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 2020  
比您想象得要近

 未来已经来临
财务部门正处于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时期。过程自动化、

数字化日程、资产保护和管理成本的需求为财会人员

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全球首席财务官等财务领导者现

在该思考如何为财务部门的未来进行规划了。

企业的期望越来越大。除了实现经营财务目标和保持

盈利能力之外，首席财务官还需要提供战略方向，协

助做出更好的决策。为了满足这些越来越高的期望，

财务部门需要如何改变？

财务部门需要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分析能力的数据驱动

型战略性组织，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绩效的提升，为

整个企业添加价值。为了适应未来的财务职能，首席

财务官需要高效的财务模式、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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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策略与运营相结合

保持盈利能力和实现经营财务目标仍然是企业的优先任务。随着企业所在的市场变得日益复杂， 

财务部门给企业提供的价值也在加大。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的世界中（包括技术进步和发展中市场），战略规划要求仔细考虑财务风险

和机遇。

策略与运营相结合

大数据、预测和分析为企业提供了可付诸行动的洞察，为决策提供依据。但由于局势瞬息万变， 

财务团队应该如何适应？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首席财务官需要向自己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

“现在，财务需要了解并验证管理层的观点所基于的假设情况， 

确保所追求的目标与公司的战略相符。”

戴维 •琼斯（David Jones），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

企业需要未来的财务部门具备哪些特质？

在平衡账目、管控动荡局面和协助企业预测并分析趋势以实现盈利增长目标等方面，

首席财务官需要找到完美的平衡。企业希望首席财务官提供战略建议，促进绩效的提

升，同时还需要达到合规要求，因此首席财务官的关注点也在发生着变化。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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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策略与运营相结合

首席财务官需要额外注意什么？

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监管合规仍将是企业的核心要务，未来的财务部门还需要紧

跟技术变化的步伐，运用大数据，掌控自动化。

财会部门到 2020年时将面临的 5大要求

达到监管合规要求

紧跟技术变化的步伐

运用／管理大数据

达到财会报告标准

1

2

3

4

5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会计业务的集中化／去集中化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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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推动财务数字化进程

自动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自从计算器面世以来，自动化就在提升财务职能的效率和有效性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了大幅

提升业务效率和客户服务质量，财会业务进行了进一步自动化。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作单位、全球专业会计师组织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1进行的

研究，在未来的 3-10年内，可对会计行业产生最大影响的将是“开发智能化的自动会计系统”。

推动财务数字化进程

“自动化是财务团队作为业务合作伙伴履行职责的关键。”

伯恩哈德 •施密特（Bernhard Schmitt），大昌华嘉首席财务官

1 ACCA，专业会计师 — 未来

企业希望通过自动化来减少或取消成本较高的流程，例如采购和应付账款。为了随时满足独特的业

务需求，他们希望获得可进行定制和开发的软件平台。软件需要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就

像财会人员那样。

自动化：机遇还是威胁？

一个新问题是，自动化对于财务团队是机遇还是威胁。对施密特来说，自动化是不可避免的，提

供了很多机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仅使用一套 IT系统，我们全球分支机构里的会计都使用这

套系统。所有人都采用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流程和同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立刻使用它们。并且， 

一切都是一致和透明的。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讨论真正重要的业务问题。”

https://www.roberthalf.cn/zh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members-beta/images/campaigns/pa-tf/pi-professional-accountants-the-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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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推动财务数字化进程

只需考虑自动化这一个（技术）因素吗？

大数据和分析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企业可能在数据分析方面做得很出色，但它们也许还在使用

着旧的系统，需要过多的时间填写表格。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提供有用的分析上，企业需要重新

审视它们的数据管理和分析过程。

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戴维 •琼斯（David Jones）指出，技术行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企业竞相发掘其潜能。“并非只有 IT行业在推动着数字投资和利用新技术。财务团队也在研究投

资技术解决方案的问题，希望简化和优化会计流程和财务报告，发掘大数据的潜能。财务专家需要

利用公司的信息来获取洞察，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但只有在财务团队具备驾驭其潜能的能力时，

数字投资才真正地对他们有用。”

2 福布斯，现代首席财务官：从讲故事的人到数据专家

新闻报道⋯

“现代首席财务官：从讲故事的人到数据专家”— 福布斯 2

Thinkstock_IZ_176381288

Thinkstock_IZ_166149161

在财务职能数字化方面，最常见的投资领域有：

• 数据分析

• 合规与监管

• 欺诈检测和风险管理

• 会计流程

• 财务报告

Thinkstock_IZ_176381288

Thinkstock_IZ_166149161

https://www.roberthalf.cn/zh
http://www.forbes.com/sites/jeffthomson/2016/08/25/the-modern-cfo-from-storytellers-to-data-experts/#5f40d7325b06
http://www.forbes.com/sites/jeffthomson/2016/08/25/the-modern-cfo-from-storytellers-to-data-experts/#5f40d7325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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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务 2020 • 案例研究：数字化促进透明性和成果的产生

在首席财务官伯恩哈德 •施密特（Bernhard Schmitt）的带领下，大昌

华嘉的财务部门进行了全球性的改革。大昌华嘉认为，财务部门应该是

一个战略性的绩效驱动型职能单位，是真正的业务合作伙伴。对大昌华

嘉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透明和自动化。

施密特是在大昌华嘉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加入该公司的。他说：“放弃

旧系统、采用新系统是一项重大决策。总计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了

实施。”

施密特指出，为了顺利地引入新技术，各部门一定要协调一致。“全球

各分支机构开始制定最新流程，不仅仅是财务部门，也包括所有其它职

能单位。基本上采用了标准化方法，然后进行了严格的测试。”

在引入了新技术之后，益处很快就显而易见。“突然间就完全一致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含混不清，所有的报告、业务和分支机构都是透明的。

并且，新技术也提高了效率。我们现在是瑞士最快出具报告的公司之一。

我们在半年会计周期结束后十天内就完成了半年关账 — 尽管我们的分

支机构几乎遍布整个亚洲。同时，员工的工作时间并没有显著增加。”

案例研究：

数字化促进透明性和成果的产生

Thinkstock_IZ_469630693

Thinkstock_IZ_467276087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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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首席财务官：新型首席绩效官

普华永道 3指出，这一新方法“要求首席财务官及其团队随时准备好统筹协调不同的部门，而不只

是在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发挥顾问或监督者的作用。”由于市场条件变化多端，财务部门需要更加

灵活，需要具备协助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理念，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施密特认为推动绩效的增长是财务团队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为自己的团队赋予了这一重任。他说：

“在大昌华嘉财务部，我们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追踪每个国家内每个业务部门的绩效情况，然后将

其汇报给相关经理。我们的团队的任务是追踪关键绩效指标，指出哪里出现了问题或何时超出了

目标，从而推动绩效的增长。”

从为企业提供财务建议，到推动整个公司的绩效增长，首席财务官的角色正在发生着变化，其职权

范围延伸到了首席绩效官的范畴。

首席财务官：新型首席绩效官 

“首席财务官非常了解企业的财务框架，同时也洞悉更广泛的财务

环境和对其它业务部门的影响，因此最适合推动绩效的增长。” 

戴维 •琼斯（David Jones），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

新闻报道⋯

“首席财务官把很多时间用在了公司的绩效上”—  

CFO Innovation.com4

Thinkstock_IZ_176381288

Thinkstock_IZ_166149161

3  普华永道，财务很重要：未来的财务职能 
4  CFO Innovation，“是什么让首席财务官睡不着觉？”

https://www.roberthalf.cn/zh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11826/deloitte-cfo-insights-whats-keeping-cfos-awake-2016
https://www.pwc.co.uk/finance/finance-matters/insights/finance-function-of-the-future.html
http://www.cfoinnovation.com/story/11826/deloitte-cfo-insights-whats-keeping-cfos-awak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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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

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大，其原因是企业有了新的期望。在未来，首席财务官将需要同时扩

展和深化他们的职责，促进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主动识别并抓住商业机遇，强化时间管

理能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可避免地将会加大。从根本上来说，首席财务官的职责变得既广泛又

不固定，涵盖公司所有部门。我们面临的机遇是重新定义首席财务官的职责和目标及未来的总体财

务职能。

在责任加大的同时也迎来了期望上升的挑战。财务部门如何将公司的新举措与公司的发展联系起

来？此时财务 -业务合作（也就是与业务部门一起提高效率和支持盈利性增长）也就成为了财务使

命的一个关键部分。包括首席执行官、董事会、部门负责人和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希望首

席财务官提供支持企业愿景的战略建议。

琼斯解释说，企业希望财务部门承担可添加价值的“业务合作伙伴”的角色，因此财务部门本身在

不断发展，以满足企业越来越高的要求。他说：“为了成为成功的业务合作伙伴，首席财务官需要

能够提供务实的财务建议，同时深入了解业务部门的管理和运营需求。对于希望实现职业发展的财

会人员来说，沟通能力和对预算及关键绩效指标的明确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技能。”

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

 7%  
实时战略洞察

19%  
高效的时间管理，更大的工作量

29% 
商业机遇

35%  
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

 5% 
高效的跨部门业务合作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到 2020年时，企业对财务部门的期望

 5% 
公司治理和股东价值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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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认为，满足企业期望的关键是自动化。他说：“如果你想要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为业务合

作投入资金、时间和人员，那么你需要通过自动化提高效率。为用户提供的服务会发生重大变化。”

财务 2020 • 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

财务职能的进化 

绩效推动者

数据教育者

战略性思考者

业务合作伙伴

灵活

反应

数据驱动

响应

使能者

遵循流程

协作与沟通自我封闭

“当今的首席财务官同时也是业务合作伙伴。他们需要协助优化业

务绩效，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确保公司正确地分配资源，在企业

的策略和总体方向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

戴维 •琼斯（David Jones），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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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

成功的业务合作行为举例：

• 与业务部门负责人一起明确如何计算特定的关键绩效指标。

• 与人力资源部门一起协助计算整个公司的薪酬方案 — 使用可比数据，

针对通胀因素进行调整，研究预测是否现实，最小化风险。

• 与销售部门一起协助避免销售决策的财务影响。

• 与研发部门一起为业务关键型研究项目设计结构和评估流程。

业务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孤岛，它可妨碍不同团队之间的协作。因此，在未来的几年内，沟通能

力对于财会人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席财务官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了解各团队的目标，以易于

理解的方式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作为资金保管者和合规监督者，首席财务官备受重视，他们作为领导者最适合客观地评估相关措施

的成本、风险和价值。但他们也需要和自己的团队一起继续提升专业水平，以满足新的期望，与公

司一起成长。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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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满足不断上升的期望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截至 2020年，财务部门实现目标面临的最大障碍

30%

26%

18%

15%

11%

对财务部门的投资不足

不愿意进行变革

系统升级或新系统

缺乏专业技能

更高的期望和压力

随着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财务部门最适合领导这一变革。最终负责数字投资的首席财务官不仅可

以利用数字化的潜能来提升效率、优化资源和加强战略洞察力，企业也希望他们能够领导整个公司

的变革。首席财务官及其团队面临着不愿意进行变革的挑战，需要协助公司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

需求，引导公司成功度过转型期，完成战略规划。

财务部门如何领导变革？

• 业务合作：与各业务单位进行合作，帮助它们解决业务难题。

• 沟通：让员工了解发生了什么及其原因。获得员工的认同对于变革管理十分关键。

• 分析：不仅仅是知道数据。财务团队首先需要了解推动行为转变的信息，然后将

相关洞察传递给整个公司。

• 资源：确保财务部门拥有必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加大员工培训的投入，让员工

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 让所有人都关注最终目标：突出益处和利润，让所有人都看到全局。

• 意识：了解挑战、阻力和障碍。了解、承认和共同解决它们。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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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打造财务梦之队

打造财务梦之队

为了有效地利用新兴技术的潜能、开发并实施创新项目和推动绩效增长，财务部门需要具备必要的

专业技能。

琼斯表示：“会计标准和财务法规的日益国际化及财务信息的数字化对财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企业希望财务员工具备较高的 IT和分析能力，希望短期聘用的经理经验丰富，具备管理系统

实施和业务转型项目的专长。”  

掌握稀缺技能的财会人员在市场上十分抢手，而且也难以找到。技能短缺的局面还将继续存在。

中国 96%的首席财务官表示难以找到或吸引优秀的财务人员，因为掌握高端技能的技术专家少

之又少。

为了满足未来财务职能的需求，首席财务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资源和继任者规划。琼斯说：“为了

尽可能地做好迎接未来的准备，首席财务官需要确定未来需要的技能，了解在哪些方面会有差距，

然后制定人才管理计划。”

44%  
业务／财务分析

31% 
会计

29% 
财务管理／控制

25%  
应付／应收账款

24% 
合规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 可多选。

面临人才匮乏窘境的 6大财会岗位 

24% 
审计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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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华嘉设立了一所学院来培养未来的成功所需的技能，包括进行财务培训。施密特回顾到：

“我们的旅人蕉学院有很多益处。首先是培训新人，帮助他们培养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们自己

的人员担当培训师的角色，因此学员会认为他们是合格的合作伙伴，所以就有了进行业务合作的

自然起点。同事们已经在这个学院里相互交往和学习，这有助于在日常工作中建立起协作式的业

务合作关系。” 

未来 5年内财会人员需要培养的重要技能

财会人员之前从事的许多工作都被自动化取代了，因此为了让自己仍然“有用”和“抢手”，他们需

要掌握其它技能。

技术技能 

19% 
法规／风险管理／合规

53% 
财务软件包

6% 
分析能力

22% 
会计和财务报告准则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由于技术不断发展，财会人员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企业不断使用新软件，财会人员需要经常

进行培训来掌握这些新软件。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包括数据挖掘、提取和快速解读大数据。要想为

企业提供真正的价值，目光远大的财会人员还需关注统计建模与数据分析、财务分析与规划、预算、

预测和运营分析。

施密特认为，技术培训开始于在职培训：“你需要非常熟悉业务。否则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不会重

视你。”其次，施密特认为分析能力是成为业务合作伙伴的关键。“提出的问题从‘报告在哪里？’

变成了‘发生了什么？您能否做出解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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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打造财务梦之队

展望未来，随着市场格局继续发生着变化，财会人员将需要继续培养自己的技术技能，丰富知识

储备。ACCA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5：“在 2025年之前，有些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价值将上升，

有些将下降，将需要新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会有所不同。” 

软技能 

资料来源：罗致恒富委托第三方机构在中国上海对 100名首席财务官进行的独立调查。

37% 

领导力

24% 
沟通

2% 
战略眼光

12% 
灵活性／愿意进行改变

25% 
商业敏锐度

但财会人员不只是需要展示技术技能，还需要展示与各业务部门进行有效协作所需的软技能。基于

公司的策略分析数据和提供洞察的能力，以及商业敏锐度和沟通能力，已成为财会人员需掌握的基

本核心能力。

琼斯认识到，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优秀的软技能更受欢迎。“随着财会人员更多地接触其它业

务部门，他们需要展现出领导能力。这不再仅仅是人员管理，财会人员将需要展现出自信地引导

决策过程的能力。”

施密特认为，为了成为成功的业务合作伙伴，财会人员需要培养自己的软技能。“选择财务职业的

很多人都比较内向。但要成为有效的业务合作伙伴，你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表达自己的观点，

说服观众。因此，参加沟通和演讲技能培训十分重要。”

在未来，达到技术技能与软技能的平衡是财会人员脱颖而出的法宝。

5 ACCA，专业会计师 – 未来

https://www.roberthalf.cn/zh
http://www.accaglobal.com/content/dam/members-beta/images/campaigns/pa-tf/pi-professional-accountants-the-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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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2020 • 为未来做准备

首席财务官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很多他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包括汇率波动和政治

不稳定，但他们仍然需要获得成功。他们可以控制的是为财务团队的未来进行规划的能力。

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戴维 •琼斯解释说：“所有首席财务官都知道他们的一项核心要务

是让企业适应未来的要求。通过打造适应 2020年发展要求的财务团队，他们可帮助企业获得成功。

我们列出了首席财务官在未来几年内应该专注的 8个关键步骤。” 

为未来做准备

确定实施数字化和自动化的领域。评估可以将哪些流程或财务业务自动化，以提升效

率，让团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1

最大化数字投入。掌握数字技术和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完成战略优先任务和总体

业务绩效目标。
2

优化与各业务部门的协作。与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的协作，将财务部门定

位为业务合作伙伴，为整个企业创造价值。
3

拥抱变革。变化永不停歇。不要只是成为变化的一部分，应该推动整个企业进行变革。

拥抱变革可让您扩展阅历，更多地参与到业务当中。
4

5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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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能力框架。了解数字化和自动化如何影响财务团队所需的技能。确保财务团队可

支持运营财务需求和企业时常变化的期望。
5

进行差距分析。评估当前的资源，包括技术、技能、人员和专长，准备好应对可能会

发生的变化。确保具备所需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以满足业务的需求，推动企业绩效

增长。

6

储备人才，提升专业水平。研究哪些团队成员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业务合作伙伴，哪些

更适合从事日常业务。一定要明确并优化每位员工的技能，确保财务部门具备所有必

要的专长。

7

制订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策略。许多岗位都出现了优秀财会人员供不应求的状况，所以

现在就应该进行规划，确保财务部门在未来拥有获得成功所需的人才。
8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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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经来临。财务团队根据企业的需求不断地进行调整，承担起多种多样的角色。企业的期望持

续高企，对财会人员的要求日益加大。作为战略领导者，他们需要引导企业实现增长。随着自动化

变得越来越普及，对财会人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解读和传递信息，

成为变革倡导者，新的机遇将会出现。

琼斯解释说：“许多首席财务官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让财务部门为未来的需求做准备，规划资

源分配、培训和发展，寻找专业技能，探索新技术，培育创新。”

“这一过程并不轻松。但只要制定出完善的转型计划，妥善考虑人员、流程和技术的因素，我们还

是可以成功的。” 

结束语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每年进行一次，由罗致恒富（中国）设计，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实施。

研究基于对上海企业 100名资深财务高管进行的访谈，按公司规模和行业汇总调

研结果。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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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 •施密特 

（Bernhard Schmitt） 

大昌华嘉首席财务官

戴维 •琼斯（David Jones） 

罗致恒富亚太高级董事总经理 

大昌华嘉是领先的市场拓展服务提供商，专注于亚洲

市场。他们协助需要可靠外包合作伙伴的企业在新市

场或现有市场发展业务。

罗致恒富是全球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专业招聘咨询

公司，也是标准普尔 500指数成份股公司。公司创建

于 1948年，在全球设有 325家以上的分支机构，为

会计、财务和技术专业人士提供临时、短期和正式员

工招聘服务。

感谢以下受访者参与本次调查及为本报告作出的贡献：

鸣谢

https://www.roberthalf.c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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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致恒富是全球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专业招聘咨询公司，也是标

准普尔 500指数成份股公司。公司创建于 1948年，在全球设有

325家以上的分支机构，为会计、财务和技术专业人士提供临时、

短期和正式员工招聘服务。

关于罗致恒富

© 2016 罗致恒富. RH-1116-CHN-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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