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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的数字化财务转型

序言

新冠疫情是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这场始料未及的流行

病不仅在医疗卫生领域席卷全球，在微观层面，对企业的经营模式、运营能力也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现金流的断裂、供应链的短缺、员工的远程办公、顾客的无接触

服务要求等一系列风险都是企业需要面临的棘手问题。而恰恰在这种危急时刻，高

韧性的企业凭借在危机前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敏捷的反应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

往往能比竞争对手更快地恢复，在行业竞争中抢得先机。

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加强重大工程以及新基建进度，强调以技术

创新为驱动，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企业

财务管理领域，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可以实现更精简的操作，降低管理运营成本，将

资源导向高价值分析工作中，预测风险、发现新的机会；认知技术使先进的规划、

预测模型能够挖掘数据库并针对疫情发展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场景分析；云技术的数

字化协作工具支持在疫情隔离期间，分散在各地的员工也能无障碍地远程办公和对

话。这些数字化技术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管理能力和决策支持能力，并增强应对危

机的“韧性”，以更快的速度从经济冲击下恢复。

“新基建”背景下所带来的技术革新，将持续地推动企业数字化财务转型，不仅仅体

现在全新的工作方式、流程的优化和大数据的洞察分析，它更能站在企业核心价值创

造的出发点上，基于核心价值链和关键管理职能构建价值管理体系，基于价值预算、

价值成本、价值资产、智能报告、可视化分析等管理手段持续推动建设企业“四化一

体”（集团化、专业化、一体化、差异化）的管控体系。我们认为，数字化财务转型将在

以下几个方面将重塑企业价值、加速管理变革：

01. 从企业价值最大化出发，建立战略规划、三年计划、年度预算、滚动预测“四位

一体”的预算管理体系；

02. 着眼于行业全周期价值链模型，建立贯穿投资、采购、生产、销售、运营、财务

等全价值链环节的成本管控体系，落实成本抑减、并引申至战略性盈利决策；

03. 借助物联技术实现人机互动，实现预测性检修、智能运维、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

一体化变革，打造全链条、全维度、全过程、全方位的智能资产管理平台；

04. 基于新技术应用下的自动化合并及报表出具，建立“六X四”智能报告体系，落

实综合绩效管理闭环；

05. 借助可视化技术和认知技术，打造管理信息决策树，建立业务财务分析及预测一

体化的决策支持体系。

“高韧性的企业凭借在危机

前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敏捷

的反应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

力，往往能比竞争对手更快

地恢复，在行业竞争中抢得

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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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的数字化财务转型

基于德勤的财务管理框架，财务管理分为财务规划、财务治理、业绩管理和基础架构四个关键能力。数字化财务转型可以参考

这一框架进行全面调研与总体规划，明确各项财务管理核心职责，探索在组织、人员、流程、技术工具、信息五个方面的转

变，确保财务转型范围的完整性与落地效果。

财务转型应着力打造数字化浪潮下的价值引擎体系，以提高企业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降本增效、决策支持等价值为出发

点，以创新技术应用为手段，加强成本管理、预算管理和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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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下的数字化财务转型

成本管理的重点在于精细化管理和全价值链的成本管理。精细化管理通过定额单

耗、成本分摊等方式实现成本精准核算和控制；全价值链的成本管理通过关注采

购、生产、销售、研发等各价值链环节中的成本要素，实现成本全过程管控。通过

数字化的手段、信息化系统集成，可以有效地打通业务计划与财务计划的数据流

动，通过业务计划引导财务预算的制定，和预实数据的比较分析。

预算管理重点在于预算闭环管理，充分落实目标下达、预算编制、预算监控、预算分

析、预算调整、预算考核各环节的意义，以全面预算为抓手，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

落地和绩效提升的目的。高阶分析和认知技术将显著地提升目标预测的准确性，依据

可视化技术可以将预算分析呈现为更易解读、更有洞察的商务智能工具。

资金管理的重点在于资金整体收支计划、筹资计划和投资计划。资金整体收支计划

调节安排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的资金，从而根据现金流缺口制定筹资计

划，根据现金盈余制定投资计划。基于自动化与区块链技术的“财务工厂”将大幅

地提高财务的自动化处理能力，并将零散的资金集中管理，财务人员将有更高的灵

活度安排资金计划，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智能报表重点在于对外满足各类监管需求，实现企业财报准确合并；对内支撑分析

决策、绩效评估、战略制定。多套架构逐级合并是企业的常见需求，企业报告往往

需要同时基于产权架构、事业部架构、区域架构等多套并行架构满足法定财报与管

理报告需求，因此智能报告可通过简单的配置方式实现逐级合并，一键合并；明细

对账，即实现通过科目级报表科目向下直探至凭证级，满足审计资料提报需求与管

理报表明细数据追溯分析需求；计算与抵消，实现交叉持股、收购子公司、增减

资、同一控制转让等复杂场景的自动抵消；智能预警，利用大数据算法、神经网络

技术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全量凭证级基础数据进行全面自动地检查与提醒，对异常

单据、异常价格与单位成本、异常交易等异常数据进行自动预警。

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将贯穿财务管理的各项职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认知

技术、可视化、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可以加强成本的管控能力、资源的配

置能力和资金的利用能力，从而整体上提升企业的运营能力和决策支持能力。

“新技术的创新应用将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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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视化、人工智能、云

技术等新技术，可以加强成

本的管控能力、资源的配置

能力和资金的利用能力，从

而整体上提升企业的运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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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新基建”下的数字化财务转型》报告将包含五个主题：

01. 价值管理篇

实现企业的愿景和战略目标是价值管理的最终目的。本篇旨在帮助企业回答什么是

正确的事，如何做，以及如何从预算管理、成本管理、资产管理等各方面达到价值

管理的目的。

02. 行业应用篇

价值预算应用在很多不同的行业，比如矿业行业、汽车行业等。本篇介绍全面预算

管理体系如何以价值引领能力，利用新技术优化目标测算、业财融合以及多视角的

成本分析。

03. 创新应用篇

RPA、认知技术、可视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科技的应用颠覆了财务的各项职能，

本篇介绍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升财务管理能力，完成转型升级。

04. 可视化分析篇

可视化分析是数字化变革中最为直观的变化。管理者可以利用可视化的分析技术，实

现财务业务报告的可视化展示，以简单易懂的图表展示各维度的分析报告。本篇将介

绍财务领域的预算分析、商务智能以及高管驾驶舱等可视化分析的应用。

05. 智能合并篇

作为综合绩效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企业财报与管报共同为企业提供着报告数据的价

值。德勤基于自身深厚的财务能力背景与多年来为全球与国内各行各业大型企业的

服务经验，总结出“六X四”智能报告管理方法论，帮助企业打造数字化的智能报

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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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

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

超过100座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香港、雅加达、吉

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大阪、首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德勤于1917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如今，德勤中国为中

国本地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

询、风险咨询和税务服务。德勤中国持续致力为中国会计准则、税务制度及专业人

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德勤中国是一家中国本土成立的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

的合伙人所拥有。敬请访问 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通过我们的

社交媒体平台，了解德勤在中国市场成就不凡的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

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

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

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

或承诺。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

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

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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