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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CCA 
ACCA，全称为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作为一家蓬勃发展的国际专业会计师组织，我们秉承
极其严格的专业要求与道德标准，在全球176个国家拥有227,000名会员与544,000名未
来会员。

ACCA目前在中国拥有27,000名会员及154,000名未来会员，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沈阳、青岛、武汉、长沙、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设有11个办公室。我们坚
信：财会行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公共领域和私营部门发展的强大支柱。为此，我们一
直致力于推动全球财会行业强有力的发展，使其造福于社会和个人。

自1904年创立至今，ACCA始终秉持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作为一家非营利性组织，我们
的目标是推动全球财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断投资到行业建设之中，提升会员价值，
促进行业面向未来。

通过提供全球领先的ACCA专业资格，我们为不同地区、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创造机遇，使
他们在财会、金融和管理领域成就卓越的职业生涯。通过广受认可的专业研究，我们剖析当
前议题，洞察未来趋势，引领行业发展。

了解详情，请访问ACCA网站：www.accaglobal.com

关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许会计
师公会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CA ANZ）代表着超过12.5万财会专业人员，支持他们
为工作与生活的企业、组织和社区创造价值并缔造不凡。在全球各地，特许会计师都以诚信
敬业而闻名，他们具备出色的财会技能、适应能力，并且接受过严格的专业教育和培训。

CA ANZ始终致力于提升特许会计师（CA）的市场形象和卓越道德标准、为会员提供世界一流的
服务和终身教育，并且倡导追求公众福祉。我们确保会员在健全的纪律程序支持下恪守道德规
范，以此捍卫行业声誉，同时监督着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的特许会计师群体。我们核心的CA培养
计划将严谨的教育与实际经验相结合，推动学员成长为特许会计师；而持续的专业发展项目更有
助于会员有效制定业务决策，并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时并进。我们代表会员和专业人士，与政
府、监管机构和标准制定者展开积极互动，从而维护公共利益。我们的领先思维在不断地促进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的繁荣。

我们加入了多个国际会计组织，进一步拓宽对本行业的支持。我们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
中的一员，通过全球特许会计师联盟（ICAEW）和全球会计联盟（GAA）与全球紧密相连。全球特
许会计师联盟将13家特许会计师协会的会员汇集在一起，创建出由180万名特许会计师和190多
个国家的学员组成的庞大社群。CA ANZ也是全球会计联盟的创始成员，该联盟包括了10家领先
的会计机构，共同促进着优质服务和共享信息，并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开展合作。 



财会分析工具
这项全球的研究探索了分析工具对企业财会部门的影响，以及专业会计人
员的职责和技能。

这篇报告的观点是基于对全球财务领袖、财务分析师和数据专家的30多次
采访所得，他们来自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代表了各行各业。根据采访，这篇报
告直接展示了财务部门的自然演变，它们最初只负责处理财务信息，但现在
也会处理各种非财务信息、创造价值以及利用商业智能实现确切目标。本报
告还在2019年10月调查了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现有和未来的1150
位专业财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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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革命之中，可以获得的数据信息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提取到关
键的行业信息以促进决策的有效进行。专业的财会人员则需要在这场分析革命
当中冲锋陷阵。 

由于新冠疫情，企业需要迅速地响应外界的变化，根据不同的场景和时机制定不同的应
对计划，这样企业才可以继续前行发展。那些行动迅速的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数据资产，探
索应对措施，从而帮助企业生存下去。  

这篇报告发现了还有很多专业的财会人员仍在使用回顾性的分析工具，向利益相关方汇
报的依然是过去的业绩表现。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将精力投放在未来，通过前瞻性的分
析帮助决策者探索未来的可能性，再将其应用于了解企业当前的动向。如果财会人员无
法恰当地运用这些技能，无法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前瞻性的分析见解，那么他们就会面临
被边缘化的危机。 

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资质资格，不断地开展教育项目让
现有和未来的成员学习相关的技能。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发现财会人员需要掌握的技能
包括认识问题、阐明分析以及使用数据和应用程序等，并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面对不断进步的科技，我们的选择，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在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都反映出了我们对未来的洞察力。ACCA的合作伙伴NTT DATA在报告中
对此提出了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观点。

白容 (Helen Brand)  
ACCA首席执行官

Ainslie van Onselen  
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首席执
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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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需要的是将精力投放在未来，通过前瞻性的分
析帮助决策者探索未来的可能性，再匹配当前的企业

行为进行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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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和财会人员的作用不再只是传统的财会监督，还要作为企业的重要顾问，帮助企业
实时根据数据进行决策。

执行摘要

一直以来，财务部门都使用的是描述性分析工具来展示信息，
比方说用仪表盘和报告来汇报过往事件。哪怕现在也很少看
到有人使用预测式和指示性分析工具。我们采访了全球30多
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财政部门的员工，这些
企业包括零售、电信和公共事业。在过去十年，随着传感器和
设备等物联网中获取的数据飞速增长，财政部门获取的数据
也在与日俱增，并且这一趋势并没有放缓的迹象。

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的作用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解决
财务相关的问题；而第二点是从调查回复和深度访谈中发现
的一项新型功能，即利用非传统财务领域的分析工具为整个
企业的决策赋能。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了他们提高企业决策
质量和速度的愿望，这也是使用分析工具的首要原因。

有一家从事公共事业的欧洲公司，它们财务部门的工作不仅
局限于财务数据，还包括利用分析工具以及融合配电设备工
具的技术数据协助服务供应和电网分布等非财务问题的决
策。另外一家来自北美的公司，它为联络中心提供服务。它的
首席财务官会充分利用分析工具来协助价格、技术工程和支
持要求等方面的决策，进而帮助全球的企业共同成长。一位
澳大利亚四大专业服务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使用大数据可以
很大程度上地帮助客户确认公司内部控制的缺陷所在，还为
客户带来了传统审计以外的新方法，用于了解每笔交易。

对于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而言，企业的转折点不仅仅是改
善财务决策，还要在企业上下推行分析工具的使用。

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的功能转变
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共同采访了世界各地的专业财
会从业人员，和他们一起探讨分析工具对首席财务官和财务
部门成员的影响。我们从采访对话中总结出了五大方面：

 n 治理和数据管理
 n 大数据的现实
 n 人才集合
 n 决策赋能
 n 预测式/指示性分析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分析工具是企业提高效率、改善规划、制
定预算和预测以及风险管理的关键。因此，在当前这个变化
无常的时代，企业领袖就要展示出他们的远见卓识、果断勇
猛和应变思维（George 2017）。企业的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
门通过大数据和分析工具，引领企业在关键时刻制定恰如其
分的决策，战胜无法预见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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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的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是企业必备的一项技能，分析技术是从企业数据中
提取价值信息的关键机制。但是新兴的大数据已经超出了财
务信息的范畴，它还包括了一系列非财务信息来源，如所谓
的“工业4.0”1（图ES1）技术中的机器、客户关系管理(CRM)系
统、手机、传感器和外部数据（包括环境数据），这就意味着分
析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

当前的数据复杂性正在不断提升，如今拥有海量数据和各种
数据集的不再是企业中的销售部、市场部、财务部和制造部。
在数据的洪流中，管理层面临着行动决策方面的困难。如果首
席财务官可以评估新冠疫情对商业模式和运营带来的影响，
他们就可以在财务部门以外的领域使用分析工具和数据，从
整体上协助支持企业渡过这段困难时期。除了培养新人才和
新技能，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还可以通过技术投资和使用
财务分析工具发掘自己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整体增长。

这篇报告强调了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在不断地支持和扩
张财务部门原有的分析模式。财务领袖、专业人员和数据专
家也都明确表示，在首席财务官的果断领导下，企业的财会
人员可以通过分析工具更快更好地根据数据进行决策。此

外，在制定管理、运营和战略决策的时候，分析工具会优先预
测未来场景，而非回顾过往。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故步自封，没有前瞻
性。大多数的财政部门满足于一成不变的传统报告，因为这
样的报告和相关的决策几乎不会遭到他人的质疑，但也因此
没有人会认真阅读，现代的可视化技术也无法提取报告中的
关键要点。现在的报告审阅人都追求快速的阅读方式，这样才
可以迅速决策再进入下一项事宜，让企业保持快速运转，紧
跟全球市场的变化。财务部门需要通过数据展望未来，确保
自己的工作能对企业带来积极影响。他们需要合理分配用于
历史分析的时间，在历史分析和前瞻性分析之间取得平衡。
这些都属于专业财务人员必备的技能工具，需要他们根据企
业的需求提高这些技能的使用频率。

从分析当中获取价值的技能组合
相关专业人员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如何从分析中实
现价值最大化的技能（图ES2）。这些技能集合了技术技能、应
用熟练度以及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之类的软技能。将分析
工具和企业问题相挂钩的能力是重中之重，这种能力既涉及
技术，也涉及商业。

图 ES1: 工业4.0

1  “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词最早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Klaus Schwab提出，指的是由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Schwab 2017）。

物联网

智能传感器

大数据分析 增强现实

先进的机     
器人科学

云计算

位置方向

3D打印

工业4.0

财会 数据素养 数据采掘 应用知识 应用及批判思维 可视化 会讲故事

图 ES2: 以下技能可以帮助你从分析中获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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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应该怎么做？

我们整合了深入访谈中支持本研究和金融调查分析的见解，从中我们发现，在2020年及以后，我们要坚持五大方面才可
以创建真正以数据为中心、以分析为驱动的企业（图ES3）。这五大方面是治理和数据管理，大数据现实，人才集合，决策
赋能，预测式/指定性分析。

图 ES3: 财务部门分析工具未来发展的五大方面

治理和数据管理 大数据现实 人才集合 决策赋能 预测式/指定性分析

前文所述的发展趋势会对不同产业带来巨大影响，大大小小
的企业都无法独善其身。应对战略之一就在于鼓励跨学科融
合分析（如：财务、分析及网络安全）。

为了确保恰当的数据治理机制得以实施，CFO及财务部门应：

 n 确保有数据治理机制，进而正确区分数据且恰当地将数据
使用与战略目标挂钩

 n 确保在企业内建立数据所有权机制

 n 数据收集是为了满足获得数据洞见的需求，明确数据收集
为深度分析所用，避免为了收集数据而收集数据

 n 避免在分析中使用可识别个人信息（PII）进而将安全风险
降至最低

 n 确保数据清理及准备过程中切勿移除可用于侦测异常值
的重要数据2

 n 建立正确使用数据的指南并与其他部门共享。

大数据的兴起已成现实。CFO和财务部门应：

 n 开发及部署如云服务等有助于财务部门工作的技术，进而
支持实时分析

 n 思考如何通过最佳方式从过往系统中抽取数据用于开发
分析能力

 n 生成认证外部数据源列表进而对内部数据进行补充，维持
日常更新以随时捕获新的数据源。财务部门应当掌握数据
目录，并更新工作流程，因为使用外部数据会对财务决策
和其他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n 确保分析项目能兼容更多元化的结构性及非结构性数据，
重视在数据收集中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 

 n 评估导致描述性分析的活动，进而决定它们是否继续为企
业增加价值。

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Alan Turing和他的团队在布莱切利公园的工作中可以看出，异常情况具有信息价值。他们用异常现象破解了密码（Ham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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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应该怎么做？

除此以外，若想实现跨人才团队的建立，CFO和财务部门应：

 n 推出针对企业内每一个人的数据素养项目，在其中涵盖绩
效改善、企业内财务决策及业务自动化等的具体例子

 n 让更多人掌握分析技能；这需要在技能和人才能力两方面
进行恰当投资，随着业务需求的改变，两者的投资比重也
应随之变化。

 n 形成企业内自助式资源，如：博客及线上社区

 n 定期组织培训活动、黑客马拉松及针对分析工具心得分享
会，并邀请行业专家及不同部门的专家做客活动，分享经
验，从而保障技能及知识得以更新。

若要实现决策赋能，CFO及财务部门应：

 n 与内部利益相关方就如预测性分析等数据分析工具如何
辅助战略决策制定进行沟通

 n 通过建立使用实时数据模型进而帮助财务部门做出更合
理及更高效的决策

 n 将决策按照战略层（C层）、管理层（功能层）、运营层（商
业流程）、开发层（新产品或服务）及客户区分层（外部客
户）分类

 n 修订商业案例文件，找出侧重于预测性和理想的规范性
分析的项目

 n 不断追求更高效决策的颠覆性创新。

企业内使用预测性及指示性分析可帮助CFO及财务部门：

 n 实现元数据（企业内共享范畴内最有价值的数据）标准化

 n 开始持续识别企业内的异常值，从而提早发现将出现的
问题或机遇

 n 制作决策模式的Excel电子表格模板，有助于决策部署

 n 探索是否能在整个分析工具价值链中使用开源成分（SQL
数据库、机器学习及端对端流程）。这对于提供软件服务或
咨询服务的公司，或者企业内部的商业智能中心尤其重要

 n 通过使用RapidMiner或KNIME等开源软件就专家及商业
用户间合作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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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NTT DATA的观点

现在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通过操作简单却功能强大的低成
本工具来分析、使用数据。虽然数据工程和数据科学仍然需要
一些特定的技能，但由于数据使用的困难不再是克服技术屏
障，而是人员管理，所以企业的各级员工必须要认同数据的价
值和分析的准确性。

如果企业可以充分做足这些准备，那么企业领导也就可以相
信数据，相信分析工具，相信从数据和分析当中提取的关键
信息。

我们不可否认数据工程和数据科学领域还存在着技能短缺。
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估计，现在有将近一半企业缺乏应
有的数据素养和人工智能技术（Panetta 2019）。

我们应该如何克服现状？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现实：

 n 不存在精通财务、销售、市场和机器学习的数据科学家。分
析工具应该是帮助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和技术人员之间的
沟通。通过建立融会贯通的团队，企业可以更快地获得发
展的关键信息，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 

 n 始终维持高质量的数据非常困难。对于现有数据和正在
使用的数据，企业都有必要公开这些数据的质量，这样就
可以对分析的权重做出明智的决定。为了提高数据的质
量，企业需要将数据原则作为共享资产和共享责任，应用
到各个方面。

 n 虽然从数据当中提取有用的关键信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
力和资金投入，但随之肯定会有巨大的回报，帮助企业更
上一层楼。

如企业可以认清这些现实并克服现状，那么它们就在建立数
据信任文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一旦建立起了数据信任，分析工具就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我们
不会再纠结于历史数据，我们会更重视前瞻性的数据预测。这
样的转变可以让企业在变化来临前就认识到变化带来的潜在
影响，进而提高企业运营的智能化程度、效率和利润。我们也
会继续回顾过往，确保新型预测模型的准确度。

建立成功的分析项目，其核心原则就是建立数据信任。而保护
这种信任就是现代企业中财务部门的职责。专业财务人员拥
有的许多技能都可以用来弥补数据科学家和企业之间的差
距。他们是值得信任的财务数据专家，并且可以轻松地将他们
的知识应用到其他领域的数据上。

这份报告列出了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可以采取的一些明确
步骤，帮助他们从入门开始学习数据和分析工具，代表企业的
利益去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工具，预测行业变化。  

因为成本和操作复杂等原因，科技在过去一直是企业使用数据的壁垒，但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  

财会分析工具 | 执行摘要

Simon Williams,  
首席执行官，NTT DATA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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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析工具和企业问题相挂
钩的能力是重中之重，这种能

力既涉及技术，也涉及商业。

财会分析工具 |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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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财会工作中使用分析工具
的前景

1.1 分析工具——发展至今
分析工具的历史，如同很多技术和企业环境的历史一样，是一
段不断演化的故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即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第一次提出时间管理策略。20世纪60年代（图
1.1），随着计算机普及率增加，统计技术应用于数据也随着成
为持续趋势。

而在70年代，Edgar F. Codd发明了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s）3，其在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SQL挖掘数
据而开始流行起来。关系型数据库和SQL可以在数据生成的
同时进行数据查询，并且它们仍然沿用至今。

“商业智能”一词虽然最早使用于1865年，但却是因为Gartner
的推广普及，才在1989年流行起来（Power 2007）。Gartner
用“商业智能”来描述基于搜索、采集和分析数据来进行决策

的行为。当时的大规模企业资源计划（ERP）软件包括商业智能
（BI）模块（即“BI 1.0”），可以允许用户查询大规模的数据库。

数据挖掘始于90年代（BI 2.0），实现了过去无法做到的数据中
规律的发现。于是，企业开始根据历史的趋势预测未来的销售
额。

2005年， Roger Magoulas首次提出了“大数据（BI 3.0）”的定义
（Halvi and Moed 2012），即当时计算机资源难以操作和分析

的大量数据。但同年开发出来的“Hadoop”实现了对此类数据
的操作。在云计算出现之后，我们的分析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
大，现在我们有能力去分析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数据。它为我
们提供了开源工具，而这些工具可以直接应用于存储在云端
的大规模数据集。这就标志着（高级）分析工具时代的到来。

图 1.1: 分析工具——发展至今

3 用于识别存储信息项之间关系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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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化
高

度
复

杂

数
据

的
复

杂
程

度

统计技术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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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析工具的机遇？
分析工具可以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关键信息，帮助我们提
高决策的质量。如此一来，财务部门就需要了解公司上下所
有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方面。有了分析工具，财务部门
的职责就不再只是“管理数据”或财务报告等单一的交易业
务，现在它们还需要通过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向企业提供决策
支持。因为簿记和编制财务报表所需的人力投入减少，所以
财务部门可以将时间和精力从会计工作上转移到管理上。

在ACCA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有一篇是关于财务部门的演变
（图1.2）。正如ACCA和普华永道在报告《金融洞察——重新

设想》（Finance insights – Reimagined）（ACCA / PwC 2020）
中提到的那样，虽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财务部门需要分析数

据源，向企业提供发展的关键信息，但未来前进的道路仍然难
以捉摸。ACCA和普华永道在另一篇报告《《金融：未来之旅？》

（Finance: a journey to the future?）中提出，如何设计财务部
门会成为未来五至十年的讨论重点（ACCA / PwC 2019）。首席
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可以借此机会协助企业进行有效的决策。 

企业为了实现其目标会制定各种行动方针，而这一系列行
动也会反映在数据当中，其中就包括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定义的六大
资本数据4（ACCA / PwC 2020）。而基于这些数据的决策流程
需要数据分析做支撑，并且最终对于数据背后信息的叙述可
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和投资。

图 1.2: ACCA的财务部门报告

4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IIRC）与于2013年提出了六大资本，它们代表了“企业使用并受之影响的资源与关系”。这六大资本包括
财务资本、制造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与关系资本以及自然资本。

目标与战略

运营与洞察 数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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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使用分析工具是财务部门持续转型的关键所在（图1.3）。

随着财务部门的职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交易效率、合规与控
制以及商业洞察力这三个方面，分析工具的使用变得格外
重要，尤其是利用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进行的前瞻性分析。财
务部门绝对不能错失这次机遇，否则它们将会进一步被边缘
化，被其他可以解决企业需求的机构替代。

这次调查研究，我们不仅采访了多个产业领域的首席财务官
和多位财务部门的成员，还有与社会企业打交道的政策制定
者。他们认为，我们不仅有可能为能实现经济增长的项目融
资，还能提高人们的生计，这符合企业的目标，也带来了社会
效益，而社会效益的产生就是资本回报高的有利证明。这样从
多个方面进行决策思考，就可以激发出职场罕见的思维创新
模式。

在所有的深度访谈中，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首席财务官
和财务部门在未来中使用分析工具，实现整个企业的统一决

策。基于对历史财务数据的关注，以及分析工具基于证据而做
出的决策，我们可以明确未来的形势。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
将会利用分析工具来分析改进整个企业的决策制定，除了使
用财务信息之外，还会使用大量的非财务信息和可用的新数
据源。这些决策包括上至战略决策、运营决策，下至资源分配。

分析工具为决策提供了一个支点，将企业战略与运营联系起
来。一位欧洲企业的首席财务官明确表示，在未来五年内，分
析工具将推动企业战略，从而实现更好的决策、规划和预测。

同样，一位北美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和领
导团队已经开始向首席财务官寻求帮助，不仅是数字方面，
还包括所有决策制定的分析。这位首席财务官负责对接该企
业所有不同部门的工作，包括战略和销售部门，还要协助技
术部门的工作分配。虽然这还达不到在数据公布后迅速决策
的能力（即“实时决策”），但对大多数企业来说，目前的能力
也已经足够了。

图 1.3: 分析工具和转型的财务部门

来源：摘自于ACCA&普华永道2020

企业洞察力：
企业运作的有效方式

合规与控制：
在不限制企业运作的情

况下平衡可持续成本

交易效率：
及时且经济高效
地提高业务绩效

分析工具提供洞察力，
进而维持合规与控制

分析工具提供支持企业洞察的
信息，但受到交易效率的影响

人
力

科技

进程

数
据

分析工具可以保证交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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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服务行业首席执行管的观点再次印证了企业背景
决定其访问“实时数据”的程度。但是另一位欧洲的首席财务
官告诉我们，使用分析工具的动力在于企业希望能做出正确
的决策，可用的数据不再只是财务数据，还包括能够支持服
务交付和基础设施维护的非财务数据。

如今的趋势是，在做决策时，不再只是看数字的准确性，而是
越来越多地使用非财务数据，并考量交易描述以外的信息。
这些非财务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广泛地了解企业受到的影响，
从而进一步扩展企业财务部门的职责范围，以支持管理决策。

这次研究中有来自澳大拉西亚地区的公共部门领导层，他们
表示自己在投资公共资金的背景下有机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决策制定和支持过程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会直接影响公
司的最终盈亏。麦肯锡（McKinsey）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公
司的决策过程得到优化，那么决策的投资回报率(ROI)会提
高6.9%（Lovallo and Sibony 2010）。为了确保制定卓越的决
策，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需要在企业的决策过程中使用分
析工具。在我们的研究访谈中，有很多关于不同类型分析、工
具和算法的讨论，但是决策分析的过程和框架是同等重要
的。CRISP-DM（用于数据挖掘的跨行业标准流程）是经过良
好验证的框架，可以将业务和数据理解结合在一起，适用于
各种规模的企业。CRISP-DM框架将数据挖掘过程分为六个
阶段，请见下列方框中的讨论和图1.4的说明。

  CRISP-DM框架

我们如何开始分析项目？我们如何组织分析项目？我们
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正在进行的分析项目符合道德规
范？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一个高级分析
项目？ 

来源：IBM SPSS CRISP-DM模型指南（IBM，日期不明）

图 1.4: CRISP-DM进程框架

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需要某种方案来组织分
析项目的多项步骤。其中，分析项目持续的时间和需要的
技能各不相同，因此该方案、框架或方法实则是一种排序
机制，对不同长度的多步骤分析项目进行排序。此外，一种
通用的方法可以让团队的任何成员或交付团队之外的人
员重现该项目。

CRISP-DM是使用最广泛的分析过程标准（Chapman等
人，2000年），因此它也几乎可以看作是实现预测性和指示
性分析项目的标准模型。当代所有其他的方法论似乎都是
从最初的CRISP-DM框架变化而来。CRISP-DM框架可用于
分析项目各个阶段道德保障的建立（Cunningham 2020），
确保已知数据中的偏差，实施安全措施，防止模型受到外
来影响。  

1.3 分析项目
我们如何开始分析项目？我们如何组织分析项目？我们需要
做些什么来确保正在进行的分析项目符合道德规范？我们如
何知道我们已经成功完成了一个高级分析项目？这些问题都
有一个共同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组织分析
项目的框架。这样的框架需要覆盖分析模型以外的活动，还
要在处理缺失数据或者“解决”未明确的问题时，避免草率地
使用分析技术。现在我们需要的框架要经得起近20年的时间
考验。随着技术变革的步伐，你可能会认为这种框架会被取
代，但是CRISP-DM却存活至今，还成为了预测式分析的标准
模型，使用于机器学习项目的发展和审计（Clark 2018）。

数据准备

部署

数据
模型

企业理解 数据理解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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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大的机遇
在所有的受访对象中（图1.5），51%的受访者认为，决策速度
更快质量更高将是使用财务分析工具为企业未来5年带来的
关键效益和机遇。31%的受访者认为，使用财务分析工具是为
战略发展目标提供支持性的信息。此外，49%的人认为，分析
工具带来的机遇是更好的规划和预测，而40%的人认为是对
风险的理解和管理，然而二者的重要性不分伯仲，都需要获得
类似的数据集。实时分析对决策制定和风险承担的支持是显
而易见的，所以分别有38%的人希望通过分析工具实时洞悉
业绩表现和提高数据质量。还有37%的人认为最大的机遇是
将未来趋势和预测进行更清晰的可视化，而我们也的确有必
要实现可视化，认识到预测能力是数据分析的本质，这样财务
部门的工作就可以从汇报财务和会计措施向预测未来。检测
完整数据集则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因为只有15%的受访者
希望从分析工具中获得这方面的效益和机遇。

1.5 大数据的四个“V”
在各种规模的企业中，领导层都在通过大数据进行决策。许
多企业产生或积累了大量非结构化的非财务信息，包括全球
定位系统(GPS)数据、手机数据、传感器温度、问卷调查中开放
式问题的答案、网站客户互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和监控摄
像的视频。这种大数据的标志性特点代表了交易之间产生的
非财务信息(NFI)。

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一直通过复式记账法和会计系统来捕
获和记录财务交易，但却经常无法收集或使用非财务信息。
当前的企业业务是通过交易(销售和经营指标)来表示的，但
在将来，这将取决于人们的共情和人际关系。相关的信息包
括用户使用品牌产品而生成的内容、评级、评论，以及一对一
的对话、客户遇到困难时的信号和客户活动的地理位置。但
是这些信息又是如何影响财务状况的呢？假如你在经营一家
旅馆，你会关注TripAdvisor排名的变化，因为这会影响到旅
馆未来的收入。但是，如果企业主只是等待会计定期编制的
财务报表，然后根据报表上的预计收入和客房需求变化导致
的实际收入采取后续行动，那么企业主的经营策略就是不充
足的、低效率的。

图 1.5: 未来五年，你希望你们团队通过使用分析工具而获得的最大机遇是什么？

0% 10%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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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大数据的业务来源——非财务信息

业务进程 非财务信息——企业内的大数据来源

房产、厂房和设备 线上数据库不断补充的历史价值

市场营销 社交媒体、电子邮件、谷歌搜索、网站分析，以及腕带设备和智能手机提供的健康数据

应收账款 商品或服务的完整文本描述（非结构化数据）

采购和销售 射频识别(RFID)， GPS和蓝牙信标

现金 移动支付、电子信用以及Apple Pay或其他使用近场通信（NPC）的安卓支付

客户服务 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呼叫中心记录（CCR）

供应链 RFID、GPS、视频（物流中心）和温度

库存 RFID、GPS、视频（储存仓库）

图 1.6: 大数据的四项组成部分

 

大数据有四项公认的组成部分（图1.6），下文就根据受访者的
经验对这四项组成部分进行了阐述。

表1.1列出了在企业可能使用的大数据中属于非财务信息的
种类。

企业可以使用的非财务信息来源多种多样。现在我们以葡萄
酒企业为例，解释一下这类非传统信息的重要性。经济学家
Orley Ashenfelter曾“算过一笔账”，他发现葡萄酒的品质 = 
12.145 / 0.00117 x 冬季降水量 + 0.0614 x 生长季节的平均
温度 – 0.00386 x 采收期降水量（Marland 2014）。这套公式曾
预测出了1989年和1990年的“世纪最佳葡萄酒”。我们也可以
采用类似的方法预测澳大利亚隐士庄园的价格。网站Liquid 
Assets （Ashenfelter和Quandt 2020）是一个专门刊登葡萄酒
文章和查询葡萄酒数据的网站。有趣的是，人们是在现有的
企业和会计信息之外发现了预测酒店收入和葡萄酒价格的
数据。在新西兰，澳新银行的“卡车指数”（Truckometer）

（Zollner 2020）将道路交通密度作为非财务信息与新西兰未
来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虽然这看起来毫无联系，但澳新银
行畅通的交通指标（ANZ light traffic indicator）可以提前六
个月预测GDP的活动。根据Zollner的说法，“交通流量可以实
时地反映真实的经济活动”。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
锁切断了交通与GDP的联系。 

企业外部持有的数据可以在实际事件或财务报表公布之前
起到预测的作用，同时这样使用数据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反
映出了“数据的民主化”（Handler 2013）。这就要求专业人员
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地访问数据，这样就可以帮助企业进行以
数据为导向的决策。

多样性

真

实性 速度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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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连锁超市的首席财务官会使用基于客户购买和天气数
据组成的大数据，提前订购未来需要的冰淇淋；通过电网数
据和智能电表数据，另外一位首席财务官不仅可以明确地查
找出网络的故障，还可以主动为消费者需求提供服务；还有
一家企业可以通过汽车排气管的数据建立商业模型。有一位
首席财务官认为行为数据是企业的DNA，并从电信、医疗和
保险行业的客户互动中获取数据。同样，政府机构的洞察力
经理还会遇到非个人化的行为数据。不同企业规模和行业的
首席财务官和高管们现在都在使用大数据进行决策，尤其是
考虑到决策的多样性方面。有一些来自英国和亚洲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发现企业的网站数据具有非常高的利用价值。

在新冠疫情期间，电子商务一直不断地改变零售和食品行业，
从门店购买转变为在家中上网下单。因此，企业的首席财务
官和财务部门就开始利用网站的数据创造价值。如果首席财
务官和财务部门想要拥有比其他专业人员更大的竞争优势，
他们就必须不断地向前进步，还要将获得的大数据整合到他
们定期向企业提供的财务绩效指标中去。首先可以从企业自
己的网站数据开始。与前一时期相比，在线客户访问量的减
少是未来销售额下降的一个潜在指标。谷歌分析报告对网站
浏览量的分析可以在销售交易条目被企业录入或输给竞争
对手之前，让企业直观地看到销售的潜力图。财务部门当前
的任务是将非财务信息与财务数据连接起来，这样才可以实
现其预测的能力（见第3章3.4节）。

在公用事业、制造业和零售业，首席财务官需要处理的数据来
自于智能电表、技术设备上的传感器或社交媒体上的消费者
互动。因为这些数据的速度有时候会非常高，所以在进行测
试或向消费者提供特别优惠时，这种高速度会导致大量数据
的积累。其中一些数据可能需要实时监控，因此需要一个能
够处理大数据的基础设施。数据速度是图1.6中的第二个“V”。

在公用事业和制造业中，数据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真实性
（即准确度）。但传感器的数据容易对设备造成干扰，甚至导

致设备出现故障。因此清除这些数据是获取数据价值的一个
重要步骤。真实性是图1.6中的第三个“V”。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数据的数量非常巨大，这就意味着企业
不可能使用一台机器来存储、处理和分析数据。提供研究投
入的大数据示例包括“工业4.0”应用程序：社交媒体数据、电
子商务应用程序的网站点击流数据、呼叫中心的行为数据、
电力设施系统的机器传感器数据、全球运输食品的货船数据、
信用风险模型和来自银行和金融应用程序的交易数据。如图
1.6所示，数量是大数据的第四个特征。

澳大拉西亚公共部门领导在采访中提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
大数据集，它就是与家庭生活经历故事相结合的数据。政府
有一项关于个人和家庭的微数据研究，而这类数据集就是建
在该项研究的数据库之上。关联的数据同时兼有个人家庭与
政府的互动，包括生活事件（如教育）、收入、福利、移民、司法
和健康。

对审计专业人员（包括来自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四大”的合
伙人和经理）的采访显示，内部和外部的审计实践正在使用
大数据。过去，审计使用的是某一时间点上的小样本，但现在
使用大数据和分析工具的审计人员会占用并审查整个数据
群。采用大数据方法可以提高审计质量，为客户带来效益，还
可以在需要改进的领域提供见解，尤其是内部控制方面。

在第3章中，我们将探讨可以从大数据中获取价值的各种类
型的分析工具，即描述性分析、诊断性分析、预测性分析和指
示性分析。

数据的数量非常
巨大，这就意味着

企业不可能使用
一台机器来存储、
处理和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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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毕马威事务所的全新设计平台Clara可以为审计生成丰
富的可操作的分析信息，并且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对信息进行
诠释。Clara使用了预测式分析工具、外部数据及非结构化数
据。该智能平台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 通过分析大量交易信息，协助审计员以更快的速度做出

准确的判断。如果Clara用作分析评估，则可更容易识别欺
诈行为。

2. 通过从审计角度分析数据明细为客户创造价值
3. 可实现自动化，在不削减成本的基础上提升效率

事实上，许多客户公司的管理层也希望像审计员使用分析工
具一样自行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包括访问仪表盘、基准、成
本控制问题等。但是真正的价值并非源自工具本身，而更多是
来自审计师及专业判断。 

就大数据及分析工具的最新分析流程来说，审计工作如同探
索事件日志。该分析流程使抽取任意交易成为可能。通过与原
本设置的业务流程目标的匹配，我们可以识别出是否有异常
的业务流程操作。该分析流程能发现过去在传统审计操作中
无法发现的异常交易。该异常交易可能违反内部操作，绕过了
审批流程或甚至破坏了权责分离的原则。通过操作流程挖掘，
任何在内控环节被忽视的异常操作都能够进行进一步调查。

由于数据异常丰富的分析审计平台的普及，就技能和人才发
展的角度，我们应该招聘具有STEM背景的毕业生。STEM指
的是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除此以外，我们也应该招聘数
据专业人士。对于毕业生来说，现今的培训囊括全面熟悉内
控流程。 

除此以外，测试部门依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部门的
工作风险性很高，因此不应该以自动化取代测试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过去，审计是培养下一代首席财务官的训练基础。这
一关联性或许会发生改变，因为在未来首席财务官可能得首
先是一位优秀的数据科学家，又或者在该人员刚开始工作的
时候从事的是数据相关的工作并且掌握高阶分析工具的使
用方法。

大部分的培训都是在职培训，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领英上的定
制培训。对审计人员来说，一些可选择的工具包括Alteryx（一种
分析流程自动化工具）、微软BI及SQL数据库。数据专业从业
人员也需要对Python编程语言有一定的认知。

由于审计工作的本质及敏感性，在审计工作中应仅仅使用认
证及已罗列出的可使用技术。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工具和模型
开发中控制质量。此外，使用认证工具可以确保在遇到审计问
题时保护审计员。

就财务人员开发及职业培训角度来说，怀疑、判断及伦理道德
原则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这是因为财务人员并非只
是简单地看记录，而是透过交易信息理解管理控制流程以提
供审计证据。

成本最为高昂的步骤是细节证据的收集。在将分析平台与客
户ERP平台集成的过程中还是不乏挑战和难题。这可能是因
为即使客户购买的是来自同一公司的平台，如SAP、甲骨文或
微软公司的平台，不同的平台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差异。最低
的要求是针对于不同的ERP平台的分类账测试。该情况及数
据访问在不断改善，同样客户也在利用运营及外部数据建立
数据湖。

大数据及包含社交媒体数据、PDF文件图片及视频、音频、GPS
及传感器的数据的各种各样的非财务数据为高阶分析提供了
素材。除此以外，由于外内数据的整合，这能够为审计提供证
据且进行风险评估。

关键还是要从核心业务流程开始着手。这包括收入、每一笔销
售订单到交付的跟踪及发票。毕竟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
标准化的重复性的流程。

在未来，或许最大的机遇会来自于在审计中借助机器学习及
使用一系列自动化工具。除此以外，大数据分析下的审计或许
也会经历巨大的变革，从事后行为过渡到持续性的甚至是实
时的基于风险及管理控制的审计过程。如前文所述，审计将不
再是一种合规要求的确保外部交易正确记录的定期回顾式的
义务行为。而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审计操作的今天，审计师的
专业判断将显得更为的弥足珍贵。  

大数据和审计

即使是审计业务也开始大量采用大数据及诸如预测性及指示性分析工具等的高阶分析工具。审计员也亲身见证了许多
客户在工作中使用云技术、工业4.0传感器及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外部数据。 

财会分析工具 | 1. 在财会工作中使用分析工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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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最大限度利用分析工具的挑战
当今时代，企业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什么样的阻碍？有位首
席财务官在采访过程中表示，之所以会遇到这些问题，是因
为企业缺少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等能力。虽然首席财务官的
职责在不断地变化，但财务部门仍然是确保数据准确的第一
道防线。一家英国服务提供商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商业分析
师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财务专业人员除了需要熟悉
决策流程，还需要在支持和授权的情况下，把整个决策过程
记录下来，并在后期将这些工作自动化，而决策的质量反过
来会受到这些工作的影响。

参加调查的对象需要选出他们部门在使用分析工具的过程
中遇到的挑战（图1.7）。

我们还调查了中小型企业（SME）相同的问题（图1.8），它们的
情况与大型企业不同。英国有一家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社区的
软件提供商，据这家提供商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中小企业可
能会接受兼职或“组合型”的首席财务官服务。但大型企业使
用的云端分析工具同样也适用于中小企业。这些工具的出现
可以帮助会计师在实践过程中创造更多的机遇。 

图 1.7: 你认为你们部门使用分析工具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图 1.8: 你认为你们部门使用分析工具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中小企业与所有受访者的比较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中小型企业        所有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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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拉西亚地区分析软件提供商可以帮助中小型企业实现
基于数据进行的决策，帮助它们摆脱凭借“直觉”决策而导致
的不良后果。 

在企业提高数据使用规模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碍企业
发展的问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对现有技术的了解

（40%）、有问题的数据格式（39%）、学习正确分析数据的技能
（37%）、分析非结构化数据（32%）和打造数据驱动型的文化

氛围（30%）。

1.7 数据战略
英国一家软件和服务提供商首席执行官认为企业需要完全
根据它的企业战略和模型制定数据战略，这是企业制定分析
工具项目的第一步，因为数据战略将会切实地服务于企业的
需求。由于数据战略框架包括了分析、数据控制和管理，因此
支持这个概念的首席财务官都认为数据是宝贵的财富，而不
是带来损失的负债。数据战略可以组织、治理、分析和使用企
业的信息资产（DalleMule和Davenport 2017）。数据战略分
为两个不同的策略性组成部分，需要在防守型数据和进攻型
数据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图1.9）。

 n 防守型数据专注于风险最小化，确保分析工具的使用的
合规性。

 n 进攻型数据会通过仪表盘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支持，还会
通过数据模型和分析工具生成客户的关键信息，直接作
用于企业的商业活动，推动企业的增长目标。

我们这项研究中采访的企业都采取了混合式的数据战略。金
融服务提供商和零售商采用了进攻型战略，而一家按照汽车
排放标准运营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和一家公共部门企业则
采取了更具防御性的数据战略。关注安全和治理的企业往往
就会采取防守型战略，而使用预测性分析的企业则意味着它
们采取的是进攻型战略。

首席财务官都希望从前瞻性的角度收集数据并从中提取关
键信息，但困难在于缺少获得合适数据的渠道。然而在解决
企业的问题时，以财务为主导的分析方法会为企业创造重要
的价值。大多数参与这项研究的企业都提供了它们的内部数
据，而利用外部数据源的企业和案例研究则非常稀缺。尽管
如此，我们采访的一家在北美市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它们
的首席财务官明确表示，该公司会通过全球的外部系统分析
外部的客户数据，而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收入流都是基于
这些分析而建立的。另外一位同样来自北美的经理，他的公
司是四大专业服务公司之一，他在采访中提到了一项伐木公
司的案例研究，这家公司会通过卡车将木材运送到全国的建
筑用品连锁店。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将卡车的GPS数据与交通
事故相结合，预测了路线和天气的持续时间。这两个案例都
为企业利用外部数据提供了非常多的参考价值。(另外，关于
如何使用外部数据创造价值（box）（第1章，第1.5节）和增强
决策能力，请参阅葡萄酒和ANZ卡车指标的案例。)

图 1.9: 数据战略——进攻型 vs 防御型

来源：Leandro Dallemule & Thomas Davenport © 2017年5月 The Financial Brand

防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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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型

数据战略频谱
公司的数据战略取决于它所在的行业、竞争和监管环境以及该公司总体的发展战略。

医院在高度规范、对数据质量和保护极为看重的环境下运营，因此重视防守多
于进攻。

银行往往受到严格的监管，需要强大的数据防御。但由于
市场的动态环境，银行通常会在数据进攻和防守方面投
入同等的精力。

零售商的受监管程度低，处理的私人敏感数据不多，同时它们
还要应对竞争和市场变化做出反应措施，因此他们采取了典
型的进攻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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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部来源的数据，被Henke等人（2016）称为“正交（独立）
数据”，因为它独立于内部数据，有可能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
整合来自多个来源的外部数据，并结合到一个已经运行的内
部BI系统中，将有助于生成描述性分析、预测性分析，以及指
示性分析（见第3章）。

图1.10显示了受访者如何评价他们企业所使用的数据。超过
5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数据安全、可靠，不仅时常更新，还
易于访问；而只有不到50%的人认为他们的数据易于分析、易

于使用和清洗。当被问及这些数据是否一直被正确使用时（只
有38%的人认为正确），选择同意选项的受访者人数最低。财
会专业人士通常需要完全可信的数据，但有人认为如果我们
过分强调这一点，就可能会浪费时间而不能及时地进行决策。
使用100%准确的数据和使用80%准确的数据，我们做出的决
策会有什么不同吗？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
么。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使用数据的方式
感到满意。如果我们是财会专业人士，那么一旦骄傲自满，我
们就不会认识到数据和分析工具为我们创造的机遇。

图 1.10: 结合你工作的企业，你认为你的数据是否符合以下特征的描述？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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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会专业人士，一旦骄傲自
满，我们就不会认识到数据和分

析工具为我们创造的机遇。

财会分析工具 | 1. 在财会工作中使用分析工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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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

2.1 支持数据分析工具的技术
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势如破竹，各行各业的大小公
司都在考虑如何利用新技术来重塑他们的业务，但是Excel仍
是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的首选分析工具。在本报告采访讨
论中，受访者表示他们需要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和实现可视化
的系统。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这种系统统称为“商业智能工
具（BI工具）”。“分析”常指的是某种BI工具，而非分析方法。

图2.1展示了使用BI工具生成数据报告的主要过程。这里所列
出的工具并不包括所有工具，仅重点展示生动、新颖、创新的
开源分析工具。由于数据科学界更偏爱R和Python等开源语
言，而非商业软件，所以包括微软在内的主要公司所设计的

工具都是与开源工具和语言配套使用。图2.1的黄色标题则着
重强调的是BI工具（如微软的Power BI）在未来路径图上的突
出功能。

访问中最常提及的工具是微软的Power BI。此外一些受访者
也谈到了Tableau和Alteryx。这些工具都集成了先进的统计
和机器学习技术，从而能从数据中挖掘洞见。Alteryx是种数
据混合工具，能帮助商业用户甚至分析师混合、清理并转化
多来源数据，并将其整合为单一数据集，以便于分析。数据专
家和商业用户能在Tableau中审查数据图形，从而分析所得
结果。

图 2.1: BI分析所获得的财务数据报告

分析工具能帮助
我们对数据进行
最佳描述

财务

开放数据 

运营

制定决策，通过可行
性计划发现和利用市
场机遇

Excel电子表格系统 
Google表格系统 
Power BI分析工具套件 
Tableau商业智能可视化分析软件 
谷歌Data Studio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 
Plotly可视化工具* 
Apache Superset商业智能 Web 应用程序* 
Metabase商业智能工具* 
Redash数据查询与可视化工具* 

1. 用自然语言提问
2. 自动生成数据故事
3. 获取运行数据的背景信息
4. 自动发现数据源并归入目录
5. 自动建模数据
6. 分析数据和建议
7. 提供见解并执行决策
8. 数据报告推动工作流程

大数据

数据报告

创造价值

竞争优势

通过数据可视化
实现的商业智能

BI工具

*开源可视化仪表盘

26



财会分析工具 | 2. 现状

目前，一种新的和数据打交道的方法正应运而生；受访者多
次提及此类的工具和培训，这也证明了它们在各行各业中的
广泛应用。5

SAP和甲骨文财务系统（Oracle Financials）中也集成了分析
工具，虽然人们有使用它们，但是似乎并不很感兴趣。许多
受访者仍在使用这些平台的没有分析功能的旧版本。相较之
下，一家专业基金公司的财务经理则认识到了财会行业的专
业性，并乐于使用新的专业系统所提供的分析工具。

小企业用户则可选择为它们量身设计的一套分析工具。一名
澳洲中小企业顾问介绍最重要的工具包括：

 n 用于财务报告和分析

 n 能将会计数据可视化，从而实现更为强大的报告和预测
功能，以及

 n 能在获取所有的会计数据后对企业进行预测

如果中小企业要使用这类软件，它们就必须使用Xero或
QuickBooks的在线会计软件套件。

图2.2表明，Excel仍是受访者企业分析工具中的“主力军”，而
数据可视化工具则排在技术应用中的第二位。此外还有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17%)、机器学习(13%)、人工智能(12%)和深度
学习(6%)，而这些应用程度表明，受访者仍处于此类技术应用
的初期阶段。

图 2.2: 您的团队目前使用哪些技术来支持数据分析活动/战略/客户工作？

5 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审查了2019年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的技术使用情况。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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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工具包括能进行复杂建模的微软Power BI，和使用Azure
云服务及Salesforce Tableau分析平台的机器学习。随着中小
型企业尝试采用新技术，并提高了对于数据的理解，SMP也需
要做出回应，开发出比商业企业分析工具更适合小企业的中
小企业分析解决方案。由于新冠疫情，事务所的员工或者客户
都已经了解到了分析工具在信息创造方面的优势, SMP就无
需再说服他们来使用此类工具。

服务中小企业的SMP在疫情期间加大了分析工具的部署，这
不仅帮助它们理解这类的金融分析工具，还让它们能够获得
政府的工资补贴和税收激励计划。如果要获得上述援助，就需
要证明公司的收入同比出现显著下降。如果中小企业要证明
自己有获得援助的资格，就需要了解各项数据，并交由SMP进
行分析。一家澳大利亚顾问和SMP机构表示，企业通过确认收
入、梳理人员配置和提高对自己数据的利用程度，这实际上能
为企业带来更多的营收，而不非损失。这使它们能重整业务，
摆脱“累赘”。企业没有故步自封，而是正在实现商业模式的飞
跃式变化。而关键问题就是要定位资产，探索改造资产的方
法。这种改变的一个范例就是杜松子酒公司，它们现在正打造
自有消毒剂品牌，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当地的咖啡馆也改为
出售野餐用食物，重点放在外卖服务上。

这名受访的澳大利亚顾问表示，就连SMP会计从业人员也在
发生着变化。一名过去习惯于在电脑后敲敲打打的税务会计
师在新冠疫情期间转而利用Zoom视频会议和Skype通讯工
具为客户提供在线咨询服务。这位咨询师和会计从业人员还
为中小企业开办了一个在线支持小组，每次的线上支持会议
都会进行2个小时。该澳大拉西亚支持团体面向全球，其中不
乏来自马耳他、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的参与者。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让它们更加了解分析工具（尤其是预测性
分析工具）和“现成的”软件，这家澳大拉西亚咨询机构提出了
几点建议。

1. 利用如Xero, MYOB或QuickBooks等会计工具，从而确保
账目记录清晰直观，包括有简洁明了的开支项目和不同的
工作内容，并且要为每个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工具。

2. 接来下就是提取账目中的交易和数据。我们可以使用
DataDear (https://www. datadear.com/)提取数据，导入
Excel，并使用数据透视表生成报告，以便进行快速分析。

3. 在了解了会计数据后，我们可以使用Float (https://
floatapp.com/au/for-businesses/)进行现金流预测和情
景规划，Flow能依据当前的现金情况自动得出两年的现
金预测和情景规划。这些情景可能包括丢失一名主要客
户、付款拖延和招聘新雇员。

4. Futril的“预测”(Predict)其核心就是利用财务预测软
件。Predict能自动提取云会计系统中的所有财务数据，并
像全球定位系统（GPS）一样准确地预测现金流和未来业
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销售、支出、利润和税收。

英国一家会计、咨询和数据分析企业的创始人从中小企业和
SMP的角度出发，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方法与客户互动。该方
法的第一步是通过业务战略和对客户市场的细分，让他能够
了解处于初期阶段的企业情况，从而帮助他了解、校准企业
财务情况，通过了解企业实质，重新进行财务报告。这包括了
解业务中的关键利益相关方以及支持决策的指标和信息。上
述理解可以让这名英国创始人的公司获得足够的洞见，帮助
客户的财务工作。就分析工具来看，重点不在于你选择的是
Looker（谷歌）、PowerBI（微软）、Klipfolio（一家加拿大软件公
司的产品）或Tableau（Salesforce）等工具，而是不仅要了解财
务数据的来源，还要了解非财务数据的来源以及摄取数据的
最佳方法。这些数据可以从电子销售点系统、电子商务网站、
客户关系管理（CRM）和仓库系统获得此类数据。我们将这些
数据整合利用，从而增强企业所有人的信心，帮助他们进行决
策。而这需要包括会计和财务、基本技术和数据技能等综合技
能。通过对数据专家和数据科学家进行会计和管理信息方面
的培训，可以让他们培养出这种综合技能。

中小企业和事务所的观点

中小企业和中小型会计事务所（SMP）也能使用大部分大公司采用的最先进的云分析工具 

财会分析工具 | 2.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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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面临的挑战包括了要让中小企业了解分析工具的力量
和价值，因为这些企业可能从来没有用过此类工具。对于亚洲
的中小企业而言，选择何种分析工具的关键人物通常是首席
执行官（CEO）。企业所有人或首席执行官（CEO）能确保合作
的开展从而实现数据共享。因此，重点不在于财务信息，而在
于是否能形成洞见，促成合作。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对于中
小企业而言，部署分析工具的成本相当高昂。依据企业战略进
行可视化定制，根据关键数据源生成图表，这都会影响到部署
成本。是否能符合企业战略，这影响到了终端用户对于分析工
具的体验。

一家亚洲的数据技术应用提供商的CEO表示，分析工具技术
有助于分析和切入更多的数据，这是Excel和脑力分析所不可
及的。由于有一系列的软件都可用来生成分析结果，所以这名
CEO的财务部门正积极地参与到此项业务中，帮助了解客户
需求，为客户和软件开发团队搭建起了沟通桥梁。该财务部门
会在公司内部使用预测分析工具，从而了解客户行为，积极管
理交付资源。

在企业内部，财务部门可以利用财务仪表盘来呈现公司业绩
表现。技术团队负责编写分析工具程序，而财务部门则负责了
解需求。当技术团队在表述上遇到困难时，就可以与财务部门
合作，这有益于对信息进行正确的可视化。重要的是，财务部
门成员能帮助客户理解商业案例和投资回报率，并持续密切
关注投资回报率的情况。

该名CEO在其公司内部开设了一个培训机构，提供相关的技
能培训。但是，即便有这一内部机构，员工也应该参加公共会
议，以弥补在对这些工具的了解和使用上的差距。我们需要发
展软技能，才能根据不同的数据集和问题选择对应的可视化
方法，并做好情况描述，用以有效辅助所选的可视化方法。这
类软技能是对现有财务和会计能力的补充，一个了解技术（分
析工具）的财会专业人员需要具备这些软技能。  

中小企业和事务所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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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工具可以应用于何处？
根据受访机构表示，获得成熟应用的分析工具包括预测性销
售分析、客户盈利、产品盈利和现金流分析。一个英国的数据
专家不仅利用分析工具来帮助他预测需要改进的工作，还将
分析工具重点用于寻找商业模式中需要改善的部分。最值得
注意的是，B2B的商业模式在了解客户需求上面临着诸多挑
战。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B2B模式选择绕过如“实
体”零售店等正逐渐日落西山的传统渠道。

分析工具不仅被应用在财务和市场营销上，还被广泛应用于
企业中的其他各个部门。使用分析工具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n 从数据中挖掘价值

 n 提高竞争优势

 n 支持战略和策略目标的实现

 n 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

 n 有助于提高业绩表现

 n 创造知识 （Holsapple 等人. 2014年）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分析工具的部署速度加快，主要应
用于劳动力规划、人力资源或人员分析上。一名就职于“四
大”专业服务公司的北美经理，他同时也是我们ACCA网络组

成员，他正在帮助政府进行人口统计规划和资源配置，将一
线员工转移至受疫情影响较弱的地区。数据分析工具有助于
企业了解如何利用政府推出的疫情扶持措施。将这类工具用
于了解失业者上，可以帮助政府行政人员和公共部门决策者
完善相关政策，改进长期的激励举措。这些工具还可用于报
告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小企业，从而使政府能在疫情期间规划
企业激励措施。 

新冠疫情对工作方式的改变包括工作安排变得更为灵活，完
全在家办公，白天与子女同处，并且无通勤或少通勤也增加
了可用时间。而这些变化也要求企业要迅速地实施远程工作
战略，并在必要时部署新技术，从而保证业务的连续性。而其
中，分析工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能“帮助任何地方的员工
获得资源，而以前公司只需要向员工集中办公的办公室提供
资源”。自新冠疫情以来，工作量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下降，
而分析工具则有利于有效的利用资源。过去，一个简单的管
道工具和小组讨论足以维系两到三个月的资源规划所需。如
今，利用疫情期间的资源配置工具，一家“四大”专业服务公
司能平衡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各国之间对于资源的需求。
北美地区针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企业推出了小企业政府优
惠刺激计划，而每周需要400人处理该计划。以前，要招聘到
这批人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招聘时需要对申请人进行审
核，检查他们是否了解企业会计。如今这项招聘工作已经完
成，需要每个申请人完成书面手续，从而支持现有会计信息。

财会分析工具 | 2. 现状

案例研究：主数据的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其中一项挑战就是是否拥有质量优秀的数据。
这是一个纪律性问题，也是我们在主数据方面所存在的难题
之一。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向最高管理层施压，以期能解决上
述难题。 

我们有良好的基建，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人员培训。但即便
如此，我们仍在管理主数据方面面临着巨大难题。例如，我们
了解我们的销售和营销部门存在有主数据问题。他们总是未

能对系统中的主数据进行及时维护，或者提供了错误的主数
据。他们不仅会出错，还将工作外包，因此问题就会变得更复
杂。但是，当你知道有问题时，不能只是说一句“这有问题”，而
是要解释清楚。因为我们都明白生活处处是问题。需要解释清
楚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有良好的决策能力，就需要有强大的
分析工具，而这分析工具的前提是有高质量的数据，否则分析
就成了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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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您认为您的团队探索或使用数据分析工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图 2.4: 在你的团队中实施数据分析工具时，是否明确分配了
责任？

随着首席财务官（CFO）的职能不局限于财务范畴，除了实现
降低成本，提高流程效率外，能应用分析工具来发掘价值也变
得至关重要。这与交易无关，而是关乎能否从数据中获取价
值，从而帮助推动整个组织的发展。

分析工具对于业务流程的改变能力才初露锋芒。以收款流程
为例，传统的做法是根据账户的大小或者开票后的天数来确
定账户的优先等级。公司现在可以利用分析工具，根据在特
定时间内付款可能性的高低来确定优先等级。主动使用电子
邮件联系客户，发出收款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分析工具完全
地改变了业务流程。

企业探索或使用分析工具不仅仅只是针对现有的业务。根据
我们的调查对象反馈，使用分析工具的两大优势分别是提高
效率（67%）和改善规划、预算和预测（也是67%）。除了上述原
因外，提高风险管理（48%）和检测及改善控制（45%）等也都
有助于我们从数据中获取价值。但是，优势并不止于此，还包
括：提高收入（37%）支持新产品或服务开发（33%）检测欺诈

（27%）和满足监管要求（26%）。总而言之，受访者表示，他们
使用数据的目的并非单单是要获得洞见用于管理客户关系

（33%）。受访者从数据中获得的好处中排名最靠后的是：满
足监管要求（26%）和了解竞争对手（17%）。在财务部门使用
分析工具的原因中，最次要的原因是发现和管理人才（14%）。

2.3 由谁负责？
大多数调查的受访者（62%）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实施数据分析
工具方面的责任（图2.4）。

如图2.5所示，最常见的情况是，在整个组织中负责实施分析
工具的是首席财务官（40%），而由首席执行官负责该责任的
比例（28%）则远远低于前者。其他人在实施分析工具上所承
担的责任或拥有的权利远不及公司的管理层。审计合伙人的
出现表明，尽管存在独立性方面的挑战，但企业在审计过程
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大数据分析，因为这对企业具有吸引
力。此外，企业会以类似于审计的方式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因
此审计合伙人对实施数据分析的影响相对较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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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分析官（5%）对实施数据分析工具的影响不如预期高，这
反应了该职务依然处于初始阶段，他们需要继承先前实施的
分析系统。这也反映了组织建立分析职能的多种方式。但无
论采用何种结构，企业都必须要明确治理和诚信上的责任。

应指出的是，由于该调查采用的答复是来自所有受访者的，
所以审计合伙人只影响力比重只有15%。如果按受访者的行
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行细分，从事专业服务的受访者认为

审计合伙人的影响力比重为49%，从事专业服务领导层的受
访者认为是81%，而从事财务工作的受访者认为仅有1%。

图2.6展示的是进一步对比了认为在中小企业（即员工少于
250人的企业）中工作的回复人和所有回复人的结果。结果表
示，小型企业CEO在应用数据分析工具上比CFO发挥了更大
作用。它还显示出，在这一领域中，财务部门并不领先，但随着
为这一市场开发基于云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多，仍是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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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目前谁负责做出在整个组织中实施数据分析工具的决定？

图 2.6: 目前谁负责做出在整个组织中实施数据分析工具的决定？  
        中小企业与所有受访者的比较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中小型企业        所有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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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期实施数据分析工具的责任
在2023年-25年（图2.7）这段期间，负责在整个公司实施分析
工具的是首席财务官（40%）和首席执行官（34%）。这种情况
其实是目前情况的自然演变，当前也是由同一批领导层在推
进分析工具的实施（图2.5）。令人惊讶的是，预计首席数据官
在这段期间承担的责任（8%）会高于首席营销官（4%）。实施
过程中不仅涉及工具的选择，还涉及团队的建设和架构，从
而才能从数据中发掘洞见。首席财务官在让整个组织获得数
据和分析工具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5 从分析工具中获取价值的所需技能
虽然分析技术、流程和数据是分析项目的基本要素，但是能
否获得分析人才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为分析项目选择合适
的方法（如CRISP-DM）和确定正确的数据和分析方法，这些
任务都必须由人来完成。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执行官需要足够

灵活，才能重新设计思维和决策，以对接由商业智能工具和
可视化获得的分析和见解。但分析工具正在降低统计和数据
技能所需水平的门槛，并为现有人才提供传统财务和会计工
作之外的发展机会。

无论公司已经具备有哪些资源，为了要获得洞见，有时依然
需要从外部招聘人才。因此这类人才罕见，而且要找到具有
特定行业经验的分析师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需要修改人
才招聘方法。这是我们所咨询过的若干家公司的一致想法。
一位来自东欧的首席财务官希望每个团队中都有一名“冠
军”。冠军不仅致力于解决问题，而且还负责帮助其他团队成
员发展他们的分析技能。对于一些人来说，成为冠军靠的是
他们的过往经验和对企业的了解。ACCA和澳新特许会计师
公会（Chartered Accountants ANZ）都有指导课程，遵照上
述发展路径，并且已经有先例证明我们能发展技术技能，同
时对与道德相关的软技能进行监督并维护隐私。

图 2.7: 在整个企业的未来三到五年内，谁最有责任做出实施数据分析工具的决定？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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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技能既包括软技能也包括技术技能，如图2.8所示，接
下来的段落中会详细讨论这些技能。关键能力是能够明确问
题，理解并解释结果。虽然可以利用工具发现规律，但是需要
人才来解读和表述。

核心技术和软技能
技术技能和道德技能再辅以额外的技能，这共同构成了ACCA
的职商（图2.9a——“职商”定义见《专业会计——未来：变革驱
动因素与未来技能》（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 the Future: 
Drivers of Change and Future Skills）（ACCA2016））或澳新
特许会计师公会的能力模型（Capability Model）（图2.9b）。
对于利用分析工具而言，重要的是在分析和叙述数据时利用
职商。

所需的数据和分析技能
即便对于已经构建了商业智能卓越中心（BI Centres of 
Excellence）的组织而言，这些组织的受访者依然希望提高财
务部门的技能，将分析技能和技术使用纳入主要的财务职能
范畴中。有时，一些首席财务官会认为，没有必要要求团队成
员拥有更高深的微软Power BI或Python语言的编程技能。一
个人的学习动力是由于他知道：已经拥有会计资格却还利用
空闲时间学习Python和机器学习是不多见的。

但是领导层需要了解这些技能和知识。在C级高管中，首席财
务官和首席执行官都要明白“分析工具优先”的思维能产生何
种效应。我们采访的一位北美的首席执行官，他在进入财务部
门之前曾担任数据科学家，并获得了深厚的分析培训知识。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在天生以数据为中心的公司中并非
绝无可能，这使得财务会计机构能从更广泛的途径吸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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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会计 数据素养 数据提取 应用知识 解决问题和           
批判性思维 可视化 会讲故事 

图 2.8: 从分析工具中获取价值所需的技能

图 2.9a: ACCA职商 图 2.9b: 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能力模式

来源:ACCA 2016

来源：2020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

不考虑专业会计师的工作水平、职业阶段、工作环境和工作职务，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六项
非技术能力判定他们未来就业的基本能力。其他关键的非技术能力则因工作职务各有轻
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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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的首席财务官表示，无论首席财务官的数据素养有
多高，参加培训或“预告形式”的研讨会了解当代技术和工
具，这对于领导层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通过参加这
种“速成学习班”，领导层能为员工指明方向。领导力并不是
指需要领导层有深入的知识，而是要求他们了解适合某类大
数据处理技术的商业理念类型，以及相关技术的知识。只有
拥有了这样的领导力，才能具备能力质问他人所提出的分析
商业案例，确保其完整性，同时也不会被视为是盲目批准项
目的“软肋”。实际上，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财务和会计
专业人士熟悉数据科学技能到何种程度，才能熟练地使用这
些技能，才能了解数据收集方法甚至数据结构。至少一位来
自欧洲的首席财务官表示，当务之急必须是不断学习，以认
识到所有这些数字技能、分析工具、数据、它们的治理和质量
是如何相互交织的。这有助于确保财务专业人员在未来的业
务中依然保持与时俱进。

一家会计事务所和软件供应商的英国负责人通过让数据工
程师接受会计模块和财务培训来应对技能挑战。由于首席财
务官和财务部门负责对分析工具和实施进行决策，这种跨学
科方法的采用能够让数据专家和财务部门成员之间进行更
为良好的沟通。

对于财务部门而言，下一步就是接受分析工具培训，这包括
了如何访问数据源，了解应用编程接口，并将销售等数据提
取到财务系统中，从而进行预测和报告。这种按需整合系统
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通过“低代码”实现的，即设计者不是
用传统的计算机代码来编码，而是借助于对基础业务流程的
理解来进行操作。低代码环境将流程的流程图和数据结构的
高层抽象转化为应用程序。事实上，Salesforce平台就包含了
低代码的Lightning平台。熟悉电子表格的财务部门成员可以
从这个环境中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开发一个程序，将多个电
子表格简化为一个应用程序。

因此，重要的不仅是掌握技术技能，而是需要财务部门通过
正确的数据、正确的工具、正确的技能帮助企业开展恰当的

合作。对于审计事务所而言，其所选择的工具既需要对事务
所内的人才有吸引力，也要对客户有吸引力。这将有助于减
少学习阻碍。

澳大拉西亚的一位审计事务所合伙人和经理一直都致力于
帮助其员工提高技能，这类技能提高不仅包括报告、控制和
分析领域，最近还明确涵盖了计算机领域。自2020年开始，该
审计事务所已经利用Excel、SAP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中的高
级分析技术，优化和自动化了很多分析程序。

一家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SMP服务的软件机构的澳大拉西
亚席执行官举办了一个微软Power BI“训练营”，帮助学员熟
悉商业智能和可视化技术。DAX（数据分析表达式）是整个
Power BI中使用的公式语言，也是训练营的关键培训内容。参
加该培训课程的财务仪表盘冠军可以获得通过“拖放”和数
据透视表驱动的预建模板。数据冠军专注于将外部数据源引
入系统，并拥有DAX技能。

由于企业和财务部门的电子表格方面的技能存在不足，这进
一步加剧了它们在分析工具上技能的短板。中小企业或规
模较小的会计和咨询机构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缺乏对于
以下使用工具的能力：包括Microsoft Power Pivot和Power 
Query及其支持语言M和DAX。这两种工具的功能都可以在
Microsoft Power BI中使用。

新人才的入职培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一般来说，他们除了
要参加进修课，巩固了解最新的电子表格版本和Microsoft 
Power BI，还需要接受财务和会计基础知识的基本培训。此
外，本报告中采访的多数公司都表示，它们都确保了自己的
员工都能获得一定量的教育资源（例如，Lynda.com--现在称
为LinkedIn Learning）。这种在工作或项目之余进行的微学习
有助于使员工了解最新的数据技术和技能。一些公司还使用
微学习这种方法，将学习融入到员工的整个工作体验中。因
此，这种“边做边学 "能将分析工具使用范例与工作活动联系
起来，有助于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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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分析工具模式？
一位英国首席执行官（CEO）希望将他的整个公司摆脱传统
结构，建立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业务模式的工作方式。这种新
的工作方式是指用新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和分析。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本以数据为中心的工作思想和行动的
指南，从而帮助员工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不仅能提高生
产力，还能利用数据中寻得的结果实现创新。这种未来工作
的场景有助于解决千禧一代员工的急躁性问题，同时能促进
自助分析工具的发展。编制这样的指南也是劳有所得的，它
尤其有助于那些以数据为中心，但没有明确理解将来业务需
求的工作，还有助于那些模糊不清，缺乏深入详情的工作。

一名亚洲数据专业机构的CEO表示，软技能是各项技能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他在自己公司设立了未来学院，每个月培
训50名员工，从而帮助自己的公司建立起使用分析工具的能
力。此外，他们也会参加社会上开设的培训课程，从而才能确
保员工学会最新的工具，学到最新的知识。支持分析项目必不
可少的两项关键技能是可视化技术和能够为不同数据集或
问题选择最佳可视化方法。一旦实现了可视化，就需要知道如
何叙述内容，针对每个客户，进行正确的信息传递和内容叙
述。了解分析工具的财务部门是最适合叙述数据背后的深意。

发展技能
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几位受访的首席财务官都是务实派，
他们意识到，现有团队成员了解现有系统和流程并拥有相关
技能。他们认为，将旧技术与新技术相结合，可以避免出现无
所适从的问题。 因此，未来的技能包括了如今工作所必需的
技能再加上包括分析能力在内的新技能。新技能的融合是通
过提高现有员工的技能以及补充企业内部缺乏的技能，但这
些技能对于分析项目和思维的发展必不可少。 采用这种方法
有助于在利用组织内现有人才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招聘的新员工依然以业务能力为主，但是他们也具有各种的
分析和个人技能。

分析开始于业务协调以及相关内部和外部数据源的标识。 三
个关键特征有助于将理想的具有分析能力的员工与其他员
工区分开来：

 n 分析技能——理解数据及其操作（包括Excel数据透视表）

 n 将商业问题转化为分析工具流的能力

 n 充满好奇心——好奇心有助于人们通过探索数据、可视化
和预测模型来解决问题。

通过数据素养计划，能由点及面地使更多人获得洞察力，增强
人们对数据的信心，提高他们使用数据的意愿。今后将不可能
会出现大大小小的企业把数据分析工具丢给用户让其自身
自灭的情况。建立起一种人人参与的数据文化这将会大有裨
益，因为如果人们不支持数据举措，任何数据和分析技术或
流程都无法发挥作用。让人们对使用数据充满信心是采用BI
工具的关键。这种解决方案的出现是由于：“数据素养计划的
出现。数据素养是识别、定位、解释和评估信息，然后有效地
传达关键见解的能力”（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2018）。一
个“全民数据素养”项目会囊括一系列重要的商业技能，包括：

 n 数据语言

 n 了解不确定性（概率）和复杂性，以及

 n 解释数据和可视表现中的关系；

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有能力协调开展数据素养项目，有机
会让整个公司都能了解财务和运营数据语言。同时，数据素
养计划能唤起大家的好奇心，让大家思考企业中有哪些数
据、数据代表了什么以及如何解读数据。最重要的的是，数据
素养项目的目的是让工作场所中的更多人能开始思考如何
应用这些数据，从而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

对于正在着手制定数据素养计划的组织和个人而
言，由分析软件供应商Qlik设立的“数据素养项目”

（Data Literacy Project）包括创始合作伙伴埃森哲
（Accenture）、Cognizant、Experian、Pluralsight、英国特许

营销协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rketing）和Data to the 
People，以及学术界人士（Qlik 2020），能成为这些组织和个
人的数据素养资源库。

2020年，鉴于分析工具的重要性，与软件厂商合作利用分析
工具正成为一种可能趋势。这种合作能将软件、教育和支持
相结合，从而帮助组织攀登数据素养的阶梯。那么，成为有数
据素养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呢?有数据素养的人必然是一名专
业人士，虽然他不一定是数据专家，但却拥有将数据转化为
有用知识且应用这些知识从而推动决策的能力。在一个自动
化和注重决策的工作场所，所有财务和会计专业人员都需要
具备数据素养。

本次研究所咨询的首席财务官包括欧洲一家公用事业公司
的首席财务官，其公司使用第三方供应商来解决专业化模拟
模型的具体问题，以便在监管环境中进行未来定价。使用第
三方来解决特定的分析模型或项目问题并不罕见。一位来自
亚洲的首席财务官使用的是另一种模型，通过在境内软件供
应商获得额外的专门分析人才，以提供始终如一的服务，满
足不稳定的需求。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获得必要的人才，三个
关键角色对于实施大型分析项目至关重要（表2.1）。

表 2.1: 大型分析项目的关键角色

角色 描述 

分析工具
团队领队 将商业领导技能与技术分析技能相结合

   分析工
   具模型
   建设者

具有分析实施和技术技能，并融合了行业领域
的专业知识

  商业分
  析人士 具有商业和分析工具技能，包括参与项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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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到了什么？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意识到大数据是非财务
信息的一个关键方面，在其新课程中教授了学生一系列的新
技能，使他们能够从年报和政府资源中提取数据，包括澳大
利亚统计局(ABS)、澳贸委（Austrade）、计量局和澳大利亚税
务局。

该课程引导学生分析非结构化数据，包括年度报告中的叙
述和农业企业的新闻稿等。学生还可以使用微软Power BI或
Google Sheets从数据中提取模式或见解，向雇主证明他们
拥有的炙手可热的数据分析技能。

从2018年的模拟中总结出的经验，将帮助其他大学将前沿的
专业内容吸收到现有的会计课程中，包括以下几点。

1. 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提取数据，并使用电子表
格以外的新一代工具进行自动分析，包括（但不限于）微软
Power BI、Google Spreadsheet和Fusion Tables。文本分析
工具有助于学生从单词模式和短语中精确地确定情感信号，
以发现任何内幕交易的提示。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学生可
以确定哪些工具最适合控制测试，哪些工具适合可视化欺诈
性索赔等。

2. 能够分析非财务大数据集，是培养大数据会计技能的关键。
这类数据包括来自谷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的网站数
据，甚至是无人机在一个空间进行商品盘点的视频录像。授
课所需的数据集不需要几百万行的数据，只需几千行数据就
足以。

3. 通过实操，学生可以培养预测性数据分析能力，不仅利用
工具和数据解决问题，还可以探索大型数据集，亲自挖掘
数据中是否有有用信息。例如，利用大数据代替趋势历史
数据，观察每个客户，预测客户是否会付款，这可作为实
操案例向会计专业学生介绍预测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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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和财务专业人员的技能：大数据会计课程

简介
雇主寻找的是具有大数据和分析技能的学生。麦考瑞大学和澳
新特许会计师公会合作研发了该课程的模拟和大数据模块。 

学生将习得大数据会计技能，包括非财务报告技能。

随着全球努力应对商业大数据的爆炸性增长，寻得有适当技
能的员工是业界最大的挑战。麦考瑞大学2017年试行了一门
新课程，旨在培养会计专业学生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可能有助
于填补澳大利亚的技能缺口。

麦考瑞大学的情景会计（Accounting in Context）(ACCG399)
是由麦考瑞大学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合作开发的，目的是
向学生传授大数据会计的技能。这门新课程是学生参加特许
会计（CA）课程前会计学位的最后一门课。

最初的课程模拟项目将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大数据平台的材
料和各种公共数据源相结合，终于在2017年推出了该课程，主
要有两批学生参加了模拟和后续评估。该课程是第一个将大
数据概念纳入大学学位学习的课程。

由于大数据将成为会计和审计的核心，如果毕业生能熟悉大
数据并拥有分析技能，那么他们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业市场
中拥有优势。

随着澳大利亚的各个组织努力跟上数据量激增的这一趋势，
普华永道大数据跨行业（PwC 2017b）项目调查中，77%的受
访者表示难以找到具有行业所需的相关大数据技能的员工。

随着大数据成为会计和审计流程的核心，需要发展这些技能
的行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会计行业。如果会计师不接受这一
领域的学习，那么新兴的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师将替代会
计师成为商业数据的保管者，而会计师将因此无法充分参与
到关键管理人员的战略决策中。

将来，尤其是管理层更需要具备数据知识。一项对美国雇主的
调查发现，59%的财务和会计经理认为，到2020年，数据科学
和分析技能将是所有经理人的必备技能。商业-高等教育论坛

（Business-Higher Education Forum）和普华永道联合进行
的关于投资数据分析人才的调查(PwC 2017a)称，目前这一领
域的技能短缺，无法通过商业化策略来满足。

因此，根据IBM的报告（Columbus 2017），有必要提供更多的
商业分析课程从而适应数据行业的需求，因为到2020年，数据
行业预计在美国会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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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和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Chartered Accountants ANZ）设置并推出了澳大利亚
第一个将大数据和会计结合起来的大学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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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认为，要充分运用分析技术，最重要的两项技能是对
业务的深入了解和理解（66%），以及在运用分析技术解决问
题时需要有创造力（63%）。技术性的财务和会计技能（47%）

与数据可视化技能（46%）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保持质疑的态
度（41%）比描述数据中的内容的技能（35%）更重要。有趣的
是，编程和编码技能(28%)被认为略比职业道德(22%)更重要。

图 2.10: 为了利用分析工具带来的价值，你的团队中哪些技能是最重要的？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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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L（提取、转换和加载）工具和分析框架有助于将多个来源的
数据导入中央数据库或“数据湖”。ETL工具最早出现在20世纪
70年代，当时它是用来提取数据，将数据转换为目标格式并加
载到目标数据库中。2020年，运营数据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
变化。大大小小的组织的大数据是来自高度多样化的来源，包
括从外部社交媒体、日志文件、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
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签、中央闭路电视（CCTV）视频到文
本文档等。大数据源的种类和数据量都在持续增长。ETL工具
可以结合非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的来源。此外，该工具还可以
帮助维护数据质量以及由元数据衍生出的数据脉络。元数据
对于数据建模和报告以及业务流程建模至关重要。

随着企业对云的使用，21世纪的ETL模式正发生变化，如今的
模式中，加载提早到提取后就开始：因此，变成了ELT（提取、加
载、转换）。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传统的ETL或宣告它的 

“死亡”（Mintz 2017），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用例值而采用不
同的方法。ETL可能非常适合于企业内部的工作。ELT，正如其
名称所示的那样，是从源头提取数据，将其不变地加载到云上
的目标平台，并在之后对其进行转换（即平台应用商业规则，
处理缺失值，或执行货币的一致性）。这种方法带来了直接的
好处，包括一旦可以访问数据，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审计，任何
转换都可以从云分析平台上的处理中获益。随着数据湖的出
现，人们希望能提取和加载数据源。在这种情况下，报告工作
则被推后，且只有快要使用时才会决定转换类型。

开源ETL/ELT工具的成本较低，但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们
所需的支持更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工具无法处理大
数据的复杂性。ELT工具包括Apache Airflow（由Airbnb开发）
和Luigi（Spotify开发）。开源的ETL工具包括Apache Kafka和
Apache 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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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TL（提取、转换、加载）模式转换为ELT（提取、加载、转换）技术

ETL框架

ETL框架
提取 转换 加载 分析

源数据库 中转地 数据仓库 分析工具

提取 加载 转换 分析

大数据信息源 云数据湖 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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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析 工 具 的 类 型 和 应 用

熟模式”。但是，也可能直接从描述性阶段到指定性阶段，不
包括中间阶段。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智能工具已经
拓展，提供了描述性以外的分析工具。SAP和Oracle等主要供
应商的会计系统和专业财务应用程序就包括了预测建模的
功能（Webb 2020）。现在，顺应分析学趋势实现快速发展的机
会已经如期而至。但是首先我们要思考不同类型的分析工具。 

3.1 四种分析工具
目前，为了理解各个组织可以使用的分析工具类型，我们采
用了一种成熟模型的方法（Zych 2017）（见图3.1）。人们使用
分析工具是为了达到一系列目的，包括描述性目的，然后是
诊断、预测和指定性目的。这就要求分析工具的使用者了解
不同阶段的分析工具的应用方式，才能从中获益：这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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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四种分析工具成熟模式

如表3.1所示，不同作者引用的模型有若干种变化。

表 3.1: 按文献来源分列的不同分析工具类型

VESSET (2018)6 DAVENPORT 
(2013)

KART等人
(2015)

BAHGA 和 
MADISETTI (2019)

规划分析工具：计划是什么？

描述性分析工具：发生了什么？ 描述 描述 描述 

诊断性分析工具：为什么会发生？ 诊断 诊断

预测性分析工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预测 预测 预测

指示性分析工具：应采取什么行动？ 预测 预测 预测 

6 该定义和分析工具类型源自于ACCA/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商业数据透视攻略》（Business Data Insights Playbook ）（即将于2020年出版）。

前瞻回顾

指示
应该采取什         

么行动？

诊断
为什么？

描述 
发生了什么？

预测
接下来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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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图3.2概述了每个步骤中的技术。

图3.3显示了调查受访者表示其团队正在使用的分析类型。 
更多人偏向回顾性的技术，而非前瞻性的。

接下来的内容将更详细地讨论每种分析工具类型。

描述性分析工具
意料之内的是，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最常考虑和使用的分
析工具类型是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方法旨在对过去和现
在的数据进行简明描述。其中使用了统计函数，包括计数、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前N位和百分比。电子表格中就有提供
这些函数。一直以来，人们都使用描述性分析工具来建立商业
智能（不要与商业智能工具和软件的广泛功能混淆，包括预测
性分析）。例如，使用报告、财务仪表盘创建的业务快照以及查
询过去数据的功能。这种类型的分析工具无法告知我们数据
中所蕴含的规律，只是试图在解释过去“已经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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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四种分析类型中的各步骤概述

图 3.3: 你的团队采用哪种类型的分析工具？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预测性
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前瞻

回顾

优化

随机测试

预测建模

统计建模

发现和警示

询问和探究

专门报告

千篇一律的报告

描述性
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诊断性
为什么会发生？

指示性
已经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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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性分析工具
对于在公用事业、零售业和制造业行业的欧洲CFO来说，诊
断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机器的传感器数据，以从以往的故障历
史中获取模式，从而对故障进行预测。诊断有助于回答：“为
什么会发生？”

预测性分析工具
预测分析工具利用现有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从而对未来事件
或价值进行预测。简言之，预测分析工具要帮助解答的问题
是“将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利用过去事实是
不能预测未来的。

我们在与澳大拉西亚一家四大事务所的审计合伙人和经理
的讨论中发现，预测性分析工具在业务中的使用越来越多，
不仅提高了整体审计质量，也提高了效率。更具体地说，预测
性审计有助于发现风险和发现欺诈行为（Earley，2015）。

指示性分析工具
指示性分析有别于其他种类的分析工具，其主要特点是可以
从一套备选方案中建议一则行动方案（Hare等，2016）。这种
分析工具的形式非常适合支持决策：指示性分析工具与其说
是统计或数学输出，不如说它创造了一个决策作为输出。指
示性分析工具的结果可直接转化为自动化流程，不需要人始
终参与在决策环节中。这种分析工具支持从营运乃至战略的
全方位决策。在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指示性分析方法结合了
预测模型、业务规则、线性编程、评分和优化技术。这种结合
可用于处理优化问题或进行基于规则的预测。因此，这种分
析工具的使用范围广泛，涵盖了交叉销售、客户流失、仓库交
付的最佳路线规划以及供应链和物流的优化。指示性分析回
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来实现它？”。

虽然在本研究咨询的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中很少使用指
示性分析工具，但政府政策顾问和一家社会企业投资机构的
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正在逐步采用这种分析工具。

因此，利用数据和故事（人们的生活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通过描述性和诊断性的分析工具能够形成洞见，促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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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Differences between dashboards, reports and querying data using Microsoft Power BI as an example

特征 仪表板 报表

页面 单一页面 一份或多份

数据来源/数据集 单一仪表板上包含了多份报表和多个数据集 每份报表基于单一数据集生成

自然语言查询 仪表板上带有该功能 单一报表不具备该功能

可视化类型更改 某一报表可视化类型的更改不会引起仪表板
改变

可视化类型改变会体现在报表中

定制化 仪表板和磁贴的许多元素都可自定义，并且磁
贴能够移动

编辑视图允许改变

警示 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或者在移动设备上设置
发出警示

无相关性

数据过滤 不具备该功能 多个选项

按照特征设置打开 仪表板可进行特征设置，并按照现有的第一种
设置打开

不适用于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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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性实践的建议、工具和技术

四个关键支柱影响了预测性实践的发展，并有助于重构当今网络世界的会计工作：

1. 主动出击
2. 预测模式
3. 利用大数据
4. 提供线上专业服务。 

主动出击
斯蒂芬·科维（Stephen Covey）Covey，1989）在其经典著作

《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中，将第一个习惯称为“积极主动”。显然，如果要让预
测实践取得成功，那么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员就必须要积极主
动。有人说，积极主动的个性是创业成功的主要预测因素。积
极主动对于以目标或计划为导向、着眼于未来的实践而言更
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会对客户产生直接影响。

不仅中小企业可以采用预测性实践，大企业或机构的服务中
心也能使用，因为它能满足财务职能部门的各种需求，为不同
的业务领域带来额外价值。通过预测性实践，企业从过去的被
动和等待变为将注意力放在开发用于预测客户还未发生的需
求场景的方法，从而挖掘商机。预测性实践有利于企业最大限
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并积极主动地为客户提供有关业务
和财务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包括提前警告客户不要占
用债务人和库存的周转资金，并查明异常交易或因季节性因
素而产生的可疑债务等。

预测性模式
除了上述情景之外，预测性模式的应用还能为“主动出击”
带来如虎添翼的辅助效果。实际上，不同还以的范例可能具
有直接适用性，并可作为预测模型重新反哺于实践中。这些
应用使用KNIME开源平台。其他同样强大的免费工具包括
Orange、NLTK、Rapidminer、R-programming和Weka。所有
这些工具都能够处理非结构化信息形式的大数据，提取数据
并将其转化为预测分析和决策的有用输出。这当然依然存有
挑战，那就是如何根据分析所得出的洞见确定接下来的行动。

利用大数据
此外，要应用预测性实践就必须要掌握新工具和技术，包括大
数据和分析工具。一个简单的初始做法就是利用谷歌每年超
过1.2万亿次的搜索量（每秒约59,596次），帮助客户评估新市
场中新的客户机会。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能显示一个词
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于总搜索量的搜索量，这一在线工具能帮
助我们了解人们的购买意图。打个比方，公司有一个做管道设
施的客户，该客户正在考虑将业务从悉尼扩展到澳大利亚其
他地区和新西兰。我们可以在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上搜
索 "管道设施"和类似词，并将“地区”设置为澳大利亚或新西
兰。此外，我们还可以查看构成搜索量的地点，并根据查询量
选择相关城市地点。这些来自谷歌趋势的数据能输出为CSV
文件形式，它可以非财务信息（称为NFI）再配合上财务信息帮
助我们判断未来的任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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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实践的建议、工具和技术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利用搜索词来寻找需要管道设施服务
的消费者和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据量巨大，但谷歌
趋势提供了过去一小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的搜索
信息。为了了解每个地方对“管道设施”感兴趣的人数，脸书

（Facebook）的广告投放提供了对“#管道设施”点“赞”的大
约人数的详细信息。此外，SimilarWeb和Alexa（亚马逊公司）
还能提供关于流量来源、上游网站、搜索关键词以及受众人口
统计的竞争情报。

这些公司的网站上都有提供上述服务的免费版本。在这个阶
段，我们已经生成了足够多的数据，并利用相关搜索关键词
生成了报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将报告呈
交给客户，结合你对于类似企业的理解，同时利用如澳大利亚
国家地图和data.govt.nz等其他开放数据源，为自己和客户带
来价值，促成你和客户之间的对话，和客户探讨如何帮助其业
务发展。

线上专业服务
将这种主动工作所得呈交给客户的最佳方法也许是将其转变
为线上数据故事，可以利用新一代的数据叙述软件，如Storify
或Sway。预测性实践的预期是，2020年，其50%的工作都会
在网上完成。如果你对此抱有疑虑，不妨仔细思考一番，因为
专业人士和客户通过线上方式进行沟通交流的这一做法将
迎来井喷式的发展。虽然Fiverr和Freelance可能是最早进入
人才外包市场的，但领英（LinkedIn）也推出了Profinder服务

（https://www. linkedin.com/profinder）,将服务提供方和客
户联系起来，尤其是那些寻找自由职业者或长期专业服务的
客户。

领英是B2B社交网络，在打造全球专业服务提供商平台上有着
天然优势。没有足够网络能力的事务所或专业人士将在获得
新的销售机会上面临重重困难。为客户提供在线预测时间服
务，走出本地缝隙市场，服务全球客户，如今正是绝佳时机。  

预测性实践的预期是，到2020年，
其50%的工作都会在网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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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工具的未来
在决策中应用分析工具将来会发展为结合利用各种分析工
具以达成一决议。例如，与财务部门成员讨论预测汽车零部
件的订购问题时，会采用某种决策框架，那就是：一开始，先
使用诊断性分析工具确定现状。再利用预测性建模确定回报
率，利用客户数据这一模型可以获得非常准确的三个月预测
结果。通过与销售和营销的合作，这一准确预测的时间跨度
能进一步扩展到三个月之后。

有趣的是，大部分受访的CFO都没有在使用预测性模型。如
果财务部门想要在整个企业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就必
须大幅度地增加预测性分析工具的使用。在对财务报表产生
任何影响之前，预测能力或是说能够明智地预测未来需要做
出何种决定，这对企业是极具吸引力的。上市时间的缩短能

带来竞争优势的提高。用一位欧洲首席财务官的话来说，后
发则被动，先发制人才能成为赢家。

对于较小规模的事务所而言，利用自动化和指示性分析工具
能让它们有机会和大型事务所一争高下，因为使用云服务访
问产品和服务，工作流程自动化，这能让小事务所在较少投
入下就能完成更多工作。

目前各组织所主要使用的分析工具类型是描述性工具（占受
访者的79%），这呼应了它们主要使用Excel作为分析工具。其
次为诊断性分析（56%），使用比率高于预测性分析（43%），而
使用指示性分析工具的比率最低（31%）。62%的受调查对象
表示，企业有明确的数据分析工具实施责任，当然，这可能是
那些企业内负责实施分析工具的人员的乐观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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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财会工具在现实中的挑战

我们组织有一个在AS/400平台上运行的传统会计和制造系统。我们有一个门户，属于核心应用程序的一部分，通过该门
户，我们可以将数据下载到Excel中。

通过该系统可以制作许多不错的报告，包括销售和控制等领
域，但是并不全面。利用该系统的报告，企业可以发现何时会
出现问题，例如物流错配等。因此，就这方面而言，这个系统是
不错的。

该系统的应用程序是集中维护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对
报告作出任何更改或补充，我们必须向位于另一个欧洲国家
的全球IT部门提出申请。他们不可能马上就能进行反馈和帮

助。在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自己使用Excel来创造报告和操
作数据。所以我们团队中的一些人在这方面比其他人更精通。

上述情况也给管理层带来了不便。董事们虽然获得了所需信
息，但是他们必须要下载多份报告，通过Excel对数据进行组
合、操作和分析。这整个过程耗时耗力，效率低下。如果需要额
外的跟进，则需同样多的时间进行调查。这情况让人有折戟沉
沙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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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是“三维一套”的财务分析体系，通过对各类业务
基础信息的整合，统一转化形成一套管理会计报表。 

经过三种维度下不同视角的分析，实现定期报告与专题报告
相结合、业务与财务相融合的财务分析，支撑公司各项经营
决策。

“三维”：是指通过层级、专业、时间三个维度来构建财务分
析框架。  

 n 层级维度：是指公司级、事业部级、基层单位（代表处/
产品线/项目）。需自上而下地关注各层级的经营结果
及风险问题，从不同层级的视角定期开展战略分析、

行业分析、业绩预测分析、项目执行分析、经营指标分
析等。  

 n 专业维度：是指各财务管理专业领域，包括业绩、应收、预
算、存货、税务管理等，从各专业角度进行深入的专题分
析，并发掘风险问题。  

 n 时间维度：是指历史、当期、中长期。历史是“倒后镜”，要回
顾过去的路，总结经验；当期是“仪表盘”，是行驶眼前的
路，把握当下的状态；中长期是“导航仪”，预期远方的路，
支撑持续发展。  

“一套”：是指通过一套管理会计报表来统一业务和财务
语言。

三合一财务分析系统 

“三维一套”的财务分析体系  

层级

专业

时间

基层单位

事业部

公司

财务分析报告输出一线业务信息输入

中长期
当前

历史

管理会计报表

来源：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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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您的业务中使用分析工具

我们咨询过的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专家认为，商业案例对中
小企业来说，就是反复思考如何节约时间。这时候就适合使
用微软的Power BI，或者咨询可以帮助企业通过节省时间来
提高效率的顾问。一旦每个月能节省2个小时，就基本上满足
了企业愿意去咨询或签署协议的要求。

许多情况下，当企业选择以工具为主导方法来进行分析时，
商业案例就应运而生以配合企业使用这种特殊工具。商业案
例会遵循以下步骤展开：“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需要一种
工具。”分析方法无论是否以某个具体工具为主导，它都能从
多个渠道获得资金支持。资金支持通常来自职能领域，并与
职能部门对该分析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虽然这不是一条硬性
规则，但是一般情况下，分析工具使用越成熟的企业，越有可
能拥有一套整体的资金和资源配置模型。这种情况下，商业
案例需要强调的是分析对整个企业带来的战略价值。因为越
来越多的分析工具以软件形式普及并服务于各个企业，所以
收取少额内部费用的消费模式很可能适合用来收回用于中
央资源配置的服务成本。随着使用模式和其回报模式越来越
清晰，资金模式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对于大数据审计来说，对整个收入交易进行测试，可以通过
识别“高风险”交易来进一步对其进行测试和核实，从而使审
计更加关注风险。这种更加全面的交易测试可以让审计人员
更好地了解客户及其企业，从而提供比单一抽样测试更高级
别的鉴证。客户也能从中受益。

4.1 商业案例
谈及制作商业案例的必要性，本篇研究中所采访的公司都有
许多值得分享的经历。一方面，公司在商业案例中除了追求
积极的回报外，并不追求其他具体目标，并且公司主要关心
的就是如何快速实现这一目标。制作一个运用新技术的商业
案例一般需要评估上百个不同的标准。为分析工具制作这样
的商业案例往往更加直接。这不仅适用于商业智能（BI）和分
析软件，也能用于更加抽象的数据治理概念。

成功商业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使用案例。在数据治理的场景
中，使用案例就是将数据不作为资产处理而产生的成本。在
这方面，受访者一致认为，由于信息质量不足而导致做出错
误决策甚至灾难性决策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位首席财务官甚至说，最短的商业案例中包含了由错误的
财务公式、表格中不合格的宏和质量欠佳的数据造成的各种
错误。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问题日志”，这给用户和财务人员
造成麻烦。这样的案例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由于劣质数
据而非人为疏忽导致企业向已故的服务用户继续计费。这方
面的商业案例重点不在于节约了多少成本，而在于避免名誉
受损和潜在问题。无论在哪种应用场景下，商业案例的模板
都有必要附加一页强调成本收益的信息图表。

对于金融服务公司的分析主管来说，分析工具的最初想法和
商业案例都来自于数字化转型项目。最初的问题往往与维持
客户留存率有关。一般来说，公司会针对分析工具进行试点测
试，如果测试能在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财务官
的共同指导下取得成功，那么该项目就会推广至在整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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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步骤
由于寻找分析人才、相关数据和适当的技术与方法并不容
易，所以企业不可能只靠单一的方法来支持分析项目。透过

受访企业各式各样的组织设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面临的挑
战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卓越中心模式，采取这种模式的公司
都面临着各种挑战，受访企业也纷纷表示了它们对响应时间
和交付时间的担忧。

表 4.1: 支持分析的组织模式

支持分析的企业类型 分析资源模式

去中央化型 仅在职能或业务部门范围内将分析资源分配给项目，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任何企业内部的协调。

中央化型 通过中央资源库对整个企业内用于项目的资源进行严格管理。SAP和甲骨文公司用财务中心的
资源来处理分析。

卓越中心型 由精益团队负责计划的改善和优化。分析员由中央统一协调。该模式在大型跨国企业内颇受欢迎。

咨询型 分析员组成一同工作的中心小组，但以内部顾问的形式向内部客户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专家
资源属于外部第三方。有时该类型也适用于转型团队。

中央辐射型 分析员组成中心小组，对整个企业内部的各项计划进行战略部署。

功能型 分析员在活动最多的职能领域工作。商业伙伴、倡导者和导师也都在职能领域。信息合伙人就数
据问题对总部提供直接支持。财务部门对整个组织提供帮助，协助转化要求和分析决策的制定。
首席数据官或分析主管通常会直接向首席财务官汇报工作。

图 4.1: 思考在整个“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您的团队对下列活动投入了多少精力？

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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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中央辐射模式 - 卓越中心的作用

作为一家金融公司卓越分析中心的管理者，我们积极地与许多咨询公司展开沟通，寻找在集团内部组织和构建分析能力
的最佳方法。 

由于集团规模庞大，拥有约一万名员工，因此集团决定采用
中央辐射模式来建立集团数据办公室。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
数据和分析的中央“枢纽”团队，需要专注于整个企业的战略
分析计划，并与“辐射”分支相连接，即分析团队要嵌入负责设
计、制定和交付分析解决方案的业务部门。我们的目标是在集
团内部实现数据和分析民主化。 

中央枢纽团队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整个企业的分析战略，并
通过确定适当的框架、工具和标准，让企业向分析驱动型企业
转型。这有助于我们在这类大型企业里管理不同数据、分析
工具和数据源时保持一致性。“枢纽”包括许多轻量、敏捷且具
创新性的分析团队。我的团队主要专注于高级分析，负责的项
目虽然不在“辐射”分析团队职权范围内的项目，但非常具有
战略性。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集团各领域的商业合作伙伴，财务就是其
中之一。通过与商业伙伴的合作，我们为广泛的关键利益相关
方提供专门设计的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在推动数据和分析

民主化的同时关注数据素养的提升。我们拥有一间企业数据
仓库，为集团提供专门的业务报告。最近我们还实施了企业数
据湖，用来支持大规模分析。我们的业务团队需要拥有强大的
应对能力来利用数据和分析解决业务问题。面对这样的需求，
我们会坚持公平、透明的原则，通过以价值为基础的优先流程
来帮助分析团队识别机会、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更好的商业成
果。这也使得我们通过投资分析基础设施和数据资产，实现大
量可观的商业价值。 

我们卓越中心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与不同部门和利益相关
方合作，帮助他们从数据中获得重要洞见来做出知情决策。我
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培训，帮助利益相关方使用可视化分析工
具，达到超越Excel这类传统工具的效果。这意味着那些不具
备技术意识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通过与数据互动、发掘更多
数据的方式，来获得洞见与意义。这些数据已经通过适当的治
理措施进行了数据清洗，以确保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有效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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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去中央化模式

我们最初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卓越中心（CoE）来推动企业的数据分析。但在2000年初，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高
层管理来进行推动才可以在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中实现更多的运用分析。 

我们建立了数据仓库，开始探索预测性分析和预测性市场营
销等事物。然而，我们最初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财务分析上，非
财务类分析相对起步较慢。

早期，由于内部利益相关方的强烈兴趣，我们对卓越中心的期
望值非常高，导致了卓越中心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的产品、服
务、客户人口统计和复杂性等分析请求压得不堪重负。

随之而来的负面反馈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方
法——去中央化模式。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型组织。但是，要确保去中央化的分
散式活动不会导致标准和质量的差异，我们成立了几个委员
会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数据治理，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数据。
我们将大量的投资运用在建立这一数据治理模型上，并通过
各类政策、程序和数据库来处理其中70%-80%的数据。而剩余

的20%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来确保信息收录的完整性，因
为许多信息还是通过核心程序之外的人工方式进行收集的。
我们需要将这些信息也纳入到各个数据库和平台中，使得用
户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完成他们的分析工作。

为了让去中央化模式取得成功，我们除了为客户提供一个共
同的平台和可靠的数据之外，还需要其他的辅助措施，为所
有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同步提供关于数据分析的培训和交流
项目。

虽然这一模式推进了我们利用分析来获得洞见的步伐，并且
还能满足巨大的需求，但我们依旧在不断发展，所以不能忽视
以后需要其他不同模式的可能性。随着我们对这一领域越来
越了解，我们也不排除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为了提升效率而将
所有人员汇集到另一个更大中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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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洞见和报告
我们咨询过的大多数公司已经开始进行数据和分析的民主
化。通过使用Tableau在内的可视化工具和利用来自不同系统
的数据，它们可以让许多非技术类用户也可以更好、更规律
地使用图表和会计仪表盘。为了更好的利用数据和分析的民
主化成果，一家欧洲机构的首席财务官认为，领导团队在考
虑数据分析请求时，需要拥有独特的眼光。他们需要透过对
某一具体输出值的请求，确定最终的期望结果。随着时间的
推移，分析将慢慢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驱动销售增长、降低
成本、规避监管处罚、联络客户或提升净推荐值（即：客户忠
诚度）。从报告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公司的期望是将报告的程
序自动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从数据中
分析洞见和决定未来的行动上。报告中也要包括非财务信息：
不仅是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也要包括来自客户的信息。客
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观点会为我们提供机会在网络群体
中处理负面的言论或推广正面的评论。

4.3 开发财务部门的分析能力
为了建立分析能力，企业需要超越现有的结构，培养人才，开
拓获得技术和正确数据的渠道。我们采访的所有首席财务官
都认为这里的“能力”是指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产生的洞见促
进更好的决策。此外，许多首席财务官也表示，在使用数据进
行决策时，信心至关重要的因素。 

分析的第一步是收集数据。在分析数据之前，首先需要收集数
据并将其接入到一个大型的数据栈中。收集数据时选择的工
具和框架取决于待接入数据的源头和类型。收集数据可以使
用各种各样的连接器来完成，如发布-订阅信息框架、消息队
列、source-sink连接器、数据库连接器和自定义连接器。

就建立分析能力而言，优化数据收集程序（54%）和员工培训
（54%）都是最重要的。其次，采用新技术（41%）与用于分析

和报告的数据可视化新方法（41%）的重要程度不相上下，说
明新技术与新分析方法可以相互结合在一起。相比之下，使
用非结构性数据（29%）、外部数据（27%）和招募数据分析技能

（25%）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而重要性最低的两个方面是数
据的云转录（21%）和对接外部顾问（16%）。

图 4.2: 你的团队为建立分析能力而采取了什么活动？

0% 10% 20% 30%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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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实现预测性分析——为成员提供无摩擦的自动化数据驱动服务 

我们公司建立于1954年，为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家人提供高性价比的私人医疗保险服务。 

摆脱现有人工流程、为成员们提供数据驱动数字化服务的机
会来了。我们的愿景是使用数字化分析，为数字客户提供优质
的体验，就像电子商务一样。客户们非常希望保险公司能满足
线上客户的需要，提供无摩擦的即时理赔服务。如果始终保持
一成不变，企业将无法生存。 

我们的初步工作包括通过自动化程序生成监管报告。我们还
有使用微软云和Power BI的基础设施进行数据和分析功能的
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完工之后，理赔调查程序将从人工流程转
变为使用预测性分析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数据隐私是健康保
险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虽然所有的框架都难以驾驭，但是在
理想状态下，我们就可以找到最佳的操作方法。 

随着来自各部门分析员的加入，一个实践与分析中心的社区
逐渐形成了。全公司的分析员与管理者们，甚至全部的C级领
导们都正在积极地提升自身能力，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财务
领域技能。技能提升并非易事，尤其对那些日常不需要接触分

析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们可以在午休时间参加学习
会议来提升自己的技能，也可以通过概念证明，在企业内部建
立起一个持续学习的生态系统。指导委员会由首席执行官、首
席运营官、首席营销官、首席信息官、首席信任官和首席财务
官6人组成，他们的职责至关重要，将会为整体的计划提供赞
助、背书和监督。

如果您想要购买新的分析项目，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在
咨询各个团队后，提出一个量身定做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包
括一个101环节，由高层管理人员提供问答和反馈。我们需要
确保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支持。虽然共享学习对企业透
明度来说至关重要，但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受到分析工作中
各项事宜的牵制。无论新技术的前景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盲目
追求所有的新鲜事物。我们需要适当放慢脚步，因为一个分析
项目如果失败了，将会对企业文化和一大群人带来严重的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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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德和法律方面的考虑

由于涉及到财会专业人员的工作，道德方面的考虑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道德
和分析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财务部门对数据
集进行认证，就像审计员确认交易记录准确无误或会计人员
签署账目一样，可以把道德与工作直接联系起来，而这些却在
以往处理数据的过程中被忽视掉了。这样的签署范围可以包
括数据的位置和安全级别，确保数据不会受到人为操控。

正是因为数据对大部分企业来说代表着一项主要资产，所以
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才可以传达了数据的价值，也进一步
传达了相关分析方法的价值。确实，由于职业道德可以为确
定分析项目的投资回报奠定理想的基础，因此道德方面被再
次强化。如果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道德和数据，即使通过分析
做出的决策出现了任何风险，这些风险也是可以理解和控制
的。但是大家目前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分析工具，公众需
要相信他们的数据使用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不会损害他们
个人的公民权利。各政府已经开始引导这样的可能性。新西
兰Aotearoa的《算法宪章》（新西兰政府2020年）就证明了政
府部门可以道德地使用数据，其他政府也正在采取各自不同
的方法达成类似的效果。

5.1 道德考虑
在受访的审计合作方中，他们意识到企业数据在接受审计的
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道德框架予以尊重和谨慎处理，所以至
少有一位审计员对监管以外的事项表示了担忧。但是对于首
席财务官来说，主要挑战依然是确保数据的道德使用。

然而，当受访者被问及：“在您的团队中，如果想要通过分析
来创造价值，什么技能最重要？”，他们反而都几乎认为道德

（22%）最不重要的，只比影响决策制定者（18%）稍微重要一
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对客户或消费者来说是无足轻重
或不足以构成任何挑战，因为财会专业人员提供包括审计、
季度简报和退税等服务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些情况
下，监管、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的含糊不清会让我们无法将
其清晰划分。这也证明了即使财务专业人士在工作中遵守了
行为准则，财务的分析却是拥有一套不同的评估标准，包括
这些专业人士自己也使用了不同标准来评价财务领域的分
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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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开始就专注于道
德和数据，即使通过分析做
出的决策出现了任何风险，

这些风险也是可以理解和
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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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企业的业务合作团队都是在IT部门的协助下集中管理
的，而另一些企业的管理方式是去中央化，即由他们的信息
合伙人来管理和提供数据。这些人都可以以个人身份直接获
得整个企业的信息和数据源，并从职能的角度为分析项目提
供直接支持。但是有关数据治理的最终话语权必须由一位英
国专家敲定，他非常了解投资基础在处理分析项目之前的有
益之处。基础方面的投资如果出现问题，将会阻碍分析项目
的进行，更甚者，当我们质疑“数据是否正确”的时候，决策制
定也会受到影响。数据专家会日常记录一份有关数据质量的
问题日志，能为任何开始做自主分析项目的企业提供重要的
帮助。数据治理有助于建立数据信任，这对财务和其他领域
的分析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5.3 隐私
隐私问题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全球范围内接
受咨询的每个人都认为他们当地的监管制度难以遵循、缺乏
最佳实践的指导。一位亚洲的首席财务官曾预见，采掘社交
媒体中的信息将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尤其当欧
洲的隐私标准意识也开始出现在亚洲时就更是如此。其他首
席财务官则认为，虽然大部分数据的使用是道德的，但是每
个企业的具体分析和数据工作仍然需要接受审查。当个人行
为与第三方数据相结合时，情况尤为如此。

一位银行首席财务官看到了线上服务数据的发展机会，诸如
Spotify、网飞（Netflix）或亚马逊（Amazon）那样根据客户所
使用的流媒体服务为其提供特定的银行产品。不同服务受众
的年龄可进行以下划分：30岁以下的人们大多使用流媒体来
收听音乐，而30-51岁的受众大多使用流媒体来看电影。因此，
我们提供产品是不需要涉及个人隐私的，只需要与银行展开
交流，就能让银行证明它对客户需求的了解，从而能提供有
价值的服务。

然而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随着电动汽车的
面市，电力公司需要了解客户使用的电池类型，以及充电的
地点、日期和次数。而这些信息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让不法分
子通过还原出行轨迹从而锁定单个驾驶用户。同样地，如果
电力公司希望设备在关闭时仍然可以向个人设备发送信号，
从而进行预测性维护，那么智能计价器也能应用在每家每户
的电表装置上。保护这些公用设施信息的隐私是最重要的原
则，匿名化只能点到为止。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设计
隐私（privacy by design）”的方法，希望通过建立基本原则的
方式来克服这些潜在的问题（Cavoukian 2011），这种方法非
常适用于公用事业现在面临的智能电网和分析工具的挑战。

然而在深挖数据的时候，管理者应该是“知情的怀疑论者”
（Shah等，2012）, 能够通过倾听他人的意见、卓越的分析能

力、以及在判断与分析之间进行权衡来做出良好的决策。但
是，只有38%的员工和50%的管理者是善于质疑的怀疑论者

（Shah等，2012）。我们咨询的首席财务官和审计合伙人都一
致认为，在数据分析的工作中需要拥有质疑精神，这也再次强
调了财务部门需要参与引进新数据源、BI工具和数据素养教
育。对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来说，在了解财报变化和潜在风
险或失误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专业的质疑态度。对审计员来
说，数据质疑精神或数据好奇心（Davis，2014）是工作中的关
键基础，能促使审计员带着问题去寻找数据的来源以及收集
方法。那么我们缺少了什么？我们还需要审核什么其他数据？
对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分析员来说，专业的质疑培训能帮助他
们学会使用BI工具和数据技术的基础架构，特别是算法的复
杂性，它会因为预测性分析和指示性分析的应用而不断增加。
不要把分析计算视为黑箱，尤其是在获得审计签字的时候更
是如此。正如一位熟悉大型审计项目的澳大拉西亚审计合伙
人说的那样，利用工具处理已确认的信息流是需要获得批准
的，数据专家和财务部门必须共同合作来使用这些工具，从多
个客户场景和核心程序中获取洞见。

除非财务专家们学会这样的工作模式，否则其他了解如何使
用数据和分析工具的顾问人员和数据科学家，都可能会降低
会计师和其他财务专家的顾问能力。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
了，那么其他的顾问可能会因为收集何种数据和如何解读数
据所设定的准则而与相关的会计准则、知识和基本道德要求
产生差异。

5.2 数据治理
一位生活在亚洲的首席财务官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他
的团队和所在企业对数据集的认证上，展示了一种更加合理
的方法来治理数据，而不是“一刀切”地处理各种数据表格。
但是其他的企业也确实意识到了拥有一个信息委员会的好
处，因为它可以追踪财务分析背后对各种数据的使用情况。
这些企业都不认为他们完全掌控了数据治理，其中大部分认
为他们只做到了70%-80%，还需要额外的工作进行收尾，包
括完成或建立中央数据湖。而一位英国电信服务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认为，数据治理更多的时候是在做数据的管理，确保
数据资产的使用是正确且安全的。有效的数据管理是把分析
项目成功拓展到整个企业的关键因素。一位欧洲金融公司的
首席财务官正在研究如何在保持数据沿袭的同时又能提高
数据的质量。这也回答了下列的问题，“如果我改动了这个数
据，会发生什么？”或“为什么这份报告不是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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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审计的目的出发，这些系统提供了一系列日志和事件
后报告，以便及时发现未来的网络攻击。机器学习的算法经常
用于解读各种网络攻击的模式，以及发现或预测网络攻击，
对网络安全的审计也是审计专业人员工作的自然延伸。

虽然不是审核财务报表，但是这些工作能帮助客户提升他们
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防御能力和竞争力。网络安全与首席
财务官之间的关联看似很薄弱，但如果考虑到投资方对企业
处理网络攻击和信息泄露能力的需求时，也许您就不会这么
认为了。虽然本篇研究主要关注于财务领域的分析，一些受访
者却认为，如果财会专业人士能够了解网络安全，将能直接
助益于企业的应对能力。居家办公时期尤其如此。在居家环
境中识别信息安全问题有助于应对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分散
性远程办公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
也许会考虑吸收一位联络员（即数据隐私官）来处理与GDPR
和网络安全有关的问题，而将这样的职位安排在其他任何部
门，都有可能产生问题甚至引发矛盾。

ACCA建议财会部门与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多多交流合作。信
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the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简称ISACA）会帮助ACCA成员与网络
安全专业人士牵线搭桥。对从业人士来说，这样的合作不仅
可以进一步促进他们客户的业务，也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协同
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一起，在法务会计方面使用分析技能调查
安全漏洞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 

5.4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其他法规
无论是在电信公司工作，还是在银行、零售或电力公司，根
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简称GDPR）7的规定，首席财务官务必要确保企
业在管理敏感个人信息方面是认真负责的。在本篇研究中，
我们咨询过的财务部门都非常重视个人数据的保护，对于潜
在的数据泄露尤为如此，因为这样的泄露可能使不法分子有
机会窃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或盗取钱财。根据GDPR的规定，
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已经从个人转移到了持有数据的
机构身上。由于企业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且数据收集工作
由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负责，因此分析工作和侵犯客户隐
私的问题需要受到进一步审查。

5.5 安全——网络和其他威胁
随着网络安全分析8的改进帮助企业解决了许多安全问题，持
续监测运营系统的工作也受到了审计员进行法务会计调查
的方法和技巧影响，已经开始使用各种信号来显示异常情况
或大规模差异。监测平台针对电力、零售和其他行业提供了
多种报告、可视化结果和预测性分析。想要了解企业面临的
网络安全风险，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应该更加关注这些系
统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是从审计程序中产生的过程。

7 欧盟于2016年4月14日通过，于2018年5月25日起执行。 

8 《网络与首席财务官》（Cyber and the CFO）（ACCA/澳新特许会计师公会/麦考瑞大学/澳都斯 2019）一文讨论了网络威胁对企业组织造成的风险以及财务部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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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家环境中能够识别信息安全问题有助于应
对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分散性远程办公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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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数据是一种宝贵的资产，优质的数据能很好地为分析所用。然而，如果无法妥善解决
员工、管理者和高层人员的问题，那么就无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分析的作用。

6. 习得的经验

企业内部的各个级别都需要解决分析方面的顾虑并把握相
关的机会，包括改善员工的参与度、支持有技术理念的管理
者工作和有效影响C层领导。直接与这些利益相关方合作，会
再次提醒我们同一企业里的不同人拥有各不相同的背景和
数据素养。此外，通过与各级别人员的互动合作，能更清楚地
了解到在利用分析方法、工具或技术解决问题的方面，各级
别人员的真正需求与他们自称或自认为的需求是不同的。 

关注与人相关的挑战可能是除技术能力之外唯一一项最重
要的因素。对一位欧洲的首席财务官来说，员工愿意积极参
与分析项目比获得大量数据更为重要。欧洲和亚洲的首席财
务官都纷纷表示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是很重要的，并且他们都
愿意把员工参与度的重要性放在优质数据的前面。

管理者和C级领导都应该树立自主性，而不是依赖于业务分
析员或其他员工来帮忙从分析报告中获取洞见。他们如果有
能力自己制作报告和提取必要信息，那么就可以减少获取洞
见和采取行动的耗时。为了制定出更好的决策、规划和预测，
企业必定少不了实时数据的支持。据一位欧洲的首席财务官
称，实时数据来源的多样性越高，你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你
的企业正在如何发展，也可以看到你的决策是如何在短期内
直接影响业务。与此同时，分析应该帮助人们更加关注数据本
身，而不是数据筹备所消耗的时间。 

一位澳大拉西亚的分析部门主管评论道，想要做好新的分析
项目，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咨询各个团队，并为每一个职能
或业务部门提供一个量身定做的方法。这些分析工作坊不仅
包括入门介绍，也包括与C级领导进行分析相关的高层次交
流与问答，每个职能部门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反馈。在这种
情况下，您可以了解企业的政治环境并在整个企业内部推广
分析工作。这个方法强调了深入了解利益相关方需求的重要
性。有时，您将不得不从咨询方法转变成咨询顾问的角色，指
导企业未来更多的分析工作。通常，您需要通过分析的理念
和方法，帮助利益相关方解决一系列的问题。这类工作坊需
要把重心放在通过数据而产生的影响，而不是这个合作阶段
中使用的工具或应用。 

在过去的工作中，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即使人们为了实现
一些必要成果，可以直接下载并操控类似甲骨文或SAP的中
心财务系统数据，但主要的专业分析工具依然是工作表。根
据一位欧洲的首席财务官称，中心团队在一些情况下会请求
在财务系统中提供特定报告，但整个过程耗时耗力。相比之
下，高层管理获取报告和自行分析解读数据的能力则是无可
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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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与一位英国首席执行官的建议对比：

1. 一切皆存在——技术、云和数据科学家

2. 正确、持续地完成

3. 关注决策制定
4. 下一个最优方案

5. 确保您拥有整体数据架构

6. 自上而下建立
所得经验的最后一句来自一位欧洲首席财务官，他认为数据
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三者合一，是大多数企业改革成功
并进阶世界一流企业的推动因素。  

《敏捷宣言》（the Agile Manifesto）（敏捷联盟2001-2019年）
中提及的敏捷开发原则，可适用于业务分析和一般软件开
发。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此重申一下这12条原则9：（为方便
业务分析进行轻微重述。）

1. 了解数据的多样可能

2. 数据质量并非易事

3. 随着分析能力的提升，要拥有战略眼光
4. 数据使用需要征得客户（内部）同意

5. 流程是具有挑战性的

6. 在包括收入处理和订单处理在内的标准和可重复的核心程
序下进行分析

9 原12条原则来自《敏捷宣言》（敏捷联盟20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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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的新兴趋势

7.2 未来的非结构性数据和结构性数据
通过与首席财务官和财务部门的讨论，我们发现除了财务数
据外，他们还希望在未来能使用更多业务数据。由于这些业
务数据源的数据格式各不相同，且数据也是碎片化的，我们
将需要新工具和新方法来支持这些大数据的使用。不可避免
的是，未来的BI软件版本将超越最初的开发用途。未来进一步
的要求是处理文档中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如pdf文档。 

7.1 综合技术框架
分析领域正同时呈现着多个趋势，为个人和团队掌握分析
技术提供了机遇。主要的趋势包括机器人程序自动化（见
ACCA/澳新特训会计师公会/毕马威（2018））、大数据获取

（包括非结构性数据和结构性数据）、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
习（ML）。这些技术作为各种趋势综合在一起，为通过高效的
数据采集和改进的分析来重塑未来业务提供了机遇（图7.1），
如下文所示。

图 7.1: 预测性分析和其他技术

预测性分析

智能自动化 认知技术

更深入透彻的了解
商业风险与机遇 

自动化数据采集，
包括机器人程序和
支持大规模数据采

集的智能自动化

分析大量数据，包
括非结构性数据
和结构性数据

60



财会分析工具 | 7. 分析的新兴趋势

7.3 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对财务专业人员的影响会体现在他们对业务数据、非
结构性数据和外部数据源的意识和关注度不断提高。与大数
据打交道，需要一种不同的思维理念在更加严格管控的条件
下收集数据。大数据是在各企业和不可控制源头的环境中自
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把重心放在从
数据中发掘有用信息，而不是思考科学的方法和假设。当把
会计信息与大数据结合时，包括公共信息源中的大数据，就
会产生新的价值。而想要从数据中发掘出有用的信息，就需
要了解数据的模式和规律和一种好奇的思维。此外，大数据
还需要我们从应对数据稀缺的思维和行为，转变为可以应对
无限量数据的思维和行为。考虑到与个人相关的个人身份信
息（PII）数据的安全和敏感性，这一转变将是毋庸置疑的。会
计方面的工作极少或不会涉及PII，但法务会计或洗钱调查例
外。确保隐私保护的方法和软件将涉及数据匿名化，而在必
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相关工具进行数据匿名；而这将属于
另一研究领域。

探索在会计、甚至审计领域整合大数据，有望使会计和财务
报告中的内容变得比目前仅根据总分类账（GL）、应付账款

（AP）和应收账款（AR）而生成的报告更有价值。无论与传
统会计方法相结合，或在传统会计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延
伸，都将为某些领域带来极大的益处。例如，坏账计提准备金
通常是以历史趋势为准的。而大数据有望根据经济情况、债
务人状况、收账能力和历史收账比率，让坏账数额更接近真
实价值。

销售和应付账款的业务数据和交易数据等“传统”结构性数据
的记录、采集和分析相对容易，并可能为商业表现和趋势提供
直接洞见。

非结构性数据，例如邮件、网络活动日志、电话和社交媒体发
文，可能是数量庞大且具有多样性的。使用工具来分析这类
数据可以了解到与企业相关的更多信息，包括客户需求和外
部市场因素。

图 7.2: 结构性 vs 非结构形式数据

大多数受访者（76%）（图7.3）认为，相比于财务数据，未来的
分析将更多地使用非财务或业务数据。过半受访者（54%）称
外部数据将在未来的分析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而50%的
人认为非结构性数据数量将超过结构性数据。超过三分之一

（34%）的受访者对这一结构性数据/非结构性数据的划分充
满信心。

图 7.3: 在未来的分析活动中，相比于结构性数据，你是否希望使用更多非结构性数据？

0%

20%

40%

60%

80%

100%

结构性数据 非结构性数据

一般出现在数据库和交易流中 一般包括文本、音频、
视频、图像、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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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速网络和大数据处理能力。相关可使用技术包括计算
机视觉（CV）、自然语言查询（NLQ）、自然语言处理（NLP）、机
器学习（ML）和语言翻译，这些都能帮您有效利用企业数据。
这些功能有些尚未可视化或提供了一种不显眼的方法来评
估人工智能（图7.4）。Power BI服务允许通过使用简易英文查
询（Q&A）来使用NLQ进行相关数据库查询，而ML将自动显
示数据规律，突出相关洞见（快速洞见）。谷歌表格的“探索”
功能也提供了类似的能力。

7.4 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和工具
大数据思维需要能支持该思维的工具。2020年，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是评估大部分数据分析基础工具功能的关键指标，
包括工作表、数据可视化和商业智能，例如谷歌表格和微软
Power BI.

从最基础的层面来看，AI10代表着机器有能力模拟人类大脑
的认知功能，并拥有更好、更快和成本更低的处理能力、记忆

财会分析工具 | 7. 分析的新兴趋势

10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概念解释，请参阅《机器学习：科学向左，科幻向右》(Machine Learning: More Science Than Fiction)（ACCA 2019） 

图 7.4: 微软和谷歌的人工智能能力（不可视）

自然语
言生成

自然语
言查询

自然语
言处理

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

机器人个
人助手

语言翻译

聊天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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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学习平台来寻找错误数据，加速数据清洗或整理的
过程。在一些情况下，数据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是这是数据自
然生成的状态，机器学习将把这一情况一并考虑在内。平台
的试行和试验可能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快速从数据中生成
商业洞见，而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准备数据。事实
上，这表明了使用自动化程序也许是从数据中获取洞见最快
捷的方法，随后人员可以根据该洞见采取适当的应对行动。
而将洞见转化为行动的实际工作，是从洞见被发现的一刻起
就开始的。这就像打开冰箱门，然后寻找三颗鸡蛋一样。这就
是洞见，烹饪西班牙煎蛋的工作都尚未开始，更不要考虑其
他食谱了。

将数据呈现在如谷歌表格或微软Power BI的机器学习环境
里，可以预测未来时间点的数据点或补充历史数据中的缺失
部分。或者，机器学习的环境也可以提供数据分类功能来寻
找分类错误的数据或欺诈性交易。要达到这些结果，需要将
数据呈现在系统中，并在系统中进行数据清洗或整理后，再
进行数据处理，从而生成数据的代码。这些代码又将反过来
协助进行预测或分类。

一篇福布斯研究（2016版）提醒我们，企业利用80%的时间去获
得和清洗数据，而只用20%的时间在使用数据。由于相关工具
成本较低或者免费，我们鼓励您积极采用这一程序（图7.5）并

图 7.5: 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流程

呈现数据 清洗或整理数据 机器学习平台

代表数据进行分类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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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支持本篇研究的访谈见解和财务调查中的分析，我们得出了5个重点关注和行动的领
域，以促进在2020年及以后创建真正以数据为中心的分析驱动型企业。 

8. 应考虑的行动

所有参与公司的受访者都认为他们正在进行着整个公司内
部长达多年的分析工作，这些工作从现在开始，并将在未来3
年，即2023年之际实现重要的阶段性目标。这些公司和财务
团队都希望在未来十年，通过使用分析技术来实现竞争力、
优势和地位的提升。这些趋势都是可扩展的，不仅适用于不
同行业，也适用于各类大、小型企业，无论是5人团队还是一
个全球性会计财务专业团队都能适用。

包括大数据显示、治理和数据管理、人才集合、决策支持和预
测性/指示性分析在内的5大领域从根本上拓宽了首席财务官
和财务团队的工作范围，突破了财务界限，在组织内部率先
开展分析工作。关注已确认的领域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大大
提升了财务和业务决策的质量。此外，在整个组织内部推动
分析工作，将降低分析软件和服务的成本，从而做出更好、更
快和成本更低的决策。

8.1 治理和数据管理
把数据比喻成新石油是不恰当的。数据不像其他商品，它并
非实际的事物，而与事件紧密相关。因此，数据可以帮我们回
答一些问题，但如果无法回答与企业相关的问题，这些数据
也就失去了价值。对首席财务官和财务团队来说，针对治理
问题应采取的建议做法如下：

 n 根据企业对数据背后的洞见需求进行数据收集，避免收
集没有用户需要的数据

 n 通过避免在分析中使用个人身份信息（PII——个人的敏感
信息），将安全风险最小化

 n 确保在数据清洗和数据筹备的过程中，不会删除任何可
能用来识别离群值和异常值的信息

 n 与其他职能部门和团队一起，牵头制定正确使用数据
的“游戏手册”

图 8.1: 财务团队分析工作未来发展的5个重点关注和行动领域

治理和数据管理 大数据现实 人才集合  决策支持 预测性和指示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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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和财务团队面对大数据的建议做法总结如下：

 n 编制一份认证外部数据源目录来补充内部数据，定期更
新目录以确保新数据源均收录在内。财务团队应该拥有
这份目录和其更新程序，因为使用外部数据将对财务决
策和更深远的方面产生直接影响。

 n 确保分析项目能支持企业获得更加多样的数据，包括结
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

 n 帮助企业其余部门在BI技术不再适用或不再相关的领域
采用分析技术。

8.3 人才集合
协助培养了解企业和分析技术的员工和团队成员是非常有
价值的。除了寻找出色的分析人才，也要通过预测性和指示
性分析提升现有员工的技能。此外，首席财务官和财务团队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人才集合：

 n 利用公司内部财务决策改善和公司其他部门工作实现自
动化的案例，推出服务每个人的数据素养课程。

 n 将分析能力拓展至更大的用户群，选择几乎不需要额外
培训的群体。

 n 为组织提供自助服务资源，包括播客和社群。

 n 定期组织普及活动、开发大赛和分析图书俱乐部，轮流邀请
外部客座主讲人和组织内部不同团队的主讲人代表参与。

 n 组织跨领域分析，突破传统界限，如财务、分析和网络安全。

 n 使用例如领英在线学习平台等工具。

8.2 大数据现实
对首席财务官和财务团队起来说，大数据的使用已经成为一
个现实可能。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获得海量的数据，也意味
着处理大量各种类型数据的能力对财务团队来说变得至关
重要。将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相结合，能帮助团队得出从前
被忽视的洞见，也能有机会提升决策和程序的质量。获得大
量的数据为财务职能部门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
整理出更多各种类型的非财务数据报告，涵盖环境、社会、治
理和可持续性等问题。包括微软的Power BI和Tableau在内的
各类BI工具能读取和导入来自各类信息源的结构性和非结构
性数据，加之功能强大的连接器、数据提取器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使得企业可以获得包括音频和视频在内的更多类型
数据。导入从前无法量化信息和非结构性数据，能帮助企业
做出优质的决策。

外部审计人员和组织内部财务团队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审计
角度来看，一位北美四大的管理者认为大数据是关键的转折
点。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数据得以为企业使用，包括社交媒
体中的非结构性数据、Excel工作表、甚至是对pdf文件进行
数据清理的过程中提取出的图片信息。即使我们无法完全保
证大数据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大数据确实能帮助我们提供数
据背后的审计证据和财务报表的支持性证据。一位澳大拉西
亚的审计合伙人认为很多情况下，外部数据都像黄金一般珍
贵。例如，消费者服务销售行业，如电力公司，可以使用公共
数据获取洞见和优质的观点。

获得大量的数据为财务部门带来了明显的优势，因为他
们可以整理出更多各种类型的非财务数据报告，涵盖环

境、社会、治理和可持续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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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决策赋能
分析工作带来的挑战常常令人困惑。有时“分析”一词的含义
代表使用分析来解决问题，有时代表使用某种分析应用或BI
工具。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分析做出更快、更好的决策？
这个主题在我们的深度访问和调查中都有涉及。指示性分析
是一项关键的分析技术，可用来提出可能的决策建议。但是
比思考如何改善分析工具本身更重要的是，在财务和更多组
织领域的决策中更好地使用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首席财务
官和财务团队来说决策支持方面的建议做法如下：

 n 财务团队应该做好准备，通过使用实际数据开发决策模
型，在整个组织范围内支持更好、更快的决策。

 n 根据组织应有层级进行决策分类：战略类（C级）、管理类
（职能部门）、业务类（业务程序）、开发类（新产品或新服

务）、和区别化类（外部客户）。

 n 为Excel中使用对决策模型建立模板，帮助思考有大数据
和没有大数据情况下该如何进行决策。

 n 为投资注重预测性分析的决策项目，甚至包括指示性分
析在内的决策项目，修改商业案例。

 n 持续关注任何颠覆性创新，帮助企业实现更快、更好的决策。

8.5 预测性和指示性分析
除了关注企业效率举措和预测改善之外，预测性和指示性高
级分析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发掘新收入渠道和新客户，也能帮
助企业改善业务流程。对首席执行官和财务团队来说，在整
个企业内部使用预测性和指示性分析的建议做法如下：

 n 将组织内部的主数据标准化（即各部门之间分享的最具
价值的信息）。

 n 首先在全组织范围内持续寻找离群值，作为新问题和新
机遇的潜在预警。

 n 发掘在整个分析价值链中使用开源数据的可能性：如SQL
数据库、机器学习和端到端程序。如果您正在为客户提供
分析软件和服务，无论作为企业服务机构、中小型企业、
或服务客户的BI竞争力中心，这一点都尤其重要。

 n 通过RapidMiner或KNIME在专家与使用开源数据的企业
用户之间进行试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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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组织内推动分析工作，将减少分析软件
和服务的成本，最终在更快捷、更低成本的基

础上做出更好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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