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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管理 
保护及提升价值 
当今社会，企业持续经历着快速的市场变革——颠覆性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竞争新形式及地缘政治变化新趋势。随着世

界经济进入新常态，针对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制定适当的策略对于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现今，企业已经切实感受到了层出不穷的机遇和风险所产生

的影响。对于某些企业来说，能否认识到行业及社会行为的

强烈“变革信号”并做出应对，意味着企业的未来走势如何

——上行或下行。面临当前的竞争格局、风险环境及监管要

求，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需要制定综合全面的风险管理

方法，持续为投资者增加价值。   

商业需求、监管要求及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都促使企业风险

管理成为行业新焦点；有的企业领导者正在试图引入企业风

险管理，而有的则在竭力增强及完善企业风险管理流程，针

对企业的特定文化及架构量身打造一套符合业务策略、业务

流程及主要风险的企业风险管理方法。  

本文将就发挥企业风险管理潜力的方法概述一些常见主题及

领先实践，从而提供实现企业风险管理潜能的方法，促使企

业增加业务价值，获得竞争优势。

 

图 1：企业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 

 

成功实施企业风险管理须作到两点：确定内容及制定流程。 

信息来源：KPMG LLP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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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向未来的企业风险管理内容 

 尽管很多企业已经确定了企业风险管理内容，但可能并不

合适，即识别及衡量出的风险可能并非阻碍企业实现战略

目标的风险，最终反而可能会破坏价值。 

 企业需审视并确保真正识别出了可能威胁整体业务策略的

风险和漏洞，在考虑内外部新兴风险的情况下，采用面向

未来的风险评估对业务策略进行重新评估。例如，如果一

家企业拟收购另一家企业，关键的一点是，不仅要从“增

长”角度分析交易，亦要考虑“企业风险”。这种做法意

味着，从仅仅分析“能否通过此次收购实现即时战略增长

目标？”转向“在不断变化的竞争/行业风险环境及社会

和地缘政治背景下，此次收购是否会对业务模式产生有益

的影响？”  

 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持续动态更新风险内容，使其合乎最新

趋势。这意味着，企业风险评估将不再只是每年一次。领

先企业正在制定健全的迭代风险评估流程，使用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数据识别企业自身战略及快速变革引起的新兴风

险的影响。 

 

2. “风险偏好”的单一视图 

 确定明确的风险偏好（企业愿意承担的总体风险水平）有

助于企业实现战略及财务目标。很多企业仍然只是将风险

偏好视为不可逾越的界限，而领先企业则利用风险偏好确

定是否能够及应该承担更多风险。领先企业的风险管理重

心是，更加清晰地界定风险偏好并使其获得董事会的认可，

利用风险偏好树立适当的风险文化，更加严格地审视承担

风险带来的益处。 

 由于风险偏好有助于成功实现战略目标及获取财务回报，

因此，风险偏好、资本管理及相关业务规划活动密切相关。

企业可针对各类风险或特定风险设定风险承受能力界限。 
 
                      
 
 

 

 
 

 
 
–  

 ‘ 如果企业不能持续进行策略和风险评估，并及时作

出调整，则无法作到与时俱进。 
–某上市公司董事 

与毕马威第 12 届年度审计委员会问题会议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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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承受能力界限可与企业的收益阈值保持一致，并应考虑企业的总体风险： 

 

简单地说，如果企业不了解自身的风险偏好，则无法衡量是否在追求战略价值时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或不足的风险。 

 

3. 量身定制适当的企业风险管理流程 

尽管很多企业已经投资建立了各类风险流程及职能，但这些机制往往

缺乏统一的愿景和明确的目标，即企业未对建立的风险管理流程确定

清晰的“期望状态”。因此，风险管理流程作为战略价值工具的潜在

效益仍未实现。  

企业领导者采取的企业风险管理方法各异，取决于企业的规模、需求

及风险状况。如图 2 所示，企业可按照“成熟度模型”制定企业风险

管理方法。企业的风险管理方法及所体现出的选择会影响企业风险管

理在治理和业务运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对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各组成

部分的投入程度。企业风险管理成熟度评估有助于企业领导者了解当

前工作中的不足，确定一套能够为企业增值的未来企业风险管理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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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成熟度模型 

       基本   成熟     高级 

 

 

风险策略及偏好 

对战略规划风险及企业的

总体风险偏好做出一定程

度的正式考虑 

风险是战略规划的一个关

键方面及战略决策的考虑

因素。企业对风险偏好的

界定和理解清晰、明确 

风险与战略规划和风险策略

相融合，包括使用情景、关

键风险指标、关键绩效指标

及风险偏好要素高级计量等

复杂工具 

 

风险治理 
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

以满足外部需求 

企业正式记录风险管理模

式，且职责明确，包括三

道防线（业务、风险/合规

及内部审计） 

企业风险治理受到了高级管

理层和董事会的认可。风险

管理融入了风险责任人的业

务活动和绩效管理 

 

风险文化 

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及

其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

得到了广泛理解  

在领导层重视下及企业宣传

下，员工能够描述企业的风

险文化 

高级管理层以身作则，将风

险管理确定为一项要务，并

鼓励适当的风险管理行为 

 

风险评估及衡量 
执行年度风险评估，做出

有限分析、解释及报告 

按照一定的频率执行风险评

估，制定风险评估方法、工

具及系统的分析和报告方法 

利用数据、风险指标及员工

意见持续识别风险，实时上

报 

 

风险管理及监测 

对主要风险做出基本定

义，制定有限或特定风险

监测流程 

对识别出的主要风险实施常

规管理及监测 

监测责任完整应用于三道防

线，向董事会做出综合性的

风险及控制活动报告 

 

风险报告及见解 

执行特定的业务风险报

告，主要用于满足外部需

求 

定期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及高级管理层做出稳健的风

险报告，涵盖新兴风险汇报 

针对所有风险类别实时向内

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单

个综合风险视图 

 

数据及技术 

数据不标准，质量参差不

齐，且主要风险工具在企

业内部处于孤立状态  

使用自动化技术方案存储及

分析风险数据。建立风险数

据标准和数据质量政策 

使用自动化集成技术存储、

管理及报告实时风险数据。

制定风险标识，并将数据完

整性检查嵌入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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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风险管理有助于提升绩效，保护价值 

通过企业风险管理，企业能够： 

— 基于风险绩效导向，分配及评估资本 

— 整合风险及战略规划、投资及并购 

— 通过风险整合及跨职能协作降低成本 

— 利用衍生工具、保险或增强的控制减少

现金流波动 

— 通过协调一致的企业风险监测及报告，

减少损失并发现机遇 

4. 高效及协调一致的治理、风险及合规活动 

日益复杂经营环境，意味着企业风险管理越来

越成为日益增加的企业治理、风险及合规活动

多样性的一方面。 

领先企业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协调之前零散的

风险评估及控制工作流程，简化报告和监督，

以扩大各类业务活动的风险覆盖，减少行政事

务对业务的干扰，更有效地利用稀缺合规、风

险及审计资源。 
  

 

 

 

 

 

 

 

 

 

 

 

未来前景 

企业风险管理可协助企业应对严峻挑战：（1）如何将风险与战略相

联系，以提升业务绩效及企业品牌；以及（2）如何促使治理、风险

及合规工作创造有形价值。 

鉴于以下举措的潜在效益，某些企业重视企业风险管理并将其纳入了

企业的核心领域： 

— 进行风险（企业风险管理“内容”）评估，并使其相互关联 

— 针对员工能够及应该承担的风险程度，以及当风险或机遇超出风

险阀值时汇报的时点达成共识 

— 建立统一的风险框架（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及风险衡量、管

理及监测问责制 

— 采用统一的方法和工具在企业内部进行风险量化及整合 

— 向管理层及董事会做出有效的风险报告（即把握风险趋势及新兴

风险） 

— 企业风险管理计划能够支持战略决策和品牌保护，并具有预测价

值 

— 建立风险文化，且风险文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内部的适当“风险讨

论” 

— 加强企业治理流程。 

企业若想在未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及可持续发展，当前就需做出正确

的风险导向战略决策。面对不断改变的世界，企业可通过企业风险

管理这一重要手段理解及应对形势变化，从而获得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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