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措辞代表我的心
现在的篮球比分是：110∶102、125∶113、131∶127，加时赛比分为 95∶94。孩子，
刚才真是险胜哪 ! 哦，这里插播一个分数：匹兹堡，37 分。
——乔治·卡琳，体育实况广播员

当你全神贯注于数字时，就很容易忘记文字也是报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假如你收到一份 4 页的报告，里面全部是数字而没有任何文字，你
会从这份报告中获得什么结论？你怎么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这份报告对
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就像书本需要书名以及章节标题，你的报告也是如此。总
标题、行标题、列标题，以及批注都是在告诉读者你所呈现的数字的含义，并
帮助他们理解你报告的结论。
当然，单独的文字并不能保证你的报告清晰易读。你需要在报告中加入恰
当的措辞。当涉及量化表述的时候，你的措辞必须尽可能准确和精确。措辞的
精确度完全由你决定。你可以选择用自己喜欢的文字表达精确程度，就像你可
以自行决定保留多少位有效数字。但是，正如你面对数字时所做的选择，你通
常要在文字的准确性和报告的简洁易读性之间进行权衡，以便读者可以快速掌
握重要的信息。
此外，排版也会对报告的可读性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行的排列上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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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因为行的顺序不仅会影响阅读的顺序，而且传达了报告内容中的关键
信息。

言为心声，心口合一
文字可以使你的量化表述更清晰，也可能使其更凌乱。你的读者是更明白
还是更困惑，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与你对于某些特定的词句有着相同的理解，
还取决于你的用语是否通俗易懂。在商务领域中，有一些词句有着比较统一的
特定含义，也有一些词句虽然具有特殊含义，但仅适用于特定的组织、专业或
者行业之中。
下面例子中展示的是一些你经常在数据报告中遇到的术语。请注意此处
我以黑体格式显示具有清晰的、明确的以及普遍通用含义的术语，以斜体格式
显示其含义高度依赖于语境的术语，以纯文本形式显示大家对其含义有共识的
术语。
线上项目
术

语

含

收入

按一般会计准则计量的当期总营业额

收取款项

从顾客处收取的现金款项

订货量

合同约定的商品数量

销售量

表示业务量的概念

义

材料费用
术

语

含

义

费用

按一般会计准则计量的用于购买材料的当期费用

支出

现金支出

成本

表示最终将要被花费掉的总金额

线下项目
术

语

毛利润

含

义

收入 - 成本（如生产单位产品所产生的成本）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 - 营业费用（如公司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

税前利润

营业利润 +（-）营业外利润（如由非主营业务造成的损益，包括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资产处置造成的损益、非经常性项目等）

净利润

税前利润 - 所得税

收益

同净收入，但通常仅用于“每股收益”

贡献

表示：收入 - 特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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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术

语

含

义

利润表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所有收入与支出情况，其表中最下面
一项为净利润（营业利润或无主营业务外损益下的税前利润）。利润表主要
按一般会计准则编制。尽管常见的公司年报的格式与此有些许不同，但利润
表与公司年报的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是一致的

盈亏报表

此表用于反映特定分类名目下所记收入与支出状况。企业管理者可依据此
表了解特定收入与支出对企业总利润的贡献。例如，一销售企业的损益所记
载的收入项包括公司所有收入来源，而所记载支出则仅含生产成本及销售产
品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

约定与预测
术

语

含

义

企业关于未来 1 年或多年的运营计划

计划
预算

指某一时段内（一般为 1 年）针对公司以及各部门制订的，针对每一个项
目所预设的资金使用量计划

配额

针对个人或小组设定的预算上限。配额含义与“预算”类似，其区别仅在
于配额多用于个人，而且是一种表明报酬的艺术说法

展望

报告作者所预测的未来结果

容易混淆的术语
术

语

%

含

义

一个数（分子）相对于另一个数（分母）的大小

% 变动
（增长，差异）

相同计量单位下，两数值之间的大小差异（例如：今年利润相对于去年同
期利润；本公司生产率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生产率）

百分点

两个百分数之间的差异 1

利润 2

一个表示利润情况的符号

利润率

一个表示利润情况的符号，以收入的百分比计算

 收入与收取款项、订货量、销售量的对比。 收入是严格按照一般会计准
则的规章制度计算出来的结果。上市公司必须向它们的股东披露一般会
计准则收入。收入、订货量以及销售量对于公司的未来经营情况是重要
的（并且通常将其作为销售和高管薪酬的基础，因为某些时候以一般会计
准则确认的收入既复杂又看似模棱两可），但是千万不能混用这些术语。
 费用与支出的对比。 费用产生于资产用于其经济目的，而支出发生于款
项支付的时候。例如，如果员工 X 能完成 2008 年全年的计划任务，那么
他就能赚取 30,000 美元的目标奖金。实际奖金的计算和支付将于年度结
束之日的 60 天内一次性完成。如果恰好完成全年计划任务，那么自 2008
年 1 ～ 12 月公司对于此奖金的费用 3 为每月 2,500 美元，但是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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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09 年 2 月公司支付 30,000 美元奖金时才发生。
 预算与展望的对比。 预算是管理者对于达到某一收入水平的承诺，同时
也是管理者在达到那个收入目标时可用的费用池。在很多时候，预算也
是管理者薪酬激励制度的基础。展望是对未来结果的预测。除非有正式
协议，现实是变化无常的，而预算则不会改变。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商定
的预算结果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的前景展望。
有一些关于措辞的“微小”区别的例子，但我觉得那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消
耗时间。类似对上文中的易混淆词引发的讨论让我想起了两个遮挡着自己头部
正在对战的拳击运动员——每一位战将都有绝佳的挥拳技巧与精准度，但却完
全不知道对手所处的位置。
经济抽象词
术

语

价格
挂牌价
成本
价值

含

义

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所需支付的金额
4

商品或服务供给商列示其商品或服务价格的金额
购买者用于支付商品或服务的金额
交易双方所认可的某一商品或服务的公允价值

即使上面的每一个定义都来自于字典，但由于它们的定义仍然非常主观，
完全依赖于使用者，因此此处我还是用斜体表示。明白这一点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帮助你在量化表述时避免歧义。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支持性的证据，只要翻
开一本字典就会发现价格的其中一个含义即为“成本”，而成本的其中一个含义
是“价格”。（如果连字典都混乱了，谁还能保持清醒呢？）
比起在商务领域，上述术语引发的混乱更多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例如，
我从一位最近刚从法国度假回来的朋友那里听说了他去医院的经历：“我的腿受
伤了，救护车接我去医院，然后我在急诊室里待了两个小时，医生给我的腿打
上钉子，还安上护套。你能猜到吗？全部费用只花了 250 美元。为什么在美国
的花费要贵得多？”现在，虽然我不了解法国的整形外科医生是怎么挣钱的，但
我猜测救护车、急诊室、外科手术、钉子和护套的全部费用应该不止 250 美元。
如果他用“只花了我 250 美元”的表述就准确多了。但无论如何，他最后那个
问题说明他没有分清这项服务的总成本和谁将为之买单之间的区别。请记住，
你看到的价格也许就是对方的成本。
如果你觉得我对于正确措辞的重要性过于夸大，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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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一分钟的时间对于你的价值是什么？
 使用清晰的措辞或仅是正确的措辞，要花费你多少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对于你的每一位读者的价值是什么？
 在第一次看你的报告的时候，你的读者平均愿意花多少时间阅读报告？
 你的读者要花多少额外时间来解决措辞含糊不清的问题？
 对于那些无法理清你报告头绪的读者，你需要花多少额外的时间向他们
做出解释？
 你愿意进行多少次这样的解释？
回答了这些问题，就很容易明确以下内容：（1）你花在正确使用措辞上的
时间价值；（2）由于措辞不正确而导致你浪费的时间的价值；（3）由于措辞不
正确而导致你的读者浪费的时间的价值。也许你已经察觉到我们又将会有新的
“致命疏忽”，你猜对了。你的时间，以及你读者的时间都太宝贵，千万不要触
犯这个致命疏忽。
致命疏忽 #4
使用不清晰、不准确或者（最糟糕的是）错误的行以及列标题。
使用错误用词和使用错误数据的危害性是一样的，好在这种疏忽是比较容
易避免的。

精确性、简洁性何以兼得
说到措辞，你希望读者可以扫一眼标题就知道报告的结构，然后将注意力
集中到数字上。精确性确实重要，但是这需要增加标题的长度才能达到一定水
平的精确度，也许会变成强迫读者停下来理解这些语句，并最终给你自己以及
你的读者造成不便。在你为了放下更长的表头标题而增加列宽或行高时，这种
情况尤为突出。这也就引出了致命疏忽 #2，过分地解释会增加报告的理解难度。
最简单有效地避免致命疏忽 #2，同时又保持措辞清晰度的方法便是长话短
说，捷径就是巧妙使用单词首字母或者单词缩写。然而，像所有捷径一样，使
用缩写是一把双刃剑。它们最有效的地方在于使让你完全保留了措辞的精确度，
同时不用在易读性上做出妥协，因此读者依然可以快速找到和理解那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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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缩写运用不当的话，就不仅没有为量化表述加分，还有可能惹恼或
冒犯你的读者。
下面是一些在商务量化表述中广泛使用的缩写案例：
首字母缩写词

全称

含义

GAAP

一般会计准则

美国上市公司进行财务信息披露时所应遵循的会计准则

COGS

主营业务成本

生产和销售与主营业务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所必须投入
的直接成本

EPS

每股收益

净利润 / 发行股份数加权平均值（均按一般会计准则）

EBITDA

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反映公司在运营中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5

MBO

目标管理

指一种使职员明确预期目标的管理方式。现多用于指
代基于项目管理方法的员工激励机制
列标题以及其他

利润表（行标题）
缩写词

全称

Revs.

收入

Svcs.

服务

Mfrg.
Mktg.

缩写词

全称

Yr.

年度

FY.

会计年度

Mo.

月度

制造

Qtr.

季度

市场营销

Tot.

总额

Engrg.

工程

Avg.

平均额

Admin.

行政

Bud.

预算额

Oprg. or Op.

营业

Inc.

收入

Var.

差值

Chg. or △

变动额

HC or H/C

总人数

正如你所见，以上大多数缩写都是直观且清晰的，只要置于恰当的语境中，
它们就和缩写所指代的完整单词一样容易被理解。如果你打算使用缩写这个技
巧，我有如下建议：
 使用统一的缩写以避免引起混淆。
 在缩写结尾处添上一个点来告诉读者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写。事虽小，
不为不成。
当决定是否使用缩写的行表头标题或列表头标题时，请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这个缩写是否经被广泛使用？你的读者熟悉了解它们吗？
 这 个 缩 写 是 否 容 易 和 别 的 缩 写 混 淆？ 如 果 是 这 样， 是 否 有 别 的 缩 写
可选？
 你报告的受众范围中是否只有少数内行熟悉这些专业术语，或者受众范
围比你预计的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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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以上这些问题有所迟疑，而你又因为外观原因想继续使用缩写的
话，可以考虑为你的专业术语加上一把“解码钥匙”，就像报告 3-1 中的备注
一样。
关于缩写，最后要讨论这一点带有一些主观性。专业术语缩写肯定会将你
打造成一位知识渊博的业内人士，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同样可能疏远你的
读者。这种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恰好只有你一个人不是神经外科医
生。你也许是真心想融入大家的谈笑风生中，但当某一位医生讲的奇闻轶事是
关于延髓和海绵状血管瘤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起来了。 6 因此，在比
你年长或职位高的读者面前，如董事会的领导，请务必小心使用缩写。因为这
些人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熟悉你的组织，因此可能并不了解些专业术语的缩写，
并且让他们感觉自己很外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显得
高人一定，请在你的同事面前显摆吧。
）
在走捷径的途中，有时候不得不两权相害取其轻。但是如果你既不想犯
“致命疏忽 #2”（根据表头标题长度调整行高列宽），也不想犯“致命疏忽 #4”
（使用了不清晰、不准确或不正确的表头标题），那么你就需要转而使用备注。
图 3-1 和图 2-4 展示的是同一份报告，但是图 3-1 运用了在第 2 章中讨论过的
“批注与艺术设计”技巧。
报告 3-1
VASTCo 公司——2006 年第三季度利润表，实际 VS. 预算
2006 年第三季末
预算 F（U）
( 以 $000 为单位 ) 实际

2006 年年初以来
实际 预算 F（U）

授权费
专业服务

4,284
1,561

4,064 220
1,530
31

12,348 11,792 556 备注：预 算 是 在 2006 年 7 月 董 事
4,498 4,321 177
会会议上通过的修订版预算

总收入

5,845

5,594 251

16,846 16,113

营业成本

760

667

(94)

毛利润

5,084

4,927 157

营销费用
研发费用
管理费用

1,928
1,153
805

1,915
1,167
798

(13)
14
(7)

总营业费用

3,887

3,880

(6)

营业利润

1,198

1,046 151

2,192

14,654 14,214
5,579
3,270
2,363

733

1,899 (293)
440

5,517
3,312
2,313

(61)
42
(50)

11,212 11,142

(70)

3,442

图

营业成本仅包括了第三方授
权费
营 业 费 用 不 包 括 2006 年 4
月剥离部门的费用。

3,072 370

3-1

当你需要大量的解释来帮助读者理解报告的时候，抑或少许文字（或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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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无法解释清楚的时候，这种方法尤其有效。
显然，在哪里放置备注取决于哪里有空位。图 3-1 中的备注置于表的右边
是为了本书的空间利用效率，但通常来说，我建议将备注置于报告的底端，原
因如下：
 置于底端的备注较少干扰读者快速浏览数字（我们的浏览顺序通常是从左
往右，从上至下）。
 在大多数报告设计中，相对于页面的右端，你更有可能在页面的底端找
到适合分配给备注的空间，对于横向的页面模板来说也是如此。
 假如将备注置于页面的右端，你为报告所选的行高就会限制备注的文字
空间，还可能导致备注变得难以辨认。如果你删掉了报告中的任何一行，
需要小心不要由于疏忽而同时误删了你的备注。

待文字如数字
在量化表述中，列的排列顺序必须让读者看起来自然。为此，你也许会选
择那些易于读者理解的措辞或行文顺序。人们会很自然地给数字排序，不仅如
此，他们也会很自然地给用词和概念排序。以下将举例说明：
当要求父母列出他们孩子名字的时候，超过三个孩子的家长几乎总是按照
年龄从大到小依次列出。
 当要求人们列出他们的重要资产时，他们通常会按照资产价值从大到小
列出，即使并没有要求列出资产的价值。
 当要求人们列出美国的全部 50 个州时，大多数人眼前会浮现出一张美国
地图，然后从一角开始将州名逐个列出，一直穿越整个地图到达另一端。
很少有人可以按字母顺序列出全部州名。7
 为了理解标题合理排序的重要性，让我们看以下来自同一份报告的 3 个
版本，它们是一家慈善机构的主要捐助者名单（见图 3-2）。问题是：以
下 3 个版本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展示顺序？
在版本 A 中，捐助者是依照捐助额排序的；而在版本 B 中，捐助者是依照
字母顺序排列的。如果你能找出版本 C 的排序方法背后的逻辑，那说明你确有
某种罕见的特殊天分，因为我采用了随机的方法排序。但是这很可能就是某个
电子表格的真实排序方法，如每次收到新的捐款时，管理人仅新添一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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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展示报告前又不屑于整理它。换句话说，让我们假设版本 C 是按照捐助者
出现的顺序记录的。
报告 3-2，版本 A
主要目标捐助者
捐助者
捐助额
Jones, Jonn
Smith, Marie
Roberts, Robert
Louie's Pizza
Zinker, Aaron
Lawyers-R-Us
Brando, Marlon
Ace Car Wash
Lincoln, Abraham
O'Riley, Zbigniew
Davis, Mavis
Brown, Georgia
Peterson, Fiona
Harmonicas Forever
Ott, Fred & Ginger

100,000
90,000
75,000
75,000
60,000
50,000
40,000
35,000
33,333
25,000
25,000
20,000
18,000
15,000
15,000

报告 3-2，版本 B
主要目标捐助者
捐助者
捐助额
Ace Car Wash
Brando, Marlon
Brown, Georgia
Davis, Mavis
Harmonicas Forever
Jones, Jonn
Lawyers-R-Us
Lincoln, Abraham
Louie's Pizza
O'Riley, Zbigniew
Ott, Fred & Ginger
Peterson, Fiona
Roberts, Robert
Smith, Marie
Zinker, Aaron

a)

b)

图

35,000
40,000
20,000
25,000
15,000
100,000
50,000
33,333
75,000
25,000
15,000
18,000
75,000
90,000
60,000

报告 3-2，版本 C
主要目标捐助者
捐助者
捐助额
Zinker, Aaron
Ace Car Wash
Lincoln, Abraham
Lawyers-R-Us
Jones, Jonn
Peterson, Fiona
Roberts, Robert
Smith, Marie
Ott, Fred & Ginger
Brown, Georgia
Brando, Marlon
Louie's Pizza
Davis, Mavis
O'Riley, Zbigniew
Harmonicas Forever

60,000
35,000
33,333
50,000
100,000
18,000
75,000
90,000
15,000
20,000
40,000
75,000
25,000
25,000
15,000

c)

3-2

到目前为止，图 3-2 中的哪个版本是正确的呢？回答这个问题要看这份报
告的用途：
 版本 A 将会是最佳选择，如果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识别最大的捐助者，
或者确定下一轮筹款的最佳目标。
 版本 B 将会是最佳选择，如果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份重要捐助者
的完整名单，或是为了决定在下一轮筹款中谁应该联系哪位捐助者。
 即使是版本 C 也能成为最佳选择，如果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汇报筹款进度
（但是读者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如捐赠日期已经截止时每日的总捐赠额）。
以上旨在说明每一个版本都反映出一种可以使人理解的（但不一定是智能
的或有逻辑的）展示此信息的基本点，但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展示者进一步
的思考。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找出两种给你的行表头标题排序的方法：按大小排
序（即是按照某一列的数字大小排列行）和按字母排序。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法，
我称为直观排序法，它以某种让你和你的读者都能理解的逻辑排列行。下面是
一些使用了直观排序法的例子（这次我们暂时放一放那些带数字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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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部门

销售区域

音乐类型

工资

销售

东北部

巴洛克

奖金

技术支出

东南部

古典

福利

专业服务

中西部

浪漫

旅行及住宿

营销

落基山

现代

办公费用

工程

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

会计和法律

金融

贸易展览

行政

其他

上面每一组例子都有其内在逻辑。在费用列表的顶部是和职工人数联系最
紧密的费用项目类别，而列表的底部是和职工人数联系最不紧密的费用项目类
别（请参考第 11 章中关于为管理盈亏选择和排列行项目类别的讨论）。部门列表
是按照和客户的接近度和互动程度的降序排列的。销售区域列表是按照美国地
图上从左往右的地理位置排序的，音乐类型列表则是按照音乐发展的时间顺序
排序的。
以上的直观排序看上去有一些随意，但即便如此，一旦读者理解了你的逻
辑，他们就能轻松找到感兴趣的行数据而不用把整张列表都看一遍。你要注意
避免的是强制读者为了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数据而打破他们自身的阅读习惯，特
别当你的报告包含大量行数据的时候。再一次地，你依然拥有选择。下面是每
种排序方法的部分利弊：
排序方法

利

端

• 容易找到最大值所在的行

弊

端

大小顺序

• 每份报告的排序都不同
• 当你预先不知道某一特定行的数据大概有
多大时，找到那一行是相当困难的
• 选择哪一列进行排序有时显得很随意

字母顺序

• 每份报告的排序是相同的（只要行表头 • 当你事先不知道行表头标题的时候，难以
标题保持不变）
找到那些重要的数字
• 在很长的表单中也容易找到特定名字
• 相邻行与行之间没有逻辑关系 8

直观排序

• 每份报告的排序是相同的
• 排序逻辑不仅要对你有意义，还必须让读
• 相邻行与行是存在逻辑关系的，从而 者明白
容易找到特定行以及使报告的整体结 • 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排序
构显得“自然”

如果你打算以大小排序和字母排序的方法呈现数据，你只需做此决定然后
把剩下的工作交由电子表格软件来完成。使用直观排序方法也许需要你在设计
报告时进行额外的自主判断，但是这种方法在以下情景中非常有效：（1）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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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间不存在特定数学的关系；（2）你想让每份报告都有相同的排序。

请记得写上标题
标题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读者通
常先看页眉，以便：（1）判断这是否为需要阅读的内容；（2）让大脑为他们即
将阅读的内容做好准备。标题并不是用来敷衍的任务，而是要像给孩子取名字
一样认真负责地对待。
每一位认真的家长都在给孩子取名上煞费苦心，他们总思考这样的问题：
这个名字是否太奇怪？是否太活泼？是否与家族传统一致？是否蕴涵了我们对
孩子的期望？即使你的标题仅仅平铺直叙了报告的内容，一个无趣的标题总比
没有标题好。这就好比，你会从书架上挑一本书脊上没有标题的书吗？这就引
出了下一个致命疏忽：
致命疏忽 #5
打印没有标题或者缺少时间标签（日期和时间）的电子表格。
你可以自行决定标题的格式。为了节省空间，在本书中我并没有遵循此规
则，但我个人比较喜欢下面这种标题格式：
雾件与软件科技公司
2006 年公司利润报表
为了方便阅读，标题全部采用加粗字体和加大号的字体，而全部采用大写
字母是为了使报告内容摘要更引人注目（公司名字无须全部使用大写，因为它们
反复出现在每篇报告中）。我强烈建议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这样你就会坚持
用它。

本章重点回顾
《让你的数字会说话》当然是一本关于展示数字的书，而并非是一本谈写作的
书。即便如此，清晰、精确、得体的措辞对于高质量量化表述而言也是必不可少
的。这一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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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的用词以及恰当的表达 , 能帮助读者快速了解报告的整体内容 , 然后将
注意力集中在数字上。

■

在精确性和简洁性之间权衡利弊。

■

注意报告行列标题（特别是行）排序的逻辑性，逻辑应符合读者的一般概念
习惯。

■

请记得给报告加上标题。
在量化表述中恰当的措辞并不会耗费你太多时间，但其产生的价值却是巨大

的。量化表述中过于创造性（或者粗心）的用词会变成明显的瑕疵。这个错误就好
比照搬原文，然后替换同义词库中的单词还满心期待能创造出一篇佳作。除非你能
在任何语境中正确使用所有的同义词，否则你将更有可能误导读者，而不是在告之
他们有用的信息或者取悦他们。
量化表述中文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舞会上男女舞伴之间的关系。女士
们竭尽全力地打扮漂亮，选择那些能充分凸显她们优势并能吸引目光的礼服。男士
们则着正装就好，外加一些小配件，但并不至于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男士们经常
被用来和企鹅作比较）。
虽然男女舞者在舞会上的光鲜程度是一样的，但我们只会猜女士在打扮上要
比男士多花多少时间。最终，虽然舞会上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来自于男女舞者共同的
表演，但是事后我们通常只记得女士的长相。我们很少会谈到：“兄弟，弗雷德穿
上那套晚礼服帅呆了！”
量化表述也是如此。数字是你报告的核心亮点，它们之间的差异是读者最感
兴趣的部分。文字只不过是陪衬，但它们必须要干脆、精确以及简明扼要。虽然你
在收集、整理、展示数字上所花的时间远超花在修饰文字上的时间，但是精确地展
示文字和数字对于高品质量化表述来说是同等必要的。和舞会上的舞伴道理一样，
虽然读者同时需要数字和文字才能理解一篇报告的基本信息，但事后他们会记住的
是那些数字。

注释
1．例如，如果营业毛利率从 8% 增至 12%，你也可以说营业毛利率增加了 4 个百分点，
而从 8% ～ 12% 以百分数来表示的话则实际增长了 50%。报纸上的文章就经常因为
混淆这两个概念而饱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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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留意“利润”和“利润率”均是衡量报表中线下项目的结果，但“利润”是以总金
额的方式进行衡量，而“利润率”则是以百分比的方式衡量，但这种衡量都是相对于
总收入而言的。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的总收入为 200 美元，总营业费用为 146 美元，
那么营业利润为 54 美元（200-146），营业利润率为 27%（营业利润 54 美元 / 总收入
200 美元）。这并不是硬性规定，但坚持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帮助避免引发混淆。请参
考第 10 章中关于使用百分比数字作为关键指标的更多细节。
3．事实上，只有在会计学中“费用”才被当做动词，表示一个数量的金额被当成费用。
在以上例子中，更准确的表达为：“我们每月花费了 2,500 美元作为员工 X 的奖金。”
4．是的，我知道“成本”这个词也出现在另外一张表中。有些词就是有多重含义。
5．我会尽量克制不要把太多空间分配给对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指标发表的评论上，但
是我还是忍不住要简单地提醒两句。会计学中的折旧、摊销、利息支出，以及净所得
税的处理方法都是十分复杂的，需要专业技能，但这每一毫厘的费用就和产生现金支
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通俗说法为“我们公司挣的钱”。
如果你不用计算一堆费用，我们可以就此打住。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是一个神秘
的、让人一知半解的指标，让某些人不禁对财务报表心生疑虑，也连带怀疑使用这个
指标的人。
6．如果不巧，你恰好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么请置换成以下场景：在一个鸡尾酒晚会
上，除了你以外，在场的每个人都是历经生死、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冲浪高手。如果不
巧你即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又是一位历经生死、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冲浪高手，那么
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请到一边凉快儿去吧。
7．那些可以按字母顺序写出全部 50 个州名的人将可以赢得很多免费饮料！
8．除非有特别明确的意义，否则请避免使用字母排序。即便电子表格软件很容易实现
字母排序，但由于行与行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因此读者难以找到有用的信息——
那些最重要的数字根本就不在突出的位置上。如果你是一家小企业或刚成立公司的会
计，请记住下面的内容：我和许多高管和投资者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尤其讨厌这
种排序方法，并将此归咎于展示者的懒惰。
9．我强力推荐由史蒂芬·都伯纳和史蒂芬·列维特撰写的《魔鬼经济学》
，这是一本智慧而
又妙趣横生的讲述由给孩子取名而引发的经济效应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