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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展望和新的工作重点。当全球

开始走出2020年的阴霾，迈向复苏之路，首席财务

官群体也需要作出具体决策确立企业定位，以适应

未来发展。尽管伴随着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机遇

也确实清晰可见：50%的首席财务官对经济前景较6
个月前持更加乐观的态度，81%的受访者认为2021
年的整体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同时，有89%的受访

者认为他们公司的业务在未来6至12个月将有更好

的表现。  

周锦昌
全国领导合伙人

首席财务官菁英中心

德勤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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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最新一期的德勤中国首席财务官调查报告聚焦中国以及全球商业环境的变化。科技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企业财

务负责人对技术的投资和应用作何取态？中国首席财务官群体又如何看待全球地缘政治环境─近期美国大选结果是否意味着中美

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或仍是言之尚早？企业又在如何应对人才需求转变，以及提升员工参与度？

这些都是企业游刃于新常态中所要面对的问题。本报告展示了首席财务官群体在上述重要议题上的看法。

乐观情绪上升但仍需保持谨慎

中国控制疫情取得成效，经济持续复苏，以及自2020年第二季

度以来，中国消费支出回升加上出口表现强劲，令首席财务官对

经济取态乐观。由于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措施刺激居民个人消费和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乐观情绪有望在2021年延续。同时，新冠疫

苗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接种，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市场今年以来

呈现的经济复苏势头，也为市场的乐观情绪创造了条件。

首席财务官群体看到机遇的同时也对经营环境感到忧虑。有

61%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后的整体经济仍是最令他们忧虑的风

险因素，另有40%的受访者则为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

忧虑。

中国和亚洲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鉴于中国在重启经济活动方面所取得的进展，85%的首席财务

官认为中国大陆将领跑疫情后的经济增长。首席财务官们并非仅

对中国抱有这样的信心，另有63%的受访者认为亚洲其他地区将

在疫情结束后实现迅速复苏。

的首席财务官认为中国大陆
将领跑疫情后的经济增长

85% 
最令其忧虑的风险因素：
疫情后的整体经济

持续的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

的受访者认为亚洲其他地
区将在疫情结束后实现迅
速复苏

63% 

40% 
61% 

的首席财务官认为中国大陆
将领跑疫情后的经济增长

85% 
最令其忧虑的风险因素：
疫情后的整体经济

持续的地缘政治
紧张局势

的受访者认为亚洲其他地
区将在疫情结束后实现迅
速复苏

63% 

4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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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人才发展是战略重点

首席财务官认为，若企业想要把握2021年增长机遇，数字化转型（58%）、发展及留住人才（45%）是需优先

推进的两大工作重点。

在数字化科技方面，自动化（53%）和信息技术资源（45%）是首席财务官在2021年的首要投资目标。去年，不

少企业为应对疫情在赋能员工灵活高效办公方面进行了投入，但今年可能转至投入人工智能领域。

此外，71%的首席财务官认为，因应当前环境，他们将在未来6至12个月经历不同形式的业务转型。具体到企

业员工方面，82%的首席财务官期望招募及发展具备多元技能的人才。

未来6至12个月的工作重点：

2021年需优先推进的两大工作重点

自动化

信息技术资源45% 

53% 
58% 

45% 

数字化转型

发展及留住人才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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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努力走出去年的阴霾，外界都将目光聚

焦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此次调查中，绝大部分

（85%）的首席财务官都认为中国内地将呈现最强

劲的疫后经济增长。作为全球首个在疫情后重启经

济的地区，加上各行各业广泛采用数字化手段运营，

中国内地无疑具备领跑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态

势。此外，亚洲多国在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方面也

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因此63%的受访者相信亚洲其

他地区将在疫情过后迎来最显著的经济增长。

施能自
全国领导合伙人

首席高管菁英中心

德勤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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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席财务官群体对整体经济的观感明显更趋乐观，其中绝大部分受访者都相信所属
企业在未来一年会有较好的发展。中国制造与零售业的复苏，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
全球的启动，均可能是推动市场乐观情绪的一些主要因素。

对许多企业而言，2020年无疑是艰辛的一年。资金流动性减弱，供应链中断，以及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打乱

了不少企业的决策部署，或影响企业获取生产原材料和维持运营所需的资源，令企业面临考验。然而，各行各

业都努力攻克难关，整体市场情绪有所改善。我们的调查显示，五成受访者对整体经济环境的看法较6个月前

更加乐观，81%的受访者认为2021年的经济前景会较2020年更佳。

更趋乐观， 
更多机遇

图表一：相比于6个月前，目前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50%
         更加乐观37%

没有改变

13%
较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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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同比收缩6.8%后，在第

二、第三和第四季度分别实现了3.2%、4.9%以及6.5%的增长。

这一趋势与我们的首席财务官群体过去6个月对经济信心的提

升相吻合。中国内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入、全球对中国出

口医用品的强劲需求以及内需稳步回升，均有效带动了中国的经

济复苏。

2021年首两个月，中国内地的出口总额较2020年同期增长

60.6%，超过市场预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将2021年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6%以上，这些因素也将为大部分受访者对

经济的正面展望提供支持。此外，随着经济活动低迷的负面影

响减退，89%的首席财务官预期所属公司的业务将在未来6至12
个月有所改善，显示中国经济复苏力度不断增强，企业信心正有

所提升。

图表二：相比于2020年，对2021年经济前景的展望

比2020年明显转好: 31%

比2020年稍好: 50%

与2020年基本持平: 15%

比2020年稍差: 4%

81%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
前景将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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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全球经济 
复苏关键力量

当全球多地仍继续与疫情抗争之际，亚洲国家已在防控疫情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并着
手恢复经济活动。首席财务官们认为，中国作为全球首个走出疫情阴影的经济体，将在
2021年肩负起引领经济复苏的角色。

亚洲国家迅速采取各项政策应对疫情，包括关闭边境、实施社交限制、以及要求公众佩戴口罩等，有效防控了

疫情。2021年首季度，相比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激增，中国内地的新增病例数已开始明显下降，不仅令

经济得以重启，也令其他依赖中国制造的国家和地区受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3%，成为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当被问及预计全球哪一区域在疫情后将迎来最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最多受访者（85%）表示看好中国内地；选

择亚洲其他地区和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受访者分别有63%和58%。这可能因为亚

洲经济放缓的局面已在2020年第二季度逆转，令受访者对该区经济展望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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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有望在疫情后迎来最强劲经济增长的区域

85%
中国内地  

47%
北美

26%
欧洲、中东
及非洲

58%
大中华地区

（包括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及台湾）

63% 
亚洲其他地区

16%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5%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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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保持谨慎

尽管首席财务官群体因中国的经济复苏而对前景感到更加乐观，但仍有一些因素让他
们忧虑。海外市场经济恢复缓慢以及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两个
因素。

2021年的全球环境仍将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因此首席财务官群体在未来数月进行决策部署时仍需保持谨

慎。当被问及最令人担忧的风险因素时，61%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首要担忧的是疫情后经济复苏情况。如

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一些地区可能在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上升后再度延长经济封锁措施等因素，

都令受访者不敢放松警惕。另有四分之一的首席财务官对地缘政治问题感到忧虑。中美关系紧张和美国大选

后的整体环境变化，都将成为他们在未来数月密切关注的议题。

这些担忧也反映于企业财务部门在作规划时所面对的挑战。52%的首席财务官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提供完善

业务决策所需的指标、信息和工具。在过往的调查中这一直是受访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当下供应链和实体经

营模式受到疫情影响，企业更需要完善风险管理，这一难题因而更加凸显。这次调查新增“数字化转型”作为

财务部门面临的挑战选项，有44%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显示出数字化科技应用在应

对疫情方面担负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至于计划如何应对上述各种挑战，首席财务官群体聚焦的三大重点分别为加强风险评估和管控（60%），对现

金流进行建模（55%）以及有效监测和管理应收账款（53%），可见受访者虽然对2021年的整体展望较去年更

正面，但企业仍需对自身财务状况有清晰的了解，同时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准则，才能在不确定的环境里游刃

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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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如海外市场恢复缓慢） 

地缘政治问题（如美国总统大选后的影响） 

经济动荡加剧/进一步衰退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不利的政府政策/法规 

通货膨胀 

商品价格走高 

可利用资本减少/资本成本恶化

币值波动 

投资/执行失误

颠覆性科技

其他  

加强风险评估和管控

对现金流进行建模

监测和管理应收账款 

审视融资和流动性 

更好地进行税务筹划 

与供应商紧密合作 

以多元渠道获得新的信贷额度 

实现采购的合理化及多元化 

将现金释放决策交由首席财务官 
或财务主管集中处理 

其他 

61%

40%

34%

32%

27%

19%

18%

16%

15%

13%

13%

2%

图表四：首席财务官们最为担忧的潜在重大风险因素

图表五：首席财务官们将采取哪些措施以应对这些风险

60%

55%

53%

45%

32%

31%

29%

27%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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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环境中，企业需以战略性思维应对市场的变化。数字科技发展迅速，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以及企业的营商手法，首席财务官们更加意识到企业必须转型才能维持市场
竞争力。

日新月异的科技、不断演变的市场需求、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以及持续更新的监管要求，加上疫情因素，都在

重塑和影响着当下的企业。正因如此，逾70% 的首席财务官预期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其所属机构将进行转

型，以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抗压和适应能力。

我们购物、工作和娱乐等方式在疫情下都发生快速变化，而这些改变在疫情结束后也很可能持续。因此，87%
的受访者期望提升产品和服务，以及时回应消费者的需求；另有76%的首席财务官表示其所属机构将对生产

或工作流程进行自动化或优化，显示出企业在当下环境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效率。

电子商务成为疫情期间业务发展的主要渠道。有鉴于此，60%的受访者预期其所属机构将拓展电子商务。另有

六成受访者表示将在未来数月加大研发投入，显示出企业正积极寻求机会以新的方式创造价值并实现增长。

业务转型成为 
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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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六：未来6至12个月，受访者的机构最有可能做出的调整

Enhance the featur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87%)

Acquire or develop talent with different skill sets (82%)

Automate or streamline production or work processes (76%)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to meet future needs (71%)

Increase engagement in e-commerce (60%)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60%)

Reshape supply chain (35%)

87%

71% 60% 60% 35%

82% 76%

招募或发展具备多元技能
的人才 

自动化、优化生产及工作流程提升产品及服务

进行业务转型以顺应
未来需求 

拓展电子商务 加大研发投入 重塑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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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投入持续 
增长 

为把握2021年的新增长机遇，我们的首席财务官群体计划在科技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增
加投入。随着企业不断提升其技术能力，信息技术资源、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是未来数
月的重点投资领域。

人们的工作和消费方式因疫情产生重大改变，社交距离措施带动数字化渠道的广泛应用。中国企业的数字化

步伐也在持续推进，有50%的首席财务官表示他们所属机构于2020年有对信息技术资源作投入，48%称企业

有采用新的自动化作业方式。为确保员工能有合适的配备进行远程办公，3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过去一年有

投资于不同解决方案，赋能员工灵活高效工作。

2021年中国企业将继续在多个科技领域进行投入。受访者认为自动化和信息技术资源是两大投资重点。超过

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属企业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优先对自动化进行投入，因自动化科技已成现今业务

运营的要素，对于保障业务连续性和精简工作流程至关重要。另外，分别有45%和40%的受访者称信息技术资

源和人工智能是未来一年的重点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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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大量商业活动移至线上，这意味着企业需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才能把握未来的增长机遇。

首席财务官们也看到科技投入和实现业务增长之间的关联，并将数字化转型列为2021年的工作重点。

图表七：受访者的机构在技术领域的投入对比

2020年 未来6至12个月

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

31%
35%

自动化

48%
53%

安全和隐私

26%
21%

灵活高效办公

39%
34%

信息技术资源

45%
50%

云端科技

27%
23%

人工智能

1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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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席财务官而言，在受疫情影响的经营环境中，需要推行审慎的人才发展战略。寻找
及招聘合适人才，同时有规划地发展现有团队，均极具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所在。

疫情不但重塑员工工作、联系及合作的方式，同时改变了企业的人才需求和策略重点。科技在企业运营中的角

色越来越重，企业也需审视人才库的技能缺口并及时填补。

相对过往对机器取代人力的讨论，疫情期间人们更关注的趋势是人机整合。针对这一发展，企业已重新审视他

们的招聘策略，并调整人才培训及发展规划，聚焦技能提升和再培训，以求搭建一支面向未来的工作团队。总

括而言，有45%的受访首席财务官表示，为把握2021年的增长机会，发展及留住人才会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若要达成这些目标，企业首先要通过创新方式解决核心技能短缺问题。美国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的《全球

2019年度人才短缺调查》报告显示，即使在疫情之前，全球54%的企业已出现人才短缺， 2019年的十大紧缺

岗位与2018年大致相同，其中八成已面临应聘者不足的情况。就目前环境而言，远程办公和以线上协同为主的

工作方式更加凸显了这些问题的急切性。

人才发展决策

首席财务官都清楚了解这方面的需要，因而有82%受访者预期他们所

属机构将会招募或发展具备新技能的人才，以补充现有人才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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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调查

德勤中国首席财务官调查旨在了解中国首席财务官群体的观点

和想法，以及中国企业工作重点。2021年第一季度调查于二月

进行，受访群体为中国企业首席财务官和高级财务人员。根据受

访者职衔分布显示，56%的受访者是首席财务官，24%为财务总

监，14%为财务主管或财务经理，其余6%持有其他头衔。

受访者所属公司涵盖多个行业，包括消费品及工业品、生命科学

及医疗健康、金融服务、能源等。其中，42%的受访者所属机构

上一财年的总收入超过100亿人民币，另有42%的受访者所属机

构上一财年的总收入在10亿至100亿人民币之间。

致谢

谨此向大力支持本项调查的所有受访首席财务官表示感谢。

就受访者所属机构种类而言，43%为外资或跨国企业，39%为

民营企业，18%为国有企业。大约有85%的机构总部位于中国内

地，11%的机构总部设在其他地区，3%的机构来自香港。

本次调查旨在向读者展示中国企业财务人员眼中的工作重点。

随着中国经济在疫后逐步复苏，新的机遇和挑战涌现，我们希

望此次调查结果和讨论能够为首席财务官群体提供一些洞察，

助他们开展2021年的工作，在变化不定的经营环境中制定战略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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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高管菁英中心

德勤中国

电话: +86 21 6141 2238
电子邮件: emleung@deloitte.com.cn

关于德勤中国首席财务官菁英中心

德勤中国首席财务官菁英中心汇集德勤领导合伙人与深富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跨领域团队，旨在协助首席财务官有效应对日

益转变的挑战和需求。凭借德勤广泛的专业能力，我们为首席财务官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前瞻思维与崭新洞察，协助其处

理复杂工作，应对公司的严峻挑战，并适应市场的战略性转变。

如欲了解关于德勤中国首席财务官菁英中心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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