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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职能的技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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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旨在探讨，面对正在空前影响企业
的数字化变革，技术进步带给未来首席财
务官（CFO）的工作机遇和挑战。报告围
绕不断改变财务职能的各项技术，分享了
全球各地知名高管的真知灼见；并且进一
步剖析财务部门该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化的
爆发式增长，帮助企业实现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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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清晨苏醒到夜晚入眠，技术每时每刻都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数字技术彻底革新了职场，并重新激发了
各方就企业如何成功展开讨论。技术在联
系客户、开辟全新入市渠道等方面创造了
新的机遇。企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迅速
适应这一变化，方能收获丰硕成果。
那么，这对财务团队来说意味着什么？首
席财务官是否同样需要与时俱进？或者我
们可以更明确地提出如下问题：面对令人

眼花缭乱的技术可能性，财务主管们应如
何有效驾驭这些技术格局？如何投资其数
字化发展计划？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带来
的一系列重大机遇？

作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六大关键技术。总
而言之，本文提出并揭示了在崭新的数字
化世界中，首席财务官何以推动企业蓬勃
发展，而非挣扎求存这一问题。

本报告聚焦新兴数字技术带给未来首席财
务官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了财务等领域中
知名高管们的真知灼见。报告的主要目的
在于探讨并说明，未来可能对财务部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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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性竞赛：
数字革命带来的
财务机遇

1.1 数字化正在改变企业

1.2 把握机遇

如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留下数字
足迹，并记录在人类创造的海量数据池
中。人类的社会生活不但实现了电子化，
而且由此获益良多。而与此同时，企业则
在积极讨论工厂车间和呼叫中心的自动
化，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机器人和智
能工具来替代员工。数字化在为我们创造
机遇的同时，也动摇着传统工作方式的根
基。

企业领导者需要积极评估这些趋势，进而
快速响应、主动创新。他们必须知晓如何
从企业绩效管理流程所记录的数据中提取
可行洞见，从而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企
业的表现是否符合战略目标？怎样利用有效
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ACCA/
普华永道/ Reactive Technologies联合发布的
报告《数字化的兴起》针对该议题进行了探
讨，2017年1）企业如果不采取控制措施，就
很可能失去优势地位，导致颠覆者趁机而
入，抢夺市场份额。在当今商业环境中，企

业不仅需要借助数据来创造和提供现有客户
所需的全方位服务，还必须不断扩大客户
群。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技术变革都会对其产
生影响。在这场围绕未来相关性的企业竞
赛中，洞悉机遇至关重要。转型的洪流正
日渐汹涌，迅速顺应潮流将是企业成败的
关键所在。

1 J. Lyon，《数字化的兴起》[在线文章，《专业洞察》系列]，ACCA，2017年5月23日，http://www.accaglobal.com/sg/en/professional-insights/technology/the-ascent-of-digital.html，2017年11月
2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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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革命带来的财务机遇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技术变革都会对其
产生影响。在这场围绕未来相关性的企
业竞赛中，洞悉机遇至关重要。转型的
洪流正日渐汹涌，迅速顺应潮流将是企
业成败的关键所在。

1.3 首席财务官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这场有关企业相关性竞赛中，数字技术
给财务部门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机遇。但若
想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相关性，
企业则需要积极地去拥抱技术。
高瞻远瞩的首席财务官能够准确把握住这
一现实，看到对企业核心事务带来影响的
机遇。他们认识到，自身需要：
•	
了解如何利用现有信息来提供实时的战
略洞察；
•	
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进行前瞻性思考，
而非事后分析总结；
•	
确保有效且高效流程的落实，以满足整
体业务发展对财务部门的要求；

•	
以更加敏捷的方式捕捉、衡量、报告和
预测未来绩效，从而为更优、更快速的
决策提供支持
首席财务官如果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机遇，
就将会被排除在战略决策过程之外，甚至
在领导层中被逐步边缘化。
但这绝非意味着财务部门必须遵循一种固
定模式。事实上，适用于所有财务团队的
统一模式并不存在，财务团队需要认清自
身前进的方向，一旦其偏离了正确方向，
与业务的相关性势必日渐减弱，从而引发
被忽视的风险。

待使用这些信息的相关各方大为不满，尤
其是当下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已替代了大量员工劳动，这一状况更使人
难以接受。
南德意志集团（TÜV SÜD）新加坡办事处
全球产品服务部门首席财务官霍尔格·林德
纳（Holger Lindner）解释道：“仅提高效
率还远远不够。财务部门必须帮助企业以
数据准确为基础进行决策制定。我们需要
扮演更强有力的业务促进角色，使企业更
加快速、果断地运营。而许多目前占用我

在当下迅速变化的商业世界里，财务部门
若迟迟无法汇报历史信息，则势必会令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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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必须确保充分治理包括
了内部和外部数据源在内的各种数
据来源，从而为基于“只有一个”
的事实真相提供洞见。

们大量时间的任务，未来都交给人工智能
和自动化技术完成。”
1.4 技术能否助财务部门一臂之力？
技术的确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作用。首
席财务官和财务领导者需要了解技术如何
帮助他们转变财务职能，除了完成现有管
理和报告职能外，仍需要为企业相关各方
提供敏锐、及时的决策洞见。
但需要强调的是，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技术始终是一种辅助工具。其作
用在于帮助我们改进和简化流程、提高效
率和数据质量、及时提供更精准的洞见，
并且兼顾过去与未来。
技术能够提供数据，但要想有效利用数
据，永远都需要人作出判断和解读，并将
数据转化为相关信息。如果不能善用技术
之力, 就会导致企业陷入被动地位，而财务
职能则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没有某一种技
术能够单独改变一家企业，而需要将相关
技术结合在一起，满足各项业务的独特要
求。

8

企业往往根据需求分阶段投资，但一份包
含全面而灵活的未来愿景且方向坚定的路
线图不可或缺。虽然我们可以厘清今天的
技术格局，但其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我们
很难准确预测未来动向。
正如爱尔兰水泥生产商CRH公司的财务副
总裁詹姆斯·努南（J ames N o o n a n ）所
说：“能够积极拥抱新兴技术的企业，将处
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赢得竞争优势，从而把
握更多收购与整合的机会，成为更具实力
的市场参与者。”
1.5 从何处入手？
所有商业转型的成功核心都在于，与企业
整体战略、以及健全商业理由的开发保持
一致。诚如本报告所述，通过了解业务发
展对财务职能所提出的要求，大力开展针
对企业自动化投资，使财务部门不断具备
新的能力，从而在继续做好记录和报告工
作的同时，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毕马威（KPMG）英国公司负责技术风险
的前合伙人格里·潘福德（Gerry Penfold）

指出：“固守既有成功模式、忽视周围发生
的变化，正是首席财务官面临的最大风险
之一。”
为实现财务部门的转型目标，首席财务官
需要理解新兴技术及其带来的机遇。首席
财务官必须确保充分治理包括了内部和外
部数据源在内的各种数据来源，从而基
于“只有一个”的事实真相提供洞见。
在实现财务技术战略的过程中，管理者们
应谨记，信息技术（IT）团队始终是财务
部门的重要伙伴。如同成为业务伙伴从而
强化了财务部门与数据使用者之间的关
系，财务部门和IT部门之间也存在着这样
的联系。本报告采访的高管们普遍表示，
两部门间正在发展这一越来越富有成效的
关系，财务部门虽然可以自行部署机器人
流程自动化等技术，但要想令实际成效更
加显著，仍需要与IT团队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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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财务技术战略的过程中，管
理者们应谨记，信息技术（IT）团
队始终是财务部门的重要伙伴。

1.6 明确首席财务官需要具备的知识
本报告考察的六大技术尽管发展程度各不
相同，但都能够为财务部门提供有力帮
助。这些技术分别是：
• 云计算、数据分析法和机器人流程自动
化技术：增强财务流程；
• 社交技术：支持内外部信息沟通；
• 网络技术：保护信息资产；
• 人工智能技术：在预见未来的同时，提
升现有技术的能力。
本报告提炼自50逾位财务和行业专家的丰
富经验，据此评估趋势、剖析技术。每位
受访者均具备上述一个或多个技术领域的
丰富经验，包括使用这些技术或为他人提
供建议。
ACCA广泛汲取这些专家的经验之谈，通
过本报告就发展路线图提供了诸多洞见，
为财务团队指明需要采取的步骤。报告对
这些技术作了逐一探讨，并且针对其与业
务的相关性分别加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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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财务部门的
六大要务

采用新技术无疑需要承担一定的风
险，但首席财务官别无选择，唯有
推动数字化转型，方能确保与企业
发展同步向前。
SAP公司东南亚区首席财务官托马斯·热培
乐（Thomas Zipperle）指出：“我们必须冒
险改变那些当前发挥着作用、但未来五到
十年很可能不再有用的流程——即便届时
这些流程仍可正常运作，也会令财务部门
无法适应新的现实环境，进而丧失竞争力
与相关性。”
Business Integration Partners公司合伙人
拉蒙·帕克（Ramon Poch）指出：“我认为
（采用技术）只是财务部门的问题，但同
时我也相信，财务职能本身最终也将成为
一种商品。大部分财务职能都会被自动化
流程所取代。因此，财务专业人士越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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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这一变革，就越能适应企业未来新的运
营方式。”
首席财务官需要制定路线图，据此识别
短期效益和长期收益。他们必须认识
到，对于这些新技术，采用快速试错、
持续推进的方式，其效果将远好于裹足
不前、放弃尝试。
员工、流程、技术和数据是贯穿所有活动
的核心要素。在支持创新和创造力的企业
文化中逐一满足对这些要素的需求，是驾
驭新兴技术的关键。
本次研究中，受访的广大ACCA会员均强
烈建议，首席财务官应制定一套条理清
晰、逻辑明确的技术应用方案，这些方案
可以归纳为六大成功必备事项。

•	
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了解企业更广泛
的目标，以及财务部门如何运用技术为
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创建商业理由：明确使用特定工具和解
决方案的商业理由；
•	
提升数据价值：探讨首席财务官如何在
财务及其他领域更好地利用数据和分析
工具；
•	
驾驭技术变革的组织影响：明确指出成
功嵌入新技术所需进行的企业变革；
•	
聚焦人才与技能：为企业配备开发技术
所需的人才和技能；
•	
评估技术对治理及风险管理的影响：确
保投资决策的严谨性，并对新技术带来
的风险进行妥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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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战略
保持一致

创建商业理由

驾驭技术变革的组
织影响

2.1 与企业战略保持一致
财务部门为何需要制定技术战略？
从工厂车间使用机器人，到通过分析客户数
据创造新增收入，技术进步正影响着企业的
大多数部门。技术驱动型企业需要了解其业
务驱动因素，并且有能力对市场变化做出快
速反应。（ACCA/普华永道/Reactive
Technologies联合发布的报告《实现盈利性
增长：财务职能的角色》针对该议题的影响
进行了探讨，2017年。）2
实践中，与其他职能部门相比，财务部门
往往不会迅速投资于新兴技术，从而形成
了所谓“技术短板”。因此，财务部门或
许无法提供技术需求相关洞见，亦无法照
其行事。
虽然保持谨慎非常重要，但首席财务官显
然有机会采用新工具，为优先事项和宏伟
抱负提供支持。但是对部分管理者来说，
这或许意味着目前和未来都需要弥合巨大
的鸿沟。

提升数据价值

聚焦人才与技能

评估技术对治理及
风险管理的影响

绘制未来蓝图
技术能够使战略与具体实施保持一致，但
首席财务官首先需要制定愿景，即财务部
门如何在更广泛的业务战略背景下创造新
的价值。这一愿景构成了财务部门投资新
技术的基础，并帮助财务部门排好所需工
作的优先次序，由此实现其理想的未来蓝
图。
该过程必然要求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联系
起来，更加协同地开展工作，而这一举措
能够得到云计算的支持。此外，与企业其
他部门建立联系，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期待
财务部门提供怎样的数据和分析至关重
要。
通过使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保持一致，首
席财务官可利用技术提供信息，并积极塑
造企业的战略方向。例如，首席财务官可
利用分析技术，将财务数据与其他数据集
结合起来，以此更清楚地理解市场趋势，
并占据发挥更多战略作用的有利位置。

渣打银行坦桑尼亚首席执行官桑乔伊·拉格
哈尼（Sanjay Rughani）表示：

“分析技术有助于企业分析宏观数据、
人类行为和自身表现，并综合所有信息
做出更好的决策。此外，它还能帮助企
业对经营目标和解决方案进行前瞻性、
战略性的思考。”
制定财务部门的技术路线图
为了把握各种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财务
部门需要量身定制其技术路线图。该路线
图应当：
•	
与企业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	
促进开发和实施必要的工具，以支持企
业实现整体经营目标。
路线图势必需要具有前瞻性，同时充分认
识到技术的采用往往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

2 里昂（J. Lyon），《实现盈利性增长：财务职能的角色》[网站文章] ACCA/普华永道/ Reactive Technologies，2017年，<https://www.pwc.co.uk/services/consulting/finance/deliveringplatformprof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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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的发展，会出现很多软件需要升级
换代的关键节点。此时，首席财务官应当认
识到其对企业数据需求的影响，进而对绩效
报告流程所产生的影响。

程，包括很多成熟度各不相同的组成部
分，比如，分析技术比人工智能的发展更
为成熟等。但与此同时，路线图应当切合
实际并保持相关性，支持财务部门助力实
现企业目标。
路线图应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 确定用于满足业务需求的各项技术；
• 明确关键系统及其目标；
• 定义技术必须应对的主要领域，包括市
场评估、共性技术、组件开发和系统开
发；
• 明确技术驱动因素和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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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替代技术及其发展时间表；
• 评估可以利用的备选方案。
创建这种路线图往往可以获益于一个或多
个外部当事方的意见。这些当事方不仅拥
有相关知识和洞察力，还能对拟议方案的
有效性提出意见并进行核实。
因此，随着企业的发展，了解各种技术
的“引爆点”至关重要。例如，目前市场
上有很多基于云的会计套装软件。随着企
业的发展，会出现很多软件需要升级换代
的关键节点。此时，首席财务官应当认识
到其对企业数据需求的影响，进而对绩效
报告流程所产生的影响。

IMA/ACCA，《首席财务官技术路线图使用指南》；2017年11月20日访问。

ACCA和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在《首席财务官技术路线图使用
指南》（C F O’s G u i d e t o Te c h n o l o gy
Roadmapping ）报告中，探讨了技术路线
图的应用范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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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云技术
云计算(名词)
–利用托管在互联网上的远程服务
器网络来存储、管理及处理数据的
做法，而非使用本地服务器或个人
电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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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自身原有的实体基础设施相比，
云计算能以较低的价格为企业提供较高
水平的功能，同时还能降低相关维护成
本。根据其性质，云计算成本可被归类
为运营支出而非资本支出。为此，这些
变化将给财务团队带来一定的挑战。
会计人员可选择使用多种不同形式的云
计算及其相关服务。为此，首席财务官
需要了解各种公共和私有云计算之间的
区别（私有云功能在企业防火墙内提
供），及其从软件、平台，一直到基础
设施的服务范围。每种云计算都拥有各
不相同的优势与风险。
基于这些优势，财务部门可能会发现云
服务在整个企业中的应用正日益增加，
而将自身技术与这些云服务加以结合将
增强相互联系，并为企业进一步扩张奠
定基础。
除了成本优势，云存储还可以提供近乎
无限的存储容量，而企业只需为使用的
空间付费即可。但是，要想充分利用这
一优势，首席财务官员可能会在云计算
应用软件中受到制约，使之不得不调整
企业业务模式和流程来满足相关应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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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要求，而非调整云计算应用软件来
适应自身运作模式。云计算应用软件提
供的是标准化流程，通常无法进行修改
以满足企业独特的要求。
尽管存在这一不足，但云计算的一大好
处在于，它能支持员工在全球各地工
作。换言之，云计算使分散在全球各地
的团队可以实时开展同一项目。
“当我们将客户放在云系统时，几乎可以
肯定的是，下一次见面时他们一定会
问：‘你还能给我看些什么？’人们变
得渴望获取更多数据。”BDODrive英国
公司总裁马克·赛科斯（Mark Sykes）如
是说。
安全性
过去，一些企业会对云系统的安全隐患
提出质疑。但随着人们越来越熟悉这种
不同以往的工作方式，这一情况正在悄
然发生改变。普华永道的延斯·格莱迪
科斯基（Jens Gladikowski）表示：“
私有云和公共云均已经存在了一段时
间，并且拥有大量实现价值的成功范
例。但同时也有许多失败的经验教训。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纷纷将重要数

据存储在云端，因此他们必须了解相关
风险和规定，如《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在构建商业理由和设计合同流程时，评
估所采购的服务及其保密级别，并查看
是否匹配企业和其他当事方对数据安全
性的敏感程度至关重要。由于云服务供
应商通常提供的是标准服务，因此首席
财务官需要弄清这项服务对企业来说是
否合适。从独立参与方获得恰当建议也
至关重要。
此外，云计算解决方案还能提供符合最
佳实践的安全防护，前提是企业需要了
解自身面临的风险，并愿意为实施必要
的控制措施支付额外费用，以便减轻这
些风险。
正如Softcrow公司董事加斯顿·万坎
（Gaston Vankan）评论指出：“企业无
论以何种程度使用云计算，不管是使用
其他机构提供的数据中心或机柜，还是
使用安装在企业以外某一地点的软件，
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司不再需要自已负
责采取措施来应对相关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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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的受访者认为技术可以应用
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2.2 创建商业理由
采用新技术应当成为财务部门的高度优先
事项。技术不仅能提供数据，加快决策速
度并提高流程效率，还能帮助首席财务官
证明财务部门的自身价值。
不过，建立稳健的技术投资模式至关重
要，它需要明确评估技术所带来的优势。
• 有助于流程自动化和提高效率的技术能
够节约哪些成本？
•

数据和分析技术可释放哪些创收机遇？

商业理由需考虑哪些因素？
首席财务官需成为建立商业模式的发起
者，负责确定目标和分配资源，使商业理
由具有说服力。首席财务官的明确职责在
于，负责阐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并指出由
此实现的收益。发起者应对商业理由的效
力全面责任。

商业理由本身需定义以下三大关键组成部
分：
•	
对现有方案进行的战略评估，并说明拟
议的业务改善计划符合企业现有的经营
战略。应当根据企业现有和未来的业务
及运营需求，打造有说服力的商业模
式。
•	
经济评估，详细说明初步方案和相关分
析，并评估每种方案以得出真正可行的
备选方案清单。经济评估部分必须包含
对拟议方案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	
可实现性评估，明确规定项目或计划的
管理责任、治理和风险规划；否则，作
为前期投资评估过程之一的执行层面相
关事项若未被考虑，商业理由就不能算
完成。

Leet Security公司合伙人安东尼奥·拉莫斯
（Antonio Ramos）解释说：“（（项目）从
一开始就应建立清晰的预算或合适的商业

理由。因此，弹性成本、隐性成本、以及
良好而完善的商业理由这三点，对我来说
都至关重要。有时候，云计算显得无所不
能，企业所有服务都通过云计算提供，运
营支出占据着主要部分；但有时，投入一
些资本支出却显得更有助于成功。因此我
们必须仔细斟酌企业商业理由。”
寻求积极因素
确定拟议技术的战略优势非常关键。从企
业层面来看，本研究中，超过一半的受访
者认为，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效率是投资技
术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仅有不到一半的受
访者认为投资技术能够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
对财务部门来说情况则有些不同。70%的
受访者普遍认为技术最重要的战略优势是
能够知晓如何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
时，53%的受访者相信，在财务部门应用
技术可以为业务部门创造新的价值。而三
分之一的受访者则表示，削减成本是投资
技术取得的另一项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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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的受访者认为在财务部门应用
技术可以为业务部门创造新的
价值。

关注隐性成本
当然，商业理由不仅需要把握技术投资
带来的利益，还要了解对成本产生的影
响。对首席财务官来说，投资新技术并
非一项日常工作，需要比以往更加努力
地工作，对成本进行量化分析。

图2.1：技术投资的商业理由
企业层面
提高生产率/效率
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一方面，新技术可以帮助首席财务官重
新思考组织架构的设计，并且有望减少
企业所必须的员工数量。此外与传统方
法相比，应用新技术还可以降低成本。
这种成本节约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
尽管应用新技术的前期成本可能较低，
却有可能产生间接成本。例如，首席财
务官需要在员工培训、额外的网络安全
控制以及稳健的变革流程管理等方面有
所投入。

55%
48%

能够提高市场份额

38%

强化客户关系

33%

能够与竞争对手齐头并进
削减成本

25%
23%

财务部门层面
提高生产率/效率

70%

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

53%

削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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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改善与内/外部客户的沟通

20%

提高标准化水平/质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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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分析技术
分析技术 (名词)
– 即对数据或统计数据进行系统性
的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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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通过三个阶段应用分析技术：
• 首先，从建立商业智能仓库着手，通
过核心会计和运营系统获取数据；
• 随后，引入最新的分析工具，一些工
具通过云端获得，而另一些部署在企业
内，从而提高数据的可视性并利用多个
数据来源；
• 在下一个升级过程中，人工智能将支
持建立丰富的分析技术，并结合机器学
习算法，更加深入地预测未来。
利用多样化数据，分析技术为财务部门
提供了一套商业理由工具，由此明智地
开展新的投资，其主要根据企业的业务
绩效是否符合企业各层面的战略目标进
行深入洞察，从而对包括财务部门自
身、以及覆盖整个企业的技术进行投
资。此外，分析技术还可以在欺诈检测
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可供分析的数据持续呈指数级增
长，特别是物联网为系统提供了来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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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各处的数据，这些工具将变得越来越
重要。未来，商业洞见的发掘日益需要
同时依靠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例如
机器性能数据、客户点‘赞’次数、天
气和交通信息等），并且这一过程往往
会实时完成。

应用该技术的收益
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发现数据中的规
律，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触发因
素，而非被迫在事后仓促应对。它能加
快找到问题解决办法的速度，消除数据
孤岛并使数据自身更加大众化。

这可能给IT人员带来新的变革，传统上，
他们根据源于业务数据库的分类信息统
计制作报告。而现在，他们往往通过基
于云计算的应用软件，利用强大的桌面
分析工具从各种数据来源获得信息。IT部
门无需为该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并且也
不必严格控制软件开发的生命周期。

分析技术仅需很短时间就能提供易于理
解的洞见。Avante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布
莱特·阿米西（Bright Amisi）指出：“分
析技术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获取运营及财
务绩效洞见。过去，我时常对能否实现
目标心存疑虑。在与高管团队开会时，
大家往往会掺杂各种情绪，甚至利用政
治手腕来解决问题。我对分析技术感兴
趣的原因在于，它能利用洞见帮助我们
作出更明智的决策，更有效地为企业提
供建议。”

科威特北祖尔发电厂（Az-Zour
North
Power Plant）是ENGIE集团与日本住友
商事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企业，该厂首
席财务官哈桑·乔德里（Hassan
Choudhry）指出：“人们已对日常工作
司空见惯，因此很少从战略高度展开全
面观察。在进行分析技术投资时，人们
可以静下心来，对数据进行独立思考并
理解其包含的深刻含义。”

转变思维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分析法，还需要转变思维
模式。与传统财务职能相比，分析法是
一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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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发现数据中
的规律，提前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触发因素，而非被迫在事后仓促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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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之多的可用数据，首席
财务官需要排列出优先次序，思
考哪些领域可以最大程度地推动
商业价值，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释
放价值。

2.3 提升数据价值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据爆炸的年代。根据一
项预测 ，到2020年，每年创造和复制的数
据将达到44泽字节 。每一年，人类活动都
会使由此产生的数据出现翻番。新加坡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公司
执行董事妮娜·陈（Nina Tan）表示：“
你需要做的是对以往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利
用的数据进行使用。”
数据对企业的重要性
所有的数据都有定价值，并且具有相关
性，虽然它可能一直未得到重视。通过数
据分析获得收入的能力被称为“数据货币
化”（例如，利用数据对客户进行分类分
析，以此创造销售契机），这在很多行业
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为财务团队
进行相关投资十分重要，可以帮助他们充
分理解企业数据资产的价值所在，以及如
何利用这些数据资产支持决策。找到数据
分析与目标问题之间的联系，往往是财务
团队面临的一项挑战。

不管是日常业务处理过程中捕捉到的财务
数据，还是运营流程过程中产生的非财务
数据，甚至是通过互联网互联设备收集到
的数据，首席财务官都需要确保财务团队
始终处于释放数据潜力的最有利位置。这
些丰富的数据有助对企业绩效展开深入洞
察。数据流需要发挥其作用，使企业能够
通过有效且高效的绩效管理流程，监测自
身表现是否符合战略目标。
使用分析工具往往可以增强数据的可视
性，这会帮助财务人员在持续完成管理工
作的同时，发现更多价值创造的新机遇。
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支持关键用户通过
分析工具自行研究数据，而不再依靠IT系
统生成的报告。
面对如此之多的可用数据，首席财务官需
要排列出优先次序，思考哪些领域可以最
大程度地推动商业价值，以及如何最有效
地释放价值。

此外，首席财务官不能忽视数据安全性问
题，特别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还有短短几个月就即将生效，这
不仅会影响欧盟内部企业，也会影响与欧
盟企业有商业往来的所有机构。
数据质量
随着数据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可
以使用数据，并通过数据分析获取洞见。
数据需要符合分析系统的最终目标。虽然
我们永远都无法得到完美的数据，而且在
等待完美数据出现的同时往往意味着错失
数据当下可取得的价值，但我们依然应当
建立较高的数据质量标准。企业内部数据
（在监管要求允许的范围内）需要对所有
用户开放。数据长期分布于各个“孤岛”
当中，是有效数据分析面临的一大障碍。

4

《数据增长、商业机遇和信息技术要务》，国际数据公司（IDC），2014年4月，https://www.emc.com/leadership/digital-universe/2014iview/executive-summary.htm，2017年11月20日访问

5

前缀“泽”（zetta）在国际单位制中表示10²¹。泽字节等于十万亿亿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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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绘制图表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活
动，不仅可以理解数据流本身的深刻
含义，还有助于网络风险管理和数据
保护。

有鉴于此，确保数据质量应成为一项持续
任务，绝非业务活动开始前一劳永逸的工
作。自动化可帮助企业提高数据质量，降
低数据获取过程中的错误率。如今，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任命首席数据官（CDO）
来监督和管理数据。是否单独设立该职
位，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及需求，但重要的
是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运营级别的角
色，而不是信息技术部门内部的某项分
工。
由于需要报告企业绩效情况，财务团队拥
有覆盖整个企业的全面视野，因此往往处
于推动数据质量、使各类用户均获益的有
利位置。但这需要得到企业内部信息技术
团队的大力支持。实际上，至少在使用分
析工具时，数据质量不一定要非常完美。

首席财务官应当考虑的是可以做出正确决
策所需的数据质量水平，花大力气徒劳地
追求完美无助于改善决策。
德勤技术咨询部门合作人拉杰夫·拉尔瓦尼
（Rajeev Lalwani）表示：

“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缺乏提高数据
质量的动力，因此，许多企业只是采取
大规模的一次性行动来清理数据。”

管控和保护
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
点是企业应当了解自身系统内部以及与业
务伙伴之间的数据流动情况。利用数据绘
制图表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不仅可以
理解数据流本身的深刻含义，还有助于网
络风险管理和数据保护。由于对监管风险
和声誉风险的影响较为重大，首席财务官
必须确保企业充分了解这些要求。

这种行为随着可用于分析的信息日益增多
而被证明效率低下，从而对持续提高已处
理数据质量的要求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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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网络”
网络 (形容词)
–关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虚拟现
实的文化，或者这些文化所具有的
特征。

对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来说，强有力的
网络风险管理方案是治理结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很多企业将网络安全风险视为
首要风险。首席财务官必须认识到现在
的问题已不再是企业是否会遭受网络攻
击，而是网络攻击何时会发生。更重要
的是，他们应充分知晓重大网络攻击所
可能导致的损失。虽然首席财务官本能
地会关注直接经济损失，但数据泄露产
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声誉影响，
后果同样不容小觑。
“网络安全”的相关概念
网络安全的涵盖范围超出了许多人的想
象。归根结底，网络安全关乎企业最重
要的资产保护，内容包括预防和规划，
以及问题出现后的迅速修复和应对。因
此，虽然技术障碍是一项重要因素，但
人员和流程对于网络安全事项的影响同
样不容忽视。
国富浩华（Crowe Horwath）国际董事
会成员洛莱塔·卡里洛·佩雷兹
（Loreta Calero Pérez）指出：“网络
每天都在变化，没有谁能免受其影响，
长期以来均是如此。因此，安全防护需
要不断升级更新，且一旦开始就不能停
止；我们必须为此投资，并且持续地投
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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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威胁不断演变
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威胁本身也
在不断演变。虽然很多人都熟悉垃圾邮
件，不会轻易打开陌生地址发来的邮
件，但先进的人工智能可以模仿同事的
邮箱地址和语气，因此我们需要提高风
险意识。
然而，在ISO27001等标准的长期推动
下，信息技术安全基本原理（如更改默
认密码）目前仍是有效网络安全的基
础。全球互联互通的不断扩大提供了更
多的机遇，但大规模恶意软件的攻击也
因此层出不穷，安全漏洞作为互联世界
中最薄弱环节亦在持续增加。
因此，对具有前瞻思维的首席财务官来
说，从企业自身技术角度评估业务风险
不可或缺。
首席财务官应关注的重点领域
投资网络风险管理应被视为一项必要任
务，然而其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投资往往集中在技术性防御方面，而较
少针对风险事件突然发生后的修复和恢
复。

这需要从基础着手。拉蒙·帕克（Ramon
Poch）指出，“网络安全就是人们如何妥
善管理信息和系统。”对大多数企业来
说，在网络风险环境中，人往往是网络
风险环境中对安全性构成的最大隐患。
在投资网络风险防御时，首席财务官需
要在企业商业信息中嵌入安全措施。他
们还需要考虑企业数据链，并找出所有
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处于较低级别的
企业供应链上。
同时，首席财务官也要考虑，如果网络
攻击突破了公司的防御系统，则企业该
如何应对？企业是否已制定应对措施？
盖里·潘福尔德（Gerry Penfold）表
示：“一些企业在反应和修复方面投入
的时间和资金很少。他们会将80%的安
全预算用于防御，而拨付给反应和修复
的比例可能不足10%。通过有效计划以
管理应对包括社交媒体响应在内的网络
攻击是企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这需要
企业精心安排并进行演练。”
更广泛的收益
提高对数据安全性和复原能力的信心，
不仅能降低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还能支
持企业开拓新的业务，并缩短财务部门
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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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企业能
够有效保护数据，就可以利用数
据来改善客户体验、获取洞见，
并提供业务发展机遇。’”麦克斯·
罗（Max Loh）安永东盟和新加
坡区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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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中的许多员工认为技术的
应用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并有可能
导致他们失业；因此，首席财务官
需尽早应对这一问题。

2.4 技术变革带来的组织影响
为使企业充分受益于技术，首席财务官需
要以强大而统一的领导力来推动相关实施
工作。例如，首席财务官想要获得企业员
工的支持，应尽早鼓励他们参与以增强信
心，从而加速变革。财务部门中的许多员
工认为技术的应用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并
有可能导致他们失业；因此，首席财务官
需尽早应对这一问题。同时，首席财务官
不应低估处理上述问题需要付诸的努力。
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等技术，
将改变企业的组织架构。人们往往更适应
基于角色的组织架构，但机器人流程自动
化则更关注任务本身。这会对员工个人的
绩效管理产生影响，因此可能需要鼓励他
们与虚拟员工合作。此外，技术或许还将
改变长期以来各级领导者非常熟悉的管理
范围。综上所述，企业需要积极管理在技
术应用过程中与人有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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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技术不仅会带来新的风险，还会催
生出新的工作程序。所以，需要对员工进
行额外培训，并且对财务部门的部门文化
和工作实践做出改变。无论是在企业内
部、还是在更广阔的商业环境中，财务部
门都需要具有更加外向型的视角，例如发
挥社交媒体的作用等。
全新工作模式
技术可以帮助企业采用过去从未使用过的
技术可以帮助企业采用过去从未使用过的
模式。近年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转
型，聚焦于成本节约；而目前，随着新技
术的不断出现，企业的关注重点也发生了
改变，更加强调整个财务部门的效率和有
效性，而非单纯地围绕成本。企业要想有
效利用技术，就必须建立起严格且稳健的
流程；如果流程存在缺陷，则技术也无法
修补其本身所缺失的基本要素。

例如，云计算能够支持分布在不同地区的
团队远程展开工作，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等技术则可以替代人类完成那些耗时多且
重复性高的任务，从而改善财务人员的工
作体验。这些技术不仅能够促进跨区域业
务流程日益标准化，还可以降低业务模式
的复杂性。例如，在采用基于云计算的应
用程序时，企业往往需要调整业务流程以
适应软件模型，而无法创建一个贴合企业
特定流程的订制化版本。
通常来说，企业流程调整从支出管理类相
关的财务与行政管理流程入手较为容易，
特别是在大型企业采用云计算应用软件
时。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流程往往不
针对具体企业（例如，对审批流程进行调
配等），但能提供更多机会增强用户体
验，从而实现更快更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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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还将为那些积极进取的员工开辟
新的机遇，因为财务部门有能力“迈
向价值链上游”，并通过与业务团队
合作提升营收水平。

壳牌公司西蒙·康斯坦-格莱玛（Simon
Constant-Glemas）解释说，“随着市
场标准技术的问世，市场标准流程也应运
而生，因此我们的流程需要作相应改变，
在与购买的系统进行互动时，必须采取相
统一的方式。此类技术不但可以促使提高
标准化程度，还可以带来IT和业务成本大
幅降低的好处。”他同时补充道，“相比
定制技术或试图改变企业文化来制定标准
流程的行为，此举简单得多。”

另一方面，这些新技术并不一定会威胁到
企业员工的工作岗位。例如，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的使用通常只会接手任务，而非令
职位消失。至少在短期内，裁员不是一项
必然之举。
在谈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
的影响时，渣打银行的开尔文·穆萨纳
（Kelvin Musana）指出：

“短期来看，很可能需要对工作进行重
新分配，但长期来看，随着流程不断被
嵌入系统，裁员将不可避免。”

作为有效变革管理项目的一部分，这些问
题需要及时得到妥善处理。
变革还将为那些积极进取的员工开辟新的
机遇，因为财务部门有能力“迈向价值链
上游”，并通过与业务团队合作提升营收
水平。
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的安布尔·阿恩霍
尔德（Amber Arnhold）解释说：“这是
技能领域的巨大转变：从偏向内部且较为
孤立的“我可以用Excel表格进行分析并发
送报告”，转变为“我需要讲述一个故
事，用商业术语向业务伙伴解释通过数据
分析而产生的专业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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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 (名词)
–通过相关网站和应用程序使用户
能够创建并分享信息、或参与社
交。

Reactive Technologies公司首席财务官延
斯·马德里安（Jens Madrian）表示：“
为何需要积极拥抱社交媒体呢？因为不这
样做会阻碍企业获得成功。如今，市场和
潜在客户都在使用社交媒体，如果企业不
利用它来与客户建立联系，势必会错失商
机。”
社交媒体种类繁多，常常令人难以理解，
很多人怕选错，干脆避而远之。此外，社
交媒体还给人一种只属于“年轻人”的错
觉。然而并非如此，社交媒体使用率的增
长，很大程度上源自更为年长的用户群。
事实上，人们期望企业和企业领导者能适
当地使用社交媒体。

26

机遇
首席财务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向内、外
部相关方清楚地传达他们的思想。但沟通
并非单方面展开，而是通过这种技术形成
显著的人际网络效益。

“社交媒体能够帮助财务专业人士作为
战略领军者得到广泛认可，也可以使
我加入同行网络。否则我永远都无法
结识如此之多在做同样事情的专业人
士。”
渣打银行坦桑尼亚首席执行官桑杰·鲁
哈尼（Sanjay Rugh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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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社交媒体具有哪些风险？
社交媒体战略不再只属于公关部门的职
责范畴。社交媒体的潜在影响、以及对
社交媒体的期待，都在不断增长，并日
益成为董事会层面讨论的问题。人们希
望从知名社交平台上得到及时回应。因
此，必须在沟通需求和法律影响之间不
断维持平衡。
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应当明白，在社交
媒体上保持沉默可能是一种风险。随着
记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如果问
题未被解决，无动于衷就会成为头条新
闻。同样，社交媒体使用不当也会导致
声誉受损，因此企业务必小心谨慎，不
能滥用社交媒体。企业需要有效规划以

应对危机，并模拟如何管理各方反应。
社交媒体管理咨询公司The Social Element
and Polpeo的塔玛拉·利特尔顿（Tamara
Littleton）指出，对很多人来说，亲自从
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无疑惨痛、且令人
警醒。例如，错误声明将对企业股价产
生重大影响。
内部协作
企业内部社交协作往往是创建协作式创
新文化的关键。特别是，如今很多企业
都在寻求点燃“内部创业”激情，这一
点尤其值得重视。但要想有效促成内部
协作，需要企业最高领导层推动建立适
当的企业内部社交协作文化。如果领导
层脱离内部社交媒体，往往就会扼杀这

些正在试图培养的企业文化。
科威特北祖尔发电厂是ENGIE集团和日
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成立的合资企业，
该厂首席财务官哈桑·乔德里（Hassan
Choudhry）补充道，能保障安全沟通
的内部社交平台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利
益。“就可再生能源而言，技术正在迅
速变化，因此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重要的
一点在于，必须设法应用这些技术，并
将其嵌入到企业流程中，从而使电厂在
不久的将来改变自身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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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实施的不同阶段，财务部门
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与此同
时，首席财务官必须意识到，某些
领域的技能短缺将使招聘变得困难
重重。

2.5 技能短缺
对于当今依靠技术支持的实践工作中，无
论是通过能力再培训、从而提高现有员工
的技能水平；还是利用新技能重新武装财
务高管；抑或是从外部招聘具备新技能的
人才，财务部门无疑需要掌握新的技能。
其中有些技能，特别是支持数据分析的技
能，可能并不属于传统的财务工作相关范
畴。
ACCA在《专业会计师的未来》报告中分
析了未来的技能组合，包括“数字商”6。 该
报告强调了除了传统的“智商”以外，其
他一系列与未来财务职能相关且至关重要
的“职商”。
为了确定所需的技能组合，首席财务官需
要了解可用的技术选择。作为财务领导
者，他们对于企业发展起着核心作用，他
们必须把握机遇，了解各种可用工具的功
能和使用方法——而成功履行这一职责绝
非易事。
应用技术要求对整个财务部门的技能组合
进行重新评估。施乐辉公司（Smith&

6

Nephew ）财务运营高级副总裁约翰·艾什
沃尔思（John Ashworth）指出：

“财务部门必须投资于人，我们需要认
识到，数据分析师和数据处理专家等拥
有宝贵新技能的人才正在市场上崭露头
角，我们必须走出企业，设法招募到这
些人才。”
此外，还应思考财务部门最有可能获取未
来技能的地方。虽然经验依然非常重要，
但努力倾听年轻员工、课题专家、以及那
些积极拥抱新技术的老员工的意见，也将
变得越来越重要。
Aim Protective公司的史蒂夫·贝利（Steve
Bailey）表示，“随着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发
展，年轻的员工往往成为课题专家，并且
可以将他们培养成为资深员工。”
技能短缺
尽管如此，企业还是偏向通过外部招聘来
满足自身对新技能的要求，而非通过重新
定位现有员工来出任这些角色。首席财务

官需要清楚地了解，随着技术战略的实
施，企业未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另一项加
剧复杂性的全新因素在于，诸如量子计算
和区块链等未来技术将带来新一轮的技能
需求。因此，弥合当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
技能缺口至关重要，但这是一项长期而持
续的工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
尽管如此，企业还是偏向通过外部招聘来
满足自身对新技能的要求，而非通过重新
定位现有员工来出任这些角色。首席财务
官需要清楚地了解，随着技术战略的实
施，企业未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另一项加
剧复杂性的全新因素在于，诸如量子计算
和区块链等未来技术将带来新一轮的技能
需求。因此，弥合当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
技能缺口至关重要，但这是一项长期而持
续的工作，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
通用电气电网解决方案亚太及中国区首席
财务官亚历山大·约拉穆萨（Alexander
Joramsa）指出：“人才是最为重要的考量
因素。我们可以拥有许多不同的系统、许
多不同的技术和许多不同的信息，但关键
是，我们能否拥有合适的人才去驾驭这些
信息。”

ACCA，《专业会计师的未来：变化驱动因素与未来技能》，2016年，

7 “《分裂导致失败，分散实现成功：专业会计师有关分布式账簿和区块链技术指南》解释了区块链技术在财务部门中的应用”，ACCA，2017年，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
ACCA_Global/Technical/Future/Divided%20we%20fall%2c%20distributed%20we%20stand%20-%20The%20professional%20accountant’s%20guide%20to%20distributed%20ledgers%20and%20
blockchain.pdf，2017年11月19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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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RPA）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名词)
– 易于编程的软件，并能跨越应用
程序，像人类员工一样完成基本任
务。

更多利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潜力是解决财务部
门人才问题的核心。这些技术为自动管理越来越多的日常财
务工作提供了契机，使财务人员有时间和精力完成更具增值
性的活动。
事实上，虽然我们经常把这些技术放在一起谈论，但它们却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相对较为成熟，而
人工智能才刚刚开始被用于财务职能领域。虽然经常被一起
提及，但本质上，它们属于互补技术，既能单独使用，有时
也可结合在一起。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的优势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给财务职能带来了很多好处。它提高了财
务部门在整个企业中的存在感，提升了财务团队的敏捷性和
响应能力，使财务部门有机会在整个企业中扮演更具战略性
的角色。
澳大利亚邮政公司的西尔维奥·希奥尔希奥（Silvio Giorgio）
表示：“简单地说，可以将机器人视为软件的一部分，模仿
业务流程中人类的行为。它将承担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而
我们愿意做的、能够产生价值或者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则不
会被其取代。”
此外，该技术还能降低人为错误，提高可靠性，并助力财务
部门通过加快决策速度，为更广泛的业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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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的具体使用
在大多数企业中，财务专业人士都会使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
它需要成为整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治理架构的一部分。这将区分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两者的具体应用方式。机器人始终为
企业所拥有，并作为财务团队的一部分在财务专业人士的统一管理
下使用。要想有效实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财务部门应与信息技术
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并建立明确的愿景和最终目标。
关注增长
企业已经开始通过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获益良多。海湾医疗国际（Gulf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首席财务官贾瓦德·贾米尔（Jawad
Jamil）表示：“通过使用更多自动化流程，减少集中的人为干预，
我们不仅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加强了工作能力。自动化流程使
我们能够更加以客户为中心，并且面向增长进行资源分配。同时，
这也使我们可以开展很多以前需要更多投资成本的项目。”
规划和控制
对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进行妥善规划非常重要。仅找到合适的技术供
应商，评估哪些平台可以提供最佳的联通性和解决方案，就可能需
要一年时间。明智的做法是，任命一位信息安全官来专门负责管控
数据，并由其决定不同当事方有权访问的不同数据。
此外还需要考虑制定恰当管控框架的重要性。有关机器人技术的管
控框架可能会非常复杂，因为机器人的工作速度往往超出了人类的
控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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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需要建立数据治理
控制架构，从而体现技术应用
带来的从基本的合同问题一直
到监管挑战中所有的新风险，
例如即将生效的《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

2.6 技术对治理和风险管理带来的影响
在财务部门应用新技术，会对企业的治理
和风险管理架构产生怎样的影响？
董事会层面
技术应用往往是企业面临的最大业务风险
之一。从企业最高层面来说，需要对与技
术投资有关的战略和企业风险进行治理。
因此，建立一个董事报告机制非常重要，
由此确保他们起到监督作用。就此而言，
最重要的是安排合格的人选来提供建议。
为了应对这一领域中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升
级，董事会成员需要持续审视自身的技能
组合，并考虑引入新资源，以帮助他们更
好地履行职责，比如任命精通技术风险的
非执行董事，进行风险评估，并对此产生
的治理要求提出建议。
首席财务官还需要清楚了解新技术的法律
和采购风险，并安排适当的资源加以应
对。签订有关这些新兴技术的合同往往很
难一蹴而就。在做出承诺前，应当征求具
有技术和合同领域相关知识的专家建议。

减轻风险
情境规划和模拟是管理固有风险、识别流
程和政策变化的有效工具，能够在危机发
生时更好地进行管理和应对。传统上，信
息技术团队负责制定专注于灾难恢复和业
务恢复的相关规划。新兴技术的使用，再
加上复杂程度远超以往的网络攻击引发了
更高的风险，这意味着需要开展更为综
合、全面的情境规划。例如，通过社交媒
体作出恰当反应，可以减少对企业整体的
影响、以及各种直接的经济或声誉损害。
首席财务官作为高层领导和董事会成员，
有责任确保这些风险得到妥善管理。

首席财务官需要建立数据治理控制架构，
从而体现技术应用带来的从基本的合同问
题一直到监管挑战中所有的新风险，例如
即将生效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通过提前发现并降低上述风
险，首席财务官才能确保新的工具能够解
决关键的业务问题，而不是引发新的问
题。

数据治理
就数据而言，治理工作还包括，必须确保
财务部门掌握着对数据的唯一真实版本。
企业关注新技术能够带来的效率和洞见固
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首席财务官不
应忽视治理框架中内部控制的作用。这些
控制措施或许需要根据每项新技术的使用
情况而不断更新。例如，当企业采用云计
算和分析技术时，最重要的是确定数据所
有者，并建立和监督适当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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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名词)
–是指能够使计算机系统执行通常需
要视觉感知、语音识别、决策和语言
翻译等人类智能的任务的相关理论和
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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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AI）包括一系列技术，从利用
神经网络、统计数据和运营研究等方法，
来获取数据洞见，而无需通过人为编程来
得出结论的机器学习，一直延伸至利用多
层计算能力和改良培训技巧来识别数据模
式的深度学习。

性数据分析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

人们往往认为人工智能是未来的事情，但
其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已出现了具体的应
用模式。这种能力正开始化为现实。

但是这一发展仍存在一些固有挑战，需要
加以克服，方可避免结果中出现可能的偏
差。当务之急是需要对有待解决的根本问
题有清楚的认识。数据必须具有充分的代
表性，数据集的过失疏漏有可能影响结
果，因此理解各数据集是建立情境模型的
基础。随着机器地不断“学习”，用户需
要清楚认识这些固有的偏差，审查输出结
果，并对数据集做出相应调整。

托马斯•热培乐（Thomas Zipperle）表
示：“从逻辑上讲，机器学习的下一步，
是将财务专业人士从冗余、低价值的工作
中解放出来。一些日常工作可以实现自动
化，这的确令人欣喜。更高的自动化水平
意味着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无论数字化投
资规模的大小，财务团队都可以通过自动
化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来建立信任。这也意
味着，我们可以专注于人工智能无法轻易
复制的高附加值活动。”

技术平台
人工智能的使用模式没有硬性规定，其既
可以使用基于云计算的应用程序，也可以
使用本地部署（即企业内部）的应用程
序。这两种模式均可以使人工智能通过
Hadoop和Spark等大数据工具，探寻更
全面、且非结构化的数据集，使企业能够
充分利用相关非结构化数据获得优势。将
大数据纳入分析和预测，可以获得更加深
入的洞见并增强信心。

本报告受访者指出了人工智能在财务部门
的许多初步应用，如怎样从机器人流程自
动化录入的数据中进行数据查询。很显
然，财务专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以此将数据分析和决策
支持的能力提升至更高水平。

TensorFlow等开源平台，有助企业更加轻
松地获得机器学习能力。

机器学习的作用
机器学习可以通过利用复杂的数据集，分
析可能的绩效模式，从而在预测和情境管
理方面发挥作用。Fifth Chrome公司合伙
人艾尼凡•森（Anirvan Sen）指出：“我们
有如此之多的数据可供使用，因此依托机
器进行的数据分析也将不断增加。物联网
的发展会进一步突显这种趋势，并且预测

首席财务官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发展动向
及其带来的机遇，因为它们可以显著改善
决策及情境建模。应用人工智能的征程已
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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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为了创
造价值、支持增长和应对当前挑战，首席
财务官需要积极拥抱它们。在当今充满竞
争性的全球市场中，技术并非是锦上添
花。要想保持相关性，财务部门应当实施
变革，努力引入新技术。财务领导者必须
立即采取行动，方可避免出现技术短板，
从而导致未来花费更大的资源进行弥补。
3.1 改变思维模式
要想充分利用新技术,首先必须显著改变思
维模式。首席财务官需要调整工作方式，
包括实施培训和制定变革管理方案，并重
新审视现有的治理管控措施。
此外，首席财务官还应清楚认识到，技术
在很多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在ACCA此次
研究中，受访者始终在强调持续行动的重
要性，他们亦告诫了不应采取“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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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方法。虽然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技
术的嵌入程度日益增强，但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受关注程度的不断提
升，新的风险和机遇必将涌现。未来，当
基于量化计算等新一代技术的商业应用面
市之时，我们有望看到更加彻底的改变。
3.2 首席财务官必须担负的五项任务
埃森哲中国客户运营服务部杰里·舒（Jerry
Shu）指出：“我希望一些传统的财务专业
人士可以突破他们的传统领域，不仅仅只
是知道财务机器人的存在，而是真正地与
第三方技术公司进行交互，去深入了解财
务机器人等技术的优势。同时，传统的财
务部门也需要进行变革，从思想上进行转
变，从业务产出等角度出发，考虑财务机
器人等新兴科技的应用。”
首席财务官只有积极拥抱新的工具和技

术，方才有机会使财务职能在企业价值创
造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否则，财务部门
所能实现的未来价值便将岌岌可危。
• 制定技术路线图，使之符合企业总体目
标，并确保财务部门占据报告相关绩效的
最佳位置；同时，它还应与企业整体的技
术战略保持一致。
• 为财务领域的技术投资提供商业理由，
将技术效益与运营要求进行对比，争取实
时获得更深刻的洞见。考察哪些技术能带
来商业优势，进而设法加以部署。
• 数据是一项重要资产，其价值随着使用
范围的扩展而日益增加。首席财务官需要
充分认识到数据洞见可以带来的商业优
势。但数据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会带来一
定风险。首席财务官务必重视这些宝贵数
据中所固有的战略风险，并确保其得到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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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只有积极拥抱新的工具
和技术，方才有机会使财务职能在
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核心作
用。否则，财务部门所能实现的未
来价值便将岌岌可危。

善管理。最重要的是，数据孤岛会对企业
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数据需要在整个企业
中开放，且服从监管约束。

• 技术对治理和风险管理产生的影响可能
非常显著，肩负治理重任的首席财务官需
要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 管理技术变革造成的组织影响非常重
要。职场上任何新技术的实施往往伴随着
角色的重大变化。首席财务官需要引领变
革管理，并强调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全新重
要机遇，同时认识到技术变革对绩效管理
流程的影响。首席财务官必须了解企业的
独特流程，以及哪些流程可以进行调整，
从而促进使用基于云计算的各种应用程
序。企业在寻求自动化之前同样需要建立
稳健的流程。

在此过程中，首席财务官应考虑下列关键
技术对财务工作的影响。

• 聚焦人才与技能，以确保未来的财务团
队具有恰当的技能组合，使之能够拥抱技
术带来的各种机遇。

•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可以提高效率：首席
财务官必须明确，当前及未来财务部门可
以实现自动化的人工流程，以便提高效
率、改善数据质量、降低成本，并且释放
资源投入高附加值工作当中。
• 应用云计算加快决策速度并促进协作：
在整个企业应用云计算的过程中，首席财
务官必须审视财务部门的角色，以便量化
向云端迁移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的潜在收
益。

• 分析技术是关键的价值驱动因素：对企
业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由财务部门发现企
业最具潜力领域，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宝贵
洞察。
•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随着财务活动变得越来越具外向性，首席
财务官必须仔细权衡如何通过社交媒体进
行沟通，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发现机遇。
• 网络安全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强有
力的网络风险管理架构，必须遵守不断变
化的监管规定，并保护企业免受攻击。
• 人工智能将帮助企业提高洞察力和预测
能力，但要充分实现其价值，还需要其他
技术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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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ta Calero Pérez, Board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Mahmood Aziz, Director, Strategic Global Alliance Partners,
Blue Prism, UK
Mark Gold, Partner, Silver Levene LLP, UK
Mark Sykes, Head of BDODrive UK, BDO LLP, UK
Max Loh, Managing Partner, Asean and Singapore, EY, Singapore

Eilis Quinlan, Principal, Quinlan & Co, Ireland

Miguel Angel Garcia Matatoros, CEO, Blue Telecom Consulting SL,
Spain

Gary Kent, Comissioner of Corporate Services and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ity of Mississauga, Canada

Nelson Lee, CFO, Sysmex Asia Pacific Pte Ltd, Singapore

Gaston Vankan, Director, Softcrow Netherlands
Gerry Penfold, former partner, Technology Risk, KPMG in the UK, UK
Harry Small, Partner, Baker McKenzie, UK
Hassan Choudhry,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z-Zour North Power
P
l
a
n
t
(a JV of ENGIE and Sumitomo Corporation), Kuwait
Holger Lindn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 Global Product Services,
TÜV.SÜD, Singapore
Ignacio Pérez, Director, EY, Spain
Isaac Gikeri, Head, Finan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Afric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Kenya
James Noonan, Vice President of Finance, CRH Plc, US

Nina Tan, Managing Director,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8nalytics,
Hong Kong
Patrick Qu, Senior Finance Head, 58home.com, China
Paul Diamond, Director, Technology Risks and Digital Insights, UK
Pei Pei, Finance Director, Autohome.com, China
Rajeev Lalwani, Partner, Deloitte, UAE
Ramon Poch, Partner, Business Integration Partners, Spain
Robert Coles,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GSK PLC, UK
Rosanna Choi, Partner, CW CPA, Hong Kong
Samuel Ellis, Head of Operations and Finance, InterWorks Europe,
UK

Jawad Jamil, CFO, Gulf Healthcare International, UAE

Sanjay Rughan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Deputy Chair, IFAC,
PAIB Committe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anzania

Jean-Philippe Gauvrit, APAC and Japan, CFO, Nokia, Singapore

Silvio Giorgio, GM Data Science & Strategy, Australia Post, Australia

Jens Gladikowski, Director, PwC, Ireland

Steve Bailey, MD, Aim Proactive Limited, UK

Jens Madrian, CFO / CCO, Reactive Technologies, UK

Sundaravaradan Komondur Santhanam, Vice President Finance
Global ebusiness Operations Pvt Ltd – an entity of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s, India

Jerry Shu, Partner, Accenture Operations, China
John Ashworth, SVP Finance Operations, Smith & Nephew, UK
Jose Miguel Cardona, Partner, Consulting Services – Information
Security Division, Auren,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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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Littleton, CEO, The Social Element and Polpeo, UK
Thomas Zipperle, CFO South East Asia, SAP, Singapore
Uresha Waltpitagama, Micro Finance Specialist, National Ag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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