有助于驱动 2022 年

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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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委员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吴嘉源先生 

 

 

调查显示，商界对 2022 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抱有信

心。近七成受访者预计中国 GDP 在今年有望达到 5%

或以上的增长。商界的信心主要源自于中国有效的疫

情防控举措，和政府为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所推出的一

系列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政策调控，相信两者将为

中国经济活动进一步的复苏和经济的整体增长提供有

力支撑。 

商界对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使得商界科技应用与创

新投入趋势向好，同时对可持续性发展领域关注增

强。对于数字化、创新文化建设和经济低碳化的重

视，将使得中国企业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

长期竞争力，同时也将对推动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增

长和全球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高度重视由复杂的不可控和不

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全球经济的不确定

风险上行，疫情演变仍有不确定性，加之或将由全球

供应链重组加速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挑战，可能仍将对

不同地区、行业和产业的企业带来新的影响和压力。   

尤其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考虑到全球经济前景不

明朗所带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度大，抗风险能力弱

等实际困难，政府的一系列精准性纾困举措，如今年

1 月 1 日起央行宣布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

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和延续一系

列减税降费举措，将有利于进一步提振企业信心，减

轻企业的财政负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支持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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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前景预期 

图 2. 企业盈利水平的预期 

问题：与 2021 年相比，您认为 2022 年贵公司在中国产生的盈利将会… 

备注：选择“不知道”的受访者比例在 2020、2021、2022 年分别为 5%、5%和 10%。 

2022 年对于经济前景的乐观和商业信心的温和改

善，也表现在 47%的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 2022 年盈

利水平与去年增加 2%或更多。这一结果比 2021 年略

有上升，该比例当时为 45%。  

信心提升的另一表现是，调查中只有 7%的受访者预

计所在企业盈利水平在 2022 年将减少，低于 2021 年

的 24%和 2020 年的 20%。这表明，大多数中国企业

预计 2022 年的状况将好于 2021 年。  

 

 

 

其他 

在员工人数在 1000 名或以上的大型企业中，52%的

受访者预计其企业 2022 年盈利水平将比 2021 年增加

2%或以上。相比之下，雇员少于 500 人的中小企业

有 44%的受访者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该数据表明，考虑到企业在包括疫情等外部挑战下抗

风险能力较弱，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信心相对

较弱。  

中小企业应考虑政府发布的一系列财政支持措施，包

括减税降费和延长贷款支持政策等，以加强他们对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抵御能力。  

6%

14%

27%

45%

3%

9%

15%

27%

38%

7%

1%

6%

36%

39%

8%

增加30%或以上 增加2%至29% 保持不变

（增加或减少2%以下）

减少2%至29% 减少30%或以上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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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在华员工人数的预期 

问题：与 2021 年相比，您认为 2022 年贵公司在中国的员工人数将会有何变化？ 

备注：选择“不知道”的受访者比例在 2020、2021、2022 年分别为 5%、4%和 5%。

 

49%的财务、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预计所在企业公司

将在 2022 年增加在华员工人数，这一比例相较于

2021 年的 33%和 2020 年的 39%高出许多。并且，今

年有 35%受访者预计用工人数将增加 5%或以上。以

上结果可以说，与企业盈利水平预期和整体经济增长

预期是高度吻合的。 

尽管国内和国际市场前景不明朗或会持续对中国就业

市场造成压力，但调查结果表明，就业预期已基本逐

渐走出低迷，前景有望复苏。 

根据官方数据，2021 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近

1270 万个。随着企业和经济预期的整体提升，加上

数字科技和 ESG 领域有望产生的强劲人才新需求，预

计 2022 年的劳动力市场将保持稳定。  

其他  

在员工人数在 1000 名或以上的大型企业中，53%的

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将在今年增加在华员工人数，而

20%预计所在企业将会减少员工人数。 

在员工人数少于 500 人的中小企业中，半数受访者预

计，与 2021 年相比，所在企业员工人数在 2022 年将

会增加，而 6%预计会减少。 

  

   

5%

7%

16%

27%

21%

12%

6%

8%

12% 11%

31%

19%

10%

4%3%
2%

9%

31%

14%

18%
17%

增长10%

或以上

增长5 % 

至10%

增长5%

或以下

保持不变 减少5%

或以下

减少5 % 

至10%

减少10%

或以上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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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会计师公会华东和华中区委员会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虞正先生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ESG 投资及 ESG 驱动的企业间

收并购行为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组成部

分。 

首先，从能源结构来看，一方面，将通过淘汰落后低

效煤电产能及提升煤电灵活性改造，大力推动新能源

替代行动，持续降低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

加大氢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多措并举推动能源结构低

碳转型；另一方面，在保证电力稳定供应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高水平消纳利用以及

储能技术，新型电力系统将得以构建。 

其次，绿色金融配套，比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

色股权投资和绿色金融创新型产品政策和指引的陆续

出台将对 ESG 投资及并购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 

再次，产业及财务投资人的投资理念已不再局限于传

统财务指标，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维度的非

财务指标受到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长期价值与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全面综合考量和评估成为趋势。国内监

管法规的要求、融资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

提升也促使各行各业做出改变。  

企业亟需通过实施 ESG 战略变革，通过新材料的研发

和创新，新工艺和新技术的推广，电气化及生产技术

的改造升级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提高可再

生能源使用占比、推行绿色建筑、提倡员工绿色工作

及出行方式、推进生产及供应链减碳以及大力发展高

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等措施，构建可

持续发展竞争力新范式。ESG 投资并购和资产剥离能

够使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必要的资产、技能和技术，

从而实现长期价值目标。 

  



 

13 | 2022 年中国经济前景与商界信心调查报告 

 

商业战略与主要趋势 

图 4.企业 2022 年主要战略重点 

问题：在您看来，下列哪项最符合贵公司 2022 年的主要战略重点？[最多可选择三项] 

为实现长期价值目标， 47%的受访者表示“数字化转

型，科技发展与创新”已经成为所在企业 2022 年的主

要战略重点。该战略也是 2021 年最高比例受访者选

择的战略重点，去年的比例为 33%。 

对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重点关注表明，尽管短期内确

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影响，但许多中国企业依然专注

长期的增长前景，并专注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

领先对手的优势。公会《2021 年商业技术应用报

告》指出，对商业技术应用的关注有助于企业提高运

营效率、降低成本和优化客户体验，而这正是在充满

挑战的环境中，企业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  

随着商业和经济前景预期的改善，"成本管理 "在受访

者选择的战略重点中，从 2021 年的第二位下降至第

五位。可见，随着信心的增强，中国企业不再仅仅满

足于单一审慎的策略，相反，企业也倾向于关注以下

领域：  

• 提升现有客户体验、满意度和忠诚度 

• 探索新的市场以实现潜在的扩张  

• 提高业务效率。 

对 "提升现有客户体验、满意度和忠诚度 "的关注从

2021 年的 18%增加到 2022 年的 37%，反映了中国企

业对于维护现有客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或许是

1%

11%

13%

17%

20%

29%

30%

31%

32%

37%

47%

其它

环境，社会和管治（ESG）战略和倡议

吸引、挽留和培养人才

根据全新法律及法规提升合规性

改善现金流

改善供应链

成本管理

改善经营效率

探索潜在新兴市场

提升现有客户体验、满意度和忠诚度

数字化转型，科技发展与创新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project/cpa/corporate/documents/tools-and-resources/financial-reporting/business-technology-report-2021.pdf?rev=b99ab28c4c9b4e299402b9fd010a8d8f&download=true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project/cpa/corporate/documents/tools-and-resources/financial-reporting/business-technology-report-2021.pdf?rev=b99ab28c4c9b4e299402b9fd010a8d8f&download=true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project/cpa/corporate/documents/tools-and-resources/financial-reporting/business-technology-report-2021.pdf?rev=b99ab28c4c9b4e299402b9fd010a8d8f&downloa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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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即企业不能仅仅指望通过

吸引新客户来推动增长。通过价值赋能、优化服务和

有效客户支持，企业有机会从现有的客户关系中寻求

更高效的回报来实现增长。 

 

 

 

 

其他 

在拥有 1000 名或以上员工的大型企业中，受访者多

数选择"数字化转型、科技发展与创新"（57%），作

为 2022 年企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在员工人数少于 500 人的中小企业中，受访者则多数

选择 "改善现有客户的体验、满意度和忠诚度"

（42%）作为核心战略。

图 5. 2022 年对新技术投资的预期  

问题：与 2021 年相比，以下哪项最能描述贵公司在 2022 年投资新技术的计划？ 

备注：选择“不知道”的受访者比例在 2020、2021、2022 年分别为 12%、7%和 9%。

 

59%的受访者预计所在企业将在 2022 年增加对新技

术的投资，这一比例相较 2021 年和 2020 年分别增加

了两个和九个百分点。表示所在企业将减少技术投资

的受访者比例从 2021 年的 8%下降到 2022 年的 3%。   

以上数据与公会其他一系列调查的数据都是高度契合

的，表明许多中国企业在创新和技术应用方面有着深

厚的积淀。这种创新的文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而

成的，包括政府激励措施（如研发税收激励）、企业

自身提高运营效率的意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50%

21%

6%

12%

57%

23%

8%
5%

59%

24%

3%
5%

增加对新技术的投资 保持不变 减少对新技术的投资 2022年我所在企业没有任何

投资新技术的计划

2020 20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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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规划的推动下，包括 5G 技术、人工智

能、区块链和云技术等的商业科技应用场景有望激

增。因此，预计将有更多中国企业将投资于技术创

新，从而确保企业能够保有竞争对手的优势，并能满

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以赋能企业的长期增长。 

增加技术投资的预期需要有一支具有数字知识的人才

队伍作为有效支持。这就要求企业不仅注重人才的招

聘，也需投资和发展现有员工的技术应用技能。 

 

 图 6. 未来三年企业 ESG相关举措的实施  

问题：以下哪项最符合贵公司未来三年在环境、社会和管治（ESG）方面的主要举措？ 

 

88%的财务、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预计所在企业将在

未来三年内实施 ESG 相关举措，其中制定长期的 ESG

发展战略成为最多受访者选择的具体举措。 

企业在制定 ESG 战略时可以考虑以下具体行动: 

• 建立一个董事会层面的ESG委员会，研究将ESG

相关问题纳入整体公司治理战略中 

• 建立一个管理层面的工作组或职能部门，负责

ESG相关的举措 

• 通过培训项目和教育，鼓励整个公司的ESG文

化。  

中国 2020 年 9 月向世界宣布了“双碳目标”：即

2030 年实现碳达峰，至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率，这一

意义深远的宏伟目标使得 ESG 已经成为商业和更广泛

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于更多的中国企业

而言，未来都将增加对 ESG 领域的关注。 

公会《亚太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ESG) 报告发展白

皮书》明确指出, 企业必须更加深入地理解商业模

7%

5%

1%

7%

9%

9%

11%

13%

14%

23%

不知道

我所在企业在ESG领域没有任何举措

其他

任命具备ESG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层或董事

绿色金融相关项目

开始发布或改善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

吸引和培养ESG人才

增加对ESG项目的投资

审查现有流程以改善环境/减少环境影响

制定长期ESG策略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project/cpa/corporate/documents/esg-reporting-white-paper-cn.pdf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project/cpa/corporate/documents/esg-reporting-white-paper-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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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运营的外部环境、利益相关者是谁以及他们

将受到何种影响。伴随着对自然环境资源影响和

依赖的认知不断深化，在“新经济”中，智力资本、

人力资本、社会和关系资本已经变得和财务资

本、实物资本同样重要。 

在 ESG驱动的未来，企业内外部的数据将无比重

要。中国企业应更加重视吸收来自各种来源的数

据信息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判断，而这将依赖于有

效的重要性评估、早期规划、框架选择、系统开

发和确保准确性的措施——专业会计师有能力在

这些领域做出卓越贡献。 

 

图 7. 税务发展 

问题：在您看来，最应该在 2022 年培养员工的哪些技能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良好的税收政策，包括减税降费等举措在内，对

企业和经济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因此，政府

在 2022 年继续实施一系列精准减税降费，并深化

税改是可取的。 

调查同时表明，受访者十分关注金税四期的实施

在未来三年内将对企业发展带来的税收发展。金

四期的启动，是政府在税收征管数字化方面取得

的又一里程碑。中国企业应向其会计师寻求专业

建议，以确保他们了解新的税务管理体系，并为

之做好准备。

12%

0%

2%

6%

10%

12%

12%

20%

24%

不知道

其他

BEPS 2.0 支柱二（包括：设定全球最低税标准）

BEPS 2.0支柱一（包括：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

个人所得税改革

增值税改革

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税收政策（如碳税）

企业所得税改革

金税四期改革（中国税务征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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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2 年员工发展的首要技能 

问题：在您看来，最应该在 2022 年培养员工的哪些技能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多可选择三项] 

 

大多数（52%）受访者选择 "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

作为他们认为员工应该发展的首要技能，其次是 "

数字和技术能力"（45%），以提高企业的竞争

力，这印证中国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应用越

来越多的战略关注。 

技术进步也推动许多受访者选择“灵活性和适应

性”（35%）作为员工应当提升的能力。 

公会《技术对早期会计师所需技能的影响》报告

中强调了拥有这三种技能的优势：创造力和创新

能力意味着员工可以利用数据和技术来产生复杂

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为其雇主或客户增加价值。 

雇主正在寻求具有信息技术技能的会计师，他们

拥有应用和监督技术的能力，使行政工作自动化。

灵活性和适应性技能意味着员工将对支持增长和

创新所需的技术变革持开放态度。 

这一结果也反映了可能存在的技能差距以及人才

短缺的问题。企业应考虑实施人才发展计划，以

招聘、培养和保留具有紧缺技能的人才。

 

 

15%

16%

25%

27%

32%

33%

35%

45%

52%

环境，社会和管治（ESG）能力

领导力

沟通能力在内的人际交往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商业敏锐度

灵活性与适应力

数字和技术能力

创造力与创新能力

https://www.cpaaustralia.com.au/-/media/corporate/allfiles/document/professional-resources/business-management/the-impact-of-technology-on-the-desired-skills-of-early-career-accountants.pdf?la=en&rev=a42b2122d3604d1cb5f615aecf1b7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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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东和华中区委员会副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诸斌先生 

 

展望 2022 年，随着疫情态势的缓和，虽然税收政

策和税务执法的发展可能距离恢复至疫情前的正

常状态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将逐渐正常化，临时

性的紧急纾困或调整性措施或将逐步减少，而基

于长期鼓励和税源稳定目的的支持政策将更为常

态化落地并实施。总体而言，我认为，企业需在

2022 年重点关注以下三大税务发展趋势：  

首先，数字化税务管理将取得更大进展。从全球

来看，随着《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

柱方案的声明》正式发布，我们预计数字化税务

管理进程将有更进一步发展，技术平台的更新迭

代将影响一系列税收申报合规领域，而具体到中

国市场而言，“金税四期”的全面上线和电子发

票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将对企业的数字化税

务管理带来深远的影响。  

其次，“低税率、宽税基”的所得税趋势在 2022

年仍将延续，针对部分鼓励类行业的优惠政策也

将进一步沿用纵观全球范围。疫情以来，暂无国

家/地区正式宣布上调其 2021 年企业所得税税

率，部分国家/地区则已经宣布将降低企业所得税

税率。具体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员工年终奖及股

权激励、企业重组、抗击疫情中小企业税收减免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都得到了延续。 

最后，预计对于研发活动的税务支持力度将加

大。为了更好地适应科技创新及经济发展转型的

需要，预计在 2022 年会采取进一步鼓励措施，加

大对于企业及科研机构研发活动的税收支持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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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拓张 

图 9. 未来三年内企业商业扩张目的地 

问题：2022 年，海外市场的哪些因素最有可能影响贵公司扩大或开展海外业务的商业决策？[最多可选择三项] 

 

图 9 表明，受惠于“十四五”规划对于内循环的

推动，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企业在大中华区域

内进行商业扩张的意愿加剧。多数受访者相信所

在企业将在未来三年内扩大其在大中华区的商业

活动，只有 6%的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没有扩张计

划。  

拥有 8600 万人口，2020 年 GDP 总量接近 1.67万

亿美元的大湾区，对于寻求增长机会的企业来

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调查中，47%的受访

者预计所在企业未来三年内将会在大湾区扩展商

业活动，是调查中最受国内企业欢迎的商业扩张

目的地。 

企业倾向于向大湾区、长三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

区扩张，表明这些区域经济体的政策和举措对企

业扩展商业活动具备吸引力。这些区域经济带对

于其他地区有示范效应，其他地区可借鉴其先进

经验以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  

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主要因素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选择在哪里扩展其海外

业务，调查表明，许多因素与金融业务没有直接

关系。相反，政治因素，包括中国与其他市场之

间的贸易关系（45%），以及海外市场的政治稳定

（44%）是中国企业的两个关注点。 

此外，考虑到疫情对于社会与经济的影响，疫苗

的推广效果（44%）也是中国企业决定是否在海外

市场扩张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9%

6%

2%

1%

2%

6%

7%

8%

10%

17%

29%

46%

47%

不知道

我所在公司没有进一步扩张的计划

其他

澳门特别行政区

台湾

中国东北地区

中国西部地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海南

成都重庆经济带

京津冀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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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南区委员会副会长 

 

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王舜宜女士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

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和跨境理

财通落地等利好的推动下，大湾区内产业合作和

优势互补在去年得到进一步增强，协同创新的营

商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各类资源要素的流动亦愈发便捷高

效。展望未来，包括旅游岛、主题公园等景点资

源优势，人才聚集、新购物中心等消费升级需

求，以及在医疗、金融产品、电子商务等方面的

政策支持，都使得大湾区拥有巨大市场机遇。大

湾区的商机和增长潜力，是吸引企业将未来发展

重心聚焦大湾区的关键因素。 

建议企业应制定针对大湾区消费者个性化特征和

需求的中长期计划，提升产品功能，提供创新服

务，把握税收政策优惠，借助人才优势，积极探

索和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推动企业在大湾区内长期和创新的发展做好整体

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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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尽管疫情反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

不明朗和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依然挑战着

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商界对于中国整体经济前景

和商界信心均有所改善，且正趋于稳定。   

在此大环境下，企业应充分利用政府已经发布实

施的各类支持政策，降低运营成本，促进融资渠

道，在大中华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积极扩展业务。

需重点关注技术应用和创新的精细化投资、ESG领

域行动路径，和人才的招募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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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区办事处  

  

北京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 

东方广场中 2 座 307-308B 

邮编：100738 

P: +86 10 8518 5575 

F: +86 10 8518 7001 

E: beijing@cpaaustralia.com.au 

广州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85-87 号 

高德置地广场 A 座 2504 室 

邮编：510623 

P: +86 20 8393 0610 

F: +86 20 8393 0614 

E: guangzhou@cpaaustralia.com.au 

 

上海 

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 

中信泰富广场 40 楼 4003-04 室 

邮编：200041 

P: +86 21 2213 9850 

F: +86 21 5292 5589 

E: shanghai@cpaaustralia.com.au 

 

 

香港 

中国香港湾仔区 

香港湾仔区庄士敦道 181 号 

大有广场 20 楼 

P: +852 2891 3312 

F: +852 2832 9167 

E: hk@cpa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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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y technology-related projects business undertook in 
the past 12 months - by busines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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