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BRL: 终极披露
集费用稳定、数据质量好、投资者分析逐渐普及

等优点于一身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

正在成为主流。



  2 XBRL: 终极披露

目录

面向提交者的 XBRL

SEC观点

分析数据

关于 Vintage 的 fleXBRL

关于 Vintage

4 丨

13 丨

19 丨

26 丨

27 丨



  3Copyright © 2016 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透明度高、存档费用低、风险低、数据质量好——这些长期以来XBRL有望实现的优势，
终成现实。企业和投资者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呢？  

2009 年开始强制实行 XBRL 数据报告标准时，乐观主义者普遍认为可以对结构化数据进行多种分析，而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仅需按一
下按钮，就能对上市公司进行对比。

然而，现实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出人意料地并没有执行有关高质量数据的要求。提交者创建了大量的令人费解的扩展元素，结果
数据提供者经常忽略这些存档文件 。

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通过诸如 XBRL US Data Quality Committee 的创建，用 XBRL 存档的企业信息，大大提高了其完
整性。虽然进展缓慢，但报告语言的无限潜能正在逐渐得到体现。

2016 年最重要的进展，也许就是 6 月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将允许企业使用 Inline XBRL（也称 iXBRL）提交他们的季度和年度财
务报告。该版本允许企业在一份文件中提交财务信息，而无需分开保存传统的版本和 XBRL 版本的文件。希望此举最终能为提交者降低复
杂度和出错的风险。 

同时，数据整合者已经开始充分利用 XBRL 数据，找寻消除错误和管理扩展元素的方法，这为投资者和企业打开了一个信息宝库。

XBRL 正经历着快速的变革，我们与五位专家及一位 SEC 代表，讨论了这种变革的最新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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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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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决定接受 iXBRL 格式的财务报告，这将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咨询了有关专家。

面向提交者的 XBRL

6 月，SEC 宣布开始接受 Inline XBRL (iXBRL) 格式的结构化财务数据。您认为 , 这种新格式将会面对哪些优势和挑战？

MM (Mergermarket) 

受访专家

要确保企业理解这个新格式的所有要求、了解目前流程与 iXBRL 流程间的差别，这如同所有新事物被接受的过程一样，充满了挑战。
比如，iXBRL 存在“隐藏标签”，这一概念需要企业理解其含义并知晓如何实际操作。

SEC 认为企业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数据质量，将 XBRL 嵌入 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财务报告的做法，可以使企业无需在预览器
中以 HTML 的方式显示报告，而更专注于标签的正确性。由于任何两个独立文件都不再需要通过比较来辨别其中的差异，iXBRL
帮助企业接受并简化了此类检查过程。

目前，提交 iXBRL 版的文件还纯属个人喜好，并不强制，但在未来文件存档时，使用此版本的文件将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个过
程的发展耗时很长，等到这种版本的文件能完全符合各项提交要求，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JK 

Pranav Ghai (PG)            Hudson Hollister (HH)           Jaret Klekota (JK)            Campbell Pryde (CP)            Ilya Vadeiko (IV)

Calcbench

首席执管官兼联合创始人

Data Coalition

执行董事

安永 XBRL Services 
Leader

执行董事

XBRL US

首席执行官

FinDynamics, Inc. 

执行董事



  6 XBRL: 终极披露

XBRL 的优势很突出也很明显。如 Jaret 所说，如果常规的 XBRL 要求分开报告，审计人
员和提交者会有大量重复的工作及逻辑上的差距， 那么 iXBRL 消除了传统的 HTML 和新
式的 XBRL 格式的区别，这在一致性和准确性上解决了许多现存的问题。在实施方面，新
(XBRL) 旧 (HTML) 报告的过程与程序需要融合或改变。对已经建立了对应程序的各大提
交者而言这会是一个挑战。

SEC要求企业应该
真正地关注数据质
量，而不是如何呈
现。iXBRL 可以帮
助它们接受和简化
检查过程 ......

安永资深经理
Jaret Klekota

IV

HH

对于采用了披露管理软件的企业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企业如果使用 iXBRL 报告并
不需要做额外的工作。但是 Jaret 也指出，目前 iXBRL 版本还属于自愿性质的，企
业如果想继续用两种版本报告财务状况无可厚非，许多公司也为此创建了同时可用
于两个版本的检查流程，文件和数据都有专员负责检查。

尽管人力检查效率可能较低，但改变流程需要付出代价，许多企业忙于合规而无暇
顾及此事。从长远看，企业应利用这次机会，将检查流程进行整合，有利于为 SEC
强制实施 iXBRL 做好准备——我们深信 SEC 会将其变为硬性要求。SEC 的一些领
导准备在明年年内提出改为强制性举措的方案。

强制使用 iXBRL 版本报告的要求不光能解决财务报告本身的问题，iXBRL 将会大力
推动发展进程。如今使用的 10-Q 季报和 10-K 年报，文件非常长，但其实一大部
分缺少结构优化。例如，10-Q 季报和 10-K 年报封面上的复选框用于表明提交者属
于何种企业。目前，这些复选框没有与任何数据库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想使 SEC
从文件形式换成使用数据，可以在数据区中添加一个选项：“贵公司属于哪一类企业？”，
这样就能生成包含众所周知的提交者的名单。

面向提交者的 XB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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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大部分针对 iXBRL 的工作应由软件完成，如何确保准备文
档的人是否掌握该技术是个挑战。截止 8 月初，总共有 4
份 iXBRL 文件存档——在 SEC 刚宣布这一决定不久，这
样的成绩着实令人吃惊。大多数人会保持观望，软件行业
也需要几个月时间更新系统，以支持这一格式的变化。

CP 

MM

说到实施 XBRL，依您看，提交者目前正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什么？ 

JK  

说到实施 XBRL，上市公司的主要问题是在他们的流程中
协调和整合所有质量控制活动。完成财务报告和向 SEC
提交的过程已经非常繁忙。而且他们需要确保自己能完全
理解了 XBRL 的复杂性和风险。许多客户使用第三方的
XBRL 供应商，我们帮助确保这些第三方遵循所有硬性规
定。我们想通过标签真正传达客户财务报告正在披露的信
息以确保客户满意。

CP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扩展元素。在分类中存在某些未被使用
的元素，但提交者取而代之使用可扩展元素。Vintage–
作为 Data Quality Committee 的创始成员 , 通过对这种
扩展元素的使用时间地点进行更详细的指导，来解决以上
问题，很多人从中获得帮助和指导 

尽管扩展元素并非都不应采纳，但使用不当就有可能产生
负面后果。比如，某企业用一个已经存在于分类系统的元
素创建了一个扩展，或，他们创建的一个扩展与之前的区
别度不大，那创建意义何在？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往
往在一定程度生是能为了让人放心，这样将来也能在系统
中消除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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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向强制性 iXBRL 转变
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
务报告本身的问题 。
iXBRL 还将会带来巨
大的进步。

Hudson Hollister,  
Data Coalition 
执行董事

PG

我同意 Campbell 的观点—自定义标签是一个问题。设计这些自定义
扩展元素，是为了解决度量标准与分类的预期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但
问题是基础分类和扩展元素之间没有关联，这样的设计显得无用，也
难找出逻辑。但凡对比三到四家企业，如果有两家企业有用到扩展元
素，就很难比较它们，即使在表面上看它们是一样的，更别提要对比
10 到 20 家企业了。Calcbench 的职能之一就是进行大量的扩展映射。

IV

虽然我们不负责存档方面的工作，但可以从披露性报告中看到，存在
一定程度的变化性和不一致性，保持财报的一致性显然让不少提交者
感到困难。这普遍是由于提交者没有从投资者关系或同行的企业分析
的角度利用或审视他们自己的 XBRL 数据。这条反馈循环应从有意义
地选择 XBRL 元素上入手帮助改进实施力度和解决问题。

HH

鉴于 XBRL 成为强制性要求，最困难的部分已由各家企业完成，但
XBRL 是电子显示所有数字的关联，因此企业须有至少一人了解如何
做到这一点。现在出现一些软件产品，如 Vintage 提供的产品可以让
你在一个界面上完成这项工作，这让完成这项工作变得很简单。而您
也无需成为一名数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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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MM   

在实施 XBRL 方面，您认为 SEC的效率如何？有哪些特别
的地方他们应该改进？

CP   

SEC 的实施过程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因为优先权的
竞争导致未充分关注 XBRL 项目，这样反过来可能导致
提交者在 XBRL 提交上花费了较少的时间。我之前认为
他们在设定参数，提出理论这些方面做得不错，这么做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前 SEC 主席克里斯多佛 - 考克斯
(Christopher Cox) 的积极支持。到玛丽 - 夏皮罗 (Mary 
Schapiro) 执掌 SEC 时，由于多德 - 弗兰克法案 (Dodd-
Frank) 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关注的重点不再停留在数据标
准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又处于一个 SEC 对数据标准化非
常关注的时期，SEC 对其赋予了大量的支持，特别是 SEC
委员会成员的支持。这是好现象，您将会看到 SEC 面向市
场实施更多行动，如 iXBRL 计划。

发展缓慢：多年来从 SEC 开始采用 XBRL 到自
愿使用 Inline XBRL 存档的发展缓慢但平稳。 

2009

2016

2020

SEC强制实施 XBRL 存档，
mand2009 要求以结构化格式提
交财务声明。报告。

SEC 宣布将允许公司自愿地提交名为
Inline XBRL 格式的结构化财务声明数据。

Inline XBRL 存档程序自愿阶段结束，此后
将进入强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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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坦率地说，直至今年，SEC 采用 XBRL 的做法是失败的。该机构于 2009 年采用 XBRL 格式，
分两年进行。直到今年 6 月，他们一直要求每家上市公司提交财务报告两次 -- SEC 要求企
业一次以 XBRL 的形式报告，然后同时以文件形式（HTML）报告。他们一直在收集每份财
务报告过时的文件版本。这种双轨报告制度让企业、投资者、市场和 SEC 自身都无法发挥
结构化数据的优势。

为了完成两次报告，企业倾向于分开准备文件和数据，许多企业把数据报告的要求定义为额
外的合规负担，所以他们会在完成文件后再准备数据。这会导致 XBRL 中出现的错误，不会
出现在文件版本中。加上除了 2014 年一封致上市首席财务官的信函之外，SEC 从未强调过
数据报告质量的重要性，企业自然将其视为负担，他们清楚，SEC 也不会仔细审查数据或检
查其质量。

由于这些原因，在实施 XBRL 报告的起初的五、六年中数据质量较差，差到一些数据媒介，
如 Morningstar，选择不使用它。XBRL 应对投资人、市场、企业及 SEC 员工有益。

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透明度和立即可执行的信息。如果 XBRL 数据的质量好，媒
介几乎可以立即使用它，但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数据，所以对投资人的利好尚未实现。

JK

多年来，SEC 发布了许多注意事项来帮助使用 XBRL 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要专注改进他们
的存档文件。近几年他们还发布了许多 XBRL 常见问题解答、合规和披露解释，以及 XBRL
员工指南。他们甚至通过经济和风险分析部门 (Division of Economic and Risk Analysis) 成
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办公室，负责 XBRL 互动数据。他们应继续发布这类指南，以帮助上市
公司了解应该提高哪些区域。对投资者而言，提高 XBRL 存档的质量将使他们能更多地理解
和利用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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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我理解，在最初实施的几年中 SEC 内部实际上没有使用 XBRL 数据。我
们可以从 XBRL 存档允许的数据错误数量和一致性问题上看出这一点。在
FinDynamics 整合 XBRL 报告的标准过程中， 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显示器、数据
验证和自动正常化 XBRL 数据组成的复杂系统。与当前相比，该系统在过去几
年的报告中发现的问题更多。 

SEC 引进 iXBRL 意味着他们理解这将对报告数据的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仅
仅靠制定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 EDGAR Filer Manual 的规则和对技术 XBRL
语法和结构检查是不够的。我作为分类咨询组 (Taxonomy Advisory Group)
和 XBRL 维度工作组 (XBRL Dimension Working Group) 的一员，与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密切合作，我能证
明在过去两年中 XBRL 可用性改善方面取得的进步。下一步是 SEC 应允许外
国提交者使用的 XBRL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分类，并要求在报告的管理讨论和分析 (MD&A) 部分用 XBRL 
Level 1-2 标签， 这对使用 iXBRL 来说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PG   

全面披露—SEC 是我们的客户，我们
与之保持密切合作，但不得得说，尽管
XBRL 的举措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但最
近看到许多非常庞大的企业在 XBRL 的
使用率上有大幅提升 ，我受到极大的鼓
舞。每个季度我与 SEC 都有会面，讨论
的问题也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开始使用
XBRL 上的信息，而且与过去相比，现
在双方的接触比以往任何一个季度都多。

面向提交者的 XB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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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MM

XBRL 目前主要用于 SEC季度性存档 ，但它有没有可能更广泛地应用于
会计和财务数据收集方面？您认为在其它哪个领域或任务上它最有应用
的可能性（如保险）？ S-1、 S-3 和 S-4 存档怎么样？

CP

我们认为 XBRL 应该用在所有带有财务报告信息的文件上。 整体而言，
我们感到 SEC 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数据策略。

如果您从今天的资本市场了解信息，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询问同样的内
容。我们反复说过：“如果您询问别人他们的资产是多少，请以同一种方
式来进行询问。”这样，如果有人向 SEC 报告资产一次，他就无需再以
不同方式重复报告。我们希望看到 XBRL 中更多地要求这类数据。XBRL
格式的股东委托书、对冲和共同基金的配置、企业行动和营收发布对投
资者来说更有用。

在 SEC 报告之外，我们还有其它计划。一个是保险行业的计划；一是建
筑行业的数据以 XBRL 格式呈现 ；再有是我们与美国能源部合作推出的
计划，将光伏项目融资的数据也用 XBRL 呈现。

此外，美国劳工部正在打算更新养老金计划的数据收集方式，如果数据
以 XBRL 格式报告，这将会大大改进该过程。目前劳工部从 PDF 格式的
文件中收集养老金数据，用于担保政府的养老金计划。

HH

目前国会收到了一项立法提案 --《财务透明
度法案》 (Financial Transparency Act)，它
要求 SEC 对所收集的一切信息应采取结构化
的格式。不仅包括财务报告，或 10-K 年报
和 10-Q 季报，还包括上市公司和其它实体
必须向 SEC 提交的约 600 张表格。

总的来说，SEC 收集的所有披露文件将变成
开放数据，每个人都可以搜索和查看。我们
认为，SEC 的这些举措是一个将政府文件转
变为标准化的、可搜索的、数据整体行动的
一部分。《Financial Transparency Act》涉
及的范围将比 SEC 更广，但 SEC 目前做法
与该法案的目的是一致，这非常重要。

IV

我推测，在美国 XBRL，特别是 iXBRL，下
一轮大幅推广的应用，应该是在管理讨论和
分析 (MD&A) 领域的财报、企业行动和保险
上。据我所知，这些领域对结构化的即时数
据的需求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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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提交者的 XBRL

SEC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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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观点

就 XBRL 相关的热点问题我们询问了美国证劵交易委员会结构化披露办公室 (Office of Structured 
Disclosure) 副主任麦克 -韦尔斯 (Mike Willis) 的观点。

MM

XBRL 目前主要用于 SEC 季度性存档，您
认为它可以更广泛地应用于会计和财务数
据的收集上吗 ?

SEC

XBRL 以及一般的结构化数据都具有应用
于大范围的披露的潜力。CFA Institute 题
为《Data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ing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Landscape》（数
据与技术：改变了财务信息的局面）的论
文似乎准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报告
全部广泛而深入地使用结构化数据将为所
有用户带来不可言喻的效率和透明度。”

MM

有些组织，如 The Data Coalition 对 SEC实施的 XBRL 提出批评，称该
委员会在数据质量管控方面过于宽松 ，系统改进缓慢。您如何看 ？

SEC

在这样一个意义深远且复杂的计划中，SEC 加速实施结构化数据的规则，
有很多提高的机会 。SEC 工作人员发出了致首席财务官的信函，提出了
针对质量错误类型的注意事项，直接吸引提交者，并从多方面寻找改进 
结构化披露的方法，包括：

展现引擎：更新的展现引擎现在会提出警告和错误信息，这已经是测试
存档和存档过程的一部分。虽然这些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数据质量验证的
规则，这些信息意在突出披露结构不一致、不恰当或仅仅是可疑和在存
档前值得关注的情形。收到这些信息后上市公司应特别注意。

Inline XBRL 阅读器：SEC 的豁免命令让自愿提交 iXBRL 变得可行。
iXBRL 是一种高效的公开披露的方法，这样可能的错误就显得更明显，
而开源 Inline XBRL 阅读器提供了许多工具来提高数据质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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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质量过滤器——过滤具体的元语言数据在识别常见的数据质量相关的话题方面很有用，包括负值、计算链接缺失、特定公司的扩
展元素、缩放比例、不正确的报告日期等。

• 话题搜索——搜索已经报告的披露，使用了参照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编撰的分类，Inline XBRL 阅读器识别报告中包含的披露“话题”（而
不是词语）。

• 动态指标——查找和直接找出在各层有具体标签的披露、行项目和数据质量过滤器结果的指标。

• 元数据详细的“弹出窗口”——识别出每个结构化披露的属性、定义、标签、参考和计算公式。有一家软件供应商已经将这一功能用于
针对所选成分利用开源内联阅读器的源代码进行趋势研究和同行组数据制图。

市场参与度：SEC 工作人员定期与数据消费者和收集者会面以便更好地了解数据质量问题对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和再使用的影响。我们收
集的反馈中，对提升质量有作用的内容有：

• ”致首席财务官 (Dear CFO)”的信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和教育工具；

• 对扩展元素加强指导肯定是有用的，包括样例：

• 具体公司的扩展和基本分类的关系，将有利于对包含扩展元素的公司结构化报告的理解。 

XBRL US 的 Data Quality Committee 市场数据质量工作以及他们制定开放源数据质量规则对我们产生了鼓舞。

工作人员审查：结构化的公司报告由工作人员审查质量话题。经常出现通过电话来讨论这些质量话题超出范围的事情。

SEC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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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XBRL 存档目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SEC观点

EC

从宏观上来讲，最大的挑战是，使不断增长的 XBRL 结构化合规要求 能适应来自全球各领域（如税收、法律、登记员、金融服务、
证券）的、从纸质数据不断迁移到结构化数据的监管者们。这样的转变，为改进自动化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为人工报告过程和控
制提出了挑战（如质量评估、报告验证、披露最佳的方式和风险标杆等）。

从微观角度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GAAP) 报告所要求的的判断与结构化报告概念有关。当评估合适的元素选择时，当将要或
不要创建针对具体公司的扩展元素时，以及考虑如何一致地为各个时期使用的和 / 或普通行业组的公司披露建模，专业报告的判
断都是非常实用的。对某些报告专业人员而言这些可能是新的或不熟练的技能，他们可能会努力提高沟通能力，提高到远远高于
合规的指定要求。

最后，特别设计的新软件功能促进了报告标准化进程，控制和风险评估的能力。供应链信息标准化会带来一系列常见的经济成果（如
成本低、频率快、质量好、更及时等。

对于许多提交者及软件供应商而言可视化这些新过程、提高控制力度、识别新的软件功能到实现这些成果是一个挑战。

例如，分类的参考链接库自最初的公认会计准则分类 (GAAP Taxonomy) 公布以来一直可用，但开放源 Inline 阅读器 (Inline 
Viewer) 是第一个为提交者和他们的股东提供话题搜索报告功能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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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观点

MM

您认为实施 XBRL 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财务
数据收集工作？您认为未来在结构化数据领域
会有哪些可能性？

SEC

宏观上，这项工作应该作为一种报告供应链的
标准化工具来实施，而非一种带有前期过程和
前期控制的合规要求。

微观上，标准化让许多过程和控制改进变得可
行，包括：

• 验证和质量评估自动化程度提高；

• 标杆和同行评估的自动化程度提高；

• 从内部数据存储到外部来源，全程简化数
据收集过程；

• 改进过程和控制自动化以降低报告成本；

• 增强呈现选择项，可重用性以及消费者个
性化；

• 为管理层的决策分析提高信息及时性。

MM

实施 iXBRL 有哪些主要的好处和挑战？

SEC

实施 Inline XBRL 时应考虑的一些挑战包括：

• 软件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采用 iXBRL 是提交者实施 iXBRL 的至关
重要的必要条件。自从公布豁免命令以来， SEC 工作人员参与了
美国 XBRL 主办的以软件供应商和服务供应商为对象的 webex 会
议。

• 提交者实现此前概述的使用 iXBRL Viewer 的优点。提交者会发现
Inline XBRL Viewer 嵌 入 了 EDGAR Previewer) 和 EDGAR Test 
存档过程。

iXBRL Viewer 是一个开源软件，技术型用户可以从下列网址自由下载
使用： http://arelle.org/2016/03/08/edgar-update/

相关技术问题，请发邮件到：StructuredData@sec.gov。

实施 iXBRL 的好处包括：

• iXBRL 并没有限定如何呈现披露文件（同使用 XBRL 呈现那样），
因此，存档专业人士对最终报告的披露样式拥有完全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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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Inline XBRL Viewer 的数据质量过滤器，提
高数据质量能力，帮助突出常见的、与数据质量
相关的话题，使它们对于报告专业人士来说更透
明。

• 通过提交者和他们的股东增强 Inline XBRL 结
构化披露的优势（如改编开源的 Inline XBRL 
Viewer 增加新功能和数据等）。

SEC观点

MM

对投资者来说，结构化数据带来了什么样的
可能性？对于因 XBRL 而变得更方便的数
据应如何分析？直接加标签的对比重要吗？ 

SEC

与过去从数据供应商处获得数据相比，最明显的可能性是，能更及时、
更多地获取数据。增加对通常在财务报告的备注中找到的详细披露的访
问权对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而言可能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方面。

对投资者而言，另一个可能性是结构化数据会让分析变得更快、更好。
投资者不仅可以更具成本效益地评估信息，还可以扩大他们所追踪的企
业范围。

更高的效率加上更高质量的投资决策对所有投资者而言都是有利的，尤
其是当披露的获取和分析变得更加容易且廉价，披露小资金企业嫩拥有
更好的机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数据，为所有投资者带来 了高度
关注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对小资金企业感兴趣的投资者。

直接对比信息披露对一些投资者而言很重要。据说，许多投资者的价值
评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判断，是基于对独一无二的企业商业模式、过程
和范例的洞察所体现的，儿这些都体现在独一无二的企业信息披露中。

虽然有些信息披露可能具有高度可比性——尤其是同行业中——可能根
据企业运营、细分市场、产品和其它独特的企业披露适时地做出一些价
值评估。

此处这些结构化数据质量考虑是为了不断地模式化披露—不管是高度可
比还是企业独有的性质 。

* SEC 政策规定不承担其工作人员的私人出版物或声明的责任。因此，
此处表达的观点均为我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了委员会或委员会中
其它成员的观点。

加强对存在于财务报告的
备注中的详细披露的访问
权，对投资者和分析师而
言特别有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Mike Wi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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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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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

虽然 Inline XBRL 报告可能会允许更多精益化的存档，XBRL 数据已经向企业
和投资者打开了更快、更好地进行分析的大门。

MM (Mergermarket)

对投资者而言，结构化数据带
来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他们如
何分析因 XBRL 而变得更容易
获得的数据？这种直接加标签
的对比重要吗？

PG

XBRL 设想的核心使命，是您不仅能快速地获得一家企业的信息，您还可以非常快速
地查看很多企业的信息。

另一个使命是，鉴于它采用机器可读格式， 因此 XBRL 希望能实现，数据一旦归档，
任何人都能进入并访问其中的电子数据系统（EDGAR）。

目前能看到许多公司的数据新闻报道， 无外乎是在美国最大的 300 到 400 所企业，
除此之外，极少看到其他的新闻和数据报道。 这就意味着，大量企业（7000 家或以上）

受访专家

Pranav Ghai (PG)            Hudson Hollister (HH)           Jaret Klekota (JK)            Campbell Pryde (CP)            Ilya Vadeiko (IV)

Calcbench

首席执管官兼联合创始人

Data Coalition

执行董事

安永 XBRL Services 
Leader

执行董事

XBRL US

首席执行官

FinDynamics, Inc. 

执行董事



  21Copyright © 2016 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分析数据

以一种此前不可能的方式深
入财务声明将为您带来巨大
的优势。

Pranav Ghai，Calcbench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的信息需要被发掘并且发出去，不管是面向个人投资者、个体实体商店
或某种形式的机构投资者。这些报道需要以系统的方式快速地发出去，
使用 XBRL 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做到了。
摩根斯坦利 (Morgan Stanley)、摩根大通 ( JP Morgan) 和花旗银行 ( 
Citi Group) 不会报道一个营收仅有 100 万美元的公司，除非它最近刚上
市或发生了其它事件。但借助 XBRL，便可以获得这些公司的数据。

也有管理者跟我们说：”我们仔细阅读了财务报告，想找到很难从数据
供应商那里获得的考核标准。我们可以挖掘，但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看
150 遍 10-K 年报，这需要我们的员工花费数周，可能是数月的时间才
能找到。你能帮我们吗？”当然，我们仅需鼠标一点，问题就迎刃而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财务声明，会带来巨大的好处。用这种方式可以
询问在此前世界上，除相关企业工作人员之外，仅有少数人了解的深奥
问题 ，的确从另一端开启了更快更好地分析的大门。

CP   借助 XBRL 数据，将获得较此前更多详细的财务信息。以前有不少
很难找到重要的信息，比如未汇回的外汇收入，这些现在可通过主流媒体，
从 XBRL 财报上找到，因为这些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变得更容易、更快捷。

我们还发现像 Calcbench 这样的公司几乎可以实时地导入他们的数据，
我们可以实时地生成覆盖所有资本市场的综合数据，这让您能看到像资
本投资这类事件的本质，或是观察企业的正常营收是增长还是在下滑等
等，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整体经济。

如 Pranav 所言，另一个好处时能帮助小企业解决宣传到位的问题，因
为资本市场经常忽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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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

HH   

就这其中既得的好处，我给你举些例子：

如果查看一家上市公司的彭博 (Bloomberg) 清单，可能
会看到 700 个数据区，而通过 XBRL 存档，会看到 3000
到 4000 数据区。这大量的搜索结果——可以缩小范围，
查找所有具有某个特性的企业，这是彭博做不到的。举
个例子，我知道在特定的季度，彭博社不会提供那些改
变租赁业务会计处理方式的企业数据，但在XBRL存档里，
这些数据都唾手可得。

对彭博社而言，让这成千上万个区进行互动是没有成本
效益的，因为他们对每个存档均是手工操作。但是，如
果从一开始所有的数据区均用数据区表示，成本会更低。
彭博社和其它媒介，可以针对每家公司提供一个更丰富
的全景图。

但 XBRL 的好处并不止于此，只要企业的财务信息是以
XBRL 呈现，便可将多个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的信息进行综
合汇总。

退税，对于那些企业放到海外可避免交纳美国税款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财务报告里有相应的内容 ，但
现在无法围绕整个经济进行退税准备， 因为每家上市公
司的存档尚缺，不过使用 XBRL 数据表，这都不是问题。
有一家采用了 XBRL 数据的小型新兴企业刚刚完成了这
一点。

IV 

提交者充分理解 XBRL 的分类，对于投资者使用数据来说，
非常的重要。起初的几年，在会计和 XBRL 分类领域，能帮
提交者正确使用用 XBRL 术语表达财报的专业人士甚少。

目前，这一情况正在快速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一致性、数据
质量和 XBRL 报告的成熟度较高，投资者也因此可以快速获
取价格合理的信息。

在我们看来，这实现了一个很大的目标：财务信息的访问权
民主化，刺激分析人士和散户对中小资本企业的报道需求。
这将为小型上市公司带来资本，此前，由于数据收集者和分
析人士对它们的报道极为有限，这些企业不得不努力吸引
投资者。借助 XBRL，价值和增长投资者还可以找到此前不
容易挖掘的投资机会。对小企业来说 XBRL 就像谷歌地图 ( 
Google Maps)，可以在 XBRL 这个“地图”上找到他们。

... ... 大量使用者接受并使用XBRL数
据，随着使用者发现许多实际问题并
且与我们交流，我们能由此获取到大
量关于提升数据质量的现实问题

Ilya Vadeiko,
FinDynamics, Inc. 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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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

MM

许多XBRL数据消费者为数据质量差感到难过。
您认为有哪些方式可以提高 XBRL 的实施和数
据收集？

CP

XBRL US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存档质量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大量使用者接受并使用
XBRL 数据，随着使用发现许多错误，我们能
由此获取到大量关于提升数据质量的现实问
题。我们准备实施一个项目来处理所有错误，
一项有 Vintage 参与的项目：数据质量委员会
(Data Quality Committee)。

我们准备制定说明指导，帮助提交者使用可被
资本市场使用的表格来录入数据。通过发布指
导和公布规则这两种方式，企业可以在向 SEC
提交前检查他们的存档，很显然一个重要的因
素是 SEC 要认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
SEC 在一起工作 , 一起进行定期更新，以保证
他们支持该项目并监控结果。 

PG  错误有大有小，人们抱怨 XBRL 中的错误，但在手工收集的数据中，
错误的数量未必更多，但至少是不相上下。 XBRL 非常透明，错误通常
是显而易见。

Calcbench 为我们的客户做了很多数据清理工作，系统运转轻松。如果
需要看一定数量的数据，还可分辨不同的样式。例如，你知道已发行股
票通常以百万或更高的数值计算，如果你看到已发行股票以 10 亿或数
千计算，你能一下就辨认出问题所在。但当然，也有很多其它类型的错
误难以被发现，我们正在对此进行研究。

但我猜，即便是最好的数据供应商，也未必能纠正全部错误。

此外，如 Campbell 提到，XBRL US 创建了 Data Quality Committee， 
由这个团体制定规定，用于指导企业提交 XBRL。其中的理念很简单，
也是这个组织接地气的做法，通过降低错误率来提高采用率，提交者在
此之后将理念付诸实践，包括企业自身进行实践，或是帮他们处理文件
的公司，如 Vintage 就使用这套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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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近年来对 XBRL 有两次研究，分别由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的会计与证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Accounting and Security Analysis) 和CFA Institute完成。两次研究都证实，
为了更好地利用数据，数据的可靠性需提高。研究者认为提高数据可靠性的可行方法是要求对 XBRL
进行某种保证或审计，在 CFA Institute 的研究中，50% 的受访者赞成将 XBRL 整合到标准的财务声
明审计中， 19% 的受访者认为应围绕 XBRL 进行独立的审计。可见，不同的团体都在倡导提升质量。

教育对于企业而言也非常关键，企业应该了解所有的规则和风险。企业应抽身自问，自己是否有存档
工作的正式流程；是否有正式的管控和政策，让他们对 XBRL 的质量更加放心？

MM 

XBRL 数据显然能成为一个对投资者有用的工具，但它能同样使企业受益吗？它能用于哪些方面？

IV

不是每个企业都要拥有一个有关其它同行企业 XBRL 数据的数据库，因为需要具备相当的经验，才能
达到良好的可比性和使用性。

但是如果在报告中使用 XBRL 数据，并让像 FinDynamics 这样的整合者使用，企业就可以以低成本订
阅并获得同行的高价值数据。

正确使用 XBRL 会带来很多好处，能保证一份报告在各个时期的一致性，这对可靠性分析十分重要。
以前的分析师需要通过非结构的 HTML 报告中收集相关信息，才能了解三份主要的财务声明以外的更
有意义的披露信息，耗费大量的而时间和精力，从而导致从 HTML 报告中找出披露数据并将其正常化
的少数传统数据整合者收费较高。那些数据在以前都是人工收集，且有大量错误，而借助 XBRL，内
容会更可靠和且更易验证。



  25Copyright © 2016 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分析数据

“我们有许多上市公司使用那些
数据来查看他们自己的存档，然
后也进行对比分析。他们可以针
对自己企业的目标自己建模。”

Campbell Pryde，XBRL US
首席执行官

CP 

我们正积极争取让上市公司获得这些数据访问权，通过
一个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人们可将数据转变为电子
表格。有许多上市公司使用那些数据查看自己的存档，
再进行对比分析，针对自己企业的目标自己建模 ,。

PG

以前，有一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去参加一个由顾问做报
告的会议，他们的整体模式如下： “必须通过企业标杆
管理，以弄清楚相比同行，自身的优势在哪，但完成这
个任务，我们每年收取 50 万美金。”

这位首席财务官开完会回去对员工说：“他们想每年收取
50 万美元，但我知道我们也能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我
们了解市场，能做得更好。去找些有帮助的工具来。”这
位员工找到了我们，我们告诉他，利用 XBRL 就能给他
数据，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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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intage 的 fleXBRL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检查和编辑。“这是首席财务官们面对季度
XBRL 存档流程时的心声。各阶段分界点和供应商设定的最终
期限不易更改，如果想在最后一秒做出更改，将付出更大的
代价。fleXBRL 程序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与工作流程相适应的灵活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完成 : Vintage 和客户的员工财务团队之间共同参与 XBRL 加
标签的过程。负责 XBRL 的会计人员完成分类加标签过程，
而客户拥有在存档最后期限前，任何时间实时利用网络端口
/ 微软办公软件负责检查、直接编辑和提交 XBRL 和相关的
HTML EDGAR 文档。

指令：对于拥有全职 XBRL 专员的企业，100% 允许自助的网
络端口 / 微软办公软件解决方案，可以在存档最终期限前任
何时间，向 SEC 提交 XBRL 和相关的 HTML、EDGAR 文档。

核心：基于 Excel 的 XBRL 标签和存档的传统解决方案，所有
的标签、时间表管理和最终的存档均由 Vintage 的 XBRL 专
员完成，按照存档工作流程时间表完成工作至关重要。

XBRL 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更灵活的平台升
级。当前的 XBRL 标签可以直接带入新程序中。

XBRL 不 再 是 只 从 属 于
SEC，它是高速、准确以及
工作适应性的体现。

对于客户来说，它提供了高
智能的价值。

Liam Power，

Cision 旗下美通社子公司
Vintage 总裁



关于 Vintage

美通社旗下子公司 Vintage 是全球三大全方位监管合规和股东信息传播服务提供商
之一，业务横跨资本市场、企业服务和机构与基金服务业务领域。Vintage 成立于
2002 年，2007 年被美通社收购，现已发展成为业内明智的价值选择。Vintage 灵
活地平衡人员、设施和技术，确保监管合规和股东信息传播流程高效、透明、轻松。
该公司服务包括 IPO 注册、交易、虚拟资料室、EDGAR & XBRL 存档、排版、金
融印刷和投资者关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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