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FO实践谈
Dedicated to Management Improving by Innovation
专注于财务管理最佳实践的研究与传播

● 判断大势，确定职业方向 ●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对自己产生增值 ●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凌众保
实战派CFO源自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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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众保：实战派CFO源自会选择

判断大势，确定职业方向

       在他那个年代，当父母都是学

院派，尤其是著名院校的教授，通

常一般人的人生道路都会延续父母

理工科的专业选择，一路院校本、硕、

博的走下去，最后成为和父母一样

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陈莲/文

    现代企业管理、财务管理理论大都来自于西方，任何理论在传入国

内、在逐渐的传递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被曲解的可能，尤其是管理会

计的理念更是在10年前才传入中国，直至国家政府的提及才被重视起

来。进入2013年下半年，对于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理念”进行财务管

理转型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但是管理会计对于不少财务人员而言，

不少仍停留在理论、学术派的阶段，事实上中国仍有不少的财务管理

人员保持着古板、传统账房先生的概念。

    本次访谈嘉宾凌众保是位与传统财务管理人员形象完全不一致的

CFO，不但积极、乐观，更具有超越一般财务管理的企业整体经营以及

全球战略视野，他首先通过在事务所的学习与实践，通过对企业内部

控制调查过程中学习到的不同企业对各个控制环节的强项与弱势，总

结了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理念，接着转换去外资企业体会几乎全业

务、职能、流程的实践，最后将这些经验总结应用到国内初具规模的

民营企业，帮助民营企业成功实现经营与价值的提升与国际拓展，毫

无疑问凌众保可谓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早就实现从“学术派”至

“实战派”CFO的转型，本文将分享其从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后，历经事

务所到企业最后成为实战派CFO的职业规划历程。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人生其实就是处处在选择、再选择过程中，而今天的选择会决定明天的生活，改

变凌众保人生的就是一系列的“选择”，作为实战派的 CFO，尤其要学会选择。

    现任中联能源有限公司董事，CFO，在

此之前在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任

国际咨询服务部经理, Chamberlain  Group 

Inc. 亚洲区财务总监及多家国内民营拟上市

公司财务总监

访谈嘉宾
凌众保

的理工科研人员。面对众多选择，。

凌众保选择了属于文科而且是冷门

专业的会计。为何会做出那样的决

定，凌众保是这样的回答：“经济

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必然会把会计、

财务、账务重视起来，这是大势。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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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也有人选择学

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接触社会。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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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凌众保选择去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

业，能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点，

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成长最大的。

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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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凌众保只有事务所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

务、出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自己

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

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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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凌众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的审计

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统的建立

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电话：021-58362000 

传真：021-58361896      

邮箱：BD@EasyFinance.com.cn 

网站：www.EasyFinance.com.cn 

E

上海安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SYFINANCE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LTD

财务管理转型与组织能力建设

基于商业模式的营运资金管理

CFO在企业中的价值

财务管理发展趋势与价值创造

更多详情，可浏览安越官网——“安越研究”栏目或关注安越咨询官方微博、微信，将定期向您推送

安越最新财务管理最佳实践研究

安越近期研究主题

微 博微 信

详情可联系：陈   莲   021-58362000*517   15000210624     email：lian.chen@anyue.net  

* 安越非常欢迎各位董事长、CEO、CFO来稿、约稿，安越希望通过最贴近企业的方式，

  将先进财务理论与实践结合，持续做到财务管理最佳实践的研究与传播。

其次在当时，会计的确是比较冷门

的专业，但是不管组织的规模大小，

大厂小店一定要有人算账，因为这

是最基础，会计是一门技能，无论

去公司或者自己做生意，这点技能

对家庭、公司都有利的，能够保证

都适用。

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有人

选择专业为了减少面对社会的可能，

也有人选择学科就是为了更大化地

接触社会，凌众保就是后者。之所

以选择文科，对他而言就是了为了

能花更多时间来和社会打交道，他

充分利于这个时间的优势做了很多

社会实践。现代社会里手机地图、

三维地图已逐渐普及，更有软件会

直接标注商铺、景点。而在 90 年代

初期，大家还停留在传统纸质地图

的时代。凌众保在大学里做的社会

实践之一就是为店铺标注索引，与

各个商家、店铺沟通做标，例如有

个索引或者大小图标，同时协调地

图出版生产单位来标注。在他职业

生涯的最初五年，他全身心投入在

工作，出差和专业审计，税务及咨

询项目上，后面五年在外企里经历

了各种磨练，最近五年在民企里经

历了各种起伏，挫折及试错，但是

他认为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可以有

更多地时间来接触社会，选择最关

键依据是现在花的时间能否在未来

对自己产生增值”。

选择更大的学习与成长空间

      大学里最大的难题是毕业的就业

方向选择，一般财务类专业毕业后

通 常 有 外 资、民 企、国 企、央 企、

专业机构这些选择。目前大学毕业

生的选择潮流优先选择政府单位、

其次是国营、央企单位求个稳定，

要不是高薪资的外资机构或者去著

名事务所磨练一、两年，最次是民

营企业谋份工作。凌众保毕业时也

面临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原则是

保证不走偏的情况下选择学习与成

长空间更大的。在当时财务管理理

念还没有普及，民营企业里不少不

过是记账的本身不具备先进的财务

管理理念，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

是作为早期科班出身的财务专业大

学生仍是学习了一定先进的财务管

理理念，包括国外的管理会计理念，

“在自己是一张白纸，没有说服力，

没有判断力的时候，是容易走偏的”

为此，凌众保首先排除了当时的民

营企业。其次国营单位、央企虽然

工作福利比较优越，但是对应学习

比较慢。外资企业对于财务专业学

生来说，需要从出纳、会计一步步

来磨练，中间的岗位划分太明确，

成长有限。最后凌众保选择去国际

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在事务所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接触更多企业，能

够直接看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

且有机会了解企业经营的优势与弱

点，明显学习更多内容，是学习和

成长最大的。

吸水，这个具体工作环境的选择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人后续的职业晋身。

当时凌众保放弃了顶尖事务所的

5000 元的月薪选择进入了只有 900

月薪的另一家国际性事务所为什

么？这就好比计算题，顶尖事务所

的员工已有几百人，同时每年招聘

新毕业生 20-30 人，进入最初可能

就是做一些抄写的工作，例如抄写

出入库单 3 个月，薪水虽然高但是

花钱就是买你的时间。凌众保进入

的 Grant Thornton Beijing CPAs，

虽在当时排名在五大以外 , 但仍在

英美尤其是审计风险控制方面属于

全球领先水平，在当时其事务所员

工 30 人，已具有较强的培训体系以

及全球网络做为技术支持的情况下，

短期内学习及轮换不同岗位的机会

比其他顶尖会计师事务所要多很多。

选择理论实践并接受更大

挑战

       从事务所跳槽到外资企业对于

凌众保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这

家企业原本是他在 2001 年的服务

客户，是美国的私人家族企业想到

中国来投资，当时凌众保曾为其做

了 5 年“三步骤”的规划方案：第

一步建立代表处 - 第二步成立外商

独资的贸易公司 - 第三步利用成本

和劳动力的优势在中国本土建立工

厂。其次在当时凌众保只有事务所

的经验，并没有实际企业的工作经

验，即便经常给企业提供服务、出

谋划策但是毕竟自己没有真正实践

过其效应与有效性，他也想去求证

自己的理念，好奇自己的方案能否

在真正实践中行得通，毕竟企业拿

到文案后真正能够执行并执行到底

是有差距，凌众保认为做咨询不是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真正能够落实

到实地，落地到实处。为了这份验证，

凌众保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孤身

一人来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外高桥

保税区。从开始筹建外商独资企业

开始，到进出口、报关、物流的全

供应链几乎全流程操作，这是原来

提供会计、税务服务完全不同的领

域，很多都是重新开始学习与操作，

并在 06 年在深圳与香港上市公司筹

建了合资的工厂，实现 5 年规划的实践

并验证了他自己学习到的理念。

主动选择，反向实现职业瓶

颈突破

       外资企业虽然高薪但不能做到股东

和分享收益的程度，无非就是受薪的职

业经理人，职业道路上，薪资增长与晋

升发展既显而易见又非常有限。凌众保

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瓶颈，

但是也看到了未来的道路——从一个帮

助外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职业经理人

到帮助本土企业走入国际市场的合伙人，

和以前的职场经历反过来操作。07 年后，

有很多上规模的国内企业想要走向国际

市场，但是内部管理比较弱，尤其是内

部控制，老板很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其

次没有数据化的思维，拍脑袋决策，没

有科学依据。第三，缺乏对于国际环境

沟通交流的经验。这让在内控、财务分

析等方面本身已非常具有经验，又有多

年国际工作交流的凌众保看到了新的职

场机遇，他果断投入民营企业的行列，

想要通过自己多年累积的能力与经验帮

助民营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并希望能够帮

助企业成功走向国际，就这样凌众

保走进了民营企业：帮助其梳理清

财务账目，将四大的拒绝发表意见

的审计报告扭转为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并完成 ERP 和内部控制系

统的建立…先后去过电信、零售、

教育民营企业，到目前通过财务管

理的理念结合银行金融工具帮助中

联能源获得更多稳健的资金价值，

凌众保是 CFO 更是企业董事与企业

共同承担风险与经营。

       每一步的选择与经历造就了现

在的凌众保，从选择从学院派父母

这里的“脱离”，到选择进入事务所

学习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制作方案，

从选择到外企实践方案并从零开始

磨练到接二连三选择入民企“深渊”

帮助企业改善……这些选择让凌众

保经历事务所、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成功实现个人 CFO 道路上的突破与

进一步成长，其在“选择”上的一

些原则相信对所有职场上迷茫的新

人，对踌躇发展与晋升瓶颈的管理

者都是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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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拔尖和成为优秀概率

最高的

       在 90 年代已有全球著名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入中国，随着四大的知

名度水涨船高，也带动了其他事务

所的发展，决定进入事务所只是最

初的职业方向选择，接着要选择的

就是具体的工作环境了。要不要进

入四大？也是很多人面临的选择。

凌众保认为刚毕业的前 5 年是充分

学习、充分进步的时间，好比海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